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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t me introduce you

我来给你们介绍一下
WG

学习目标

lWi

gDi

nJmen

jiFshSo

Objectives
学习公务场合的问候语
Learn to greet each other in an official situation
学习介绍他人相识
Learn to introduce others to each other
学习介绍工作情况
Learn to describe your work

yUx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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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  身

Warm-up

下列场景你会怎么说？
What would you say in the following situations?

场景

语言表达

Situation

(1) 向陌生人自我介绍。
Introducing yourself to a stranger.

(2) 一般情况下熟人见面。
When two acquaintances meet in a
normal situation.

(3) 很长时间没见面的朋友见

到后。
When two friends meet again after a
long time.

Expression

A. 您  好，认识  您  很   高兴。
NIn hAo, rFnshi nIn hDn gQoxKng.

B. 你好，老   张。
NJ hAo, LAo ZhQng.

C. 这  位 是 刘  先生。  这 位
ZhF wFi shK LiP xiQnsheng. ZhF wFi

是  马丁     先生。
shK MAdUng xiQnsheng.

D. 我 是   英国   使馆   的大卫·
(4) 介绍别人认识。
Introducing others to each other.

WG shK YUngguY ShJguAn de DSwFi

史密斯。您 是⋯⋯
ShJmKsU.

(5) 被介绍认识之后。
After being introduced to a person.

(6) 询问工作情况。
Asking about one’s work.

NIn shK...

E. 你还 在  文化  部  工作  吗？
NJ hWi zSi WRnhuS BM gTngzuH ma?

F. 好 久不见，你 最近（recently）
HAo jiL bM jiSn, nJ zuKjKn

怎么样？
zDnmeySng?

在聚会上相互介绍和打招呼时，你还会说什么？
What else would you say when you meet some one at a pa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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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one

第一部分
词  语

Words and Phrases

1. 好

hAo

quite

11. 访问

fAngwFn

visit a place

2. 久

jiL

long time

12. 时间

shIjiQn

time

3. 见

jiSn

see, meet

13. 过

guH

spend (time)

4. 什么时候

shRnme shIhou when

14. 真

zhEn

really, indeed

5. 刚

gQng

just

15. 已经

yJjing

already

6. 记得

jKde

remember

16. 名片

mIngpiSn

business card

7. 上

shSng

last, former

17. 如果

rPguG

if

at the time

18. 联系

8. ⋯⋯的时候

... de shIhou

9. 代表团

dSibiAo tuWn

delegation

liWnxK
			
19. 出差 chOchQi

10. 来

lWi

come

20. 拜访

专有名词

Proper Nouns

文化部

WRnhuS BM

重点句子

bSifAng

contact, get in touch
with somebody
be on a business trip
visit sb., call on sb.

Ministry of Culture

Sentences

1. 好  久 不 见。
HAo jiL bM jiSn.

1. I haven’t seen you for a long time.
2. I remember the last time we met, you were
visiting China with a delegalion.
3. Here is my business card.
4. I will contact you if I have time.

2. 记得 上  次 见  到 你 的 时候，你 和 一 个  代表  团 来   中国    访问。
JKde shSng cK jiSn dSo nJ de shIhou,

nJ hR yU ge dSibiAo tuWn lWi ZhTngguY fAngwF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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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这  是 我 的  名片。
ZhF shK wG de mIngpiSn.

4. 我 会 和 你 联系 的。
WG huK hR nJ   liWnxK de.

听说任务

1

Listening & Speaking Tasks

词语准备 Word Preparation
(1) 词语连线

Read and match

访问

张 明

fAngwFn

ZhQng MIng

拜访

中国

bSifAng

ZhTngguY

去 英国

联系

qM YUngguY

liWnxK

和你

出差

hR nJ

chOchQi

(2) 用(1)中合适的词语填空
Complete each sentence by using the words from (1) above

① 他 来   中国   
TQ lWi ZhTngguY

		

他 和  他 的 夫人。

		

tQ hR tQ de fOrRn.

的 时候，去   王     先生   家   

了

de shIhou, qM WWng xiQnsheng jiQ

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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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他 去  上海     

一 个 星期。

TQ qM ShSnghAi

yU ge xUngqU.

③ 请   你 和  王   小姐   

。

QJng nJ hR WWng xiAojiD

2

理解练习 Listening Comprehension
场景：在聚会上，大卫和文化部的张明久别重逢，相互问候。
Situation: At a party, David meets Zhang Ming from Ministry of Culture again after a long time. They
greet each other.

(1) 听录音, 选择你听到的信息
Listen and choose based on the information you hear

①上星期
shSng xUngqU

③上班
shSngbQn

②名片
mIngpiSn

④出差
chOchQi

(2) 再听一遍录音, 判断对错
Listen again and decide whether the statements are true or false

①

大卫 和   张    明   好 久 不 见 了。

（

）

（

）

（

）

（

）

（

）

DSwFi hR ZhQng MIng hAo jiL bM jiSn le.

②

大卫  是   上   个 月  到  北京  的。
DSwFi shK shSng ge yuF dSo BDijUng de.

③

张      明     处长    还 在  文化  部  工作。
ZhQng MIng chMzhAng hWi zSi WRnhuS BM gTngzuH.

④

张       明  给 大卫  名片。
ZhQng MIng gDi DSwFi mIngpiSn.

⑤

张       明  四 月 去   英国   出差。
ZhQng MIng sK yuF qM YUngguY chOchQ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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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学习对话
Learn the dialogue

大卫: 你好，  张    明，好 久 不 见。
DSwFi:

NJ hAo, ZhQng MIng, hAo jiL bM jiSn.

张明: 你好，大卫。你  是  什么   时候  到  北京  的？
ZhQng MIng:

NJ hAo, DSwFi.

NJ shK shRnme shIhou dSo BDijUng de?

大卫: 我 是   上   星期   刚   到  的。
DSwFi:

WG shK shSng xUngqU gQng dSo de.

张明: 我 记得  上次   见  到 你 的 时候，你 和 一 个
ZhQng MIng:

WG jKde shSngcK jiSn dSo nJ de shIhou, nJ hR yU ge

		 代表    团  来    中国    访问。
		 dSibiAo tuWn lWi ZhTngguY fAngwFn.

大卫: 时间   过 得  真  快，已经 三  年  多 了。你 还 在
DSwFi:

ShIjiQn guH de zhEn kuSi, yJjing sQn niWn duT le.

NJ hWi zSi

		 文化    部  工作   吗？
		

WRnhuS BM gTngzuH ma?

张明: 对，这 是 我 的  名片。
ZhQng MIng:

DuK, zhF shK wG de mIngpiSn.

大卫: 如果  有  时间，我  会 和 你 联系 的。
DSwFi:

RPguG yGu shIjiQn, wG huK hR nJ liWnxK de.

张明: 四 月 我 要  去   英国   出差，我  也 会  去  拜访
ZhQng MIng:

SK yuF wG ySo qM YUngguY chOchQi, wG yD huK qM bSifAng

		 你 的。
		

nJ de.

David:
Zhang Ming:
David:
Zhang Ming:
David:
Zhang Ming:
David:
Zhang Ming:

Hello! Zhang Ming! I haven’t seen you for a long
time.
Hello, David! When did you arrive in Beijing?
I arrived just last week.
I remember the last time we met, you were
visiting China with a delegation.
Time goes fast. It has already been more than
three years. Are you still working in the Ministry
of Culture?
Yes. Here is my business card.
I will contact you if I have time.
I am going to Britain for business in April. I will
visit you then as w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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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运用练习 Practice
(1) 选词填空
Complete each sentence by using the words provided below

好 久    已经   刚   还   上  次
hAo jiL

yJjing

gQng

hWi

shSng cK

A：     七 点 了，你   

不 下 班  吗？

		

	                qU diAn le,

bM xiS bQn ma?

		

B： 我  要   等  一 个   传真。

①

			

②

NJ zhF liAng niWn qM nAr le?
WG qM FAguY le.

TUngshuT nJ yD zSi BDijUng gTngzuH, nJ shK shRnme shIhou

			

来 北京 的？

			

lWi BDijUng de?

B： 我    

			

④

来 两  个 月。

WG

lWi liAng ge yuF.

A： 你有  我 的   名片   吗？
NJ yGu wG de mIngpiSn ma?

		

		

mRi jiSn dSo nJ le.

A： 听说    你 也在 北京   工作，你 是   什么  时候

		

		

WG

没  见  到 你 了。

B： 我 去 法国 了。

			

③

WG ySo dDng yU ge chuWnzhEn.

A： 你 这  两   年 去 哪儿 了？我   

		

		

nJ

B： 有，你   

			

YGu,

nJ

见  到  我 的  时候 给 我 的。
jiSn dSo wG de shIhou gDi wG 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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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模仿造句
Compose sentences following the models provided

① 例：你 是   什么

时候

到

北京 的？

NJ shK shRnme shIhou dSo BDijUng de?

场景1

场景2

Situation 1
询问对方见到马克的时间。
Ask your partner when he saw Mark.

Situation 2
询问对方到这个公司工作的时间。

                            

Ask your partner when he started to work
in this company.

                          。

                            
                          。

② 例：记得 上 次 见 到 你 的 时候, 你 和 一 个 代表

团 来

中国

访问。

JKde shSng cK jiSn dSo nJ de shIhou, nJ hR yU ge dSibiAo tuWn lWi ZhTngguY fAngwFn.

场景1
Situation 1

场景2
Situation 2

讲述自己在北京工作期间，常常去吃
烤鸭。
To express you often went to eat Beijing roast
duck when I worked in Beijing.

                            
                          。

讲述天气好时，我喜欢和朋友们去
长城。
To express you like to go to the Great Wall
with your friends when the weather is fin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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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小组活动

Group work

聚会上, 你见到
老朋友李倩小
姐, 你们相互问
候并谈话。

信 息
Section

You meet your
old friend Miss
Li Qian at a
party. You greet
and talk to each
other.

n
1. 三年 多没 见。 You hav en’ t see
each other for three years.

2. 上次在上海见过。You last met in
Shanghai.

3. 互相询问对方的工作情况。Ask
about each other’s work.
s
4. 交 换 名 片 。 E x c h a n g e b u s i n e s
cards.

第二部分
词  语
1. 介绍
2. 认识

Part two

Words and Phrases

jiFshSo

introduce, introduction

3. 荣幸

rFnshi

know, recognize

			

rYngxKng

be honored, one’s
plea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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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负责

fMzR

be in charge of, be

			

responsible for

5. 进口
6. 方面
7. 就
8. 可以

jKn kGu

import

fQngmiSn

aspect, side

jiM

then / as early as

kDyJ

can, OK

9. 问
10. 同事
11. 提到
12. 事
13. 向

wFn

ask

tYngshK

colleague

tI dSo

mention, refer to

shK

affair, matter

xiSng

toward, to

专有名词 Proper Nouns
商务部
商务处
一秘
处长

ShQngwM BM

Ministry of Commerce

ShQngwM ChM

Commercial Section

yU mK

first secretary

chMzhAng

section chief; director

重点句子

Sentences

1. 我 来 给 你 们 介 绍 一下。
WG lWi gDi nJmen jiFshSo yUxiS.

2. 这 位 是   商 务 部 的 刘 处长。

1. Let me introduce you.
2. This is Director Liu from the
Ministry of Commerce.
3. I’m glad to meet you.
4. Please send Jenny my regards.

ZhF wFi shK ShQngwM BM de LiP chMzhAng.

3. 很    高兴   认识 您。
HDn gQoxKng rFnshi nIn.

4. 请     向   珍妮   问好。
QJng xiSng ZhEnnU wFnhAo.

场景体验

Experience

某使馆商务处的一秘史密斯先生和商务部刘处长第一次见面，大卫介绍他们认识。
Mr. Smith, first secretary of the Commercial Section of an embassy meets Director Liu of the Ministry
of Commerce for the first time. David introduces them to each o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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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 我 来 给 你们   介绍 一下：这  位  是    商务 部  的 刘 处
DSwFi:

WG lWi gDi nJmen jiFshSo yUxiS:

ZhF wFi shK ShQngwM BM   de LiP chM

		 长，   这  位 是  史密斯  先生，    商务   处  的  一 秘。
		 zhAng, zhF wFi shK ShJmKsU xiQnsheng, ShQngwM ChM de

yU mK.

史密斯: 您  好， 刘   先生， 很   高兴    认识  您。
ShJmKsU:

NIn hAo,

LiP xiQnsheng, hDn gQoxKng rFnshi nIn.

刘处长: 我  也 很   荣幸    认识  您。
LiP chMzhAng:

WG yD hDn rYngxKng rFnshi nIn.

大卫: 刘    处长  负责 进 口   方面    的  工作。
DSwFi:

LiP chMzhAng fMzR jKn kGu fQngmiSn de gTngzuH.

史密斯: 以后   如果 我 有  这    方面   的 问题，就 可以  问 您 了。
ShJmKsU:

YJhHu rPguG wG yGu zhF fQngmiSn de wFntI, jiM

kDyJ wFn nIn le.

刘处长: 您  太 客气了。
LiP chMzhAng:

NIn tSi kFqi le.

史密斯: 大卫 和 我 的  同事   珍妮       常常    提  到  您， 我  早
ShJmKsU:

DSwFi hR wG de tYngshK ZhEnnU chWngchWng tI dSo nIn,

wG zAo

		 就 想    拜访  您 了。
		 jiM xiAng bSifAng nIn le.

刘处长: 珍妮   今天  怎么  没 来？
LiP chMzhAng:

ZhEnnU jUntiQn zDnme mRi lWi?

注释 Note

史密斯: 她  今天  有  事。
ShJmKsU:

TQ jUntiQn yGu shK.

刘处长: 请     向    珍妮  问  好。
LiP chMzhAng:

QJng xiSng ZhEnnU wFn hAo.

David:

Smith:
Director Liu:
David:
Smith:
Director Liu:
Smith:
Director Liu:
Smith:
Director Liu:

Here, “怎么” is an expression that asks
for a reason. It can also be used to mean
“how” or “what” in Chinese.

Director Liu, I would like to have you meet Mr.
Smith, first secretary of the Commercial
Department. Mr. Smith, this is Mr. Liu, Director
of the Ministry of Commerce.
How do you do, Mr. Liu?
How do you do, Mr. Smith?
Director Liu is in charge of imports.
If I have any problems concerning imports, I’ll
consult you.
It would be my pleasure.
David and my colleague Jenny often mention you.
I have wanted to meet you for a long time.
Why didn’t Jenny come today?
She has something else to do today.
Please send Jenny my rega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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