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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SON 50—— 

 

一. Communication practice  沟通练习  

1. 比较 nóngcūn生活跟 chéng市生活的不 tóng。 

2. Tántan自己小时候的生活，bìng说说自己的生活有什么 biànhuà。 

3. Tántan来到中国以后，自己发生的 biànhuà。 

4. 问一个中国朋友现在的生活跟以前的有什么 biànhuà？ 

5. 问中国人觉得mù前的 huánjìng怎么样？对这个问题有什么看 fǎ？

Huánjìng和 经 jì，哪个更重要？你自己的意见呢？ 

6. 问一个老家在 nóngcūn的大学生他老家的 qíngkuàng，bìyè以后，愿

意回老家吗？为什么？ 

7. 问一个老家不在 nóngcūn的学生 bìyè后，愿意去 nóngcūn gōngzuò

吗？为什么？ 

8. 问一个来到 chéng市 打 gōng的 nóngmín，他为什么要来到 chéng

市？他觉得怎么样？ 

9. 了 jiě一下你住的 chéng市 fùjìn的 nóngcūn种什么？Nóngmín的生

活怎么样？ 

10. Role play: 给一个 lǚxíngshè打电话要去 nóngcūn lǚyó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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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Match the explanations on the right with the words on the left   配对   

     1.  nóngmín              a. wēndù、jià钱比以前 dī 

       2．wūrǎn             b. 每一次都是这样 

       3．zǒng是                 c. 机 qì 做大部分 gōngzuò，人 zhǐ

做简单的 gōngzuò 

       4．下 jiàng                 d. 天不 qíng，可能还有点儿 lěng 

       5．自 dònghuà              e. huánjìng不干 jìng 

       6．yīn天                   f. 他们的 gōngzuò是种菜和种 tiá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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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我小的时候，每年春节家里 zǒng是来很多        。 

2．昨天的       说，今天比较 lěng，晚上的气 wēn会        。 

3．今年下了很多 yǔ，南方的不少 chéng市都        。 

4．以前北京人都住在        里。 

5．春天的时候，我喜欢到        里去，因为那儿的       很新 xiān。 

6．我朋友刚到中国的时候，        听不懂汉语。 

7．我们的新房子有一个花园，里面有很多花和 cǎo，       很美。 

8. 听到儿子考上大学的       ，爸爸高兴地 tiào了起来。 

下 jiàng     nào水 zāi    kōng气    四 héyuàn    xiāo息   

天气 yù报   亲 qi朋友    大自然     huánjìng     完 quá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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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Complete the following sentences using the words given below   

完成句子   

1．我 yéye家有一个很大的 nóng场，                  。（种，yǎng） 

2．地下 shì太 zāng了，                                。（打 sǎo） 

3．孩子小的时候，我没有去上 bān，                     。（zhàogù） 

4．最 jìn nóngmín很忙，因为 dào子 shú了，             。（shōugē） 

5．我每天起 chuáng的时间都差不多，                    。（一 bān） 

6．妈妈生 bìng 的 xiāo息，                             。（ràng/shǐ） 

 

五．Look at the pictures below and then complete the sentences using 

“才”, “就” or “再”             看图完成句子，用 “才、就、再” 

 

1． 钟每天五点 xiǎng，今天                          。 

 

2．  大家都睡觉了，                                 。 

 

3．   大家都在教 shì看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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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妹妹先洗 liǎn                               睡觉。 

5．  这件衣服上个月还 500多块，                    。 

 

6．  老 bǎn说：“下 bān了，明天                    吧。” 

 

7．  (4:00 a.m.)  火车应该 2点到，                       。 

 

8.                      一 suì，还不会自己吃饭了。 

 

9．   姐姐今年上大三，明年                                。 

10． 今年他们的钱不够，                          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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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Fill in the blanks using “就” , “才” or “再” as appropriate   

用“就”、“才”、“再”填空   

1. 他两点       下 bān了，我七点       下 bān。 

2. 妈妈说：“你写完 zuòyè，       能 wán儿电 nǎo。” 

3. 这本书他两天       看完了，我一个星期       看完。 

4. 事情 tán完了，他       走。 

5. 我们 bān有 30个学生，你们 bān      10个学生。 

6. 她这个月很忙，下个月      能来中国。 

7. 飞机上的人都在休息，      他一个人在 gōngzuò。 

8. 我六 suì      开始学 huàhuà了，姐姐现在      开始学。 

9. 他      回到家，小王      来找他了。 

10. 今年我们太忙了，明年       jiéhūn吧。 

11. 那个外国人前年      去北京了，可是今年      开始学 pǔtōng话。 

12. Zán们今天不打 qiú了，明天    打吧。 

 

七．Make sentences similar to the examples given      模仿造句   

1. 他的亲 qi朋友大部分是 nóngmín，有的种水果，有的种菜，有的种 tián。 

                         ，有的       ，有的         ，有的       。 

2. Nóngmín zǒng是比较 zhù意天气的 biànhuà。 

           zǒng是                                              。 

3. 每天的天气 yù报对他们 fēi常重要，yóuqí是关 yú台 fēng的 xiāo息。 

                                  ，yóuqí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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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Zhěng个 xià天他们都在一起 wán，难 guài他们是那么好的朋友。 

                               ，难 guài                         。 

 

八．True (T) or False (F)?  (according to the text)    判断对错   

（   ）1. 台 fēng来的时候会 yīn天，气 wēn下 jiàng，nào水 zāi，还 

带来 huánjìng wūrǎn。 

（   ）2. Nóngmín在 cǎo地上种 tián和 shōugē，在 dàotián里 yǎng yáng。 

（   ）3. 一到 xià天，水 gōu里就有很多 zhāngláng、wén子和水牛。 

（   ）4. 放假的时候，孩子不喜欢 zhěng天在四 héyuàn里 dú书，他们

喜欢去大自然里 wán儿。 

 

九．Choose the correct words to fill in the blanks  根据课文选择正确答案   

1．马先生的亲 qi朋友大部分是       。 

    a. yī生       b. 老师       c. nóngmín     d. 生意人 

 2．因为没有 kōng气 wūrǎn而且 tǔ地也大，所以     的 huánjìng 

    最 shìhé yǎng牛、yǎng yáng。 

    a. 东部       b. 南部       c. 西部        d. 北部 

3．Píng时 nóngmín都        ，每天早上差不多六点就得到 tián里

gōngzuò了。 

    a. 早睡早起   b. 早睡晚起   c. 晚睡早起    d. 晚睡晚起 

4．       他们种的东西多半都 shòu不了太 dī的气 wēn，所以气 wēn

下 jiàng也得小心。 

    a. 春天       b. xià天      c. qiū天       d. dōng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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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是他们最快 lè 的日子，白天生活在大自然里，晚上听 yéye 

jiǎng gù事。 

    a. hán假     b. shǔ假    c. 春节      d. 春假 

6．每年一到 xià天，水 gōu里就有很多 zhāngláng和 wén子，他们 jué

定这个       一起来打 sǎo。 

    a. zhōumò    b. 月 dǐ      c. 月 chū   d. 年 d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