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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SON 53—— 

 

一. Communication practice  沟通练习  

1. Role play:  * 在超市买日用 pǐn（在家里先写好单子，去超市，xuǎn 日用 

pǐn，请超市里的人 bāng 忙找一个东西，fù 钱，打车回家） 

* 在超市买了东西以后，觉得不太好，回超市 tuì 东西 

* 课本里的 gù 事 

* 去干洗店洗衣 

* 在地 tiě 站 yù 到一个很久不见的老朋友 

2．问一个中国朋友最有意思的 huòzhě 最没有意思的 zhōumò 和假期。 

3．写出一个单子关 yú zhōumò 在家里常常做的事情。 

4．Tán 一 tán 你什么时候在家里做饭，什么时候出去吃饭。 

5．你常去的超市跟 fùjìn 的小商店比，有什么不一样？ 

6．如果你有朋友从外国来，你带他去什么饭馆？为什么？ 

7．问一个中国朋友为什么他们要买 wēibōlú？ 

8．说说中国人的早餐和你的早餐有什么不一样。 

9．比较在中国和你自己的国家人们打 zhāohu 的方 shì (approach, method)

（跟家人，跟朋友，跟 tóng 事，跟老 bǎn 等等） 

10．Jièshào 一下在你的国家大部分人怎么过 zhōum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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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Write out the opposites    写出反义词   

1．开_____   2．dàn______   3. 离 hūn______   4．出 kǒu______ 

5．常常_____   6. wàng 了______   7．jiéshù______   8. 干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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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他的 qī 子 zǒng 是喜欢用_____日用 pǐn，他们家的钱都被 qī 子花了。 

2．书 jià 上_____着一些书和文 jù 什么的。 

3．Jià 钱多少______，只要东西好就可以。 

4．我跟他不 shú，不想跟他______。 

5．贵的东西______是好东西，我们最好买便宜一点儿的。 

6．我想_____王老 bǎn 做生意，因为他很会 zhuàn 钱。 

7．这里_____都是 lājī，我在这儿住够了。 

8．他们只有三个人，可是点了八个菜，真是太______了。 

9．我小的时候，电 shì 很少，现在电 shì 很______。 

10．今天我很忙，不能在你家吃饭了，______再来吃吧。 

11．晚饭，我已经热了两______了，你怎么还不吃？ 

12．到 zhōng 点站的时候，______位子已经没有人了。 

高 jí     打 zhāohu    不见得    到 chù    làngfèi    跟着     

pǔbiàn    gǎi 天     wú 所 wèi     biàn      许多      bǎ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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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Match up the words with the same meaning      同义词搭配        

___  1．wú 所 wèi                         a.  差一点儿      

___  2．不见得                           b.  可能          

___  3．bìng 且                            c.  bàoqiàn      

___  4．也许                              d.  正好 

___  5．很多                              e.  没关 xi 

___  6．对不起                             f.  而且 

___  7．几 hū                              g.  许多 

___  8．多半                               h.  刚才 

___  9．刚刚                               i.  不一定 

___  10．刚好                              j.  大部分 

 

五．Make sentences similar to the examples below using the words 

supplied    用所给词的指定词性造句   

分别:  1. (Adverb)  Example : 他分别给女朋友和她的父母写信。 

           Your sentenc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Verb)    Example:  名 pái xié 和一 bān 的 xié 不好分别。 

       Your sentenc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Noun)    Example:  明天去跟后天去没什么分别。 

       Your sentenc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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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ī:   1. (Adj)   Example:  他刚洗完 zǎo, 头发很 shī。 

Your sentenc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Verb)    Example:  她没带 sǎn, 所以衣服 shī 了。 

  Your sentenc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shúxi:  1. (Adj)    Example:  我跟他不 shúxi，还是你问他吧? 

            Your sentenc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V) Example:  这个司机 mí 路了，因为他不 shúxi 北京的路。 

Your sentenc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六．Fill the blanks with “次”, “biàn” or “一下”  (次 stresses frequency;  

biàn stresses completion; 一下 stresses the short time of the action)   

用“次”或“遍”或“一下”填空   

1．老师 jiǎng 的 gù 事真有意思，我们想再听一______。 

  2．这本书我看了好几______， 才看完一______ 。 

  3．请你看______ ， 这是不是你的笔。 

  4．我 àn 了三______门 líng，也没有人开门。 

  5．北京我去了很多______，下一______我们一起去吧。 

  6．我们先 bǎ 课文 dú 一______，如果发现问题，可以问老师。 

 



LESSON 53 

 81

七．Answer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using  “一……都/也……不/没” 

用“一……都/也……不/没”回答问题   

 

  Example:   为什么你今年 shèngdàn 节不高兴? 

            → 因为我一个礼 wù 都没 shōu 到。 

1．为什么那个学生不回 dá 问题? 

     → 

2．为什么他不看菜单? 

     → 

 3. 为什么你不买衣服? 

     → 

4. 为什么他们要去饭馆吃饭?   

 → 

5. 为什么 zhōumò 他不去朋友家? 

      → 

6. 为什么她的房东要他搬走? 

 → 

 

 

八．Change the following sentences using “一……都/也……不/没” 

用“一……都/也……不/没”改写下列句子   

 

Example:  我今天的 jù 子都错了。 

 → 我今天的 jù 子，一 jù 也没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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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今天经 lǐ 太忙了，不 jiē 电话。 

     → 

2．他请客的时候，tóng 事都没去。 

     → 

3．我今天很 kě，因为我今天没喝水。 

    → 

4．今天老师说得太快了，我没听懂。 

    → 

5．她离 hūn 的时候 bǎ 钱都拿走了。 

    → 

6．她走了以后，没给我打电话。 

    → 

  

九．Complete the sentences using the RVE supplied  

用所给的 RVE 完成句子 

1.  chéng  

（1）   他要去见女朋友，可是车 huài 了，他 ________了。 

（2）   她的英语 bǔxíbān ________，只有几个学生来上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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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他的公司________，现在他是老 bǎn 了。 

（4）   她要 bǎ dàngāo_______八块。   

（5）   他们 bǎ cǎoméi _________ cǎoméizhī 了。 

（6）   这 kē shù 已经                 。 

（7）   他 bǎ 鸡                     。 

 

2.  动  

（1）   东西，他                  。  

（2）   这 liàng 车已经                   。 

（3）    Shèngdàn 老人，已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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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diào 

（1）   衣服上的 dàngāo，她洗              吗?      

 

（2）   那条 gǒu，pǎo                 。 

（3）   这些 lājī，她要             。  

（4）   这块西 guā，他              吗?     

 

4. 走 

（1）   这只 kǎo 鸡              。    

（2）   他 bǎ 汽车              。 

（3）   那个比 sàbǐng，他要             吗? 

 



LESSON 53 

 85

5. xǐng 

（1）   爸爸太 lèi 了, 弟弟___________他。 

（2）   飞机快要飞了，他还___________。 

 

6. 起 

（1）   汽车 jiàngjià 了，所以很多人________。 

（2）    这个饭店很贵，一 bān 人_________。 

 

十．Choose the correct answers according to the text in the textbook  

根据课文选择正确答案   

 

1．Hán 先生和 Hán 太太多长时间没看见太 yang 了? 

  a. 三天                  b. 五天 

  c. 两个星期              d. 一个星期 

2. Hán 太太不喝 kāfēi，因为 

  a. 喝 kāfēi 以后睡不着     b. kāfēi 很贵 

  c. 她没喝 guàn           d. Hán 先生 ài 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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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Hán 太太要去 guàng 街因为 

  a. 下 yǔ                 b. 今天没事 

  c. 许多日用 pǐn 都用完了  d. 晚上睡不着 

4．他们觉得下 yǔ 跟出去 guàng 街 

 a. wú 所 wèi              b. 有关 xi 

 c. 不见得                d. 没关 xi 

5．到站了，Hán 先生 

a. bǎ 太太叫 xǐng 了        b. 睡 xǐng 了 

c. 睡着了                d. 被太太叫 xǐng 了 

6．Hán 太太没跟 tóng 学打 zhāohu，因为 

a. 想不起 tóng 学的名字    b. 太远了 

c. 地 tiě 开走了           d. 觉得很面 shú 

7．Hán 太太喝 nǎi 粉，因为 

a. xiān nǎi 太 máfan       b. xiān nǎi 容易 huài 

c. xiān nǎi 太高 jí         d. xiān nǎi 比较贵 

8．他们去那家自 zhù 餐吃饭，因为 

a. 他们最 shúxi    b. 自 zhù 餐很 pǔbiàn 

c. 今天很晚了   d. 那个自 zhù 餐的 wèi 道 hé 他们的 kǒuwè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