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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SON 43—— 

 

一. Communication practice  沟通练习  

1. Tántan自己喜欢的 yùndòng有没有 cānjiā过比 sài，qíngkuàng怎么样? 

2. Role play: 去 zhàoxiàngguǎn 洗 zhàopiān (shùmǎ zhàopiàn)，bìng 请

他們 fàng大 huò suō小. 

3. Role play: 请朋友 cānjiā一个自己办的 tǐyù比 sài. 

4. Jièshào本国中学和大学的 tǐyù课. 

5. Jièshào在本国比较 liúxíng和自己比较喜欢的电 shì jiémù. 

6. Jièshào在本国有几 zhǒng方 fǎ 洗 zhàopiàn? 怎么做? 

7. 如果学 xí很 jǐn张，学生还应该上 tǐyù课吗? 

8. 问一个男的中国人, 他喜欢什么 tǐyù活 dòng? 为什么? Cānjiā过比 sài

吗? 再问他的太太huòzhe女朋友喜欢这 zhǒng活dòng吗? 为什么? 

9. 问朋友比较喜欢看什么电 shì jiémù? 最 jìn什么 jiémù比较 liúxíng? 

 

二. Choose the correct words   选择正确词语   

1. Yùndòng会还没开始，很多人都在看比 sài / 比 jiào以前的 biǎoyǎn。 

2. Yùndòng会上，有很多 biǎoyǎn的 jié日 / jiémù，都很有意思。 

3. 为了 páiqiú比 sài能得到 guànjūn，老师天天 liànxí / xùnliàn 他们。 

4. 小陈经常 cānjiā tǐyù比 sài，几 hū / 几次 每次都得 jiǎng。 

5. Duān午 jié的时候，多少 / 多半 的家 tíng都吃 zòng子。 

6. 他 chèn这次 lánqiú比 sài rènshi了很多朋友，他觉得 fǎn正 / wúlùn 

都有一样的 xìngqù，他 yuàn意跟大家一起 xùnlià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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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Write the opposites   写出反义词   

1. tuō                            2. ǎi                

3. shū                          4. fàng大             

 

四. Write down the following sports names   写出下列运动名称   

                        

lánqiú                                                         

                      

_______                                                        

 

五. You are going to furnish a new house. First place the following items in 

    their appropriate room, and then using “bǎ”, describe how you set out 

 each room   房间布置：先说出名称，再用“把”字句说出如何摆放  

                      

1. wòshì       2.            3.            4.           5.       

                

6.          7.          8.            9.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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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example: 我要 bǎ shāfā和 电 shì机 fàng在 kètīng里 

1．                                                  （chúfáng）  

                                                      

2．                                                  （wèi生间） 

                                                      

3．                                                  （wòshì） 

                                                        

 

六. Change the sentences into the “bǎ” pattern   句型变换   

Example:  这 fēng信，我要寄给我妈妈。 

   → 我要 bǎ这 fēng信寄给我妈妈。 

1．那本书，请你带到美国去，好吗？                 

     → 

2．这个 shŏu机，我要借给弟弟。            

→ 

3．这个问题，我要先想一想。            

→ 

4．他的东西，请你 fàng在 zhuō子上。          

→ 

5．孩子的书包，请你带来。                  

→ 

6．你的máo衣，他已经穿上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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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这本书，请你 bāng他 dú一 dú。              

→ 

8．这些东西，我都要带回家去。                

→ 

9．这件事，我不能告诉别人。               

→ 

10．这个东西，我要 sòng给我的男朋友。 

→ 

 

七. Describe the pictures using the “bǎ” pattern plus the following words 

用所给的词语造“把”字句   

 

1.        fàng       请 bǎ书 fàng在 zhuō子上。 

2.           洗                                        。 

3.            关                                        。 

4.       tiē                                       。  



LESSON 43 

 18

5.          寄                                       。 

6.          bān                                      。 

7.  kè人  sòng                                    。 

  8.            qiē                                       。 

八. Fill in the blanks using “给”, “在” or “到”       用“给”“在”“到” 填空   

1．Āyí bǎ 家 jù bān        kètīng 去了。 

2．请 bǎ 这几本书还        张老师。 

3．不要 bǎ自 xíng车 fàng        门 kǒu。 

4．这些 jù子很难记，所以我要 bǎ jù子都写        本子上。 

5．我朋友 bǎ fáng子卖       李先生了。 

6．太太 bǎ孩子 sòng       yòu儿园去了。 

7．谁 bǎ qì车 tíng        马路中间了? 

8．你怎么 bǎ我的钱 sòng        那个外国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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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Complete the following sentences using “bǎ” plus other appropriate words 

用“把”字和适当的动词及其他成分填空  

1．请   bǎ   这件衣服   穿上    吧! 

2．         这台电 shì机          kètīng里! 

3．我         这些 zhàopiàn          zhuō子上了。 

4．我 wàng了         他的东西        飞机场。 

5．我朋友        他的外 tào        fáng间里了。 

6．谁       书包         这儿了。 

7．他是什么时候        信         你的? 

8．Sī机       qì车       天 jīn去了。 

9．快       bìng人        yīyuàn去吧! 

10．别      jiǎo子都       ，给我一点儿! 

 

十. Correct the mistakes in the following sentences  改错   

1. 我 bǎ这件事 qing yǐjīng zhīdào了。 

2. 请 fàng书在 zhuō子上。 

3. 我 bǎ这本书看不懂。 

4. 在英国，我没 bǎ这些语 fǎ学过。 

5. 他们很快 bǎ饭吃。 

6. 我刚来北京，还没有 bǎ路 rènshi。 

7. 他 bǎ信没写 wán。 

8. 我们 bǎ教 shì jìn去了，老师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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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Choose the correct answer according to the text in the textbook 

根据课文选择正确答案   

1．上个 zhōumò师 fàn大学和         一起开 yùndòng会。 

     a. lǚxíngshè        b. 外语学 yuàn    c. hángkōng公司 

2．因为刚好是          ，所以 yùndòng会 fēi常 rènao。 

     a. 母亲 jié        b. chūnjié        c. duān午 jié 

3．比 sài以前有一些 jiémù，xiàng gōngfu biǎoyǎn、          等等。 

     a. fang fēngzheng  b. shèxiàng比 sài  c. chàng-gē biǎoyǎn  

4．Lì -文经常 cānjiā比 sài，几 hū每次都          。 

     a. 得 guànjūn     b. 得第二名     c. 得 jiǎng 

5．因为太 yáng很 shài，所以多半人都 dài着           。  

     a. 太 yáng yǎnjìng  b. mào子        c. zhàoxiàng机 

6．她 bǎ dǐpiàn拿到 zhàoxiàngguǎn去 洗, shùn便      了几张 fàng大。 

 a. 拿          b. 要            c. xuǎ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