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on 1 live course

你好点儿了吗？
Nǐ  hǎo  diǎnr  le  ma?

      Chinlingo Chinese

Do you feel better?



热身 Warm-up

What do you have when you are ill?



水果  shuǐɡuǒ   n. fruit

生词  Words

苹果   西瓜   香蕉   梨  
你爱吃什么水果？



生词  Words

些  xiē  m. some; a few

一些   这些   那些   哪些

一些水果    一些香蕉



身体  shēntǐ   n.  body; health

医生 yīshēnɡ    n. doctor

生词  Words

生病 shēnɡbìnɡ     v. fall sick; get ill

病人 bìnɡrén      n. patient



课文 Text 1

 

        Nǐ shēntǐ hǎo diǎnr le mɑ?

A：你身体好点儿了吗？
      Hái bù zěnme hǎo.   Tiānqì tài rè le,        bú ài chīfàn.

B：还不怎么好。天气太热了，不爱吃饭。
       Nǐ duō chī xiē shuǐɡuǒ, duō hē shuǐ.

A：你多吃些水果，多喝水。
         Xièxie nǐ,  yīshēnɡ.

B：谢谢你，医生。

在病房 In the sickroom



语法  Grammar1

1. 多 / 少 + verb + noun

多/少 Verb Noun

多 吃 饭

多 喝 热水

少 说 话

少 睡 一会儿



练习  Exercise1

Make sentence with“多 / 少 + verb + noun”  



练习  Exercise1

Make sentence with“多 / 少 + verb + noun”  



练习  Exercise1

Make sentence with“多 / 少 + verb + noun”  



生词  Words

天气

yǔ
雨

duō yún
  多云

 fēnɡ
  风

xuě 
 雪  

yīn
阴

qínɡ
 晴



下雪 xià xuě    snow

生词  Words

下雨 xià yǔ      rain

刮风 ɡuā fēnɡ    blow (of wind) 



课文 Text 2

 

        Xià xuě le ，  jīntiān zhēn lěnɡ.

A：下雪了，今天真冷。
       Yǒu línɡ xià shí dù bɑ ? 

B：有零下10度吧？
          Shì ɑ ， nǐ chuān de tài shǎo le， bú yào shēnɡbìnɡ le. 

A：是啊，你穿得太少了，不要生病了。
         Wǒmen jìn fánɡjiān bɑ， lěnɡ sǐ le. 

B：我们进房间吧，冷死了。

在家门口  At the door of the house



语法  Grammar2

2. Complements of State：得

Subject
Predicate

Verb 得 Adj

你 穿 得 很少。

他 写 得 不错。



练习  Exercise1

Make sentence with“V.+得+adj.”  



练习  Exercise1

Make sentence with“V.+得+adj.”  



语法  Grammar1

Subject
Predicate

(V+) Object Verb 得 Adj

你 （穿）衣服 穿 得 很少。

他 （写）字 写 得 不错。

If the verb takes an object:



练习  Exercise1

Make sentence with“(V.+）O.+V.+得+adj.”  



练习  Exercise1

Make sentence with“(V.+）O.+V.+得+adj.”  



语法  Grammar1

Subject
Predicate

(V+) Object Verb 得 不 + Adj

你 （穿）衣服 穿 得 不少。

他 （写）字 写 得 不好看。

If the negative form:



练习  Exercise1

Make sentence with“(V.+）O.+V.+得+不+adj.”  



语法  Grammar3

3. adj + 死了

subject adjective 死了。

我 饿 死了。
我 累 死了。

这个饭店的菜 贵 死了。



练习  Exercise1

Make sentence with“adj.  + 死了”  



练习  Practice

Fill in the blanks.

（1）她开车开得             。

（2）妈妈的菜做得               。

（3）希望你玩得                   。

（4）今天有零下5度，我要冷          。



练习  Practice

Fill in the blanks.



Verbs：学  写  读  骑自行车  开车   

Adjectives：好  慢  快  不错  高兴 

练习  Practice

Make sentences with complements of state using “得”



Thank y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