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fPzhuQng

在本课，你应学会：	 1.	 购买服装的常用语；

	 2.	 询问原因并作出回答；

	 3.	 句型：太⋯⋯了。

In this lesson, you’ll learn to:

	 ·buy clothes;

	 ·ask why and give an answer;

	 ·use the sentence pattern “太⋯⋯了”.

Clothing

Objectives
学 习 目 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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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son 2  Clothing

Warm-up

Listen to the recording and repeat the words. Then discuss with 
your partner whether or not you have the following clothes.

听录音，跟读下列词语。然后跟同伴说说你有哪种衣服，没有哪种

衣服。

Listen to the recording and repeat the numbers.

听录音，跟读下列数字。

夹克
jiQkF

101  106  113  119  124  250  383  479   500

牛仔裤
niPzAikM

凉		鞋
liWngxiR

裙		子
qPnzi

西	服
xUfP

T	恤
T xM

短		裤
duAnkM

长	裤
chWngkM

靴		子
xuEzi

皮	鞋
pIxiR

运动鞋
yMndHngxiR

衬	衫
chFnshQ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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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课  服 装2 

Listen to the recording, and then practice the following conversation with your 
partner. 

听录音，然后与同伴一起练习下列对话。

 售货员：  您	  好，您   要   买    什么？
 shHuhuHyuWn：		 NIn hAo, nIn ySo mAi shRnme?

 王		兰：  这   条   裙子     多少     钱？
 WWng LWn：		 ZhF tiWo qPnzi duTshao qiWn?

 售货员：         320        块。
 shHuhuHyuWn：		 SQnbAi FrshI kuSi.

 王		兰： 太  贵  了。 有   便宜  点儿 的  吗？
 WWng LWn：		 TSi  guK  le.    YGu piWnyi diAnr de ma?

 售货员： 那  条    怎么样？			是   今年  的   新款，
 shHuhuHyuWn：		 NS tiWo zDnmeySng? ShK jUnniWn de xUnkuAn,

         260      块。
  FrbAi liMshI kuSi.

 王		兰：  有    什么  
 WWng LWn：	 YGu shRnme 

   颜色  的？
  yWnsF de?

 售货员：  有    红色   的、  
 shHuhuHyuWn：	 YGu hYngsF de,      

  黑色  的、  
  hEisF  de,       

12

Pres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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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son 2  Clothing

  蓝色  的  和   粉色  的。   
  lWnsF  de  hR  fDnsF de.

 王		兰：  我  可以  试		一下  吗？
 WWng LWn：	 WG  kDyJ  shK  yIxiS  ma?

 售货员：    当然	 可以。您   要  试    什么    颜色  的？
 shHuhuHyuWn：	 DQngrWn kDyJ.  NIn ySo shK shRnme yWnsF de?

 王		兰：  这   条     红色  的，我   喜欢      穿       红     裙子。
 WWng LWn：	 ZhF tiWo hYngsF de,   wG xJhuan chuQn hYng qPnzi.

 售货员：   给  您，试衣间  在  这  边。
 shHuhuHyuWn：	 GDi nIn,  shKyUjiQn  zSi zhF bian.

 王		兰： 谢谢！
 WWng LWn：	 XiFxie!

New Words
生 词

条	 tiWo	 (measure word for trousers, skirt, snake, etc.)

裙	子	 qPnzi	 skirt

太	 tSi	 too

贵	 guK expensive   
了	 le	 (modal particle)

今	年	 jUnniWn	 this year

新	款	 xUnkuAn	 new style

可	以	 kDyJ	 can

试	 shK try on

一	下	 yIxiS	 (used after a verb to indicate one action or one try)

当	然	 dQngrWn	 of course

穿	 chuQn	 wear

试	衣	间	 shKyUjiQn	 fitting r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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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课  服 装2 
Pair work. Ask and answer according to the following pictures.

两人活动。根据下列图片进行问答练习。

A:	 眼镜多少钱？
B:	 360块。	

1
2 3

4

5

6

360块
75块

80块

450块

40块

Listen to the recording, and then practice the following conversation with your 
partner. 

听录音，然后与同伴一起练习下列对话。 

	 玛丽：	这			是			谁			的		帽子？	真			酷。
 MAlK：	 ZhF shK shRi  de mSozi? ZhEn  kM.

	 李	海：	这			是		我		新			买		的		帽子。
 LJ HAi：	 ZhF shK wG xUn mAi de mSozi.

	 玛丽：	这				顶				帽子				多少					钱？
 MAlK：	 ZhF dJng mSozi duTshao qiWn?

190块

Exten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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帽		子
mSozi

cap

因		为
yUnwFi
because

	 李	海：	 			50				块。
 LJ HAi：	 WLshI kuSi.

	 玛丽：	 		真			便宜。这		条		
 MAlK：	 ZhEn piWnyi.  ZhF tiWo 

	 	 	牛仔裤		也		是		新		
  niPzAikM  yD  shK xUn 

   买	 	的		吗？
  mAi de ma?

	 李	海：	对，还		有		这					双						
 LJ HAi：	 DuK, hWi yGu zhF shuQng 

     运动鞋。
  yMndHngxiR.

	 玛丽：	 		一共					多少					钱？
 MAlK：	 YIgHng duTshao qiWn?

	 李	海：	牛仔裤								110						块，			运动鞋										170
 LJ HAi：	 NiPzAikM yKbAi yUshI kuSi,  yMndHngxiR yKbAi qUshI 

	 	 	块，	一共											330									块。	
  kuSi,  yIgHng sQnbAi sQnshI kuSi.

	 玛丽：	 				为什么			买			这么			多		新		衣服？
 MAlK：	 WFishRnme mAi zhFme duT xUn  yUfu?

	 李	海：	 		因为		我		要		和		大卫		一起		去		旅游。
 LJ HAi：	 YUnwFi wG ySo hR DSwFi  yKqJ  qM   lVyYu.

顶
dJng

(measure word 
for caps)

这	么
zhFme

so

旅		游			
lVyYu
travel

Word Expansion
扩展词汇

牛仔裤
niPzAikM

jeans

为什么
wFishRnme

why

运动鞋
yMndHngxiR

sports shoes

双
shuQng

a pair of (measure 
word for shoes)

衣		服
yUfu

clothes

多
duT
m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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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课  服 装2 
Class activity. Divide the class into groups and have a discussion.

全班活动。全班分成几组进行讨论。

1.	 What kind of clothes do you usually like to wear?  What color?

	 你平时喜欢穿哪种衣服？喜欢什么颜色的衣服？

2.	 	If you were to join in the activities listed below, what would you wear?  

 如果你要去参加下面几种活动，你认为应该穿什么？请搭配一套自己喜欢

的衣服。

traveling

旅游

birthday party 
of a classmate

同学的
生日聚会

graduation 

ceremony

毕业典礼

Listening

Listen to the recording, match the Pinyins, and then read them aloud.

听录音，连线，然后朗读。

huWng
gL

diSn

kF

jiSn

gEng

hEi

kuQn

kQng

kL

kuH
guQng

huS huSn

lK
gT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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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Characters

Listen to the recording and write down the price of each item.

听录音，写出每种商品的价格。

Use 6 or more words from the box below to make a paragraph, and then 
type it.

从下列词表中选出至少６个词语，写成一段话，并用电脑打出来。

1

2

3

												块

												块

												块

												块

												块

												块

裙子	 	 牛仔裤	 	 运动鞋	 	 帽子	 	 西服

衬衫	 	 皮鞋	 	 	 绿色	 	 	 红色	 	 黑色

蓝色	 	 黄色	 	 	 白色	 	 	 粉色	 	 灰色

气 气 气 气 气 气 气 气   qK
						air 气

1
2

Learn to write.

学写汉字。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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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课  服 装2 
长 长 长 长 长 长 长 长

办 办 办 办 办 办 办 办

chWng
long

bSn
   do 办1

2

43

长
1

2

3

4

Wardrobe arrangement. Go through your wardrobe and make a detailed 
list of your clothes, including the color and quantity.

衣物整理。查看家里的衣柜，列出你的衣服清单及衣服的颜色和数量。

衣服清单
List of Your Clothes

     衣  服 颜  色 数  量
						clothes	 color	 quantity

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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