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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买对的，不买贵的

Buy the right ,

not the expen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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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1 Words：家具 价格 打折 质量 肯定 流行
邀请 艺术 广告 味道 优点 实际

Part2 Texts& grammar：肯定 实际 对……来说

Part3 Exercises & application

介绍 Introduction



导入 Warm-up

你最近喜欢买什么？ 这些东西怎么样？
What do you like to buy recently？ How is the stuff you’ve buy?

买的东西 质量 价格 评价



给下边的词语选择对应的图片：

导入 Warm-up

FE

C

D

BA

pú tao jiǔ

1.  葡 萄 酒
xiàn jīn

2.  现 金
dǎ zhé

3. 打 折

xìn yòng kǎ

4. 信 用 卡
shā fā

5.  沙 发

guǎng gào

6.   广 告



Word 1-4

zhì liàng

质量
(n. )

quality

jiā jù

家具
(n.)

furniture

liú xíng

流行
(v.) 

to be 

popular

dǎ zhé

打折
(v. )

to give a 

discount



Word 5-8

kěn dìng

肯定
(adv. )

surely, 

certainly

jià gé

价格
(n.) 

price

yāo qǐng

邀请
(v.)

to invite 

yì shù

艺术
(n.) 

art



Word 9-12

wèidào

味道
(n. )

taste

guǎn gào

广告
(n. )

advertisement

yōudiǎn

优点
(n.)

merit

shí jì

实际
(n. )

reality



Words
Choose the proper words to describe the pictures.

家具

质量

打折

价格

味道

广告



jiā jù

售货员：小姐，您好！您想买什么家具？需要我为您介绍一下吗？

王 静 ：谢谢，我想买沙发。
dǎ shé

售货员：您看这个沙发怎么样？现在正在打折，比平时便宜了 一千块。
zhì liàng

王 静 ：价格还可以，就是不知道质量有没有保证。
kěn dìng liú xíng

售货员：您放心，质量肯定不“打折”，这种沙发是今年最流行的。有很多种颜色
可以选择，您可以看一下。

王 静 ：这个蓝色的看上去不错，就要这个吧。

Text 1



王静想买沙发。王静想买沙发。1.1.

2.2. 这套沙发正在打折，便宜了一千块。这套沙发正在打折，便宜了一千块。

3.3. 这套沙发只有蓝色的。这套沙发只有蓝色的。

4.4.

True or false

王静买的沙发是蓝色的。王静买的沙发是蓝色的。



Grammar 1-1

Meaning

肯定：kěn dìng adv.
indicates “certainly”and “without doubt”

For example:

喝太多酒肯定对身体不好。



Grammar 1-2

Meaning

肯定：kěn dìng adj.
means “certain” or “definite”.

also means “affirmative” or “positive”.

For example:

certain  :不能肯定的事，最好不要说。

positive :“你相信爱情吗？”相信大多回答是肯定的。



Exercise 1 

Complete the dialogues.

（1）A:那个公园几点关门？
B:可能是六点，也可能是六点半， ________________。

（肯定）
（2）A：快点儿，不早了，咱们别迟到。

B：你放心，________________。（肯定）
（3）A：那份调查下个月能完成吗？

B：没问题，________________。（肯定）



李进：李老师邀请咱们去他家做客，给他带点儿什么礼物好呢？

王静：他很喜欢葡萄酒，我们就给他买两瓶葡萄酒吧。

李进：可是这里有这么多种，你知道哪种好吗？

王静：我觉得这种不错，你看他酒瓶做得都这么艺术。而且电视上经常有

它的广告，我想味道应该不错。

李进：广告只会介绍优点，却不会说它的缺点。实际上，很多东西并不像

广告上说的那么好，所以不能完全相信广告。

王静：你说的也对。

Text 2

wèi dào

yāo qǐng

yì shù

shí jìguǎn gào yōu diǎn



李进和王静想买葡萄酒作为礼物。李进和王静想买葡萄酒作为礼物。1.1.

2.2. 王静本来认为有广告的酒，味道应该会不错。王静本来认为有广告的酒，味道应该会不错。

3.3. 李进说能完全相信广告。李进说能完全相信广告。

True or false



Grammar 2-1

Meaning

实际： shíjì n .
indicate a thing or situation that objectively exists.

For example:

（1）你们做计划应该联系实际。



Grammar 2-2

Meaning

实际： shíjì adj.
means “actual” or “specific” .

For example:

（1）实际工作能让我更理解书本上的知识。



Grammar 2-3

Meaning

实际上： shíjì adv.
indicate the actual situation , often implying an 

adversative meaning. 

For example:

（1）要想别人对你好，你得先对别人好。实际上，

我们很多人做不到这一点。



Complete the sentences.

（1）A：小说里的爱情总是很吸引人，一 起唱歌跳舞，一起旅游。

B：但这到底只是故事， ________________。（实际）

（2）“光说不练”的意思是说有些人只是嘴上说说，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实际上）

（3）有些人喜欢不停地换工作，他们总以为新工作一定比现在的

好。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实际上）

Exercise  



Text 3

买衣服只考虑价格当然不好，但是只考虑买好看的也不一定对。我

买衣服的标准是“只买对的，不买贵的”。

第一，自己穿着舒服；第二衣服的质量要好，而且又不能太贵。

对我来说，衣服的样子流行不流行并不是很重要。很多年龄大的人喜

欢在打折的时候买便宜的衣服，但是对那些衣服是不是适合自己却考虑

得不多。这点是我理解不了的，因为如果不适合自己，即使花钱很少，

也是一种浪费。

kǎolǜ

biāozhǔn

niánlíngyàngzi

làngfèi



Grammar 3

Meaning

对......来说： duì…lái shuō
indicate the angle from which a matter is seen.

For example:

（1）对一个女人来说，漂亮、聪明都很重要，但其

实更重要的是快乐。

（2）对一条鱼来说，水是很重要的。



Exercise  

Complete the sentences.

（1）出国留学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对……来说）

（2）北京是个不错的地方，特别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对……来说）

（3）妈妈总是为我结婚的事情着急，但是我觉得自己还很

年轻，不想这么早结婚。_______________。（对……来说）



Exercise

你跑得这么快，你跑得这么快，

别看他身高矮，别看他身高矮，

实际上，他已经25岁了。实际上，他已经25岁了。

钱是很重要，钱是很重要，

书中的话，书中的话，

对我来说健康更重要。对我来说健康更重要。

肯定能拿冠军。肯定能拿冠军。

与实际不一样。与实际不一样。

Find another sentence。



课 堂 活 动 Class Activities

买围巾

1.你喜欢什么颜色的围巾吗？

2.你觉得这条围巾的颜色怎么样？

3.你觉得价格怎么样？
……

Key word :
价格，质量，流行 ，对……来说 ，肯定 ......

When you are shopping with your friends…



zhōng guórén de gòu wùxíguàn

中国人的购物习惯
Shopping Habits of Chinese 

Culture corner
Chinese adage

Shopping is an everyday occurrence in our lives . 

Nowadays , many shopping malls are multifunctional 

place for shopping , leisure ,entertainment and 

dining ,ect. ,which can meet the needs of every 

member of a family . Shopping has become a part of 

people’s family life . Price can be bargained in some 

small shops . With a few bargaining skills , you will buy 

what you want at lower price . Besides , online 

shopping is getting more popular each day . In a word , 

the methods of shopping are becoming more diverse. 



Thank y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