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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SON 60—— 

 

一. Communication practice  沟通练习  

1. Role play:  

* 给旅行 shè 打电话问去 Háng 州的旅行 tuán 的 ān 排 

    * 打电话 dìng 飞机票和旅馆 

    * gǔlì 你的朋友跟你一起去打 bǎolíng 球 

    * 你的中国朋友请你跟他去听一场音乐会，他已经买好了票，但是那天 

你没有空 

    * cānguān 一个 nóng 场，跟 nóngmín liáo 天 

2. 谈自己以前在中国的一次旅行，跟在外国旅行有什么不 tóng. 

3. 问两个中国朋友的旅行经 lì. 

4. 你喜欢去中国的什么地方旅 yóu？你打算怎么 ān 排？ 

5. 旅行有什么好 chù 和 huàichù？ 

6. 给老师 jièshào 本国的旅 yóu qū. 

7. 给老师 jiǎng 一个 xiào 话。 

 

 

二. Complete the sentences using the words given below    选词填空   

 

cānguān       mù 的地      guàng       jiànyì     

jí 着     考 lǜ       jǐnliàng     开放     好 xià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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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说新开的动 wù 园要_____了，所以国 jì 学校的老师和学生下个星期

去_____。Yòu 儿园的老师们_____到孩子们比较小，所以_____大人 péi

孩子一起去。 

_____到了。孩子们_____跑进去，但是老师要孩子们 _____一个跟着

一个，别分开。那些动 wù tè 别可 ài，有的在睡觉，有的在玩儿，有的在吃

东西。你看，那 pǐ 马很快就 bǎ 孩子们给的两个香蕉吃_____了。那种样子

ràng 人觉得很 _____。 

 

                               

 

那个_____有很多人的 yǎnjīng_____了，都红红的。本来我要去那里旅

yóu，票已经买好了，可是现在我 jué 定不去了，而且马上就______。听说

那里的______都要______快一点离开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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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yóu (由)   被   bǎ   从 

1．这件事情______你来 ān 排。 

2．我的书______别的人借走了。 

3．请你______这 fēng 信给张经 lǐ。 

4．你是______哪儿得到这个 xiāo 息的？ 

B. 考 lǜ   想 

1．要不要 bǎ 那个地方买下来？ 请你认真______。 

2．我正在______他叫什么名字? 

地 qū       发 yán       jǐnliàng       tuì 票      yóu 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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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tàng   次    biàn (times) 

1．这本书我已经看了两______了。 

2．最近学习太累了，一个星期有两______考试。 

3．我来回跑了三______书店，才买到这本书。 

D. jíjí 忙忙地   jí   jí 着 

1．老师放下电话______说：“明天我要去北京。” 

2．Qī 子说：“你______什么! 我们还有很多时间呢。” 

3．你们的结婚照片什么时候能洗出来，我们都______看呢? 

E. cānguān   旅 yóu   

1．下个月学生都要去工 chǎng______。 

2．春天到了，去 Guì 林______的人 yuè 来 yuè 多。 

F. 一 bān 来说     比如说 

1．________，zhōumò 的时候，我都要去 xiāng 下看我的父母。 

2．要想玩得好，我们应该先 jìhuà jìhuà 这件事，______怎么走，在哪儿

住，什么时候回来等等。 

G. jiànyì    意见 

1．老 bǎn 都不愿意听工人的______吗? 

2．Tóng 学们______这个学期结 shù 的时候，大家一起去 Háng 州和

Sū 州旅 yóu。 

H. mù 的地     zhōng 点 

1. 火车的______站快要到了。请大家做好下车的准备。 

 2. “你们要去西 ān 吗？” “不，我们只是在西 ān zhuǎn 机而已， 

     qíshí______是天 jī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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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以为   认为 

1. 我______那家 bīn 馆 fù 近的风 jǐng 很美，qíshí bìng 不那么美。 

 2. 她______年 qīng 人在结婚以前应该跟父母住在一起。 

 

四．Use the prefixes or suffixes below to form new words    组词   

A: Prefixes:     

      老   师               chū   一             不 kē 学  

老                    chū _____            不 _____ 

老 ___ _              chū _____            不 _____ 

可   ài               亲   自               好   走   

可 _____             亲 _____              好 _____ 

可 _____             亲 _____              好 _____ 

 B: Suffixes: 

  想   法      ānquán gǎn        huà  家        老   师 

_____ 法       _____ gǎn       _____ 家       _____ 师 

    _____ 法       _____ gǎn       _____ 家       _____ 师 

 

五. Fill in the blanks with the appropriate words     选词填空   

1．做法  想法 

关 yú 我们的旅行 jìhuà，你有什么 _______? 

面包的 ______ 太 fùzá 了，需要老师教才能学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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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好 gǎn   ānquán gǎn  

老 bǎn 对那个年 qīng 人有 _______，所以 jiànyì 他来公司当经 lǐ。 

请你告诉我怎样 ràng 孩子从小就有 ________。 

3．可 kào  可 lián 

我的朋友都很好，他们都很 _______。 

太 ______ 了，那个小孩子的父母都离开她了。 

4．亲 shǒu   亲自 

这是我 ______ 做的 dàngāo，请 cháng 一 cháng。 

为了病人的 jiànkāng，那个医生 ______ 给病人送 yào。 

5．乐 guān   客 guān 

老 bǎn 对我们公司的情 kuàng 很 ______。 

我们应该 ______ 地看这件事情，别太 zhǔguān。 

 

六．Match the following prefixes or suffixes with their meanings     配对   

单                           (specialist)  

huà                          (-ify)       

家                           (mono-)     

      wēi                          (method)       

学                           (-ics)      

yuán                         (micro)     

zhě                          (person)    

法                           (profess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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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Arrange the following sentences in their correct order      句子排序  

___  1. 李大 wěi jìhuà 去 Yún 南 旅行。 

___  2. 因为三天以后就要出发了，所以第二天他就去 fù 了钱。 

___  3. 然后打电话 dìng 下来他要去的地方。  

___  4. 再带上 CD 机，这样 wúliáo 的时候可以听听音乐。 

___  5. 他在家里 shōushi 行李，bǎ shēnfēnzhèng，信用 kǎ，照相机和

地 tú 都带上，还要带一部分现 jī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