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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SON 52—— 

 

一. Communication practice  沟通练习  

1．跟老师 liáoliao rùxiāngsuísú的问题：第一次来中国发现哪些方面和本国 

   不太一样，怎么慢慢 xíguàn，有什么地方还不太 xíguàn？ 

2．Tántan自己的看 fǎ：在中国怎么 rùxiāngsuísú？ 

3．Role play:  * 跟朋友学怎么包 jiǎo子 

* 教一个外国朋友包 jiǎo子 

* 课本里的 gù事 

* 在公共汽车上 yù到你的老师 

4．Tántan自己最关心的一个 shè会问题。 

5．Tántan本国学生和老师的关 xi (relationship). 

6．问中国朋友教师节怎么过？放假吗？有什么 qìngzhù活动？对这个节日

有什么看 fǎ？ 

7．问中国朋友在大学的时候和老师的关 xi怎么样？ 

8．问中国朋友对什么 shè会问题最 gǎn兴趣？为什么？他的想 fǎ怎么样？ 

9．比较中国的节日和本国的节日（有哪种节日？为什么有(huòzhe没有) 那

个节日？Fēngsú xíguàn怎么样？放假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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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Match the explanations on the right with the words on the left    配对 

___  1．等不 jí               a. 在 tè别的日子里，有一些开心的活动 

___  2．qìngzhù             b. zhù意而且 ài别人 

___  3．亲 qiè               c. 跟 dāng地人的做 fǎ一样   

___  4．关心                d. 不能再等了                                                             

___  5．hútu                e. 对人 fēi常好               

___  6．rùxiāngsuísú         f. 不明白、不 qīngchu               

 

三. Complete the sentences using the words given below      选词填空 

 

 

 

1．她才学了一年的汉语，        汉字还不会写。 

2．他们 jiéhūn才两年，就       了，真可 xī。 

3．女儿考上大学了，爸爸妈妈 jué定请她的好朋友们来家里       一下。 

4. 你找 cuò门了，王先生不住在这里，他住在        。 

5．今天路上 dǔ车，他        就来晚了。  

 6．春节的时候，我的外国朋友们也        ，跟我们一起吃 jiǎo 子。 

7．Āiya! 我真        ，我 wàng了今天是我 zhàngfu的生日。 

8．这个问題我们要 jìxù tǎolùn, 你还有什么        沒有？  

9．吃饭的时候，我们 zǒng是喜欢听一些        的 yīnyuè。 

10．Xú老师很喜欢跟学生 liáo天，他们经常 tán到一些        问题。 

qìngzhù   意見      shè会    好听      差一点儿   

    hútu      好些      gébì       离 hūn    rùxiāngsuís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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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Choose the correct festival     选择节日   

  1．中国的教师节是每年的        ，学生们会为老师 biǎoyǎn很多节mù。 

     a. 十月一日       b. 九月十日       c. 四月五日 

 2．以前中国人不过        ，现在 yuè来 yuè多的中国人跟西方人一起 

    qìngzhù这个节日。 

     a. 春节           b. láo动节       c. shèngdàn节 

3．在中国，        这一天，quán家人一定要一起吃月饼，看月 liang。 

     a. yuánxiāo节     b. 教师节         c. 中 qiū节 

4．每年        这一天，有人会 cān加 huá lóngzhōu 比 sài。 

     a. qīng明节       b. shèngdàn节     c. duān午节 

5．        是中国的 yuánxiāo节。 

     a. 春节前 15天     b. 春节后 7天     c. 春节后第 15天      

6．Duān午节这一天很热 nao，中国人会        。 

     a. 吃 zòng子       b. 包 jiǎo子       c. 吃 tāngyuán 

 

五. Choose the correct words      选择正确词语   

1．每年 xià天，国 jì学校的学生都有两个月的 假日 / 假期。    

2．张老师对人很 亲 qiè /  亲自，zǒng是 xiào着跟人说话。    

3．爸爸很 zhàogù / 关心孩子的学 xi，每天都要跟孩子一起 liànxí英语。 

4．Yéye年 jì / 年 jí大了，不能 pá楼 tī了，还好这 dòng公 yù里有电 tī。 

5．听说 zhōumò要到 jiāoyóu / jiāo外去 yě餐，孩子们高兴得 tiào了起来。  

6．早上起来，我 gǎn觉 / 觉得很不好，头 téng，可能是 gǎnmào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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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Fill in the blanks with the appropriate Verb+RVE 选择动词用 RVE填空 

A. 上：    ài    考    xuǎn     gǎn    看     suǒ     帶    加   

  1. 老二高中的 chéngji一 zhí很好，今年        了一所有名的大学。 

  2．请你快一点儿开(车)，我 dān心我们会        飞机。 

  3．这个门怎么了，我花了很长时间也        ，你愿意 bāng我吗？ 

  4．这家商店的衣服样子不好看，我 guàng了半天，一件也        。 

  5．我也想 cān加这场比 sài，你可以 bǎ我的名字        吗？ 

 

B. 下：    坐     住     穿     吃     zhuāng     放     喝   

  1．已经十点了，外面又下大 yǔ，你今天晚上就在我家        吧。 

  2．你家的客 tīng太小了，大 gài        十个人，还是来我家吧！ 

  3．你放心，这个 sùliàodài一定能        五斤西红 shì。 

  4．我刚刚吃完午饭，shí在        这个 bīngqílín了。 

  5．我的家 jù很多，这个小房间        吗？ 

 

C. diào：      洗      卖     dào     rēng     tuō     pǎo   

  1．Chuānglián nòngzāng了，我试了很多种方法，怎么也       。 

  2．这个 nóngmín在天 hēi以前，bǎ所有的青菜都        。 

  3．我喜欢一回到家就        xié，穿着 wà子在地 bǎn上走。 

  4．爸爸有个 xíguàn，每天早上上 bān时，shùn便 bǎ lājī        。 

  5．他 tōu了别人的 pí包以后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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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了：   bìyè    拿    到    做    回    干    wàng   

  1．下个月 18号是我 yéye 90 suì的生日，我一定         。 

  2．你今天没开车，        这么多东西吗？ 

3．今天 dǔ车很 lìhai，我觉得七点以前        家。 

  4．你的 chéngji这么 zāogāo！再不 nǔlì学 xí，我 dān心你会         。 

  5．搬家以后，房子太大了，我一个人        那么多事情。  

 

七．Choose the correct RVE to complete the sentence  选择正确的 RVE 

1. 这件事说说容易，可是办______很难。 ( 起来  下来  出来 ) 

2. 这只钟放在门上面很 héshì，你可以 bāng我 guà______吗?  

（上去  上来  下去） 

3. 这次考试太难了，我做了半天，也做不______。（下来  出来  下去）  

4. 请十个人吃饭，我一个人 shí在忙不______，最好有个人 bāng我。 

（起来  过来  下来） 

5. 我很喜欢这 tào公 yù，我打算 jìxù住。 （下来  下去  出去）  

6. 这儿的 fēngjǐng太美了！我要 zhào____。（下去  出来  下来）  

7. 这 zuò山太高了，我想我 pá不______（上去 上来 下来）。 

8. 这所学校办得很好，学生一年比一年多______。（下去  起来  下来）  

9. Shèngdàn节的时候，我们会买来很多礼 wù，一件一件地包______ 

（过来  起来  下来）, 然后给朋友寄______。(出去  出来  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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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Fill the blanks with the appropriate words     填空   

    今年教师节，我和几个比较 tán得_____的同学，     好了去 Xú老师

家 qìngzhù教师节。我们要       水 jiǎo给老师吃。 

到了老师家，我们就忙      包水 jiǎo，老师给我们       好听的

yīnyuè。Xú老师很喜欢跟学生在一起，今天他的 jīngshen tè别       ，

虽然他已经六十 suì了，但是一点儿也看不     他的年 jì。第一 pán jiǎo子

zhǔ好了，我们请老师先     ，老师说 wèi道不 cuò。因为做得太多，我们

吃不       ，就 sòng了一些       gébì的 línjū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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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这些外国人 rùxiāngsuísú，跟我们一起 cān加教师节 qìngzhù活动。 

 我们一到 Yún南 就 rùxiāngsuísú，穿着他们的衣服 tiào起了mínzúwǔ。 

                                                                。 

2．因为买的东西太多了，在路上 diào这个、diào那个的，真 lèisǐ了。 

   因为 yè市的东西太多了，她又买这个、又买那个的，都快拿不了了。 

                                                                。 

3. 关 yú shè会问题，他们 gè人有 gè人的意见和看 fǎ。 

   对中国菜来说，她们 gè人有 gè人的吃 fǎ和做 f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