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HAPTER

1Greetings
问候用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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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Hello, I’m Wendy.
 你好，我是温迪。

B  Hello, Wendy, I’m Sally. Nice to meet you.
 你好，温迪，我是萨莉。很高兴认识你。

A  Nice to meet you, too, Sally.
 我也很高兴认识你，萨莉。

1 Conversation

社交离不开介绍他人和自我介绍。在此过程中，如果你表现得热情、主动、得体，
就会留给别人美好的第一印象。

Note
 ●   当你初次与人见面相识，回应

对方的招呼时，可重复对方的

名字，表示你记住了，这样会

给对方留下良好的印象。

Hello, I’m Wendy.  
社交介绍1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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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音频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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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John, this is Bob. Bob, John. 
 约翰，这是鲍勃。鲍勃，这是约翰。

B  Hello, John, very pleased to meet you.
 你好，约翰，很高兴认识你。

C   Pleased to meet you, too, Bob. I’ve heard 
so much about you.

  我也很高兴认识你，鲍勃。我听说过你

的很多事情。

B  Oh, I hope it’s all good.
 哦，但愿都是好话。

2

3

Conversation

Conversation

A  Hello, have we met before?
 你好，我们以前见过吗？

B  I’m not quite sure… 
 我不太确定……

A  That’s all right. My name’s Wang Ping.
 没关系，我的名字是王平。

B  I’m Paul. Hi, nice to meet you.
 我是保罗。你好，很高兴认识你。

A  Nice to meet you, too, Paul.
 我也很高兴认识你，保罗。

 ●   Have we met before? 是一种习惯表达，和 You look familiar. 意思类同。这两句在社交场

合都可用。要注意的是，Do I know you? 这句话轻易不要对前来搭话的陌生人说，因为此

话听上去多少有点拒斥的味道。

 ●   I’ve heard so much about you. 更多情况下是一句客套话，类似于中文里的“久仰大名”。

Note

No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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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plementary Useful Expressions
补充常用语

1
Let me introduce myself.
我来介绍一下自己。

2
May I introduce you to Tim, Mary?
玛丽，我可以把你介绍给蒂姆吗？

3
Can you please introduce me to your friend John?
可不可以请你把我介绍给你的朋友约翰呢？

4
I’d like you to meet my friend Tom.
我想把我的朋友汤姆介绍给你认识。

5
Sorry, could you say your name again?
不好意思，请你再说一遍你的名字好吗？

6
We have met.
我们见过。

7
Please call me Mike.
请叫我迈克。

8

Do you mind if I just call you George?
我可以叫你乔治吗？

Not at all.
当然可以。

实训任务

你最近新认识了一位美国朋友，他叫杰

克。请把他介绍给你的同学，然后再

让他们进一步自我介绍。请演示这段 

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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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物地点

bookstore n. 书店

checkout n.（超市的）付款台

supermarket n. 超市

duty-free shop 免税商店

shopping center 购物中心

服装&饰品

dark adj. 深色的

diamond n. 钻石

earring n. 耳环；耳饰

jeans n. 牛仔裤

jewelry n. 珠宝；首饰

necklace n. 项链

overcoat n. 大衣

pants n. 裤子

ring n. 戒指

skirt n. 短裙

sock n. 短袜

sportswear n. 休闲装；便装

suit n. 套装

sweater n. 毛衣

try on 试穿

食品&饮料

chocolate n. 巧克力

hamburger n. 汉堡包

jam n. 果酱

juice n. 果汁

pizza n. 比萨饼

black coffee 清咖啡；不加奶的咖啡

ice cream 冰激凌

mineral water 矿泉水

结账付款

payment n. 支付；付款

receipt n. 收据

tip n. 小费

free of charge 免费

pay in cash 现金支付

其他

order n. 订购；订单

package n. 包装

salesperson n. 售货员

business hours 营业时间

closing time （酒吧的）打烊时间

out of stock 缺货；无现货

附录 1

购物常用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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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

餐饮、酒店常用语

餐饮

café n. 咖啡馆；小餐馆

delicious adj. 美味的

dessert n. 餐后甜点

dumpling n. 饺子

fork n. 叉子

fry v. 油炸；油煎

menu n. 菜单

noodle n. 面条

overdone adj. 煮得过度的

roast v. 烤
salt n. 盐
sandwich n. 三明治

sausage n. 香肠

seafood n. 海鲜

steak n. （优质红肉的）牛排；肉排

steam v. 蒸
sugar n. 糖
takeout n. （餐馆的）外卖食品

well-done adj. （肉）熟透的；煮透的

fast food 快餐

酒店

book v. 预订

discount n. 折扣

doorbell n. 门铃

hairdryer n. 吹风机

hotel n. 酒店；宾馆

toothbrush n. 牙刷

toothpaste n. 牙膏

towel n. 毛巾

check in （在旅店等）登记办

理入住手续

check out （在旅店等）办理

退房手续

double room 双人间（有一张

双人床）

front desk 前台

laundry service 洗衣服务

room service 客房送餐服务

single room 单人间

toilet paper 卫生纸；手纸

wake-up call 叫醒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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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容美发

barber n. 男理发师

comb n. 梳子

   v.  梳；梳理

curl n. 卷发

  v.  使（头发）卷曲

dye n. 染料；染液

  v. 给……染色

hairstyle n. 发型

massage n. 按摩

    v. 给……按摩

part n.（头发的）分缝

  v.（用梳子）给（头发）分缝

roller n. 卷发夹

wave n.（头发的）波浪形卷曲

   v.（使）呈波浪形；（使）卷曲

hairdressing salon 理发店

银行

ATM (automated teller machine) n.  
自动柜员机；自动取款机

balance n. 账户结余

bill n. 纸币；钞票

cash n. 现金

   v. 兑现

change n.  零钱

check n.  支票

coin n.  硬币

interest n. 利息

save v. 储蓄；存（钱）

teller n. 银行出纳员

credit card 信用卡

interest rate 利率

旅游

airline n. 航空公司

guide n. 导游

luggage n. 行李

passport n. 护照

sightseeing n. 观光；游览

sleeper n. （火车的）卧铺

tourist n. 旅游者

high season 旺季

low season 淡季

one-way ticket 单程票

round-trip ticket 往返票

tourist information office 旅游信息

咨询处

附录 3

美容美发、银行和旅游常用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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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4

交通常用语

公共汽车

double-decker n. 双层公共汽车

bus stop 公共汽车站

bus ticket 公共汽车票

get off a bus 下公共汽车

get on a bus 上公共汽车

miss the bus 没赶上公共汽车

take a bus 乘公共汽车

出租车

short-cut n. 近道

taxi n. 出租车

go by taxi 乘出租车去

rush hour 上下班高峰时间；交通拥

挤时间

slow down 减速

speed up 加速 
take a taxi 乘出租车

taxi stand 出租车候客点

飞机

airport n. 机场

airsickness n. 晕机

arrival n. 到达

flight n. 航班

overweight adj. 超重的

stewardess n. （飞机上的）女

乘务员

air ticket 飞机票

black box 黑匣子

boarding gate 登机口

boarding time 登机时间

carry-on luggage 随身行李

departure lounge 候机室

economy class 经济舱

first class 头等舱

life vest 救生衣

seat belt 安全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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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路

address n. 地址

cross v. 越过；穿过

direction n. 方向

nearby adj. 附近的；邻近的

road n. 路
show v. 引领；带领

street n. 街道；大街

way n. 道路；路线

around the corner 在转角处

get lost 迷路

traffic lights 交通信号灯

walk down the street 沿着街道走

其他�

crossroads n. 十字路口

fine n. 罚款

  v. 对……处以罚款

freeway  n. 高速公路

parking n. 停车处；停车位

keep to 不离开（某一道路、方向等）

one-way street 单行道

parking ticket 违法停车罚款通知单

speed limit 最高速度限制

traffic policeman 交通警察

traffic sign 交通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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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5

文娱体育常用语

actor n. 演员

ballet n. 芭蕾舞

band n. 乐队

cartoon n. 动画片

dance n. 舞蹈

   v.  跳舞

drawing n. 绘画

fan n.（表演艺术、运动等的） 
狂热崇拜者

goal n. 进球；进球得分

guitar n. 吉他

gym n. 体育馆；健身房

movie n. 电影

opera n. 歌剧

piano n. 钢琴

rock n. 摇滚乐

score n. 比分

skiing n. 滑雪运动

theater n. 剧场；戏院

tie n. 平局

  v. 打成平局

violin n. 小提琴

waltz n. 华尔兹舞

   v. 跳华尔兹舞

winner n. 获胜者

box office 票房

car racing 赛车

finishing line 终点线

gold medal 金牌

starting line 起跑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