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十五课 我想买苹果

本课目标：

1. 核心词汇：掌握“苹果”、“香蕉”等水果名称。掌握“想”、

“买”、“东西”的用法。

2. 语法：掌握代词“这么”和副词“还”的用法。掌握量词

“块”的用法。

3. 交际功能：购物问价、赞美感谢。

会话会话



第十五课 我想买苹果

（在商店）

小雪：哇！这么多水果！

左立：你想吃什么水果？我请客！

小雪：太好了，谢谢！我喜欢苹果，匈牙利的苹果很好吃。

左立：你还想吃什么水果？

小雪：我还想吃香蕉。

左立：好的。

小雪：左立，你想买什么东西？

左立：我想买一个杯子，我喜欢喝茶。

小雪：我也喜欢喝茶。左立，你看这个杯子怎么样？

左立：这个杯子很漂亮，我喜欢。多少钱？

小雪：十五块。

左立：太好了！谢谢你，小雪。

小雪：不客气。

（Zài shāngdiàn）

Xiǎoxuě: Wā! Zhème duō shuǐguǒ!

Zuǒ Lì: Nǐ xiǎng chī shénme shuǐguǒ? Wǒ qǐngkè!

Xiǎoxuě: Tài hǎo le, xièxie! Wǒ xǐhuɑn píngguǒ, Xiōngyálì de

píngguǒ hěn hǎochī.

Zuǒ Lì: Nǐ hái xiǎng chī shénme shuǐguǒ?

Xiǎoxuě: Wǒ hái xiǎng chī xiāngjiāo.

Zuǒ Lì: Hǎo de.

Xiǎoxuě: Zuǒ Lì, nǐ xiǎng mǎi shénme dōngx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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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uǒ Lì: Wǒ xiǎng mǎi yí ge bēizi, wǒ xǐhuɑn hēchá.

Xiǎoxuě: Wǒ yě xǐhuɑn hēchá. Zuǒ Lì, nǐ kàn zhè ge bēizi

zěnmeyàng?

Zuǒ Lì: Zhè ge bēizi hěn piàoliɑng, wǒ xǐhuɑn. Duōshɑo

qián?

Xiǎoxuě: Shíwǔ kuài.

Zuǒ Lì: Tài hǎo le! Xièxie nǐ, Xiǎoxuě.

Xiǎoxuě: Bú kèqi.

生词生词

1. 哇 wā （叹）

2. 这么 zhème （代） 这么多 这么好 这么小

3. 多 duō （形） 多少 很多

4. 水果 shuǐguǒ （名） 很多水果

5. 想 xiǎng （动）

6. 吃 chī （动） 吃水果

7. 请客 qǐngkè （动）

8. 喜欢 xǐhuɑn （动） 喜欢中国菜 喜欢匈牙利

9. 苹果 píngguǒ （名） 一个苹果 小苹果

10. 好吃 hǎochī （形） 好吃的水果

11. 还 hái （副）

12. 香蕉 xiāngjiāo （名） 一个香蕉 一把香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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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买 mǎi （动） 买水果 买东西 买书

14. 杯子 bēizi （名） 一个杯子 我的杯子

15. 喝 hē （动） 喝水

16. 茶 chá （名） 喝茶

17. 钱 qián （名） 多少钱

18. 块 kuài （量） 二十块钱 十二块钱

19. 不客气 bú kèqi

学习要点学习要点

1.“哇”是表示惊讶的叹词。例如：

① 哇！这么多水果！

② 哇！真漂亮！

2.“这么”是代词，放在形容词前面表示程度。有略带夸张，使语言生动的作

用。例如：

① 商店里的水果这么多！

② 这个苹果这么好吃！

3.“想”表示愿望、打算和要求。否定形式是“不想”，正反问形式是“想不

想”。例如：

① 我想学习汉语。

② 我不想去商店。

③ 你想不想看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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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喜欢”是动词，对人或事物有好感。可以带宾语。例如：

① A: 你喜欢谁？ B：我喜欢左立。

“喜欢”也可以放在动词或形容词前面，可受程度副词的修饰。例如：

② 我很喜欢吃苹果。

③ 我很喜欢漂亮的孩子。

5.“还”是副词，表示项目、数量增加，范围扩大。例如：

① 我还想吃香蕉。

② 今天下午我还去中国商店了。

③ 我还给妈妈打电话了。

6.“东西”是名词，泛指事物。例如：

① A：你想买什么东西？ B：我想买一个杯子。

② A：这是什么东西？ B：这是我的书。

7.“块”是量词，可以用于贷币，相当于“元”，用于口语。例如：

① 这个杯子十二块/元。

② 那本书四十块。

“块”也是块状或片状东西的量词。例如：

一块糖

一块手表

8.“不客气”是礼貌用语。当对方说“谢谢”的时候，一般回答“不客气”，也

可以回答“不用谢”、“不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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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换与扩展替换与扩展

1. 我还想吃香蕉。

苹果 草莓 葡萄

2. 我想买一个杯子。

看电影 学习汉语 去商店 在家看书 喝茶

3. 你想不想游泳？

看电影 学习汉语 去中国 回家 喝茶

4. 你的女儿这么漂亮！

手机 酷

书 多

孩子 小

奇妙的汉字奇妙的汉字

买 很多人都喜欢买东西，特别是女孩子。在古代，“买”字写成 ，

上面是 “网”，下面是 “贝”，用网捞贝，所以“买”的意思是

聚敛财物。后来 “贝”成为一种货币，“买”字就引申出用钱把货物买

进来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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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写汉字书写汉字

哇
水
果
想
吃
客
苹
还
香
蕉
买
杯
喝
茶
钱
块
气

拼音练习拼音练习

一、听录音，读一读

1. Hànyǔ Yīngyǔ

4. xuésheng xuéxí

7. kě’ài kèqi

2. shuǐguǒ píngguǒ

5. xìngfú gāoxìng

8. shíjiān shíhou

3. yí kè kěyǐ

6. jiàoshì jiàoxué

9. zhàopiān shāngdià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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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听录音，在汉字拼音之间连线

爷爷 jiějie

奶奶 gēge

爸爸 nǚ’ér

妈妈 érzi

哥哥 mèimei

弟弟 bàbɑ

姐姐 dìdi

妹妹 yéye

儿子 nǎinɑi

女儿 māmɑ

三、听录音，学绕口令

Qīng pútɑo, zǐ pútɑo, 青葡萄，紫葡萄，

qīng pútɑo méi zǐ pútɑo zǐ. 青葡萄没紫葡萄紫。

Chī pútɑo bù tǔ pútɑo pír,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

bù chī pútɑo dào tǔ pútɑo pír. 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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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文练习课文练习

一、在括号里填上正确的量词

1. 一（个）苹果 2. 两（只）狗

3. 五（本）书 4. 十（支）笔

5. 三（张）桌子 6. 六（把）椅子

7. 八（个）孩子 8. 九（个）学生

9. 四（个）人 10. 一（个/把）香蕉

二、将下列词语按正确语序排成句子

1. 吃 你 想 水果 什么 还

你还想吃什么水果 ？

2. 苹果 的 好吃 匈牙利 这么

匈牙利的苹果这么好吃 ！

3. 一个 买 想 我 杯子

我想买一个杯子 。

4. 漂亮 这个 这么 杯子

这个杯子这么漂亮 ！

5. 想不想 你 商店 中国 去

你想不想去中国商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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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看图说话

1. A： ？ 2. A： ？

B： 。 B： 。

3. A： ？ 4. A： ？

B： 。 B： 。

四、根据课文内容回答问题

1. 左立和小雪谁请客？

2. 小雪想吃什么水果？

3. 左立想买什么东西？

4. 左立和小雪都喜欢喝茶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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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知识文化知识

人民币

中国现在流通的货币叫“人民币”，分纸币和硬币两种。人民币

简称为 CNY，不过更常用的缩写是 RMB。人民币纸币最大面额是

100 元，以下分别是 50 元、20 元、10 元、5 元、1 元、5 角、1 角。硬币的面

额有 1 元、5 角、1 角等。面额在 1 元及以上的纸币，一面印的是毛泽东

肖像，另一面是中国的一些著名景点。目前人民币在中国除台湾地

区的所有地方流通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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