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ì wǔ kè  Nǐmen de zhāopaicài shì shénme? 

第五课  你们的 招牌菜 是 什么? 

Lesson 5 What’s your specialty? 

Kèwén    

课文 Text 

  

  

Shēng cí 

生  词:  New words 

1 位   

2 招牌菜     

3 海鲜     

4 有名   

5 清蒸鱼      

6 特别     

7 那     

8 份     

9 炒饭     

10 青菜     

11 汤     

12 加     

13 味精     

14 辣椒     

15 好吃   

16 请客   

wèi 

zhāopaicài 

hǎixiān 

yǒumíng 

qīngzhēngyú 

tèbié 

nà 

fèn 

chǎofàn 

qīngcài 

tāng 

jiā 

wèijīng 

làjiāo 

hǎochī 

qǐngkè 

a measure word 

specialty 

seafood 

famous 

steamed fish 

especially 

in that case; then 

a measure word 

fried rice 

green vegetable 

soup 

add 

MSG 

hot pepper 

delicious; yummy 

to treat  

Fúwùyuán:  Huānyíng！Qǐng wèn jǐ wèi ? 

服 务  员:  欢 迎！   请  问 几位? 

Waiter:  Welcome! A table for how many people? 

MěiLì: Nǐhǎo，liǎng wèi 

美丽:  你好，  两 位。 

Meili:  Hello, two. 

Andy: Nǐmen de zhāopaicài shì shénme ? 

Andy: 你们  的  招牌菜   是  什么? 

Andy:  What’s your specialty? 

Fúwùyuán: Wǒmen zhèr de hǎixiān hěn yǒumíng,  

服  务 员:  我们 这儿 的 海鲜   很  有名， 

tèbié shì qīngzhēngyú, hěn hǎochī. 

          特别 是 清  蒸 鱼，很  好 吃。 

Waiter: Our seafood is quite famous, especially steamed 

fish, very delicious. 

Andy: Hǎo，nà lái yí fèn Qīngzhēngyú，yí fèn  

Andy: 好， 那 来一 份  清 蒸 鱼、 一 份 

hǎixiān chǎofàn，yí fèn qīngcài tāng. 

海 鲜   炒饭， 一 份  青菜  汤。 

Andy: Okay, then we’d like a steamed fish, fried rice with 

seafood, and a vegetable soup. 

MěiLì: Bù jiā wèijīng. 

美丽:  不 加 味精。 

Meili: Oh, and do not add MSG. 

Andy: Jiā yìdiǎnr làjiāo. 

Andy: 加一点儿 辣椒。 

Andy:  Add some hot pepper. 

Fú wù yuán: Hǎode. Nǐmen hē shénme?  

服  务  员: 好的。你们  喝 什么? 

Waiter:  OK. What would you like to drink? 

Andy: Lái liǎng píng píjiǔ. 

Andy: 来 两   瓶  啤酒。 

Andy:  Two bottles of beer. 

…… 

MěiLì: Zhēn hǎochī！Wǒmen mǎidān ba ? 

美 丽:  真  好吃！  我们   买单  吧? 

Meili:  Yummy! Shall we get the bill? 

Andy: Jīntiān wǒ qǐngkè！ 

Andy: 今天  我  请客！ 

Andy:  My treat today! 



 

语法 Grammar 

tèbié shì ...... 

1. 特别是 …… 
especially 

Wǒ zuì xǐhuan yùndòng, tèbié shì qí zìxíngchē. 
1)  我 最 喜欢  运 动， 特别 是骑 自行车。  

Wǒ zuì xǐhuan yùndòng, tèbié shì dǎ wǎngqiú. 
2) 我  最喜 欢  运动， 特 别是 打  网 球。  

Wǒmen de hǎixiān hěn yǒumíng！Tèbié shì Qīngzhēngyú. 
3) 我 们  的 海鲜  很 有 名！  特别 是 清 蒸 鱼。 

nà …… 
2. 那…… 

in that case; then 

Wǒ xǐhuan chī qīngcài. 
1) --我 喜 欢  吃青 菜。  

Nà wǒmen lái yí fèn ba！  
--那 我们  来一 份吧 ！  

Wǒ jīntiān méiyǒu shíjiān dǎ wǎngqiú. 
2) --我  今天  没 有 时间 打  网  球。  

Méiguānxi，nà míngtiān qù ba.  
--没 关 系，那 明 天 去 吧。  

Jīntiān wǒ qǐngkè.  
3) --今 天 我 请 客。  

Nà míngtiān wǒ qǐngkè ba！  
--那 明 天  我  请客 吧！  

 yìdiǎnr+noun 
3.  一点儿+noun 

a little, a bit  

jiā yìdiǎnr làjiāo  
1) 加 一点儿辣椒  

yìdiǎnr qīngcài  
2) 一点儿 青菜 

yìdiǎnr tāng  
3) 一点儿 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