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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SON 48—— 

 

一. Communication practice  沟通练习  

1. Role play:  * 课本的 gù事 

                * 请中国朋友吃饭，和他 tántan中西餐的不 tóng 

             * 中国朋友要去 cānjiā一个西方人的 hūn礼 (wedding)， 

因为要吃西餐，他要了 jiě一下吃西餐有什么 jiǎngjiu 

2. Jièshào一下自己的 kǒuwèi 

3. Tántan yǐnshí (food & drink) 和 jiànkāng的关 xi (relationship)  

4. Tántan自己对中国 yǐnshí的看 fǎ 

5. 问中国朋友的 kǒuwèi怎么样 

6. 了 jiě中国人请客吃饭时有什么 jiǎngjiu 

7. 了 jiě中国朋友对西餐的看 fǎ。 

8. 问中国朋友 yǐnshí和 jiànkāng的关 xi 

9. 你对中国最好 qí的是什么？ 

10. 比较中餐和西餐一样和不一样的地方。 

11. 吃快餐 (fast food) 有什么好 chù和 huàich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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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Fill in the blanks using the words given below    选词填空   

 

 

 

 

1. 王太太做饭很        ，而且做 fǎ很       。她不做什么 tè别的菜，

都是一些      ，可是又好吃又有 yíngyǎng（nutritious）。        是 

每种 tāng，xiàng kǔguā tāng，hǎi带 tāng, xiānggū tāng都 tè别好吃。

不但       中国人的       , 而且也 hé外国人的 kǒuwèi。        

2. 王小姐的男朋友很喜欢       ，可是今天不说话了。王小姐很       。

后来才知道她的男朋友       了。他们 jué 定下星期回国。 

 

三．Match up the opposites    找出反义词   

___  1. 生                          a. fùzá   

___  2. máfan                         b. suí便 

___  3. 简单                        c. 方便 

___  4. 有 qù                          d. 没意思 

___  5. jiǎngjiu                         e. xiāng 

___  6. kǔ                             f. huàichu  

___  7. 好 chù                         g. shú 

___  8. chòu                            h. tián 

 

yóuqí      jiǎngjiu     hé ... kǒuwèi      有经 yàn      

想家       好 qí       jiǎng xiào话      家常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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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Make sentences according to the following examples    模仿造句 

1．中国菜的做 fǎ比较 fùzá，可是很好吃。 

                                                               。 

2．他不需要工 zuò，因为他爸爸 zhèng钱很多。我觉得他的想 fǎ很不好。 

                                                               。 

3．很多人觉得 fó教 tú的生活很没意思，可是他的看 fǎ不是这样。 

                                                               。 

4．他的 zhàngfu每天 bǎ家 zhěnglǐ得干干 jìngjìng。 

                                                               。 

 

 

五. Match up the following phrases to form complete sentences     配对 

___ 1．今天我头 téng 得很 lìhai，     a. 还是坐车去吧。 

___ 2．学校离飞机场很远，          b. 还是等打 zhé 再买吧。 

___ 3．我 dù子 è了，                c. 还是去 yīyuàn 吧。 

___ 4．我不喜欢吃日本饭，           d. 还是给他 jiǎng一些 xiào话吧。 

___ 5．最 jìn商店的东西 zhǎng jià了,   e. 还是吃中国饭吧。 

___ 6．他今天很想家，              f. 还是先吃点东西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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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Fill in the blanks using “再” or “才”     用“再”“才”填空   

1．Gōng课写完以后     休息，好不好? 

2．妈妈说吃 bǎo了以后      可以出去。 

3．报告写完以后      找经 lǐ吧! 

4．九点      上课，你怎么八点就来了。 

5．你下了 bān以后      去朋友家吧?  

6．如果下次考得好      能打电 nǎo。 

7．Tiē好邮票以后      寄出去吧! 

8．吃了饭以后      可以睡觉。  

9．你得去机场      能见到他。 

10．他五十多 suì       jiéhūn。 

 

七. Complete the following sentences using “起来” as an RVE   完成句子 

Example: 她 jiǎng 的 xiào话, 听起来没有意思。 

1．办公 shì里没有人的时候，请 bǎ门          。 

2．下 bān以后，要 bǎ chuāng          。 

3．这 zhī小 niǎo太小，现在还           。 

4．Lánqiú 和 páiqiú           ，你更喜欢哪一个?  

5．下个月我们就要            ，因为要开学了。 

6．Gāngqín太 zhòng，三个人也           。 

7．在国 jì学校，学生回 dá问题不需要            (stand up) 吗? 

8．老师 jiǎng的 gù事很有意思，学生听了都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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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我们三十年没见面了，可是他还是能           我的名字。 

10．电话号mǎ那么多，你的号mǎ我           了。 

 

八．Choose the correct answer according to the text in the textbook   

根据课文选择正确答案   

1．Hú先生是一位        ，他 gōngzuò的部门每天都有很多的事。 

     a. fó教 tú         b. lǜ师          c.公 wùyuán  

2．Hú先生对       的问题很有经 yàn。 

     a. jiāotōng         b. shuì           c. bǎoxiǎn 

3．Hú太太 zhǔnbèi了一些家常菜: kǎo tǔ豆，意大 lì面 和        。 

     a. kǔguā tāng     b. hǎi带 tāng     c. suānlà tang 

 4．他们觉得中国的水果很好吃，杨 táo和        他们以前从来没吃过。 

     a. yòu子        b. hāmìguā       c. xiāngguā 

  5．他们打算去 yè市 guàngguang，吃了     再回来 zhěnglǐ xíng李。 

a. yèxiāo           b. 意大 lì 面     c. 家常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