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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SON 56—— 

 

一． Communication practice  沟通练习  

1．给老师 jièshào 一下自己的学习和工作的经 lì. 这个经 lì 对自己的生活有

什么影 xiǎng？ 

2．在中国的生活对自己有什么影 xiǎng？ 

3．Role play:  

* 跟一个大学生谈谈高考（哪年 cān 加的? 考前 gǎn 觉怎么样? 考得怎

么样? 怎么 xuǎnzé 大学和学什么?） 

* 朋友下个月有一个重要的考试（e.g. 高考）。怎么 gǔlì 他？ 

    * 朋友最 jìn 刚离 hūn，怎么跟他/她谈？  

    * 朋友有一个重要的考试（e.g. 考公 wùyuán）考得不太好 

4．Jièshào 在自己国家人们一 bān 怎么上大学和 xuǎnzé zhuānyè (major). 

5．谈谈电 shì 对生活的影 xiǎng. 

6．问朋友小时候的 lǐ 想是什么？现在呢？ 

7．谈谈自己 lǐ 想的工作和生活。 

8．Tǎolùn：上大学的时候，jiéhūn 好 chù 多还是 huàichù 多？ 

9．Jièshào 对自己影 xiǎng 最大的人和事情。 

10．问朋友在中国什么事情最 dīu liǎn. 

11．比较中国和本国的大学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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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place the underlined phrases in the following sentences with the 

words given below:  替换划线部分   

    

   

 

 

1. 为了找到好工作，小王学习很用 gōng。 

2. Liú 学生们，为了办出国 shǒuxù，晚上要很晚才睡。 

3. 朋友的大学 bìyè chéngjì 很好。           

4. 睡觉太少会对 jiànkāng 不好。     

5. 那个 wùlǐ xì 的教 shòu jiǎnchá 作 yè 那么 zǐxì。       

6. Quán 班只有小明一个人没写完作 yè，他觉得很不好意思。    

7. 那只小 gǒu 很不 cōng 明，zǒng 是记不住回家的路。     

8. 妈妈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是为了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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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这位教 shòu 对 shìjiè 经 jì 很有 yánjiū。 

                                                     。 

2. 今天晚上，因为 shòu 台 fēng 的影 xiǎng，气 wēn 可能会下 jiàng。  

                                                     。 

3. 他对自己很有信心，相信自己一定会考上 yánjiū 生。 

                                                     。 

4. 我朋友的运气真好，考上了一所名 pái 大学，大家都为他高兴。 

                                                         。 

a. bèn       b. 影 xiǎng     c. nǔlì        d. lĭ 想    

e. diū liǎn     f. 认真       g. 一 qiè       h. áoy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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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Choose the appropriate word to complete the following sentences 

选词填空 

1.  本来   gēn 本 

 a. 老吴 píng 时      不 duànliàn shēntǐ，难 guài 有那么多 bìng！ 

 b. 老吴对牛 nǎi_____不过 mǐn，可是现在很容易过 mǐn。      

 2.  为了   为的是 

 a. _____得到更多知识，这个 liú 学生下了很大 gōngfu 学汉语。  

 b. 这个 liú 学生下了很大 gōngfu 学汉语，      得到更多知识。 

 3.  tì     为  

 a．今天 yīnyuè 老师 bìng 了，别的老师      她上课。     

  b．好朋友 zhōngyú 考上 yīnyuè 学校了，大家都      她高兴。 

 4. 所有的    一 qiè  

 a. 我的      都是父母给的。                                

 b．我      东西都是父母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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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V 一点儿 N 

高考快到了，你最好多下一点儿 gōngfu 补习 wùlǐ 吧! 

（1）                                            。 

（2）                                            。 

 

2. Adj 一点儿 

Tǐjiǎn 报告上写着，老吴的 xuèyā 比他 qī 子的高一点儿。 

（1）                                            。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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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Adj 一点儿的 N 

这张节 mù 单不太清楚，huàn 一张 xiángxì 一点儿的单子吧! 

（1）                                            。 

（2）                                            。 

 

4. Adj 了 一点儿 

Nǎinai 的假 yá sōng 了一点儿。 

（1）                                            。 

（2）                                            。 

 

5. 有一点儿 Adj 

 每天早上我都觉得 hóulóng 有点儿干。 

（1）                                            。 

（2）                                            。 

 

6. Adj 一点儿 V 

 高考前不要开 yè 车了，早一点儿睡吧! 

（1）                                            。 

（2）                                            。 

 

7. V Adj 一点儿 

 这件外 tào 太长了，nòng 短一点儿吧！ 

（1）                                            。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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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Choose the correct translation for the following sentences 

选择正确翻译   

1. The teacher encouraged me to attend more 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 

a. 老师 gǔlì 我多 cān 加一点儿课外活动。 

b. 老师 gǔlì 我 cān 加一点儿多课外活动。 

2. His level is a little bit higher than mine. 

a. 他的 chéng 度比我的高一点儿。 

b. 他的 chéng 度比我的一点儿高。 

3. It’s too noisy here, let’s go to a slightly quieter place. 

a. 这儿太 chǎo 了，我们去一个 ānjìng 一点儿的地方吧！ 

b. 这儿太 chǎo 了，我们去一个有点儿 ānjìng 的地方吧！ 

4. This student takes his studies rather seriously. (compared to the norm) 

a. 这个学生认真了一点儿。 

b. 这个学生一点儿认真了。 

5. This cat is a little lazy. 

a. 这只 māo 有点儿 lǎn。 

b. 这只 māo lǎn 有点儿。 

6. You drive rather slowly, please would you drive a little quicker? 

a. 你开得有点儿慢，请你开一点儿快，好不好? 

b. 你开得有点儿慢，请你开快一点儿，好不好?  

7. Your safety belt should be fastened a little looser. 

a. 你的 ānquán 带应该 jì sōng 一点儿。 

b. 你的 ānquán 带应该 jì 一点儿 sō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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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Complete the following sentences using “一点儿” or “有一点儿”  

用“一点儿”或“有一点儿”填空   

1. 今天我        累，不去 pá 山了，你自己去吧!     

2. 这件衣服        大，有小        吗? 

3. 我今天        头 téng，不想去吃饭了。 

4. 这些 shǒuxù        fùzá，有简单        的吗? 

5. 这种 jiǎo 子很好吃，你包        吧! 

6. 最 jìn 学的语法容易        了，以前学的比较难。 

 

七．Mark the sentences True or False, then correct the mistakes 

判断对错并改错   

(    )  1. 空 tiáo huài 了，房间里一点儿 lěng。          

(    )  2. 我下了课，就去买点儿吃的东西。          

(    )  3. 刘太太有钱一点儿。                      

(    )  4. 汉语难有一点儿。                        

(    )  5. 我有点儿事，你先走吧。                  

(    )  6. 老师，我最 jìn 一点儿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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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Choose the correct answers according to the story in the textbook 

根据课文选择正确答案   

1. Táng文huá 是______四年级的学生, 他女朋友Sū心如是______四年

级的学生。 

a. 师大经 jì xì        b. 北大 wùlǐ xì 

c. 师大 wùlǐ xì     d. 北大经 jì xì 

2. Sū 心如很认真地 dú 书，不是因为      。   

a. 她需要准备考试。                 

b. 她 shòu 了男朋友的影 xiăng。 

c. 她 xīwàng bìyè 后找一 fèn lǐ 想的工作。      

d. 她 xīwàng bìyè 前学到更多的知识。 

3. 考完 yánjiū 生院考试以后，Táng 文 huá 没有      。 

a. 和女朋友一起 liáo 了 liáo，吃了 dùn 晚饭 b. 打算拿到 shuò 士学位。 

c. jìxù 开 yè 车准备 bìyè 考。         d. 大部分时间都在找工作。 

4. 文 huá 考上 yánjiū 生院以后,他没有       。 

a. cān 加了 bìyè diǎn 礼。            b. 跟好朋友一起去 Guì 林玩。   

c. cān 加了几家银行的考试。       d.  在一家补习班教高中 wùl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