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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在我们的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的生活有关。 事实上，数字直接或

因此，语言学习过程应包括数字。

让我们学习数字...

Shùzì zài wǒmen de shēnghuó zhōng

Zhèxiē shùzì hé wǒmen chūshēng yǐlái

shùzì zhíjiē huò jiànjiē dì chūxiàn

fāngfāngmiànmiàn. Yīncǐ, yǔyán xuéxí guòchéng

Ràng wǒmen xuéxí shùz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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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 - Shù

们的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这些数字和我们出生以来

间接地出现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zhōng bàn yǎn zhuó zhòngyào de juésè.

de shēnghuó yǒuguān. Shìshí shàng,

chūxiàn zài wǒmen shēnghuó de

guòchéng yīng bāokuò shùzì.



数 ： 1 到 10

1. 一 yī

2.  二 èr

3. 三 sā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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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 ： 1 到 10

4. 四 sì

5. 五 wǔ

6. 六 lì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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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 ： 1 到 10

7. 七 qī

8. 八 b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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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 ： 1 到 10

9. 九 jiǔ

10. 十 sh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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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 ： 11 到 20

11.   十一 Shí yī

12.  十二 Shí èr

13.  十三 Shí sā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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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十四 Shí sì

15.   十五 Shí wǔ

16.  十六 Shí liù

17.  十七 Shí qī

18.  十八 Shí bā

19.  十九 Shí jiǔ

20.   二十 èr shí

yī

èr

sān

sì

wǔ

liù

qī

bā

jiǔ

shí



数 ：

30.  三十 Sān

40.   四十 Sì shí

50.   五十 W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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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六十 liù shí

70.  七十 qī shí

80.   八十 bā shí

90.  九十 jiǔ shí

100.  百 bǎi

shí

shí

shí

shí

shí

shí

shí



数 ：

1000. 一千 Yīqiān

100000.  一个拉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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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īqiān

一个拉赫 Yīgè lā hè



工作表 (Gōngzuò biǎo )：

对对象进行计数 :

(Duì duìxiàng jìnxí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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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ìnxíng jìshù)



工作表 (Gōngzuò biǎo )：

用中文写数字 :

(Yòng zhōngwén xi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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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 ………………………………

27: ………………………………

19: ……………………………..

33: ………………………………

84: ………………………………

67: ………………………………

58: ………………………………

：

xiě shùzì)

: ………………………………

27: ………………………………

19: ……………………………..

33: ………………………………

84: ………………………………

67: ………………………………

58: ………………………………



工作表 (Gōngzuò biǎo )：

完成以下内容 :

(Wánchéng yǐxià nèiró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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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 九 =   ………………

四十 +  三十七 = 

六十二 +   十一

六 +  百 =  …………………

一千二十 +    九十五

八三 +五十 =  ………………………

十三 + 九 =  ……………………

：

nèiróng)

………………

= ………………

= ……………..

…………………

九十五 = ……………

………………………

……………………



各种语言的学习模块

日语、德语、法语、西班牙语

访问：www.clrn-shr.com

电子邮件：clrnandshr@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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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的学习模块 -英语、中文、

语、德语、法语、西班牙语

shr.com

clrnandshr@g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