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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词语和结构  Words and Structures

1. 朗读下列词语
Read the following phrases aloud.

养花儿 养动物 养狗 养猫 养鸟 养鱼

有麻烦 很麻烦 太麻烦了 麻烦你了

有的人 有的东西 有的地方 有的时候

对他很熟悉 对这个字不熟悉 对这些地方不熟悉

有时间 没有时间 多长时间 / 多少时间 时间很长 时间还早

我自己 他自己 我们自己 自己的事儿 自己的钱

2. 替换练习
Substitution drills.

（1）我以前养过花儿。

狗 猫

鸟 鱼

Unit 1
Nǐ Dēngguo Chángchéng Ma?

你  登  过     长城      吗？
Have You Ever Climbed  the 
Great W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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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以前不可以养狗，现在可以了。             
知道

会说汉语

喜欢打球

戴眼镜

（3） 听说，你要去北京了？                
去中国旅行

办公司

换工作

（4）要是你想去的话，我陪你一起去。

想拍照 …… 可以帮你拍

明天有空儿 …… 请你吃饭

没有地图 …… 给你一张

（5）你得给我买飞机票。

告诉我怎么走

给家里打个电话

问问别人

3. 用所给的词填空
Fill in the blanks with the given words.

 办 熟悉 登 拍

（1）公司让我去那儿    点儿事。

（2）能不能请您给我们    一张照片？

（3）他喜欢    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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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他对中国很    。

 件 张 个 只  

（5）我想买一    到北京的飞机票。

（6）今天晚上我要办两    事儿。

（7）那    地方我没去过。

（8）他家以前养过一    猫。

4. 用“没（……）V. 过（Obj.）”完成下面的对话
Complete the following dialogues with the “没（…）V. 过（Obj.）” pattern.

（1） 那家饭店的菜好吃吗？

 不知道。我        （在那儿吃）

（2） 这个字你认识吗？

 不认识。我们      （学）

（3） 他现在在北京还是在上海？

  不知道。他去中国以后，      （给我打电话），也     （给

我发电子邮件）

5. 用“……了”完成句子，表示情况的变化
Complete the sentences with “… 了 ” to denote a change of situation.

（1）我以前不会说汉语，现在        。

（2）那儿的东西以前很便宜，现在        。

（3）他以前非常爱他的太太，现在        。

（4）这个城市以前没有地铁，现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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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把下列句子翻译成中文
Translate the sentences into Chinese.

（1）Now I don’t like it any more.

（2）I haven’t been there before.

（3）It is said that he will go to Beijing next month.

（4）I’ll go with you if I have time.

（5）Some people like raising dogs; some like raising birds; some like raising fish.

二、听力理解  Listening Comprehension

下面是几段对话，在听到前一个人说的话以后，请你为后一个人选择一

个恰当的回答。

For each conversation, choose an appropriate answer for the second person after you 

have listened to what the first person says.

（1） A. 以前养过。            

 B. 我家两口人。

 C. 鸟儿很有意思。        

（2） A. 我不认识这些动物。     

 B. 他喜欢养小动物。

 C. 我对这儿不熟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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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A. 怎么没去过？

 B. 我不想去了。

 C. 那儿不太长。

（4） A: 你去北京干什么？

 B: 坐飞机还是坐汽车？

 C: 你要什么时候的？

（5） A. 很麻烦。

 B. 没关系。

 C. 谢谢你！

（6） A. 欢迎你去。

 B. 你陪我去吧。

 C. 你家远不远？

（7） A. 这本词典很好，很有用。

 B. 对不起，我现在没有时间。

 C. 对不起，我自己要用。

（8） A. 你找谁？

 B. 当然可以。

 C. 你要哪张？

三、口头表达  Oral Practice

1. 互相问答
Question and answer drill with your classmates.

（1）你以前最喜欢什么？现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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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你去过哪些地方？还想再去吗？为什么？

2. 说一说你的爱好。
Talk about a hobby of yours.

四、阅读理解  Reading Comprehension 

Read the following passage and answer the questions that follow.

我喜欢旅行，但是去过的地方不多。我没去过中国，也没登过长城。

我早就听说过中国的长城，听说过“不到长城非好汉”这句话，很想去登

一登长城，做一个“好汉”。我上大学的时候，每年放假以后，有很多时间。

但是，那时候我没有很多钱，我得打工挣钱，所以不能去旅行。现在，我

工作了，有钱了，但是，我没有时间了，还是不能去。真是太遗憾了！

回答问题 ：

Answer the questions.

1. 他去过北京吗？

2. 他知道长城吗？

3. 他想不想去中国？

4. 他为什么一直没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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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书面表达  Writing Exercise

Write a short paragraph about a hobby of yours.

Supplementary Words

动物园 ( N. ) dòngwùyuán zoo

句 ( M.W. ) jù sentence

话 ( N. ) huà words, speech

挣钱 (V.O.) zhèng qián earn money

一直 ( Adv. ) yìzhí continuously, always; all along

遗憾 ( Adj. ) yíhàn regrettable

爱好 ( N., V. ) àihào hobby; be fond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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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t 2
Dàjiā Dōu Lái Le  Ma?

大家 都 来 了 吗？
Is Everyone Here?

一、词语和结构  Words and Structures

1. 朗读下列词语    
Read the following phrases aloud.

已经来了  已经到了  已经知道了  已经放假了  已经休息了

还在学习  还想买一点儿  还没到  还没工作  还不知道

很可能  不可能  有可能  可能知道  可能不去  不可能去

睡睡觉  睡过觉  睡了一觉  睡个好觉

说完  吃完  喝完  学完  看完  做完  用完  卖完

错了  说错了  写错了  做错了  走错了

肚子疼  上厕所  去医院  看病  看医生

2. 替换练习    
Substitution drills.

（1）他现在不在家，他去医院了。 

朋友家 商店

公司 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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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A: 大家都来了没有？

 B: 王英没来，别的同学都来了。

到 去

写 看

（3） A: 今天早上你吃了什么？

 B: 今天早上我吃了几片面包。

一个水果 一个面包

两个鸡蛋 两个包子

一碗米饭 一碗面条

（4） A: 你想，现在她在干什么？

 B: 现在她可能正在吃早饭。

睡觉  看书

看电视 喝咖啡

（5） A: 你是不是吃了不干净的东西？

 B: 这怎么可能呢？

昨天上午没去上课

在那家店里买过衣服

不会骑自行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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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用所给的词填空  
Fill in the blanks with the given words.

 新鲜 干净 着急 舒服 疼 

（1）这个城市的马路非常    。

（2）他等了十分钟，菜还没来，他有点儿    了。

（3）昨天晚上没好好儿睡觉，今天有点儿头    。

（4）你哪儿不    ？头疼还是肚子疼？

（5）这个面包是上个星期的，不    。

4. 连词成句 
Make a sentence by placing the given words in the correct order.

（1）他 起床 了 已经 肯定

（2）我 说 没 还 完

（3）你 进出口公司 在 工作 是不是

（4）他 吃晚饭 的 每天 在 饭店 学校旁边

（5）我 给我朋友 昨天 打 一个 电话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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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把下列句子翻译成中文  
Translate the sentences into Chinese.

（1）He is having his breakfast right now.

（2）I bought a red shirt yesterday.

（3）The bus hasn’t come yet.

（4）I get up at six o’clock every day.

（5）She feels a bit uncomfortable.

二、听力理解  Listening Comprehension

Listen to each conversation, then choose an appropriate answer to each question.

（1）A. 在医院  B. 在商店  C. 在饭店

（2）A. 往里走  B. 往左拐  C. 往右拐

（3）A. 他病了

 B. 他是医生

 C. 他朋友病了   

（4） A. 他要去吃晚饭    

 B. 他还没吃早饭   

 C. 他刚刚吃完早饭

（5）A.  因为这些水果不新鲜，所以不要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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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要是这些水果不新鲜的话，他就不要钱。

 C. 这些水果很新鲜，但是他想请客，所以不要钱。

（6）A. 小王说过他想跟他们一起去。

 B. 他们还要等一等小王。

 C. 小王肯定已经去那儿了。

（7）A. 面包、牛肉和鱼    

 B. 面条、米饭和衣服     

 C. 面包、牛奶、鱼和肉

三、口头表达  Oral Practice

1. 看图，说一说他在干什么。 
Look at each picture and tell what the people are doing.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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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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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互相问答
Question and answer drill with your classmates.

（1）同学们都来了吗？

（2）你昨天晚上学习汉语了没有？

（3）你昨天干什么了？

（4）昨天这个时候，你在干什么？

（5）明天这个时候，你大概在干什么？

四、阅读理解  Reading Comprehension 

Read the passage and answer the questions.

请假条

金老师 ：

我感冒了，身体不舒服，头疼，咳嗽，还有点儿发烧。昨天下午我去

医院看了医生。医生说，我得吃药，还得打针。医生告诉我，感冒以后，

要多喝水，多睡觉。他让我休息两天。所以，今天和明天我不能上课了。

对不起！

王英

1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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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问题 ：

Answer the questions.

1. 王英今天怎么啦？

2. 她去过医院没有？

3. 医生让她休息几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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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书面表达  Writing Exercise

Write a note requesting a leave of absence.

Supplementary Words

水果 ( N. ) shuǐguǒ fruit

鸡蛋 ( N. ) jīdàn chicken egg

包子 ( N. ) bāozi steamed stuffed bun

碗 ( N. ) wǎn bowl

面条 ( N. ) miàntiáo noodles

感冒 ( V. ) gǎnmào catch cold

身体 ( N. ) shēntǐ body, health

咳嗽 ( V. ) késou cough

发烧 ( V. ) fāshāo have a fever

打针 (V.O.) dǎ zhēn give/get an injection

请假条 ( N. ) qǐngjiàtiáo written request for a leave of abs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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