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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SON 44—— 

 

一. Communication practice  沟通练习  

1. Role play:  a. 课本 biǎoyǎn 

b. 刚 jiéhūn不久的 fūqī请朋友吃饭 

c. 跟朋友说：不要 jiǎnféi了   

d. 打电话 dìng 晚 cān，请饭 guǎn 服 wùyuán sòng到家 

2．Discuss：jiǎnféi好不好？ 

3．Discuss：在家做饭好，还是去饭 guǎn吃饭好？ 

4．给老师 jièshào一下你自己国家的人 píng常喜欢吃什么。 

5．教老师做一道你自己国家的菜。 

6．如果请比较多的人来吃饭，zhàngfu、qī子、孩子 píng常怎么 bāng忙？ 

7．Jièshào自己 píng时喜欢吃什么。 

8．问一个中国人怎么做一道中国菜，然后上课的时候告诉老师。 

9．问中国朋友 píng时怎么吃饭，在家还是去饭 guǎn？ 

10．问中国朋友吃过西 cān吗？觉得怎么样？跟中 cān有什么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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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王太太不会做 shālā，所以她一边看 菜 dān / shípǔ 一边学着做。 

2．他要 jiǎnféi / jiǎnchá，所以天天 pǎobù,一天就吃一个 píng果。 

3．做中国饭，怎么用 tiáoliào / tiáowèi 很 zhòng要。 

4．人的生活 xíguàn 不 xíng / 不 tóng ，所以喜欢的东西也不一样。 

5．我喜欢吃 油 nì / 油条 的东西，xiàng红 shāo猪肉什么的。 

6．谁做的 gālí牛肉饭，问 / wén 起来最 xiā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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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According to your preference, place the following foods beside its 

method of cooking:  按你的喜好将下列食品归入不同的烹饪方法中 

 

xiāngcháng     面包    qiǎokèlì dàngāo    米粉    qīng菜  

包子     suānlàtāng     鸡 dàn    mán头     肉 wántāng  

gālí饭     yāo果鸡 dīng     jiǎo子    qīngjiāo牛肉    鱼 

 

kǎo                                                           

zhēng                                                         

zhǔ                                                           

chǎo                                                          

jiān                                                           

zhá                                                           

 

四. True or false?    判断对错   

(    )  1. Jiǎnféi xū要多吃鱼、肉，少吃水果、qīng菜。 

(    )  2. 吃油 nì的东西对 shēntǐ好。 

(    )  3. Jiǎnféi shípǔ里，最 zhòng要的是 yùndòng。 

(    )  4. Xiāng油、wèijīng、大 suàn、花生油都是 tiáoliào。 

(    )  5. 大 bù分西方人都 ài吃 dòufu。 

(    )  6. 一边喝茶一边喝 kāfēi是美国人的 xíguàn。 

(    )  7. 西 shì早点和中 shì早点都有 tǔ司面包。 

(    )  8. 好 zhàngfu都会 bāng太太做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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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Describe the following pictures using “ 一边 … 一边”  

看图用“一边…一边”造句 

 

1．     他们一边 yóuyǒng，一边 tiàowǔ。 

2．                                                  。 

3．                                                。 

4．                                                  。 

5．                                                     。 

6．                                              。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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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Describe the following pictures using “ verb来 verb去” 

用“verb来 verb去”描述下列图片   

1．    他们 tán来 tán去，已经三年了，还不 jiéhūn。 

  

2．                                                  。   

 

3． .                                                。 

 

4．                                           。  

 

5．                                                 。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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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Describe the following pictures using “才” and “就”    用“才”“就”造句 

1．    孩子不 kū的时候，妈妈 cái能 gōngzuò。 

 

  2． （15 suì）                         ，就有男朋友了。 

 

3．   大家都 xiūxi了，                               。 

 

4． （6个月）                               ，还不会说话。 

 

5．   他们不喜欢用电话，                               。 

 

6． （早上 4点）                  ，难 guài他们没起 chuá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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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Fill in the blanks using “才” or “就”    用“才”“就”填空 

美美是刘太太的女儿，她      五 suì，大家都说她很 cōng明。美美不

到一 suì      会说话了，一 suì半      开始 dú书了。如果妈妈给她 jiǎng 

gù事，美美听两次以后      可以自己 jiǎng出来。有人问她：“为什么你

rènshi那么多汉字?” 她说：“不多不多，      rènshi三百个汉字。” 

美美 fēi常 cōng明，可是不太听话。妈妈说：“你不可以在饭前吃东西。”

可是美美说：“我      吃一点。” 妈妈说：“你每天要 shuā两次 yá。” 美

美说：“我      想 shuā一次。” 妈妈说：“你为什么不听妈妈的话?” 美美

说：“你说的对，我      听，如果你说的不对，我      不听。” 

 

九. Choose the correct sentence pattern    填空   

 

 

 

1．校长      到，我们      开始。  

2．妈妈做好      饭以后，孩子们      高 xìng得吃起来了。 

3．      你没有钱，      别去 lǚxíng了。 

4．       你觉得看 shípǔ做菜容易，      多做几道菜吧。 

5．你做 wán      zuòyè      去 shuì觉吧。 

6．他      吃饭，      想看电 shì。 

7．这个 chǎo菜 guō cái用      三次      huài了。 

8．      你不喜欢吃太油的菜，      吃 shālā吧。 

如果…就…       …了…就        一…就…     jì然…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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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Choose the correct answer according to the text in the textbook 

根据课文选择正确答案   

1．汉 píng和美 lián打算 zhōumò请 tóng事来家里吃饭，美 lián 

dānxīn         。 

a. 她不会做菜               b. 她 zhàngfu不 bāng她 

c. 她 tóng事不来          d. 没有 shípǔ 

2．汉 píng和美 lián从 shípǔ里 xuǎn了几道菜? 

a. 一道菜                b. 两道菜 

c. 三道菜                 d. 四道菜 

3．美 lián guàng了所有的 tān子,买了很多东西，可是找不到         。 

    a. kōngxīn菜              b. 大 suàn 

      b. 黄油                   d.  tiáoliào 

4．每个人都说他们两个做的菜好吃，tè别是         又 nèn又 xiāng? 

a. shālā                  b.  gālí牛肉 

b. zhēng鱼                d.  chǎo qīng菜 

5．他们 jiéhūn的时候，汉 píng的妹妹 sòng给他们一个         。 

a.  chǎo菜 guō           b. 电饭 guō 

b.  shǒu机              d. 名 pái电 shì机 

6．虽然这次请 kè很 lèi，可是他们学会了         。 

    a.  liáo天                 b. 做饭 

    b.  guàng yè市           d. 做mán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