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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ten Tag ! ! َصبَاُح ٱْلَخْیِر Добър ден ! 

你好！ Dobar dan ! God morgen ! 

¡ Buenos días ! Bonjour ! Καλημέρα σας ! 

Buòn giórno ! Добар дан ! Добрый ден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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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es Part Useful phrases 
6-10 P1 For starters 
10-18 P2 Introducing yourself 
20-28 P3 Family introductions 
28-40 P4 Saying a bit about yourself 
40-48 P5 Ordering drinks 
48-58 P6 Ordering a me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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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es Part Useful phrases 
60-68 P7 Doing some shopping 
68-78 P8 Asking for directions 
80-88 P9 Getting around by public transport 
88-94 P10 Finding and booking a hot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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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  5/96             英中会话 

 

 
A lively introduction to Mandarin Chinese in 10 short parts. 



汉语  6/96             英中会话 

好。 
谢谢。 

你说英文吗？ 



汉语  7/96             英中会话 

一 好。 
1 Hǎo. 

P1 Good. 
二 谢谢。 
2 Xièxie. 

P1 Thank you. 
三 你说英文吗？ 
3 Nǐ shuō Yīngwén ma ? 

P1 Do you speak English ? 



汉语  8/96             英中会话 

对不起。 
中国 
男 



汉语  9/96             英中会话 

四 对不起。 
4 Duìbùqǐ. 

P1 I'm sorry. 
五 中国 
5 Zhōngguó 

P1 China 
六 男 
6 nán 

P1 male (sign for men's toilet) 



汉语  10/96             英中会话 

女 
你好！ 
再见！ 



汉语  11/96             英中会话 

七 女 
7 nǚ 

P1 female (sign for women's toilet) 
八 你好！ 
8 Nǐ hǎo ! 

P2 Hello ! 
九 再见！ 
9 Zàijiàn ! 

P2 Goodbye ! 



汉语  12/96             英中会话 

晚上好！ 
你早！ 
你叫... 



汉语  13/96             英中会话 

十 晚上好！ 
10 Wǎnshàng hǎo ! 
P2 Good evening ! 

十一 你早！ 
11 Nǐ zǎo ! 
P2 Good morning ! 

十二 你叫... 
12 Nǐ jiào... 
P2 Your name is... 



汉语  14/96             英中会话 

你叫什么？ 
我叫... 
我姓... 



汉语  15/96             英中会话 

十三 你叫什么？ 
13 Nǐ jiào shénme ? 
P2 What is your name ? 

十四 我叫... 
14 Wǒ jiào... 
P2 My name is... 

十五 我姓... 
15 Wǒ xìng... 
P2 My surname is... 



汉语  16/96             英中会话 

怎么样？ 
过年好！ 
北京 



汉语  17/96             英中会话 

十六 怎么样？ 
16 Zěnmeyàng ? 
P2 How are you ? 

十七 过年好！ 
17 Guònián hǎo ! 
P2 Happy Chinese New Year ! 

十八 北京 
18 Běijīng 
P2 Beijing 



汉语  18/96             英中会话 

天安门 
天坛 

王府井 



汉语  19/96             英中会话 

十九 天安门 
19 Tiān'ānmén 
P2 Tian'anmen 

二十 天坛 
20 Tiāntán 
P2 Temple of Heaven 

二十一 王府井 
21 Wángfǔjǐng 
P2 name of a shopping centre 



汉语  20/96             英中会话 

这是我/我的... 
家 

爱人 



汉语  21/96             英中会话 

二十二 这是我/我的... 
22 Zhè shì wǒ/wǒde... 
P3 This is my... 

二十三 家 
23 jiā 
P3 family 

二十四 爱人 
24 àirén 
P3 spouse (lit. love person) 



汉语  22/96             英中会话 

丈夫 
女儿 
儿子 



汉语  23/96             英中会话 

二十五 丈夫 
25 zhàngfu 
P3 husband 

二十六 女儿 
26 nǚ'ér 
P3 daughter 

二十七 儿子 
27 érzi 
P3 son 



汉语  24/96             英中会话 

你结婚了吗？ 
我结婚了。 
我没结婚。 



汉语  25/96             英中会话 

二十八 你结婚了吗？ 
28 Nǐ jiéhūn le ma ? 
P3 Are you married ? 

二十九 我结婚了。 
29 Wǒ jiéhūn le. 
P3 I'm married. 

三十 我没结婚。 
30 Wǒ méi jiéhūn. 
P3 I'm not married. 



汉语  26/96             英中会话 

女朋友 
男朋友 
朋友 



汉语  27/96             英中会话 

三十一 女朋友 
31 nǚ péngyou 
P3 girl-friend 

三十二 男朋友 
32 nán péngyou 
P3 boy-friend 

三十三 朋友 
33 péngyou 
P3 friend 



汉语  28/96             英中会话 

同事 
胡同 

我从...来。 



汉语  29/96             英中会话 

三十四 同事 
34 tóngshì 
P3 colleague 

三十五 胡同 
35 hūtong 
P3 lane 

三十六 我从...来。 
36 Wǒ cóng...lái. 
P4 I come from... 



汉语  30/96             英中会话 

...英国... 
我是... 

...英国人。 



汉语  31/96             英中会话 

三十七 ...英国... 
37 ...Yīngguó... 
P4 ...Britain... 

三十八 我是... 
38 Wǒ shì... 
P4 I am... 

三十九 ...英国人。 
39 ...Yīngguórén. 
P4 ...British. 



汉语  32/96             英中会话 

...中国人。 
我是学生。 

我学... 



汉语  33/96             英中会话 

四十 ...中国人。 
40 ...Zhōngguórén. 
P4 ...Chinese. 

四十一 我是学生。 
41 Wǒ shì xuésheng. 
P4 I'm a student. 

四十二 我学... 
42 Wǒ xué... 
P4 I study... 



汉语  34/96             英中会话 

...金融。 
我在公司工作。 

我在休假。 



汉语  35/96             英中会话 

四十三 ...金融。 
43 ....Jīnróng. 
P4 ...Finance. 

四十四 我在公司工作。 
44 Wǒ zài gōngsī gōngzuò. 
P4 I work for a company. 

四十五 我在休假。 
45 Wǒ zài xiūjiā. 
P4 I'm on holiday. 



汉语  36/96             英中会话 

我会说... 
...中文。 
...英文。 



汉语  37/96             英中会话 

四十六 我会说... 
46 Wǒ huì shuō... 
P4 I can speak... 

四十七 ...中文。 
47 ...Zhōngwén. 
P4 ...Chinese. 

四十八 ...英文。 
48 ...Yīngwén. 
P4 ...Engl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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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 
公司 

中国银行 



汉语  39/96             英中会话 

四十九 中文 
49 Zhōngwén 
P4 Chinese language 

五十 公司 
50 gōngsī 
P4 company 

五十一 中国银行 
51 Zhōngguó Yínháng 
P4 Bank of China 



汉语  40/96             英中会话 

你们喝什么？ 
我要... 
茶 



汉语  41/96             英中会话 

五十二 你们喝什么？ 
52 Nǐmen hē shénme ? 
P5 What would you like to drink ? 

五十三 我要... 
53 Wǒ yào... 
P5 I'd like to have... 

五十四 茶 
54 chá 
P5 tea 



汉语  42/96             英中会话 

绿茶 
花茶 

一杯水 



汉语  43/96             英中会话 

五十五 绿茶 
55 lǜ chá 
P5 green tea 

五十六 花茶 
56 huāchá 
P5 flower-scented tea/jasmine tea 

五十七 一杯水 
57 yì bēi shuǐ 
P5 a glass of water 



汉语  44/96             英中会话 

果汁 
啤酒 

葡萄酒 



汉语  45/96             英中会话 

五十八 果汁 
58 guǒzhī 
P5 fruit juice 

五十九 啤酒 
59 píjiǔ 
P5 beer 

六十 葡萄酒 
60 pútáojiǔ 
P5 wine 



汉语  46/96             英中会话 

咖啡 
祝你健康！ 
不客气！ 



汉语  47/96             英中会话 

六十一 咖啡 
61 kāfēi 
P5 coffee 

六十二 祝你健康！ 
62 Zhù nǐ jiànkāng ! 
P5 Wishing you a good health ! 

六十三 不客气！ 
63 Bú kèqi ! 
P5 You're welcome. 



汉语  48/96             英中会话 

茶馆儿 
青岛啤酒 
请来... 



汉语  49/96             英中会话 

六十四 茶馆儿 
64 cháguǎnr 
P5 tea-house 

六十五 青岛啤酒 
65 Qīngdǎo Píjiǔ 
P5 Tsingdao Beer 

六十六 请来... 
66 Qǐng lái... 
P6 Please bring... 



汉语  50/96             英中会话 

请结帐。 
给您。 

我喜欢吃... 



汉语  51/96             英中会话 

六十七 请结帐。 
67 Qǐng jié zhàng. 
P6 The bill please. 

六十八 给您。 
68 Gěi nín. 
P6 Here you are. 

六十九 我喜欢吃... 
69 Wǒ xǐhuān chī... 
P6 I like to eat... 



汉语  52/96             英中会话 

我不喜欢吃... 
米饭 
面条 



汉语  53/96             英中会话 

七十 我不喜欢吃... 
70 Wǒ bù xǐhuān chī... 
P6 I don't like to eat... 

七十一 米饭 
71 mǐfàn 
P6 cooked rice 

七十二 面条 
72 miàntiáo 
P6 noodles 



汉语  54/96             英中会话 

肉 
鱼 

青菜 



汉语  55/96             英中会话 

七十三 肉 
73 ròu 
P6 meat 

七十四 鱼 
74 yú 
P6 fish 

七十五 青菜 
75 qīngcài 
P6 greens/vegetables 



汉语  56/96             英中会话 

吃素的 
烤鸭 
筷子 



汉语  57/96             英中会话 

七十六 吃素的 
76 chīsùde 
P6 vegetarian 

七十七 烤鸭 
77 kǎoyā 
P6 roast duck 

七十八 筷子 
78 kuàizi 
P6 chopsticks 



汉语  58/96             英中会话 

烤鸭 
全聚德烤鸭店 
请来一只烤鸭。 



汉语  59/96             英中会话 

七十九 烤鸭 
79 kǎoyā 
P6 roast duck 

八十 全聚德烤鸭店 
80 Quánjúdé KǎoYā Diàn 
P6 Quanjude Roast Duck Restaurant 

八十一 请来一只烤鸭。 
81 Qǐng lái yì zhī kǎoyā. 
P6 Please bring a roast duck. 



汉语  60/96             英中会话 

多少钱？ 
这/那 
斤 



汉语  61/96             英中会话 

八十二 多少钱？ 
82 Duōshǎo qián ? 
P7 How much ? 

八十三 这/那 
83 zhè/nà 
P7 this/that 

八十四 斤 
84 jīn 
P7 500 gra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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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共 
芒果 
桃 



汉语  63/96             英中会话 

八十五 一共 
85 yígòng 
P7 total 

八十六 芒果 
86 mángguǒ 
P7 mango 

八十七 桃 
87 táo 
P7 peach 



汉语  64/96             英中会话 

一 
二 
三 



汉语  65/96             英中会话 

八十八 一 
88 yī 
P7 one 

八十九 二 
89 èr 
P7 two 

九十 三 
90 sān 
P7 three 



汉语  66/96             英中会话 

四 
五 

三个芒果 



汉语  67/96             英中会话 

九十一 四 
91 sì 
P7 four 

九十二 五 
92 wǔ 
P7 five 

九十三 三个芒果 
93 sān ge mángguǒ 
P7 three mangos 



汉语  68/96             英中会话 

元 
请问。 

这是去...的路吗？ 



汉语  69/96             英中会话 

九十四 元 
94 Yuán 
P7 Yuan (currency word), commonly called kuài 

九十五 请问。 
95 Qǐng wèn. 
P8 Excuse me. 

九十六 这是去...的路吗？ 
96 Zhè shì qù...de lù ma ? 
P8 Is this the way to...? 



汉语  70/96             英中会话 

一直走 
右 
左 



汉语  71/96             英中会话 

九十七 一直走 
97 yìzhí zǒu 
P8 straight on 

九十八 右 
98 yòu 
P8 right 

九十九 左 
99 zuǒ 
P8 left 



汉语  72/96             英中会话 

北 
南 
西 



汉语  73/96             英中会话 

一百 北 
100 běi 
P8 north 

一百〇一 南 
101 nán 
P8 south 

一百〇二 西 
102 xī 
P8 west 



汉语  74/96             英中会话 

东 
里 

不太远。 



汉语  75/96             英中会话 

一百〇三 东 
103 dōng 
P8 east 

一百〇四 里 
104 lǐ 
P8 500 metres 

一百〇五 不太远。 
105 Bú tài yuǎn. 
P8 It's not far. 



汉语  76/96             英中会话 

东 
南 
西 



汉语  77/96             英中会话 

一百〇六 东 
106 dōng 
P8 east 

一百〇七 南 
107 nán 
P8 south 

一百〇八 西 
108 xī 
P8 west 



汉语  78/96             英中会话 

北 
故宫 

往右拐。 



汉语  79/96             英中会话 

一百〇九 北 
109 běi 
P8 north 

一百一十 故宫 
110 Gùgōng 
P8 the Imperial Palace, the Forbidden City 

一百一十一 往右拐。 
111 Wǎng yòu guǎi. 
P8 Turn right. 



汉语  80/96             英中会话 

票 
两张票 
硬座 



汉语  81/96             英中会话 

一百一十二 票 
112 piào 
P9 ticket 

一百一十三 两张票 
113 liǎng zhāng piào 
P9 two tickets 

一百一十四 硬座 
114 yìng zuò 
P9 hard seat 



汉语  82/96             英中会话 

软座 
车 

公共汽车 



汉语  83/96             英中会话 

一百一十五 软座 
115 ruǎn zuò 
P9 soft seat 

一百一十六 车 
116 chē 
P9 bus/coach/vehicle 

一百一十七 公共汽车 
117 gōnggòng qìchē 
P9 public bus 



汉语  84/96             英中会话 

出租汽车 
地铁 

自行车 



汉语  85/96             英中会话 

一百一十八 出租汽车 
118 chūzūqìchē 
P9 taxi 

一百一十九 地铁 
119 dìtiě 
P9 underground 

一百二十 自行车 
120 zìxíngchē 
P9 bicycle 



汉语  86/96             英中会话 

火车 
火车站 
公共汽车 



汉语  87/96             英中会话 

一百二十一 火车 
121 huǒchē 
P9 train 

一百二十二 火车站 
122 huǒchēzhàn 
P9 railway station 

一百二十三 公共汽车 
123 gōnggòng qìchē 
P9 public bus 



汉语  88/96             英中会话 

火车站 
地铁 
饭店 



汉语  89/96             英中会话 

一百二十四 火车站 
124 huǒchēzhàn 
P9 railway station 

一百二十五 地铁 
125 dìtiě 
P9 underground 

一百二十六 饭店 
126 fàndiàn 
P10 hotel 



汉语  90/96             英中会话 

有房间吗？ 
我订了房间。 

今天晚上 



汉语  91/96             英中会话 

一百二十七 有房间吗？ 
127 Yǒu fángjiān ma ? 
P10 Do you have rooms available ? 

一百二十八 我订了房间。 
128 Wǒ dìng le fángjiān. 
P10 I have a reservation. 

一百二十九 今天晚上 
129 jīntiān wǎnshang 
P10 tonight 



汉语  92/96             英中会话 

一天 
单人房间 
双人房间 



汉语  93/96             英中会话 

一百三十 一天 
130 yì tiān 
P10 per night 

一百三十一 单人房间 
131 dānrén fángjiān 
P10 single room 

一百三十二 双人房间 
132 shuāngrén fángjiān 
P10 double room 



汉语  94/96             英中会话 

淋浴 
钥匙 

好吧！ 



汉语  95/96             英中会话 

一百三十三 淋浴 
133 línyù 
P10 shower 

一百三十四 钥匙 
134 yàoshi 
P10 key 

一百三十五 好吧！ 
135 Hǎo ba ! 
P10 O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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