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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SON 41—— 
 

一. Communication practice 沟通练习  

1.  Jièshào 自己上大学时, 打 gōng 的 qíngkuàng。 

2.  Role play: 跟一个中国朋友 dìng yuē 会。（去 kāfēiguǎn huò 朋友家） 

3.  Role play: 在 Màidāngláo 点 cān 和要一些东西。比方说: 要 

  fānqiéjiàng、面 jīnzhǐ 等。  

4.  Discuss：在大学又打 gōng 又学 xí 好呢，还是 zhǐ 学 xí 不打 gōng 好？ 

5.  如果一个学生的家 tíng jīngjī qíngkuàng 很好，还要打 gōng 吗？ 

6.  Role play: 本来跟中国朋友 yuē 好了要去 bāng 他／她 zhǔnbèi kǎoshì， 

但是 hū 然有事不能去，给你的朋友打电话说明 qíngkuàng。 

7.  Role play: 在 Màidāngláo 吃饭时 yù 到一个很久没见面的朋友，跟他 tán 

话。 

8.  问学生为什么喜欢去 Màidāngláo。 

9.  问服 wùyuán 觉得在 Màidāngláo 打 gōng 怎么样。 

 

 

二．Circle the odd-one-out: 划出类别不同的词   

  1.  bīng 块    xuěbì         可 lè          suānnǎi 

  2.  zhá 鸡      yěcān        牛 pái         汉 bǎobāo 

  3.  cānjīnzhǐ   xǐ 衣 fěn      xǐjiéjīng        shǔtiáo 

  4.  jiǎo 子     chūnjuǎn     chǎomǐfěn      fānqiéjià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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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Replace the underlined explanations in the following sentences with 

the words supplied below: 选择合适的词替换划线部分   

  

 

 

1．今年 shǔjià，八月三十一号是最后的时间。 

2．我跟我的女朋友今天下午五点半在 jiǎo 子 guǎn 见面。  

3． Shǔjià 的时候，有的 tóng 学找一家公司 gōngzuò，有的到国外去 cānjiā 

huódòng。 

4．这个 zhōumò 很多 tóng 学要在一起，tántán bìyè 以后的事 qing。 

5．我 xīwàng 自己能有一 xiē 钱，可以 jìxù（continue to）上学。 

6．他每天 gōngzuò 很 lèi，所以他想 xiūxi 两天。 

7．今天这家饭 guǎn 那么多人，已经没有位子了。 

8． 服 wùyuán shǒu 里 ná  一 pán qīngjiāo chǎo 牛 ròu，他要 sòng

给 kè 人。 

 

四．Answer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using “不是 A, 就是 B, 要不然就是 C”: 

用“不是 A, 就是 B, 要不然就是 C”回答问题   

      1. A: 我的 shǒu机diū了, 你知道在哪儿吗? 

B: 不是在 wòshì，就是在 kètīng， 

   要不然就是在 cāntīng 吧。 

a. yuē 会    b. zhèng 钱    c. 出国    d. jiéshù    e. jù 会     

f. kèmǎn       g. 打 gōng       h. duān      i. xīnk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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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A: 你都怎么去 lǚxíng? 

B:                          ，  

                            。 

      3.  A: 孩子最 jìn 怎么样?  

kū    nào (noisy)   不 shuì 觉       B:                          ， 

                                                              。 

       4. A: 你都什么时候回国? 

  shǔjià    hánjià   shèngdànjié      B:                          ， 

                                                                。 

       5．A: 在你住的 chéng 市里, 你都去 

大学路      五一路    jiěfàng 路        哪儿买东西? 

   B:                            ， 

                                                                。 

      6. A: 今年你打算去哪里 lǚxíng？ 

  美国       Hán 国    Fēilǜbīn      B: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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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Describe the following pictures using “yuè Adj / V yuè Adj ”: 

用“越 Adj / V 越 Adj”描述下列图片   

1．                

飞机 yuè 飞，yuè 高。            ( yuè V, yuè Adj )  

飞机飞得 yuè 高，我 yuè dānxīn。  ( yuè Adj, yuè Adj ) 

2．                       

                                 。( yuè V, yuè Adj ) 

                                 。( yuè Adj, yuè Adj ) 

3．                   

                                 。( yuè V, yuè Adj ) 

                                。 ( yuè Adj, yuè Adj ) 

 

六．Describe the following pictures using “yuè 来 yuè ”: 

用“越来越”描述下列图片   

 

1．          她 yuè 来 yuè 老，快 tuìxiū (retired)了。 

16 岁    30 岁      50 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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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天气                            。 

    12 月     1 月       2 月           

 

3．1+1=?  (5+3)×6=?  35÷7×9=?   gōng 课                       。 

 

4．         lóu                           。 

 

七. Complete the sentences using “不 guǎn/wúlùn …… 还是”: 

用“不管/无论……还是”完成句子   

1．Wúlùn 这件衣服多么 piàoliang，我还是不能买。  

2．                             ，我还是得用 gōng 学。 

3．不 guǎn 下多大的 yǔ，                                         。 

4．                             ，他还是要天天 pǎobù。 

5．不 guǎn 这个饭 guǎn 有多少人，                                。 

6．Wúlùn 美国多 yuǎn，                                          。  

7．                             ，我还是得做饭。 

8．不 guǎn shŏu 机多便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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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Describe the following pictures using “不 guǎn / wúlùn A (还是) B, 都...”: 

用“不管/无论 A (还是) B,都......”描述下列图片 

1.        wúlùn 中 cān 还是西 cān，我都喜欢吃 。 

 

2.                                              。 

 

3.                                               。  

 

4.                                               

 

九．Search out the sentences from the text in your textbook similar to the 

words or sentence patterns below, then create new sentences yourself:  

从课文中找出相关词的句子，并模仿造句   

 

1．qíshí ,   可 xī 

   in the textbook                                                。 

your sentenc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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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shòu 不了  

in the textbook                                              。 

your sentence                                              。 

3．V 走   

in the textbook                                              。 

your sentence                                              。 

4．xiǎng  ([of bells] to sound or ring) 

in the textbook                                              。 

your sentenc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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