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phasis
1p31 她也不是武汉人。(also)
1p104 我今天很忙。(very)
1p180 她写字写得真好。
1p181 这个电影太有意思了！
1p259 还是看电影吧。
2p139 打针疼死了。
2p263 那个地方夏天热得不得了。(extraordinary)
2p302 这个厨房还可以，挺干净的。/那套公寓还行，带家具。(quite)
3p50 学校刚开学，大家都忙得很。
3p88 他们的上海菜是很地道，可是太贵了。(attribute should be mentioned beforehand)
3p270 我可做不出这样的事情。
3p304 我并不完全同意，但我能理解。(actually no)
Constructions
1p45 我的名字
1p45 那个男学生/三本书
1p179 写得很好/他昨天睡觉睡得很晚。(also 2p293)
1p113 睡一个好觉/唱英文歌/跳德国舞
1p191 五个男的
1p209 容易的汉字/大教室
1p233 我的
1p243 王小姐/常老师
2p53 王朋高高的，很帅。
2p85 我用用你的电脑可以吗？/你考完试，我们一起去公园走走，聊聊天儿。
2p107 吃的东西/穿的衣服/昨天来的同学
2p122 又聪明又用功/又多又难
2p233 好受/好听/难受/难听
2p291 妈妈给我们做的蛋糕
2p291 南京的热
2p292 慢慢儿地吃/很高兴地说/一直地走/她可以地上自由地走来走去。 (also 3p192)
3p14 陳德馨是在美国出生的。
3p191 小林最近在学习上有很多问题，所以心情不太好。(in terms of)
3p237 从早到晚/从易到难/从小到大 (from ... to ...)
Quantifier
1p53 谭亭序和朱洁儒都有妹妹。(both, all)
1p103 她常常听音乐。(often)
1p267 她每天晚上都预习课文。/我每节课都来。/章老师的字每个都好看。(every)
2p37 小李一个朋友也没有。/这些衬衫我一件也不喜欢。/妈妈做菜一点儿味精都不放。(none)
2p39 你多找了我一块钱。(too much, too many)
2p175 今天功课很少，就五个汉字。/三个房间我打扫了两个，就一个房间还没整理。(only)
2p205 这家饭馆的师傅和服务员认识十年多了。(longer then ten, less than eleven)
2p205 我们班有二十多个学生。(between twenty and thirty)
2p216 中国我什么地方都没去过。/在这个城市，哪儿也吃不到糖醋鱼。(none, not any)
2p217 你明天几点跟我见面都行。(all, any)
3p54 我跟姐姐差不多高。/我差不多一个星期打一次。(about, roughly)
3p198 老师今天介绍的语法，我根本不懂。(simply)
3p241 他是个足球迷，几乎每个周末都去看足球赛。(almost, formal)
3p302 我每天上网才三个小时，时间不多。/现在才六点，球赛八点开始，不用这么早去。(only)
3p349 我们班的同学大多住在学校宿舍，差不多都没有男朋友或者女朋友。(for the most part, mostly)
Questions
1p46 呢/谁/什么/哪/哪儿/几/...
1p76 你是马来西亚人，还是西班牙人？/她喜欢吃中国菜，还是喜欢吃美国菜？
1p86 你今天忙不忙？/你妈妈喜欢不喜欢吃中国菜？
1p106 我们去看电影，好吗？
1p112 你想听音乐吗？(would like to)
1p126 你看一下，这是谁的照片？/你想吃(一)点儿什么？

1p127 你家大吗？
1p191 你怎么才来？
1p233 你弟弟多高？
1p258 你周末想看电影还是跳舞？
2p106 你在写什么呢？
3p120 你说这件事不是他做的，难道是你做的码？
3p269 他昨天根本没复习，怎么能考 100 分呢？/他已经学了三年化学了，这么简单的问题难道他不会吗？
Numbers
1p70 九十三 (=93)
1p71 一七八六年(=1786)/五月/星期二/晚上九点半(=9:30 pm)
1p183 第二杯茶/第三个月/第七课
1p234 十五块三毛钱
Softenings
1p76 我请你吃饭
1p105[...]那我们吃中国菜，怎么样？/[...]那就明天吧。 (also 3p50)
1p126 你喝(一)点儿茶吧。
1p129 请进来吧。/我们跳舞吧。
1p183 我觉得中文有(一)点儿难。/她有(一)点儿不高兴。
3p22 方便的时候，请给我打个电话。
3p91 服务员，麻烦给我一些餐巾纸。
Unsorted
1p154 他给我打了一个电话。
1p155 你别说。
1p164 我有事儿，得去学校。/我不用去图书馆。
1p219 我们不能在图书馆聊天。/周杰伦会唱很多中文歌。
1p231 明天是周末，你要做什么？(want)
2p153 这种药对感冒很有用。/你一定对什么东西过敏了。/听录音对学中文有好处。(also 3p25)
2p243 我的功课被狗吃了。/你买的那些书让你的女朋友拿去了。(usually unpleasant for receiver 我的功课)
3p23 我去年住在中国，吃饭很便宜，省了很多钱。
3p24 报上说的不见得对。
3p57 我听说学校餐厅的饭一般都不太好。(generally speaking)
3p161 购物中心的售货员整天跟买东西的人打交道。(to deal with ...)
Time
1p102 他昨天下午五点半去看外国电影。
1p139 他晚上很晚才睡觉。(only until)
1p138 昨天我没有听音乐。
1p154 下午我们要考试。
1p163 上个月/下个星期/一个星期以后/两年前
1p181 他明天七点就得上课。
1p259 我想先打球再去图书馆。
1p268 电影快要开始了，你买票了吗？/快要考试了，我们大家得准备一下。(soon)
2p9 我明年会去英国学英文。/小朱觉得不舒服，今天不会来滑冰了。
2p40 我刚洗完澡，舒服极了。/他刚走了两天。/他刚才在这儿，我不知道他去哪儿了。(just now)
2p84 我以前去过中国城，知道怎么走。/你见过李小姐吗？
2p88 我们一进饭馆，服务员就告诉我们没位子了。/这课个语法很容易，我一看就懂。(as soon as)
2p118 老高想在上海住一年。/我每天在书店工作三个小时。/昨天下雪下了二十分钟。(duration of action)
2p118 昨天下了二十分钟(的)雪。/他坐飞机坐了两个多小时。(了 only for past)
2p203 王朋在学校的宿舍住了两个学期了。(usually implies that an action continues)
2p231 我两年没检查身体了。(duration of a non‐action)
2p241 她每天听录音听一个小时。/ 她每天听一个小时的录音。(duraction of an action)
2p295 我看见她的时候，她正在打球。/妹妹看短信的时候，一边看一边笑。
3p196 他原来住在学校的宿舍里，后来搬到校外去了。/她原来吃肉，现在吃起素来了。
3p308 开学已经两个多月了，张天明一直住在学生宿舍里。(all along, continously)
3p348 你一下子就要从南边跑到最北边去？(not much time has gone by, all of a sudden)

Location
1p106 周末我去跳舞。
1p128 我在这个大学学中文。/你在哪儿工作？
2p69 图书馆(的)旁边
2p72 他到朋友的宿舍去聊天了。
2p205 这个客厅大是大，不过坐不下二十个人。/这张纸写不下八百个字。
3p45 桌子上放着一本书。/教室里有一些学生。/书架上摆着三张照片。
3p237 开学前我坐飞机来学校。我在飞机上看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电影。
Actions
1p137 今天妈妈喝了三杯水。/昨天晚上你去打球了吗？
1p209 我昨天到他宿舍的时候，他正在练习发音。
2p8 我昨天没有空儿，今天有空儿了。/你看，公共汽车来了。
2p43 功课做好了，我要睡觉了。
2p55 来一盘糖醋鱼，一碗酸辣汤，和一碗米饭。/再来一个！
2p106 我昨天给他打电话的时候，他正在做功课呢。
2p140 昨天我吃了三次药。/我昨天找了他两次，他都不在。
2p141 请你念一遍课文。
2p141 我们一见面就聊了起来。/她一回家就写起信来。/他拿出一张地图，研究了起来。(beginning of action,
also 3p342)
2p153 表姐考试考得越来越糟糕。
2p233 你别年下去了，我一点也不喜欢听。
2p242 我喜欢躺着听音乐。/老师站着教课，学生坐着听课。(continutation of action)
3p13 我给小李打了电话了。/张天明买了机票就回家了。/昨天我在学校里看见了小王。
3p85 外面有人叫我，我开门一看，是送信的。(completion of brief action)
3p191 你别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大家都睡觉了。/飞来飞去(repetitive action)
3p342 六月了，天气热起来了。/屋子里的灯慢慢暗下来了。(start of state)
Directional Complements
1p165 你什么时候回来？/我六点回去。
2p185 她下楼去。/请你买一些水果来。/老师走进教室。/他拿出一张纸来。(depends if object is place or not)
2p188 她买回来了一些水果。
2p188 请把你的床搬来。/我把书拿起来了。
3p267 从本子上撕下一张纸来/把西瓜切下来一块/我看出来他生气了。
Resultative Complements
2p42 你找错钱了。/小白菜还没卖完。
3p153 伸出手/开开门/班完家/听懂/打哭/搬走
3p233 饭做好了，快来吃吧！/家具买好了，明天就会送到新家去了。
Discriptive Complements
2p172 我们玩儿得很高兴。/她打球打得很累。
3p302 我每天起床起得很早。/他高兴得笑了起来。/老师说我太懒，不用功，说得我很不好意思。
Potential Complements
2p173 我看得懂。/这张碟我今天看不完。(don't use 把 here)
3p229 离不开/看不懂/班不进去/住不下/你听得懂老师说的话吗？
Combinations
1p87 她喜欢吃中国菜，还喜欢吃美国菜。
1p207 他常常一边吃饭一边看电视。
1p218 我除了学中文以外，还学专业课。(also 3p16)
1p219 除了陳德馨以外，章子怡也喜欢唱歌、跳舞。
1p220 谭亭序喜欢吃中国菜，我们就吃中国菜。
1p259 看电影或者跳舞都行。/黑色的或者咖啡色的我都不喜欢，我喜欢白的。
2p154 我没有时间，再说，我没有钱。(also 3p17)
2p154 这是王先生，他不但是我的老师，而且也是我的朋友。(also 3p17)
3p17 除了小柯以外，我们班的同学都去过中国。(exclusion!)
3p24 开车不见得比走快。
3p87 孩子们又跑又跳，玩儿得非常高兴。
3p158 你要么学医，要么学经济，就是不能学文学。(either ... or ...)
3p195 房间里热得很，原来窗户没开。(it turned out ...)

3p200 很多人以为我同屋比我大，实际上我比她大多了。(actually, in fact)
3p238 上高中的时候，他一天到晚踢球，不学习，结果高中念了五年才毕业。(as a result)
3p239 你或者住学校，或者在校外租房子，都可以。(either ... or ...)
Sequences
1p206 她今天早上起床以后就听中文录音了。
1p208 下午我要到图书馆去看书。
2p21 昨天早上下雪，今天早上又下雪了。(both in the past, also 3p157)
2p21 我昨天去跳舞了，我想明天晚上再去跳舞。(indicates recurrences in the future, also 3p157)
2p294 我到中国以后要吃北京烤鸭。
3p85 老师刚才说的话，我一听就懂了。
3p117 我给他打了很多次电话都没有人接，于是就给他发了一封电子邮件。/周末孩子们要去山上，没想到
星期六早上下雨了，于是他们就不去了。
3p121 他床上放了很多东西，有被子、毯子、衣服什么的。
3p155 下个学期我打算选三门课。一门电脑，另外两门课选什么，还没决定。(...)
3p201 小张觉得他哥哥很麻烦，一会儿叫他洗衣服，一会儿叫他出去买东西，一会儿又叫他做饭，小张根
本不能做自己的事。
3p268 大家决定开一个舞会来给他过生日。(in order to)
3p343 中国西边是高原，那儿有世界上最高的山。而东边是平原和大海。/小林毕业以后计划回中国工作，
而不准备留在美国。(connect two clauses that represent contrasting characteristics)
3p350 我呢，要回家，小张呢，要留在学校打工，小李要做什么，我不知道。(indicating a pause in speech)
Conditionals
1p220 要是同学帮我复习，我考试就考的很好。(if)
1p243 虽然这双鞋很便宜，可是大小不合适。/这本书很有意思，可是太贵了。(although, but)
2p23 滑冰难是难，但是很有意思。/我去是去，可是会晚一点儿。(also 3p119)
2p88 他一上课就想睡觉。/李律师一累就喝咖啡。
2p122 上午十一点了，他还在睡觉。/这个语法老师叫了，可是我还不懂。
2p272 谁想去，谁就去。/你吃什么，我就吃什么。/谁身体棒，她找谁。
3p52 因为这儿离大马路很远，所以很安静。(because ... therefore ...)
3p90 我今天正好有时间，我跟妳去买衣服吧。
3p92 什么菜好吃？这就要看你的口味了。
3p116 明天无论谁请客我都不去。/你无论愿意不愿意都得跟我们去。
3p123 别吃那么多肉，多吃点青菜，要不然你会越来越胖。(otherwise)
3p124 你再不起床，上课非晚了不可。/姐姐买衣服非买名牌不可。
3p159 你要搬到校外去住，我不是不同意，只是我觉得太早了一点。
3p162 我想申请离家比较近的学校，这样我就可以班回家去住。(in this way)
3p163 医生一般赚钱都不少，不过太忙、太累。(but)
3p228 他很聪明，才五岁，不但能看英文书，甚至能看中文书。(not only ... even ...)
3p277 她嫌学校餐厅的菜不好吃，不是叫外卖，就是跟同学去饭馆。(if it's not..., it's...)
3p306 你这样做不是为他好，而是给他找麻烦。
3p312 吃完饭后，最好不要马上运动。/你喜欢化学吗？如果不喜欢，最好别学。(had better, it's best)
3p347 为了中文学得更好，我明年要去中国留学。/为了解决学费的问题，他一边上学一边打工。(in order
to, purpose)
Comparisons
1p242 你的衬衫跟我的一样。/贵的衣服和便宜的衣服不一样。/弟弟跟哥哥一样高。
2p6 今天比昨天冷。/今天比昨天冷一点。/明天会比今天冷得多。/纽约比这儿冷多了。
2p7 昨天冷，今天比昨天更冷。/昨天冷，今天比昨天还冷。
2p10 前几天我很不高兴，昨天考试考得很好，我高兴(一)点儿了。
2p69 我弟弟没有我高。
2p70 今天不比昨天热。
2p275 我们班比你们班多四个学生。
3p49 这把椅子比较贵，你别买了。
3p89 她的中文不如我。(otherwise like 没有 but used with attributes that are positive in meaning)
3p309 她说话怎么像个小大人一样。/这碗汤一点儿味道都没有，像是没放盐一样。(as if)
3p345 她过生日，买花送她最好不过了。/这本书对世界经济的介绍最清楚不过了。(none can surpass)
Topic

1p257 她不想去纽约，可是飞机票她妈妈已经帮她买了。/今天是周末，再说功课也做完了... (also 3p83)
2p119 你是跟谁一起去的？/我是跟我表姐一起去的。
2p142 我把你要的书找到了。/请把那条裤子给我。/你把这篇课文看看。/把这杯咖啡喝了。
3p90 这儿鱼做得很好，特别是清蒸鱼，味道好极了。
3p93 我们班的同学很多人唱歌唱得很好，比如说王朋，唱得棒极了。(CHECK SOURCE 比方说?)
3p154 买日用品，这个商店不错，比较便宜。至于买衣服，还是去大一点的购物中心中心吧。
3p275 说到钱，我的同屋今天跟我说，她妈妈生气了，不给她钱了。(speaking of)
Quality
3p57 我的中文一般，没有我哥哥好。(ordinary, not that great)
3p58 这个图书馆不怎么样，书很少。(not that great)
3p90 妳来得正好，我们都在找妳呢。(just right)
3p195 原来的宿舍(the same)
3p309 演唱会的票很难买，我好不容易才买到一张。(with a lot of difficulty)
Opinion
3p151 对她来说，今年最需要做的事情是选一个好大学。(as far as ... is concerned, speakers opinion)
3p241 李阿姨这几天常常哭，看起来心情很不好，她到底怎么了。(it seems ...)
3p242 听起来挺不错的，你就租吧。(it sounds ...)
3p310 我的童年可以说很快乐。可是.../ 小高可以说是我们这里最聪明的人了。(you could say)
3p310 这么说，你明天不去听演唱会了。(so that means)
Feeling
3p21 我今天觉得有点不舒服，不能跟你一起去游泳了。
3p47 这台烘干机真吵，你应该买一台新的。
3p53 下雨了，恐怕我们不能打球了。/十一点了，现在给他打电话恐怕太晚了。
3p125 别人说什么，我不在乎。/你的车不见了，你怎么一点都不在乎？(care)
3p159 今天太热，我真的受不了。
3p240 你昨天晚上没回来，害(得)我等了你一夜。/女朋友一个星期没给他打电话，害(得)他吃不下饭，睡不
好觉。(to do harm so that)
3p279 小林嫌她男朋友做事太马虎，所以跟他分手了。(to dislike)
Adjective and Noun
3p22 我们宿舍的安全问题很大。
3p25 你适应大学的生活了吗？/你对这里的天气已经适应了吗？(suitable)
Embedded idioms
3p198 上个学期学的汉字，他已经忘得一干二净了。(completely)
3p200 我哥哥经常丢三拉四的，我看有一天会把自己丢了。(scatterbrained, forgetful)
已经查得水落石出了
可以水落石出
TODO reposition
2p71 你那么不喜欢写日记，就别写了吧。/那么希望/那么想
3p160 他是在中国出生，在中国长大的，肯定会说中文。(most certainly)
3p198 毕业以后到底念研究生还是找工作，我还没考虑好。(what/why on earth)
3p199 难怪他不知道这件事，他根本不看报纸。(no wonder)
2p204 我姐姐的孩子很聪明，连日本话都会说。/昨天学的生词我连一个也不记得了。(even)
3p228 他很会做中国，甚至连清蒸鱼都会做。(even)
3p272 考试考得不好，怕妈妈生气，我觉得有压力。/给我很大的压力/这对我的压力很大
3p272 受到大家的欢迎/受到良好的教育(to receive)
3p273 学生希望老师少给一些功课，减轻他们的负担。(to lessen)
3p273 这条牛仔裤不适合你穿，你妈妈穿可能合适。
3p274 睡觉的时间不够会影响健康。/你不去开这个会，对你找工作会有影响。
3p274 取得经验/取得同意(to obtain)
3p278 父母挣钱多不容易啊！
3p305 今天晚上有一个生日舞会，我不知道穿什么衣服合适。/你现在读书最重要，交女朋友不用着急。
3p345TOD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