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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SON 46—— 

 

一. Communication practice  沟通练习                                  

1．Role play: * 课文中的打电话部分  

         * 给 jiǔ 店打电话，bāng 一个从国外来的朋友 dìng 房间 

         * 你打算 bào 名 cānjiā 一个 pǎobù 比 sài，打电话打听一下 

            *  bāng 朋友 bǎ 一件礼 wù jiāo 给他的老师 

            * 去电信局 shēn 请 zhuāng (install) 一个电话 

            *  jiāo 电话 fèi 

            * 去电信局 huàn 一个 shǒu 机 kǎ 

2．跟老师 tántan 在你的家 tíng 中，家人的关 xi 怎么样 

3．用手机好不好？ 

4．问你的老师: 她/他 跟自己家人的关 xi 怎样？ 

5．问一些中国人差不多每天要打几个电话？每个月的电话 fèi 是多少？给谁

打电话最多？给谁打电话最少？怎么交电话 fèi？ 

6．你自己每天差不多打几个电话？每个月的电话 fèi 是多少？给谁打电话最

多？给谁打电话最少？怎么交电话 fè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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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Fill in the blanks using the words given below    选词填空  

 

     

今天上 bān 以后，我的 mì 书请我给一个在 Màngǔ 的朋友         。

我的朋友说他给我打了三次电话。第一次打到我家，可是没有人 jiē。然后

打到公司，可是      。后来       了半天才       mì 书那儿。可是

mì 书说我不在，他就请 mì 书       我。 

 

三．Choose the correct words or phrases    选择正确词语   

1．今天我 bìng 了，不能去上 bān，我应该跟老 bǎn 请问  / 请假。 

2．今天我不但要去电信局 jiāo 电话 fèi  / 电 fèi，还要去学校 jiāo 学 fèi。 

3．听说下星期有一个 bǎolíngqíu 比 sài，我打算 bào 名 / bào 告 。  

4．我给爸爸公司打电话，因为我有很 要 jǐn / jǐn 张 的事情 zhuǎn 告他。 

5．我姐 fū 在 Màngǔ dāng huáqiáo /  lǜ 师，经常开会。 

6．今天我给妈妈打电话，可是 半天 / 半年 没人 jiē，真 jísǐ 人了。 

7．我坐飞机到 Màngǔ 的时侯，爸爸正在 有会 / 开会 ，所以不能来 jiē 我。 

8．A: 我给姐 fū 打电话，每次都 zhànxiàn, 怎么办? 

   B: 不要 jǐn / 不 zhòng 要 ，明天再打吧。  

 

 

 

回电话    zhànxiàn    bō    zhuǎn 到    zhuǎn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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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Use the words given to replace the underlined parts of the following 

sentences   替换练习  

1．我带了 1000 块钱，他说不够，可是我觉得够花的。带   1000 块钱   花  

2．                                      zhǔnbèi   20 píng 水   喝 

3．                                      买         50 张 zhǐ    用  

4．                                      借         6 本书      看  

5．                                      zū       10 个 qiú    wán  

6．我觉得自己不够 pàng,还要再多吃一点。 我觉得自己  pàng  多吃一点   

7．                                 这 pán 菜    là    jiā 一点 làjiāo 

8．                                 这些衣服    gānjìng     洗一洗 

9．                                  他打 qiú     好     liàn 一 liàn 

10．                              我 zhèng 钱   多   多 zhèng 一些 

 

五．Match up the sentences on the left with the phrases on the right  配对 

___  1．虽然学 xí 汉语很难，我还是要                  a. 找找看。 

___  2．这件衣服看起来很 piàoliang，请你               b. 学学看。 

___  3．你的中文名字不难写，你可以                   c. 教教看。 

___  4．孩子的信放到哪儿了，快                       d. 试试看。 

___  5．你说你 wàng 了他是哪国人，请你               e. 穿穿看。 

___  6．他以前没比 sài 过，这次他要                   f. 问问看。 

___  7．虽然我听说这个学生很难教，可是我还想         g. 想想看。 

___  8．你知道这是谁 sòng 给你的花吗？你可以          h.写写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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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Make sentences using“够”as an RVE    用 RVE “够”造句   

1． wán 够    他们 wán 了两个小时了，还没 wán 够。  

 

2．  听够                                                。 

 

3． 吃够                                                。 

 

4．  学够                                               。 

 

5． 等够                                             。 

 

6．  看够                                                。 

 

7．  想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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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Fill in the blanks using“才”or“就”    用“才”或“就”填空   

1．马上      上课了，我们快 jìn 教 shì 吧。 

2．现在      八点，还有半个小时呢。 

3．小王坐在那儿想了半天      说话。 

4．大学一 bìyè，她      jiéhūn 了。 

5．她 45 suì 的时候       有孩子。 

6．今天他太 lèi 了，晚饭 zhǐ 吃了一点点       不吃了。     

 

八．Correct the following sentences   改错   

1．他一回来，就我们走了。 

2．我们坐了十分钟的 qì 车才到了。 

3．马上才出 fā 了，你怎么就来。 

4．已经十二点了，你怎么才没睡。 

5．这本书我看了一天才看 wán，他看了半天才看 wán 了 。   

 

九．Choose the correct words according to the text  根据课文选择正确答案 

1．Jīn Wèi-píng 是一位          

a.  lǜ 师       b.  老师       c.  学生 

2．Jīn Wèi-píng 的姐 fu 每年 xià 天都会          带孩子回来。 

a.  请假       b.  放假       c.  假期 

3．Wèi-píng guà 了电话, 就打算去          jiāo 电话 fèi。  

a.  学校       b.  电信局     c.  公司 

4．姐 fu 想 cānjiā bǎolíngqiú 比 sài，Wèi-píng 觉得自己打得不够好， 

所以想     cānjiā。 

a.  下个月      b.  明年       c.  明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