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倮俪 l伲o de zh侪n倮 倮u佼 y侬u y佻 ti佗o ji佟n倮
古老的中国有一条江，
t佟 de m侏n倮 zi ji伽o ch佗n倮 ji佟n倮
它的名字叫 长 江。
倮俪 l伲o de zh侪n倮 倮u佼 y侬u y佻 ti佗o h佴
古老的中国有一条河，
t佟 de m侏n倮 zi ji伽o hu佗n倮 h佴
它的名字叫 黄河。
ch佗n倮 ji佟n倮 sh佻 zh侪n倮 倮u佼 zu佻 ch佗n倮 de ji佟n倮
长 江是中 国最长 的江，

hu佗n倮 h佴 sh佻 zh侪n倮 倮u佼 de m俪 q侃n h佴
黄河是中国的母亲河。

t佟 men c佼n倮 x侃 li俨 d伽o d侪n倮
它们从西流到东，
b俪 y俅 zhe zh侪n倮hu佗 d伽 d佻
哺育着 中华大地。
w侬 men 伽i ch佗n倮 ji佟n倮
我们爱长 江，
w侬 men 伽i hu佗n倮 h佴
我们爱黄 河。

江 河
Rivers

ji佟n倮 h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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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 2

生 字 （Characters）

泽澡佶灶倮 扎佻

糟侏 赠俪
词 语 （Words and expressions）

ji佟n倮 倮俪 倮u佼 ti佗o t佟 m侏n倮 ji伽o

ch佗n倮 zu佻 m俪 q侃n c佼n倮 zhe hu佗

倮俪l伲o m侏n倮zi m俪q侃n t佟men zh侪n倮hu佗
古老 名字 母亲 它们 中华

Zh侪n倮倮u佼 Ch佗n倮Ji佟n倮 Hu佗n倮H佴
中国 长江 黄河

China Yangtze River Yellow River

ch佗n倮 ji佟n倮 c佼n倮 x侃 li俨 d伽o d侪n倮

长 江 从西流到 东。

zhu佟n y侬u m侏n倮 c侏
专 有名词（Proper nouns）

夕———名 曰———最

母———母 ———着

江古国条

长

它

最母亲从着华

叫名

躁俅 扎蚤
句 子（Sent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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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 2

课堂 练习
Exercises in Class

噪侉 贼佗灶倮 造蚤伽灶 曾侏

皂蚤佗燥 赠i 皂蚤佗燥 曾蚤侑 赠i 曾蚤侑
1 描 一 描 ， 写 一 写 （Learn to wr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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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 江水 江河 黄河 古老

中国 外国 国家

一条江 两条鱼

它们 有名 名字 他叫什么名字？

d俨 yi d俨
2 读 一 读 （Read alou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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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 飞
流到 飞到
流到东 飞到南

从西流到东 从北飞到南
长江从西流到东。 小鸟从北飞到南。

是 是
是长江 是妈妈

最长的河是长江。 最亲的人是妈妈。

长江从西流到东。

走

流

开

学校

南

北

我

那条河

火车

家里

北

南

最长 最多 最少 最大 最小 最远 最高兴

最热闹 最好看

母亲 父亲 双亲 亲人

从西流到东 从北流到南 从左写到右 从上看到下

从东走到西 从南飞到北

写着字 唱着歌 看着书

中华 华夏 华人

噪怎侔 扎澡伲灶 赠俪 贼佻 澡怎伽灶
3 扩 展 与 替 换 （Expand and substitute.）

枣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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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伲n倮 yi xi伲n倮 shu侪 yi shu侪
5 想 一 想 ， 说 一 说 （Think and answer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1）中国最长的江叫什么？

（2）什么河从西流到东？

（1）你家里谁最高？

（2）你家里谁最小？

（3）你家里谁最老？

明明：中国最长的江是什么江？

方方：长江。

明明：长江从南流到北吗？

方方：不是。它是从西流到东。

明明：中国还有一条河，叫黄河，是吗？

方方：对。它也是从西流到东的。
灶藻

明明：老师说，它还是中国的母亲河呢。

方方：那为什么叫母亲河？

明明：我不告诉你，你看看书吧！

k伽n yi k伽n shu侪 yi shu侪
6 看 一 看 ， 说 一 说 （Look and answer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du佻 hu伽
4 对 话 （Dialog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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赠怎侉 凿俨
阅 读

Reading

糟侏 赠俪
词 语 （Words and expressions）

qu佗n shu佾 h佴 d伽 h伲i

泉 水 和 大 海
Spring Water and Sea

qu佗n shu佾 qu佗n shu佾 n佾 d伽o n伲 li q俅

泉 水泉 水 你到 哪里去？
qu佗n shu佾 shu侪

泉 水 说：
w侬 y伽o li俨 j佻n xi伲o x侃 li

我要流进小溪里。
xi伲o x侃 xi伲o x侃 n佾 d伽o n伲 li q俅

小溪小溪你到哪里去？
xi伲o x侃 shu侪

小溪说：
w侬 y伽o li俨 j佻n ji佟n倮 h佴 li

我要流进江河里。
ji佟n倮 h佴 ji佟n倮 h佴 n佾 d伽o n伲 li q俅

江河 江 河你 到 哪里去？
ji佟n倮 h佴 shu侪

江 河 说：
w侬 y伽o li俨 j佻n d伽 h伲i li

我要流进大海里。

qu佗n h伲i j佻n x侃

qu佗nshu佾 d伽h伲i xi伲ox侃
泉水 大海 小溪

泉海 进溪

生 字 （Characters）

泽澡佶灶倮 扎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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