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九课 我的狗很酷

本课目标：

1. 核心词汇：掌握“它”、“儿子”、“女儿”、“两”、“和”、“个”的

用法。掌握 1～10 的读法。

2. 语法：掌握用“谁”、“怎么样”、“几”、的特殊疑问句。掌握

形容词谓语句。掌握数量词的用法。掌握“有”字句及其

否定形式。掌握“二”和“两”的区别。

3. 交际功能：询问信息、表达赞美。

会话会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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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博：王老师，您好！

王老师：你好，高博。啊，这是谁的狗？

高 博：这是我的狗。怎么样？老师，我的狗酷吗？

王老师：你的狗很酷，它叫什么名字？

高 博：它叫丁丁。王老师，这是您的女儿吗？

王老师：是。

高 博：您的女儿很漂亮。

王老师：谢谢。

高 博：王老师，您有几个孩子？

王老师：我有两个孩子，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

Gāo Bó: Wáng lǎoshī, nín hǎo!

Wáng lǎoshī: Nǐ hǎo, Gāo Bó. Ā, zhè shì shuí de gǒu?

Gāo Bó: Zhè shì wǒ de gǒu. Zěnmeyàng? Lǎoshī, wǒ

de gǒu kù mɑ?

Wáng lǎoshī: Nǐ de gǒu hěn kù, tā jiào shénme míngzi?

Gāo Bó: Tā jiào Dīngdīng. Wáng lǎoshī, zhè shì nín

de nǚ’ér mɑ?

Wáng lǎoshī: Shì.

Gāo Bó: Nǐn de nǚ’ér hěn piàoliɑng.

Wáng lǎoshī: Xièxie.

Gāo Bó: Wáng lǎoshī, nín yǒu jǐ ge háizi?

Wáng lǎoshī: Wǒ yǒu liǎng ge háizi, yí ge érzi hé yí ge

nǚ’é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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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词生词

1. 啊 ā （叹）

2. 怎么样 zěnmeyàng （代）

3. 酷 kù （形） 很酷

4. 它 tā （代） 它们

5. 女儿 nǚ’ér （名） 女儿们

6. 漂亮 piàoliɑng （形） 漂亮的女儿 漂亮的狗

7. 有 yǒu （动）

8. 几 jǐ （数） 几个人

9. 个 gè （量） 一个中国人

10. 两 liǎng （数） 两个孩子 两个匈牙利人

11. 儿子 érzi （名） 儿子们

专名专名

丁丁 Dīngdīng

学习要点学习要点

1.“啊”是叹词，读成“ā”时，表示惊奇或者赞叹。例如：

① 啊，这是谁的狗？ （表示惊奇）

② 啊，太好了！ （表示赞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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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谁”是疑问代词，放在要提出问题的地方，句子语序不变。例如：

① A: 你是谁？ B: 我是王老师。

② A: 这是谁的狗？ B: 这是我的狗。

3.“怎么样”是疑问代词，用来询问事情的性质、情况和方式。例如：

① 怎么样，我的狗酷吗？

② 你的老师怎么样？

4. 形容词谓语句是以形容词为谓语主要成分的句子。形容词谓语句主要

用来对人或事物的性质或状态进行描述和评价，这时形容词前面一般

要带副词。例如：

① 你的汉语很好。

② 您的女儿很漂亮。

形容词谓语句的否定式是：不+形容词。例如：

③ 我的汉语不好。

④ 我不高兴。

5.“有”是表示所属的关系动词，它的否定式是“没有”。 例如：

① A: 你有狗吗？ B: 我没有狗。

② A: 王老师有孩子吗？ B: 她有两个孩子。

6. 数词表示数量。例如：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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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和“两”的区别：

“十、百”前一般用“二”，“千、万、亿”前常用“两”。例如：

二十 二十一 二百 二百二十二

两千 两万 两亿

注意：“二百”也可以读“两百”。

序数只能用“二”。例如：

第二 第二十二

“两”经常与量词连用。例如：

两个孩子（√） 二个孩子（×）
7. 量词是表示人、事物或动物单位的词。汉语里的数词一般不能直接修

饰名词，中间应该加上特定的量词。每种事物都有相应的量词，它们一

般放在数词的后面，共同构成数量词。例如：

一个孩子 四个人 三只狗

注意：“个”是通用的个体量词，“只”是动物的量词。

8.“几”是询问数量的数词，放在要提出问题的地方，句子语序不变。例

如：

① A: 您有几个孩子？ B: 我有两个孩子。

② A: 你有几只狗？ B: 我有三只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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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换与扩展替换与扩展

1. 这是谁的狗？

猫 孩子 儿子 女儿

2. 这是我的狗。

左立 猫

王老师 女儿

王老师 儿子

3. 你的狗很酷。

很漂亮 很好 不漂亮

4. 我有三只狗。

两个孩子

一个女儿

三个儿子

85



匈牙利汉语教师用书

啊
怎
样
酷
它
女
漂
亮
有
几
个
两

奇妙的汉字奇妙的汉字

我“我”，作为第一人称代词，可能是每个人学

会说话之后用得最多的一个字。最早的“我”

字写成 ，象一种有三个尖的武器，叫三戈戟。

为什么用这种武器的样子来表示“我”呢？因为

语言中表示武器的这个词和表示第一人称的那

个词读音一样，于是古人就借用象武器的那个字

形“我”来表示第一人称了，这种现象在文字学上

称为“假借”。

书写汉字书写汉字

中国湖南曾侯乙墓出土的三戈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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拼音练习拼音练习

一、听录音，在汉字和对应的拼音之间连线

老师 nǚ’ér

学生 rènshi

名字 míngzi

认识 érzi

高兴 xuésheng

汉语 gāoxìng

女儿 Hànyǔ

儿子 lǎoshī

二、听录音，练轻声

1. chǐzi 2. bēizi 3. ěrduo 4. ɡùshi 5. hóuzi

6. diǎnxin 7. dēnglong 8. bèizi 9. ɡēbo 10. lìqi

三、听录音，学绕口令

Sì shì sì, 四是四，

shí shì shí, 十是十，

shísì shì shísì, 十四是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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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ìshí shì sìshí, 四十是四十，

shuí néng shuōzhǔn sìshí, 谁能说准四十、

shísì, sìshísì, shuí lái shìyishì. 十四、四十四，谁来试一试。

课文练习课文练习

一、完成对话

1. A：这是谁的狗 ？

B：这是我的狗。

2. A：你的狗叫什么名字 ？

B：它叫丁丁。

3. A：这是谁的女儿 ？

B：这是我的女儿。

4. A：那是安娜的狗吗/那是谁的狗 ？

B：那是安娜的狗。

5. A：你有几个孩子 ？

B：我有两个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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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回答问题

1. A：你好吗?

B：我很好 。

2. A：高博的狗酷吗？

B：高博的狗很酷 。

3. A：王老师的女儿怎么样？

B：王老师的女儿很漂亮 。

4. A：你的老师怎么样？

B：我的老师很好 。

5. A：你有几个学生？

B：我有六个学生 。

三、分角色对话练习

话题：你的狗怎么样？（练习重点：形容词谓语句）

四、根据课文内容回答问题

1. 高博的狗叫什么名字？

2. 高博的狗酷吗？

3. 王老师的女儿漂亮吗？

4. 王老师有几个孩子？

5. 王老师有儿子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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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知识文化知识

有趣的数字手势

在中国有这样的风俗，那就是用一只手的手势表示从一到十的

数字，这就是数字手势。这种数字表达的方法在中国古代商业活动

中被广泛使用，因为中国地域广阔，各地的方言很多，用手势表示数

字可以避免方言带来的数字误会，所以至今人们还有这样的习惯。

比如，南方人说话时“sh”和“s”的发音不清楚，所以经常需要借助手势

来表示“四”和“十”。

需要注意的是，中国人和匈牙利人数字手势的表示方法不一

样。比如说，匈牙利人用手势表示“二”时是把拇指和食指张开，而在

中国数字手势里这是“八”的意思。所以学习中国的数字手势对外国

人很有用。

小作业：请练习中国 1～10的数字手势。

一
yī

二
èr

三
sān

四
sì

五
wǔ

六
liù

七
qī

八
bā

九
jiǔ

十
sh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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