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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节日很有趣中国的节日很有趣中国的节日很有趣中国的节日很有趣中国的节日很有趣中国的节日很有趣中国的节日很有趣中国的节日很有趣

Lesson 17  Chinese Festivals Are 
Great Fun



Warm up



Learning Objectives
• Sentence Pattern

– 春节是中国最重要的节日春节是中国最重要的节日春节是中国最重要的节日春节是中国最重要的节日。。。。
– 饺子很好吃饺子很好吃饺子很好吃饺子很好吃。。。。
– 中秋节除了吃月饼中秋节除了吃月饼中秋节除了吃月饼中秋节除了吃月饼，，，，还吃水果还吃水果还吃水果还吃水果。。。。

• New Words• New Words
月饼月饼月饼月饼，，，，中秋节中秋节中秋节中秋节，，，，月亮月亮月亮月亮，，，，除了除了除了除了，，，，祝祝祝祝，，，，春节春节春节春节，，，，重要重要重要重要，，，，节日节日节日节日，，，，

饺子饺子饺子饺子，，，，晚会晚会晚会晚会，，，，……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活动活动活动活动，，，，舞龙舞龙舞龙舞龙，，，，舞狮舞狮舞狮舞狮，，，，人们人们人们人们

• Characters
重重重重、、、、活活活活、、、、动动动动、、、、除除除除、、、、祝祝祝祝、、、、中中中中、、、、秋秋秋秋、、、、节节节节



NEW WORDS



yuèbǐng

月饼

n. Moon Cake



zhōngqiūj

ié

中秋节

n. the Mid Autumn Festival



yuèliang
月亮

n. moon



chúle除了

exceptexceptexceptexcept，，，，

conj. except，besides

exceptexceptexceptexcept，，，，
besidesbesidesbesidesbesides



zhù祝

to bless; to bless; to bless; to bless; 

v. to bless; to wish

to bless; to bless; to bless; to bless; 
to wishto wishto wishto wish



Chūnjié春节

n. the Spring Festival



zhòngyào 重要

important

adj. important

important



jiérì节日

n. festival



jiǎozi饺子

n. dumpling



wǎnhuì晚会

n. evening party



…de shíhou……………………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

when…,     
at the time…

conj. when…, at the time

at the time…



huódòng活动

n. activity



wǔ lóng 舞龙

to perform a dragon dance



wǔ shī 舞狮

to perform a lion dance



rénmen
人们

n. people



EXERCISE AND GAME

Can you remember the new words?



How to say in Mandarin ? 



How to say in Mandarin ? 

festival

evening party

the Spring 
Festivalactivity
dumpling

important

except , besidesexcept , besidesexcept , besidesexcept , besides

evening party

to perform a dragon dance

to perform a 
lion dance



How to say in Mandarin ? 

to bless; to wish

when…,at the 
time

peoplepeoplepeoplepeople

the Mid-Autumn 
Festival

moon

time delicious

Moon Cake



看谁说得又快又对看谁说得又快又对看谁说得又快又对看谁说得又快又对！！！！



Can you recognize the 
following words? 

重要重要重要重要

节日节日节日节日

除了除了除了除了

春节春节春节春节

舞龙舞龙舞龙舞龙

舞狮舞狮舞狮舞狮

祝祝祝祝

人们人们人们人们

晚会晚会晚会晚会

除了除了除了除了

活动活动活动活动

饺子饺子饺子饺子

月饼月饼月饼月饼
中秋节中秋节中秋节中秋节

人们人们人们人们

月亮月亮月亮月亮

……的时候



Word search

月饼除了晚会

亮祝舞龙上春亮祝舞龙上春

重要狮中秋节

人们饺子活日



Word search

月饼除了晚会

亮祝舞龙上春亮祝舞龙上春

重要狮中秋节

人们饺子活日



第十七课

月饼 yuèbǐng n. Moon Cake

中秋节 zhōngqiūjié n. the Mid-Autumn Festival

月亮 yuèliang n. moon

除了 chúle conj. except , besides

祝 zhù v. to bless; to wish

春节 Chūnjié n. the Spring Festival

重要 zhòngyào adj. important重要 zhòngyào adj. important

节日 jiérì n. festival

饺子 jiǎozi n. dumpling

晚会 wǎnhuì n. evening party

……的时候 …de shíhou conj. when…, at the time

活动 huódòng n. activity

舞龙 wǔ lóng to perform a dragon dance

舞狮 wǔ shī to perform a lion 
dance



CHINESE 
CHARACTERSCHARACTERS



















Which one has the most strokes ?
重重重重
9

节节节节
55

动动动动
6

中中中中
4



Which of the following characters have the 
same number of strokes

中 秋 节 重

活 动 除 祝



SENTENCE PATTERN



（一）

Noun +是+place+最+adjective+的+noun

春节 是 中国 最 重要 的 节日。

足球 是 英国 最 重要 的 运动。



（二）Food+ 很+好吃

饺子 很 好吃。

月饼 很 好吃。



（三）subject + 很+好看

春节晚会 很 好看。

舞狮 很 好看。



（四）festival +除了+verb +object1,
还+verb +object2
中秋节除了吃月饼，还吃水果。

春节除了舞龙，还舞狮。



春节



人 说 山西 好 地方

rén  shuō  shānxī  hǎo  dìfɑnɡ
人 说 山 西 好 地方，
Rén  shuō  Shān xī  hǎo  dì fɑnɡ  ，

地 肥 水 美 五谷香。地 肥 水 美 五谷香。
Dì    féi  shuǐ  měi   wǔ ɡǔ  xiānɡ  。

左 手 一 指 太行山，
Zuǒ  shǒu   yì  zhǐ    tàihánɡshān  ，

右 手 一 指是 吕梁。
Yòu shǒu  yì   zhǐ    shì  lǚliánɡ  。



What have you learnt?
• Sentence Pattern

– 春节是中国最重要的节日春节是中国最重要的节日春节是中国最重要的节日春节是中国最重要的节日。。。。
– 饺子很好吃饺子很好吃饺子很好吃饺子很好吃。。。。
– 中秋节除了吃月饼中秋节除了吃月饼中秋节除了吃月饼中秋节除了吃月饼，，，，还吃水果还吃水果还吃水果还吃水果。。。。

• New Words• New Words
月饼月饼月饼月饼，，，，中秋节中秋节中秋节中秋节，，，，月亮月亮月亮月亮，，，，除了除了除了除了，，，，祝祝祝祝，，，，春节春节春节春节，，，，重要重要重要重要，，，，节日节日节日节日，，，，

饺子饺子饺子饺子，，，，晚会晚会晚会晚会，，，，……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活动活动活动活动，，，，舞龙舞龙舞龙舞龙，，，，舞狮舞狮舞狮舞狮，，，，人们人们人们人们

• Characters
重重重重、、、、活活活活、、、、动动动动、、、、除除除除、、、、祝祝祝祝、、、、中中中中、、、、秋秋秋秋、、、、节节节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