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LESSON 49 

 50

——LESSON 49—— 

 

一. Communication practice  沟通练习  

1．Role play:  *去 yínháng开 hù (open an account) 

              *去 yínháng hùi钱 (send money through the banking system) 

              *在飞机上 yù到一个做mào易的人，跟他 liáo天 

              *去一个mào易公司找 gōngzuò 

2．问一些中国朋友：他们知道中国 jìn出 kǒu什么东西吗？ 

3．问一些中国朋友：他们喜欢穿 yùndòngxié吗？ 为什么？ 

4．问一些中国朋友：他们想不想开一个自己的公司？ 为什么？ 

5．看報紙 huò去 yínháng了 jiě一下 dāng天的 人mínbì跟美 yuán的 huìlǜ. 

6．如果你有一个朋友要来中国开公司，你可以 bāng他了 jiě什么情 kuàng? 

7. 如果你有一个中国朋友，他要出 kǒu一种东西到美国去，你会 bāng他打

听什么？ 

8. 请学生 tán一 tán，他们国家中有哪些有名的公司在中国做生意，对这些

公司的情 kuàng有什么了 ji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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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Match the explanations on the right with the words on the left   配对   

___  1. jié果                 a. 不 pà  

___  2. biànhuà                  b. 不经常 

___  3. gǎn                     c. 有一样的看 fǎ 

___  4. jìxù                      d. 现在   

___  5. ǒu’ěr                      e. 一 zhí不 tíng地做事 

___  6. 认为                    f. 跟别人学 xí 

___  7. tóng意                 g. 跟以前不一样      

___  8. mù前                    h. 觉得 

___  9. 请教                  i. 最后的情 kuà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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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Mào易公司的老 bǎn，每天 zhù意 huìlǜ / zhǎngjià 的 biànhuà。 

2．她很少吃西餐，不过 经常 / ǒu’ěr 吃一次比 sà饼。 

3．每年 shìjiè上都 fā生 / fā现 很多大事。 

4．我 认识 / 认为 学汉语很不容易。 

5．我是新来的公 wùyuán，有很多事情需要 请问 / 请教 你们。 

6．我想 bāng忙 / 拜 tuō 你 bǎ这 fēng信给我的女朋友。 

7．Gōng人要 ànzhào / ānpái 老 bǎn的意思去做。   

8．Bìng人 jiǎnchá shēntǐ以后，都 xīwàng有好的 jié果 / jiésh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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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Answer the questions using “dào(是)”      用“倒 (是)”回答下列问题 

  Example:      A: 打完 páiqiú，我们都觉得很 lèi，你呢? 

B: 我 dào是觉得不 lèi。 

1. A: 她对穿衣服很 jiǎngjiu，你呢? 

B:  

2. A: 他们说 Qīngdǎo的 xià天很 liáng快，你认为呢? 

B: 

3. A: 有人说北京不好 wán儿，你 tóng意吗? 

B:  

4. A: 我觉得 gǔdiǎn yīnyuè最好听，你说呢? 

B: 

5. A: 最 jìn很多外国人都想离开 Yìnní, 因为 dāng地 fā生了一些事情， 

你呢? 

B:        

  6. A: 有人说国 jì mào易很难做，你觉得呢? 

B:   

 

五．Answer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using  “… dào是…, 可是/就是…”  

用“…倒是…可是/就是…”回答问题  

Example:     A: 我觉得你的汉语 jìnbù了不少。 

             B: 我的汉语 jìnbù dào是 jìnbù了，就是四 shēng还 

不 biāozhǔ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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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A: 我听说你很喜欢打 páiqiú。 

B:  

2．A: 那 liàng Fǎ国车，你一定很喜欢吧? 

B: 

3． A:  听说这家西餐 guǎn lí他家很 jìn。 

B: 

4． A: 你爸爸 tóng意你去国外 dú书了。 

B: 

5． A: 听说你对 jìn出 kǒu mào易很有 xìngqu。 

B: 

 

六．Make sentences according to the following examples   模仿造句   

 

1．               a. Cǎoméi 比 西 guā贵四分 zhī三。 

（4.00/斤）    （1.00/斤）       b. Cǎoméi 有 西 guā的四 bèi那么贵。 

                             c. Cǎoméi是 西 guā的四 bèi贵。 

 

2．       a.                                 。 

 （学生）     （老师）       b.                                 。 

           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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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a.                                 。 

（大楼 180米高）  (教 táng 60米高)    b.                                 。 

c.                                 。 

4．                a.                                  。 

（80公分长）    （60公分长）    b.                                  。 

c.                                  。 

5．      a.                                 。 

（600公里/小时） (100公里/小时)   b.                                 。 

                             c.                                 。 

 

七．Choose the correct words to fill in the blanks    选择正确答案   

1. 国 jì学校去年有 120个学生，今年有 240个学生。所以，今年的学生是

去年的______。 

a. 两 bèi         b. 一 bèi       c. 三 bèi       d. 二分 zhī一 

2. 这家 yīyuàn有 25位 yī生，有 50位 hùshi。所以，yī生是 hùshi 

的______。 

a. 两 bèi         b. 一 bèi       c. 三 bèi        d. 二分 zhī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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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第一场 yīnyuè会要开两个小时，第二场要开 4个小时。第二场比第一场

长______。 

   a. 两 bèi         b. 一 bèi       c. 三 bèi       d. 二分 zhī一 

4. 西 ān 的 tǐyùguǎn 高 70米，天 jīn 的 tǐyùguǎn高 160米。天 jīn 的比

西 ān的高_______。 

    a. 两 bèi多      b. 一 bèi多     c. 三 bèi       d. 二分 zhī一 

 

八．Fill in the blanks using the words given below    选词填空   

  

 

 

1. 这几年，Yìnní______了很多问題，一些______关门，很多 gōng人都

没有 gōngzuò了。可是我朋友的mào易公司______不 cuò， ______

公司还______开着。 

2. 如果你不太懂______mào易，你可以______我的朋友，他一定会 bāng

你的。 

 

 

 

1．A: 你______今年mào易公司的情 kuàng怎么样? 

B: 不知道，最 jìn huìlǜ ______很大，你应该______每天的报纸。 

  2．天气 yù报说这几天 zhǐ是______有 yǔ，______这个星期天天下大 yǔ。 

mù前   fā生   gōngchǎng   jìxù   请教   dào是   jìn出 kǒu 

zhù意  认为  yuán来  ànzhào  拜 tuō  没想到  ōu’ěr  biànhu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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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我本來想我不认识他，見面以后才知道______我們是小学 tóng学。  

  4．今天我 tè 别忙，______你 tì 我去这家公司，______这个地 zhǐ 你一

定能找到那儿。 

 

九．Search out the sentences from the text in your textbook similar to the 

words or sentence patterns below, then create new sentences yourself   

从课文中找出相关词的句子，并模仿造句   

1. yuán来  

in the textbook                                               。 

your sentence                                               。 

2. 没想到  

in the textbook                                               。 

your sentence                                               。 

3. 一方面…, (另)一方面… 

in the textbook                                               。 

your sentence                                               。 

  4．ǒu’ĕr 

in the textbook                                               。 

your sentence                                               。 

  5．jié果 (N) 

in the textbook                                               。 

your sentence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