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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ssons & Words

• Grammar & Express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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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rm-up

Would you shop around when 
you want to buy something?



课⽂ Lesson1

在商店门⼜Outside a store

Wáng Fāng de yīfu tài piàoliɑnɡ le! 
A：王⽅的⾐服太漂亮了！

Shì ā,  tā mǎi le bù shǎo yīfu.
B：是啊，她买了不少⾐服。

Nà nǐ mǎi le shénme?
A：那你买了什么？

Wǒ méi mǎi, zhèxiē dōu shì Wáng Fāng de dōngxi.
B：我没买，这些都是王⽅的东西。



⽣词 Words

件 jiàn m. (used for clothes among 
other items) piece

⼀件⾐服 yí jiàn yī fu a piece of clothing
⼀件T-恤 yí jiàn t- xù a t-shirt
⼀条裤⼦ yì tiáo kù zi a pair of trousers
⼀条裙⼦ yì tiáo qún zi a skirt

⾐服 yī fu n.clothes



⽣词 Words

东西 dōnɡ xi n.  thing

买 mǎi v.  buy  

卖 mài v.  sell  
买东西 买东西

买⾐服 买⾐服



⽣词 Words

少 shǎo adj. little,few

不少 bù shǎo adj. quite a few, many

多少 duōshao pron.  how many; how much  

多 duō adj.many



语法 Grammar1

1.“了” Indicating  occurrence  or  completion.

A：你买什么了？

B：我买了⾐服。

我没买。



语法 Grammar1

1.“了” Indicating  occurrence  or  completion.

（1）你买什么了？
你去哪⾥了？

（2）我买了不少⾐服。
我吃了很多⽔果。



语法 Grammar1

1. “了” Indicating  occurrence  or  completion.

S.  + “没”+Predicate 

(The  negative form of “了”)

她 没 买。

我 没 去商店。



课⽂ Lesson2

在商店In a store

Zhè jiàn yīfu zěn me yànɡ ?
A：这件⾐服怎么样？

Yán sè hái kě yǐ， jiù shì yǒu diǎnr dà.
B：颜⾊还可以，就是有点⼉⼤。

Zhè jiàn xiǎo de zěn me yànɡ ?
A：这件⼩的怎么样？

Zhè jiàn bú cuò， jiù mǎi zhè jiàn bɑ.
B：这件不错，就买这件吧。



⽣词 Words

可以 kě yǐ adj.  not bad

不错 bú cuò adj.  Pretty good



语法 Grammar2

2. The  modal  adverb “还”.

“还” +  Adj.

（1）A:你⾝体怎么样？ B:还好。

（2）A:这件⾐服⼤吗？ B:还可以，不太

⼤。

（3）A:昨天天⽓怎么样？ B:还不错。



语法 Grammar3

3. The  adverbial  modifier“有点儿”.

S.   +  “有点⼉” +   Adj. / V.

我 有点⼉ 想⾛。

这件⾐服 有点⼉ ⼤。



练习 Practice

Fill in the blanks.

丽丽去买了______	⾐服，

她觉得那些⾐服都很____。

我也觉得____不错。

A.还 B.不少 C.漂亮



练习 Practice

To judge right or wrong.

·	今天天⽓有点⼉热。（ ）

·	这件⾐服有点⼉漂亮。（ ）

·	这个苹果有点⼉好吃。（ ）



练习 Practice

Fill in the blanks.

Ex:  你⾝体怎么样？ 还好。

（1）她玩得开⼼吗？ _____。
（2）这件⾐服好看吗？ _____。
（3）我做的饭怎么样？ _____。



Thank y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