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买衣服 

Buying clothes 



      Instructions 

• Warm-up 

• Words & Sentences 

• Dialogues 



给下面的词语选择对的图片 
Match the pictures with the words/phrases. 

 shūdiàn 

⑤书店______  

  Yīnɡyǔ shū   

⑥英语  书_______  

  chē 

②车_______  

 shānɡdiàn 

④商店_______  

  pínɡɡuǒ  

①苹果_______    

   yīfu   

③衣服______  

A D 

E 

F 

B 

C 

热身  Warm-up 



热身  Warm-up 

 你 喜 欢 购物 吗 ？   

          你想  买 点  什么？ 

Q1: 

Q2: 

Nǐ xiǎnɡ mǎi diǎn shénme?  

Nǐ    xǐhuɑn ɡòuwù mɑ ? 



猫 

生词  Words 

  dōng xi 

    东西 
n. 

Thing,stuff 

    yī diǎnr   

    一点儿 
       num.-m. 

a few, a little 



猫 

旅游 

 Words 

ɡù kè  

顾客 
 

   n.customer 

      diàn  yuán  

             店   员 
 
n.clerk;shop sales 



猫 

生词  Words 

 chèn shān   

    衬    衫 
shirt;blouse 

                   xù  

            T 恤 
        t-shirt 



猫 

 Words 

  qún zi    

    裙子 
  dress 

kù zi  

 裤子 
 trousers;pants 



猫 

 Words 

xié zi 

 鞋子     

shoes 

 

pí xié  

皮鞋 
  leather shoes 

 

shì yī jiān      

试衣间     

fitting room 

 



shuānɡ       pair of      一双鞋子/袜子 

 jiàn          piece       一件衬衫/T恤   件 

双 

语言点  language points 

条 tiáo                           piece        一条裤子/裙子 

measure words: 

wà zi  

元/块 yuán/kuài     measure word for RMB   



    Zuótiān shànɡwǔ   nǐ qù  nǎr  le  

A：昨天   上午   你 去 哪儿了？ 

     Wǒ qù shānɡdiàn mǎi dōnɡxi le  

B： 我  去    商店     买   东西 了。 

     Nǐ mǎi shénme le  

A：你 买   什么   了？ 
      Wǒ mǎi le yìdiǎnr  pínɡɡuǒ  

B： 我  买 了一点儿  苹果。 

在宿舍  In the dorm 

课文  text 1 



    

1.昨天上午她去哪儿了？             Zuótiān shàngwǔ tā qù nǎr le? 

2.她买什么了？                        Tā mǎi shénme le?  

3.你去哪儿买水果？                          Nǐqù nǎr mǎi shuǐguǒ? 

根据实际情况回答问题 
Answer the questions according to the actual situations. 

问答  Questions 



1.“了”表发生或完成  “了”Indicating Occurrence or Completion 

主语+动词（宾语）+了。 

Subject Predicate 了 

我 去商店 了。 

他 去学开车 了。 

你 买什么 了？ 

语言点  Language point 

Wǒ                                                      qù shāngdiàn                                  le  

 Tā                                                       qù xué kāi chē                                  le 

Nǐ                                                      mǎi shénme                                      le  



“了”can also be used between a verb and its object.There is usually a modifier before 

the object of the verb,such as a numberal classifier,and adjective or a pronoun,ect. 

Subject 

Predicate 

Verb 了 
Number-measure Word/ 

Adjective/Pronoun Object 

她 买 了 一点儿 苹果。 

我 买 了 不少 衣服。 

你 看见 了 几个 人？ 

主语+动词+了……宾语。 

语言点  Language point 

Tā                     mǎi              le                                      yī diǎnr                                    píng guǒ  

Wǒ                  mǎi              le                                        bù shǎo                                      yī fú  

Nǐ                   kàn jiàn        le                                          jǐ gè                                             rén 



Negative form: 

Subject 没 Predicate 

她 没 去商店。 

我 没 买。 

我 没 看见张先生。 

主语+没+动词（宾语）。 

语言点  Language point 

Tā                                              méi                                               qù shāngdiàn     

Wǒ                                             méi                                                    mǎi 

Wǒ                                             méi                                       kànjiàn zhāngxiānshēng 



Māma qù shāng diàn   

妈妈去 商店  ________   _______。  

    

用本课新学的语言点“了”和词语描述图片 
Describe the pictures using the newly-learned language points“了”  . 

练习  Exercises 



Lìli          yī      yīfú 

丽丽 ______   一 _____ 衣服。 

    

用本课新学的语言点和词语描述图片 
Describe the pictures using the newly-learned language points and words. 

练习  Exercises 



Ta          yī      kāfēi 

他 ______   一 _____ 咖啡。 

    

用本课新学的语言点和词语描述图片 
Describe the pictures using the newly-learned language points and words. 

练习  Exercises 



 课文 text 2 

diàn  yuán :    Nín hǎo，huānyíng guānglín ，qǐng  suíbiàn  kànkàn 。  

店    员:  您好，欢  迎    光  临，请 随便 看看。               
gù        kè :     Zhè  jiàn  chènshān   wǒ kěyi shì shi  ma ？ 

顾    客:  这 件  衬 衫  我可以试试 吗？ 
diàn yuán ：  Kěyi  shì  chuān ,  nín chuān duō dà de ？ 

店     员：可以试 穿,   您穿多大的？ 
gù     kè ：    Xiǎohào de ，      yǒu lánsè de ma ？                  

顾   客：小号 的，    有蓝色的吗？ 
diàn  yuán ： Yǒu,  nín ná hǎo ，shì yī jiān  zài nà ér 。 

店   员： 有，您拿好，试衣间 在那儿。 



句子 Sentences 

  这件 可以试穿 / 试试吗？ 顾客： 

店员： 可以 试 穿。 

        Zhè jiàn   kěyǐ  shìchuān / shì shì mɑ ? 



试穿 

试... Try to... 

吃 chī  eat  喝  hē  drink 用  yòng use 

可以...吗？ May I...? 

shì kěyǐ ma 

句子 Sentences 



             您  穿  多大的 ？   

   有 小 号的吗？/有 小一点儿的吗？ 

店员: 

顾客: 

 Yǒu xiǎo hào de mɑ ?/ Yǒu xiǎo yì diǎnr   de mɑ ?   

Nín chuān duō dà de ? 

句子 Sentences 



Sentences 

小号  

xiǎohào 

加大号  大号  中号  

jiādàhào dàhào zhōnghào 



课 堂 活 动 Class Activities 

• Read the pictures and make a conversation. 

  Key words： 

Hàn bǎo bāo 

  

Nài kè 

买 mǎi buy 围巾  wéijīn  neckerscarf 

多少钱  duōshǎoqián  How much 试穿 shìchuān  try 
on   

1. To say/welcome         你好         nǐhǎo 

2. To ask/tell demand   想、要    xiǎng、yào 

3. To ask for Try-on       试穿         shìchuān 

4. How much              多少钱     duōshǎoqián   
 



Thank y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