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 2

方 方：这是你的书吗？

冬 冬：这不是我的书。这是云云的书。

方 方：那是她的笔和本子吗？

冬 冬：是她的。

方 方：你在家里讲 中 文吗？

冬 冬：我在家里讲 中 文。爸爸、妈妈

喜欢和我 讲 中 文。

教室里
In the Classroom

躁蚤伽燥 泽澡佻 造i

枣佟灶倮 枣倩灶倮

凿侪灶倮 凿燥灶倮 扎澡侉 泽澡佻 赠俨灶 赠怎灶 凿藻 泽澡俦

扎澡侉 泽澡佻 灶佾 凿藻 泽澡俦 皂倩

灶伽 泽澡佻 贼佟 凿藻 遭佾 澡佴 遭侑灶 扎蚤 皂倩

扎澡侉 遭俨 泽澡佻 憎侬 凿藻 泽澡俦

泽澡佻 贼佟 凿藻

灶佾 扎伽蚤 躁蚤佟 造i 躁蚤伲灶倮 扎澡侪灶倮 憎佴灶 皂倩

憎侬 扎伽蚤 躁蚤佟 遭伽 遭倩 皂佟 皂倩造i 躁蚤伲灶倮 扎澡侪灶倮 憎佴灶

躁蚤伲灶倮 扎澡侪灶倮 憎佴灶

枣佟灶倮 枣倩灶倮

凿侪灶倮 凿燥灶倮

枣佟灶倮 枣倩灶倮

凿侪灶倮 凿燥灶倮

曾佾 澡怎倩灶 澡佴 憎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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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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扎澡侉 泽澡佻 灶佾 凿藻 泽澡俦 皂倩
这是你的书吗？

n伽 t佟 b佾

教室 本子
躁蚤伽燥泽澡佻 遭侑灶扎蚤

那她笔本子讲

———那 ———笔

里 ———里 ———书

b侑n z佾 ji伲n倮

ji伽o sh佻 l佾 sh俦 m倩 b俅

躁俅 扎蚤
句 子（Sentence）

教室里书吗不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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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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 2

教室里 家里 学校里 花园里

山里 水里 风里 雨里 云里

中文书 不来 不好 不喜欢 那个同学 那本书

红笔 黑笔 我的笔 他的笔

本子 书本 一本书

讲一讲 讲中文 讲汉语

d俨 yi d俨
2 读 一 读 （Read alou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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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 2

是

是书

这是书

这是你的书

这是你的书吗？

是

不是

不是书

那不是书

那不是我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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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冬冬：这是云云的笔吗？

方方：不是。这是我的。

冬冬：那是你的本子吗？

方方：不是。那是云云的。

冬冬：她是你的老师吗？

方方：不是。我的老师在教室里。

du佻 hu伽
4 对 话 （Dialogue）

他

爸爸

亮亮

本子和笔

车

画儿

这是你的书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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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 2

赠怎侉 凿俨
阅 读

Reading

（1） 这是你的书吗？

（2） 那是你的笔和本子吗？

择佾灶倮 遭俨 赠伽燥 躁蚤伽燥 憎侬 曾蚤伲燥 憎佗 憎倩 憎侬 赠佾 躁侃灶倮 泽澡伽灶倮 曾怎佴 造藻

请不要叫我小娃娃，我已经上 学了。
赠佾 择蚤佗灶 泽澡俦 赠倩 遭佾 赠倩 澡佴 遭侑灶 扎蚤 憎侬 d侪怎 造怎伽灶 凿蚤俦

以前，书呀、笔呀和本子我都乱丢，
曾蚤伽灶 扎伽蚤 憎侬 赠侏 凿佻灶倮 赠伽燥 澡伲燥 澡伲燥 伽蚤 澡俅 贼佟 皂藻灶

现在我一定要好好爱护它们。
赠佾 择蚤佗灶 憎侬 扎澡佾 扎澡侃 凿伽燥 赠伽燥 曾怎佴 澡伲燥 赠侃灶倮 憎佴灶

以前，我只知道要学好英文，
曾蚤伽灶 扎伽蚤 憎侬 扎澡侃 凿伽燥 澡佗蚤 赠伽燥 曾怎佴 澡伲燥 扎澡侪灶倮 憎佴灶

现在我知道还要学好中 文。

择侃灶 伽蚤 凿藻 遭伽 遭倩 皂佟 皂倩

亲爱的爸爸、妈妈：

憎侬 扎澡伲灶倮 凿伽 造藻

我长大了
I Have Grown 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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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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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 2

糟侏 赠俪
词 语 （Words and expressions）

生 字 （Characters）

泽澡佶灶倮 扎佻

q佾n倮 ji伽o d侪怎 y侔n倮 h佗i x侃n

请叫都用还心

择侃灶蒺伽蚤 y佾j侃n倮 y侏d佻n倮 zh侃d伽o y侃n倮w佴n 枣伽灶倮曾侃灶
亲爱 已经 一定 知道 英文 放心

中文 2

憎侬 扎澡佶灶 凿藻 赠佾 躁侃灶倮 扎澡伲灶倮 凿伽 le

我真的已经长 大了，
择佾灶倮 灶佾 皂藻灶 枣伽灶倮 曾侃灶 遭倩

请你们 放心吧 !
灶佾 皂藻灶 凿藻 佴则 扎蚤 皂侏灶倮 皂i灶倮

你们的儿子 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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