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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SON 58—— 

 

一．Communication practice  沟通练习  

1．谈谈你喜欢什么休 xián活动？为什么？   

2．问中国朋友他们喜欢的休 xián活动是什么？为什么？ 

3．问中国父母 xīwàng孩子练习什么 tǐyù活动或对什么有兴趣？为什么？ 

在你的国家，父母怎么想？ 

4．Jièshào一个在你的国家最有名的比 sài. 

5．Jièshào在你的国家比较 liú行的休 xián活动。 

6．比较人对休 xián和工作的看法有什么 biànhuà. 

7．了 jiě你住的 chéng市有什么休 xián活动和地方。 

8．谈谈你mù前的学习和生活mùbiāo. 

 

二．How do you call the following family members?      写出下列称呼   

 

1. 爸爸的爸爸叫 ________           2. 妈妈的爸爸叫 ________ 

 3. 爸爸的妈妈叫 ________           4. 妈妈的妈妈叫 ________ 

 5. 爸爸的哥哥叫 ________           6. 妈妈的 xiōng弟叫 ________ 

 7. 爸爸的弟弟叫 ________           8. 妈妈的姐妹叫 ________ 

 9．哥哥和妹妹叫 ________        10. 哥哥和弟弟叫 ________  

  11．姐姐和妹妹叫 ________        12. zhàngfu和 qī子叫 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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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Match the verbs with their appropriate noun (VO)       配对   

 

a．diào                            1. róu道 

    b．写                          2. 鱼 

    c．liàn                               3. 小说 

    d．yáokòng                            4. májiàng 

    e．xiūlǐ                              5. 乐 qì 

    f．打                                  6. 电 shì 

 

四．Choose the correct words to complete the following sentences 

选择正确词语  

 1．Diào鱼和打májiàng都是        休息 / 休 xián活动。 

 2．我表姐的兴趣很         guǎng / 大，róu道、yóuyǒng都喜欢。 

 3．昨天表哥        打 huài / 打 pò了 yóuyǒng的 shìjiè jì录。 

 4．请 bǎ男生、女生        分 chéng / 分开。 

 5．我喜欢中国片子，他喜欢外国片子，我们正好        相 fǎn / 相 tóng。 

 6．他们 xiōng弟长得太像了，人人都 bǎ他们        dāngchéng / 

biànchéng一个人。 

 

五．Complete the following sentences using the patterns given  完成句子   
 

    (1)  “再说” 

        Example：   A: 今天晚上我们出去吃饭吧? 

                     B: 我很累不想去，再说出去吃太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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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Zhàngfu：“我们买一 liàng车吧? ” 

Qī子：  “算了吧! 车那么贵，                            。” 

2.  Qī子：  “明天你带孩子去乐 qì商店吧? ” 

Zhàngfu：“不行，我有事，                               。”  

3.  Qī子：  “我们家的 yáokòngqì huài了，你 xiū一 xiū吧? ” 

  Zhàngfu: “还是 huàn一个吧，                            。” 

 

(2) “除非” 

Example：  儿子：“爸爸，我想看电 shì。”  

                     爸爸：“不行，除非你写完作 yè。” 

1. 老师：“美玲, 你会很快回国吗? ” 

美玲：“不会，                                            。” 

2. 男：“我们现在 jiéhūn, 好吗? ” 

女：“不行，                                               。” 

3. 父亲：“小明，我 xīwàng你在大学最好能学 gāngqín zhuānyè。” 

小明：“我也这么想，                                       。” 

(3) “所 V的” 

Example：  爸爸说明天去 diào鱼，妈妈说后天去， 

他们所说的都不一样。 

1．Qī子喜欢女孩儿，zhàngfu也喜欢女孩儿，                   。 

2．老师说“杯子”，学生说“被子”（quilt），                        。 

3．表姐想去看电影，表哥想在家看电 sh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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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Make sentences using “还” according to the pictures   用“还”造句   

 

1.                                           。 

2.                                             。 

3.                                            。 

 

 

七．Answer the questions with “才”        用“才”回答问题   

   Example：  A：这件衣服很便宜，你一定很喜欢吧。 

                B:  我才不喜欢呢。 

1． A ：八点了还没吃晚饭，一定很 è吧。 

B:                                         。 

2． A：来中国三年了，你的汉语一定很 líulì了吧? 

B：                                       。 

3． A：你会这么多乐 qì，你的 zhuānyè一定是音乐吧。 

B：                                       。 

4． A: 我以为今天不会下 yǔ，可是真的下了，看来电台的 yù报很准。 

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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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True or False?   (according to the story in the textbook) 

根据课文判断对错   

  

    (    )  1．Jiā汉和 Jiālíng是 xiōng妹，两个人都是大学生。 

    (    )  2．Jiā汉喜欢 yóuyǒng而且打 pò了 shìjiè jì录。 

    (    )  3．Jiālíng的休 xián活动是看小说、听音乐。 

    (    )  4．表姐带他们去一家新饭馆吃饭，因为里面很舒服。 

    (    )  5．表姐以前在电台工作，现在在电 shì台工作。 

    (    )  6．表姐因为很喜欢她的工作，所以什么时候都不会离开。 

    (    )  7  Jiā汉为了 cān加 quán国 yóuyǒng比 sài，每星期练习三次。 

(    )  8．Jiā汉怎么吃都不 pàng，Jiālíng跟他正好相 fǎ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