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Lesson 3 

• Nǐ jiào shénme mínɡzi ? 

•   你   叫   什么  名字？ 

1 on 1 live course1 on 1 live course
Chinlingo  Chinese

      fùxí
           复习



在

哪儿

工作

 

医院

 生日

生词 New Words

学校zài              in/on/at

nǎr             where     

gōng zuò   to work, job

yī yuàn      hospital

xué xiào   school

银行 yín háng  bank

医生 yī shēng   doctor

公园 gōng yuán park



语言点 language point

 

   

在车站 at the railway station

在 + place + Verb

Wǒ zài péng yǒu jiā hē chá.
我在朋友家喝茶。
Wǒ zài xué xiào kàn shū.
我在学校看书。
Wǒ zài yī yuàn gōng zuò.
我在医院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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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练习 Exercises

Nǐ zài        gōng zuò?

你在 ___ 工作？
Wǒ zài    gōng zuò ，wǒ shì

我在 ___ 工作，我是 ___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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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练习 Exercises

Yín háng      nǎr?

银行 ___ 哪儿？
Yín háng zài......páng biān.

银行在 ___ 旁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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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练习 Exercises

Wǒ de bēi zi

我的杯子 ___ ？
Bēi zi zài zhuō zi shàng.

杯子在 桌子上。



现在

点

分

 

中午

 生日

生词 New Words

吃饭xiàn zài     now

diǎn           o’clock     

fēn             minute

zhōng wǔ   noon

chī fàn   to eat a meal

前 qián       before, 
                   earlier than 

时候 shí hòu  time,moment

下午 xià wǔ    afternoon



课文 Text 1

 

 Xiàn zài jǐ diǎn?    xiàn zài …diǎn （… fēn）.

 现在几点？         现在……点（……分）。
 Zhōng wǔ jǐ diǎn chī fàn?  …diǎn （… fēn）chī fàn.

 中午几点吃饭                  ……点（……分）吃饭。 

         

  

      jǐ diǎn
……几点……

在图书馆 In the library



课文 Text 2

     qián   sān tiān qián     sì diǎn qián    xīng qī wǔ qián

   …前         三天前              四点前           星期五前
Nǐ shén me shí hòu qù xué xiào ？     …qián.

你什么时候去学校？                      ……前。
Nǐ shén me shí hòu qù chī fàn ？        …qián.

你什么时候去吃饭？                      ……前。 

         

  

在家 at 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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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练习 Exercises

Xiàn zài jǐ diǎn?

现在几点？
Xiàn zài     diǎn       fēn. 

现在 ___ 点 ___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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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练习 Exercises

Nǐ shénme      qù xuéxiào?

你什么 ___ 去学校？
      sān diǎn.

___ 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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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练习 Exercises

Nǐ shénme shíhòu néng huí lái?

你什么时候能回来？
Xīng qī èr

星期二 ___ 。



星期

昨天

号

明天

 做

月

问

 生日

生词 New Words

星期天

xīng qī      week

zuó tiān   yesterday

hào          number
(for date of month)   
yuè           month

míng tiān    tomorrow

zuò              do

wèn  to ask, to inquire

xīng qī tiān sunday



课文 Text 1

 

  jīn tiān xīng qī jǐ?   jīn tiān xīng qī …….

 今天星期几？       今天星期……。

  jīn tiān jǐ hào ?       jīn tiān ……hào.

 今天几号？           今天……号。 

         

  

 jīn tiān……? 
今天……？

在教室 In the classroom



课文 Text 2

 

 Nǐ shēng rì shì jǐ yuè jǐ hào?   ……yuè ……hào.

 你生日是几月几号？           ……月……号。

 Shēng rì shì xīng qī jǐ?             Xīng qī ……

 生日是星期几？                    星期……。

         

  

Shēng rì shì ……yuè ……hào ,xīng qī ……
生日是……月……号,星期……

看日历 look at the calendar



课文 Text 3

 

 Zuó tiān （míng tiān ）shì jǐ hào?       ……hào.

  昨天（明天）是几号？                 ……号。

 Zuó tiān （míng tiān ）shì xīng qī jǐ?   Xīng qī …….  

  昨天（明天）是星期几？             星期……。 

         

  

Zuó tiān （míng tiān ）shì ……
昨天（明天）是……

在咖啡馆儿 in a coffee ho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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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练习 Exercises

Jīn tiān      hào?   Xīng qī ?

今天 ___ 号？星期 ___ ？

Jīn tiān              Xīng qī 

今天  ___ ，星期 ___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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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练习 Exercises

Nǐ shēng rì shì jǐ yuè jǐ hào?xīng qī jǐ?

你生日是几月几号？星期几？

        yuè        hào,           tiān.

___ 月 ___ 号， ___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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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练习 Exercises

Zuó tiān shì jǐ yuè jǐ hào?Míng tiān ne?

昨天是几月几号？明天呢？

Zuó tiān shì        míng tiān shì

昨天是 ___ ，明天是 ___ 。



几

弟弟

两

五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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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ǔ    five

sān   three

kǒu  use for people,  
           animals, ect

yí gòng  altogether

suì       year(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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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ǔ kǒu rén
五口人

 five members

liǎng kǒu rén两
口人

two members

  yǒu jǐ kǒu rén 
……有几口人？



课文 Text 2

Nǐ jīnnián jǐ/duōshǎo su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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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nk y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