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3 课

左边那个红色的是我的

《HSK标准教程》第2册



热身warm-up
• 给下面的词语选择对的图片

Match the pictures with words/phrases.





•!"# $ %&

•'(# )*+

•,-.

•/场



!"#$%&'
!"#$()*+,-./0
12#$()*3/0
4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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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ǒubiǎo

qiān

bàozhǐ

手表

千

报纸

生词New Words

niúnǎi

fángjiān

zhàngfu

牛奶

房间

丈夫

sòng送

一下 yíxià

旁边 pángbiān

左边 zuǒbiān



手表

千

报纸

生词New Words

牛奶

房间

丈夫

送

一下

旁边

左边



千

生词New Words

两千 三千多 三千多块 几千

!" #$%&'()

*" #+,-.(+/

0" 12,-3(4+5)



送

生词New Words

送牛奶的（人） 送报纸的 送我新书

!" #!671"/

*" 89:;<=>7?@#/

0" ABA7CD2EFGHI/



旁边

生词New Words

在旁边 在商店旁边 旁边的那/这个人

!" #$!"#$%&'(%

&' ()*+"#,-./0121%

23456



左边

生词New Words

在左边 在我（的）左边 左边的房间

!" JD2$%KLM)

*" LM2N!O6A谁2/



语言点Language Points
1. “的”字短语 The“的”Phrase

Pron./adj./v.+的

!"#$%&'()*

+"#,-.'/)01



班级活动 class work

例如：A：这个红⾊的杯⼦是你的吗？

B：不是。

A：这本书是你的吗？

B：是。

这个红色的杯子是……的!这本书是……的"



语言点Language Points
2.一下” The numeral classifier“一下”

动词 +一下

Subject 动词（V） 一下 宾语（O）

( 2 34*

/ !" 345*

( 6 34 78*



789:21;!"<<<<<<<<<<%玩一下
踢一下足球
休息一下



56=>?漂#+$@:/A<<<<<<<<<<%看一下

$一下

%一下



B C & D E A

F 1 G H I J

KL MN O P Q R



课文Text 1
在房间 !"#$%&#'(()

!"#,-.'9)1

':;)<)==)

+"#,-.'>?@A)1

BC>,



课文Text 1
在房间 !"#$%&#'(()

DE#,-#'/)01

FE&'()G'(==)*

DE>?$A)1

FEBC>,*



课文Text 1
在房间 !"#$%&#'(()

DE#,HHHHH'/)01

FE&'()G'HHHHHH)*

DEHHHHHHA)1

FEHHHHHH,*



课文Text 1
在房间 !"#$%&#'(()

DE#,HHHHHHHHHH1

FE&'HHHHHHHI'HHHHHHHH*

DEHHHHHHHHH)1

FEHHHHHHHHHH*



课文Text 2

在家里 *$#%()&

!"#'JK)LM1

NK)

+":OLM)<PQ01

&'GOLM)RP*

S"9PQ1

OTU)



课文Text 2

在家里 *$#%()&

!" #$%&'()*+,-

./0$1$2&)3

!/451$0$6*+)78-

./9:;<30$1$6=>)3



课文Text 2

在家里 *$#%()&

!/#$%&'()??????,-

./0$1$???????3

!/451$0$???????78-

./9??????30$1$???????)3



课文Text 2

在家里 *$#%()&

!/#$????????????,-

./0$1??????????3

!/451????????????????-

./9??????????30$1????????????3



zhēn

fěnsè

hóngsè

真

粉色

颜色

生词New Words

yánsè

红色

什么颜色 哪个颜色那个颜色



真

粉色

颜色

生词New Words

红色

什么颜色 哪个颜色那个颜色



颜色

生词New Words

什么颜色

!" 8&';<PQ/RQSTQ)

*" UVFWXYZ[\]Q)

0" 1^^_[\`Q)



•!" #" $" %"

•&" '" (" )"

•*" +"



粉色

生词New Words

粉色的书%

红色 红色的椅子



语言点Language Points
3. 语气副词“真” The modal adverb“真”

真+形容词

!"8abc

*"deefaghc

0"8JD2ijaklc



!""#$%&'

!"()*+



S+TUVWVXY

S+TUZVX[



\']^_`aY

ZbB[

ZcB[

Zbd[😄

Zcd[😠



e 0 $ f g h

bB bd bi cB cd ci

VX fj k l ( m

n )* op c +,💔



课文Text 3

在家里 *$#%()&

q'S;!rsCtuY
!v+wx

&'0+yz.{+Y
.v|S}~+



课文Text 3

在家里 *$#%()&

�'$+yz.{+Y
v+�s+

�'v+�s-���`./Y
��



课文Text 3

在家里 *$#%()&

!/#$@)AB-

./#$9C9!")1#$DEF)AB

$9GH)3

!/4GH)ABIJKLM$NO)3

./$P1NO$9GH%QR)SO3



课文Text 3

在家里 *$#%()&

!/#$@)????????-

./#$9C9?????)1????DE????A

B$?????)3

!/4GH)AB??????LM$?????)3

./$P1?????$9GHTQR)??????3



课文Text 3

在家里 *$#%()&

!/#$????????-

./#$???????1?????????$9GH)3

!/4???????????LM$???????3

./$P1NO$????????????????3



课文Text 4

在办公室 !"#$%&#+,,-.&

q'(�+-+��!rxY
�*

&'(�+-+��.�`��+Y
��



课文Text 4

在办公室 !"#$%&#+,,-.&

���B�/+��9�Y

v�\x=�#��:r#.�+Y

��0*"#��+./+%

v���%



•()*+,-./的0123的#4

•()56,758,9:%

•()+,./的012;<=的>

•01 7?7钥匙、@A7BC

•./7D/7E/7F/



房间

千

红色

送

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