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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零基础·这本英语会话书超好用》收录英语学习者

要掌握的日常生活中常用的场景英语和交际英语，以便学

习者快速掌握这些句子并使用该句子进行实用对话。全书

包括两大部分。

    Chapter 1 是“公共场所说英语”，这一章注重情景

对话，收录在机场、地铁站、银行、餐厅等公共场所中经

常使用的英语实用句，每个核心句均配有一组实用会话，

非常贴近日常生活。

    Chapter 2 是“交际英语实用句”，主要包括寒暄、

谈论天气等主题的英语初级会话以及表达情感、描述感受

等功能表达，这些句子往往构成英语对话中的核心部分。

该部分精选30大主题，每种主题均有7句使用频率最高、

最实用的短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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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具有以下特色：

·		核心句型，举一反三

   本书每一个核心句均标明相应的音标注音及汉语释义，

以便读者举一反三，充分理解和掌握。同时每个主题均

配有二维码，随扫随听，让你看到哪儿听到哪儿！

·		查找简易，携带方便

   全书一页一个主题，简明清晰。该书涉及面虽广，但是

入手容易，查找简易，携带方便，以便读者快速找到最

符合自己需求的实用句，随用随查，即查即用！

·		超夯场景，自如应对

   本书涵盖 30 个超夯场景，所有会话内容都很贴近日常

生活，句子短小精悍、新颖易学，易于背诵和学习。让

你无论身处什么场景，遇到什么话题，都能自如应对！

    本书外形小巧可爱，携带方便，是读者朋友们非常值

得拥有的一本入门小书。

2018 年 6 月



1

目  录

Chapter 1  公共场所说英语 ��������������������������1

1. 机场安检处 2. 入境通关处  3. 机场问讯处

4. 在飞机上  5. 机场免税店  6. 外汇兑换窗口

7. 谈论日程安排  8. 谈论兴趣品位  9. 打电话 

10. 讨价还价  11. 问路   12. 地铁站

13. 出租车  14. 宾馆   15. 饭店

16. 咖啡厅  17. 百货商场  18. 美发店

19. 洗衣店  20. 银行   21. 邮局

22. 医院   23. 药店   24. 书店 

25. 花店   26. 博物馆  27. 照相馆

28. 健身房  29. 演唱会现场  30. 电影院 



2

Chapter 2  交际英语实用句 ����������������������61

1. 感情  

 ◆ 高兴和快乐   ◆ 不高兴和不快乐

 ◆ 担心   ◆ 安慰、鼓励 

 ◆ 生气、失望   ◆ 吵架、打架 

 ◆ 害怕   ◆ 满足、不满 

2. 场景  

 ◆ 相见、分别   ◆ 感谢  ◆ 道歉、原谅 

 ◆ 祝贺、赞美   ◆ 访问、欢迎  ◆ 催促 

 ◆ 拜托  ◆ 送礼、收礼  ◆ 寻人、寻物

 ◆ 劝告、注意   ◆ 报警  ◆ 约定 

 ◆ 迟到、请假  ◆ 变更、失约 ◆ 开玩笑 

3. 话题  

 ◆ 天气  ◆ 工作    ◆ 健康  ◆ 国家 

 ◆ 流行、时髦  ◆ 外貌    ◆ 文化 

注  本书配套音频、外教发音视频及英文习字帖下载地址：
    http://www�ecustpress�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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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1  公共场所说英语

Chapter 1 公共场所说英语

1. 机场安检处 
001

1  Do I have to take off my shoes? 
音 /duː aɪ hæv tə teɪk ɒf maɪ ʃuːz/
译 我得脱掉鞋子吗？

 Do I have to take off my shoes?
   音 /duː aɪ hæv tə teɪk ɒf maɪ ʃuːz/
   译 我得脱掉鞋子吗？

 Yes, and your jacket, too.
   音 /jes ænd jɔː ˈdʒækɪt tuː/
   译 是的，外套也请脱掉。

2  Please put metallic objects into the basket. 
音 /pliːz pʊt mɪˈtælɪk ˈɒbdʒɪkts ˈɪntuː ðə ˈbɑːskɪt/
译 请把金属物品放在篮子里。

 Please put metallic objects into the basket.
   音 /pliːz pʊt mɪˈtælɪk ˈɒbdʒɪkts ˈɪntuː ðə ˈbɑːskɪt/
   译 请把金属物品放在篮子里。

 I see.
   音 /aɪ siː/
   译 我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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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Do I need to take out my laptop? 
音 /duː aɪ niːd tə teɪk aʊt maɪ ˈlæptɒp/
译 我需要把手提电脑拿出来吗？

 Do I need to take out my laptop?
   音 /duː aɪ niːd tə teɪk aʊt maɪ ˈlæptɒp/
   译 我需要把手提电脑拿出来吗？

 Yes, and put it in the basket, please.
   音 /jes ænd pʊt ɪt ɪn ðə ˈbɑːskɪt pliːz/
   译 是的，然后把它放在篮子里。

4  Put your bag on the belt, please. 
音 /pʊt jɔː bæɡ ɒn ðə belt pliːz/
译 请把您的包放在传送带上。

 What should I do with my bag?
   音 /wɒt ʃʊd aɪ duː wɪð maɪ bæɡ/
   译 我的包怎么办？

 Put it on the belt, please.
   音 /pʊt ɪt ɒn ðə belt pliːz/
   译 请把您的包放在传送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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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1  公共场所说英语

2. 入境通关处 
002

1  I’m just sightseeing. 
音 /aɪm dʒʌst saɪtˈsiːɪŋ/
译 我只是来观光旅游的。

 What’s the purpose of your visit?
   音 /wɒts ðə ˈpɜːpəs əv jɔː ˈvɪzɪt/
   译 您来访的目的是什么？

 I’m just sightseeing.
   音 /aɪm dʒʌst saɪtˈsiːɪŋ/
   译 我只是来观光旅游的。

2  I’ll stay here for ten days. 
音 /aɪl steɪ hɪə fə ten deɪz/
译 我在这儿待十天。

 How long will you stay here?
   音 /haʊ lɒŋ wɪl juː steɪ hɪə/
   译 您要在这儿待多久？

 I’ll stay here for ten days.
   音 /aɪl steɪ hɪə fə ten deɪz/
   译 我在这儿待十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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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I have nothing to declare. 
音 /aɪ hæv ˈnʌθɪŋ tə dɪˈkleə/
译 我没有要申报的东西。

 Do you have anything to declare?
   音 /duː juː hæv ˈenɪθɪŋ tə dɪˈkleə/
   译 您有要申报的东西吗？

 No, I have nothing to declare.
   音 /nəʊ aɪ hæv ˈnʌθɪŋ tə dɪˈkleə/
   译 我没有要申报的东西。

4  Please show me your customs declaration form. 
音 /pliːz ʃəʊ miː jɔː ˈkʌstməs ˌdekləˈreɪʃn fɔːm/
译 请出示您的海关申报表。

 Please show me your customs declaration form.
   音 /pliːz ʃəʊ miː jɔː ˈkʌstməs ˌdekləˈreɪʃn fɔːm/
   译 请出示您的海关申报表。

 Here you are.
   音 /hɪə juː ɑː/
   译 给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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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1  公共场所说英语

3. 机场问讯处 
003

1  Why is the fl ight delayed? 
音 /waɪ ɪz ðə fl aɪt dɪˈleɪd/
译 航班为什么延误了？

 Why is the fl ight delayed?
   音 /waɪ ɪz ðə fl aɪt dɪˈleɪd/
   译 航班为什么延误了？

 It’s due to the heavy fog.
   音 /ɪts djuː tə ðə ˈhevɪ fɒɡ/
   译 是因为大雾。

2  How long do I have to wait? 
音 /haʊ lɒŋ duː aɪ hæv tə weɪt/
译 我得等多久？

 How long do I have to wait?
   音 /haʊ lɒŋ duː aɪ hæv tə weɪt/
   译 我得等多久？

 Sorry, we can’t be sure.
   音 /ˈsɒrɪ wiː kɑːnt biː ʃʊə/
   译 抱歉，我们也不能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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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Has fl ight B151 been canceled? 
音 /hæz fl aɪt biː wʌn faɪv wʌn biːn ˈkænsld/
译 航班 B151 已经被取消了吗？

 Has fl ight B151 been canceled?
   音 /hæz fl aɪt biː wʌn faɪv wʌn biːn ˈkænsld/
   译 航班 B151 已经被取消了吗？

 Yes, we’re sorry about that.
   音 /jes wɪə ˈsɒrɪ əˈbaʊt ðæt/
   译 是的，非常抱歉。

4  What’s the new departure time? 
音 /wɒts ðə njuː dɪˈpɑːtʃə taɪm/
译 新的起飞时间是什么时候？

 What’s the new departure time?
   音 /wɒts ðə njuː dɪˈpɑːtʃə taɪm/
   译 新的起飞时间是什么时候？

 Your plane will take off in two hours.
   音 /jɔː pleɪn wɪl teɪk ɒf ɪn tuː ˈaʊəz/
   译 您的飞机将在两小时后起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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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飞机上 
004

1  My seat number is sixteen A. 
音 /maɪ siːt ˈnʌmbə ɪz ˌsɪkˈstiːn eɪ/
译 我的座位号是 16A。

 My seat number is sixteen A.
   音 /maɪ siːt ˈnʌmbə ɪz ˌsɪkˈstiːn eɪ/
   译 我的座位号是 16A。

 This way, please.
   音 /ðɪs weɪ pliːz/
   译 这边请。

2  May I change seats with you? 
音 /meɪ aɪ tʃeɪndʒ siːts wɪð juː/
译 我可以跟你换个位子吗？

 May I change seats with you?
   音 /meɪ aɪ tʃeɪndʒ siːts wɪð juː/
   译 我可以跟你换个位子吗？

 No problem.
   音 /nəʊ ˈprɒbləm/
   译 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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