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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SON 47—— 

 

一. Communication practice  沟通练习 

1. Role play: 

 * 在学校 zhùcè 

   * 在 lǚguǎn dēng记 

   * 在 yīyuàn guà号 

   * 开学时，你为 shètuán做 guǎng告，请新生 cānjiā自己的 shètuán 

   * 在火车上你 yù到了一位大一的新生，他／她正要去自己的大学，问 

他／她对自己的大学生活有什么打算 

   * 在 kāfēiguǎn你 yù到了一位大学生，跟他／她 tántán大学生活。 

2.  跟老师 tántan你自己的大学生活 

3.  在大学里 cānjiā shètuán活 dòng好不好 wán？ 

4.  问中国朋友大学的时候，cānjiā了什么 shètuán？怎么样？ 

5.  问朋友在中国大学，大一的新生怎么 zhùcè？  

6.  问朋友 píng时有什么 ài好？做得怎么样？ 

7.  问中国朋友怎么 ānpái自己的大学生活？ 

8.  比较中国的大学生活和你自己国家的有什么一样和不一样？  

9.  在中国你难得做什么？ 

10. 大学 bìyè以后，跟以前的大学 tóng学还 liánxì吗？关 xi (relationship) 

怎么样？问一些中国朋友一样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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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Match the verbs with the appropriate noun：  配对   

___  1．dā                   a. yīnyuè 

___  2．bēi                 b. 小 tíqín 

___  3．听                  c. zhàngpeng 

___  4．lā                   d. bēi包 

___  5．下                   e. jiànshēncāo 

___  6．tiào                 f. xiàngqí  

___  7．看                  g. huàndēngpiān 

___  8.  找                 h. zīliào 

 

三．Circle the word which doesn’t fit   划出类别不同的词   

1．yīnyuè会    小 tíqín     国 jì xiàngqí      mínzúwǔ 

2．lǚyóu        lùyíng       dēng山        dēng记 

3．日子         新生       dēng记          zhùcè 

4．开心         ānpái       gǎn xìngqù       有 qù 

 

四．Make sentences similar to the examples given below    模仿造句   

1．对大部分的新生来说，每个 shètuán他们都 gǎn xìngqù。 

对外国人来说，学 xí中文不是很容易。 

your sentence:                                              。 

2．我妹妹从来没听过 yīnyuè会。 

我从来没去过美国。 

your sentenc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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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我从来不喝 jiǔ , 所以我很 jiànkāng。 

他从来不晚来。 

     your sentence:                                              。 

4．昨天晚上我没吃饭，è 得不得了。 

Gǔdiǎn yīnyuè好听得不得了。 

your sentence:                                              。 

5．他们下 zhōumò 要 ānpái pá山，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 

  我们要去北京看长 chéng，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 

 your sentence:                                             。

6．难得有这么好的天气，我们应该带孩子们出去 wán。 

你那么忙，难得来这儿，chèn这个机会多住几天。 

    your sentence:                                             。 

7．他 bìng了好几天了。 

   我找你好几次了，你都不在家。 

your sentence:                                              。  

8．北京的朋友已经给你做了很好的 ānpái，你就放心去吧。 

   今天我有很多 ānpái。 

your sentence:                                              。 

9. 他 ānpái我们今天下午在学校见面。 

    客人的吃、住都 ānpái好了吗? 

 your sentence:                                              。 

10. 他要 liánxì我们去北京 lǚyóu。 

我们很长时间没有 liánxì了。 

your sentenc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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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Answer the questions using vague & indefinite statements   

看图回答问题   

1.   他吃什么?   他没吃什么，喝一点 tāng而已      

 

2. 昨天她跟谁 wán了?  3. 她要去哪儿?   

                             。                                。 

 4. 你说什么?               5. 她在想什么? 

                             。                                。 

 6. 过生日他请谁?             7. 她从哪儿来? 

                             。                                。 

 

  8. 昨天她学了多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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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Answer the questions according to the story, using vague & indefinite 

statements： 根据故事回答问题   

 

王先生、王太太星期日中午请他们的朋友李先生、李太太来家里吃饭。 

星期六他们在家里打 sǎo、zhěnglǐ了一天。星期日早上他们去菜市场 

买了菜和水果，回家后, 他们就开始 zhǔnbèi午饭。下午他们吃完饭， 

sòng走李先生、李太太。回家的路上，他们 yù到了 línjū张太太。 

Píng时张太太就很喜欢打听别人家的事情，chèn这个机会，她跟王 

先生、王太太打听起来: 

 

张太太：“你们这两天都忙什么了?” 

王太太：“我们没忙什么，请朋友吃饭而已。” 

 

张太太：“你们做了多少菜?”      

王太太：                                    。  

          

王太太：“你去哪儿?”           

张太太：                                    。 

           

    王太太：“你的衣服很 piàoliang，谁 sòng的?”      

张太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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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Fill in the blanks according to the text in the textbook   

根据课文选择正确答案   

1. Jiǎng Hóng-chāng和 Jiāng Lín是______。 

a. 小学 tóng学    b. chū中 tóng学   c. 高中 tóng学 

2. Jiǎng Hóng-chāng考上了______。 

a. 中文 xì         b. 英文 xì        c. 地 lǐ xì 

3. Jiāng Lín考上了______。 

a. lìshǐ xì      b. é文 xì       c. yīnyuè xì 

4. Jiǎng Hóng-chāng对______ gǎnxìngqù。 

a. dēng山 shè     b. yīnyuèshè 

5. Jiāng Lín喜欢 ______。 

a. yóuyǒng      b. yīnyuè      c. pá山 

6. Jiǎng Hóng-chāng和 Jiāng Lín一起去______吃午餐。 

a. 学校 shítáng    b. 饭店 

7. 他们离开 shítáng后，看见两个学生在_______。 

a. 打 lánqiú       b. 下国 jì xiàngqí 

8. 一个学生告诉 Jiāng Lín  ______有一场 yīnyuè会。 

a. 月 dǐ           b. zhōum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