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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跟外国友人搭讪，要怎么开启话题？

想拜托朋友帮忙，怎么求助才够礼貌？

日常生活中，你的情绪除了 happy 和 angry 之外，还有哪些悲欢情仇没有

一一尽数？

让朋友短信联系你时，直接抛一句 Text me. 一定会让你拉风不少。

一句 I’ve heard so much about you! 是不是让你在社交场合显得更讨人喜 

欢呢？

……

语言的魅力，不仅在于说得对，更在于说得地道得体。

很多学习者习惯于在预先设定的情景中，按照编排好的情节进行口语练习，

而真实语境中的对话完全是灵活自发、因时而变的，因此很多人学了多年口语后

还是不能与老外进行有效沟通。造成这种尴尬的主要原因，是没有掌握足够的口

语表达方式，尤其是在面对同一情景之下不同情况的时候，比如，一句问候语，

面对死党或新欢、在正式场合还是私人聚会，问候的方式也会有所不同。在不同

的场合情景下，学会恰当的英语词句、对话和表达，是实现语言表达地道得体的

基础。

本套书旨在帮助读者讲出得体、地道的英语，让英语口语不再是无法克服的

障碍。在内容编排上，本套书给出了针对同一情景下不同情况的表达方式，掌握

这些不同的表达方式，能有效提高语言表达的准确性和丰富性，这样才能说出地

道得体的好英文。

这套书分为三个分册，囊括了社交、衣、食、住、行、学习、工作、休闲娱

乐等各个方面，旨在有针对性地帮助英语学习者提高口语水平。



有了《一本就够用！日常英语会话王·TOP200 日常情景会话拿起就会》，日

常生活中随时随地与老外聊英文将不是问题！即使你的英语只是初级水平，也可

以轻松应对生活中的各类交谈场景。

1. 主题对话 + 精准情景表达，实用内容随需随查

本书的情景式对话，主题分类清楚，按照日常生活中会遇到的情景进行编排，

提供了高效的主题式学习。情景中的短对话为精心挑选的最实用、最接地气的口

语表达，亲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进行学习，也可以选自己感兴趣的部分随

需随查。

2. 日常生活场景无死角全覆盖

本书从实用角度出发，将日常生活口语划分为 9 大主题、200 个实用场景，

包含了 800 组左右的日常场景小对话和 40 篇主题长对话，囊括了日常口语中衣、

食、住、行等各个方面。常见的日常口语场景，在这本书里都能找到！

3. 排版清晰，利于查找，方便携带

本书按照 1 个情景为一页进行排版，亲们可以清晰快捷地找到需要的句子和

对话，帮助大家随时随地秀出地道英语！

4. 二维码扫描，随扫随听，走到哪听到哪

全书所有音频都进行了碎片化，并生成了二维码。扫一扫书中的二维码，就

能即刻听到音频，方便快捷，再也不用盯着电脑屏幕或音频播放器听音频啦！

与严肃死板的教科书风格不同，本书语言轻松诙谐、贴近生活，好似一个老

朋友在你耳边娓娓道来。还犹豫什么？赶快带上这本书，开始刷新你的日常口语

吧！

最了解你的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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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际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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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ni

t 1 招呼问候
日常打招呼，我们经常会说“吃了吗？”“上哪儿去？”等，这体现了人与

人之间的一种亲切感。可对西方人来说，如直译为 Where are you going? 或
Have you had your meal? 会令他们感到突然、尴尬，甚至不快，因为西方

人会把这种问话理解成为一种 “ 盘问 ”，感到对方在询问他们的私生活。在西

方，日常打招呼只说一声 Hello! 或按时间来分，说 Good morning! （早上好！）

/Good afternoon!（下午好！）/Good evening! （晚上好！）就可以了。而英国人

见面则会先说说天气，如 Nice/Lovely day, isn’t it?（今天天气不错啊！）

情景对话    偶 遇

A: Excuse me, is this seat taken?
B: No. It’s all yours.
A: Thank you very much. My name is Ashlyn. It’s nice to meet 

you.
B: Carson. It’s nice to meet you, too.
A: The weather is so warm for December, isn’t it?
B: It is unusually warm. I blame it on global warming.
A: Global warming is wreaking havoc everywhere.
B: So sure. Are you from around here?
A: No. I’m new here. I just moved here a few months ago.
B: Where are you from?
A: I’m from China. What about you?
B: I am from Texas. I was in China once, but it was a long time 

ago.
A: Did you enjoy it?
B: I did. I especially liked the food. Well, this is my stop. It was 

nice talking with you.
A: Likewise.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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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对不起，这个座位有人吗？

B: 没有，你坐吧。

A: 非常感谢。我叫阿什琳，很高兴认识你。

B: 我叫卡森，也很高兴认识你。

A: 这天气对于 12 月份来说有点儿太暖和了，对吧？

B: 暖和得都不正常了。我觉得这应该归咎于全球变暖。

A: 全球变暖正在世界范围内引发大灾难。

B: 没错，你是本地人吗？

A: 不是，我是新来的。才搬来几个月。

B: 那你是哪儿的人啊？

A: 我是中国人，你呢？

B: 我来自得克萨斯州。我曾去过一次中国，不过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A: 你喜欢那里吗？

B: 喜欢。尤其喜欢那里的吃的。嗯，我到站了，跟你聊天很开心。

A: 我也是。再见！

	 blame … on …	的意思是“把……归咎于……，把……怪到……头

上”。如：You	should	blame	the	crisis	on	poor	planning,	not	on	poor	

preparation.	你应该把这次危机归咎于计划不周，而不是准备不周。

	 wreak havoc 的意思是“造成（巨大的破坏或伤害）”。如：Their	
policies	will	wreak	havoc	on	the	economy.	他们的政策将对经济造成巨

大的破坏。

	 stop 意为“车站”。如：I	get	off	at	the	next	stop.	我在下一站下车。

	 当别人问你 Is	this	your	stop 时，他的意思可不是“这是你的车站吗”，

而是“你在这一站下车吗”，千万不要理解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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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景1 Say hi

001 	你好！ Hi, there.
A: Nice to meet you.
B: Hi, there.
A: 很高兴见到你。

B: 你好！

002 	见到你很高兴。 Good to see you.
A: Good to see you.
B: Same to you.
A: 见到你很高兴。

B: 我也是。

003 	你过得怎么样？ How’re you doing?
A: Harry, how’re you doing?
B: Good, how’re you doing?
A: I’m doing fine.
A: 哈里，你过得怎么样？

B: 很好，你呢？

A: 我也挺好的。

004 	你最近在忙些什么？ What have you been up to?
A: What have you been up to?
B: Oh, not much.
A: 你最近在忙些什么？

B: 哦，没什么。

回答时还可以说：
Likewise.
Same here.

询问近况还可以说：
How have you been?
How’s everything?
How’s it going?

catch up 时还可以说：
What’s new with you?
What’s been going on?
What’s happening?
What’s 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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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景2 好巧哦

001 	世界真小，我们又见面了。 It’s a small world.
A: Glad to see you again. It’s a small world, isn’t it?
B: Yeah, glad to see you, too.
A: 很高兴又碰到你了，世界真小啊。

B: 是呀，见到你也很高兴。

002 	想不到在这儿遇见你了！ 

 It’s really a surprise to meet you here!
A: It’s really a surprise to meet you here!
B: Small world, isn’t it?
A: Yeah.
A: 想不到在这儿遇见你了！

B: 世界真小，不是吗？

A: 是啊。

003 	是你呀！ Look, who’s here!
A: Look, who’s here!
B: Oh, Tom! I thought you were in Paris.
A: Just got back. Good to see you! 
A: 是你呀！

B: 哦，汤姆！我以为你在巴黎呢。

A: 刚刚回来，很高兴见到你。

004 	什么风把你吹来了？ What brings you here today?
A: What brings you here today? How’s it going?
B: Can’t complain. Glad to see you again.
A: 什么风把你吹来了？近来好吗？

B: 还可以。真高兴再见到你。

询问近况时可以回答：
Just so-so. 一般般。
Not bad. 一般。
Same old, same old. 还
是老样子。

get back 意为“回来”。
get 是口语中的一个常
用词。如：
How are you getting on? 
你近来怎么样？
Get out with you! 滚开！
去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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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景3 开启对话

001 	我以前没见过你吗？ Haven’t I seen you before?
A: Haven’t I seen you before? You look familiar.
B: I’m afraid not. I just arrived here yesterday.
A: 我之前没见过你吗？你看起来很眼熟。

B: 恐怕没有，我昨天才刚来这里。

002 	对不起，我坐这儿你介意吗？ 

 Excuse me, do you mind if I sit here?
A: Excuse me, do you mind if I sit here?
B: No, go right ahead.
A: 对不起，你介意我坐这儿吗？

B: 没事儿，坐吧。

003 	有时间吗？ Got a minute?
A: Hey, Tom! Got a minute?
B: Sure, what’s up?
A: 嗨，汤姆，有时间吗？

B: 当然，有事吗？

004 	我可以向您介绍下我自己吗？ May I introduce myself?
A: May I introduce myself? My name is Susan. 
B: Nice to meet you. My name is Jack.
A: 我可以向您介绍一下我自己吗？我叫苏珊。

B: 很高兴见到你，我是杰克。

问对方是否有时间，还可以说：
Do you have a sec?
Can I talk to you for a second?
Can I have a word with you?

你也可以说：
Let me introduce myself.
Allow me to introduce myse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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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景4 结束对话

001 	和你谈话很愉快。 Nice talking to you.
A: Well, nice talking to you.
B: Yeah, same here. Talk to you soon.
A: 和你谈话很愉快。

B: 嗯，我也是。回头再聊。

002 	我要说的就这些了。That’s all I have to say about that.
A: That’s all I have to say about that.
B: I don’t have anything else either.
A: 我要说的就这些了。

B: 我也没什么要说的了。

003 	恐怕占用了你太多的时间。

  I’m afraid I’ve taken up too much of your time.
A:  I’m afraid I’ve taken up too much of 

your time.
B: OK, well, let’s chat again soon.
A: 恐怕占用了您太多的时间。

B: 好的，我们稍候再谈。

004 	实在不想说再见，不过时间太晚了。

 I really hate to say good-bye, but it’s too late.
A: I really hate to say good-bye, but it’s too late.
B:  Oh, it’s almost midnight. I’d better let you go. See you next 

time.
A: 实在不想说再见，不过时间太晚了。

B: 噢，已经快晚上 12 点了，该让你走了。我们下次再见！

结束对话的时候还可以
说：I’ve really enjoyed 
talking with you.

take up 在此意为“占用”，
它还常指“占据（地方、注
意 力 等 ）”。 如：The piano 
takes up too much space. 这
架钢琴太占地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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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景5 打断对话

001 	对不起，希望没打扰您。

 Sorry! I hope I’m not interrupting.
A: Sorry! I hope I’m not interrupting.
B: No, not at all. What’s up?
A: 对不起，希望没打扰您。

B: 一点儿也没有，怎么了？

002 	我打断你们了吗？ Am I interrupting you?
A: Am I interrupting you?
B: No, I was finished. Go ahead.
A: 我打断你们了吗？

B: 没有，我说完了。请讲。

003 	我刚说到哪儿了？ Where was I?
A: Where was I?
B: You were telling me about your trip to Japan.
A: 我刚说到哪儿了？

B: 你在跟我说你去日本旅行的事。

004 	我不想打断你们，但是这事儿真的很紧急。 

 I didn’t mean to interrupt you, but this is really urgent.
A:  I didn’t mean to interrupt you, but this  

is really urgent.
B: That’s OK, what is it?
A: 我不想打断你们，但是这事儿真的很紧急。

B: 没关系，什么事儿？

情况紧急时打扰别人你
还可以说：I’m sorry for 
interrupting, but this is 
urg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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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nit 2

社交言辞
无论是在生活中和朋友相处，还是在职场中与同事相交，都离不开社交场

合的丛林法则：在对的场合说对的话。这些在英语国家也不例外，那么你知道

如何用地道的英语真诚地表达自己的谢意或歉意吗？你知道如何用地道的英语

祝贺升职的同事吗？你知道如何用地道的英语称赞他人吗？你知道如何在应酬

中用英文劝酒或者挡酒吗？所有这些实用的社交必备句，一起来说说看吧！

情景对话    拜 访

A: Hey, Ella, welcome. It’s so nice of you to come.

B: Thanks for inviting me to the dinner. I bought a wine for you.

A: Thank you. You’re so kind.

B: Oh, my pleasure. It’s just a little present for you.

A: The dinner is ready. Let’s go to the table.

B: OK. 

A: Please be seated. 

B: Wow, so many dishes. You must be a great cook.

A: Don’t mention it. Just some homely dishes. What would you 
like to drink? 

B: Why don’t we start off with some wine? 

A: Great idea! 

B: To your health!
A: And to yours! Help yourself please.

B: This is marvelous. You are a person with fabulous taste in 
food. 

A: I’m happy you like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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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嗨，埃拉。欢迎欢迎，你能来真是太好了。

B: 谢谢你邀请我来共进晚餐。我买了一瓶红酒给你。

A: 谢谢你，你真好。

B: 哦，不客气。只是一个给你准备的小礼物。

A: 晚饭好了。我们去吃饭吧。

B: 好的。

A: 请坐。

B: 哇，做了这么多菜！你肯定是个很棒的厨师。

A: 别客气。只是些家常菜啦。你想喝点什么？

B: 我们先喝点红酒怎么样？

A: 好主意！

B: 祝你健康！

A: 也祝你健康！请自便。

B: 太棒了。你真是个很了不起的美食家啊。

A: 你喜欢吃就好。

	 To your health!	意为“祝你健康”。

	 我们和朋友吃饭的时候，出于礼貌有时候需要说些祝酒话，这时可以说：

	 To	your	health!/	For	your	health!	祝你健康。

	 我们常说的祝酒词还有：

	 Cheers	for	friendship!	为友谊干杯！

	 Cheers	for	success!	为成功干杯！

	 Bottom	up!	干杯。

	 Let’s	drink	a	toast!	我们来干杯！

	 help yourself	意为“自便，随意”。

	 help	yourself 是宴请客人时主人常说的话，意在告诉朋友别拘束，随

便吃。help	yourself 后面如果要加具体的内容时要说 help	yourself	

to...，如：

	 Please	help	yourself	to	the	dishes.	请随便吃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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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景6 感激不尽

001 	非常感谢。Thanks a lot.
A: You can take my ticket if you want.
B: Thanks a lot!
A: 如果你愿意，你可以拿我的票。

B: 非常感谢！

002 	谢谢你的建议！ Thanks for your advice!
A: Good point! Thanks for your advice!
B: My pleasure.
A: 说得好！谢谢你的建议！

B: 很高兴能帮到你。

003 	我欠你一个人情。I owe you one.
A: OK, I’ll watch your dog for the weekend.
B: Thanks for doing this. I owe you one.
A: 好的，周末我帮你看狗。

B: 谢谢你，我欠你一个人情。

004 	谢谢你的关心。I appreciate your concern.
A: I’m really worried about you.
B: I appreciate your concern.
A: 我真的很担心你。

B: 谢谢你的关心。

005 	不必客气。Forget about it.
A: Thank you so much.
B: Forget about it.
A: 非常感谢。

B: 不必客气。

表示感谢时还可以说：
Thanks a million.
Thank you so much.
Many thanks.
Thanks a bunch.

值得感谢的事情还有：
Thanks for inviting me 
over for dinner. 谢谢你邀
请我共进晚餐。
Thank you for being so 
nice. 谢谢你的好意。

回应别人的致谢时，你
还可以说：
Don’t worry about it.
Don’t mention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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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景7 流利客套话

001 	你真是细心周到！ How thoughtful you are!
A: Here, I packed this for you in case you get hungry.
B: How thoughtful you are!
A: 给你，我给你包了这个，以防你饿着。

B: 你真是细心周到！

002 	你就要成功了！ You’re almost there!
A: I don’t know if I can run any further. 
B: Come on! You’re almost there! 
A: 我不知道是否能跑得更远。

B: 加油啊！你就要成功了！

003  我觉得这件衣服就是为你量身定做的。

 I feel like the dress was made for you.
A: I feel like the dress was made for you.
B:  Really? Don’t you think the skirt 

makes my hips look big?
A: 我觉得这件衣服就是为你量身定做的。

B:  真的吗？你不觉得这件裙子让我的臀部

显得很大吗？

004  您在文学界很有威望。

 You have a very good reputation in literary.
A: Hello, I am professor Chang from Tsinghua University.
B:  Hello, professor Chang. I’ve heard so much about you! You 

have a very good reputation in literary. It’s a sight for sore 
eyes.

A: 您好！我是清华大学的常教授。

B:  您好，常教授。久仰您的大名了，您在文学界很有威望。见到您

真好！

给别人打气时，你还可以说：
You’ve almost made it! 你就要
成功了。
Cheer up! 振作起来！
Keep your chin up! 别气馁。

你也可以说：
It looks fabulous on you. 
你穿上它非常漂亮。
It looks just perfect on 
you. 你穿上它非常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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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景8 恭喜！恭喜！

001 	祝贺你！ Congratulations!
A:  I heard you got the job!  

Congratulations! 
B: Thanks! I’m so excited!
A: 我听说你得到那份工作了！祝贺你！

B: 谢谢！我对此非常兴奋！

002 	请接受我的祝贺。 Please accept my congratulations.
A: Please accept my congratulations.
B: Thank you very much.
A: 请接受我的祝贺。

B: 非常感谢。

003  恭喜你取得了好成绩！

 Congratulations on your good grades!
A:  Congratulations on your good grades! Let’s have a party to 

celebrate this.
B: Good idea! Let’s do it!
A:  恭喜你取得了好成绩！我们开一个派对庆祝一下吧。

B: 好主意！就这么办了。

004  祝你们喜结良缘！

 Many congratulations on your happy marriage!
A: Many congratulations on your happy marriage!
B: Thank you very much!
A: 祝你们喜结良缘！

B: 非常感谢！

congratulation 是 congratulate
的 名 词 形 式，congratulate
也可以用来表示“祝贺”。
如 congratulate sb. on sth. 表
示“为某事向某人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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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景9 对不起

001 	对不起。I’m sorry.
A: Hey! You bumped into me!
B: I’m sorry.
A: 嘿！你撞到我了！

B: 对不起！

002 	是我的错，我道歉。My mistake. I apologize.
A: Why are you asking me? I didn’t do it.
B: My mistake. I apologize.
A: 你为什么问我？又不是我做的。

B: 是我的错，我道歉。

003 	我并没有那个意思。I didn’t mean that.
A: I can’t believe you said I was fat.
B: I didn’t mean that.
A: 我不敢相信你竟然说我胖。

B: 我不是那个意思。

004 	我为昨天的事感到抱歉。

 I’m sorry about yesterday.
A: I’m sorry about yesterday.
B: Oh no, don’t worry about it.
A: 我为昨天的事感到抱歉。

B: 哦，不用，别把这放在心上。

道歉时，你还可以说：
Sorry about that. 
接受道歉时，你可以这样说：
It doesn’t matter. 没关系。
That’s all right. 没关系。
Never mind. 没事。
Forget it. 别放在心上。

类似的说法还有：
That’s my fault. 这是我的错。
I take the blame. 这全怪我。

需要道歉的事情可能还有：
Sorry about not ringing back. 
抱歉没有给你回电话。
Sorry for the short notice. 
真抱歉，告诉你得这么突然。
Sorry to keep you waiting. 
抱歉让你久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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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景10 劝酒挡酒

001 	咱们再干一杯。Let’s toss one back.
A: Let’s toss one back.
B: Sounds good to me.
A: 咱们再干一杯。

B: 没问题。

002 	我的酒量小。I’m a lightweight.
A: Let’s have another beer.
B: No, thanks. I’m a lightweight.
A: 让我们再来瓶啤酒。

B: 不了，谢谢。我的酒量小。

003 	我喜欢酒里放冰块。

 I’d like it on the rocks.
A: One double shot of whiskey?
B: Yes. I’d like it on the rocks.
A: 要一杯两倍量的威士忌？

B: 是的，要加冰的。

004 	为我们的友谊干杯！

 Let’s drink to our friendship!
A: Let’s drink to our friendship!
B: Bottoms up!
A: 为我们的友谊干杯！

B: 干杯！

“酒量小”还可以说：
I get drunk easily. 
I get drunk quickly.

劝酒时你还可以说：
Let’s have another round. 
我们再来一轮吧。
Get another before you go. 
临走前再喝一杯。

on the rocks 在此表示“加冰块的”。
点酒的时候，你可能还会用到：
I’ll have a cold one. 我要冰镇的。
I’ll have a draft. 我要一杯生啤。



��

 情景11 拍对马屁

001 	你很时尚啊。You are so in style.
A: You are so in style. 
B: Thank you.
A: 你很时尚啊。

B: 谢谢。

002 	你真厉害！ You are so the man!
A: I got another promotion today!
B: You are so the man!
A: 我今天又升职了！

B: 你真厉害！

003 	你真是光芒四射。You’re dazzling. 
A: You’re dazzling.
B: Oh, stop it. You’re just saying that.
A: 你真是光芒四射。

B: 噢，算了。你不过是这么说说罢了。

004 	你有很好的品位。You’ve got good taste.
A: I picked out the shirt to match the one you have on.
B: You’ve got good taste.
A: 我挑了这件衬衫来搭配你现在穿的那件。

B: 你有很好的品位。

005 	你挺上相的。You’re very photogenic.
A: You’re very photogenic.
B:  Thank you. I’ve always liked having  

my picture taken.
A: 你挺上相的。

B: 谢谢。我一直很喜欢照相。

老外常用 rock 这个词来
表示某人很厉害。如：
You rock! 你牛！

夸赞别人时，还可以说：
You look really pretty. 
你真漂亮。
You are in pretty good shape. 
你身材真好。

跟照片相关的赞美句还有：
It’s a beautiful picture of you. 
你这张照片很美。
Oh my God, you’re so much 
cuter than your pictures! 噢，
天哪，你比照片上可爱多了！



��

 情景12 道别

001 	再见。Goodbye.
A: Goodbye.
B: See you.
A: 再见。

B: 再见。

002 	保重。Take care.
A: I’ll see you.
B: Take care.
A: 再见。

B: 保重。

003 	常联系！ Keep in touch!
A: Bye! Keep in touch!
B: I will!
A: 再见！常联系！

B: 我会的！

004 	我得走了。I should get going.
A: I should get going.
B: Already?
A: 我得走了。

B: 这就要走了？

表示再见时，你还可以说：
Bye.
See you around.
So long!

告别的时候，你还可以说：
Take care of yourself. 好好保重。
Have a nice trip. 旅途愉快。

希望与对方保持联系时，
你还可以说：
Stay in touch! 保持联系。
Be sure to drop us a line. 
别忘记来个信儿。
Call me. 给我打电话。

你还可以说：
I’ve got to go.
I have to go now.
It’s time for me to go. 
I’m going to hit the r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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