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hinlingo Chinese

复习



1

2

3

词汇  

课文

中国文化



1. 看着拼音,选出词语。.

词汇 1

tiānqì shū fu zǒulù

xíguàn ānquánháishì

走路   还是   天气   习惯  舒服   习惯



2.找到词语相应的解释，连线。

词汇  2

技术

compare, than

咳嗽 cheap

比
skill, technology便宜

panda

熊猫

cough



2.找到词语相应的解释，连线。

词汇  2

出去 sell

骑自行车

卖

得

go out

don’t…, prohibit 

ride on a bike, bicycle riding

别 should,have to



2.找到词语相应的解释，连线。

词汇  2

好吃 week

面条

星期

羊肉

delicious

mutton 

noddles



A.  感冒  B.  事故    C.  技术

词汇  3

3.选择正确的词汇。



    A. 西瓜        B. 划船         C. 熊猫

词汇 3



4.看着图片，你能想起对应的词语吗？

词汇 4

2.A:  车里人真多。

   B：我已经____了。

3.济南_____上海_____6度。



再试一次：

词汇 一

2.她们去______一起_______咖啡。

3.她喜欢______看书。



词汇总结



 课文

       王兰:   张老师，北京的夏天热吗？

张老师:  不太热。你们那儿跟这儿一样吗？

   王兰：不一样，夏天不热，冬天很冷。

张老师：有多冷？

   王兰：零下二十多度。

张老师：真冷啊

Zhāng lǎo shī ，Běi jīng de xià tiān rè ma ？

Bú tài rè 。nǐ men nà ér gēn zhè ér yī yàng ma ？

Bù yī yàng ，xià tiān bú rè ， dōng tiān hěn lěng 。

Yǒu duō lěng ？

Líng xià èr shí duō dù 。

Zhēn lěng ā 



对 或 错

1. 北京的夏天很热。

2. 王兰家的夏天和北京的不一样。

3. 王兰家那边的冬天非常冷。

4. 张老师觉得王兰那儿的冬天不冷。

Běi jīng de xià tiān hěn rè 。

Wáng lán jiā de xià tiān hé běi jīng de bú yī yàng 。

Wáng lán jiā nà biān de dōng tiān fēi cháng lěng 。

Zhāng lǎo shī jié de wáng lán nàr de dōng tiān bù lěng 。



Notes

   

夏天    

冬天     dōng tiān

xiàiān

n.        summer

n.       winter跟       

一样   

零下

gēn

yī yàng

líng xià prep.    with

adj.     same

adj.  subzero



重点词

Compare

The preposition “按照”means ‘according to”，similar to 
For example：

（1）北京的天气和东京的天气不一样。

（2）你的衣服和我的一样。

（3）我的假期跟大家的一样，都是周六周日放假。

A  is the same/different with B

Běi jīng de tiān qì hé dōng jīng de tiān qì bù yī yàng 。

Nǐ de yī fu hé wǒ de yī yàng 。

Wǒ de jiǎ qī gēn dà jiā de yī yàng ，dōu shì zhōu liù zhōu rì fàng jiǎ 。



练习  Exercise

看图用“跟/和……一样/不一样”完成句子



练习  Exercise

看图用“跟/和……一样/不一样”完成句子

大卫跟玛丽___________6点起床。

但是尼克___________, 他6点半起床。

Dà wèi gēn mǎ lì                               liù diǎn qǐ chuáng 

Dàn shì ní kè                                    tā liù diǎn bàn qǐ chuáng 。



汉字  Character



汉字  Character



Thank y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