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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SON 51—— 

 

一. Communication practice  沟通练习  

1．Role play:  

* 你搬到新的房子里, 但是你的房子有一些问题，所以去朋友家请朋友

zhōumò的时候 bāngzhù你 xiūlǐ房子 

   * 请 gōng人 bāng你 shuā qiáng和 huànyùgāng            

* 你的 línjū正在 xiūlǐ 房子，从早到晚太 chǎo了，ràng你睡不好觉，也 

不能学 xí，所以你 jué定去他家跟他 tántan这个问题 

* 你的中国朋友刚搬了新家，请你去他家 wán 

* 你刚 zū到新的房子，请中国朋友去看看 

* 你的中国朋友要去你的国家 liú学，她不知道应该住在什么地方，请告

诉她你的意见 

   * 你不小心 nònghuài了朋友借给你的 xiūlǐ gōngjù. 你怎么跟他说？ 

2．跟老师 tántan你在本国住过什么样的房子？xiūlǐ过房子吗？ 

3．Jièshào在你的国家，如果房子有问题，一 bān怎么办？请人 xiūlǐ和自

己 xiūlǐ有什么好 chù和 huàichù？ 

4．在你的国家 jiéhūn的东西和房子谁准备？在中国呢？ 

5．问中国朋友他现在的房子有什么 yōu点和 quē点? 他喜欢吗？ 为什么?

如果不喜欢, 那么，他最喜欢的房子是什么样的? 你自己呢？ 

6．请朋友告诉你他 xiūlǐ房子的经 yàn. 

7．Jiǎng一件最 ràng你 shāngnǎojīn的事情。 

8．请你的中国朋友给你 jiǎng一件最 shāngnǎojīn的事情。 

9．Tántan你学汉语的书有什么 yōu点和 quē点。 

10．Jièshào一下在你的国家人们一 bān住什么样的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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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Match the explanations on the right with the words on the left    配对 

___ 1．yōu点             a. 看 fǎ 

___ 2．quē点            b. 有很máfan的事 

___ 3．shāngnǎojīn                c. 好的方面 

___ 4．意见                       d. 连小的地方都 zhù意到了 

___ 5．shùnlì                     e 不好的方面 

___ 6．zǐxì                       f. 做事没有máfan    

 

三．Put the following items into the stores/shops where they can be purchased     

这些东西下列哪个地方能买到?   

  

水 guǎn        水 lóng头        地 bǎn        电 fēngshàn 

xié guì        洗衣机           tuōbǎ         chuānglián  

tātā米        信 fēng           sàobǎ         méi气 zào 

    电 shì机     水 tǒng           书 guì        笔记本 

lājītǒng        衣 guì            开关           笔 

 

1. 五 jīn店：                                                       

2. 家 jù市场：                                                     

3．文 jù店：                                                       

4．超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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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选词填空  Choose the correct word to fill in the blanks： 

1．他来中国才两年，汉语就说得那么         。        （shùnlì / liúlì） 

2．最 jìn谢先生比较忙，可是因为每件事都做得很       ，所以他很高兴。

（shùnlì / liúlì） 

3．大家都喜欢       天然气做饭，又快又干 jìng，zhǐ是 jià钱比méi气 

贵了一点儿。                                       （lì用 / 用） 

4．今天没事，我 jué定       下午的时间 liànxí发 yīn。    （lì用 / 用） 

5．我      你今天不会来了，真没想到你还来得这么早。 （以为 / 认为） 

6．你     他的想 fǎ怎么样? 如果你觉得好, 我们就这么做吧!（以为/认为） 

7．他做事很      ，所以 tóng事们都喜欢跟他一起 gōngzuò。（zǐxì/小心） 

8．Dōng天要      gǎnmào，出门的时候应该多穿衣服。  （zǐxì / 小心） 

 

 

五. Correct the mistakes in the following sentences    划线改错   

 1．这 tào公 yù, 除了 chú房太小这一个 yōu点以外，哪儿都好。         

 2．我的外国朋友很 lìhai，在中国住了一个月就学会了 lì用 kuài子吃饭。 

3．如果你要买文 jù，你应该去五 jīn店买。                      

 4．我认为你在学校里上课，没想到你在家里睡觉。                 

  5．老大今年考大学，可是不知道 xuǎn哪所学校，他想听听爸爸的 tóngyì。 

6．姐姐喜欢 tǎng在 yùshì的 guì子里，一边洗 zǎo，一边听 yīnyu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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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Replace the underlined parts with the appropriate words 

替换划线部分   

Example:    今天中午天不 qíng，看起来快下 yǔ了。 

              → 今天中午 yīn天， 看起来快下 yǔ了。 

1．这台 kǎoxiāng的好 chù是用电少，huàichù是 shēngyīn有点儿大。 

                                                        。 

2．Wòshì的 dēng不太好，房间里有点儿 hēi，应该 huàn个新的。 

                                                              。 

3．孩子已经 wán了五个小时的电子 yóuxì了，他不想再 wán了。 

                                                               。 

4．这台电 nǎo昨天刚 xiū好，今天又 huài了，他觉得很头 téng。 

                                                               。   

5．他 xùnliàn了三个月，为的是 cān加这次比 sài。  

                                                          。 

 

七．Complete the dialogue using “wúlùn/不 guǎn…都/也…” 

用“无论/不管…都/也…”完成对话   

    Example:       Qī子：   “今天晚上你想吃什么?” 

                   Zhàngfu： “Wúlùn你做什么，我都想吃。” 

 

1．A: 你什么时候欢 yíng朋友去你的新家? 

     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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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A：如果明天下 yǔ，你还去看电 yǐng吗? 

B:                                              。 

3． A: 谁可以 cān加下个星期的 lǚxíngtuán? 

B:                                            。 

 4． A: 你喜欢听 gǔdiǎn yīnyuè还是 liúxíng yīnyuè?  

     B:                                            。 

 5． A: 这件衣服很 shìhé你，可是太贵了! 你买不买?  

B:                                            。 

 

八．Describe the pictures using “all included” or “all excluded”  

用全包括或全排除句型造句   

1.  他们连房子也能搬走。  2.  她就一个人过生日。 

他们什么都能搬走。                                。 

3. A:亲 ài的，你想去哪里?  4. 中国菜、外国菜他都会做 

B:                   。                              。 

5. A:你不想说点什么吗?    6. 她想买多少花儿? 

B: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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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她买了什么东西？      8. 他可以去哪里? 

                          。                                  。 

9.                 10.  她不但会打 yǔmáoqiú, 

妈妈：“你哪天想吃 PIZZA?”                   也会打别的 qiú。   

儿子：“                    。”                                  。 

 

九．Rearrange the following sentences according to the order of the  

text in the textbook     连句成段   

(    ) A. 老 bǎn问他需要什么工 jù。 

(    ) B. 文 zhōng jué定先买几种 píng常用得到的 gōngjù，以后如果 

要别的再买。 

(    ) C. 星期五下了 bān，文 zhōng 就去五 jīn 店买 gōngjù、sàobǎ、

tuōbǎ、lājītǒng 等等。 

(    ) D. 文 zhōng 想了想，他什么 gōngjù都没有。 

(    ) E. 老 bǎn就给了他一些 jiàny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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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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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先 …，等 V够了 O再 V(O)  

in the textbook                                               。 

your sentence                                               。 

2. .…以为…，没想到那么… 

in the textbook                                               。 

your sentence                                               。 

3. VO的 VO，VO的 VO，… 

in the textbook                                               。 

your sentence                                               。 

4. …什么都有，可是没有… 

in the textbook                                               。 

your sentence                                               。 

5. zĭxì  (Adv) 

in the textbook                                               。 

your sentence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