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分钱一分货

The higher the price,

the better the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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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1 Words：果汁 售货员 打扰 竟然 百分之 倍
好处 情况 举办 降低 各

Part2 Texts& grammar：竟然 倍 值得

Part3 Exercises & application

介绍 Introduction



1.  裤子 2.   果汁 3.   西红柿

4.    衬衫 5.  袜子 6.     行李箱

A B C

D E F

导入 Warm-up



导入 Warm-up

你一般在哪儿买衣服？ 你有那些好的购物体验？
Where do you often buy clothes? Do you have any good 

shopping  experience to share?

购物地点
Gòuwù dìdiǎn

质量 价格 评价 píngjià

商场（ ） 很好（ ） 太贵了（ ） 满意（ ）

市场（ ） 还可以（ ） 合适（ ） 一般（ ）

小店（ ） 不太好（ ） 比较便宜（ ） 不太满意（ ）

网上（ ） 很差（ ） 非常便宜（ ） 不太满意（ ）



Word 1-4

dǎ rǎo

打扰
(n. )

disturb,

bother

guǒ zhī

果汁
(n.)

Fruit juice

jìng rán

竟然
(adv.) 

indicating 

unexpectedness

shòuhuòyuán

售货员
(v. )

Salesperson



Word 5-8

bǎifènzhī

百分之

percent

xīhóngshì

西红柿
(n.) 

tomato

hǎochù

好处
(n.)

advantage

cháng

尝
(n.) 

to taste



Words
Choose the proper words to describe the pictures.

好处

尝尝

西红柿

竟然

百分之



张远：昨天晚上我给你打电话一直没人接，你忙什么呢？

李进：昨天妻子让我陪她去超市买果汁。我把手机忘在家里了。

张远：买这么点儿东西也用不了那么长时间啊！

李进：我们先去逛了会儿商场。一进门，售货员就热情地为我们介绍这、

介绍那， 她买了一条裤子、一件衬衫、两双袜子，然后我们就

高高兴兴地回家了。

张远：买东西时我只看自己想买的，而且喜欢自己看，自己选，不希望

被别人打扰。

李进：是啊！回家以后，我才发现，竟然忘了去商场的超市买果汁。

Text 1

guǒ zhī

shòu huò yuán rè qíng

dǎ rǎo

jìng rán



Answer questions

1. 昨天晚上李进为什么没接张远的电话？

2. 李进夫妻俩都买什么了？

3. 他们忘记买什么了？

4. 张远喜欢怎么买东西 ?  你呢？



Grammar 1-1

1.这个歌特别好听，最近很流行，你竟然没听过？

2.来这家饭馆吃饭的人竟然这么多，排队都排到门口外边去了。

3.  回家以后，我才发现，竟然忘了去商场的超市买果汁。

竟然： jìngrán adv.
indicates unexpectedness or surprise

For example:



Exercise 1 

Complete the dialogues.

1. 在我听来，上海话和北京话几乎完全不同，_______

2. 真是没想到，你儿子竟然都长这么大了，________

A: 你竟然都听得懂？

C: 我几乎没认出他来。

3. 这么远的路，你竟然骑自行车来的？________

B: 今天天气好，而且我喜欢骑自行车，又能锻炼身体，不好吗？



Text 2

xīnxiān

王 静：西红柿新鲜吗？怎么卖？

售货员：七块钱一斤，您放心，保证百分之百新鲜。

王 静：怎么这么贵啊！我记得昨天才三块五一斤，今天的价格是昨天

的两倍。

售货员：您问的这种是“绿色”的。一分钱一分货。每天吃一两个这种

新鲜的西红柿，对皮肤有好处 ，值得试试。

王 静：好，那我先买几个尝尝。

售货员：好的，给您西红柿，一共两斤，十四块。

xīhóngshì

xīnxiān

bèi

hǎochù

cháng

zhídé



Answer questions

1. 昨天西红柿多少钱一斤？今天呢？

2. 王静买的西红柿怎么样？

3. 最后，王静买了多少西红柿，多少钱？



Grammar 2-1

Meaning

倍 ： bèi m.
Indicates the quotient of one number divided by 

another . It is an unbound measure word ,usually 

not followed by any noun. 

For example:

（1）二的五倍是十。

（2）我的工作是每月5000块，他的工资是我的两倍。



Complete the sentences.

（1）200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倍）

（2）每年七八月，有很多游客来这儿玩儿，

最多的时候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倍）

（3）小王：今年咱们公司的收入怎么样？

小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倍）

Exercise  

A、 最多的时候，来旅游的游客是十二月的三倍。

B、是去年的两倍，还不错。

C、 20的10倍。



Grammar 2-2

Meaning

值得 ： zhídé V.
Indicates that something is worth doing and will bring good 

results.

For example:

（1）你应该改改自己的脾气，别总是为一点小事生气，不值得。

（2）他身上的优点值得我们去发现、去学习。



Exercise  

Complete the sentences.

（1） 这件衣服质量很好，_______。

（2）你觉得这个办法怎么样？会有效果吗？---________。

（3）你学法律一定很苦很累吧？---________。

A、是，不过这些辛苦是值得的。
B、很值得买。
C、我觉得这个办法很值得试一下。



Reading

人们常说“一分钱一分货”，意思是东西的质量和价格有很大的

关系，也可以说“便宜没好货，好货不便宜”，一般情况下，你花

的钱越多，买的东西也就越好。其实也不一定都是这样的。有的时

候，质量很好的东西也会很便宜。例如，春天来了，冬天的衣服就

会打折，质量很好，还很便宜，花很少的钱就可以买到。一到节日，

商场也会举办各种各样的活动，降低价格，这个时候我们也可以买

到又便宜又好的东西。

qíng kuàng

lìrú

jǔ bàn gè jiàng dī



Questions

1.“一分钱一分货”是什么意思？

3.一般什么时候商场会降价

Find another sentence。

2.春天的时候，什么样的衣服会很便宜。

4.你一般买衣服会在哪里买，



Grammar

1. 一般情况下，你花的钱越多，买的东西也就越好。

2.在冬天比较冷的情况下，吃碗热面条会让人觉得很舒服。

3. 在老师和同学们的帮助下，他的汉语提高得非常快。

（在）……下： adv.
indicates a condition or situation

For example:



1. 考试时别紧张，_____________。

2. A: 我今年已经换了三次工作了，

B: ________。

a: 一般情况下，换工作太快不太好。

c: 只有在放松的情况下，才能考好。

3. A:游戏教学不仅让学生学到了知识，更重要的是提供了快乐的学习环境。

B:________

b: 是啊，在这种环境下，学生学习的兴趣也会提高。

为下列句子选择合适的句子。

Exercise  



课 堂 活 动 Class Activities

1. 售货员热情地为我介绍 5. 值得考虑

2. 不希望被别人打扰 6.负责免费修理

3. 从价格方面看 7.免费办理会员卡

4. 从质量上看 8.一分钱一分货

说说购物习惯。可以说自己，也可以说你朋友。
Tell about your own or your friend’s shopping  habits.

(Use at least four of the following structures)



绿 色 食 品
Green Food

Culture corner
Chinese adage

Green food refers to the food which has been 

produced through a process free of any pollution and 

is safe to eat . The first batch of green food was put 

into market during the 1990 Asian Games in Beijing . 

It immediately earned popularity among the citizens . 

Though the prices of green food are generally higher 

than those of ordinary food ,green food is good for 

our health and has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protection 

of the environment. 



Thank y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