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on 1 live course

这个工作是他帮我介绍的
He recommend me for this job.

Zhè  ge  gōng  zuò  shì  tā  bāng wǒ jiè shào de

      Chinlingo Chinese



热身 Warm-up

How do you find a job?



生词  Words

生日

今天我生日

生日快乐

晚上

晚上出去吃饭

晚上好



生词  Words

接

jiē  
v.  to receive,to take,
      to accept,to pick up

介绍

jièshào  v. to introduce
                    to recommend

接电话 接孩子 介绍认识一下 介绍工作



已经

yǐ jīng    adv.   already

生词  Words

帮

bāng   v. to help, to assist   

帮忙 帮助别人已经吃完了



生词  Words



课文  Lesson 1

在教室  In the classroom

A：生日快乐！这是送给你的！

B：是什么？是一本书吗？

A：对，这本书是我写的。

B：太谢谢你了！

Shēng rì kuài lè ！     Zhè shì sòng gěi nǐ de ！

Shì shén me ？Shì yī běn shū ma ？

Duì ， zhè běn shū shì wǒ xiě de 。

Tài xiè xiè nǐ le ！



课文  Lesson 2

在家里  At home

A：早上 有你一个电话。

B：电话 是 谁打的？

A：不知道，是儿子接的。

B：好， 晚上我问一下儿子。

Zǎo shang  yǒu nǐ yī gè diàn huà。

Diàn huà  shì  shuí dǎ de ？

Bù zhī dào ，   shì ér zi jiē de 。

Hǎo ，  wǎn shàng wǒ wèn yī xià ér zi。



语法  Grammar1

1. Structure”是……的”

Object + 是(V) + 谁(Who) + 动作(V) + 的。  

是……的

这本书       是          我          买             的。

 晚饭          是        妈妈        做             的。

电话           是        米娜         打            的。

Emphasizing the agent of an action



练习  Exercise1

Make sentence with“是……的”  



练习  Exercise1

Make sentence with“是……的”  



练习  Exercise1

Make sentence with“是……的”  



语法  Grammar1

1. Nagative form ：”不是……的”

Object + 不是(V) + 谁(Who) + 动作(V) + 的。  

不是……的

这个汉字   不是       大卫            写       的。

 苹果           不是       王方            买       的。

电话            不是         他           打           的。



练习  Exercise1

Make sentence with“不是……的”  



练习  Exercise1

Make sentence with“不是……的”  



课文  Lesson 3

在家里  At home

A：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在这儿工作的?

B：我是2014年来的，已经四年多了？

A：你认识谢先生吗？

B：认识，我们是大学同学，这个工作是他帮我介绍的。

Nǐ shì shén me shí hòu    kāi shǐ   zài     zhèr   gōng zuò de ?

Wǒ  shì èr líng yī sì nián lái de ，         yǐ jīng sì nián duō le ？

Nǐ  rèn shi  Xiè  xiān sheng ma ？

Rèn shi ，  wǒ men shì dà xué tóng xué ，        zhè gè gōng zuò shì tā bāng wǒ jiè shào de 。



语法  Grammar 2

1.Num-M + 的时候 

……的时候

今天早上八点的时候我没在家。

我十八岁的时候一个人来到北京。

我十一岁的时候开始踢足球。

Indicating Time



练习  Exercise1

Make sentence with“……的时候”  



练习  Exercise1

Make sentence with“……的时候”  



练习  Exercise1

Make sentence with“……的时候”  



语法  Grammar 2

2. V + 的时候 

……的时候

我睡觉的时候，我妈妈在做饭。

迈克到学校的时候下雨了。

王老师工作的时候，他丈夫开车去医院了。

Indicating Time



练习  Exercise 2

Make sentence with“……的时候”  



练习  Exercise 2

Make sentence with“……的时候”  



练习  Exercise 3



练习  Exercis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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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是……的
2. ……的时候

2年前图书馆 2015



Thank y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