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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SON 42—— 

 

一. Communication practice  沟通练习  

1. Role play: 去 市场 / yè市 买衣服的 qíngkuàng: 

a.可以 bǎ课文的 nèiróng biǎoyǎn出来. 

b.老师是老 bǎn, 学生是 kè人, liànxí shì穿衣服, jiǎngjià等等. 

2. Role play: 去 家 jùdiàn 买家 jù. 

3. Role play: 刚买的衣服 fā现不太 héshì (有点大，yánsè不喜欢)，想 huàn

別的.  

4. 跟老师 tántán自己买衣服的 xíguàn和 ài好. 

5. 买名 pái衣服好不好？ 

6. 问中国朋友对穿衣服有什么 tè别的 ài好. 

7. 问朋友 píng时谁给他/她买衣服？比较喜欢去哪儿买衣服？为什么？ 

8. 问朋友衣服什么 pái子比较有名？买不买名 pái？为什么？买衣服时， 

什么比较 zhòng要？ 

9. 比较你在自己的国家买衣服和在中国有什么一样和不一样的地方. 

10. 比较在你的国家人们穿衣服的 xíguàn和样 shì (style) 跟中国有什么不

一样. 

 

二. Write the opposites:  写出反义词   

1．shēn  _______      2．长 xiù的 _______     3．báo  _______  

4．kuān  _______      5．pàng   _______      6．国外 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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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Match the explanation on the right with the words on the left:  配对   

__  1．yè市                      a. 有很多人，很 chǎo 

__  2．rènao             b. 比以前的 jià钱便宜 

__  3．shìhé                      c. 晚上在外面卖东西的地方  

__  4．tèjià                   d. 很好看   

__  5．算了                        e. 别想了  

__  6．shuài                       f. 对……正好  

 

四．Complete the sentences using the “从…起” pattern:  用“从…起”完成句子 

1. 从后天起，qìyóu 要            了，sī机真 shòu不了! 

2.              ，妹妹在国外打 gōng zhèng钱了。 

3.              ，Màidāngláo就 kèmǎn了，fēi常 rènao。 

4. 从下个月起，老二就           了，我自己的时间 yuè来 yuè多了。 

          

五．Complete the following mini-dialogues using “bìng不” to deny facts or 

contradict statements:  用“并不”完成对话   

1. A: 小王，别人告诉我名 pái shǒu机很难买到。 

B: 

2. A: 学开车真难，两个月了我还没拿到 jiàshǐ zhízhào。 

B: 

3. A: 在中国每个人都有 yīliáobǎoxiǎnkǎ 和 信用 kǎ吧?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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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A: 在中国，如果要 shēn请出国, 一定很快吧!  

B: 

5: A: 大学生很容易找 gōngzuò吧?  

B:     

 

六．Choose the correct words:  选择正确词语   

1．他的车 bèi zhuàng了，可是他 bìng不 / bìng没 shòu zhòngshāng。 

2．去年，他 bìng没 / bìng不拿到 bóshì学位，因为他每天 wán 电子

yóuxì。 

3．虽然他的 kǒuyīn很 zhòng，可是他说话 bìng没 /  bìng不 xiàng你说

的那么难懂。 

4．日本饭看起来很 piàoliang，可是吃起来 bìng没 /  bìng不那么好吃。 

5．我想 xià天的衣服该 jiàngjià了，可是大 shāng场 bìng没 / bìng不

jiàngjià。 

 

七. Complete the sentences using the pattern “chèn……机会/的时候”: 

用“趁…机会/的时候”完成句子   

1. 你能不能 chèn              的机会给我买一张 yìngwò票? 

2. Chèn你去             的时候, shùn便给我的车 jiā yóu，好不好? 

3.        现在电 nǎo 生意 jìngzhēng不太 lìhai，                 。 

4. 你去 Hángzhōu lǚxíng，chèn                 ，可以多 wán一会儿。 

5. Chèn             的时候，我们去 yè市 guàngguang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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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Complete the following sentences using “等…再” or “先…等…再”: 

用“等…再”“先…等…再”完成句子   

1．等到了市中 xīn以后，                                     。 

2．等你 gǎnmào好了以后，                                   。 

3．等爸爸给你买了头 kuī以后，                               。 

4．                      ，我们再去 hǎi边 yěcān 吧。 

5．                      ，我们再用信用 kǎ吧! 

6．先 zhǔnbèi好，等                    再 duān出 dàngāo来。 

7．先打听         ，等机票打 zhé的时候                   。 

8．你先吃吧，等                   我再吃。 

 

九．First arrange the pictures in the correct order, then use “先…再” or  

“等…再” or “先…等…再” to make sentences: 

先写出正确顺序，再用“先…再”/“等…再”/“先…等…再”造句 

1． fù钱                  先买东西，再 fù钱。      

（ 2 ）           （ 1 ）         or: 等买了东西以后，再 fù钱。 

 

2．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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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   ）          （   ）                     

 

4．                                             。 

（   ）    （   ）     （   ） 

 

5． 买票 páiduì                        

（   ）      （   ）          （   ）                           。 

 

十. Complete the sentences using the words given below:  选词填空   

 

 

     

 

Xǔ先生       在中国住了三年了。他们很喜欢中国，tè别是中国

的 chūnjié他们觉得 fēi常       。今年，他们又打算在中国过年。上

从现在起   fūfù   pèi   rènao   穿起来   yè市   算了   héshì    

 名 pái   tèjià   chèn这个机会   还是…好了   píxié    cái    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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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ōumò，他们       去了一家饭 guǎn吃了 Chuān菜，喝了 nǎi茶，

然后        去 guàng         。 

Xǔ先生想        看看有没有        的 chènshān和 píxié。他

告诉 qī子，他最喜欢中国的名 pái，看看 yè市上有没有。 

他们 guàng了很久，有很多        的衣服和 xié，可是没有名

pái。他们 jué定       ，        去大 shāngdiàn         。 

他们要离开的时候，有一个卖 xié的要 ràng他 shì穿一下 píxié。

这 shuāng píxié又 shū服又好看。Qī子觉得他        很 shuài，也

很好        别的衣服，他们就买了。他 jué定，        ，不 guǎn

是不是名 pái，如果穿起来 héshì都可以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