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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SON 57—— 

一．Communication practice  沟通练习  

1. Role play:  * Péi 中国朋友去买车/zū 车 

             * 课本里的 gù 事 

             * 汽车 hū 然在路上 pāomáo 了，给 xiūlǐchǎng 打电话 

             * 去一家汽车 bǎoyǎngchǎng cānguān  

             * 中国朋友刚买了一 liàng 新车，开车带你出去玩 

2. 谈谈在你的国家怎么买，xiūlǐ，和 bǎoyǎng 汽车。 

3. 问一个有车的中国人买车的情 kuàng，有什么 shǒuxù 要办？怎么 

bǎoyǎng 他的车？                                    

4. 问几个没有车的中国人为什么不买车？以后打算买车吗？          

5. 请一个中国人告诉你在中国开车的guī定, 比较一下和你自己国家有什么

不 tóng. 

6．Jièshào 在你的国家人们一 bān 用什么 jiāotōng 工具。 

7．汽车对人生活的影 xiǎng . 

8．买车好还是 zū 车好？ 

9．Jièshào 你住的 chéng 市 jiāotōng 情 kuàng.    

10．问中国朋友对他 mù 前的生活 mǎn 意吗？ 为什么？ bìng 说说你自己的

情 kuàng. 

11．问中国朋友有没有被 piàn 的经 lì，如果有，是什么？你自己呢？ 

12．Jièshào 在本国 pǔtōng 人常买哪几种车？gè 有什么 yōu 点和 quē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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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Complete the sentences using the words given below    选词填空  

  

1. 他的车________得很好。  

 

 

1.  她的车_______得很好。 

2.  他是一个________的人，zǒng 是喜欢 bāngzhù 别人。 

3.  这个人很________，你放心吧。 

4. 不要买那家商店的衣服，小心被_______。 

5.  这 liàng 公共汽车_______了，我们坐另外一 liàng 吧。 

6.  你有不懂的地方，可以_______问我。 

7.  他们对这家饭店的服 wù 很_______。 

8.  你去以前应该跟他_______时间。 

9.  Dōng 天，yǐnqíng 不容易_______。 

10. 打 zhě 的时候买衣服_______钱。 

11. 大家都说这种水果好吃，______我也吃了一个。 

12. 他的汉语最好，可是英语最_______。 

13. 日本车很 shěng 油，美国车很_______。 

14. 每年车都需要_______。 

15. 他每次都_______来，可是今天来晚了。 

16. 他昨天没来，_______是 bìng 了。 

17.  Píng 果是一种_______水果。 

18. 中国的新年也______春节。 

  

bǎoyǎng     piàn      pāomáo     yùyuē    差     shěng    

hào 油     准时    yú 是    热心    可 kào    mǎn 意   发动 

yuán 因    yàn 车     叫做    zhěngqí     suí 时     pǔtō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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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Complete the sentences using the pattern given below   

用所给句型造句 

A. “不怎么+VO/Adj” 

Example: 这杯水不怎么热，等水热了再喝。 

1. 今天天气 ___________________，不要穿这么多衣服。 

2. 这些水果 ___________________，我们去别的地方买好一点的吧。 

3. 去他家 ____________________，我们不必坐车，走着去吧。 

4. 我 __________________ 想去商店，你自己去吧。 

5. 他刚刚吃完饭，_________________，还是等一会儿再吃这些点心吧。 

6. 今天的 gōng 课 ____________________，学生很快就做完了。 

7. 这 zhī 笔 _____________________，请 huàn 一 zhī。 

8. 这个地方 _____________________，我们去另外一个地方玩吧。 

 

B. “没怎么+ V（O）” 

Example: 这个月的钱，没怎么花就没有了。 

1. 时间太短了，他们 ______________________，就要回国了。 

2. 他很忙，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就又开始工作了。 

3. 他这次考试不好，因为考试以前他 ____________________。 

4. 今天的饭菜不怎么多，______________________就没有了。 

5. 他很 cōng 明，老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他就会了。 

6. 孩子长得太快了，这件衣服 _____________________就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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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Disagree with the statements and pictures below by responding with “就”         

用“就”作出判断   

Example:        A：日本，Hán 国，Tài 国，法国都在 Yàzhōu。 

        B：不对，法国就不在 Yàzhōu。 

1. A: 面条，jiǎo 子，烧饼，三明 zhì 都是中餐。 

B: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A: Cù，jiàng 油，xiāng 油，汽油都是 tiáowèipǐn。 

B: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A: 清楚，热心，hào 油，suí 便都是 xíng 容 cí。 

B: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A: Chéng 子，xiāngjiāo，níngméng，cǎoméi 都是黄色的。 

B: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 A: Píng 果，mùguā，pútao，biǎn 豆都是水果。 

B: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6. A: Xuěbì，nǎi 茶，suānnǎi，suānlàtāng 都是 yǐnliào。 

B: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7. A: 坐车，chuán，火车，飞机都可以去北京。 

B: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8.  A: 他们都站着。              

B: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9.    A: 这些衣服 xià 天都不能穿。 

B: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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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A: 他们都很高。 

B: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五．Rewrite the following sentences by adding “就是”    用“就是”造句   

  Example:   我要找你。 

  → 我要找的就是你。 

1. 他 tōu 了我的东西。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我们以前在这个地方第一次见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我昨天这个时间去学校。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我看过这本书。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六．Rearrange the following sentences according to the order of the story 

in the textbook    根据课文内容重新排序   

___  1. Liáng 文 zhì 问老 bǎn 关 yú yǐnqíng 和 hào 油的问题。 

___  2. 因为他的车被 tōu 了，所以他们打算再买一 liàng 车。 

___  3. Liáng 文 zhì zhōngyú 找到了一家不错的 bǎoyǎng chǎng。 

___  4. Liáng 文 zhì 喜欢 yánjiū gè 种汽车。 

___  5. Liáng 文 zhì 觉得 jípǔ 车很好开，huàn dǎng 很容易，jià 钱也很

便宜，所以他们买了一 lià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