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HILULU ATELIER® CHINESE CURRICULUM

Course Plan
hihilulu Atelier® Beginner Course covers 300 keywords of Level 1 and Level 2 of hihilulu
Progressive Chinese Learning System for Children® , and a total of 61 courseware. It takes 80-90
class hours to complete, so that students could describe simple things, asking questions in simple
sentences, expressing time, use passive and active expression, express commonly used numerals
and measure words, and express questions in Chinese etc..

打招呼
We say hello like this

你好，再见，谢谢，你，我（hello ，thank you，goodbye，you，I）

Greetings in the
kigndergarten

幼儿园，你好，握手，中国人，法国人（kindergarten，hello，shake hands，Chinese，
French）

Expressions for holiday

年，新年，鱼，好，年年有余(year，New Year ，fish，good, prosperity in the new year)

Our auspicious words

节日，快乐，庆祝，新年，生日（holiday ，happy，celebrate，New Year ，birthday）

我爱数数
I can count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one，two，three，four，five，six，
seven，eight，nine，ten）

Telling the time

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
百（eleven，twelve，thirteen，fourteen，fifteen，sixteen，seventeen，eighteen，
nineteen，twenty，twenty-one，twenty-two，hundred）

Numbers

数，数学，数字（number ，mathematics，count ）

Let's find out

几，个，图形，形状，红绿灯（how many ，piece，graphics, shape, traffic light ）

Maths in daily life

加法，减法，形状，买，东西（addition，subtraction ，shape ，buy ，things）

Important days

年，月，日，星期（year，month，day，week）

我饿了
Fruits

苹果，香蕉，西瓜，大，圆，红（apple banana ，watermelon ，big ，round ，red）

Vegteables

菜，土豆，番茄，黄瓜，瓜（vegetable，potato，tomato，cucumber，melon）

My favorite food

水，肉，水果，蔬菜，米饭（water ，meat ，fruit ，vegetables ，rice )

Mom's recipes

面，肉，牛排，蛋糕，饺子(noodles ，meat，steak ，cake ，dumplings)

Food ingredients

钙，盐，糖，蛋白质(calcium ， salt ，candy ，protein)

我爱我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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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mily members

爸爸，妈妈，哥哥，姐姐，弟弟，妹妹（dad，mum，elder brother ，elder sister，
younger brother ，younger sister）

My home

家，人，有，几，个（family ，human ，have ，how many ，piece, individual）

My room

房间，窗，门，椅子，桌子（room ，window，door ，chair，desk ）

My pet

猫，两，只，名字（cat，two， (quantifier) one of a pair ，name ）

Neighborhood

东，西，南，北，面(east，west，south，north）

我很可爱
Personal characters

高，矮，胖，瘦，长，短（tall ，short ，fat ，thin，long，short ）

My friends

名字，男孩，女孩，喜欢，岁（name ，boy ，girl ，like ，years ）

My feelings

心情，开心，伤心，生气，哭，笑，很，不（mood ，happy，sad，angry，cry，
laugh ，very ，no）

Colors

红色，黄色，蓝色，绿色，橙色，黑色（red，yellow，blue，green，orange，black）

Shapes

圆形，三角形，方形，长方形（circle ，triangle，squre，rectangle ）

我病了
See a doctor

感冒，咳嗽，吃药，打针，喝水（catch cold，cough ，take medicine，have an
injection，drink water）

My body

头，手，腿，脚，眼睛，嘴，鼻子（head ，hand ，leg ，foot ，eyes ，mouth，nose）

Hospital

医生，护士，救护车，病床，病房（doctor ，nurse ，ambulance， sickbed ，ward ）

What makes us healthy

睡觉，起床，运动，食物，洗手（sleep，get up ，sports，food ，wash hands ）

How to make us healthy 生活，习惯，早上，晚上，多，少（life，habit，morning，night，more，less ）

今天放假
Chinese New Year

新年，快乐，饺子，红色，春节，好（New Year，happy ，dumplings，red，Spring
Festival ，good）

Lantern Festival

元宵节，元宵，花灯，鱼，龙，兔子（Lantern Festival，Yuan Xiao ，lantern，fish ，
dragon，rabbit）

Tomb-Sweeping-Day

四月，青团，放，风筝，踏青（April ，Qingtuan ，release，kite，spring outing）

Mid-Autumn Festival

月，八月，赏月，月饼，团圆，中秋节（moon，August，admire the moon ，moon
cake，reunion ，mid-Autumn Festival ）

Dragon Boat Festival

五月，粽子，艾草，龙舟，五月初五，端午节（May，Zongzi， wormwood，dragon
boat ，the fifth day of May in lunar calendar ，Duanwu Festival ）

我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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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ily habits

早上，晚上，刷牙，洗脸，点（morning，night ，brush teeth ，wash face， hour）

Hobby

爱好，喜欢，什么，画画，唱歌，读书，你，我（hobby ，like what， draw ，sing ，
read ，you ，I）

Go hiking

郊游，阳光，蓝天，白云，一起（outing，sunshine，blue sky，white cloud ，
together）

Picnic

汉堡，水果，披萨，面包，沙拉（hamburger，fruit，pizza ，bread，salade ）

Shopping

衣服，裤子，裙子，袜子，鞋子，双，件，条（clothes，pants ，skirt，socks ，shoes ，
a pair of ， piece ，strip ）

我爱学校
People at school

校长，老师，同学，名字，叫（principal，teacher，classmate ，name ，call ）

School activities

学校，电，尺子，纸，笔，书（school ，electricity ，ruler，paper ，pen ，book ）

Curriculumn

美术，数学，英语，中文，体育（art，mathematics，English ，Chinese，sport）

School blues

伤心，好，朋友，没有，很（sad ，good ，friends，not have, without ，very）

School environment

教学楼，图书馆，操场，足球场，游泳池（teaching building，library，playground ，
football field ，swiming pool ）

我爱大自然
Spring all over the world

春天，美国，法国，中国，日本（spring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France，China，
Japan）

Spring activities

来，去，种树，水，太阳（come，go，plant trees， water， sun ）

Celebrate spring

春天，立春，二月，三月，春分（spring ，begining of spring ，February，March，
spring equinox）

Plants in spring

春天，花，草，树，叶（spring，flower，grass ，tree ，leaf ）

Summer all over the
world

夏天，天气，哪里，国家，喜欢（Summer，weather ，where，country，like ）

Summer activities

天气，热，游泳，泳衣，游泳池（weather，hot ，swim ，swimming suit ，swiming
pool）

Celebrate summer

六月，夏至，夏天，派对，音乐（June，Summer solstice ，Summer，party ，music ）

Plants in summer

夏天，荷花，植物，生长，天气（Summer ，lotus ，plants，grow ，weather）

Autumn all over the
world

天气，凉快，哪里，最，花园（weather ，cool ，where ，most ，garden）

Celebrate autumn

秋天，天气，立秋，凉快，落（Autumn ，weather， cool， fall ）

Autumn activities

秋游，兔子，蘑菇，安全，去（Autumn Outing， rabbit ，mushroom，safety， g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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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nts in autumn

季节，秋天，植物，树叶，变，颜色（season ， Autumn ，plants，leaf，become，
color ）

Winter all over the world 中国，冬天，风，下雪，结冰，冷（China ，winter，wind ，snowing ，freeze，cold）

Celebrate winter

圣诞节，圣诞树，圣诞老人，雪人，礼物（Christmas，Christmastree，Santa Claus ，
snowman，present ）

Winter activities

雪，下雪，堆，雪人，滑雪，打雪仗（snow ，snowing ，pile，snowman ，ski, snowball
fight）

Plants in winter

冬天，寒冷，树，叶，草，花（winter ，cold ，tree ，leaf ，grass ，fl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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