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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īnɡ tīnɡ

jiānɡ xiānɡ

shuānɡ

你快点儿过来 你得自己决定。

这块石头很漂亮。 中国人用筷子吃饭。

Qǐnɡ yònɡ! Xièxie!Huānyínɡ zài lái!
Qǐnɡ zǒu.

duō ɡòu màn shǎo wǎn

中国人接电话时 一般先说 。

叫 回 听 唱 喂

门 着 请关一下。

火车就要 了 他怎么还没来呢

到 闭 进 出 开

Qǐnɡ wèn, xiànzài jǐ diǎn le

wǒ méiyǒu biǎo.

Bú kèqi Bú yàojǐn Bù hǎoyìsi

Méi wèntí Méi ɡuānxi

今天天气真热 我们去游泳吧。

我不会游泳。

真的吗 那太好了。

没事儿 我可以教你。

最近中国上网的人 多了。

年上网的人数大概是 年的三倍。

上网

越来越 越来越 越来越

有点儿 有点儿

老师 黑板上写着什么

小王 你看不见吗

是 字太小 而且 。

我来擦干净 我已经写好了

我写的字太大 黑板上没有字

我忘带眼镜了

我太累了 你怎么样

我也很累。

那我们歇一会儿再做吧

跑一下 准备一下 休息一下

抓一点儿 喝一点儿



今天你看电影了吗

什么电影 我哪儿也没去。

你不是说要跟小王去看电影吗

我身体不舒服 一整天都在家了。

去医院了。 身体不好。 没有出去。

没有吃药。 跟 看电影了。

你爷爷真厉害 这么大年纪了 还努力学习。

可不是 他每天不但学习英语 还学习电脑。

这就叫 活到老 学到老 。

星期天我们去商店转转吧。

星期天商店里人太多。

那去哪儿好呢

春天来了 去公园看花 怎么样

好 上午十点学校门口见。 。

明天他会来帮我们吗

他一定会来的 因为 。

他不认识路 我们约好了 他可能病了

我们不告诉他 他不知道我们在哪儿

这件衣服怎么卖

三百块 买一送一。 。

你是说 买一件给两件

是的 算是。 块一件。 算是

故宫 乾隆花园

乾清宫

保和殿

太和殿慈宁花园

九龙壁

乾隆花园

你给小李打电话了吗

没有 我最近。 忙得连打电话的时间都没有。

不忙 时间多的是。

给他打过电话 他很忙。

忙得很 你给我买个电话。

太忙了 没有空给他打电话。

电话丢了 没有办法给他打电话。

小金 这个暑假你有什么打算

我想去四川 听说那儿有名的地方很多。

我也想去看看大熊猫 咱们一起去吧

好啊 就这么定了。

有名 大熊猫

1

一直走 就到了。

一直走到太和殿 后面

就是。

往前走 在保和殿往右

拐就到了。

往前走 在乾清宫往左

拐就到了。

先走到乾清宫 然后往

右拐就是。

学 生 您来韩国多久了

王老师 一年多了。

学 生 您教几年级

王老师 我教二、三年级。

学 生 您觉得韩国学生怎么样

王老师 挺不错 学习很用功。

学 生 请告诉我们怎么才能学好汉语。

王老师 多听、多说、多读、多写。



星期一去上海的火车票好买吗

这个不好说 我替你问问。

很难讲 容易讲 说完了

没说完 说得不好

你想当什么 你家有几口人

你爸爸做什么工作 你姐姐今年多大

你妈妈相信你能当上广播员吗

他不是我们班的小张吗

你看 了 他是二班的小李。

这路车到天安门吗

你坐 了 这路车到北京站。

对 懂 中 着 错

他 回来 中国 昨天 从 了。

我们认识已经十年了 看 知道她在想什么。

一 就 先 再 不 才

边 边 也 也

又

他 说了一遍。 已经甜得不能 甜了。

这件事下次 讨论吧。 我妹妹的电脑 坏了。

我有很多朋友们 其中。 小王和我最好 他是中国学生。

今天他来我家玩儿 我爸爸 妈妈和小弟弟也很喜欢他、 。

妈妈给我们拿点心吃 爸爸还送了他一个篮球 他高兴极了。

其中

中国北方人爱吃 。

的样子像人的耳朵。

过春节的时候 家家都吃 。

少生孩子多种树。

一对夫妻一个孩儿。

男孩儿女孩儿都一样。

生 夫妻 孩儿

省名 面积

青海省最大。 海南省最小。

四川省第二大。 山东省比河北省大。

吉林省没有黑龙江省大。

张东民 男 19岁

我是文化高中的学生 我家里有爸爸。 、

妈妈和一个姐姐 我爸爸在电脑公司工作。 妈妈在银

行工作 姐姐在大学读历史 我希望当个广播员。 家

里人都相信我一定能当上广播员。 大学

省名 面积 万

青海省

海南省

四川省

山东省

河北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