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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als

Can describe your travel experience.
Can talk about your friendshi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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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rm-up

 Nǐ  xǐhuān   lǚyóu   mɑ      Nǐ  dōu  qù  guò  nǎxiē   dìfāng

你 喜欢 旅游 吗？你 都 去 过 哪些 地方？
Do you like traveling? Where did you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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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cabul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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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ǒchē

火车
chuán

船

dòngchē

动车

 fēijī   

飞机

huǒchēzhàn

火车站

zìjià

自驾

chūzūchē

出租车

 zěnme   qù

怎么 去

 

jīchǎng   

机场



Vocabulary
rènshi

认识

gāoxìng

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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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ìqǐ

一起

tīng

听

dàxué

大学



Your travel transpor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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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ǐ  shì  zěnme   qù  Chéngdū  de

你 是 怎么 去 成都 的？
 Wǒ  shì zuò  fēijī   qù   de

我 是 坐 飞机 去 的。

 Tāmen  shì  zìjià  qù   de 

她们 是 自驾 去 的。

 Tā  shì  zuò dòngchē  qù   de 

他 是 坐 动车 去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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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ǐmen  shì  zěnme   qù  jīchǎng  de

你们 是 怎么 去 机场 的？
 Wǒmen  shì zuò  chūzūchē   qù   de  

我们 是 坐 出租车 去 的。

Your travel transportation



Brainstorm Here are some words for transportation. 
Can you think about more?

More words for transportation       ……
fēijī

飞机

……

huǒchē

火车

qìchē

汽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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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ll in the blanks

 Tā  shì zuò  huǒchē  qù  de 
他 是 坐 火车 去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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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ll in the blanks

 Wǒ  shì zuò         qù  de 
我 是 坐 　　 去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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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ll in the blanks

 Gāo Miáo shì zuò         qù  de 
高 苗 是 坐 　　 去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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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ll in the blanks

 Tā  shì         qù  de 
她 是 　　 去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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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ll in the blanks

 Nǐ  shì zuò            huí lɑi  de 
你 是 坐 　　　 回 来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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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k your classm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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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oose one place and one transportation you like in 
the boxes,  then make a dialogue with your classmates 
according to the example below.

Hángzhōu

杭州
Xī'ān

西安
Chéngdū

成都

fēijī

飞机
dòngchē

动车
zìjià

自驾

      Nǐ  qù  guò   nǎlǐ

A：你 去 过 哪里？
      Wǒ   qù  guò Hángzhōu

B：我 去 过 杭州。

      Nǐ  shì  zěnme   qù hángzhōu de

A：你 是 怎么 去 杭州 的？
      Wǒ  shì  zìjià   qù   de

B：我 是 自驾 去 的。



Ask your classmates

14

Choose one place and one transportation you like in 
the boxes,  then make a dialogue with your classmates 
according to the example below.

      Nǐ  qù  guò   nǎlǐ

A：你 去 过 哪里？
      Wǒ   qù  guò

B：我 去 过 ……

      Nǐ  shì  zěnme   qù          de

A：你 是 怎么 去 …… 的？
      Wǒ  shì           qù   de

B：我 是 …… 去 的。

Hángzhōu

杭州
Xī'ān

西安
Chéngdū

成都

fēijī

飞机
dòngchē

动车
zìjià

自驾



Share  exper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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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re did you travel to? How did you go? Share your 
travel experience with your classmates according to the 
example below.

 Wǒ  qù  guò Chéngdū    Wǒ  shì zuò  fēijī   qù   de

我 去 过 成都。我 是 坐 飞机 去 的。

Where did you travel to?

How did you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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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ǐ  shì shénme  shíhou  qù   Xī'ān   de

你 是 什么 时候 去 西安 的？
 Wǒ  shì  qùnián  qù   Xī'ān   de  

我 是 去年 去 西安 的。

Your travel time



Lin 's travel note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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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ok at Lin Zhongyue's travel notebook, then ask and 
answer questions with your classmates according to the 
example below.

2013.08.09

      Lín Zhōngyuè qù   le   nǎlǐ

A：林  中月 去 了 哪里？
      Lín  Zhōngyuè qù   le   Xī'ān

B：林  中月 去 了 西安。

      Tā  shì shénme  shíhou  qù   de

A：她 是 什么 时候 去 的？
      Tā  shì yī sān  nián bā yuèfèn  de  shíhou  qù   de

B：她 是 1 3  年 8 月份 的 时候 去 的。



Lin 's travel notebook

18

Look at Lin Zhongyue's travel notebook, then ask and 
answer questions with your classmates according to the 
example below.

2015.07.15

      Lín Zhōngyuè qù   le   nǎlǐ

A：林  中月 去 了 哪里？
      Lín  Zhōngyuè qù   le   

B：林  中月 去 了 ……。

      Tā  shì shénme  shíhou  qù   de

A：她 是 什么 时候 去 的？
      Tā  shì         de  shíhou  qù   de

B：她 是 …… 的 时候 去 的。



Lin 's travel note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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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ok at Lin Zhongyue's travel notebook, then ask and 
answer questions with your classmates according to the 
example below.

2016.09.26

      Lín Zhōngyuè qù   le   nǎlǐ

A：林  中月 去 了 哪里？
      Lín  Zhōngyuè qù   le   

B：林  中月 去 了 ……。

      Tā  shì shénme  shíhou  qù   de

A：她 是 什么 时候 去 的？
      Tā  shì         de  shíhou  qù   de

B：她 是 …… 的 时候 去 的。



Lin 's travel note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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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ok at Lin Zhongyue's travel notebook, then ask and 
answer questions with your classmates according to the 
example below.

2018.08.05

      Lín Zhōngyuè qù   le   nǎlǐ

A：林  中月 去 了 哪里？
      Lín  Zhōngyuè qù   le   

B：林  中月 去 了 ……。

      Tā  shì shénme  shíhou  qù   de

A：她 是 什么 时候 去 的？
      Tā  shì         de  shíhou  qù   de

B：她 是 …… 的 时候 去 的。



Ask your classm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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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re did you travel to？When did you go? Make a 
dialogue with your classmates acoording to your own 
travel experience. You can imitate the example below.

      Nǐ  qù   nǎlǐ   lǚyóu   le

A：你 去 哪里 旅游 了？
      Wǒ  qù  Hángzhōu lǚyóu   le

B：我 去 杭州 旅游 了。

      Nǐ  shì  shénme   shíhou   qù   de

A：你 是 什么 时候 去 的？
      Wǒ  shì  qù nián liù  yuèfèn  de  shíhou  qù   de

B：我 是 去年 六 月份 的 时候 去 的。



Ask your classm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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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re did you travel to？When did you go? Make a 
dialogue with your classmates acoording to your own 
travel experience. You can imitate the example below.

      Nǐ  qù   nǎlǐ   lǚyóu   le

A：你 去 哪里 旅游 了？
      Wǒ  qù                               lǚyóu   le

B：我 去 …… 旅游 了。

      Nǐ  shì  shénme   shíhou   qù   de

A：你 是 什么 时候 去 的？
      Wǒ  shì                        de  shíhou  qù   de

B：我 是 …… 的 时候 去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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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ǐ  shì  hé  shéi  yìqǐ   qù  Yúnnán  de

你 是 和 谁 一起 去 云南 的？
 Wǒ  shì  hé  wǒ  péngyǒu  yìqǐ   qù   de  

我 是 和 我 朋友 一起 去 的。

Your friend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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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ǐ  hé  tā  shì shénme  shíhou  rènshi  de

你 和 她 是 什么 时候 认识 的？
 Wǒmen  shì  dàxué  de  shíhou  rènshi  de 

我们 是 大学 的 时候 认识 的。

Your friendship



My good fri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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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n did you meet your good friend? Imitate the sentence 
below to answer this question.

 Wǒ   hé   wǒ   de  hǎopéngyǒu shì  dàxué  de  shíhou  rènshi  de

我 和 我 的 好朋友 是 大学 的 时候 认识 的。
 Wǒ   hé   wǒ   de  hǎopéngyǒu shì         de  shíhou  rènshi  de

我 和 我 的 好朋友 是 …… 的 时候 认识 的。



My good fri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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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re did you meet your good friend? Imitate the sentence 
below to answer this question.

 Wǒ   hé   wǒ   de  hǎopéngyǒu shì  zài  gōngsī  rènshi  de

我 和 我 的 好朋友 是 在 公司 认识 的。
 Wǒ   hé   wǒ   de  hǎopéngyǒu shì zài          rènshi  de

我 和 我 的 好朋友 是 在 …… 认识 的。



Talk about your good frie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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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o's your good friend? When did you meet 
your good friend? Where did you meet your 
good friend? Imitate the paragraph below to 
talk about your good friends.

 Wǒ  de  hǎopéngyǒu shì   Àilìsī

我 的 好朋友 是 爱丽丝。
 Wǒmen  shì  lǚyóu   de  shíhou rènshi  de

我们 是 旅游 的 时候 认识 的。
 Wǒmen  shì  zài Shànghǎi rènshi  de

我们 是 在 上海   认识  的。
Néng yǒu zhèyàng  yí  gè péngyǒu wǒ  hěn gāoxìng

 能  有 这样 一 个 朋友 我 很 高兴。

 Wǒ  de  hǎopéngyǒu shì

我 的 好朋友 是 ……。
 Wǒmen  shì                        de  shíhou rènshi  de

我们 是 …… 的 时候 认识 的。
 Wǒmen  shì  zài           rènshi  de

我们 是 在 …… 认识  的。
Néng yǒu zhèyàng  yí  gè péngyǒu wǒ  hěn gāoxìng

 能  有 这样 一 个 朋友 我 很 高兴。



Fill in the blanks Select the proper words to fill in the blanks.

   Nǐ  shì  hé shéi         qù  Yúnnán  de

- 你 是 和 谁 ____ 去 云南 的？
   Wǒ  shì  hé  wǒ péngyǒu  yìqǐ   qù   de

- 我 是 和 我 朋友 一起 去 的。

fēijī

飞机
yìqǐ

一起
shì      de

是……的
rènshi

认识

   Tā  shì  zěnme   qù Chéngdū  de

- 她 是 怎么 去 成都 的？
   Tā  shì zuò         qù  de

- 她 是 坐 ____ 去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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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ā      shénme  shíhou  qù   Bāxī

- 他 __ 什么 时候 去 巴西 __？                       

   Tā  shì qù nián jiǔ yuèfèn  de  shíhou  qù   de

- 他 是 去年 九 月份 的 时候 去 的。

   Tāmen  shì shénme  shíhou         de

- 她们 是 什么 时候 ____ 的？
   Tāmen  shì  dàxué  de  shíhou  rènshi  de

- 她们 是 大学 的 时候 认识 的。



Homework Make a list of the vocabulary you have learnt in this lesson.

New words you are 
confident to use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Words you still need to 
practice using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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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mework

 Tāmen  shì shénme  shíhou  qù Hángzhōu de  

他们 是 什么 时候 去 杭州 的？

 Tāmen  shì  zěnme   qù Chéngdū  de 

她们 是 怎么 去 成都 的？

 Nǐ  shì  hé shéi  yìqǐ   lái Zhōngguó de 

你 是 和 谁 一起 来  中国  的？

Match the sentences from left to right.

 Tāmen  shì zuò  fēijī  qù  de 

她们 是 坐 飞机 去 的。

 Wǒmen  shì zài Shànghǎi rènshi  de 

我们 是 在  上海  认识 的。

Qù nián jiǔ yuè 

去年 九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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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ǐmen  shì zài   nǎr   rènshi  de 

你们 是 在 哪儿 认识 的？
  Wǒ  shì  hé  wǒ  péngyǒu  yìqǐ  lái  de

 我 是 和 我 朋友 一起 来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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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mework p30

 Tāmen  shì shénme  shíhou  qù Hángzhōu de  

他们 是 什么 时候 去 杭州 的？

 Tāmen  shì  zěnme   qù Chéngdū  de 

她们 是 怎么 去 成都 的？

 Nǐ  shì  hé shéi  yìqǐ   lái Zhōngguó de 

你 是 和 谁 一起 来  中国  的？

 Tāmen  shì zuò  fēijī  qù  de 

她们 是 坐 飞机 去 的。

 Wǒmen  shì zài Shànghǎi rènshi  de 

我们 是 在  上海  认识 的。

Qù nián jiǔ yuè 

去年 九 月。

 Nǐmen  shì zài   nǎr   rènshi  de 

你们 是 在 哪儿 认识 的？
  Wǒ  shì  hé  wǒ  péngyǒu  yìqǐ  lái  de

 我 是 和 我 朋友 一起 来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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