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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今天是大卫到中国的第一天，他对学校一点儿也不熟悉，他想找个吃饭的地方。

大卫：你好，请问，附近有吃饭的地方吗？

王丽：有啊，学校里有学生食堂、教师餐厅，还有饭馆，吃饭的地方很多。

大卫：学校里的食堂和餐厅，哪个好一点儿？

课  文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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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王丽：教师餐厅不错，不过有点儿贵。

大卫：学生也可以去教师餐厅吗？

王丽：当然可以。

大卫：学生食堂怎么样？

王丽：学生食堂也不错，比较便宜，就是人太多。

大卫：谢谢你。

王丽：你是新生吧？

大卫：对，我是新生，对学校不熟悉，所以不知道去哪儿吃饭。

王丽：你是想吃中餐还是想吃西餐？

大卫：我刚来中国，想尝尝中餐。

王丽：那你还是去教师餐厅吧，那儿的饭菜很有特色。

大卫：那儿什么东西好吃？

王丽：那儿的小吃最好，贵是贵了点儿，不过味道很不错。 

大卫：教师餐厅离这儿远吗？

王丽：远倒是不远，就是不太好找。这样吧，你跟我走，我也要去那儿。

大卫：太好了，谢谢你。我叫大卫，认识你很高兴。

王丽：我叫王丽，认识你我也很高兴。

（两人一边走一边聊，王丽给大卫介绍校园。）

大卫：学校里有体育馆吗？

王丽：有，新体育馆就在校园西边。

大卫：体育设施多吗？

王丽：体育设施很多，可以打球，可以健身，还可以游泳。

大卫：留学生也可以去吗？ 

王丽：可以去，只要你带着自己的学生证就行。

大卫：费用怎么样？贵吗？

王丽：贵倒是不贵，就是有的时候人比较多，特别是周末和下午。

大卫：什么时候人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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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丽：你最好早上8点以前去，这个时间人少。

大卫：哦。不过早上8点太早了。

王丽：那你还是晚上去吧，10点以后门票也便宜。

大卫：好的。

王丽：你看，这就是教师餐厅，我们到了。

想一想，说一说

1. 大卫想做什么？

2. 学校里有哪些吃饭的地方？

3. 学校里的食堂和餐厅哪个好？

4. 教师餐厅怎么样？

5. 学生食堂怎么样？

6. 大卫是想吃中餐还是想吃西餐？

7. 教师餐厅的小吃怎么样？

8. 教师餐厅远吗？

9. 学校的体育馆在哪儿？

10. 体育馆的体育设施多吗？可以做哪些运动？

11. 学校体育馆的费用怎么样？

12. 什么时候去体育馆人少一些？

问一问，答一答

1
有学生食堂，教师餐厅，还有饭馆，吃

饭的地方很多。

2 教师餐厅不错，不过有点儿贵。

3 他刚来中国，想尝尝中餐。

4 学生能去教师餐厅吗？

5 学生食堂比较便宜，就是人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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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一看，填一填

今天是大卫到中国的第一天，他想找个吃饭的地方，但是他对（   ）不熟悉。

王丽告诉他，吃饭的地方很多，学生食堂比较便宜，（   ）人太多。大卫刚来中国，

想尝尝中餐，王丽说教师餐厅有很多（   ），贵（   ）贵了点儿，（   ）很有

（   ），味道也很（   ）。

王丽和大卫一起去教师餐厅，在路上，王丽告诉大卫，学校的体育馆很大， 

（     ）也很全，可以打球，可以（   ），还可以游泳，只要带着（   ）就可

以去。体育馆的（   ）也不高，晚上十点以后去门票很便宜。

讲一讲，谈一谈

1. 在你们学校吃饭有哪些选择？

2. 你们学校哪儿的饭菜好？

3. 你们学校有留学生餐厅吗？那儿的饭菜怎么样？

4. 学校吃饭什么时候人多？什么时候人少？费用怎么样？

5. 你经常吃中餐还是吃西餐？

6. 你们学校体育馆的体育设施怎么样？

7. 体育馆什么时候人多？什么时候人少？

8. 体育馆费用怎么样？

10 体育馆周末和下午人比较多。

11 最好早上8点以前去，这个时间人少。

7
教师餐厅离这儿远倒是不远，就是不太

好找。

8 学校体育馆怎么样？

9 留学生可以去体育馆吗？

6 教师餐厅什么东西最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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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一读，试一试

1. 教师餐厅不错，不过有点儿贵。 （……，不过……）

（1）我喜欢吃西餐，不过中餐也不错。

（2）这件衣服很漂亮，不过我已经有一件一样的了。

（3）大卫                                  ，不过大卫的英语说得很不错。

（4）这个房间很干净，                                  。 

（5）教师餐厅的菜很好吃，                                  。

2. 学生食堂也不错，比较便宜，就是人太多。（……，就是……）

（1）教师餐厅的菜很好吃，就是有点儿贵。

（2）大卫很想去图书馆，就是太忙，没时间去。

（3）                                  ， 就是有点儿远。

（4）我哥哥很聪明，                                  。

（5）学校的宿舍又舒服又干净，                                  。

3. 那儿的小吃最好，贵是贵了点儿，不过味道很不错。（A是A，不过……） 

（1）我们宿舍小是小了点儿，不过很舒服。

（2）学生食堂便宜是便宜，不过人太多。

（3）今天的作业多是多了点儿，                                  。

（4）                                  ，不过我很喜欢。

（5）百花超市                                                  。

4. 你最好早上8点以前去，这个时间人少。（最好……）

（1）你最好先打个电话，这样就不会白跑一趟了。

（2）如果有时间，你最好每天健身。

（3）你想学习汉语，                                  。

（4）暑假机票很贵，                                  。

（5）                                  ，最好先跟老师请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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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丽和大卫一边吃一边聊天儿。

王丽：怎么样，喜欢吃中餐吗？

大卫：很喜欢，就是这个菜有点儿辣。

王丽：那你要告诉服务员，你不吃辣的。

大卫：没关系，辣是辣了点儿，不过很好吃。

王丽：你打算在中国学习多长时间？

大卫：六个月。

王丽：你还有别的打算吗？

大卫：我想去上海、香港和西安旅游。此外，还想学中国画。

王丽：哦，那你最好找个中国画老师。

课  文 04

课文二  你有什么打算

生  词 03

1. 辣	 là （形）  hot, spicy

2. 旅游	 lǚyóu （动）	 travel

3. 此外	 cǐwài	 （连）	 in addition

专名	 	 	 	 	 	

1. 上海	 Shànghǎi	 	 Shanghai

2. 香港	 Xiānggǎng 	 Hong Kong

3. 西安	 Xī’ān	 	 X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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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一想，说一说

1. 大卫的菜好吃吗？

2. 大卫打算在中国学习多长时间？

3. 大卫打算去哪儿旅游？

问一问，答一答

看一看，填一填

大卫喜欢吃中餐，不过他的菜有点儿（     ）。大卫（     ）在中国学习六个

月，还想去上海、香港和西安（      ）。（     ），他还想学中国画。

读一读，试一试

你打算在中国学习多长时间？（打算）

你还有别的打算吗？ 

（1）放假以后，我打算学习、健身。此外，我还打算旅游。

（2）我的打算是学习汉语。

（3）今天晚上有个好电影，                                              。

（4）刚来中国的时候，大卫                                              。

（5）我喜欢喝绿茶（ , green tea），                                              。

1

2 他的菜很好吃，就是有点儿辣。

3 大卫打算学习一年。

大卫想去上海、香港和西安旅游。4

大卫喜欢吃中餐吗？

5 大卫还有什么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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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模仿例子说出更多的词语。

1. 校园：  花园    公园   

2. 新生：                   												

3. 门票：                 																							

二、词语活用。

  特色 健身 费用 旅游 打算 最好

1. 这家饭馆虽然很小，但是饭菜跟别人的不一样，很有（  ）。

2. 大卫喜欢（  ），每天晚上都去体育馆。

3. 明天可能下雨，我们不（  ）去野餐了。

4. 这是我们饭店的（  ）菜，吃过的人都说好。

5. 西安是座（  ）城市，每年有很多游客。

6. 要是说（  ）呀，室内还是不如室外好。

7. 这件衣服是挺有（  ）的，就是贵了点儿。

8. 王丽每个月吃饭的（  ）是500块钱。

9. 生活用品你（  ）去超市买，大商场东西太贵了。

10. 现在中国出国（  ）的人越来越多。

11. 饭后散步当然也是（  ）了。

12. 生活里的新东西越来越多，什么（  ）房、（  ）操，二十年以前都没听说过。

13. 我很喜欢（  ），上海、西安、香港我都去过。

14. 他特别会买东西，他买的东西都很有（  ）。

15. 我去（  ），从来就不参加（  ）团，因为我觉得那样不自由。

16. 我觉得“（  ）”这个词的意思就是使身体健康。

17. 你这个周末有什么（  ）？是在家看电视吗？

18. 在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大城市，生活（  ）比较高。

19. 我（  ）毕业以后去南方工作，可是我的家人不同意。

词语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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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身

健身设施

上健身课

喜欢健身运动

经常去健身

小吃

地方小吃

有名的小吃

特色小吃

尝一尝有名的地方小吃

小吃 健身

费用 旅游

1.1 这样吧，……

 例： A：教师餐厅离这儿远吗？

  B： 远倒是不远，就是不太好找。这样吧，你跟我走，我也要去那儿。

功能项目练习

1. 提出建议(1)

20.  现在年轻人结婚，拍结婚照的（  ）虽然很高，可是不能省，不拍的话女孩儿会

失望的。

三、字词扩展

1. 哪个好一点儿？

2. 费用怎么样？贵吗？

3. 你还有别的打算吗？

招牌句
实用

大声读，背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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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A：明天就要考试了，我还有很多不明白的地方呢！

   B：                                                                                                      。

（2） A：我妈明天上午到机场，得去接她，可我明天上午还有课，怎么办呀？

      B：                                                                                                      。

（3） A：我的词典不见了，现在要用，真着急！

   B：                                                                                                      。

1.2 最好……

   例：你最好早上8点以前去。

（1） A：牛奶和咖啡，我该喝哪个呢？

   B：                                                                       。

（2） A：听说最近感冒的人很多。

  B：                                                                       。

（3） A：我能晚点儿去上班吗？

   B：                                                                       。

综合练习

 根据提示，完成下列对话，请尽量使用以下词语和句式。

不过   就是   打算   这样吧   最好

A是A，不过……   哪个好一点儿？   费用 

(一)大卫想买点儿生活用品(shēnghuó yòngpǐn,articles for daily use)，去哪儿买呢？

大卫：王丽，请问，                                                         ？

王丽：有啊，学校里有超市，你们留学生楼一层还有个小卖部，买东西的地方很多。

大卫：                                                         ？

王丽：小卖部                                              。（方便，东西少）

大卫：学校超市怎么样？东西贵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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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丽：                                        。（东西不贵，人多）

大卫：什么时候人少？

王丽：                                        。

大卫：还有别的地方卖生活用品吗？

王丽：                                        。（这样吧，……）

(二)朴东民(Piáo Dōngmín)想去游泳，游泳馆怎么样呢？

东民：大卫，学校的游泳馆离宿舍远吗？

大卫：咱们学校的游泳馆                                      。（不远，小）

东民：水冷吗？

大卫：                                      。（不冷，人多）

东民：什么时候人少？

大卫：                                      。（最好）

(三)朴东民遇到了一些问题，王丽是老生，给他提一些建议吧！ 

1. 东民：我想吃西餐，可是留学生餐厅的西餐不好吃。

王丽：                                                             。

东民：那儿什么东西好吃？

王丽：                                                             。

东民：                                                             ？

王丽：不贵，每个人十几块钱就够了。

2. 东民：今天上课的内容我没听懂，真着急。

王丽：                                                             。

东民：老师的办公室在哪儿？远吗？

王丽：                                                             。

3. 东民：我想换钱，附近哪儿有换钱的地方？

王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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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民：离这儿远不远？

王丽：                                                             。

东民：什么时候人少？

王丽：                                                             。

4. 东民：我打算去买点儿生活用品，哪儿有卖生活用品的商店？

王丽：                                                             。

东民：那儿东西全吗？

王丽：                                                             。

5. 东民：我父母来中国了，我们想在北京玩儿玩儿，去哪儿好呢？

王丽：                                                             。

东民：那儿怎么样？

王丽：                                                             。

东民：                                                             。

王丽：不便宜，每个人大概一百多。

情景练习

一 根据下面的提示进行会话练习，请尽量用上下面的词语和句式。

不过   就是   打算   这样吧   最好

A是A，不过   哪个好一点儿？    费用怎么样？贵吗？	

(一)下面的游泳馆，你会去哪一个？为什么？

游泳馆须知

1．本馆开放时间：11：00 a.m.~10:30 p.m.

2．水温25℃，室温22℃

3．价格：每人每次10元，每次1.5小时

大学生健身中心 老年活动中心

游泳馆须知

1．本馆开放时间：6：00 a.m.~8:30 p.m.

2．水温27℃，室温25℃

3．价格：每人每次30元，不限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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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王丽要买一些学习和生活用品，应该去哪儿买呢？为什么？

入住须知

1．本旅馆所有房间都是标准间。

2．24小时热水。

3．入住者每天送免费早餐一份。

4．入住者可以免费使用本旅馆健身设施。

5．可以提供机场、旅游景点接送服务。

6．最低价格：250元/间

花园旅馆

入住须知

1．本旅馆所有房间都是单人间。

2．8:00 a.m.~10:00 p.m.有热水。

3．入住者在本旅馆吃饭可以打8折。

4．入住者每天送卡拉OK一小时。

5．可以提供叫车服务。

6．最低价格：180元/间

车站旅馆

(三)下面的旅馆，你会住哪一家？为什么？

笔 2元/支 练习本 4元/本

橡皮 0.5元/块 咖啡 26元/盒

鞋 85元/双 袜子 4元/双

苹果 3元/斤 可乐 5元/瓶

牛奶 3元/袋 方便面 3.5元/袋

洗发水 30元/瓶 牙膏 4元/盒

词典 25元/本 明信片 10元/套

超市

笔 3元/支 练习本 6元/本

橡皮 1元/块 咖啡 6元/杯

苹果 5元/斤 可乐 8元/瓶

牛奶 4元/袋 方便面 8元/袋

小卖部

(四)你会去下面哪一家餐厅吃饭？为什么？

汉堡 8元

烤鸡翅 6元

面包 4元

意大利面 15元

可乐 5元/杯

咖啡 3元/杯

留学生餐厅

面条 5元

米饭 1元

饺子 6元

汤 1元

鱼香肉丝 4元

宫保鸡丁 3.5元

西红柿炒鸡蛋 3元

学生食堂

学生、老人凭证打7折

周一、周二全天5折

凭电影票可免费停车1小时

8:00 a.m.、5:00 p.m.：10元/场

百花电影院

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以前5折

凭电影票可免费送可乐一瓶

6:30 p.m.：学生专场，18元/场

红楼电影院

(五)东民和朋友要去看电影，应该去下面哪家电影院呢？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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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看一看，你会选哪家旅行社？为什么？

二 小组活动。

两个同学一组，互相介绍学校里边和学校附近的生活、娱乐设施，比如说，饭馆、校内

餐厅、电影院、商店、银行、邮局……

昆明  丽江  大理  双飞6日  1590元

昆明  丽江  大理  西双版纳  四飞8日  2460元

海南10日 5日旅游+5日海边 3180元

香港  澳门  双飞5日+海洋公园+购物  1680元

武夷山  厦门  鼓浪屿  三卧7日  1680元

欢迎来电：64662257 价格可议

东方旅行社

海南老年10日  3日旅游+7日海边 3080元

昆明  大理  丽江  雪山  双飞6日  1690元

上海  杭州  苏州  扬州  周庄  双卧7日  1100元

香港、澳门  双飞5日+海洋公园+迪斯尼乐园  2680元

哈尔滨  冰灯+滑雪  双卧4日  920元

日本6日 4280元

韩国5日 2780元

俄罗斯7日 7200元

欢迎来电：88658875 三人以上可打折

中山旅行社

自主学习 日积月累

用汉字、拼音或你的母语，记下你觉得最有用的词语、句子、文化知识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