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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法  Grammar1

1. ……才……

（1）adv.be similar to “until” 。It has the tone of complaints.

八点上课，他八点半才来。

我八点出发，九点才到学校。

你怎么才来？ 

bā diǎn shàng kè ，tā bā diǎn bàn cái lái。 

wǒ bā diǎn chū fā ，jiǔ diǎn cái dào xué xiào 。 

nǐ zěn me cái lái ？



语法  Grammar2

1. V.    +  “好”（1）

饭已经做好了。                   complete action nearly 

我一定会学好中文。                the results are near perfect  

（1）means “complete action nearly or the results are near perfect”.

fàn yǐ jīng zuò hǎo le 

wǒ yī dìng huì xué hǎo zhōng wén 



语法  Grammar2

2. V.    +  “好”（2）

（2）It is similar to “have settled / finished /decided”.

我和他说好了八点见面。

时间约好了。

wǒ hé tā shuō hǎo le bā diǎn jiàn miàn 

shí jiān yuē hǎo le 



练习  Practice

Use the ‘’好’’ to make a sente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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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法  Grammar3

1. V.    +  somewhere   +  来 / 去（1）
  
         你快下楼来吧。

       老师进教室来了。                   

       他到上海去了。

       他回宿舍去了。

 

来到这里

离开这里



语法  Grammar3

2. V.         + ( something)  + 来  /  去  

      V.     +    来  / 去      +     ( something)

                   我想带书去。
               他没买苹果来。
  
               我带去了一本书。
               他买来了一个苹果。

       
 



练习  Practice 2

1. Make  the  ‘’来/ 去”  sentence.

哥哥七岁

Key word:
gōng jiāo chē 

 公交车



语法  Grammar1

1. The “比”sentence（1）

（1）        今天              比   昨天       冷。

（2）         西瓜             比   苹果       大。

        A            比     B       Adj.



语法  Grammar1

1. The “比”sentence（1）

（1）          他            没有      我          帅。

（2）         香蕉        没有   苹果        好吃。

     A           没有     B       Adj.

Tā             méi yǒu       wǒ           shuài 

Xiāng jiāo      méi yǒu píngguǒ      hǎo chī 



练习  Practice

Compare two people using the“比”sentence. 

Key words：
高 gāo adj.tall

矮 ǎi  adj.sh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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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法  Grammar2

2. The “比”sentence（2）

  这儿           比                 我家       冷             很多。

  今天            比                 昨天     便宜          五毛。

A    + “比”   +    B  + adj.+ degree

（Adv./ num.-measure phrase）
   很多，一点儿，不少.... 一个

Zhèr            bǐ                wǒ jiā     lěng        hěn duō

Jīn tiān       bǐ               zuó tiān  biàn yí    wǔ máo



练习  Practice 2

2. The “比”sentence（2）

A    + “比”   +    B  + adj.+ degree
（Adv./ num. +measure phrase）

哥哥七岁 弟弟四岁

gēge qīsuì dìdi sìsuì



练习  Practice 2

2. The “比”sentence（2）

A    + “比”   +    B  + adj.+ degree
（Adv./ num. +measure phrase）

三口人

sān kǒurén
四口人

   sì kǒurén



语法  Grammar 1

“一点儿” vs  “有点儿” 

Jīntiān wǒ yǒu diǎnr ké sòu。 。

今天 我 有点儿 咳嗽。

你 喝一点儿水吧。
  Nǐ    hē yī diǎnr shuǐ ba 。

有  点儿+  n.    have a little/bit of +n.

v. + 一点儿+  n.    a little/bit of +n.



练习  Practice

Make sentences with “有点儿“ or ”一点儿”  

Key words：
胖 pàng adj.fat
瘦shòu  adj.thin 



语法  Grammar 1

   “有点儿“ vs ”一点儿”     

Wǒ yǒu diǎnr bù shūfu。  。

我 有点儿 不舒服。I am a little uncomfortable.

 Nǐ hǎo yī diǎn ér le ma 。

有点儿+  adj.   a little/bit too... 
                          (unhappy,unsatisfied)  

 adj. +一点儿        a little/bit     adj.-er 

  你好一点儿了吗？ are you better？



练习  Practice

Make sentences with “一点儿” or “有点儿“ 

Key words：
胖 pàng adj.fat
瘦shòu  adj.thin 

8元/斤 5元/斤



语法  Grammar 2

1. The “别”sentence to persuade. 

（1）      别       抽 烟 了。     

（2）      别       开太快了。            

        别...     don't

Bié    chōuyān le。

Bié     kāi tàikuài le。



练习  Practice

Make a persuative sentence  with “别“ 

Key words：
胖 pàng adj.fat
瘦shòu  adj.thin 



语法  Grammar1

2.  “得（děi）”  express the persuasion&suggestion

（1） 你 得 多 喝水。      

（2）天 冷 了，我们 得  多 穿点儿。 

（3）星期 四我 得 回家。       

 得 děi     should,have to

Nǐ   děi  duō hē shuǐ

Tiān lěng le ，wǒmen děi duō chuān diǎnr

Xīngqī sì wǒ děi huí jiā 



练习  Practice

Make a sentence with “得”. 

Key words：
高 gāo adj.tall

矮 ǎi  adj.short



语法  Grammar1

1. The interrogative pronoun“怎么”&“为什么”.

你不高兴？ 你怎么不高兴？

=你为什么不高兴？

今天这么热？ 今天怎么这么热？

=今天为什么这么热？



练习  Exercise1

Ask for a reason with“怎么、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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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法  Grammar2

1. The pair of conjunctions“因为……，所以……”.

因为他每天跑步， 所以身体很好。

因为她生病了， 所以没去学校。

yīn wèi tā měi tiān pǎo bù ， suǒ yǐ shēn tǐ hěn hǎo

yīn wèi tā shēng bìng le  ， suǒ yǐ méi qù xué xiào



练习  Exercise 2

Ask for and answer a reason with “怎么/为什么, 因为...
所以...”



Thank y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