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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SON 59—— 

 

一. Communication practice  沟通练习  

1．Role play:  

* 和一个 mào 易公司的老 bǎn 面谈 (to interview) 找工作的事情 

    * 跟中国朋友商 liang 怎么一起过一个 zhōumò 

    * 你公司需要找到一个中国工作人 yuán (personnel/staff)，跟来应 pìn

的人谈谈   

    * 你的朋友要去一个美国公司应 pìn 一 fèn 工作，请你给他一些意见 

    * 在饭馆里服 wùyuán 对你的 tài 度不太好（e.g. 上菜很慢） 

    * 你朋友不知道应该 xuǎnzé 什么 zhuānyè，请你给他一些意见 

2．比较在中国找工作和你的国家有什么不一样。 

3．问两个中国朋友：在中国找工作难不难？他们找工作和面试 (interview) 

的经 lì. 

4．问中国人他觉得 lǐ 想的工作是什么？为什么？现在的工作怎么样？ 

mǎn 意吗？为什么？  

5．问中国人找工作的方法有什么 buànhuà？ 

6．喜欢但是不太 zhuàn 钱的工作和 zhuàn 钱但是不太喜欢的工作， 

    xuǎnzé 哪一种？为么？ 

7．告诉老师你是怎么找到自己的第一 fèn 工作的？ 

8．你觉得什么样的工作是比较 lǐ 想的？ 

9．在你的国家，人们一 bān 怎么找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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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Describe the following pictures using the words given below 

用所给词语，看图写句   

 

 

 

Example:       他在卖 zázhì。 

 

1.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6.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zhāodài    商 liang    wòshǒu    wúliáo   kùn 难   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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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Complete the following sentences using the words given below  填空   

A.    liú 话   wúliáo   fán   dā 应   jíjí 忙忙   liú  

今天孩子们都上学了，马太太一个人______在家里。她心里觉得很

______。外面天气很热，她觉得有一点______。两点半，她 jiē 到朋友的

电话问她要不要一起去 yóuyǒng，马太太马上就______了。因为来不 jí

了，她给 zhàngfu______后，就______地走了。 

 

B.     hélǐ   zázhì   kùn 难   tài 度   zázhìshè   

我的朋友在一家______工作。他很会写文 zhāng。在很多______上

面都能看到他写的______。有一天早上，他一上班就 jiē 到一位女客 hù

的电话，她说她 yù 到了很大的______，需要我朋友的 bāngzhù。 因为

这位女客 hù 的_______很好；她的要 qiú 也算是______的，我的朋友就

dā 应她了。 

 

四．Fill in the blanks with the appropriate words given below   选词填空   

A. liú  liú 下 

1．我想 bǎ 孩子______在朋友家多住两天。 

2．但是他说有很多事情，我没能 bǎ 他_______。 

B. 作家  作 zhě 

1．这本书的______是一个英国人。 

2．他长大以后要 dāng 一个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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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qīngqīngsōngsōng 地   jíjí 忙忙地 

1．学生八点到学校。他们七点半都______出门坐班车。 

2．这个 zhōumò 没什么事情，所以他过了一个______的 zhōumò。 

D. hélǐ   héshì  

1.父母对孩子不______的要 qiú 也要听吗? 

2.这 shuāng xié 太大了，你穿，不______。 

E. tǎolùn   商 liang  

1．我们几个人______给朋友买什么礼 wù 比较好。 

2．几个公司的老 bǎn 明天下午要_________这个问题。 

F. tóng 意  愿意  dā 应 

1．我的朋友________这个星期六 bāng 我搬家。 

2．我再也不________吃 chòu 豆腐了。 

3．如果父母不_______你们结婚，最好先别 jí 着结婚。 

G. jǔ(个)lì 子  比方说 

1．这是什么意思？ 请你_______，好吗? 

2．老 bǎn 非常关心大家的生活，________，工 zī 多少，住的地方怎 

样等等。 

H. kè 服  jiějué 

1．教 shì 不够用的问题 zhōngyú_______了。 

2．他______很多 kùn 难，今天 zhōngyú bìyè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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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开玩 xiào  jiǎng xiào 话 

1．张先生走到哪儿，哪儿就有 xiàoshēng (sound of laughter)，因为他

很会_______。 

2．别_______，这是一个 yán 重的问题。 

J. 工 zī   jià 钱 

1．老 bǎn 很关心我们的______问题。 

2．这台打印机的______是多少? 

K. wúliáo  fán 

1. 我不喜欢看______的电影。 

2．这件事，我觉得很______。 

 

五．Put the sentences describing each person under their appropriate 

picture      根据所描写的人物重组句子   

Guì 美                        清 fāng  

Sentence #_____________       Sentence #_______________  

1．她的父母商 liang，xīwàng 她能找一 fèn 在上 hǎi 以南的工作。最近她

不是看报纸，就是上 wǎng。 

2．有一天，她听说一家公司需要一位 mì 书，工 zī 不 dī，而且常出国。第

二天她去那家公司应 pìn。 

3．经 lǐ 正在打电话，mì 书请她回 dá 了几个问题，像：如果有的要 qiú 不

hélǐ, 你怎么办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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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后来，经 lǐ 走过来说，她下个月可以去上班。她高兴得差一点 tiào 起来。 

5．她没有那么 shùnlì。她去了三个地方，可是都没 tōng 知她，所以她 

很 fán, 而且 hù 头里没什么钱了。 

6．有一天，一家打电话请她每个月写一 piān 文 zhāng。她 lìkè dā 应了， 

xīwàng jiāng 来有机会 biànchéng 一位有名的作家。 

 

六．Complete the following sentences using “以 + Positional Word suffix ” 

  用“以+后缀”填空  : 

1. Jiǔ 店的服 wùyuán 都是二十 suì ______，三十 suì ______ 的年 qīng 人。 

2. 今天早上青 dǎo 的 wù (fog) 很大，五十米 _______ 的地方就看不见了。 

3. 中国长 jiāng (Yangtze River) _______ 的地方，xià 天 pǔbiàn cháoshī。  

4. 你去过长春 _______ 的地方吗? 

 5. 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还有十分钟，______ 的时间请大家自己 dú 书。 

 6. ______ 我们所看的，是 1930 年上 hǎi 的 jiāotōng 情 kuàng。 

 7. 加拿大这个国家在美国 _______。 

 8. 邮局 tōng 知：三天 _______ 必 xū lǐng 包 guǒ，要不然要 fákuǎn，

是真的吗？ 

 9. 1.2 米 ______ 的孩子可以 miǎnfèi 进公园。 

10. Wēn 度到了 líng 度 ______，就会下 xuě。 

11. 我 ______ 所说的，都是从这本小说里找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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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Complete the sentences below similar to the examples given    

模仿造句   

 

A: “Adj / V 得……” 

Example：她很累，累得上不去楼 tī. 

1. 他这个月很忙，_______ 没空 guàng 商店。 

2. 妹妹太高兴了，_______ tiào 了起来。 

3．妈妈的 shǒu téng 得 lìhai，_______ 拿不起笔来。 

4．弟弟喜欢玩电子 yóuxì，______ 经常 wàng 了吃饭。 

 

B: “bǎ+O + Adj 得……” 

Example：他跑了四十分钟，bǎ 他累得 tǎng 在地上。 

1．她不 tíng 地 dú 英文书，_______口都 kě 了。 

2．她已经打了三个小时的 yǔmáoqiú 了，______dù 子都 è 了。 

3．我朋友头很 téng，_______连班也没上。 

4．李太太太生气了，_______大叫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