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Lesson 3 

• Nǐ jiào shénme mínɡzi ? 

•   你   叫   什么  名字？ 

1 on 1 live course1 on 1 live course
Chinlingo  Chinese

   nǐ  jiā  jǐ kǒu rén 
   你家几口人？



Instructions

• Pinyin：Disyllabic words

• New Words

• Texts：ask about how many people in your 

family；how old are you

• Exercises



1.第一声+第一声

拼音 Pinyin

飞机     fēi jī

发生     fā shēng

秋天     qiū tiān

星期     xīng qī 

抽烟     chōu yān 

交通     jiāo tōng 

春天     chūn tiān 

关心     guān xīn 



1.第一声+第二声

拼音 Pinyin

八楼     bā lóu 

今年     jīn nián 

欢迎     huān yíng

公园     gōng yuán 

非常     fēi cháng 

家庭     jiā tíng 

工人      gōng rén

踢球      tī qiú



1.第一声+第三声

拼音 Pinyin

铅笔     qiān bǐ

辛苦     xīn kǔ 

黑板     hēi bǎn

方法     fāng fǎ

机场     jī chǎng

经理     jīng lǐ

操场     cāo chǎng

开始     kāi shǐ



1.第一声+第四声

拼音 Pinyin

商店     shāng diàn

音乐     yīn yuè

吃饭     chī fàn

工作     gōng zuò

高兴     gāo xìng

生气     shēng qì

需要     xū yào

帮助     bāng zhù



热身 Warm up

How many people in your family? 
How old are they?



几

弟弟

两

妹妹

口

 家

生词 New Words

岁

一共

jǐ         how  many

dìdi     younger brother

liǎng       two

mèi mei  younger  sister

jiā         family

kǒu   use for people,  
           animals, ect

yí gòng  altogether

suì       year(age)  



生词 New Words

几 几口  几口人  你家有几口人？
jǐ

弟弟   我弟弟  一个弟弟  你有几个弟弟？
dìdi

 家   你家 你家有几口人？
jiā

和 我和你 这是我的弟弟和妹妹。
hé

  一共 你家一共有多少人？
yí gòng 

suì
岁               几岁         你弟弟几岁？



在家里  at the home

课文 Text 1

   Nǐ jiā yǒu jǐ kǒu rén ？

A：你家有几口人？

   Wǒ jiā yǒu sān kǒu rén ，nǐ ne ？

A：我家有三口人，你呢？
   Wǒ jiā yí gòng wǔ kǒu rén ，

B：我家一共五口人，
   Wǒ yǒu dì di hé mèi mei。

  我有弟弟和妹妹。



询问   ask

课文 Text 1

 

Nǐ jiā yǒu jǐ kǒu rén？ Wǒ jiā yǒu…… 

 你家有几口人？        我家有……
Tā    jiā yǒu jǐ kǒu rén ？  Tā jiā yǒu ……

他/她家有几口人？     他/她家有……

 
         

  

sān kǒu rén
三口人

three members

wú kǒu rén
五口人

 five members

liáng kǒu rén
两口人

two members

    yǒu jǐ kǒu rén 
……有几口人？



在家里  at home

课文 Text 2

      Nǐ dì di jǐ suì le ？

A：你弟弟几岁了？

   Tā sān suì le 。

B：他三岁了。

     Nà nǐ mèi mei ne ？

A: 那你妹妹呢？

     Tā wǔ suì ，shì ge xué shēng 。 

B：她五岁，是 个 学 生。



课文 Text 2

 Nǐ  jīnnián jǐ/duōshǎo suì？             Wǒ jīn nián shí sì suì le. 

你今年几/多少岁？       我今年十四岁了。

......几岁了  How old……      多少岁  How old……
jǐ suì le

Nǐ dìdi jǐ suì le ？                     Wǒ dìdi  bā  suì le.

你弟弟几岁了？            我弟弟八岁了。

Tā gē ge jīn nián duōshǎo suì ？             Tā gē ge èr shí qī suì. 

他哥哥今年多少岁？          他哥哥二十七岁。

duōshǎo suì 



Describe the pictures using the newly-learned language points and words.

练习 Exercises

Nǐ  jiā  yǒu       kǒu rén ？

你 家 有 ___ 口 人？
Wǒ jiā yǒu       kǒu rén.

我 家 有 ___口 人。



Describe the pictures using the newly-learned language points and words.

练习 Exercises

Zhè shì wǒ

这 是 我 ____。
Tā  jīn  nián        suì .

她 今 年 ____ 岁。



1.Look at the  picture，and answer the questions.

 

课 堂 活 动Class Activities

   

1.她家有几口人？ Tā jiā yǒu jǐ kǒu rén ？

2.她家有谁？         Tā jiā yǒu shuí ？

3.她今年几岁？     Tā jīn nián jǐ suì ？

4.她有弟弟吗？      Tā yǒu dì di ma ？

5.她妹妹几岁了     Tā mèi mei jǐ suì le？

   



文化角 Culture Corner 
corner   生肖 Chinese zodiac

The twelve Chinese zodiac signs are the 
twelve animals Chinese people customarily 
use to mark the year in which a person was 
born. 

Why choose these animals？

1.primitive worship of 
animals
2.activity time of each 
animal

rat, ox, tiger, rabbit, 
dragon, snake, horse, 
goat, monkey, rooster, 

dog, pig.



Thank y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