
1 on 1 live course

我头疼
I have a headache

Wǒ tóu téng

      Chinlingo Chinese



热身 Warm-up

What would you do if you have a headach?



生词  Words

开始

kāishǐ  v. to begin,to start



生词  Words

嘴

zuǐ  n.  mouth

张

zhāng  v. to open

张开双手    张开嘴巴



嗓子

sǎng zi    n.   throat

生词  Words

咳嗽

ké sou    v. to cough   
嗓子疼



生词  Words

测

cè   v.  to measure，check  

体温

tǐ wēn  n.
temperature （of body）



生词  Words

感冒

gǎnmào  v.  to catch a cold  

发烧

fā shāo  v.
run a fever



生词  Words

打针

dǎ zhēn  v.  to give an injection

吃药

chī yào v. have medicine



课文  Lesson1

在医院  In hospital

A：你怎么了？

B：我头疼，咳嗽。

A：几天了？

B：昨天上午还好好的，晚上就开始不舒服了。

A：你吃药了吗？

B：吃了一次。

A：你张开嘴，我看看，嗓子有点红。

Nǐ zěnme le ？

Wǒ tóuténg ，késou 

Jǐ  tiān  le ？

Zuótiān shàngwǔ hái hǎohao de,wǎnshang jiù kāishǐ bù shūfu le 。

Nǐ   chīyào  le ma ？

Chī  le  yī   cì 。

Nǐ zhāng kāi zuǐ ，wǒ kàn kan ，sǎng zi yǒu diǎn hóng。



课文  Lesson1

B：有问题吗？

A：没什么。你测下体温吧。

B：发烧吗？

A：三十七度六，你感冒了。

B：要打针吗？

A：不用，吃两天要就会好的。

Yǒu wèn tí ma ？

Méi shén me 。Nǐ cè xià tǐ wēn ba 。

Fā shāo ma ？

Sān shí qī dù liù ， nǐ gǎn mào le 。

Yào dǎzhēn ma ？

Bú yòng ，chī liǎng tiān yào jiù huì hǎo de 。



语法  Grammar1

1. Complement of frequency 

  吃 了 一 次 

V. + times(of action)

 他只来过一次。

 我找过他两次，他都不在。

次，遍，回 ，下



练习  Exercise1

Make sentence with“V. + times(of action)”  



语法  Grammar1

Complement of frequency 

“一下儿”——short duration of an action 

V. + 一下儿

 我介绍一下儿。

 你帮我拿一下儿。

 你来看一下儿。



练习  Exercise1

Make sentence with“一下儿”  



练习  Exercise1

Make sentence with“一下儿”  



语法  Grammar 2

2. Complement of result 

  张开嘴         关上窗户       洗好衣服

V. + Complement of Result + O.



语法  Grammar 2

 Complete the blank with proper words

  吃____饭         修____自行车       接____一个电话



生词  Words

受伤

shòushāng
  v. be injured，be wounded

情况

qíngkuàng 
 n. situation



检查

 jiǎnchá 
 v.  to check，to inspect

生词  Words

摔倒

shuai dao 
v. to slip，to fall down 

检查身体



课文  Lesson2

办公室  In the office

 A： 王兰呢？我找了她两次，都不在。

 B：去医院了。

 A：怎么了？病了吗？

 B：不是，她受伤了。听说今天早上她一出门就摔倒了。

 A：现在情况怎么样？

 B：还不清楚，检查了才知道。
Hái bù qīng chǔ ，jiǎn chá le cái zhī dào 。

Wáng Lán ne ？Wǒ zhǎo le tā liǎng cì ，dōu bú zài 。

Qù yī yuàn le 。

Zěn me le ？ Bìng le ma ？

Bú shì ，tā shòu shāng le 。Tīng shuō jīn tiān zǎo shàng tā yī chū mén jiù shuāi dǎo le 。

Xiàn zài qíng kuàng zěn me yàng ？



语法  Grammar 3

”一…..就……”  (no sooner…than…)

他一下车就看见玛丽了。

1. Two events occur in close succession

他们一放假就去旅行了。



练习  Exercise 3

Make sentence with“一……就……”  



练习  Exercise 3

Make sentence with“一……就……”  



语法  Grammar 3

他一累就头疼。

2.   ”一（condition） 就 （result）”    

一下雪，路就很滑。



练习  Exercise 3

Make sentence with“一……就……”  



练习  Exercise 3

Make sentence with“一……就……”  



练习  Practice

Complete the conversation

A: ___________________。

B：他刚一病就住院了。

A:_________________？

B:现在还在检查，检查了才知道。

A:_____________________.

B: 我一定告诉你。



课 堂 活 动Class Activities
Use Chinese to describe the following pictures.

1.一……就……
2.V.+complement of result

睡觉下班 吃饭



复习  Reivew

生词

语法

开始  嘴  张开  摔倒  发烧  
咳嗽   打针  受伤  情况   检查

（1）v.+ times(of action)
（2） ”一…..就……” 



Thank y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