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4 课

她买了不少衣服

《HSK标准教程》第1册



热身warm-up
• 给下面的词语选择对的图片

Match the pictures with the words/phr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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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词New Wo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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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

生词New Words

什么东西 这是什么东西？

我的东西 老师的东西 谁的东西

买东西 买什么东西 你想买什么东西？



东西

一点儿

生词New Words

什么东西 这是什么东西？

我的东西 老师的东西 谁的东西

买东西 买什么东西 你想买什么东西？

⼀点⼉东西 ⼀点⼉茶

买⼀点⼉东西 喝⼀点⼉茶

一点儿+名词



语言点Language Points
1.“了”表发生或完成 “了”Indicating Occurrence or Completion

主语+动词（宾语）+了。

!"#$%&' Predicate (

我 去!" 了。

他 去学!车 了。

你 买什么 了？



语言点Language Points
1.“了”表发生或完成 “了”Indicating Occurrence or Completion

!"#$%&
'

Predicate

)%*# 了
Number-measure 

Word/
Adjective/Pronoun

+#$%&'

她 买 了 ⼀点⼉ 苹果。
我 买 了 不少 衣服。
你 看见了 ⼏个 ⼈？

主语+动词+了……宾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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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点Language Points
1.“了”表发生或完成 “了”Indicating Occurrence or Completion

!"#$%&' 没 Predicate

她 没 去商店。

我 没 买。

我 没 看#$先⽣。

主语+没+动词（宾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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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去看书。
她去看书了。
她没去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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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Application

FG HE !"/'I$%&' J;% !"K'J= B=
例如：A：你 去 商店 买 什么 了？

L3 J;% B=
B：我 买 了……。

01'II23 +)52 D.%@% @"26@% !"#
苹果 衣服 杯⼦ 桌⼦ 书



课文Text 1

在宿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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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文Text 1

在宿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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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文Text 1

M2NO%/' !"&'*P, 'G HE ';< B=4

A：昨天 上午 你 去 哪⼉了？

L3 HE !"/'*$%&' J;% $6'*7% B=4

B：我 去 商店 买 东西 了。

FG J;% !"K'J= B=4

A：你 买 什么 了？

L3 J;% B=4+:$%;'< 01'**23

B：我 买 了⼀点⼉ 苹果。

在宿舍 !"#$%&#'()*



课文Text 1

A：昨天 上午 你 去 哪⼉了？

B：我 去 商店 买 东西 了。

A：你 买 什么 了？

B：我 买 了⼀点⼉ 苹果。

在宿舍 !"#$%&#'()*



课文Text 1

A：昨天 上午 你 去 _______？

B：我 去 ______ 买 ______ 了。

A：你 _________了？

B：我 买 了_________。

在宿舍 !"#$%&#'()*



看见

生词New Words

(>?)*!'0



开

生词New Words

+, 会开车 不会开车

开车去学校 开车回家

学开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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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词New Words

!回来 什么时候能回来

你什么"#能回来？

KL



)*

生词New Words

30分钟 半分钟

Time point:
Time period:



Time point:

4:15  4点1刻 4点15（分）

11:30 11点半 11点30（分）

Time period:

1h 1（个）$" 2hs  两（个）小时

30mins 30%&'()*+$" 45mins  45分钟

1h50mins 1个小时50分钟

24hs 24小时



语言点Language Points
2.名词“!” The Noun “后”

（2）A: 你⼏点去⼯作？
B: ⼋点后。

（3）A: 你什么时候回家？
B: 五点后。

（1）五点, 40分钟后 星期三后 5个小时后

（4）A: 他什么时候能回来？
B: 40分钟后回来。

什么时候/多长时间+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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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文Text 2

在公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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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文Text 2

在公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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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文Text 2

在公司 !"#$%&#+(*,-".

FG 8&'9%&' M"/'* 7%/'!"='* B=4JC

A：你 看见 张 先⽣ 了 吗？

Q&'9%&' B=44444O/ HE 72K 8/% -". B=4

B：看 见 了，他去 学 开 车 了。

R/ !"K'J= !"1"?2 'K'* "21B>%

A：他 什么 时候 能 回来？

S:!"1 5.'@"6'* "T2 "21B>%

B：40      分钟 后 回来。



课文Text 2

在公司 !"#$%&#+(*,-".

A：你 看见 张 先⽣ 了 吗？

B：看 见 了，他去 学 开 车 了。

A：他 什么 时候 能 回来？

B：40      分钟 后 回来。



课文Text 2

在公司 !"#$%&#+(*,-".

A：你 _____ 张 先⽣ 了 吗？

B：_______ 了，他去 _________了。

A：他 _________能 回来？

B：___________回来。



-.

生词New Words

很漂亮 太漂亮了
漂亮的衣服 漂亮的杯⼦



生词New Words

很少 不少

不少衣服 不少学⽣

不少+名词

.

很少人知道 不少人知道
很多人喜欢
多少人知道



+,

生词New Words

/些衣服 these 这些苹果

0些 those 1些 which (plural)

W
X
Y



ghgijk01-4 gljk01+4+

mhmijk0130 mljk0154+

nhnijk.1-o1 nljk.1-o1pq2r\32s

ghgtugv 1+\+

mhmtumv 01+\+

nhntunv .1+\+



语言点Language Points
3.语气助词“!”The Modal Particle“啊”

（1）A: 你是王小姐吗？
B: 是啊。

（2）A: 你-去吃中国菜吗？
B: 好啊。

（3）A: 王⽅的./太漂0了！
B: 是啊，她买了不少衣服。



语言点Language Points
4.副词“都”The Adverb“都” all

（1）我们都是234⼈。

（2）我们都喜欢喝茶。

（3）这些都是56的东西。

主语+都+动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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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wx 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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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文Text 3

在商店门口 /0$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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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文Text 3

LU'I 5/'I $=44+)52 O&% 0%/?B%>'I B=

A：王 ⽅ 的 衣服 太 漂亮 了！

S": /444444O/ J;% B=4DE !";? +)52

B：是 啊，她 买了不 少 衣服。

FG J;% !"K'J= B=4

A：你 买 什么 了？

L3 JK% J;%V44@"A7%. $62 !": LU'I W/'I $=4$6'I7%

B：我 没 买，这些 都 是 王 ⽅ 的 东西。

在商店门口 /0$12'&#-#1$()&



课文Text 3

A：王 ⽅ 的 衣服 太 漂亮 了！

B：是 啊，她 买了不 少 衣服。

A：你 买 什么 了？

B：我 没 买，这些 都 是 王 ⽅ 的 东西。

在商店门口 /0$12'&#-#1$()&



课文Text 3

A：王 ⽅ 的 衣服 太 ______了！

B：是!，她 买了 ______ 衣服。

A：你 买________？

B：我 _____，这些 ______王 ⽅ 的 ______。

在商店门口 /0$12'&#-#1$()&



练习Exercises

X/J> HE !"/'I$%&' J;% B=

妈妈去 商店 买 了________。

不少水果

用本课新学的语言点和词语描述图片
Describe the pictures using the newly-learned language points and words.



练习Exercises

R/47%&P,4HE472K444444444444444444B=

她 下午去 学________了。

开车

用本课新学的语言点和词语描述图片
Describe the pictures using the newly-learned language points and words.



练习Exercises

M"26@% !">'I

桌⼦ 上________

!": M"/'I 7%/'!"='I $=4$6'I7%

是 张 先⽣ 的 东西。

用本课新学的语言点和词语描述图片
Describe the pictures using the newly-learned language points and words.

M



练习Exercises

Y:B% J;% B=44444444444444444444+)5Z

丽丽买 了________ 衣服。

用本课新学的语言点和词语描述图片
Describe the pictures using the newly-learned language points and words.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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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Application
双人活动 Pair Work

例如：A：昨天你去哪⼉了？

B：昨天我去超市了。

A：你去789什么了？

B：我去超市买⽔果了。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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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Application

名字 时间 地方 做什么

1 Maria 星期二 去电影院 看电影了。

2 华珍 前天 去大学 看书了。

3 Olga 上个月 去医院 看朋友了。

4 Victor 去年 去商店 买东西了。

5 Arturo 星期三 去电影院 看电影了。

谁 什么时候 去哪儿 做什么了？



yz

1. “了”表示完成
2. “后”表示时间
3. 语气助词“啊”
4. 副词“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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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词New Wo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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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习册听力

1.✗
2.✓
3.✗{ef
|}✓
~}✓ �ijk



6. E 去学校学汉语
7. A 买了不少菜
8. B开车去医院
9. D丽丽的，昨天她买了不少衣服。
10. F没有，（一个小时）后回来



11.A上午买菜，中午做饭
她上午做什么了？

12. B
13. B
14. B
15. A



练习册阅读部分：作业

21.A
22.B
23.E
24.D
25.C



练习册阅读部分：作业

16. ✗
17.✓
18.✓
19.✗
20.✓



26.B
27.E
28.F
29.C
30.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