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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SON 54—— 

 

一. Communication practice  沟通练习  

1．Role play:   

    * 你要 chèn 放假去旅行，去旅行 shè 了 jiě 一些情 kuàng 

    * 你要办学生 zhèng，需要去 zhàoxiàng 馆 zhào zhào 片 

    * 回国时，怎么出(hǎi)关和上飞机 

* 你的中国朋友要去你的国家旅行，bāng 他 ānpái 时间表，去哪里 

最好，等等。 

* 你要去中国朋友的老家看他，打电话请他来 jiē 你 

2．跟老师 tántan 你第一次出国旅行的经 lì     

3．Tántan 你自己的一次有意思的旅行 

4．Tǎolùn：七天的假期怎么过比较好 

5．问中国朋友如果能出国旅行想去哪儿？ 为什么？ 

6．请中国朋友 jièshào 一下在中国办 hùzhào 有哪些 shǒuxù？ 

7．出国旅行应该 zhù 意什么？在中国旅行呢？ 

8．Jièshào 一个 zhí 得去旅行的地方 

9．问中国朋友关 yú 在中国 jiéhūn 和离 hūn 的 shǒuxù 

 

 

 



LESSON 54 

 88

二. Complete the following sentences using the words given below  填空 

旅行 shè    旅行 tuán    手 xù     zhuǎn 机     guī 定     dāi 

zhí 得    出发    jiějué    zhōngyú    发 dá     guǎn    yángé 

1. 我想 cān 加 一个________去旅 yóu，我应该给_______打电话。 

2. 还有半个小时飞机就要起飞了，你还没办上飞机的_______呢。 

3. 他们告诉我飞机不能 zhí 飞 Jílóngpō，需要在 马 nílā_______。 

4. 他不想 sòng 孩子去那个学校，那个学校对学生_______得比较 yángé。 

 5. 我知道 hǎi 关_______不能带 jiǔ 坐飞机，但是没想到他们 jiǎnchá 得很

_______，我带的 jiǔ 都被 jiǎnchá 出来了。 

 6. 如果我们 9 点_______， 11 点就可以到那个地方，在那儿_______ 

3 个小时，然后回来。 

7. 这本书_______学完了，我可以去 dù 假了。 

8. 那个问题还没_______，我还得想办法。 

9. 美国是个_______的国家。 

10. 这本书_______看，因为里面有很多有意思的 gù 事。 

 

三．Circle the word that doesn’t fit    划出类别不同的词   

1． qiānzhèng   hùzhào      shēnfēnzhèng   日期 

2． hǎi 关      旅行 shè   人 kǒu      zhàoxiàng 馆 

3． dǎo       高楼      tǐyù 馆       tú 书馆    

4.  kǎ         zhí 飞      zhuǎn 机       dìng 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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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Put the word in the brackets in its proper place in the sentence 

为所给的词选择正确位置   

___  1.  那个先生 xīwàng 你说得 A 一点儿，他要记下来 B。（xiángxì） 

___  2.  请你给我你的 A 地 zhǐ，我 B pà 我找不到你的家。 (xiángxì) 

___  3．这个年 qīng 人 A 那么好，B 你 ài 他。  （zhí 得） 

___  4．家长 A xīwàng 老师对自己的孩子 B 一点儿。(yángé) 

 

五．Complete the following sentences    完成句子   

 

1． 你 kǎo 的 dàngāo 太好吃了，                             。  

(I want to eat one more piece)  

2． 这本书我以前看过，                                     。   

(I want to read it again)  

3． 离开北京以后，                                         。 

(I haven’t seen him again)  

4． 吃了晚饭，                                             。 

(have some fruit as well)  

5．  我已经给他写了信，                                     ？ 

(do I need to telephone him as well?)  

6．  我要 bǎ 你的 hùzhào 号 mǎ 记下来                          。 

(for fear that I will forget it ag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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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Fill the blanks using “再” 或 “又”       选择 再”或“又”填空  

1．昨天我 wàng 了带 yàoshi，今天我_______ wàng 了。 

2．他刚刚从 马 nílā 回来，今天_______出门了。 

3．你上次给我买的打印机很好，我想_______买一个。 

4．除了学 chàng-gē 以外，她_____学了 tiàowǔ。 

 

 

七．Complete the sentences using  “再…就 ”   用“再…就”完成句子   

A: Example：Qiānzhèng，我已经等了一个月了，再等我就得 tuì 机票了。 

1．你已经 wán 儿了两个小时了，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他等公共汽车，已经等了 40 分钟了，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我在中国已经 dāi 了 3 年了，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 Example: 如果再头 téng，你就一定要去医院。 

1．我再等他 5 分钟，如果他再不来，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上课的时候你再说话，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她再不写 zuòyè，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你再想一想，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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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Translate the following sentences    翻译   

1．I did not hear clearly, could you say it again? 

2．You ate too little this morning; how about eating some bread as well? 

3．Please don’t ask me again, I don’t know. 

4．I will never say that impolite word to you again. 

 

九．Complete the sentences using “再也不…了, 别再…了 or 不再…了” 

用“不再…了；别再…了；或 再也不…了”完成句子   

1．   他说：“我上课的时候再也不说话了。  

                “我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我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医生说：“你别再吃太多黄油了。 

                       “你______________________。” 

                       “你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她说： “我不再找女朋友了。” 

                     “我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我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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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孩子对爸爸说：“_____________________。” (smoke) 

5．  他们现在是朋友了，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angry at each other） 

6．   他们家每个人都做自己的事，_________________。 

（watch TV） 

7．    他说: “我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rink) 

 

十．Complete the sentences using the RVE supplied 用所给的 RVE 填空   

1．sǐ 

（1）   他儿子的 bìng 没有好，最后 ______________。(bìng) 

 

（2）   她都快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xià) 



LESSON 54 

 93

（3）   他今天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忙)    

（4） 今年 shí 在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热)   

 

2．mǎn     

（1）   电 tī 里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jǐ)      

（2）   这张纸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写)    

（3）   dài 子里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zhuāng） 

 

3．了 (liǎo) 

（1）   这么多 gōngzuò，她也__________________。(做)    

（2）   这个电 nǎo huài 了，他________________。(xī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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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开 

（1）    他今天很忙，_____________________。(走)     

（2）    孩子还没上学，__________________。(离)  

（3）    他每天回家先_______________________。(打)     

（4）   他 ________ 开关，dēng 就 liàng 了。（打） 

 

5．住 

（1）   她的信用 kǎ __________，(kǎ) 拿不出来了。 

（2）   那个问题，bǎ 他 _______________。(难)  

  （3）   那 liàng 车 bǎ 我们的车____________。(dǎ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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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这台机 qi huài 了，_________________。(tíng)  

 

 

十一．According to the text in the textbook, discover at least 13 words in 

the story below used incorrectly and then correct them 

根据课文划出 13 处用错的词并改正   

 

Péilíng 和 Yǎhuì 快要 zhùcè 了，她们想出国去 wánwán。Yǎhuì 打电话

问旅行 shè 关 yú 出国旅行的时间表。旅行 shè 告诉她，hán 假去东南 yà

不错，一方面比较 jìn 不必坐飞机，另一方面 shǒuxù 简单很快就可以办好。

他说得很 xiángxì，Yǎhuì pà 写不下来那么多，所以 bǎ 她说的都记住了。不

guǎn 她们去哪里，都得先 bǎ qiānzhèng 办好。 

   回去后，两个人 dāi 在教 shì 里 jiějué 去哪个国家比较好。最后她们 jué

定去 Fēilǜbīn wán。他们 bǎ zhào 片还给旅行 shè，bìng 且告诉旅行 shè 要

到的日期。为了考好 bìyè 考， 他们每天除了上课就是看书。 

   他们坐的飞机不需要 zhuǎn 机，所以很快就到马 nílā 机场了。因为她们

拿的是旅 yóu qiānzhèng，所以 hǎi 关 guǎn 得不 yángé。Yǎhuì 的行李 xiāng 

kǎ 住了，他们 nòng 了很长时间也打不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