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ì jiǔ kè   Nǐ dǎsuan zuò shénme ? 

第九课   你打算做什么? 

Lesson 9    what do you plan to do ? 

Kèwén    

课文 Text 

Andy：  Jīntiān jǐ hào? 

Andy：  今天几号？ 

What’s the date today? 

MěiLì:   Jīntiān sìyuè èrshíwǔ hào. 

美丽：  今天 4 月 25 号。 

It is April 25
th

 today. 

Andy：  Ā，wǔyī kuài dào le. 

Andy：  啊，五一 快到了。 

Ah, May Day is coming. 

MěiLì: Xià ge xīngqī’èr fàngjià ma? 

美丽： 下 个 星期二 放假 吗？ 

Will we have a day off next Tuesday 

Andy： Xià ge Xīngqī’èr shì wǔyuèyīhào, 

Andy： 下 个 星期二   是 五月一号， 

dāngrán fàngjià. 

当 然   放假。 

It is May 1st next Tuesday. 

Sure we will have the day off. 

MěiLì:   Nǐ wǔyī dǎsuan zuò shénme? 

美丽：  你 五一 打算  做 什么？ 

Do you have any plan for the holiday? 

Andy：  Wǒ dǎsuan qù Běijīng lǚyóu。Nǐ ne? 

Andy：  我  打算 去 北 京  旅游。你呢？ 

I’m planning a trip in Beijing.  How about you? 

MěiLì:  Wǒ dǎsuan qù Dōngmén guàngjiē. 

美丽：  我 打算  去 东 门   逛街。 

I’m planning to do some shopping at Dong Men. 

  

Shēng cí 

生  词:  New words 

1 今天 

2 月 

3 号 

4 假期 

5 快……了 

6 到 

7 下 

8 星期二 

9 放假 

10 当然 

11 打算 

12 做 

13 去 

14 逛街 

15 旅游 

16 北京 

17 东门 

jīntiān 

yuè 

hào 

jiàqī 

kuài…le 

dào  

xià 

xīngqī ’èr 

fàngjià 

dāngrán 

dǎsuan 

zuò 

qù 

guàngjiē 

lǚyóu 

Běi jīng 

Dōngmén 

today 

month 

date; number 

holiday, vacation 

… is coming 

to arrive 

next 

Tuesday 

have a holiday 

of course 

plan to do 

to do; to make 

to go 

go shopping 

to travel 

 



 

语法 Grammar 

kuài…le  

1. 快…了 
soon; before long  

Kuài dào wǔyī jiàqī le. 
1) 快  到 五一 假期 了。  

Kuài dào xīngqī’èr le. 
2) 快   到 星 期 二 了。 

Kuài dào kāfēitīng le. 
3) 快   到 咖啡 厅 了。 

dǎsuan  
2. 打算 

to intend to  

Wǒ dǎsuan qù Dōngmén guàngjiē. 
1) 我 打 算  去  东  门   逛街。  

Wǒ dǎsuan qù hē kāfēi。 
2) 我 打 算 去 喝咖啡。  

Wǒ dǎsuan qù Běijīng. 
3) 我 打 算  去 北京。 
 

zuò  

3.做 
to do  

Nǐ dǎsuan zuò shénme？  
你  打算 做  什 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