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东西 – Tim Hulsen, Feb 2014
我 和 我 的 朋友 去 商店 买 东西。
商店 在 北京 饭店 旁边， 上海 路。
店员 说：“欢迎 您 来 我 的 商店。”
我 说: “我 要 买 一 件 衣服。”
店员 说：”您 要 什么 颜 色 的 衣服？”
我 说： “我 要 买 一 件 橙 色 的 衣服。我们 是 荷兰 人。”
店员 说： “这 件 橙 色 的 衣服 二十 块。”
我 的 朋友 说：“这 见 件 橙 色 的 衣服 太 贵 了。十 五 块，好 不 好？”
店员 说： “你们 是 荷兰 人。 只 看， 不 买！ 十 八 块， 好 不 好？”
我 的 朋友 说： “这 件 橙 色 的 衣服 是 中国 制造 的。 十 七 块， 好 不 好？”
店员 说： “好。 您 还 要 买 别 的 吗？”
我们 说： “不 要， 谢谢。 再见！”
店员 说： “再见!”
wǒ hé wǒ de péng yǒu qù shāng diàn mǎi dōng xī 。
shāng diàn zài běi jīng fàn diàn páng biān ， shàng hǎi lù 。
diàn yuán shuō ：“huān yíng nín lái wǒ de shāng diàn 。”
wǒ shuō : “wǒ yào mǎi yī jiàn yī fú 。”
diàn yuán shuō ：”nín yào shí me yán sè de yī fú ？”
wǒ shuō ： “wǒ yào mǎi yī jiàn chéng sè de yī fú 。wǒ men shì hé lán rén 。”
diàn yuán shuō ： “zhè jiàn chéng sè de yī fú èr shí kuài 。”
wǒ de péng yǒu shuō ：“zhè jiàn jiàn chéng sè de yī fú tài guì le 。shí wǔ kuài ，hǎo bú hǎo ? ”
diàn yuán shuō ： “nǐ men shì hé lán rén 。 zhī kàn ， bú mǎi ！ shí bā kuài ， hǎo bú hǎo ？”
wǒ de péng yǒu shuō ： “zhè jiàn chéng sè de yī fú shì zhōng guó zhì zào de 。 shí qī kuài ， hǎo
bú hǎo ？”
diàn yuán shuō ： “hǎo 。 nín hái yào mǎi bié de ma ？”
wǒ men shuō ： “bú yào ， xiè xiè 。 zài jiàn ！”
diàn yuán shuō ： “zài jiàn !”

Me and my friend go to the shop to buy something.
The shop is next to the Beijing restaurant, on Shanghai Road.
Shop assistant: “Welcome to our shop.”
Me: “I want to buy some clothes.”
Shop assistant: “What color would you like?”
Me: “I want to buy something orange. We are Dutch people.”
Shop assistant: “This one is orange. It’s 20RMB.”
My friend: “20RMB is too expensive. 15, is it OK?”
Shop assistant: “You are Dutch. You prefer to take a look. 18RMB, what do you think?”
My friend: “This clothes is produced in China. How about 17? ”
Shop assistant: “Alright then. Do you want anything else?”
Us: “No, thank you. Goodbye!”
Shop assistant: “Goodby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