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七课 学中⽂

Lesson 7                    Study Chinese

Dì  qī  kè xué  zhōng  wén 



In lesson 7, you will learn to use Chinese to...

Comment on one’s performance in an exam;

Comment on one’s character writing;

Talking about one’s experience in learning 
vocabulary and grammar;

Talk about one’s study habits;

Remark on typical scenes from one’ language class.



星期⼀的课

The goal of Monday class:

Help you familiarize yourself with new vocabulary words and 
develop a cognitive sense of  targeted grammar or sentence 
patterns.

Please try your best to follow the flow of conversations & 
mini discussion with what you have learned so far. Explicit 
grammatical features will be explained in Tuesday’s class.



我们开始上课！

Let’s start the class!



复习

Q：你上个周末做什么了？

A：我上个周末______了。

yù  xí shēngcí

Q：你星期天预习生词了吗？

A：我预习了。

A：我没预习。



学中⽂

你觉得中文有意思吗？

我觉得中文很有意思／没有意思。



Express your opinions



学中⽂

你觉得中文语法难不难？
yǔ  fǎ  

我觉得中文语法________

Options: 

很难／ 真难 /太难了
不难／不太难 ／有一点儿难



Find the adjectives 

go through your vocab cards (list) and find all the 
adjectives.



汉字

你觉得汉字怎么样？
Nǐ  jué   de hàn  zì    zěnmeyàng ?

我觉得汉字__________。

• options: 

• 很...／ 真...  /  太...了

• 不...／不太... ／ 有一点儿...



问问题 ask & comment



唱歌

你喜欢唱歌吗？

我喜欢／不喜欢_______。

你唱歌唱得好吗？
Nǐ  chànggē  chàngde hǎo  mā ?

我唱歌唱得很好。（唱得不好）



说中⽂

你喜欢说中⽂吗？

我喜欢／不喜欢_______。

你 说中⽂ 说得好吗？
Nǐ  shuō  zhōngwén  shuō  de hǎo  mā ?

我说中⽂说得很好。（不好 not good；还可以 so-so）



写汉字

你喜欢写汉字吗？

我喜欢／不喜欢_______。

你写汉字写得好吗？
Nǐ  xiě  hàn  zì  xiě  de hǎo  mā ?？

我写汉字写得很好。（不好 not good；还可以 so-so）



写功课

你喜欢写功课吗？

我喜欢／不喜欢_______。

你写功课写得好不好？
Nǐ  xiě  gōng kè   xiě  de   hǎo  bu hǎo ?

我写功课写得很好。（不好 not good；还可以 so-so）

hái  kě  yǐ 



写汉字

A：你写汉字写得怎么样？

B：我写汉字写得很快。
B：我写汉字写得很慢。
B：我写汉字写得很________。



Compliment your friends

A：请你给我写⼀个汉字，好吗？

B：好。

A：你写字写得________。

B：哪⾥，哪⾥。



跟你的同学聊天

你昨天睡觉睡得好不好？为什么？

你上个星期五考试考得好不好？为什么？



你常常练习中⽂吗？



写汉字

A：你常常写汉字吗？

B：我常常／不常_______。

A：为什么？
B：因为________, 所以_______。



听录⾳、复习中⽂、预习中⽂、练习语法

你常常_______吗？

我常常／不常_______。

为什么？

因为________, 所以_______。



蔡⽼师说中⽂

A：⽼师说中⽂说得快不快？

B：⽼师说中⽂说得________

(很...／太...了／ 真 ／有⼀点⼉...)



你觉得中⽂难不难？

Please discuss your impression about 
learning Chinese  (in general or 
specifically in lesson 7), including 

grammar, 
characters, 
homework, 
the class, 
the instructor, 
your performance, et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