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ì bā kè  Wǒ xiǎng huàn yí jiàn yīfu 

第八课  我  想  换 一件衣服 

Lesson 8 I want to exchange this piece of clothing 

Kèwén    

课文 Text 

 

  

 

 

  

Shēngcí 

生 词:  New words 

1 了 

2 昨天     

3 有点儿     

4 换  

5 问题      

6 中号      

7 小号  

8 合适  

9 可是  

10 绿色  

11 颜色  

12 红色  

13 黄色  

14 蓝色  

15 哪  

16 没问题  

le  

zuótiān 

yǒudiǎnr 

huàn 

wèntí 

zhōnghào 

xiǎohào 

héshì 

kěshì 

lǜsè 

yánsè 

hóngsè 

huángsè 

lánsè 

nǎ 

méiwèntí 

auxiliary word 

yesterday 

a bit; a little 

to change 

problem;question 

Middle Size 

Small Size 

fit; suitable 

but 

green 

color 

red 

yellow 

blue 

which 

no problem 

MěiLì: Nǐhǎo, wǒ zuótiān zài zhèli mǎi le yí jiàn  

美  丽: 你好，我  昨天  在 这里 买 了一件 

yīfu. 

衣服。 

Meili: Hello. I bought a piece of clothing here yesterday. 

Shòu huò yuán: Qǐngwèn, yǒu shénme wèntí ma? 

售   货   员:  请  问， 有  什么  问题 吗? 

Salesman: Is there any problem? 

MěiLì: Zhè jiàn yīfu yóudiǎnr dà. Wǒ xiǎng  

美  丽:  这 件 衣服 有点儿  大。我 想 

huàn yí jiàn，kěyǐ ma? 

        换  一 件， 可以 吗? 

Meili:  It’s a bit loose. I was wondering whether I can 

exchange it for a smaller one. 

Shòu huò yuán: Kěyǐ.  Nǐ de shì zhōnghào de, nǐ  

售   货  员:  可以。你 的 是  中 号  的, 你 

kěyǐ shì yíxiàr xiǎohào de. 

可以 试一下儿小号  的。 

Salesman: Yes. This one is Size M, and you may try Size S. 

MěiLì: Xiǎohào de hěn héshì. Kěshì wǒ bù  

美 丽:   小 号 的 很 合适。可是 我 不 

xǐhuan lǜsè. Nǐmen yǒu biéde yánsè ma? 

     喜欢 绿色。你们  有 别的  颜色吗? 

Meili:  Size S fits me well. But I don’t like green. Do you 

have other colors? 

Shòu huò yuán: Wǒmen háiyǒu hóngsè, huángsè,  

售  货   员:   我们   还有   红色、 黄色、 

lánsè.  Nǐ xǐhuan nǎ ge yánsè? 

蓝色。你 喜欢   哪个 颜色? 

Salesman:  We have red, yellow and blue. Which color 

do you prefer? 

MěiLì: Wǒ yào zhè jiàn lánsè de. 

美  丽: 我  要 这 件  蓝色 的。 

Meili:  I’ll take the blue one. 

Shòu huò yuán: Méi wèntí !  

售   货   员:  没 问题! 

Salesman:  No problem. 



 

语法 Grammar 

yǒudiǎnr+adj 
1. 有点儿+adj 

a bit/a little+adj 

Jīntiān yǒudiǎnr rè. Wǒmen hē chéngzhī ba! 
1) 今天  有点儿 热。我们  喝 橙 汁吧！ 

Tóufa yǒudiǎnr cháng, wǎnshang qù jiǎn tóufa ba. 
2) 头发 有点儿   长，  晚 上  去 剪 头发 吧。 

Tā bù kěyǐ qù guàngjiē, tā yǒudiǎnr bù gāoxìng. 
3) 她不可以 去 逛 街，她 有点儿 不 高兴。 

nǎ 
2. 哪 

which 

Nǐ yào nǎ ge tǔdòu？  
1) 你要 哪 个土 豆？  

Tāmen zhù nǎ ge jiǔdiàn？  
2) 他 们 住 哪个 酒店？  

Nǐ xǐhuan nǎ jiàn yīfu？  
3) 你 喜欢 哪 件衣服？  

kěshì 
3. 可是 

but 

Wǒ xǐhuan zhè jiàn yīfu.  Kěshì tài guì le！  
1) 我  喜欢  这 件 衣服。可是 太贵了！ 

Wǒ xiǎng qù gōngyuán. Kěshì yǒudiǎnr rè！  
2) 我  想  去  公 园。 可是 有 点儿热！ 

Xiǎohào de hěn héshì. Kěshì wǒ bù xǐhuan lǜsè de. 
3) 小  号 的 很 合适。可是我 不 喜欢 绿色的。 

le 
4. 了 

an auxiliary word expressing the completion of an action  

Zuótiān wǒ mǎi le yí jiàn yīfu.  
1) 昨 天  我 买了 一件 衣服。  

Tā chī le yì wǎn mǐfàn.  
2) 他吃了一 碗 米饭。  

Zuótiān xiàyǔ le，jīntiān liángkuài yìdiǎnr. 
3) 昨 天  下雨了，今天  凉 快  一点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