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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单元：我们怎么看中国人？第一单元：我们怎么看中国人？

第一课第一课 中国人有哪些民族性格特征？ 中国人有哪些民族性格特征？

1. 朗读词语：朗读词语：

性格特征xngge tezheng

主动zhudong

勤劳qnlаo
骄傲jiao’ao
热情reqng

认真renzhen
会打算(的)hu dasuan

乐观leguan
真诚zhencheng

幽默youmo
坚强jianqiаng

大方dafang

礼貌lmao
勇气yongq
适应能力shyngnengl

耐心naixn
友善好客youshan haoke
节俭jiejian
自豪感zhаogan
纪律性jlьxng

评价pngjia
向心力xiangxnl
朴素pusu
互相帮助huxiang 

bangzhu
互相支持huxiang zhch
重视……关系zhongsh… 

guanx
重视……合作zhongsh…

hezuo

2. 说一说自己的意见。你认为哪些心理性格特点会说一说自己的意见。你认为哪些心理性格特点会
帮助你。帮助你。

获得成功

跟别人建立关系

准备好考试

提高自己的汉语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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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说一说。说一说。

1. 你/你爸爸/你妈妈/你 好的朋友有哪些性格特征？
2. 你跟谁互相帮助/互相支持？
3. 你重视跟谁的关系？
4. 跟同学们讨论一下各种民族的性格特征。请论证自

己的观点。请选择答案并打“۷”：

白俄
罗斯
人

中国
人

英国
人

法国
人

德国
人

美国人

主动

勤劳

骄傲

热情

认真

礼貌

会打算
的

乐观

真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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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读一读并说出这首诗歌中所描写的中国人的性格特征：读一读并说出这首诗歌中所描写的中国人的性格特征：

竹(子)zhu(zi)、松(树)song(shu)、梅花meihua、
长寿chаngshou、合适hesh、种zhong

幽默、坚强、大方、礼貌、勇气、长寿、热情

(一) 王安石“梅花”(11世纪)
墙角数枝梅，
凌寒独自开。
遥知不是雪，
为有暗香来。

(二)郑燮“竹石”(18世纪)
咬定青山不放松，
立根原在破岩中。
千磨万击还坚劲，
任尔东西南北风。

(三)陈毅 “松”(20 世纪)
大雪压青松，
青松挺且直，
要知松高洁，
待到雪化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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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您认为下列植物代表哪些性格特点？使用提示完您认为下列植物代表哪些性格特点？使用提示完
成句子。成句子。

竹……

松……

梅花……

不怕冷；不怕天气有风、有雪；等春天来；天气还不
暖和的时候花就开了；种在很不方便的、不合适的地方；
味道很香；越来越高

6. 回答问题。回答问题。

1. 哪些诗句描写 “勇气”、“长寿”？
2. 从列表中选出具有象征“困难”意义的句子？

 • 千磨万击还坚劲
 • 大雪压青松
 • 凌寒独自开
 • 墙角数枝梅

7. 根据意义连线。根据意义连线。

竹  勇气  

松 是 长寿 的 象征
梅花  大方  

8. 再读一遍，根据内容判断正误。再读一遍，根据内容判断正误。

欣赏景色xnshang jngse

 • 中国人不喜欢欣赏景色。
 • 中国人特别注意健康。
 • 中国人喜欢适应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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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读一读下列诗歌并回答问题。读一读下列诗歌并回答问题。

遥远yаoyuan、虽不曾su buceng、神游shenyou、
壮zhuang、澎湃pengpai、汹涌xiongyong、

群人qunren、传人chuаnren、巨ju、成长chengzhang、
皮肤pfu、宁静nngjng、纽约niuyue、野火yehuo、

娆不尽raobujn、擦ca

侯德健“龙的传人”侯德健“龙的传人”

遥远的东方有一条江，
它的名字就叫长江。
遥远的东方有一条河，
它的名字就叫黄河。
虽不曾看见长江美，
梦里常神游长江水。
虽不曾听见黄河壮，
澎湃汹涌在梦里。
古老的东方有一条龙，
它的名字就叫中国。
古老的东方有一群人，
他们全都是龙的传人。
巨龙脚底下我成长，
长成以后是龙的传人。
黑眼睛、
黑头发、
黄皮肤，
永永远远是龙的传人。
多年前宁静的一个夜，
我们全家人到纽约，
野火呀娆不尽在心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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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夜每天对家的思念，
别人土地上我成长。
长成以后是龙的传人，
巨龙巨龙你擦亮眼，
永永远远的擦亮眼。

1. 这首歌的主要思想是什么？
2. 这首歌主要提到哪些问题？
3. 通过这首歌你了解到了什么文化精神？
4. 中国人怎么描写中国？
5. 中国人怎么描写自己？
6. 这首歌中描写中国人的哪些性格特征？
7. 在中国文化中“龙”是什么意思？
8. 这首歌怎么描写中国文化与价值观念？

10. 读一读中国人和外国人怎么看中国人并说说你同意读一读中国人和外国人怎么看中国人并说说你同意
不同意。不同意。

 • 耐心
 • 勤劳
 • 爱国心
 • 爱故乡
 • 热情
 • 友善好客
 • 节俭
 • 坚强
 • 互相帮助
 • 互相支持
 • 要求不高
 • 朴素
 • 有民族自豪感
 • 重视与亲戚朋友的友好合作关系
 • 纪律性
 • 向心力
 • 大方
 • 自我评价太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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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调查：找调查：找5位不同年龄的人调查一下他们怎么看中国位不同年龄的人调查一下他们怎么看中国
人，然后填写下表。人，然后填写下表。

№ 第一个人 第二个人 第三个人 第四个人 第五个人

1.
2.
3.

12. 设计：采访中国朋友设计：采访中国朋友(老师)，看看他们还喜欢什么性老师)，看看他们还喜欢什么性
格特点。格特点。

13. 了解句子的功能类型和结构。了解句子的功能类型和结构。

主语 — группа подлежащего
谓语 — группа сказуемого
疑问代词 — вопросительное слово

Повествовательные
叙述

Вопросительные
疑问句

Побудительные
祈使句

主语+(不/没有)+谓
语

Общий вопрос一般疑一般疑
问句问句

主语+谓语+吧！

主语+谓语+吗？

Cпециальный вопрос 

特殊疑问句特殊疑问句
主语+谓语+好吗(可
以吗)？

疑问代词(谁)+谓
语？

主语+谓语+疑问代
词
(谁的，什么，哪，
几，多少，哪儿)+
宾语？

请/让+(主语)+谓语
+(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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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语+疑问代词(什

么时候，为什么，

怎么)+谓语？

(主语)+别+谓语+了

主语 + 疑问代词(怎

么样)？

主语+情态动词 (мод. 

глагол) +谓语

主语+谓语1+疑问代

词(还是)+谓语2？

Неполное вопроси-

тельное предложе-

ние不完整的疑问句不完整的疑问句

主语+谓语+呢？

Вопросительное 

предложение с обо-

ротом 反问句？反问句？

是吗？是不是？是吗？是不是？

主语+谓语，是

吗？/是不是？

Вопросительное 

предложение с по-

втором 重复疑问句重复疑问句

主语+谓语不谓

语？

14. 读读，说说，写写。读读，说说，写写。

1. 适用于哪种语言功能；

2. 写出句子的结构类型；

3. 选择语法结构方式。

Окончание таб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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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说话了！

让我们一起去植物园！

我明天给你做中国菜，好吗？

喝点儿茶吧！

我买的机票在宾馆的房间里。

你家附近有电影院吗？

中国学生三月放不放假？

你的电脑呢？

你是我们新来的汉语老师，是吗？

下个月我们坐飞机去北京。

你没有他的电话号码儿吗？

你为什么不愿意在操场跑步？

你每天有几节课？

谁教你口语？

在哪儿可以找到汉语学习伙伴？

你觉得怎么样？

你喜欢喝绿茶还是喜欢喝红茶？

他汉语说得怎么样？

你的考试是几月几号？

你什么时候让他帮助我？

15. 确定语言交际功能(通知，解释，赞同，谴责，确定语言交际功能(通知，解释，赞同，谴责，

说服)。说服)。

你应该去吃点儿药。

他说汉语说得真不错呀！

我们下个星期去上海。

你不能这样做！

这个问题是 难的。

你一定要看这部电影！
你怎么吃那么多啊！
中国绿茶的味道很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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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如何修改下列的汉字，使句子的意义发生变化。如何修改下列的汉字，使句子的意义发生变化。

我不不喜欢看爱情电
影。

我不太不太喜欢看爱情
电影。

我太喜欢看爱
情电影了。

你是中国人吗吗？ 你是中国人吧！ 你 是 中 国 人
啊啊！

他是是大学的老师。 他是不是大学的老
师？

他不是不是大学的
老师。

(我们)让让他介绍大
学的情况。

我们请他介绍大学
的情况。

我们给他介绍
大学的情况。

我给朋友买了买了一件
礼物。

我给朋友一件礼
物。

我给朋友送了
一件礼物。

教室里有有英语系的
学生。

教室里没有英语系
的学生。

教室里还有英
语系的学生。

电脑在在桌子上。 电脑不在桌子上。 电脑也在也在桌子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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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课 第二课 中国人是怎么打招呼的？中国人是怎么打招呼的？

1. 朗读词语：朗读词语：

建立建立jianl
建立国家
建立关系
建立合作hezuo
表示表示biaosh
表示尊重zunzhong
表示感情
表示热情

体现体现txian
素质suzh的体现
体现热情
体现热爱

表达表达biaodа
礼貌表达
表达自己的看法
表达自己的意思

遇到遇到yudao
遇到同屋
遇到同事
遇到同学

处理处理chul
处理日常工作
处理矛盾mаodun
处理问题

遇到人
遇到困难kunnan
遇到问题

熟悉shux一个人
了解一个人
认识一个人

跟……打招呼gen… da zhaohu

2. 完成句子。完成句子。

1. 白俄罗斯跟……建立了友好的关系。
2. 我们都应该向……表示尊重。
3. 朋友……的时候，应该向他们表示热情。
4. 我一般在……情况下表达自己的看法。
5. 每次遇到老师同学，应该跟他们……。
6. 遇到困难的时候，一家人应该互相……。
7. 遇到问题的时候，……帮助我处理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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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你想处理你跟父母的矛盾， 好……。
9. ……是素质的体现。
10. 跟中国老师/中国朋友说话时，我一般用……语表

达自己的意思。

3. 说一说这些词语在意义上有什么区别？说一说这些词语在意义上有什么区别？

 • 体现热情
 • 体现热爱
 • 遇到人
 • 遇到问题
 • 处理日常工作
 • 处理矛盾
 • 熟悉一个人
 • 了解一个人

4. 读一读，根据自己的看法把下面句子补充完整。读一读，根据自己的看法把下面句子补充完整。

应该跟人打招呼……。
 • 为了对他们表示热情
 • 为了对他们表示感情
 • 因为这是一种礼貌的表达方法
 • 为了跟他们建立友好的关系
 • 为了表示尊重
 • 因为这是一种好习惯
 • 是一种良好素质的体现
 • 为了祝健康幸福

5. 读一读课文并说说课文中提到的情况表示中国人的哪读一读课文并说说课文中提到的情况表示中国人的哪
些性格特征？些性格特征？

反应fany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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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安妮，是美国人。刚
到中国时，我先像在美国一
样，遇到不认识的人的时候，
常常跟他们打招呼。如果在街
上，我就对他们说“Hi”；如果
在学校里，就对他们说“Hello”

。然后我发现，我的做法让中
国人感到奇怪！比如，有一天
我在学校里遇到中国同学，就
笑着问候他们。他们有点儿吃惊，没反应。我非常不高兴。

以后我的法国同屋告诉我：“看来，你还不太了解中
国人。中国人不习惯跟不认识的人打招呼，大多数中国人
只是在有事的时候才跟不认识的人打招呼。我刚来的时
候，也没有中国同学问候我。但现在我们熟悉了，在图书
馆、食堂遇到了，他们都会笑着跟我打招呼。”

那时候我才知道中国人是怎么打招呼的。

6. 说说文章说说文章1的结构：开头 的结构：开头 (начало)、主体 、主体 (средняя часть)、 
和结尾 和结尾 (концовка)。 。 

7. 学习分析短文。说一说短文学习分析短文。说一说短文1的链接方式。的链接方式。

链接方式链接方式

лексические 这(个) 人，那(个) 姑娘，那儿，这儿，他，
她，它，他们，它们 и т.д.

грамматические 第一、第二、第三、总之。
对……来说
我觉得
我看
一边喝茶，一边聊天儿
又漂亮又聪明
不是老师，是学生 и т.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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пограничные  • 吧；吗；呢；了；的；地；得；着；过；
 • 在；给；对；由；根据；对于；关于；从；
向；往；被;

 • 里面；上面；下面；前面；后面；中间；左
边；右边；旁边；外边；北边；南边；西边；
东边;

 • 不；没；都；也；很；真；太；还；非常；挺；
；更；又；再；很多；很少；不多；不少；

像；不过；差不多；正在；曾经；将要；将
来；就；才；后来；以后；以前；要不；比
如；刚(才)；马上；几乎；尤其；一向；一会
儿；从来；终于；已经；总是；经常；有时；
从来(不)；只；一起；原来；一定；极；一
共；完全；比较；首先； 后；互相；好像；
大约；

 • 和；跟；或者；但是；可是；因为；所以；如
果；…的时候；并；而；而且；不仅；免得；
还是， 除了…以外；先…然后…；；一边…
一边；从…回/到/去/来；因为…所以；有
的…有的…；；又…又…；有时…有时…；如
果…就；虽然…但是…；先…再…；不但…而
且…; 了… 就…(了); 只要…就…; 要是…就…
；到…来/去；既…又…；…，包括…；一会
儿…一会儿…；如果…那么…；不是…就是…
；从…以来，从…开始

графические ，、。；：！——：“”«»

8. 选择正确答案。选择正确答案。

1.“我”问候不认识的中国人时( )。
A. 他们笑着跟我打招呼
B. 他们有点儿吃惊
C. 他们都没反应
D. 他们很高兴

Окончание таб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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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我”非常不高兴因为( )。
A. 有的中国人对我的招呼没反应
B. 中国人喜欢跟“我”打招呼
C. 中国人不喜欢跟外国人打招呼
D. 中国人很奇怪

3. 下面说法正确的是( )。
A. 中国人不习惯跟不认识的人打招呼
B. 中国人不热情
C.“我”是法国人
D.“我”以后不会和不认识的人打招呼了

9. 读一读并说说下面小短文的链接方式。读一读并说说下面小短文的链接方式。

(一)他是中国的北方人，但很喜欢在南方生活。因为
南方不但天气暖和，而且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到很多种水果。

(二)虽然你不认识一个人，但是你一定要跟他打招呼。(二)虽然你不认识一个人，但是你一定要跟他打招呼。
(三)这本介绍中国人打招呼方式的书一共15页，我已

经看到12页了，马上就可以看完了。一会儿我去图书馆再
借一本新的。

(四)无论中国有多么远，上网后，我们都能找到关于(四)无论中国有多么远，上网后，我们都能找到关于
它的很多新闻。它的很多新闻。

(五)中国年轻人喜欢在电脑上一边上网一边聊微信。
(六)我们两个人一起走路的时候，突然遇到了一个人

问候我们。
(七)中国人不习惯跟不认识的人打招呼，他们有时候

感到奇怪，有时候感到不好意思。
(八)中国人认为：如果身体不健康，那么人也不会快(八)中国人认为：如果身体不健康，那么人也不会快

乐。所以，为了能有一个好心情，必须要健康。乐。所以，为了能有一个好心情，必须要健康。
(九)如果想了解中国的文化，就不能只看书本，还必(九)如果想了解中国的文化，就不能只看书本，还必

须到这个国家走一走、看一看，这样才能明白“文化”须到这个国家走一走、看一看，这样才能明白“文化” 二
字的意思。字的意思。

(十)中国的很多城市都有好几个名字，像广州市，除
了羊城外，人们还叫它花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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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说说二、四、八、九题的说法你同意不同意。为说说二、四、八、九题的说法你同意不同意。为
什么？什么？

11.  听一听录音，并填空。听一听录音，并填空。

熟人shuren

中国人的相互问候中国人的相互问候

中国人打招呼并不只是
说“……”，也常说“……”而
且，人们打招呼的方式越来越
多，常会根据人物和人物的年
龄处理。

比如，遇到同事的时候，
会问：“……”

遇到老人，会问：“……”
遇到老师，会问“……”

要是好久没见的，不太熟悉人，可以说：“……”
对好朋友可以说：“……”
不过，现在的年轻人见面经常说“……”或“……”

12. 调查：找调查：找3位不同年龄的人调查一下他们打招呼的方位不同年龄的人调查一下他们打招呼的方
式，然后填写下表。式，然后填写下表。

№ 第一个人 第二个人 第三个人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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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6

7

打招呼的方式调查表打招呼的方式调查表

1. 你用什么方式跟老人打招呼？

2. 你用什么方式跟同事(同学)打招呼？

3. 你用什么方式跟好朋友打招呼？

4. 你用什么方式跟你不太熟的人打招呼？

5. 你用什么方式跟不认识的人打招呼？

6. 你用什么方式跟年轻人打招呼？

7. 你用什么方式跟老板打招呼？

13. 比较一下中国人和白俄罗斯人(和你自己的)打招呼比较一下中国人和白俄罗斯人(和你自己的)打招呼
的方式。的方式。

人物
(人物的年龄)

中国 白俄罗斯 你自己

年轻人

老人

好朋友

不太熟的人

老师(老板)

同事(同学)

不认识的人

Окончание таб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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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选择并填写链接方式。选择并填写链接方式。

先…然后…；要是…就…；一边…一边；又…又…；
有的…有的…；有时…有时…；因为…所以；如果…就；

虽然…但是…；不但…而且…；了… 就…；
…就…；除了…以外；无论…都…；只；

，；：；“”；？；！

中国人打招呼的方式很多常会根据环境处理。中国人
看到别人做什么问什么。看到别人下班可以说下班了啊。
不太清楚别人干什么去一般会说去哪里啊去哪儿啊。

(答案：虽然虽然中国人打招呼的方式很多，但是 ，但是常会根)
据环境处理。中国人看到别人做什么就就问什么。要是(如 要是(如
果) 果)看到别人下班了，就 了，就可以说“下班了啊！”。如果(要 如果(要
是) 是)不太清楚别人干什么去，，一般会说“去哪里啊？”或或“
去哪儿啊？”。)

15. 读一读小短文，考虑它们中链接方式并重新安排下读一读小短文，考虑它们中链接方式并重新安排下
列句子的顺序。列句子的顺序。

1. A. 但世界上还有很多是钱买不到、也换不来的
B. 钱虽然能买到很多东西
C. 例如生命、爱情、友谊和时间

2. A. 我儿子的个子长得非常快
B. 今年春天就有很多不能穿了
C. 去年春天打折的时候我给他买了几件衣服

3. A. 他很年轻
B. 比相同年龄的人更成熟
C. 可是遇到问题很冷静

4. А. 可是今天起晚了
В. 平时我骑自行车上下班
С. 所以就打车来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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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A. 但是她的眼睛没有我的大

B. 比我高

C. 虽然姐姐的个子

6. A. 无论你是胖还是瘦，都应该经常锻炼身体

B. 那么我们也就没有了幸福

C. 如果没有了健康

7. A.虽然现在这块儿手表有点儿旧

B. 颜色也变了

C. 但我还是很喜欢它，不愿意换新的

8. А.这个公司的工资虽然不算很高

В. 但是奖金很多

С. 所以总的来说收入还不错

(HSK4级：考试题)

第三课 第三课 中国人的风俗习惯中国人的风俗习惯

1. 朗读词语：朗读词语：

隐私yns
私人sren
收入shouru
进步jnbu

离开lkai
分开fenkai
独自duz
夸赞kuazan

2. 读一读并选择正确答案。读一读并选择正确答案。

1. 我喜欢/不喜欢别人问我隐私问题。
2. 我家人的收入高/低。
3. 我汉语进步很快/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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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回答问回答问题。题。

1. 独自一人在家时你通常干什么？
2. 你不喜欢别人问你什么隐私问题？
3. 如果别人夸赞你做得好你会怎么回答？
4. 你经常离开你家人吗？分开的时候你有什么感觉？

4. 根据录音的内容填写下表。根据录音的内容填写下表。

(一)(一)

你好！我叫玛丽。两年以
前我离开了白俄罗斯，离开了
家人，独自来中国留学。一开
始人生地不熟。而且对这里的
生活很不习惯。

刚到第二天的时候，我认
识了一个中国朋友。第二次见
面的时候，他马上就开始问我
隐私问题，比如我父母的收入

是多少、我有没有男朋友等等。我觉得很不好意思，不知

道怎么回答。

学了半年以后，我的汉语进步很快。听到老师夸赞我

的时候，就说“谢谢！”一个同学告诉我，根据中国人的

习惯 好说“哪里哪里，我做得还很不够！”

我到中国已经两年了。我很喜欢这里，因为我交了很

多中国朋友。他们很善良也很热情。他们给我介绍了很多

中国风俗习惯。

那个中国朋友问了我很多私人的问题，因为这样就想

表示对我的热情。现在我们两个人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

明天我要回国了。我爱上了中国，舍不得离开我的好

朋友。我相信，虽然我们快要分开了，但是我们的友谊一

定不会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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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的
名
字

国
籍

职
业

在
中
国
的
时

间 提
到
了
几
个

风
俗
习
惯

提
到
了
哪
些

风
俗
习
惯

对
中
国
朋
友

的
态
度

对
中
国
的
态

度

先： 先：

后： 后：

5. 请说一说：请说一说：

“人生地不熟”，“心有灵犀一点通”，“舍不得”的
意思。

你的生活中有没有一个人，你们俩“心有灵犀一点通”。
你生活中舍不得的东西。

6. 两人一组，讨论一下下列的问题。两人一组，讨论一下下列的问题。

1. 短文中提到的两个风俗习惯，白俄罗斯和中国一
样吗？

2. 短文中提到的两个风俗习惯表示中国人的哪些性
格特征？

3. 你觉得玛丽为什么不想离开中国？

7. 读一读课文，用下列的词语填空。读一读课文，用下列的词语填空。

国人guoren、身心shenxn、加满jiaman、
接着jiezhe、饮料ynliao

中国茶道中国茶道

(二)(二)

你好，我叫李长华。我给你们……一下我们中国人怎么
喝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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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是我们 喜欢的……。一
杯茶水喝一天。茶文化对我们的
生活……有很大的影响，对国人
的身心健康有很大的……。但
是，很多中国人喝茶习惯是一
杯……喝一天，而且是一边喝一
边加水，……完了加，加满了接
着喝，一直喝到没有了茶味，也

不换……茶。西方人……也喜欢喝茶，但是绝不像中国人那
样一喝就是一天。

饮料、介绍、茶、习惯、喝、新、虽然、好处

8. 学习分析短文。说一说短文(一)、(二)的功能类型。学习分析短文。说一说短文(一)、(二)的功能类型。
根据表的内容对它们进行分析。根据表的内容对它们进行分析。

目的：1) 描写一个人(东西、事情、情况)的特征；
2) 叙述事情的经过的链接方式：……

链接方式

текст-
описание
描写类型

第一、第二、第三、总之。
对……来说
我觉得
我看 и т.д.

或者；除了…以外；一边…一边；有的…有的…；又…又…

；有时…有时…；不但…而且…；…，包括…；从…开始…

；一边…一边；很；真；太；还；非常；挺； ；更；像；
和(跟)……一样；差不多；比如；从来；总是；经常；有
时；从来(不)；只；原来；极(了)；完全；比较；好像；
很多；很少；不多；不少 и т.д.

текст-
повество-
вание
叙述类型

…的时候；除了…以外；先…然后…；首先； 后；以
后；以前；然后；从…回/到/去/来；先…再…；了… 就…

(了)；到…来/去；刚(才)；马上；一会儿；从来；终
于；已经；又；再；и т.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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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说一说短文(一)主要事件，把它们按一定逻辑顺序排说一说短文(一)主要事件，把它们按一定逻辑顺序排
列起来。列起来。

10.  听一听课文并说说作者提到中国人的几个风俗习听一听课文并说说作者提到中国人的几个风俗习
惯。他没提到几个？惯。他没提到几个？

不知不觉地buzh bujue de、形成xngcheng、
不停地butng de、夹菜jiacai、争着zhengzhe、

倒着走daozhezou、忍不住renbuzhu、盯着dng zhe、
一切yqie、哼唱hengchang

每个国家的人说话做事都有
自己的特点和习惯，即使是一个外
国人，如果在这个国家时间长了，
也会不知不觉地形成这些习惯。
你知道中国人平时都有哪些特点
和习惯吗？下面说的这些和你自
己的情况一样吗？如果一样的情
况很多，那就说明 你在中国已经
很久了。

1. 和朋友一起吃饭时，你不
停地给旁边的人夹菜，结束时你
会争着付钱。

2. 你在公园里一边倒着走，
一边听MP3。

3. 你开始称其他外国人为“老外”。遇到“老外”
时，你会忍不住多看几眼。而中国人不再盯着你看，你在
奇怪这是为 什么。

4. 你开始喜欢吃月饼。
5. 你的普通话说得比一些中国人还好。
6. 你不再喜欢向刚来中国的人介绍中国的一切。
7. 有中国人在街上向你打听怎么走。

老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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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坐出租车时，你听到了车子里播放的中国流行音
乐， 并跟着它哼唱起来。

11. 再听一遍，根据内容判断正误。再听一遍，根据内容判断正误。

1. 不喜欢盯着外国人看，说明你在中国已经很久
了。( )

2. 打羽毛球和乒乓球成了你主要的运动方式，说明你
在中国已经很久了。( )

3. 你爱用筷子，而且可以用筷子吃各种各样的菜，说
明你在中国已经很久了。( )

4. 在路上遇到熟人时，你很习惯地用“去哪儿了？” 
“吃饭了吗？”跟他打招呼，说明你在中国已经很久了。( )

5. 有中国人在街上向你打听怎么走，说明你在中国已
经很久了。( )

12. 说一说，你自己有没有类似的习惯。说一说，你自己有没有类似的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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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单元：“中国通”和“白俄罗斯通”第二单元：“中国通”和“白俄罗斯通”

第一课 第一课 你以为自己真是“中国通”吗？你以为自己真是“中国通”吗？

1. 朗读词语：朗读词语：

米m
平方公里pngfang gongl
面积mianj
人口renkou
夏季风xiajfeng
冬季风dongj feng
文明古国wenmng guguo
宣布xuanbu
独立dul
主席zhux
国庆节guoqngjie

国语guoyu
民族mnzu
货币单位huob danwei
岸an
公元前gongyuаnqiаn
占zhan ……%
以y……为主weizhu
主要zhuyao……有you
是……之一sh……zhy
十分丰富shfen fengfu
与yu……为邻wei ln

2. 朗读词语并说一说你怎么理解这些词语的意思。朗读词语并说一说你怎么理解这些词语的意思。

 • 中国通zhongguotong ·老外laowai
 • 历史文化lsh wenhua · 社会生活shehu shenghuo
 • 政治观念zhengzhguannian · 社会观念shehuguannian
 • 文化交流wenhua jiaoliu · 信息交流xnx jiaoliu
 • 体验 tyan……经历jngl · 挣大钱zheng daqiаn
 • 成为chengwei“中国通”·“变成”biancheng中国人

3. 朗读词语并想想它们的意思。不知道的话，查一朗读词语并想想它们的意思。不知道的话，查一
查词典。查词典。

 • 洲zho u：亚洲ya zho u、非洲fe izho u、欧洲o uzho u、
南美洲nаn meizhou、北美洲beimeizhou、大洋洲dayаngzh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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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东部do ngbu 、南部nа nbu 、西部x bu 、北部be ibu 、
大部分地区dabufen dqu

 • 海洋haiyаng：太平洋taipngyаng、大西洋daxyаng、

印度洋ynduyаng、北冰洋beibngyаng

 • 国家guojia：朝鲜chаoxian、俄罗斯eluos、哈萨克斯

塔hasakes tan、吉尔吉斯j erj s 、塔吉克斯坦taj kes tan、
蒙古menggu、阿富汗afuhan、巴基斯坦bajstan、印度yndu、
尼泊尔n bo ’e r、锡金x j n、不丹bu da n、缅甸mia ndia n、
老挝laowo、越南yuenаn

 • 山脉sha nma i：喜马拉雅山x ma la ya  sha n、天山

tianshan、黄山huаngshan、昆仑山kunlun shan
 • 矿产资源kua ngcha n z yuа n：锡x 、锌x n、黄铁矿

huаngtiekuang、石膏shgao
 • 自然资源zrаn zyuаn：森林senln、淡水danshu(河

流heliu、湖泊hupo)
 • 全境地势quа n j ng d sh ：山地sha nd 、峰fe ng、高

原gaoyuаn、平原pngyuаn、海拔haibа
 • 气候qhou：复杂多样fuzа duoyang、多种多样duozhong 

duoyang

 • 经济jngj：工业gongye、农业nongye、服务业fuwuye
 • 宗教zongjiao：佛教fojiao、道教daojiao、伊斯兰教

y s lа njia o、天主教tia nzhu jia o、东正教do ngzhe ngjia o、
新教xnjiao

 • 行政区划xngzheng quhua：省sheng、自治区zzhqu、
直辖市zhxiаsh

4. 读一读课文并说说这段课文的主要意思。读一读课文并说说这段课文的主要意思。

前国务卿qiаn guowuqng、总理zon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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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听说过“中国通”这个词吗？“中国通”一般是指
那些非常熟悉和了解中国情况的外国人，如美国记者埃德
加•斯诺、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澳大利亚总理陆
克文，还有中国人很熟悉的加拿大人大山等。好好学习汉
语，多和中国人交流，多了解中国的社会生活和历史文
化，相信你也可以成为一个“中国通”。

A. 怎么成为中国通？
B. 中国通是谁？
C. 有名的中国通

5. 再读一读课文，为这篇课文选择合适的题目。再读一读课文，为这篇课文选择合适的题目。

 • “外国人在中国”
 • “中国通”

6. 读一读一个外国人的博客，说说他以为自己真是“中读一读一个外国人的博客，说说他以为自己真是“中
国通”吗？国通”吗？

“享乐派”xianglepai、“工作狂”gongzuokuаng、
待dai、大型跨国公司daxngkuaguo gongs、

模糊印象mohu ynxiang、藏cаng

读一读课文并说说这段课文的主要意思。

大山（本名马克•亨利•罗斯韦尔，
Mark Henry Rowswell）

陆克文原名凯文•迈克尔•拉德 

(Kevin Michael Rudd)

Скачано с сайта www.aversev.by



32

你以为自己真是你以为自己真是““中国通中国通””吗？吗？

(2007-06-04 16:04:31)
作者：Nick
我在中国已待了两年，觉得自己对于中

国人的社会及政治观念都有了相当的了解。
在这个问题上，我得好好谢谢我的女友和我

的中国朋友。如果没有他们，我想我永远都不会了解中国。
但现在，我想说的是，我不是“中国通”，即便在中国住
上10年，我也不是“中国通”。

在中国有很多外国人，让我们来看看他们都能分成几
类……

享乐派。

有些老外，就比如我，喜欢像
客人一样待在中国，我想我们这一
类老外可被称为“享乐派”。在中
国，我们过得很愉快，我们会尽可
能地在中国体验一些美好的经历。

第二，工作狂。

外国人来
中国挣钱，而且是挣大钱。在中国
的一些 有钱的外国人是大型跨国
公司的CEO，对于他们，人们只是有
个模糊印象，知道他们住在中国……

第三，比中国人还中国人的
老外。

我们现在就来看看他们吧……

这些外国人常常努力地把自己
的外国人特征藏起来。他们的中文
说得很好。他们读很多中文书，努
力地练习听力和书法。一句话，这
些人一心想“变成”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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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对那些自认为是中国人的西方人说：即便你在中

国住了20年，中国人看见你时，也会大叫“老外”或

者“hello”！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99eff68010009al.html)

7.  听一听并选择正确的答案。听一听并选择正确的答案。

1. A. 没把自己的外国人特征藏起来 

B. “变成”中国人

C. 汉语说得很差

2. A. 4类 

B. 2类 

C. 3类

3. A. 时间过得很愉快 

B. 工作很忙 

C. 什么都不做

4. A. 留学 

B. 找工作 

C. 挣钱

5. A. 他父母的帮助 

B. 他女友和中国朋友的帮助 

C. 他老师的帮助

6. A. “享乐派”

B. “工作狂”

C. “比中国人还中国人的老外”

8. 下面两句话，你同意吗？为什么？下面两句话，你同意吗？为什么？

1. 作者不太喜欢属于“工作狂”和“比中国人还中国

人的老外”的外国人。

2. 作者认为每个外国人能“变成”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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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两人一组，讨论一下谁是“中国通”。两人一组，讨论一下谁是“中国通”。

““中国通中国通””

学习 会 他的……很好 熟悉 了解 认识

10. 你自己是“中国通”吗？请把下列句子补充完整。自己是“中国通”吗？请把下列句子补充完整。

1. 中国位于……。

2. 中国的邻国是……。

3. 中国第一大河是……。

4. 中国 高峰是……。

5. 中国面积约……。，人口……。。

6. 中国共有……个民族，主要民族是……。

7. 中国首都是……。

8. 国庆节是……。

9.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国)是……。

10. 主要山脉有……。

11. 主要宗教有……。

12. 货币单位是……。

13. 全国分为……个省。

14. 大的城市是……。

15. 主要名胜古迹包括……。

16. 古代中国是公元前……世纪建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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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听一听课文并用下列的词语填空。检查一下练习听一听课文并用下列的词语填空。检查一下练习
9做得对不对。做得对不对。

黄河
Huanghe

兵马俑
Bgmayong

珠穆朗玛峰
Zhumulangma 

feng

海南岛
Hainandao

泰山
Taishan

黄山
Huangshan

西湖
Xhu

衡山
Hengshan

长江
Changjiang

台湾岛
Taiwandao

太湖 Taihu

中国地理和行政地图

乌鲁木齐
Wulumuq

西藏
Xzang

拉萨
Lasa

哈尔滨
Ha’erb

北京北京
Beijng

山西省
Shanx sheng

河南省
Henan 
sheng

西安
X’an

青岛
Qngdao
安徽省

A nhu sheng
上海

Shanghai杭州
Hangzhou

台湾岛
Taiwandao

香港
Xianggang

澳门
A o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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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中国

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亚洲东部，太平洋西南
岸。……朝鲜、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塔吉克
斯坦、蒙古、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尼泊尔、锡金、
不丹、缅甸、老挝、越南等国家……。

全境地势西高东低，山地占全国面积的……，高原
占……，平原占……。主要山脉有喜马拉雅山、天山、黄
山、昆仑山等。世界 高峰……珠穆朗玛峰，海拔……米。
中国第一大河长江长达……公里，是世界第三大河。

气候复杂多样，从南到北是热带、亚热带、暖温带、
温带、寒温带等不同气候带。10–3月刮冬季风，大部分地
区寒冷干旱，4–9月刮夏季风，大部分地区高温多雨。年
平均降水量东南沿海为……毫米，西北部在……毫米以下。
北京市平均气温1月份为 – 4,6 °C，7月份为+25,8 °C。

中国面积约960万平方公里，人口13亿人左右。
中国是多民族的国家，共有56个民族，汉族……全国

人口的……。汉语为国语。……宗教……：佛教，道教，伊
斯兰教，天主教和新教。行政区划：全国……23个省，……
个自治区和……个直辖市(北京、上海、天津、重庆)。首
都北京。货币单位是人民币元。矿产资源主要有锡、锌、
黄铁矿、石膏等。水力资源……。中国经济……工业……。

中国……文明古国……，是公元前21世纪建国的。1949
年10月1日中国宣布独立并……中华人民共和国。10月1日
是国庆节。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国)是习近平。

500、建立、占……92%、以……为主、33%、8843,13、
位于、5、与……为邻、26%、1500、十分丰富、
6300、主要……有、12%、分为、4、是……之一

12. 说一说中国的特征。说一说中国的特征。

 • 地理位置 • 宗教
 • 全境地势 • 行政区划
 • 气候 • 自然资源
 • 人口与民族 • 国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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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分成两小组(队)并玩儿游戏“中国通”。分成两小组(队)并玩儿游戏“中国通”。

开始开始 1. 说出3个中国主
要城市的名称

2. 说出中国传统
的艺术的名称

3.说出中国四大
名著的名称之一

4. 说出中国人5个
性格特征

5. 说出中国的象
征的名称

6. 往前走往前走3步 7.说出中国3个有
名的诗人的名字

8.说出中国主要
宗教的名称

9. 说出中国乐器
的名称

10. 说出中国气候
带的名称

11.说出中国四大
名著的名称

12. 现在中国的国
家主席是谁？

13.说出中国3个
传统菜的名称

14. 往后走往后走2步

15. 说出中国5个
邻国的名称

16. 哪些植物具有
中国象征意义？

17. 说出中国3个
有名的导演的名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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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说出中国主要
山脉的名称

19. 说出中国人
受欢迎的运动的
名称

20. 哪座建筑物
具有中国象征意
义？

21. 错过自己的轮错过自己的轮
次

22. 说出中国5个
节日

23. 往前走往前走3步

24. 说出中国两大
河的名称

25.说出中国著名
的人的名字

26. 哪些动物具
有中国象征意
义？

27. 中国经济以什
么为主？

28. 说出中国3个
有名的电影演员
的名字

29.错过自己的轮错过自己的轮
次

30. 往后走往后走2步 31.说出“静夜
思”作者的名字

32. 中国国旗和
国徽具有什么象
征意义？

33.说出中国茶种
类

34.说出中国各名
胜古迹的名称

结束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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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课 第二课 亲爱的白俄罗斯亲爱的白俄罗斯

1. 朗读词语：朗读词语：

字母zmu
普及puj
总统zongtong
白卢布bаilubu 
地名dmng
街名jiemng
覆盖fugai
境内jngnei
湿润shrun
低平dpng
湿地shd

联合国liаnheguo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liаnheguo 

jiaokewen zuzh
人类renlei
遗产ychan
拿破仑nаpolun
军队jundu
法西斯faxs
战争zhanzheng
第二次世界大战(二战) 

d’erc shjie dazhan

2. 读一读并说说你去过哪些地方。读一读并说说你去过哪些地方。

 • 乌克兰wukelаn、波兰bolаn、立陶宛ltаowan、拉脱
维亚latuoweiya

 • 布列斯特bu  lie  s  te 、戈麦尔ge  ma  ie  r、格罗德诺
ge luo de nuo 、明斯克m ngs ke 、莫吉廖夫mo j liа ofu ，维切
布斯克weiqiebuske

 • 自然保护区zrаn baohu qu、别洛韦日自然森林保护
区bieluoweir zrаn senln baohuqu、纳拉奇湖nalajhu

3. 你了解你的祖国白俄罗斯吗？请把下列句子补你了解你的祖国白俄罗斯吗？请把下列句子补
充完整。充完整。

1. 白俄罗斯位于……。
2. 白俄罗斯的邻国是……。
3. 白俄罗斯 高峰是……。
4. 白俄罗斯面积约……，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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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白俄罗斯首都是……。
6. 国庆节是……。
7. 白俄罗斯总统是……。
8. 主要宗教有……。
9. 货币单位是……。
10. 全国分为……个州。
11. 大的城市是……。
12. 主要名胜古迹包括……。
13. 明斯克有……年的历史。
14. 白俄罗斯气候属……。
15. 国语是……。
16. 二战…年…月…日开始，…年…月…日结束。

4. 读一读课文并填空。检查一下练习读一读课文并填空。检查一下练习1做得对不对。做得对不对。

曾ceng、钾盐jiayаn

白俄罗斯地理和行政地图

明斯克州
莫吉廖夫州

维捷布斯克州

布列斯特州 戈梅利州

格罗德诺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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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俄罗斯白俄罗斯

白俄罗斯……东欧平原的内陆国家，东北部……俄罗

斯，南与乌克兰，西与波兰，西北部与立陶宛和拉脱维

亚……。国土面积207,600平方公里。

白俄罗斯气候属温带大陆性气候，境内温和较湿

润，年降水量为 5 5 0毫米～ 7 0 0毫米。 1月平均气

温–6 °С，7月平均气温18 °С。白俄罗斯地境内地势低

平、多湿地，平均海拔160米， 高峰为Dzerzhinskaya

山，海拔345米。

自然资源主要有木材、淡水。这些自然资源……。

白国土36%都被森林覆盖，自然保护区……国土6%。别

洛韦日自然森林保护区是欧洲 大的平原森林。林区风

景优美。它有“欧洲之肺”的美称，它被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列为80项人类遗产之一。白俄罗斯还被称为“万

湖之国”，有一万多个湖泊。在很多的湖泊中，纳拉奇

湖面积 大，有79. 6平方公里。钾盐也……主要自然资

源……。

人口约有946万。白俄罗斯……宗教……东正教和天主教。

白俄罗斯语和俄语是国语。

行政区划：全国分为6个州。主要城市有布列斯特、

戈麦尔、格罗德诺、明斯克、莫吉廖夫和维切布斯克。

白俄罗斯首都是明斯克。它是个森林城市，有900多

年历史。明斯克曾三次被破坏：第一次，1812年它被拿破

仑军队破坏；第二次，1918年明斯克被德国军队破坏；第

三次，二战时它被法西斯德国军队破坏。战争结束后，又

变成了一个美丽的城市。

货币单位是白俄罗斯卢布。

1991年8月25日宣布独立。国庆日是7月3日。白俄罗

斯总统是亚历山大·卢卡申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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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学习分析短文。学习分析短文。

№ Текст
Типы

текстовых
фрагментов

1 白俄罗斯是位于东欧平原的内陆国
家，东北部与俄罗斯，南与乌克兰，西
与波兰，西北部与立陶宛和拉脱维亚为
邻。国土面积207,600平方公里。

описание места

地点描写

2 白俄罗斯的“白”有多种解释：
第一，这个地方很美丽，“白”是

自由，独立，美丽，富裕的意思；
第二，过去白俄罗斯人很喜欢穿用

漂白亚麻布做的白色的衣服；
第三，“白”是清洁、善良和快乐

的意思；
第四，这里人的头发是金黄的、眼

睛是蓝色的。

характеристика 

персонажа,

功能字符
предмета

3 昨天我的一个中国朋友到明斯克
来了。他先去了宾馆，然后来我的家做
客了。

динамика 

действия

行动的动态

4 今天明斯克天气好极了，街上连一
个人也没有，非常安静。好像都去城外
玩儿了。

состояние (при-

роды, среды, 

лица) 自然,环
境,人物的状态

5 二战时明斯克被法西斯德国军队破
坏。战争结束后，又变成了一个美丽的
城市。

изменение

состояния,

переход

к действию

状态的变化,过
渡到作用

6 我觉得Минск (明斯克) 就是МИрный 

(和平的) — Нравственный (道德的) — СКром-

ный (朴素的)。明斯克 — 明达、斯文、克
制，明达所以能和平，斯文所以有道德，
克制所以是朴素。我喜欢这个城市！

субъективно-оце-

ночное 

восприятие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сти

主观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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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读一读几段课文并根据意义连线。读一读几段课文并根据意义连线。

1 我的中国朋友刚来明斯克留
学。他还不太习惯这里的天
气，他的身体经常出问题。

а описание места

地点描写

2 我班里的同学越来越喜欢学习
汉语、越来越了解中国文化。

б характеристика 
персонажа,

功能字符
предмета

3 昨天我们去逛街了。我们先去
一个大的百货大楼买衣服、然
后去书店买几本汉语课本和光
盘。

в динамика действия

行动的动态

4 去年我们去北京旅行了。北京
很大、人也很多。北京又传统
又现代。那儿有很多名胜古
迹，也有很多现代的大厦。

г состояние (природы, 

среды, лица) 自然，
环境，人物的状态

5 我很喜欢学习汉语。汉语虽然
很难、但是很有意思！而且中
国文化非常丰富！我很想去中
国留学！

д изменение состояния, 
переход к действию

状态的变化，过渡到
作用

6 我有一个好朋友。她是我的同
学。她叫玛丽。她的爱好很
多。她喜欢画画儿、唱歌、做
运动。她的梦想是学会汉语去
中国工作。

е субъективно-оценоч-
ное восприятие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сти

主观感受

7. 读一读小短文，考虑它们中链接方式并重新安排下列读一读小短文，考虑它们中链接方式并重新安排下列

句子的顺序。句子的顺序。

1. A. 河水不深，非常清

B. 我记得，以前村子的旁边有一条小河

C. 清得可以看见河底的水草和成群的小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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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А. 全长约6300公里，比黄河长800多公里

В. 长江，是中国第一大河

С. 它们都是中国的“母亲河”……

3. A. 下面可以跑火车

B. 这个桥有上下两层

C. 上面可以走汽车……

4. A. 现在瘦了很多

B. 那个护士坚持锻炼了三个多月

C. 每天打排球……

5. A. 它的面包不但好吃

B. 所以每次来买都要排很长的队

C. 这个面包店很有名

D. 而且很便宜……

8.  听一听并选择正确的答案。

1. 白俄罗斯民族有/没有自己的语言。

2. 白俄罗斯语有34/35个字母。

3. 白俄罗斯语是/不是怎么书写就怎么发音。

4. 在城市，白俄罗斯语使用比较少/多。

5. 所有/有的地名和街名都用白俄罗斯文书写。

6. 电视里的文化节目、艺术节目、新闻、天气预报使

用/不用白俄罗斯语。

7. 有的/所有的报纸和杂志也用白俄罗斯文出版。

8. 明斯克一些/所有的博物馆也用白俄罗斯语给来参

观的人介绍信息。

9. 2009年/2010年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国际在线”

开设白俄罗斯语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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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课 第三课 中国人眼里的白俄罗斯和白俄罗斯人中国人眼里的白俄罗斯和白俄罗斯人

1. 朗读词语：朗读词语：

以为ywei ——认为renwei
告别gaobie ——见面

jianmian
意味着yweizhe ——意思

是ysi sh
款式kuansh——样式

yangshi
答应daying ——反对

fandu
大声dasheng ——小声

xiaosheng

结婚jiehun ——娶qu
丑陋choulou——美丽

meil
挂gua电话——接jie电话
顺利 shunl——不成

bucheng
声音shengyn很大——声

音shengyn很小
强壮qiаngzhuang—— 虚

弱xuruo

2. 说一说哪些词语是同义词，哪些是反义词。说一说哪些词语是同义词，哪些是反义词。

3. 完成句子。完成句子。

告别的时候，我们一般说……。
见面的时候，我们一般说……。
接电话的时候，我们一般说……。
挂电话的时候，我们一般说……。
我父母……年结了婚。我爸爸……年娶了我妈妈。
我爷爷/奶奶的身体很……。
“中国通”意味着……。
我妈妈喜欢……说话。
我爸爸工作……顺利。
我父母反对我……。
我认为白俄罗斯女的很……，她们喜欢穿……各种各样

的衣服。
我喜欢听声音很……的音乐。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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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读一读课文并说说作者对白俄罗斯的态度怎么样？请读一读课文并说说作者对白俄罗斯的态度怎么样？请
找出作者表达自己感情和态度的词语。找出作者表达自己感情和态度的词语。

王宪举：
你好！
我们国内很少人知道白俄罗斯。我

跟朋友谈起白俄罗斯时，他们会把它当
作俄罗斯，以为白俄罗斯和俄罗斯是一
个国家。

白俄罗斯有“白”、“绿”、“
蓝”三个特点。

“白”意味着干干净净、没有垃圾、没有污染。街道
上很干净、路上的车也很干净。水、空气也没受到污染。

“白”还有美丽、漂亮的意思。白俄罗斯人喜欢穿彩
色和款式各种各样的衣服。白俄罗斯女孩子特别美：身材
高高的、皮肤白白的、眼睛大大的。有一个中国记者在明
斯克采访时，看着美女，大声叫起来：“多美啊！”如果不
是已经结婚，我一定要娶她回国“。还有一个中国朋友
说：“白俄罗斯姑娘个个很美！要想在明斯克街上看到一
两个丑陋的女人都很难“。中国有一句话：“一方水土养
一方人。”我想也许只有白俄罗斯这个和画一样美丽的国
家才会养出那么美丽的人吧。

白俄罗斯的另一个特点就是“绿”。白俄罗斯的30%

是森林。
“蓝”的意思就是白俄罗斯经常叫做“万湖之国”因

为白俄罗斯河流和湖泊特别多。
白俄罗斯真是一个完美的国家！

5. 选择正确的答案。选择正确的答案。

1. 作者我跟朋友谈起白俄罗斯时，他们
A. 完全不知道白俄罗斯
B. 都知道白俄罗斯
C. 会把它当作俄罗斯

Скачано с сайта www.aversev.by



47

2. 白俄罗斯有……三个特点。

A.“白”、“绿”、“黄”

B.“白”、“绿”、“红”

C.“白”、“绿”、“蓝”

3.“白”有……的意思。

A. 安静与美丽

B. 干净与美丽

C. 漂亮与美丽

4.“白”的美丽指的

A. 自然风景

B. 名胜古迹

C. 姑娘

5.“绿”有……的意思。

A. 很多河流和湖泊

B. 很多森林

C. 很多草原

6.“蓝”有……的意思。

A. 很多河流和湖泊

B. 天空

C. 海洋

6. 说一说你怎么理解：说一说你怎么理解：

 •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 “万湖之国”

7. 说一说白俄罗斯的“白”、“绿”、“蓝”主要意思。说一说白俄罗斯的“白”、“绿”、“蓝”主要意思。

“白”：

“绿”：

“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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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读一读下列的短文并谈谈说话人的态度怎么样？请找读一读下列的短文并谈谈说话人的态度怎么样？请找

出作者表达自己感情和态度的词语。出作者表达自己感情和态度的词语。

 • 我很喜欢在白俄罗斯旅游。真有意思！白俄罗斯文

化十分丰富！自然景色是欧洲 漂亮的之一。

 • 我很喜欢吃白俄罗斯人用土豆做的菜。土豆饼、土

豆沙拉、土豆泥、烤土豆我都喜欢，都特别好吃！

 • 白俄罗斯东部今天天气真糟糕！刮大风，经常下雨

下雪，而且冷极了，真受不了了！

9. 两人一组，讨论一下下列的问题：你觉得白俄罗斯人两人一组，讨论一下下列的问题：你觉得白俄罗斯人

的性格和外貌是怎么样的？采访中国朋友，看看他们认的性格和外貌是怎么样的？采访中国朋友，看看他们认

为白俄罗斯人有什么性格特点并写在表里。然后跟中国为白俄罗斯人有什么性格特点并写在表里。然后跟中国

人比较一下。人比较一下。

中国人 白俄罗斯人

 • 耐心

 • 勤劳

 • 爱国心

 • 爱故乡

 • 热情

 • 友善好客

 • 节俭

 • 坚强

 • 互相帮助

 • 互相支持

 • 要求不高

 • 朴素

 • 有民族自豪感

 • 重视与亲戚朋友的友好合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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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纪律性
 • 向心力
 • 大方
 • 自我评价太高

10.  听一听短文并找到跟短文内容一致的图片。听一听短文并找到跟短文内容一致的图片。

“姑娘
guniang”

“祝你健康!
zhu n jiank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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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你幸福，一切顺利

zhu n xngfu yqie shunl”

“明天!”

“您好，谢谢！”

您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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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食zhush、煮zhu、炸zhа、煎jian、烤kao、汤tang、
泥n、色拉sela、打喷嚏dapent、周围zhouwei、

敲门qiaomen、讲文明jiangwenmng、
抹口红mo kouhong、直接zhjie、

当众痛哭dangzhongtongku、考试没及格kaosh mei jge
刘宏明：刘宏明：有趣的风俗习惯

在白俄罗斯生活了这些年，了解了一些白俄人的生活
习惯，我觉得比较有趣。例如，

11. 说一说你同意不同意刘宏明的话。说一说你同意不同意刘宏明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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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单元：保护环境第三单元：保护环境

第一课 第一课 地球十大环境问题地球十大环境问题

1. 朗读并翻译词语：朗读并翻译词语：

环境huаnjng

地球dqiu
威胁weixie
污染wuran
气候qhou
人口renkou
温室wensh
旱涝hanlao
灾害zaihai
资源zyuаn
土壤turang

植物zhwu
昆虫kunchong

公顷gongqng

极端jduan
酸雨suanyu
沙漠shamo
烟尘yanchen
保护baohu

增加zengjia
减少jianshao
生产shengchan
导致daozh
融化ronghua
影响yngxiang

破坏pohuai
消失xiaosh
开发kaifa
损害sunhai
损失sunsh
妨碍fаng’ai
变成bian cheng

发生fasheng

荒漠化huangmohua
生产力shengchanl
危险品weixianpn
多样性duoyangxng

2. 用上列的词语组短词。用上列的词语组短词。

例：保护环境
 资源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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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加上名词。加上名词。

导致
融化
保护
增加
变成

发生
减少
生产
消失
开发

损害
影响
破坏
损失
妨碍

4. 加上动词或形容词。加上动词或形容词。

污染
气候
环境
旱涝
灾害
地球

威胁
土壤
植物
人口
沙漠
烟尘

温室
资源
酸雨
昆虫
公顷

5.  听录音，选择《世界环境》杂志总编辑邹晶先生说听录音，选择《世界环境》杂志总编辑邹晶先生说
的地球环境问题。的地球环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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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再听一遍听一遍对话并回答下面的问题。对话并回答下面的问题。

1. 你觉得杂志总编辑邹晶说的地球环境问题中 大的

是哪一个？为什么？

2. 想一想，除了上述的地球环境问题外还有哪些？

7. 读一读课文并说一说全球气候变暖的原因。全球气候读一读课文并说一说全球气候变暖的原因。全球气候

变暖影响到什么？变暖影响到什么？

气候变暖的原因是人口的增加和人类的生产活动(二

氧化碳(CO2)、一氧化碳(CO)等)。温室气体不断增加。

气候变暖已经成为全球气候

变化的主要特征。2010年全

球平均气温比1850年的高了

很多。气候变暖常常导致极

端天气，还导致冰雪的融

化，动物、生物多样性、这

对经济有很大威胁。

全球变暖也可能影响到降雨和大气环流的变化。气候

反常导致旱涝灾害，生态系统发生变化和破坏，全球气候

变化将对人类生活产生很大的影响。

8. 再读一读课文并说一说全球气候变化的原因和结果。再读一读课文并说一说全球气候变化的原因和结果。

原因 结果

空气污染

气候变暖

水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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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先把这部分信息连在一起，再说一说生物多样性减少先把这部分信息连在一起，再说一说生物多样性减少
的原因和结果。

第一个就是气温上升，我们地球就像有一个
罩，有二氧化碳的保护层。气候的这个问
题，在过去的100年当中，平均气温上升了
0.74度。0.74度对于我们人类来说感觉不到，
但是它对土壤、对植物、对昆虫可能就非常
威险了。
第二个就是冰川的融化。由于气温的上升这
些冰川就融化了，它因为体积非常的大，这
样可能海平面就要上升。上升的直接威胁是
什么呢？就是那些小岛国家。比如说太平洋
的岛国基里巴斯，在印度洋的岛国叫马尔代
夫等。

随着环境变化，生物会消失。所以

说，生物多样性是在不断变化的。近

百年来，由于人口的增加和人类对资

源的不合理开发，加之环境污染等原

因，地球上的各种生物受到了很大的

损害。

有关学者估计，世界上每年至少有5万种

生物物种灭绝，平均每天灭绝的物种达

140个，到21世纪初，全世界野生生物的

损失估计可达其总数的15%–30%。

第三个可能就是极端气候。我们经常

在电视里看到，比如说很大的暴风

雨、热浪、干旱、水灾这都会给人带

来生命的损失，而他们的生命健康问

题也受到威胁。还有一个就是在农业

上，气温上升会导致减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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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听录音，填空并说一说地球还有什么环境问题。听录音，填空并说一说地球还有什么环境问题。

酸雨酸雨
酸雨对人类环境的影响是多方面的。酸雨降落到……、

……中，会妨碍水中……、……的成长，酸雨导致它们的减
少。酸雨还导致土壤酸化，破坏土壤。

森林减少森林减少
森林平均每年消失……平方公里。森林的减少对人类

生活有很大的影响。

11. 读一读课文并把下面的数字填在需要的地方。读一读课文并把下面的数字填在需要的地方。

60% 423亿美元 50亿公顷 33亿
29% 900万公顷 600万公顷

全球陆地面积占……，其中沙漠面积……。每年有……

的土地变成沙漠。经济损失每年……。全球共有干旱、 半
干旱土地……，其中……遭到荒漠化威胁。致使每年有……

的农田、……的牧区失去生产力。

12.  听录音并检查。通过这些数字让我们想一想有什听录音并检查。通过这些数字让我们想一想有什
么威胁事件。么威胁事件。

13. 读一读课文并用强调的词做对话，说一说大气和水读一读课文并用强调的词做对话，说一说大气和水
的污染。的污染。

大气污染大气污染
大气污染的主要原因是悬
浮颗粒物浮颗粒物、一氧化碳一氧化碳、臭
氧氧、二氧化碳二氧化碳、氮氧化氮氧化
物物、铅铅等。大气污染导致
每年有30–70万人因为烟尘
污染提前死亡。

水污染水污染
水是我们日常最需要的，
但是水如今也成了危险危险
品品。人类活动使近海区的
氮氮和磷磷增加50%–200%。
海洋污染海洋污染导致赤潮频繁发赤潮频繁发
生生，破坏破坏了红树林、海
草，使近海鱼虾减少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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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看一看图片并说一说什么因素能导致这些结果？看一看图片并说一说什么因素能导致这些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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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复习语法：开，好，完，见，懂，到，对，错复习语法：开，好，完，见，懂，到，对，错

填空填空
1. 请打……书。
2. 我说……了。
3. 我听不……你说的话。
4. 你坐……车了。
5. 明天的晚会我们是不是说……了？
6. 我没听……他的建议。
7. 他看……了我开车。
8. 我把生词写……了。

16. 复习语法：用方框中的词填空。复习语法：用方框中的词填空。

因为……所以……，就是……也……，不但……而且……，
无论……都……，除了……以外……，另外，是……还
是……，又……又……，虽然……但是……，如果……就……

1. 这件衣服……时尚……便宜。
2. 这种手机有МРЗ功能，……可以听音乐，……可以下

载各种各样的图片和动画片。
3. 这台电脑……刚买的，……几年前买的？
4. 这种手机……发短信……，还可以发彩信。
5. ……我的手机弄坏了，……我得买新的。
6. ……这条裤子已经过时的，……我还喜欢穿。
7. ……天气好不好，我……去逛街。
8. ……你想换你的手机，你……应该去挣点儿钱。
9. 这条裙子太旧了，……我奶奶，……不穿它。
10. 我的那个手机已经用了几个月，早就过时了，……

一些功能不工作。

17. 复习语法：选择答案。复习语法：选择答案。

1. A: 我看见老师走进那个教室来了。B: 我看见老师
走进那个教室去了。

2. A: 小鸟，你别飞出来呀！。B: 小鸟，你别飞出去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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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A: 我妈妈买回很多水果来了。B: 我妈妈买回很多
水果去了。

4. A: 快点儿吧，公共汽车开过来了。B: 快点儿吧，
公共汽车开过去了。

5. A: 我看这只狗在外面没人管，怪可怜的，就把它
带了回来家。B: 我看这只狗在外面没人管，怪可怜的，就
把它带回家来了。

6. A: 他刚坐下在沙发上来，他朋友就来电话了。B: 他
刚在沙发上坐下来，他朋友就来电话了。

7. A: 玛丽坐起来了。B: 玛丽坐起去了。
8. A: 你躺下来，休息一会儿，我自己做。B: 你躺下

去，休息一会儿，我自己做。
9. A: 太阳落下来了。B: 太阳落下去了。
10. A: 熊猫爬上树来了。B: 熊猫爬上树去了。

第二课 第二课 为了地球的明天，让我们行动起来为了地球的明天，让我们行动起来

1. 朗读并翻译词语：朗读并翻译词语：

草原caoyuаn
法律falь

盟友mengyou
敌人dren
后果houguo
垃圾laj
成立chengl
进行jnxng
抗议kangy
组合zuhe
称呼chenghu
推动tudong
行动xngdong

恶化ehua
氧气yangq
原生态yuаnshengtai
影响力yngxiangl
核试验heshyan
绿色和平lьse hepng
环境组织huаnjng zuzh
环境问题huаnjng went
保护环境huаnjng baohu
解决问题jiejue went
自然资源zrаn zyuаn
幸福美满xngfu meiman
破坏环境pohuai huаnj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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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用上列的词来组成短语。用上列的词来组成短语。

影响力……
进行……
抗议……
解决……

破坏……
……法律
……后果
……垃圾

……氧气
……核试验
……成立
保护……

3. 请把下面的信息和城市的名字连在一起。请把下面的信息和城市的名字连在一起。

宁夏

保护草原
中国政府说要让农民知道草原法律
法规是如何规定的，让他们学会保
护自己的地区。

内蒙古

不仅是世界冰雪旅游地，而且还有
原生态多样性城市湿地。近年来，
这个城市也一直保护开发城内的原
生态多样性湿地。

哈尔滨

保护母亲河
为更好地保护母亲河，他们让大学
生植绿护绿，3万多人已经参加了这
种活动

4. 读一读课文并说一说绿色和平是什么样的组织。读一读课文并说一说绿色和平是什么样的组织。

绿色和平的存在，因为地球需要改变、需要行动绿色和平的存在，因为地球需要改变、需要行动

绿色和平是全球 有影响力的保护环境组织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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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和平成立于1971年，目前
在世界40多个国家有他们的分部。

关于为什么会叫“绿色”
和“和平”这两个词﹖故事是这
样的：美国从1965年起进行地下
核试验。所以很多人抗议这些活
动。1970年2月，一位加拿大人
把这两个词组合在一起，用来称
呼前往阿姆奇特卡进行抗议的
船。从那时候开始组织被称为绿
色和平。

1971年，为了实现抗议核试
验，绿色和平的成员们(包括工
程师、医生、音乐家、科学家和
木匠等12个来自不同行业的人)
坐船去阿姆奇特卡抗议核试验，
希望这次行动能让更多人认识到
核试验的危险。这就是绿色和平
的保护环境过程的第一步。

在此后的几十年里，绿色和
平成为全球最有影响力的保护环境组织之一。

绿色和平成员们这样介绍他们自己：
 • 我们通过研究、教育、工作，推动政府和不同的公

司解决环境问题。
 • 我们相信行动会带来改变；
 • 我们相信通过和平能解决保护环境的问题；
 • 我们的工作是为了解决问题，我们没有永远的盟友

或敌人。

5.  听录音并说一说因为什么东西使作者感到很听录音并说一说因为什么东西使作者感到很
害怕。害怕。

6.  听录音并说一说按照作者的看法当没有了资源会听录音并说一说按照作者的看法当没有了资源会
怎样。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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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看一看图片，说一说我们怎么解决地球污染问题。看一看图片，说一说我们怎么解决地球污染问题。

8. 6月5日是世界环境保护日，我们周围的环境变得越来日是世界环境保护日，我们周围的环境变得越来
越糟糕，污染越来越严重。请你们想一想保护环境的好越糟糕，污染越来越严重。请你们想一想保护环境的好
办法。办法。

9. 完成句子。完成句子。

 • 绿色和平是全球 ……
 • 我们相信行动会带来……
 • 我们相信通过和平能……
 • 环境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
 • 只要我们齐心协力，在不久的将来，

 我们周围的环境……
 • 当没有了资源会……
 • 如果没有了自然资源，人类的生活……

10. 完成句子。完成句子。

我觉得保护环境 好的办法是……

保护环境的好办法是保护环境的好办法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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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保护环境我们要……

为了保护环境我自己要……

11. 说一说下面的办法中你做过什么？想做什么？说一说下面的办法中你做过什么？想做什么？

12. 复习语法：遍，次。复习语法：遍，次。

填空填空
1. 请再说一……
2. 我去过北京两……
3. 这本书你看了多少……？
4. 请再写一……
5. 我看过他一……

13. 复习语法：改写成“把”字句。复习语法：改写成“把”字句。

1. 明天我应该收拾自己的房间。
2. 我的电脑坏了，请帮我修它。
3. 今天他洗了衣服。
4. 昨天她去银行换钱了。
5. 你填了表吗？
6. 请，再看这个课文。

骑自行车垃圾分类

坐电车种树 扔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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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请介绍你的同学。
8. 请复习昨天的语法。
9. 请你们写生词。
10. 昨天他们俩搬这张桌子了。

14. 复习语法：用“给”、“对”、“跟”、“替”、复习语法：用“给”、“对”、“跟”、“替”、
“用”填空。“用”填空。

1. 过生日的时候，同学们……她送来了花儿和糖。
2. 我不是……他一起去的，我是……大为去的。
3. 不要……别人不满意。
4. 我很想……她认识一下，请你把我介绍……她，

可以吗？
5. 老师提问题，学生们立刻……中文回答。
6. 我们……老师一起看过两次中文电影，每次老师都

先……我们介绍一下电影的内容，这样我们就容易看懂了。
7. 我不但……他谈了这个问题，而且还提出了自己……

这个问题的意见。
8. 这件事情我……你办了就行了，你不一定自己去。
9. 请你把家里的电话号码留……我，有事，我可以……

你打电话。
10. 不要让别人……你做作业， 好自己做。

15. 复习语法：造句。复习语法：造句。

1. 回来 书 图书馆 他 从 借 很多
2. 跳 吗 你 能 过来
3. 回来 接 幼儿园 是 孩子 从 爸爸 今天 把 的
4. 进 去 他 了 跑 商店
5. 只 从 身边 那 小猫 跑 了 我 过去
6. 他 的 了 出去 朋友 把 他 叫
7. 我 过去 小女孩儿 对面 看见 向 那 马路 个 跑
8. 半天 才 来 我 他 办公室 在 了 走 外面 出 等
9. 到 树叶 了 秋天 了 从树上 下来 落
10. 这 里 球 的 掉 洞 好像 个 我们 进 了 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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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复习语法：用趋向补语填空。复习语法：用趋向补语填空。

1. 他可能要迟到了，我看见他急急忙忙地跑……教
室……了。

2. 我在楼上听见他的脚步声，我知道他从楼下
走……了。

3. 那张画不好看，我们把它从墙上拿……吧。
4. 那个孩子看见妈妈，非常高兴地向妈妈那儿跑……。
5. 这些书已经到期了，你快把它们还 ……图书

馆……吧。
6. 那个老人对这里的路不熟悉，迷路了，是警察把他

送……家……的。
7. 我们两个人都想到湖对面去，他会游泳，他说他可

以游……。我不会游泳，只好坐船了。
8. 上课了，你怎么还不把书拿……？
9. 玛丽，麻烦你帮我把那本词典递……。

10. 你打车回家吧，一会儿我把咱们的自行车骑……。

第三课 第三课 保护环境的产品保护环境的产品

1. 朗读并翻译词语：朗读并翻译词语：

节能jieneng
组成zucheng
科技kej
健康jiankang
消毒xiaodu
空调kongtiаo
压力yal
高级gaoj
持续chxu
效果xiaoguo
质量zhliang
保温baowen
普及puj

材料cаiliao
省时sheng sh
改善gaishan
提高 tgao
研制yаnzh
使用shyong
节约jieyue
安全环保anquаn huаnbao
产生臭氧chansheng chouyang
空气净化kongq jnghua
日常用品rchаng yongpn
使用时间shyong shjian
清洁空气qngjie kong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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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读一读课文指出课文里说的东西。读一读课文指出课文里说的东西。

   高效节能免火多用锅   高效节能免火多用锅

中国人用高级钢材料做出了高

效节能免火多用锅。这个东西主要

由两大部分组成。内锅放进保温外

锅后，高科技储能器散发的热量能

持续360度全范围地对锅内的食物

进行慢煮25–30分钟。在20 °C的环

境下，保温效果4小时65 °C、8小时45 °C。具有节能省时、

安全环保、一锅多用、能蒸能煮。   

健康活氧机健康活氧机

人们非常重视改善环境污染，

提高生活质量。有一家公司研发生

产的健康活氧机利用大自然中雷击

放电产生臭氧的原理，产生氧。本

机还可应用于空气净化、日常用品

用具消毒等。

环保节能窗帘环保节能窗帘

现在市场上研制出冬暖夏凉的环保节能窗帘，夏天使

用易可纺保温隔热窗帘，能有效降低室内温度3—6度，对

大窗房、西晒房的降温效果显著，冬天可以使室内的温度

高于室外6度以上，保温率达到63%，由于出色的隔热保 

温效果，能显著减少空调的使用频率

和使用时间，节约空调能耗三分之一

以上，节能环保窗帘的普及和应用，

将对缓解各地电网压力有实际意义，

对于我国用电紧张、阶梯型用电地区

具有很高的普及、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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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看一看图片并说一说你们家里用不用这些东西，为什么？看一看图片并说一说你们家里用不用这些东西，为什么？

 4.  听一听记者的采访录音，说一说加拿大绿色生活展听一听记者的采访录音，说一说加拿大绿色生活展
上发现的环保新产品。上发现的环保新产品。

5. 读一读下面的句子并说一说你同意不同意这些话 。读一读下面的句子并说一说你同意不同意这些话 。

1. 绿色衣服可以保护人类身体健康，因此我们都要穿
绿色衣服。

2. 节能灯泡能节约很多电，所以我们都要用这种灯泡。
3. 我们都可以骑自行车去上班，这能帮助我们清

洁空气。

6. 复习语法：连词“为了”，完成句子。复习语法：连词“为了”，完成句子。

为了为了保护环境我们应该

电动车
户外淋浴

洗衣服节能灯泡 太阳能电池板

洗衣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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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为了防止自然灾害我们得

7. 项目：组织团体建筑保护环境的房子。下面的东西可目：组织团体建筑保护环境的房子。下面的东西可
能帮助你们。能帮助你们。

 • 太阳能电池板
 • 树
 • 石
 • 水
 • 户外淋浴
 • 俄罗斯浴
 • 自行车
 • 木制家具
 • 火炉

8. 复习语法：能愿动词“要；应该；能；可以；会；愿复习语法：能愿动词“要；应该；能；可以；会；愿

意；得；需要”用上列的词语完成句子。意；得；需要”用上列的词语完成句子。

1. 我们得……

2. 我妹妹应该……

3. 咱们要……

4. 我同学可以……

5. 我朋友需要……

6. 我能……

7. 明斯克人愿意……

9. 复习语法：改变成“是复习语法：改变成“是……的”句子。的”句子。

1. 大为买了他的运动鞋在百货大楼。
2. 昨天他来北京了。
3. 我在家吃饭。
4. 我七点半到了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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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她在天天美发店染头发。

6. 我爸爸骑自行车上下班。

7. 玛丽在火车站售票处买了票。

8. 今天我妈妈六点就起来了。

9. 我和朋友昨天在麦当劳吃饭了。

10. 大为在爱心花店给玛丽买了花儿。

10. 复习语法：用“从”、“往”、“到”填空。复习语法：用“从”、“往”、“到”填空。

1. 昨天我……外边回来的时候，已经夜里十二点多了。

2. 下课以后，你……哪儿去？

3. ……2001年开始，他就一直在大学教书。

4. 我每天都……家里走……学院不坐车。

5. 两天以前，我们才……旧住宅搬……了新住宅。

6. 小孩儿……高树上……下跳了。

7. 他……另一条路走……学院去了。

8. 秋天的时候，鸟……北方……南方飞去了。

9. 你……这儿……右走不远，就到了食堂。

10. 他……墙上跳过去了。

11. 复习语法：改写成“把”字句。复习语法：改写成“把”字句。

1. 在作业本上写刚学的词语。

2. 每次用的时候 好先洗这些刀叉。

3. 做完练习以后要检查答案。

4. 应该每天浇这些花。

5. 吃水果以前要洗。

6. 张教授常常修整这些盆景。

7. 他喝完汤了。

8. 大家都戴上了耳机。

9. 那只猴子拿走了小朋友给的花生。

10. 妈妈拿出来了新买的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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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复习语法：改写成“有+数量短语+形容词”  字句。复习语法：改写成“有+数量短语+形容词”  字句。

1. 香港：1068平方公里。
2. 明斯克：350平方公里。
3. 珠穆朗玛：8800多米。
4. 长江：6300公里。
5. 这座桥：58米。
6. 这些苹果：5斤。
7. 爸爸：40岁。
8. 妈妈：1，68米。
9. 这件衣服：45公分。
10. 我家的房子：230平方米。

13. 复习语法：用“给”、“对”、“跟”、“替”、复习语法：用“给”、“对”、“跟”、“替”、
“用”填空。“用”填空。

1. 这双袜子是我母亲寄……我的。
2. 我想……你学……筷子吃饭。
3. 刚才下了大雨，我……你把衣服收起来了。
4. 他……大家都很好，所以大家都很喜欢他。
5. 不要让别人……你洗衣服， 好自己洗。
6. 他……自己的身体不注意，每天从早到晚地工作。
7. 你……图书馆借了几本书？
8. 别人可以……你值班，……你工作，但是不能……

你学习。
9. 我们……这个问题都有自己的看法。
10. 我……你们介绍一下儿，这是我的朋友。

14. 复习语法：选择复习语法：选择A，B，C或者或者D。

1. A 老师 B 我们说 C 今天没有课 D。(对)
2. A 我 B 这件事儿 C 不怎么 D 关心。(对)
3. A 老师 B 我们 C 大家充满了 D 希望。(对)
4. A 目前，B 我 C 这件事儿不能发生任何 D 意见。(对于)
5. A 你们的 B 所作所为，C 我 D 现在不想说什么。

(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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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A 经济 B 问题与会 C 代表进行了 D 热烈的讨论。
(关于)

7. A 近 B 我买了 C 几本 D 中国近代史的书。
(关于)

8. A 中国古代的发明创造 B 国家发展、社会进步和人民
生活以及 C 民族精神都产生过极其深远的 D 影响。(对于)

9. A 我认为，B 过早 C 孩子进行 D 外语教育并不一
定能够得到预期的结果。(对)

10. A 这是 B 一本 C 现代妇女 D 婚姻问题的书，值
得一读。(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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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单元：旅游第四单元：旅游

第一课 第一课 中国旅游景点中国旅游景点

1. 朗读并翻译词语:朗读并翻译词语:

角jiao
海hai
传统chuаntong

风俗fengsu
壮阔zhuangkuo
怀疑huаiy
晶莹jngyng

熊猫xiongmao
劳动lаodong

创造chuangzao
伟大weida
象征xiangzheng

念想nian xiang

忘掉wangdiao
醒悟xngwu
追求zhuqiu
轻松qngsong

调查diaochа

总数zongshu
古代gudai
奇迹qj
见证jianzheng

遗产ychan
建筑jianzhu
地势dsh
唯一weiy
一辈子ybeizi

栖息地qx d
惊心动魄jngxndongpo
回归本心hugubenxn
纤尘不染xianchenburan
百里漓江bailljiang

目之所及muzhsuoj
黄昏落日huаnghunluor
江上归人jiangshang guren
皆能入画jienengruhua

2. 用上列的词语填表。用上列的词语填表。

名词 动词 形容词 成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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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先看一看图片，然后说一说这些景点都位于哪儿。先看一看图片，然后说一说这些景点都位于哪儿。

海南   河南   广东   云南   香港   四川   北京海南   河南   广东   云南   香港   四川   北京

4. 请问一下你的同学下列的问题并填表。请问一下你的同学下列的问题并填表。

1. 你喜欢旅游吗？

2. 你喜欢去哪儿旅游？

3. 你喜欢在白俄罗斯旅游还是去国外？

4. 你 喜欢的旅游景点是什么？

5. 你喜欢坐什么车去旅游？

6. 你喜欢跟谁去旅游？

7. 你觉得什么季节去旅游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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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学1 同学2 同学……

5. 请看一下旅游网站，说出请看一下旅游网站，说出10个中国人 想去的地方。个中国人 想去的地方。
如果你去旅游你选择什么路线，为什么？如果你去旅游你选择什么路线，为什么？

6. 请读一读报纸上的文章，说一说你同意不同意作者关请读一读报纸上的文章，说一说你同意不同意作者关
于中国旅游景点的排名。于中国旅游景点的排名。

丽江丽江

如果要列个“一辈子要去的100个地方”，我想丽江
一定会有的。历史、传统、古老风俗这个地方都有。虎

跳的江声，玉龙，雪山一米阳光下
的爱情，泸沽湖上世外桃源般的女
儿国，大古城青石板路诉说着久远
的木府风云。丽江像一场美梦，没
有人不对她的诱惑怀着念想。

四川九寨沟 北京故宫

泰山

雨江古城 杭州西湖

湘西凤凰古城 黄山

天安门广场
八达岭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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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三亚

来三亚吧，我们一起到天涯海
角。三亚是让人们忘掉一切的地方。
你不能不喜欢这个地方的大自然和惊
心动魄的美。

来到三亚，你才会醒悟人生的
意义，如果有的话，从来都应该是对
爱与美的追求。在这个大美的天地，你发现自己离每天要
做的事太远。三亚是很浪漫的地方。海景前你可以告诉你
爱人心里 亲热的词。来三亚，回归本心。

黄山黄山

黄山是一座 有名的中国名胜
古迹之一。到这儿的人，一代代消失
在历史里。黄山很美丽的地方，而有
人说她的美是一种主观感受，不能做
数的。来黄山的人会看云海的壮阔、
日出、雪后的童话世界、天然温泉、
奇松异石等。

九寨沟九寨沟

九寨沟里，一山一石，一水一
木，都能使人放松。有时你怀疑，你
所在的地方，是否就是一幅画。你疑
心自己进了另外一个世界。怎么会有
这么一个纤尘不染的天地？无人能稳
住心神。

桂林桂林

每个旅行者的心里，都种着一
个桂林。百里漓江，目之所及，黄昏
落日，江上归人，皆能入画；古城阳
朔，一辆脚踏车，一只小背包，穿梭
时光，抚慰心灵；印象刘三姐，天然
舞台的霸气。桂林啊，远方的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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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读一读小故事，说一说作者 喜欢去旅游的地方。读一读小故事，说一说作者 喜欢去旅游的地方。

我一直很想去北京，因为北京有很多我想去的地方。
比如：故宫，万里长城，圆明园和颐和园……它们都在我
的梦里。有一次我把我的梦想告诉了爸爸和妈妈，可爸
爸、妈妈每次都只是淡淡一笑，并没有表示要带我去北
京。终于，今年暑假前，我的考试成绩不错，妈妈高兴地
许诺她要带我去北京玩儿，我听后高兴极了。可暑假快过
去一半了，也没有看出父亲要带我去北京的意思。我终于
生气地问爸爸：“妈妈不是说要带我去北京玩吗？你们都
在骗我！”爸爸沉默了一段时间，带着几分抱歉说：“女
儿，爸爸、妈妈都下岗了，因为开店借了很多钱，到现在
还没有还。等家里经济好一点，爸爸一定会带你去北京，
说话算数！”听了爸爸的这一番话，我很失望，但又很伤
心，因为爸爸、妈妈正承受着沉重的生活压力。我对爸爸
说：“爸爸，没关系，反正北京又跑不了，以后去玩还不
是一样？”这时我看见爸爸的眉宇又舒展开了，并露出一
丝笑意，我想这笑一定来自女儿的理解。

8.  先听录音，然后画画儿并说一说作者想去旅游的地方。先听录音，然后画画儿并说一说作者想去旅游的地方。

9. 你见过熊猫吗？如果没有，你一定要去四川看看，他你见过熊猫吗？如果没有，你一定要去四川看看，他
们真的很可爱！！！去那儿前请读一读课文，说一说熊猫们真的很可爱！！！去那儿前请读一读课文，说一说熊猫
住的地方。住的地方。

世界自然遗产是四川大熊猫
栖息地，也是世界第一只大熊猫
发现地宝兴县及中国的自然保护
区。他的面积是9245平方公里。
它保存的野生大熊猫占全世界
30%，是世界 大的大熊猫栖息

地，植物 丰富的地区。
它可以说是一个“活的博物馆”，这里有1万多种植

物，还有大熊猫、金丝猴、羚牛等动物。据 近一次大熊
猫调查的数据，中国的大熊猫总数1600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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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你去过活的博物馆吗？白俄罗斯有没有这种地方？你去过活的博物馆吗？白俄罗斯有没有这种地方？

请说一说你自己对动物园和活的博物馆的态度。请说一说你自己对动物园和活的博物馆的态度。

动物园 活的博物馆

优点 缺点 优点 缺点

11. 如果一个人说“中国”第一个想起来的东西当然是如果一个人说“中国”第一个想起来的东西当然是

长城。请你读一读课文并填表   。长城。请你读一读课文并填表   。

万里长城万里长城

长度 长城主要景观

高度 中国唯一保留明代原貌的部分

宽度 是明长城中保存 完好

长城非常长，因此又称作万

里长城。长城全长8851.8公里，平

均高6至7米、宽4至5米。长城是

我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创造的伟大

的奇迹，是中国悠久历史的见

证。它和天安门，兵马俑一起被

世人视为中国的象征。同时，长城于1987年12月被列为世

界文化遗产。万里长城，是中国伟大的建筑。

长城主要景观长城主要景观

万里长城主要景观有：八达岭长城、司马台长城、山

海关、嘉峪关、虎山长城、九门口长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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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达岭八达岭

位于北京的八达岭长城是明长城

中保存 完好。这里的部分海拔高度

1015米，地势险要。爬上这里的长

城，可以居高临下，看美丽景色。到

现在，已有包括尼克松、撒切尔夫人

在内的三百多位知名人士到此处游览。

司马台司马台

位于北京，是中国唯一保留明

代原貌的长城，被称为“原始长

城”。共有敌台20座，保存完好。

建于公元1381年。城高14米，厚7

米。登上城楼，可以看到蜿蜒的长

城，景色雄伟。

      12. 没去过桂林的人一定要去看看那儿难忘的风景。请没去过桂林的人一定要去看看那儿难忘的风景。请

读一读介绍桂林的广告然后把广告词修改一下，让人们读一读介绍桂林的广告然后把广告词修改一下，让人们

看了之后，就有要去的冲动.(第看了之后，就有要去的冲动.(第6个任务的词语会帮助个任务的词语会帮助

你们)。你们)。

桂林山水桂林山水

美丽的桂林的奇山秀水总是吸

引着很多作家，使他们写下了不少的

诗和文章，另外，历史还在这里留下

了许多古迹遗址。因此桂林得到了“

游山如读史，看山如观画”的赞美。桂林是中国著名的

文化景点，很多的爱国作家、艺术家会来这里，写出文

化的新篇章。千百年来，桂林一直是人们旅游观光的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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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一个以桂林市为中心，包含周围12个县的风景区已

经形成。

   旅游指南   旅游指南

桂林的气候温和，四季分明。年平均气温为19.3 °C，

有“三冬少雪，四季常花”之说。到桂林旅游， 好季节

是在每年4–10月份，在这个期间会有“五一”和“十一”

两个黄金周，也是旅游的高峰期，这时候会有很多的游客。

   13.  听录音并在空白的地方填上数字。听录音并在空白的地方填上数字。

北京故宫位于北京市中心。故宫

东西宽……米，南北长……米，面积……

万平方米，墙高……米，底宽……米。

城墙上开有……门，南有午门，北有神

武门，东有东华门，西有西华门，城

墙四角，一共……座角楼，角楼有……层屋檐，……个屋脊。

故宫始建于……年(到1420年)。历经明清两个朝代……

个皇帝。故宫有……房间，是世界上 大 完整的古代宫

殿建筑群。

14.       杭州西湖和苏州园林算是中国 漂亮地方。请用下杭州西湖和苏州园林算是中国 漂亮地方。请用下

面的词语来描述这些名胜古迹(分两个组)。面的词语来描述这些名胜古迹(分两个组)。

 • 西湖是一个历史悠久

 • 世界著名的风景游览胜地

 • 古迹遍布

 • 山水秀丽   

 • 像一场美梦

 • 没有人不对她的诱惑怀着念想

 • 让人们忘掉一切的地方

Скачано с сайта www.aversev.by



80

 • 大自然和惊心动魄的美

 • 大美的天地

 • 很浪漫的地方

 • 会看云海的壮阔

 • 日出

 • 都能使人放松

 • 一幅画

 • 进了另外一个世界

 • 无人能稳住心神

 • 皆能入画

15. 请描述名胜古迹，完成句子。请描述名胜古迹，完成句子。

 • 如果要列个“一辈子要去的100个地方”，我想……

 • 你不能不喜欢……

 • 在这个大美的天地，你发现……

 • 来……的人会看……

 • 每个旅行者的心里，……

 • 美丽的……总是吸引着很多作家，使他们……

 • ……一直是人们旅游观光的宝地。

 • 这时候会有很多的游客……

长江三峡

日月潭

避暑山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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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项目：在中国的旅游路线。项目：在中国的旅游路线。

17. 复习语法：吧。复习语法：吧。

用’吧’问问题。例：这是你的课本→这是你的课本吧？
1. 这是你的本子和书。
2. 你妈妈是工程师。
3. 你想当大夫。 

4. 你喜欢写汉字。 

5. 你是明斯克人。 

6. 你家有四口人。 

7. 这是你的手机。 

18. 复习语法：用“还没有复习语法：用“还没有……呢”回答问题。呢”回答问题。

1. 爸爸回家了吗？
2. 妈妈走了没有？
3. 你去商店了没有？
4. 你预习课文了吗？
5. 你上网了没有？

6. 你们吃晚饭了吗？
7. 他看青年报了没有？
8. 她做练习了吗？
9. 你们报名了没有？
10. 你们复习语法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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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复习语法：用恰当的关联词语填空。复习语法：用恰当的关联词语填空。

1. 她常常……吃饭，……听新闻。
2. 在生日晚会上，大家……唱歌，……跳舞。
3. ……你工作再忙，……应该抽空给她打个电话。
4. ……爸爸不同意，你……别买了。
5. ……天气好不好，我们……要去游览太湖。
6. 他……喜欢花儿，……喜欢养花儿。
7. 下课以后，我们……吃饭，……去文化市场买唱片。
8. ……你说得对，大家……会听你的。
9. ……你们认识，我……不用介绍了。
10. ……他不会做饭，……常常吃方便面和速冻水饺。

第二课 第二课 白俄罗斯的名胜古迹白俄罗斯的名胜古迹

1. 朗读并翻译词语:朗读并翻译词语:

湖泊hupo
世纪shj
作品zuopn
教堂jiaotаng

水库shuku
武器wuq
宫殿gongdian
收藏shoucаng

建造jianzao
建成jiancheng

容纳rongna
值得zhde
遍访bianfang

推荐tujian
进攻jngong

继续jxu
举行juxng

美术馆meishuguan
博物馆bowuguan
艺术品yshupn
大剧院dajuyuan
芭蕾舞baleiwu
水晶厂shujngchang

机关枪jguanqiang

滑雪场huаxuechang

游乐场youlechang

森林公园senln gongyuаn
森林景观senln jngguan
珍奇动物zhenq dongwu
名胜古迹mngsheng gu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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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览路线youlan luxian
水晶制品shujng zhpn
火炮掩体huopao yant
米尔城堡m’er chengbao

万湖之国wan hu zh guo
英雄广场yngxiong 

guangchang

2. 请读一读中国人描述在白俄罗斯的旅游路线。你自己请读一读中国人描述在白俄罗斯的旅游路线。你自己

觉得哪一条线 好(为什么？)。请改一改你不喜欢的线觉得哪一条线 好(为什么？)。请改一改你不喜欢的线

路。如果你觉得信息不够路。如果你觉得信息不够,请你加点儿。分组谈一谈这些请你加点儿。分组谈一谈这些

线路。线路。

第一个人：第一个人：

白俄罗斯是一个环境非常美丽

的国家，在白俄罗斯还有非常多的

湖泊，人们称白俄罗斯是万湖之

国。去白俄罗斯旅游是没有错的，

白俄罗斯旅游的名胜古迹非常多，

由我一一道来。

白俄罗斯国家美术馆建造的时

间是1939年。在美术馆中收藏了很

多的白俄罗斯艺术品。这些艺术品

来自全国各地，明斯克、维捷布斯

克、莫吉廖夫等。美术馆有16世纪

和18世纪的一些作品，还有十月革

命中比较出色的艺术品。

国家歌剧芭蕾舞大剧院建造于

1933年，1939年才建成。大剧院能

够同时容纳1500人在这里观看。当

然，在这座剧院里面表演 多的还

是芭蕾舞和歌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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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洛韦日国家森林公园是欧洲

大的平原森林公园。这里的森林景观非

常神奇，在森林中还有各种珍奇动物。

夏季来这里旅游 好。如果大家来白俄

罗斯旅游的话，别洛韦日国家森林公园

是非常值得一看的景点。

第二个人第二个人：
在白俄罗斯工作和生活的6年期间，我几乎遍访了这

个国家的主要名胜古迹，有的地方去过多次。我想向读者
推荐明斯克以外的6条游览路线：

第一条路线第一条路线：从明斯克市中心往南，在去明斯克2号
国际机场的途中就会看到“光荣岗”。

1944年6月23日白俄罗斯第一、第二、
第三方面军和波罗的海方面军以及波兰部
队第一军在这里汇合后，开始向明斯克进
攻。

离开光荣岗继续南行，可以直达鲍里
索夫市的复活教堂，这是白俄罗斯 漂亮
的教堂之一。鲍里索夫水晶
厂是白俄罗斯 早的水晶
厂，如果你喜欢水晶制品，
可以买一些送给朋好友。

第二条路线第二条路线：从明斯克市区去“明斯
克海”。说是“海”，实际上是一个水库，
建于1956年。这是明斯克市人 喜欢去的地

方之一，在那里可以游泳、
划船、烧烤，或者散步等。

离开明斯克海，可以
去扎斯拉夫尔古城。这是白俄罗斯 古老城
市之一，比明斯克、鲍里索夫的历史都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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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扎斯拉夫尔向前十公里，就到了“斯

大林防线”，那里不仅可以参观20世纪30年

代的机关枪和火炮掩体，而且可以看到二次

世界大战以来苏联使用的先进武器。

再往前行不远，就到了白俄罗斯著名

诗人扬卡·库帕拉的故居博物馆。

第三条路线第三条路线：从明斯克西行，出了大环公路，就是“

鸟湖”，这里是白俄罗斯运动员的“滑水基

地”，也是明斯克居民休息和游泳的好去

处。然后西行约90公里，就到了米尔城堡。

早提及这个城堡是在1395年。从米尔城堡

往前十多公里，就是诺沃格鲁多克(新城)。

该城建于10世纪。

从诺沃格鲁多克往南走，就到了涅斯维

日。白俄罗斯著名作家雅库布·科拉斯就是

在此城市的学校毕业。诗人博格达诺维奇的

父亲也在那儿毕业。

如今，经过多年修整，这里不仅有一个

美丽的大湖，而且有一个天主教大教堂和富

丽堂皇的宫殿。宫殿周围是一个大公园。

从涅斯维日向西前行，就到了白俄罗

斯西部布列斯特市的‘布列斯特要塞’

第四条路线：第四条路线：

从明斯克出发向西北方向而行，出去

十公里就到了拉乌比奇高山滑雪场，这是

白俄罗斯 早的高山滑雪场。往前就到了

西力奇滑雪场，它是一座人造山丘，现代

化的滑雪场，现在，白俄罗斯冬天主要的

冰雪赛事都在这里举行。从西力奇继续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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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就到了洛戈伊斯克综合游乐场，除了高山滑雪场，这

里还有一个小湖，可以划船。从洛戈伊斯科沿着高速公路

继续前行，在离明斯克市中心50多公里处，就是哈丁村。

列宾别墅博物馆在维捷布斯克市内，有当地人称为“欧洲

大的广场”的英雄广场、“斯拉夫巴扎”艺术节剧场、

钟楼、城市博物馆等建筑。是非常值得一看的地方。

从维捷布斯克返回明斯克，你可以不走老路，而绕道

白俄罗斯 古老的城市波洛茨克。它也是斯拉夫国家 早

的城市之一。它建于公元862年。

第五条路线第五条路线：在明斯克去维尔纽斯的公路上，在离明

斯克40多公里处有伊维亚茨基镇，那里有天主教和东正教

的三个不同教堂，非常精致。再往前

十公里，就到了捷尔任斯基故居。从

伊维亚茨基还可以去白俄罗斯的 高

点——海拔345米的捷尔任斯山。

经过捷尔任斯山往前走，就到了

雅库特山滑雪场。有意思的是，在滑

雪台的 上方，人们又用泥土垒了一

个土丘，它的高度是海拔347米，超

过了自然形成的 高点——捷尔任斯

山。

白俄罗斯是“万湖之国”，一共有470个湖泊。从捷尔

任斯山继续前行，可以到达白俄罗斯 大的湖——纳拉奇

湖。它的面积79平方公里，风光旖旎。

第六条路线第六条路线：从明斯克去自然保

护区——布拉斯拉夫湖区，是一条非

常优美的路线。你可以首先去莫萨尔

天主教教堂和公园。如果在春夏季节

去，还可以看到白俄罗斯 重要的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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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被称为白俄罗斯象征之一的鹳。到达湖区，星罗棋布

的湖泊，高低起伏的丘陵，森林，新鲜的空气，都是这个

国家公园 大的景色。你可以爬白俄罗斯第二高峰——灯

塔山。

除了上述6条路线外，你还可以去格罗德诺、戈梅

利、莫吉廖夫等城市旅游。总而言之，白俄罗斯是一个非

常值得去参观、旅游和度假的国家。安排七至十天的旅

游，恐怕还看不完白俄罗斯的景点！！

3. 请看照片请看照片,说一说作者没有描述的白俄罗斯名胜古迹。说一说作者没有描述的白俄罗斯名胜古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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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请你们选择并填表，然后再说一说为什么你选择这条请你们选择并填表，然后再说一说为什么你选择这条
或那条路线？或那条路线？

1号
路
线

2号
路
线

3号
路
线

4号
路
线

5号
路
线

6号
路
线

7号
路
线

8号
路
线

喜欢的

可以和朋
友一起去

方便的

中国人会
喜欢的

好的

有意思
的

难忘的

5. 用这些问题说一说你自己在白俄罗斯的旅游经验。用这些问题说一说你自己在白俄罗斯的旅游经验。

 • 你去过什么地方？
 • 你跟谁一起去的？
 • 你什么时候去的？什么季节？为什么你们选择那个
季节？

 • 你喜欢不喜欢那趟旅游？为什么？
 • 你下次打算去哪儿？为什么？

6. 进行讨论。进行讨论。

1. 你们喜欢(不喜欢)这张旅游广告？为什么？
2. 它有什么优点(缺点)？
3. 你们觉得怎么能改一改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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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复习语法：时间。看图片说一说他们旅游了多长时间？复习语法：时间。看图片说一说他们旅游了多长时间？

8. 复习语法：形容词谓语句。复习语法：形容词谓语句。

描述这节课里的照片

例：这座山很高。这个风景美极了。

个星期
两天

三个小时

12个小时

1个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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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复习语法：重复动词。复习语法：重复动词。

完成小对话完成小对话
1. 这是我们的机票？……(看)
2. 你预定了饭店吗？……(查)
3. 是不是我们的火车来了？……(听)
4. 从这儿到酒店怎么走？……(问)
5. 我要去付钱。……(坐)

10. 复习语法：用恰当的关联词语把下面各组句子合并复习语法：用恰当的关联词语把下面各组句子合并
成复句。成复句。

1. 他会说汉语。 他会说英语。
2. 他喜欢看足球赛。 他爸爸喜欢看足球赛。
3. 她听得懂苏州话。 她不会说苏州话。
4. 他们在生活上关心我。 他们在学习上帮助我。
5. 你努力学习。 你的成绩一定会提高。
6. 路上堵车了。 我们迟到了。
7. 这家饭店的房间便宜。 这家饭店的房间干净。
8. 事情已经发生了。 你光生气没有用。
9. 她的心情很糟糕。 这次考试她考得不好。
10. 汉语很难学。 他一定要学好汉语。

11. 复习语法：用“上”复习语法：用“上”、“下”“下”、 、 “开”写在恰当的“开”写在恰当的
地方。地方。

1. 进了教室请关门。
2. 请在表格内写你的名字。
3. 出国旅行要带护照。
4. 让我们来切生日蛋糕。
5. 天冷，出门前要穿厚衣服。
6. 收到礼物后，要不要马上拆呢？
7. 中国人常常穿旗袍吗？
8. 请你开电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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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请把这件礼物包红纸。
10. 这不是你的包裹，你不能开它。

12. 复习语法：用恰当的关联词语填空。复习语法：用恰当的关联词语填空。

1. 昆明是“春城”，一年到头都很暖和，……冬天……

不冷。
2. ……今天没有朋友来，我……陪你去逛街。
3. ……雨下得很大，……我们仍然坚持爬上了山顶。
4. ……你们俩怎么说，我……不相信这件事是真的。
5. ……我们做得对，老师……不会批评我们。
6. 苏州的生活很方便，风景……很美。
7. ……明天一大早出发，……今天晚上就出发。
8. 这次活动……你去，……他去，都可以。
9. 今天早上他……迟到，……他的车在半路上坏了。
10. 我认为，……先尊重别人，……赢得别人的尊重。

13. 复习语法：用方框中的词填空。复习语法：用方框中的词填空。

从    往    到    离

1. 他们谈着话走……了火车站。
2. ……地铁站一直……前走，……红绿灯……左拐。
3. 写……这个地方，就够了！
4. 北京……上海有多远？– 500公里。
5. 别着急，……时候就会知道了！
6. 宿舍……大学很近，真方便。
7. 现在差一刻八点，我们八点上课，……上课还有十

五分钟。
8. 明天早上十点……学校出发。
9. ……银行怎么走？ - ……北走。
10. ……山上……下看白云就像大海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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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课 第三课 旅游安排旅游安排

1. 朗读并翻译词语:朗读并翻译词语:

取qu
网站wangzhan
豪华hаohuа
气派qpai
正规zhenggu
客户kehu
团友tuаn you
卧室wosh
客厅ketng

浴室yush
提供tgong

装修zhuangxiu
记录jlu
参考cankao
报名baomng

预订yudng

包含baohаn
保证baozheng

咨询zxun
客服kefu
重视zhongsh
册子cezi

机票jpiao
幸运xngyun
餐费can fei
铁路tielu
硬卧yngwo
软卧ruanwo
单程票danchengpiao
往返票wangfanpiao
服务费fuwufei
新闻报xnwenbao
售票处shoupiaochu
旅行社lьxngshe
提前预付tqiаn yufu
不管怎么说buguan zenme shuo

2. 用上列的词语描述图片用上列的词语描述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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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我们去旅游前要决定第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怎么去我们去旅游前要决定第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怎么去

旅游？通过旅行社还是自己安排旅游？大部分人选择第旅游？通过旅行社还是自己安排旅游？大部分人选择第

一种方法一种方法-旅行社。你觉得为什么？请谈一谈。旅行社。你觉得为什么？请谈一谈。

旅行社

优点 缺点

4. 如果你选择通过旅行社去旅行，那你一定面对第二个问如果你选择通过旅行社去旅行，那你一定面对第二个问

题：选哪一家旅行社好！下面中国朋友给你提供一些意见。题：选哪一家旅行社好！下面中国朋友给你提供一些意见。

这里告诉大家怎样选择一家服务质量好的旅行社！

1. 首先要看这个旅行社网站，做得美、漂亮不，因为

一般比较好的旅行社都会把网站做得比较漂亮。

2. 第二看看这家旅行社有没有自己的实体店面，因为

一般大旅行社都有自己的实体店面，只有那种小旅行社才

会没有实体店面，而且要看旅行社的店面装修豪华不，一

般好的旅行社店面都会比较豪华和气派。

3. 第三问问旅行社是否能开正规发票，一般正规的旅

行社都会提供正规的发票。

4. 第四打旅行社的电话咨询，看看客服回答问题是否

专业，一般服务好的旅行社，对员工培训都非常重视，所

以员工都会比较专业。

5. 第五看看旅行社网站是否有客户记录什么的，可以

参考一下之前去过这家旅行社报名的团友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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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你们认为上面写的方法好不好。你自己有什么好意见？你们认为上面写的方法好不好。你自己有什么好意见？

我自己的意见

意见1

意见2

意见3

6. 请看一看下面的旅行社的广告。读一读它们并回答问题。请看一看下面的旅行社的广告。读一读它们并回答问题。

1. 旅行社建议旅客去哪儿？

2. 广告上写的什么消息？

3. 旅行社怎么吸引旅客？

7.  听录音并完成对话。听录音并完成对话。

女: 你好，王先生。

男: 谢谢你借我的……。我们拿定主意了。

女:女: 好消息。你们选择了哪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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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男: 哦，不是你们……的那些线路。我和我太太决定
去北京旅游。不管怎么说，北京是中国的首都，
不是有句话说“没去过中国就不算去过东方，没
去过北京就不算去过中国”吗？

女:女: 是的，这是那本小册子里的一句话。
男:男: 嗯，我不知道你们可不可以帮我们……机票。
女:女: 当然可以。我们还可以为……预订房间，……导游

等。
男:男: 太好了！我想要两张星期六飞……的机票。
女:女: 我查查看。你知道，在旅游……机票总是很紧张。

你真幸运，刚好剩下两张星期六的机票。
男:男: 谢……谢……！
女:女: 单程票还是往返票？
男:男: ……。
女:女: 2300元钱。
男:男: 给你钱。
女:女: 谢谢你.王先生。请提前三天来取票。

8. 请读一读对话，说一说顾客预定了什么样的房间。请读一读对话，说一说顾客预定了什么样的房间。

女:女: 下午好，我能帮您什么？
男:男: 下午好，这里是北京酒店，我想订一间套房，有吗？
女:女: 有的，先生，可以告诉我您的名字吗？
男:男: 谢谢，杨先生。
女: 女: 请问你要住多久呢？
男: 男: 我将会住很长一段时间的。
女: 女: 很高兴你将会在我们酒店长住。
男: 男: 请问套房多少钱呢？
女:女: 您订的套房一天是320元。
男: 男: 有包括服务费吗？
女: 女: 320元一天，包含服务费。
男: 男: 餐费有包含在内吗？
女: 女: 餐费是另外算的，不包含在内。
男: 男: 还有些其他的什么服务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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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女: 您的房间有一间带空调的卧室，一间客厅，一间
浴室，一台电视机，一部电话并且每天都有主要
的国际新闻报送到您的房间。

男: 男: 我需要提前预付吗？
女: 女: 要的，您需要先预付一半，稍后会设定一个帐户。
男: 男: 套房在几楼呢？
女:女: 我们提供两个套房供您选择。一个是在一楼，另

一个是在十三楼。两个套房都带浴室并且都是朝
南的。

男:男: 它们之间有什么不同呢？
女:女: 条件和价格都是一样的，没什么不同。
男:男: 哪一间更安静？
女: 女: 十三楼的那一间是非常安静的。房间号是1316。
男:男: 我想我还是订十三楼的那一间吧。
女: 女: 好的，那您抵店和离店的日期是？
男: 男: 不知道，但是大概会住17至20天吧。
女: 女: 那我们只能确认一个房间给您，从10号至27号，

恐怕我们不能保证27号之后有房间给您了。
男: 男: 是不是那之后都没有房间了？
女: 女: 不要急，先生，我们也可以将您列在等候名单

上或者在 近的地方为您找一家酒店。
男: 男: 好的，谢谢，再见。

9.  有的人怕坐飞机，喜欢坐火车去旅游。请听一下录有的人怕坐飞机，喜欢坐火车去旅游。请听一下录
音说一说顾客买了什么票。音说一说顾客买了什么票。

10. 安排你自己的旅游！ 第一：选择路线; 第二：订票; 安排你自己的旅游！ 第一：选择路线; 第二：订票; 
第三：订饭店第三：订饭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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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复习语法：用“只”，“只有”，“只要”，“才”完成复习语法：用“只”，“只有”，“只要”，“才”完成
句子。句子。

1. 我们班……三个学生是明斯克人。
2. 我……会说英语，别的外语不会。
3. ……他知道，一定回来。
4. 学外语……多听，多说，多练，……能学好。
5. ……努力地工作，就能得到好成绩。
6. 我的钱包让小偷偷走了，但是钱包里……几十块钱。
7. 今天的作业很多，好不容易……写完。
8. 你不要用红笔写练习，……老师能用红笔。
9. ……天气好，我们就去旅行。
10. 这篇作文我用了两个小时……写好，真慢。

12. 复习语法：造句。复习语法：造句。

1. 了 越来越 我 喜欢 汉语
2. 过 从来 以前 我 出 国 没
3. 买 我 了 张 电影 两 票
4. 过 我 还 请 这学期 假 没
5. 了 把 我 书桌 书包 放 在 上
6. 了 他 去 朋友 北京 看
7. 过 我 本 说 没 你 的 书 看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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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了 就 试 我 国 考 回
9. 山下 漂亮 得 总是 打扮 非常
10. 得 喝酒 老李 很多 喝

13. 复习语法：用“出来”或者“下去”填空。复习语法：用“出来”或者“下去”填空。

1. 我明年还要在中国学习……。
2. 他的意见都说……了。
3. 我们谈……吧。
4. 这个月的计划她已经订……了。
5. 这些问题我们还要讨论……。
6. 他能叫……我们的名字……。
7. 他们要把那个话剧排演……。
8. 我听……你的声音……了。
9. 这个机器的毛病我家查……了。
10. 他汉语法语都要学……。

14. 复习语法：用“被”改写句子。复习语法：用“被”改写句子。

1. 一个姑娘捡到我的钱包以后，给我送来了。
2. 他不小心把杯子打碎了。
3. 大风把树上的苹果刮掉了。
4. 风把这棵小树都刮倒了。
5. 玛丽把我的书借去了。
6. 她把那些旧杂志都卖了。
7. 我们把敌人打败了。
8. 虫子把这几棵菜咬坏了。
9. 他把那瓶汽水喝了。
10. 我把这张画儿的颜色涂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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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单元：国际合作第五单元：国际合作

第一课第一课 国际组织国际组织

1. 朗读并翻译词语:朗读并翻译词语:

代表 daibiao
会议 huy
组织 zuzh
正式 zhengsh
教育 jiaoyu
科学 kexue
文化 wenhua
和平 hepng

总部 zongbu
合作 hezuo
签署 qianshu
签字 qianz
批准 pzhun
成立 chengl
宣布 xuanbu
建立 jianl
加入 jiaru
促进 cujn
维护 weihu
哈萨克斯坦 Hasakestan
吉尔吉斯 J’erjs
土库曼斯坦 Tukumanstan
塔吉克斯坦 Tajkestan

乌兹别克斯坦 Wuzbieke 
stan

巴基斯坦 Bajstan
印度 Yndu
伊朗 Ylang

阿富汗 A fuhan
蒙古 Menggu
俄罗斯 Eluos
白俄罗斯 Bаi’eluos
斯里兰卡 Sllаnka
土耳其 Tu’erq
阿塞拜疆 A saibaijiang

亚美尼亚 Yameinya
柬埔寨 Jianpuzhai
尼泊尔 Nbo’er
巴黎 Bal
上海 Shanghai
北京 Beijng

塔什干 Tashgan
阿拉木图 A la mu tu
莫斯科 Moske
圣彼得堡 Shengbdeb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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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组词(国家)。组词(国家)。

例：例：……古 古  蒙古
……斯坦 ……斯 ……度 ……汗
……其……卡……朗……疆

3. 组词(动词)。组词(动词)。

字 准 建 作 宣

布 加 合 批 签

入 立 促 维 立

进 代 护 成 表

4. 说一说城市的名字。说一说城市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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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请先把国际组织和它们的标志连在一起然后听录音请先把国际组织和它们的标志连在一起然后听录音
检查一下。检查一下。

联合国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独联体
绿色和平组织
上海合作组织

6. 读一读课文并说一说联合国的主要历史事件日期。读一读课文并说一说联合国的主要历史事件日期。

1945年4月25日-6月26日

1945年6月26日

1945年10月24日

1945年4月25日-6月26日，来自50个国家的代表参加了在
美国旧金山举行的联合国国际组织会
议。1945年6月26日，50个国家的代表
签署了《联合国宪章》。在中国、法
国、苏联、联合王国和美国以及大多
数其他签字国批准《联合国宪章》之
后，联合国组织于1945年10月24日正
式成立。从此，10月24日成为每年都
要庆祝的联合国日。

“联合国宪章”的签
字页，194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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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读一读课文，猜一猜下面是关于哪一个国际组织的描述。读一读课文，猜一猜下面是关于哪一个国际组织的描述。

……是哈萨克斯坦、中国、吉尔吉斯、俄罗斯、塔吉
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于1996年4月26日宣布正式建立。
成员国：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
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巴基斯坦(2015年7月加入)、
印度(2015年7月加入)；观察员：伊朗、阿富汗、蒙古、
白俄罗斯；对话伙伴：斯里兰卡、土耳其、阿塞拜疆、亚
美尼亚、柬埔寨和尼泊尔；参会客人：土库曼斯坦、独联
体和东盟，工作语言为汉语和俄语。成员国总面积为
3018.9万平方公里，人口16亿。主要城市：上海、北京、
塔什干、阿拉木图、莫斯科、圣彼得堡。

8. 读一读课文并说一说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的读一读课文并说一说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的
工作目的。工作目的。

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的工作目的

1 2 3

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是联合国专门机构之一。
总部设在法国巴黎。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促

进教育、科学及文化方面的国际合作，各国人民之间的相
互了解，维护世界和平。

9. 请用上面的信息和你自己的知识来填表。请用上面的信息和你自己的知识来填表。

上海合作组织 联合国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成立时间

组织总部

合作方面

白俄罗斯的参加

中国的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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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请你做报告请你做报告·国际组织国际组织·你可以用下面的信息。你可以用下面的信息。

 • 成立时间
 • 组织总部
 • 合作方面
 • 白俄罗斯的参加
 • 中国的参加

11. 复习语法：代词。用代词回答下列的问题。复习语法：代词。用代词回答下列的问题。

1. 上海合作组织大不大？
2. 哪些国家是独联体的成员？
3. 白俄罗斯是哪一个组织的观察员？
4. 你自己觉得白俄罗斯要进入什么国际组织？
5. 联合国这个组织包括哪些国家？

12. 复习语法：连接句子。复习语法：连接句子。

1. 小时候， a. 你的数学成绩越来越好。
2. 虽然他不懂汉语， b. 比小李好得多。
3. 张老师说， c.  你有什么打算？
4. 认识她之前， d.  我这个字写得对不对？
5. 毕业以后， e.  是不是？
6. 小王乒乓球打得 f. 我很喜欢看动画片儿。
7. 过生日的时候， g. 我不知道什么是幸福。
8. 那位老太太很奇怪， h. 我喜欢收到很多礼物。
9. 老师，请您看看 i. 但他还是要去中国旅游

13. 复习语法：用“通过”或者“经过”填空。复习语法：用“通过”或者“经过”填空。

1. 他们只能……写信联系。
2. ……学习，我们掌握了很多知识。
3. ……老师的反复讲解，我终于明白了这个问题。
4. 她……其他同学终于找到了他。
5. ……一年的努力，他们的企业有了显著的发展。
6. ……这些手续后就可以出境了。
7. ……仔细调查，我们终于发现了事情的真相。
8. 我们……谈话来增进互相之间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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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电视，我们看到了外面的世界。
10. ……认真考虑以后，他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14. 复习语法：改错。复习语法：改错。

1. 你什么时候能到我这儿去？
2. 琳娜几分钟以前到商店来了。
3. 大家都已经吃饭了，除了我以外。
4. 为什么你们刚开始了？
5. 已经过了几个月，但是我们刚才学会了几十个汉字。
6. 你7点就来了，她已经走了。
7. 请进，玛丽才要回来。
8. 汉语是我更喜欢的语言之一。
9. 知道了他要来你家，我 想来。
10. 越来越我喜欢写汉字。

第二课 第二课 孔子学院孔子学院

1. 朗读并翻译词语朗读并翻译词语：

经济jngj
职能zhneng
考试kaosh
社会shehu
揭牌jiepаi
亲切qnqie
歌曲gequ
增长zengzhang
发展fazhan
建设jianshe
成为chengwei
社会shehu
访问fangwen
交谈jiaotаn

展示zhansh
丰富多彩fengfu duocai
秋高气爽qiugaoqshuang
清风和煦qngfeng hexu
语言大学yuyаn daxue
东南大学dongnаn daxue
孔子学院kongz xueyuan
礼堂大厅ltаng datng
开幕式kaimu sh
委员长weiyuаn zhang
图片展tupian zhan
代表团daibiao tuаn
合唱队hechang du
副校长fu xiaozh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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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你去过明斯克孔子学院吗？你参加没参加过他们的活你去过明斯克孔子学院吗？你参加没参加过他们的活
动？如果没有，请看一看课文就知道孔子学院能给你什动？如果没有，请看一看课文就知道孔子学院能给你什
么机会了。么机会了。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世界每个
国家对汉语学习的需求不断增长。从
2004年开始，中国在不同国家开办“
孔子学院”。几年来，孔子学院建设
快速发展，已成为世界各国人民学习
汉语和了解中国文化的地方。各地孔
子学院开展丰富多彩的教学和文化活动。现在世界上一共
有400多个孔子学院。

《孔子学院》的主要职能是：
 • 开展汉语教学，给学生去中国学习的机会；
 • 培训汉语教师；
 • 开展汉语考试；
 • 中国社会、教育、文化、经济等方面的信息咨询；
 • 开展当代中国研究。

3.  听录音填空并说一说明斯克语言大学的孔子学院开听录音填空并说一说明斯克语言大学的孔子学院开
幕式。幕式。

……月的明斯克，秋高气爽，清
风和煦。……日上午，正在白俄罗斯
访问的吴邦国委员长专程来到明斯克
国立语言大学，为与东南大学共建的
孔子学院揭牌。

吴邦国委员长首先来到孔子学院
的一间大教室。吴邦国委员长和语言大学的教师和正在上
口语课的学生进行了亲切交谈，看了汉语教室，观看了语
言大学汉语教学的资料片和《汉语教
学在白俄罗斯》专题图片展。

代表团一步入礼堂大厅，明斯克
语言大学的合唱队为欢迎吴邦国委员
长的到来用汉语演唱。白俄罗斯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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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的学生们通过一场半小时的节目，向中国客人展示了
白俄罗斯年轻一代学习汉语和中国文化的水平。……、……

、……、……，小学生们演唱的汉语歌曲。
明斯克国立语言大学副校长主持了揭牌仪式。 后，

吴邦国委员长健步登上舞台，明斯克国立语言大学孔子学
院正式成立了！

4. 看图片并说一说孔子学院的活动。看图片并说一说孔子学院的活动。

5. 复习语法：用复习语法：用“连……也/都……”回答问题。回答问题。

1. A: 听力考试难吗？B: 很难，……。
2. A: 来中国以前你学过多长时间汉语？B: ……。
3. A: 听说她结婚了。B: 胡说，……，跟谁结婚呢？
4. A: 来中国以后你去旅行过几次？B: ……。
5. A: 你读过鲁迅的作品吗？B: ……。
6. A: 今天你来得早吗？B: 来得很早，我来时……。
7. A: 她回国以后常给你写信吗？B: ……。
8. A: 这些书你看完几本了？B: ……。
9. A: 语法考试难吗？B: 不太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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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复习语法：完成句子。复习语法：完成句子。

1. 就是没有钱买面包我也……。
2. 就是别人都不参加我也……。
3. 就是困难很大我也……。
4. 就是他们让我管我也……。
5. 就是我很有钱我也……。
6. 就是21世纪生活也……。
7. 明天就是下大雨我也……。
8. 就是得花很长时间我也……。
9. 就是他找我，我也……。
10. 就是不知道怎么办也……。

7. 复习语法：完成句子。复习语法：完成句子。

1. 小王不会喝酒，他只要喝一点酒，……。
2. 只要有时间，……。
3. 只要我有钱，……。
4. 只要天气好，……。
5. ……，就马上回国。
6. ……，我就给你钱。
7. ……，就能成功。
8. A: 明年你还来中国吗？B: ……。
9. A: 怎样才能减肥？B: ……。
10. A: 你愿意跟我结婚吗？B: ……。

8. 复习语法：选择答案。复习语法：选择答案。

1. 西安我已经去过……。
A. 十次多，
B. 十几次，
C. 十次几，
D. 十左右次

2. 那个孩子出生的时候才……。
A. 四上下斤，
B. 四左右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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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四斤多，
D. 四多斤

3. 图书馆上个月买了……书。
A. 两万多本，
B. 两多万本，
C. 两万来，
D. 两万本多

4. ……我们一直没联系，不知道她这几年怎么样。
A. 近十年多，
B. 近十多年，
C. 近十年了，
D. 左右十年

5. 记得小时候，东西真便宜，……就能买不少东西。
A. 几个块钱，
B. 几块钱多，
C. 几块钱，
D. 近块钱多

6. 18岁……的人没有选举权。
A. 上下，
B. 以下，
C. 左右，
D. 前后

7. 大家不停地跑步，天亮……，我们一定要赶到目的地。
A. 前后，
B. 左右，
C. 上下，
D. 以上

8. 山田虽然已学了……汉语了，可是不能说几句。
A. 两半年，
B. 两多年，
C. 两年半，
D. 两左右年

9. 前天我去图书馆大厦买了……。
A. 十多本书，
B. 十本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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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十本来书，
D. 十本几书

10. 他看起来很年轻，……。
A. 30岁前后，
B. 30岁近，
C. 30左右岁，
D. 30岁上下

第三课 第三课 我们在中国留学我们在中国留学

伊利娜是白俄罗斯人。她是 好的学生。今年孔伊利娜是白俄罗斯人。她是 好的学生。今年孔
子学院给她机会去中国大学学习汉语。在中国她认识子学院给她机会去中国大学学习汉语。在中国她认识
的朋友很多，但是她 好的朋友是王峰。王峰是中国的朋友很多，但是她 好的朋友是王峰。王峰是中国
人。他也是这所大学的学生。他们一起一步一步地走人。他也是这所大学的学生。他们一起一步一步地走
在学习汉语的路上。在学习汉语的路上。

1. 第一天伊利娜来老师办公室选课。读一读对话说一说第一天伊利娜来老师办公室选课。读一读对话说一说
伊利娜选了什么课。伊利娜选了什么课。

伊利娜伊利娜： 请问，在这儿选课吗？
老师： 老师： 是啊，你想选课吗？
伊利娜伊利娜：  我想选的课很多啊。
老师老师：  这是课表，请你先看一下课表。
伊利娜伊利娜：  有没有中国文化课？
老师老师：  有三门课，都有不少中国文化方面的内容。
伊利娜伊利娜：  我可以看一下教材吗？我想看看我能不能

看懂它们？
老师老师： 当然可以。
伊利娜伊利娜： 这本“中国文化”有点儿难，“中国武术”

我能看懂，可是不知道能不能听懂，“中国
剪纸”很容易，书里有不少图片。

老师老师： 那你先可以去试听一次，然后再来选课。
伊利娜伊利娜： 好吧。选课到什么时候结束？
老师老师： 到下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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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选了课后伊利娜遇到了她朋友王峰，听录音说一说选了课后伊利娜遇到了她朋友王峰，听录音说一说
伊利娜选了多少门课。伊利娜选了多少门课。

3. 刚来中国的留学生在有些地方还不习惯。请读一读对刚来中国的留学生在有些地方还不习惯。请读一读对
话并谈一谈不习惯的地方。话并谈一谈不习惯的地方。

王峰王峰： 几天没见，你好像瘦了！
伊利娜伊利娜： 是瘦了点儿.
王峰王峰： 怎么了？是不是第一次出远门儿，有点儿

想家？
伊利娜伊利娜： 我刚来中国，很多地方还不太习惯。
王峰王峰： 我知道了，一定是早上八点上课，起不来。
伊利娜伊利娜： 真让你说对了。
王峰王峰： 晚上娱乐活动少，又没有朋友在一起聊天

儿，电视也看不懂，除了学习就是睡觉。
伊利娜伊利娜： 你怎么知道得那么清楚？
王峰王峰： 我刚来的时候，跟你一样。不满你说，来

中国的第一个月，我的体重一下子减了三
公斤。

伊利娜伊利娜： 很多中国人有午休的习惯，有时候我想找
朋友或者去办公室，都找不着人，真觉得
不方便。

王峰王峰： 我来中国时间长了，有时中午也睡一会儿。
伊利娜伊利娜： 怪不得中午看不到你！
王峰王峰： 你中午可以出去转转！我有时候也去学校

附近的商店买点儿东西，商店中午一般都
不关门儿。

伊利娜伊利娜： 可我没有自行车！
王峰王峰： 你可以走着去。中国有句俗话：“饭后百步

走，能活九十九”
伊利娜伊利娜： 我最怕课间的时候在学校里走路，有的人

骑车带着人，在人群里钻来钻去，有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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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着你就过来了。遇上这种人，你说该怎

么办？
王峰王峰： 你慢慢就习惯了。
伊利娜伊利娜： 对我来说， 不习惯的是跟一个有不同生

活习惯的人住同一个房间。我睡得早，她
睡得晚，可开着灯我就睡不着。

王峰王峰： 你慢慢就习惯了。

不习惯的东西不习惯的东西

1

2

3

4

5

4. 你喜欢过周末吗？周末的时候你经常做些什么？请读你喜欢过周末吗？周末的时候你经常做些什么？请读
一下采访并说一说：一下采访并说一说：a)留学生的周末生活)留学生的周末生活 b)你自己的周)你自己的周
末生活。末生活。

记者记者： 你好！我是电视台的记者，你们能接受我

们的采访吗？

伊利娜伊利娜： 我是第一次跟电视台记者谈话，真不知道

说些什么。。。

记者记者： 我们想了解一下儿留学生的周末生活，你

能不能回答几个问题？

伊利娜伊利娜： 可以。。。

记者记者： 你们留学生周末干什么？

伊利娜伊利娜： 我周末的时候一边学习一边做运动。我特

别喜欢爬山。

记者记者： 北京周围的山峰你一定已经爬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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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利娜伊利娜： 没错儿，我原来是我们大学校队的，参加

过爬山比赛。

记者记者： 除了爬山，你周末还有什么活动呢？

伊利娜伊利娜： 我还喜欢和朋友一起下象棋，去游泳，打

球，做中餐。

记者记者： 你的周末生活真丰富！

伊利娜伊利娜： 说实在的，我 喜欢过周末。你想，学了

一个星期了，周末的时候还不该好好轻松

一下吗？我喜欢唱卡拉 ок，跳舞。

记者记者： 你应该去上音乐学院啊！

5.  “我在中国的留学生活我在中国的留学生活”演讲比赛。你们是评委会。演讲比赛。你们是评委会。

请先听一下两个演讲。然后选择你喜欢的演讲。说一说请先听一下两个演讲。然后选择你喜欢的演讲。说一说

你们为什么喜欢第一个或第二个演讲。你们为什么喜欢第一个或第二个演讲。

6. 复习语法：出来复习语法：出来/去;进来进来/去;起来起来;上来上来/去;下去下去;下来下来;
过来过来/去。用这些动词描述图片。去。用这些动词描述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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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复习语法：选择正确答案。复习语法：选择正确答案。

1. 工厂去年生产了3000台电视机，今年生产了6000台，今
年的数量是去年的……。

A. 二分之一，
B. 一倍，
C. 两倍，
D. 三倍

2. 女儿十二岁，妈妈三十六岁，女儿的年龄是妈妈的……。
A. 三倍，
B. 24岁，
C. 三分之二，
D. 三分之一

3. 他们大学的国际交流学院大概有……俄罗斯学生，他们
大部分是第一次来的。

A. 二十，三十个，
B. 二三十个，
C. 二十个三十个，
D. 二三十

4. 她的裙子真多，总有……吧？
A. 三十，四十条，
B. 三四十条，
C. 三十多，四十条，
D. 三十条，四十条

5. 大河内先生是……来中国的。
A. 五多个年以前，
B. 五个年多以前，
C. 五年多以前，
D. 五多年以前

6. 路上她带了两……。
A. 斤多苹果，
B. 多斤苹果，

Скачано с сайта www.aversev.by



114

C. 斤苹果多，
D. 来斤苹果

7. 昨天晚上全家看了……电视。
A. 一多个小时，
B. 一来个小时，
C. 一多小时，
D. 一个多小时

8. 王叔叔买了……长的电线。
A. 十几米，
B. 十米几，
C. 十左右米，
D. 十上下米

9. 来参观的只有百十……个人。
A. 多，
B. 几，
C. 来，
D. 上下

10. 从我们公司到展览馆要……小时。
A. 两个左右，
B. 两个多，
C. 两来个，
D. 两多个

8. 复习语法：完成句子。复习语法：完成句子。

1. 等明天再……。
2. 等房子盖起来了，再……。
3. 等我回来的时候他才……。
4. 等他回来再……。
5. 等我做完再……。
6. 等他来了我就……。
7. ……，我们再讨论。
8. ……，再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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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老师才走了。
10. ……，我就告诉你。

9. 复习语法：选择连词填空。复习语法：选择连词填空。

不是……而是……，一边……一边……，……也，……就，
既 … …又 … …， 由 于 … …所 以 … …， 先 … …接 着 … …，
又……又……，一方面……另一方面……，……于是

1. ……我的汉语不如他们的英语流利，……常常他们
说，我听。

2. 她有错，你……有错。
3. 这种帽子……好看，……便宜，……合适你的年龄。
4. 他……努力学习，……积极锻炼身体。
5. 我们……收拾房间，……跟他聊天。
6. 这次来北京，……想参观北京的名胜迹，……也想看

看多年不见的老朋友。
7. ……我不想来，……没有时间。
8. 下了课，我……去那儿。
9. 他打电话找我，……我去他那儿了。
10. 他……发言，……大家都谈了自己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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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单元：家庭第六单元：家庭

第一课 第一课 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家人

1. 朗读并翻译词语：朗读并翻译词语：

要求yaoqiu
耐心naixn
功劳gonglаo
温馨wenxn
严肃yаnsu
超级chaoj
交流jiaoliu
成绩chengj
书法shufa
羡慕xianmu
讨厌taoyan

简直jianzh
靠近kaojn
继续jxu
大声dasheng
懒惰landuo
勤劳qnlаo
模范家庭mofan jiatng
知识分子zhsh fenz
精彩无限jngcai wuxian
寓言故事yuyаn gush
酸甜苦辣suantiаnkula

2. 用这些词语与画图，说一说你们家的人。用这些词语与画图，说一说你们家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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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你家有几口人？
 • 家谱上的画像中都是你家谁？
配偶，我，母亲，父亲，祖父，祖母，曾祖父，曾祖

母，儿子，女儿，哥哥，弟弟，妹妹，姐姐，女婿，媳
妇，孙婿，孙女，孙子，孙媳，外孙，外孙媳，外孙女，
外孙女婿，曾孙媳，曾孙，曾孙女，曾孙女婿，叔叔，舅
舅，阿姨，姑姑

3. 请你们先读一读课文，然后比较一下这些家庭(填表)。请你们先读一读课文，然后比较一下这些家庭(填表)。

玛丽的家 喜越的家 安娜的家

成员(多少，谁)

爸爸(性格和行为)

妈妈(性格和行为)

对孩子来说什么样的家庭

喜欢不喜欢的地方

我家也算是个知识分子

家庭，爸爸是科学家，妈妈

的外语非常好，说起来的英

文又流利，又有感情，外公

的书法真棒，可不像我，写

起来的字像幅画，那字，精

彩无限，漂亮极了！

就因为我家是个知识分

子家庭，爸爸对我的要求很高。这不，这道数学题做

错了，爸爸那叫一个生气！只要不会的题，爸爸讲几

遍就没耐心讲下去，有时张口就骂！人人都有不会的

地方呀，以后的数学题，都不敢问爸爸了。但不管怎

么样，我还是很爱我的爸爸。他祝我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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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和爸爸相比起来，可就有大差别了。妈妈

基本上没骂过我，也经常用外语跟我交流，妈妈也

耐心辅导，所以我的英语成绩可是超棒的，还是个

英语课代表呢！这可要好好谢谢我妈妈了，可都是

她的功劳呢！

外公对我也是一级棒，外公经常跟我讲一些寓言

故事，毛笔书法等，说真的，外公的书法真的很棒。

你看，这些就是我的家人，外公，爸爸，和妈

妈，再加上我，多好的“模范家庭”啊！

喜越

我的家是一个温馨的

家，一个让人羡慕的家，有

时也许会让人感到不安，但

是家中的每一位成员都十分

的爱这个家。家中的老大是

爸爸，爸爸经常很晚回家，

因为工作很忙，有时遇到朋

友和他们喝酒，我们经常请

爸爸少喝酒抽烟，爸爸经常

说：我自己也不想喝酒。爸爸十分的严肃，使我们

所有人害怕，都远离爸爸，我对爸爸也不敢说心

事，有一句话我敢说出口————爸爸我爱你！妈

妈是我们家的老二。妈妈其实我并不讨厌！妹妹在

我家是老四，她很美，一对大大的眼睛，长头发，

有时听话，有时不听话，说实话我比较喜欢听妹妹

的。我的家就是这样一个温暖的家！我爱我的家，

更爱我的家人！

玛丽

Скачано с сайта www.aversev.by



119

同学们，你们的家人

是怎样的呢？我的家人是

酸甜苦辣的，就让我来告

诉你吧！酸，三姑：我的

三姑是个很凶的人，每次

我看电视的时候，她都会

说：你做完作业没有？我说：做完了。三姑说：给

你买这么多书是干什么的呀？回房间看书去。

甜，爸爸：三姑虽然很凶，可爸爸就不一样

了，我要什么爸爸都会买给我的，我的作业也是他

帮我检查的，写作文也是他教我的，告诉你吧，他

的数学可棒了，他教我的数学家庭作业道道都对，

我的数学家庭作业每次都得特优，太棒了。

苦，奶奶：奶奶跟三姑一样也是很凶的，有

一次，我感冒了，奶奶对我说：你现在感冒了，

你就先别靠近妹妹了，等你的感冒好了再抱妹妹。

那时侯，我没理她，把奶奶说的话当耳边风，可

是我没想到，过了几天，奶奶又说起我来了，我

听见她说的话就一肚子火，继续跟妹妹玩，不一

会儿，她真的火了，骂起我来了，她骂完之后我

回到自己的房间里哭。

辣，妈妈：妈妈是个辣妹子，辣极了。有一

次，我一回到家里就看电视，后来她就骂起我来

了，大声地说：你做完作业没有，一回家就看电

视，快回房间做作业去。

同学们，你们看，我的家人是不是酸甜苦辣呀？

安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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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听录音选择作者的家人。听录音选择作者的家人。

5. 请读一读课文并说一说作者的家人像什么动物。请读一读课文并说一说作者的家人像什么动物。

我的家人脾气比较特别，怎么特别呢？听了我的介绍
就知道了。妈妈的脾气像牛妈妈的脾气一样，像牛一样勤
劳。你想想啊，白天，妈妈要去上班，劳累了一天，回到
家要忙着做饭、洗衣服、擦地板，还要帮弟弟洗澡……整
天忙得要命。我心疼地看着妈妈忙得满头大汗的样子。爸
爸常常对妈妈说：“你工作这么忙，我们家可以请个保姆
帮着啊！”妈妈总是不回答，说保姆做的事情她不放心。
爷爷的脾气像羊爷爷一样，他很关心我，我每天回到家，
爷爷总是问我：“饿不饿？”不论我回答是饿还是不饿，爷

Скачано с сайта www.aversev.by



121

爷都会跑到厨房给我们拿好吃的。有时候是饺子，有时候
是点心，有时候是水果。看着我吃，爷爷脸上就笑开了花。
爷爷的脾气很温顺，他常常给我讲故事，我很开心。我的
脾气像兔子，我很活泼，每天总是蹦蹦跳跳的，什么事情
都不烦恼。每天晚上回到家里，一完成作业，我就缠着爸
爸和他一起玩游戏。更多的时候，我会坐在电脑前和远方
的朋友聊天，互联网真好。我是一只幸福的“兔子”，生
活在家庭温暖的怀抱中。

6.  读一读课文并填空(听录音检查)。读一读课文并填空(听录音检查)。

我的家人我的家人

我的妈妈，她长的大大的眼睛，她对人很好，而且妈
妈她对朋友和家人非常亲密，妈妈每天……点多起来做饭
给我们…….

每天妈妈她看见我写……的时候，她就去拿东西给我
吃，她希望我能快快长大。妈妈她对人很好，而且她生气
时狠得我都……了，只要妈妈能开心就可以了，我不敢去
惹妈妈，不然的话，惹到妈妈，我就会被她骂很久。骂得
我的心都怕死了，俗话说的好，人要做一些对社会有贡献
的事儿，如果人人都做对社会不好的事情，社会不知道会
变成个什么样的世界，我们一定要好好做人，不可以说
人……话，要好好……认真读书，除了认真学习，还要帮妈
妈做……，所以一定要学会干家务活。家人们，你们辛苦了.

7. 请读一读课文并说一说作者对父母满意和不满意的请读一读课文并说一说作者对父母满意和不满意的
地方。地方。

爸爸 妈妈

满意的地方 不满意的地方 满意的地方 不满意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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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家人我的家人

我有一个幸福的家，家中有可爱的爸爸妈妈，他们都
很爱我。在这个家中，我很快乐，因为我有一个严厉的妈
妈，一个可爱的爸爸。

我的妈妈是一名中学教师，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她对我很严厉。每当我犯错误的时候，她都会狠狠地训斥
我，所以我不太喜欢妈妈。妈妈是一个认真负责的老师。
有时候，我会帮妈妈统分、打文章，妈妈就会夸我懂事，
我很高兴！但我的妈妈也会让我感到不满意。记得有一
次，妈妈正在为学生制成绩表，这时，我刚刚把作业写
完，正准备让妈妈给我检查检查。可是，当我兴冲冲地将
作业本捧到妈妈面前时，妈妈说：“你没看见我正忙吗？
学生这边还没弄好呢！一会儿等我把工作上的事忙完了，
再给你检查。”我一听，觉得很委屈，心里想：你为了你
的学生连我的作业都要推迟检查，到底谁是你的孩子呀！
可是我又一想，妈妈是为了工作才这样的，说明她是一个
好老师，一个负责任的好老师！

我的妈妈不仅有她严厉的一面，还有她可爱的一面。
每当家里没有外人的时候，她就会在我面前扭扭屁股、到
处蹦一蹦，展现出她可爱的一面。这使我感觉到，妈妈仍
然童心未泯，还是一个可爱的老小孩。

这就是我的妈妈，是不是很不错呢？那再来认识认识
我的爸爸吧！

我的爸爸在供水公司上班，是净化水厂的厂长。爸爸
和妈妈就大大不同了，他对我不像妈妈那样严厉，也不温
柔。爸爸我 不满的地方就是他总是把我当做小孩，总是
跟我玩儿。爸爸是我们中间的笑星，总会让我们特别开心。

这就是我的爸爸妈妈，虽然他们都有令我不满意的地
方，但我还是爱我的爸爸妈妈，因为他们是我 亲的人。

8. 读一读课文并谈一谈短文里面描述的家庭：哪一个家读一读课文并谈一谈短文里面描述的家庭：哪一个家
庭像你的家庭？你喜欢什么家庭？不喜欢什么家庭？为庭像你的家庭？你喜欢什么家庭？不喜欢什么家庭？为
什么？你想你未来的家是什么样的家庭？什么？你想你未来的家是什么样的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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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有四口人。有

爸爸、妈妈、哥哥和

我，我们共同组成了欢

乐的家庭。

我爸爸、妈妈都40

岁了，爸爸常年在外地工

作，一年在家里也“客

居”不了几天，是个典

型的“游子”，他 大的

爱好是看新闻。妈妈在

家做家务， 大的爱好

是看电视剧。哥哥的爱

好是看电视和读书。可

是我还经常独霸遥控

器，让他不能看自己喜

欢的电视节目。虽然我

们每天争吵，但我们还

是好兄弟。我们是 快

乐的一家人。

家是每个孩子成长的摇

篮。我爱我家，一个幸福温

暖的家。爸爸妈妈对我百般

的疼爱。我放学回来，妈妈

正忙着在厨房为我做着可口

的饭菜，爸爸坐在我的一

旁，陪我学习，当遇到不会

的题，爸爸会耐心地给我讲

解，妈妈对我的学习很关

心，她怕我学习累着。每天

早晨都给我煮一杯热牛奶。

我爱我家，一个快乐的

家。爸爸妈妈的感情非常

好，几乎不吵架，爸爸说话

很幽默，总是开玩笑。我是

一个很懂事的不任性的孩

子，不让爸爸妈妈生气。如

果我考试的成绩好，爸爸妈

妈就会为我庆祝，带我去吃

我 爱吃的冰点。　

我爱我家，一个让我有

依靠的家。每当我在外面遇

到困难；是爸爸妈妈帮助我

排解困难。　

9. 复习语法：用疑问代词完成句子。复习语法：用疑问代词完成句子。

1. A：她怎么样？

B：她又聪明又漂亮，班上的同学……。(谁)

2. A：你今天出去吗？

B：今天外边太冷，我……。(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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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A：你看这件事怎么办呢？B：……。(怎么)

4. A：我想去看看你，什么时候去比较合适？

B：你……。(什么)

5. A：来中国以后，你去过什么地方？

B：除了北京以外，我……。(哪儿)

6. A：我们坐火车去还是坐飞机去？

B：……。(怎么)

7. A：我们去……吧。(哪儿)

B：好吧。

8. A：我们找……吧。(谁)

B：好吧。

9. A：……去看看她吧。(什么时候)

B：好吧。

10. A：我们送他……吧。(什么)

B：好吧。

10. 复习语法：改写句子。复习语法：改写句子。

请用“一请用“一……也/都也/都……没/不没/不……”

1. 你的话我都听不懂。

2. 这些书她都没看过。

3. 图书馆里没有人。

4. 他所有考试都没考好。

5. 这次活动我们系……。

请用“一点儿请用“一点儿……也/都也/都……没/不没/不……”

1. 说实话，能不能实现自己的理想，我……。

2. 来中国以前，我……。

3. A：这种颜色你喜欢吗？– B：我……。

4. 我这辈子从来没借过债。

5. 他什么都不想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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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复习语法：请用连词填空。复习语法：请用连词填空。

1. 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不知道该去哪里，你

告诉我们吧。

2. ……每个国家的自然资源有限，……资源的再生需要

很长时间，……家家都不能浪费资源。

3. 这……不是一般的练习本，……不是日记本，……是

保护环境的安排。

4. 我们用再生纸做的本子，……我们节约国家森林的

资源。

5. 老师说，造纸……用掉很多木材，……需要使用大量

的水和电。

6. 这个星期我没来上课，……生病了，……有事。

7. 我不是坐飞机来的，……是坐火车来的。

8. ……你去，……我去，我看都可以。

9. ……按时吃药，你的病……好了。

10. ……空气、河流污染很严重，……森林、草原面积

不断减少。

12. 复习语法：请用“一复习语法：请用“一……就……”改写句子。”改写句子。

1. 我下课以后马上去找你。

2. 他每次想妈妈的时候都给妈妈打电话。

3. 每天早上7点，他都去学校操场锻炼身体。

4. 老师上课提问的时候，她总是第一个举手回答。

5. 大为每天做完作业就去网吧上网。

6. 我吃辣的常常坏肚子了。

7. 他到以后我们马上开会。

8. 老师进教室以后马上上课。

9. 我回家后马上给你打电话。

10. 学校放假以后，我们马上去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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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课 第二课 我们家的风俗我们家的风俗

1. 朗读并翻译词语：朗读并翻译词语：

忙碌mаnglu
风格fengge
打牌dapаi
家乡jiaxiang
洗窗户x chuanghu
压岁钱yasuqiаn
元宵节yuаnxiao jie
打扫卫生dasao weisheng

挂上灯笼guashang denglong
贴上春联tieshang chunliаn
传统节日chuаntong jier
打开电视dakai diansh
非常精彩feichаng jngcai
礼花飞舞lhua feiwu
独一无二duywu’er

2. 每一个家庭都有自己不同的风俗。请看课文并说一说每一个家庭都有自己不同的风俗。请看课文并说一说
作者的家庭过新年的风俗。作者的家庭过新年的风俗。

我们家的春节风俗我们家的春节风俗

春节是中国 大的节日。
每年的春节快到时，家家户户
都要打扫卫生，洗窗户，窗
帘，挂上红红的灯笼，贴上红
红的春联，忙忙碌碌。买来的
年画怎么贴法，那就各有自己
的风格。有的正着贴，有的倒
着贴，还有的歪着贴。

除夕之夜，家家户户吃完年夜饭后，打开电视， 喜
欢看的一定是《春节联欢晚会》。里面的节目都非常精
彩，小品更是为全国观众人民增添了一份欢乐的气息。快
到12点了。终于等到了零点，家家户户是礼花飞舞。人们
庆祝新的一年，同时我也有一个梦想：希望我可以考个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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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绩，上一所好的中学。我高兴地喊到：“过年啦！过年
拉！”。每家每户都把自家 美的烟花放上了天空，烟花在
黑色的夜空绽放开来，一个比一个美丽。

到了大年初一，大家穿着新衣都忙着送礼物，当然，
我家也不例外。我们早早起床，来到爸爸妈妈的房间，开
始了传统的拜年仪式了。对父母说着一些吉祥话儿，爸妈
就拿出压岁钱，让我们们高高兴兴。然后我们和父母跑到
街上去买很多好玩的东西。玩了一上午，下午我又要去走
亲访友拜新年了，这也是一件高兴的事，真心希望今天全
国的小朋友在新的一年里快快乐乐，没有烦恼.

新的一年，新的开始。

3.  听录音并说一说他们家乡有什么风俗。听录音并说一说他们家乡有什么风俗。

4. 请读一读课文并说一说作者家的风俗。请读一读课文并说一说作者家的风俗。

我的家乡在农村，那里的过年习俗可真有趣。如果你
不信，就听我说说吧！

大年三十的早上，爸爸把我和哥哥叫过去说：“你们
去河边把我们家的牛、猪、鸡、鸭……给带回来。”说完，
把一个笼子和两条绳子交给了我们，我就拿了一条绳子，
心想：“真刺激，我还是第一次去赶牛呢！肯定很好玩。”
这样我就和哥哥高高兴兴地上了路，一路上我们还看见许
多小朋友也跟我们一样，去要他们家的牛、猪、鸡、鸭。
不一会儿，我们就来到了河边，我一看河边什么动物都没
有，更没见爸爸所说的牛、猪、鸡、鸭……只见河边只有
一块块各种各样、形状各异的石头，我就问哥哥：“我们
家的牛、猪、鸡、鸭……在哪？”哥哥指着河边的石头
说：“在那里呢。”接着说：“走，一起去把石头装进笼子
里，这就是我们要的鸡、鸭、牛、猪等。”我问哥哥：“这
些是石头呀！怎么是家禽呢？如果把它装进笼子里呢？等
真的牛、猪、鸡、鸭来了怎么办呀？”哥哥坐在河边的大
石头上跟我说：“因为这是我们家乡的一种风俗，这些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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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代表了牛、猪、鸡、鸭……每年年三十的早上，这里的
人们都会到河边来把它们拿回家，先放在门外，到了晚上
12点放完鞭炮后才能拿进门放在家里，表示来年家禽兴
旺、有吃有财的意思。”我一听，这才明白。我心想：既
然是这样，我就多拿几块石头回家，我们家明年就家禽兴
旺，有多多的牛、猪、鸡、鸭等。于是，我就和哥哥选了
几块石头装进笼子里，又用绳子绑了几块石头，就高高兴
兴的拿回了家。

你们说，这样的风俗是不是很有趣？

5. 请读一读课文并说一说作者家乡的风俗习惯。请读一读课文并说一说作者家乡的风俗习惯。

中国，是一个很大的国家、有
五十六个不同的民族，每个民族都
有它的风俗习惯。在我美丽的家乡
上海，就有很多不同的习俗。其
中，元宵节就是我 喜欢的。

在我的家乡，总是特别重视元
宵节。在正月十五那天，家家户户
都吃元宵。因为元宵是圆形的，它
能够给吃的人幸福，每天都能幸福
圆满。

吃完元宵，接下来就是元宵节
的高潮部分。要表演踩高跷、舞狮

子、划船、耍龙灯等元宵节特有的节目。在表演时，每一
个人都参加。

说起元宵节，对我来说 有意思的是观花灯、猜灯谜
了。在元宵节那天晚上，每天街上都张灯结彩。

正月十五之夜还有一个独特的习俗：观月。我们一边
欣赏着天空中美丽的月亮，一边看着人们欢庆元宵佳节的
样子，此时还有谁能坐得住呢？赶紧出来和人们一起庆祝
象征美满的元宵佳节。

这就是我家乡 独一无二的习俗。我爱我的家乡，爱
家乡独有的习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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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请用下面的句子来说一说你的家庭和你的家乡的风俗。请用下面的句子来说一说你的家庭和你的家乡的风俗。

1．……是白俄罗斯人 传统、 隆重、 盛大、 热
闹的节日

2．虽然所有的白俄罗斯人都过……，但不同的地
方，……的习俗……。

3．我从小到大一直在……过……，今年爸爸(妈妈等)
说要带我回老家过……，当听到老爸这样说，我高兴得一
晚没睡着，因为我经常听……说他小时候过……的事，感觉
非常好玩。

4．爷爷听说他的孙子要回去过……，也高兴得天天打
电话问我什么时候回去，并早早准备了很多好吃的。

5．按家乡的习俗，……这天，家家户户都要……。
6．一个多小时过后，……
7．……所以要把房子打扫干净。
8．……大人们忙着准备……，我们小孩……一边……，

一边……。
9．到了……，爸爸和……一起……，……
10．也差不多同一时间，……
11．关于……，我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
12．我喜欢过……，更爱家乡的……！

7. 请用图片来描述中国的家庭过春节的风俗。请用图片来描述中国的家庭过春节的风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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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复习语法：数字。说一说同意不同意下列的短语。复习语法：数字。说一说同意不同意下列的短语。

1. 你们家一共有两个重要的风俗。
2. 中国人春节以前准备几十件礼物。
3. 每个中国家庭应该有一个 喜欢的风俗。
4. 每年都有几百个中国人在白俄罗斯过春节。
5. 春节第一天是中国人的大年初一，一般都过这一天。

9. 复习语法：用恰当的结果补语填空。复习语法：用恰当的结果补语填空。

1. 你的签证办……了没有？
2. 那本书我一看……就还给你了，你怎么忘了？
3. 那个电影的光盘你买……了吗？
4. 请大家准备……笔和本子，现在听写句子。
5. A：老师，这个字我写……了吗？B：没有写……，

你写……了。
6. A：妈妈，晚饭做……了吗？B：已经做……了。你

吃……。晚饭有事吗？A：我要跟同学去看电影。B：今天
的作业做……了吗？A：做……了。B：做……了没有？A：
不知道做……没做……。

7. A：现在，老师的话你能听……吗？B：能听……。
8. A：喂，你找谁？B：我找玛丽。A：我们这儿没有

玛丽。B：你是62324567吗？A：不是。B：对不起，我
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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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A：昨天晚上的比赛你看了吗？B：我看了，但是
没看……。A：怎么没看……？我看……一半，肚子疼得很厉
害，就去医院了。

10. A：这瓶花我们放……什么地方呢？B：放……桌子
上吧。

第三课 第三课 我们家的生活我们家的生活

在中国留学的学生一般有很多中国朋友。他们经在中国留学的学生一般有很多中国朋友。他们经
常去他们家做客。中国人教他们很多有用的东西，给常去他们家做客。中国人教他们很多有用的东西，给
他们讲有意思的故事。在这一课里你们将知道中国家他们讲有意思的故事。在这一课里你们将知道中国家
庭怎么请客。庭怎么请客。

1. 请读一读对话并说一说大为和玛丽打算去哪儿。请读一读对话并说一说大为和玛丽打算去哪儿。

王峰：王峰：大为，我想跟你商量一下儿，你这个周末有空
儿吗？

大为：大为：这个周末我想去趟书店，不过并不急。有什么
事儿？

王峰：王峰：有重要的事！
大为：大为：什么事儿那么重要？我可除了吃什么也不会。
王峰：王峰：你说得对，就是请你去吃。
大为：大为：你别开玩笑，我一听吃心里就痒痒。
王峰：王峰：不开玩笑，这个周末我想请你跟玛丽一起去我

家。
大为：大为：真的吗？我 喜欢吃你妈妈做的菜了。
王峰：王峰：玛丽来中国时间不长，还没去过中国人的家，

我想请她到我家去坐坐，了解一下中国人的家
庭生活，这样对她学习汉语也有好处。

大为：大为：你跟她说了吗？
王峰：王峰：已经说好了，后天晚上六点你带她来我家，怎

么样？
大为：大为：好，一言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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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晚上六点二十分，王峰家门口。大为和玛丽跑过晚上六点二十分，王峰家门口。大为和玛丽跑过
来。请听一听他们的对话，说一说为什么大为和玛丽来。请听一听他们的对话，说一说为什么大为和玛丽
迟到了。迟到了。

3. 请读一读对话并说一说他们在王峰家谈的东西。请读一读对话并说一说他们在王峰家谈的东西。

王峰：王峰：妈！爸！我的朋友来了。
妈妈：妈妈：快请进来！
王峰：王峰：这就是我常跟你们说起的玛丽。玛丽，这是我

父母。
玛丽：玛丽：伯父！伯母！
妈妈和爸爸：妈妈和爸爸：欢迎欢迎！
大为：大为：伯父，伯母，还记得我吗？
爸爸：爸爸：大为！你可好久没到我们家来了。
玛丽：玛丽：伯母，这是我的一点心意。
妈妈：妈妈：怎么还带礼物来啊！以后别带了。来来来，快

到里边坐吧！
玛丽：玛丽：伯母，您家真宽敞啊！
妈妈：妈妈：哪里，还是太小，客人来多了都坐不下。
爸爸：爸爸：王峰，给客人倒点儿茶。
妈妈：妈妈：你们都是小峰的朋友，到了这儿就像到了自己家

一样，别客气。来，这有糖，有水果，随便吃。
大为：大为：你二位身体好吗？
爸爸：爸爸：老了，谢谢你老想着我们。小峰一回家就说起

你们，我很高兴小峰有你们这样的外国朋友！
玛丽：玛丽：我也很高兴能到您家来做客。
妈妈：妈妈：小峰，你陪客人坐着，我去给你们做饭。
大为：大为：伯母，别太麻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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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妈妈：不麻烦，家常便饭，一会儿就好了。玛丽，你
是第一次来，待会儿尝尝我的手艺。

玛丽：玛丽：伯父，您和伯母做什么工作？
爸爸：爸爸：我们都在机关工作。
玛丽：玛丽：工作忙吗？
爸爸：爸爸：工作不太忙，就是工作单位离家远了点儿。
大为：大为：您还常常看京剧吗？
爸爸：爸爸：当然啦！我和小峰的妈妈都是戏迷。
大为：大为：我现在也爱看京剧，可是很多有关京剧的知识

还不懂。我特别想学唱京剧。
妈妈：妈妈：说什么呢？饭做好了，边吃边聊吧。
王峰：王峰：各位请入席，今天有我做的一个菜。
玛丽：玛丽：你也会做菜？！ 

4.  请听录音并说一说王峰的妈妈做了什么菜。请听录音并说一说王峰的妈妈做了什么菜。

5. 时钟已经指向了九点。大为和玛丽得回家。请读一读时钟已经指向了九点。大为和玛丽得回家。请读一读
对话并填空。对话并填空。

谢谢你们的热情招待 你替我们送送客人吧
再坐一会儿吧 我们也不留你们了
我们一定来 打个电话就行了

大为：大为：伯父，伯母，时间不早了，我们该回去了。
妈妈：妈妈：急什么，……。今天吃好了吗？
玛丽：玛丽：吃好了。伯母，你做的菜真好吃！
妈妈：妈妈：你要是爱吃就常来，我天天给你做。
大为：大为：伯父，伯母，……。
玛丽：玛丽：是啊，耽误你们这么长时间，真过意不去。
妈妈：妈妈：欢迎你们常来。我们老两口儿都喜欢热闹。
大为：大为：以后有空儿……。您二位明天还要早起上班

呢，早点儿休息吧。我们就不多打扰了。
爸爸：爸爸：你们明天还得上课，……，以后想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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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为：大为：你放心，有伯母做的那么好吃的菜，我不来，
玛丽也会来的。我们走了，再见！

 爸爸，妈妈：慢走啊！
大为：大为：别送了，请留步。
爸爸：爸爸：那我们就不远送了，小峰，……。

6. 谈谈你在你朋友家里做客的经历。谈谈你在你朋友家里做客的经历。

7. 复习语法：复习语法：…得…。看图片说一说他们周末过得怎么样。。看图片说一说他们周末过得怎么样。

8. 复习语法：选择正确答案。复习语法：选择正确答案。

1. 俗话说得好，“便宜没好货”，你那些2元店买的东西
了……。

A：不好了，
B：好不了，
C：好得了，
D：得好了

2. 她才刚刚十几岁，一个人肯定照顾……这么多的孩子。
A：不过，
B：不了，
C：不及，
D：不得

3. 有些中老年人的思想早就……时代的发展了，因该尽快
更新观念。

A：不跟上，
B：跟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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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跟得不上，
D：不跟得上

4. 近几年工资是增加了不少，但普通家庭还是……轿车。
A：买得起，
B：买不起，
C：买得来，
D：买不来

5. 时间太紧张了，我们准备得也不够充分，这项任务恐
怕……。

A：不完成，
B：完不成，
C：完没成，
D：没完成

6. 你给我的这本书那么厚，一个月恐怕……。
A：不翻译完，
B：译不完，
C：翻译完，
D：翻不译完

7. 要带的东西太多了，光靠我一个人可……。
A：拿得懂，
B：拿起来，
C：拿不了，
D：拿不起来

8. 咱们已经爬了三个小时了，我快要爬不……了，歇会
儿吧。

A：上，
B：起，
C：动，
D：去

9. 在全世界范围内抵御金融风暴，……各个国家的密切合作。
A：不离开，
B：没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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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离不开，
D：能离不开

10. 今年冬天一场雪都没有下，让人怎么能够……呢！
A：兴奋不起来，
B：兴奋得起来，
C：兴奋得出来，
D：兴奋得上来

9. 复习语法：用疑问代词完成句子。复习语法：用疑问代词完成句子。

1. A：你想吃点儿什么？B：……。(什么……什么……)
2. A：你想让谁跟你去？B：……。(谁……谁……)
3. A：我们怎么去呢？B：……。(怎么……怎么……)
4. A：我们什么时候出发？B：……。(什么……什么……)
5. A：我们去哪儿买？B：……。(哪儿……哪儿……)
6. A：你想学哪本书？B：……。(哪……哪……)
7. A：我们怎么办呢？B：……。(怎么……怎么……)
8. A：你想跟谁学？B：……。(谁……谁……)
9. 我们好长时间没见面了，……。(谁……谁……)
10. 这些车……。(哪……哪……)

10. 复习语法：用能愿动词填空。复习语法：用能愿动词填空。

1. 我……打太极拳。
2. 我……游泳。
3. 很多外国学生……来中国留学。
4. 你……学太极拳吗？
5. A：今天下午你……不……去商店？B：我……学汉

语，不……去商店。
6. 你……用英语说话。
7. 这儿……抽烟吗？
8. A：下午你……不……跟我一起去？B：对不起，下

午我有事儿，不……跟你一起去。
9. 老师，玛丽不舒服，今天她不……来上课。
10. 我……开车，但是我已经喝啤酒了，不……开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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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单元：未来的职业第七单元：未来的职业

第一课 第一课 我未来的工作我未来的工作

1. 朗读并翻译词语朗读并翻译词语：

赚zhuan
警察jngchа
兽医shouy
画家huajia
医生ysheng
保护baohu
维护weihu
成为chengwei
实现shxian
变成biancheng
满意many
社会shehu
理想lxiang

新款xnkuan
答案dа’an
裁判员cаipanyuаn
博士生boshsheng
运动员yundongyuаn
总经理zongjngl
科学家kexuejia
心理学家xnl xue jia
消防队员xiaofаng duyuаn
服装设计师fuzhuang shej sh
图书管理员tushuguanl yuаn
无时无刻wushwuke

上列的职业里你 喜欢哪一个？为什么？上列的职业里你 喜欢哪一个？为什么？
小时候我们都想当不同职业的人。长大后我们的小时候我们都想当不同职业的人。长大后我们的

看法常常有变化。这节课里你们能了解到中国中学生看法常常有变化。这节课里你们能了解到中国中学生
未来工作的选择。未来工作的选择。

2. 请读一读课文，说一说这个中学生的工作选择。请读一读课文，说一说这个中学生的工作选择。

我的未来如果是今天，那我会去做一名警察，无时无
刻的保护着大家，无时无刻地维护着社会治安，成为一名
好警察。

Скачано с сайта www.aversev.by



138

如果爸爸妈妈希望我是一名博士生，那我一定会去出
国考博士，考一个 好的博士学位，让爸爸妈妈开心，让
爸爸妈妈快乐，让爸爸妈妈有尊严，让爸爸妈妈知道我是

棒的。
当然我的理想还有很多，但是我的理想我一定会实

现的。

3.  听录音并说一说作者未来的工作。听录音并说一说作者未来的工作。

一天我想，我的未来是什么？想了半天，我终于想起
来了，我的未来是想当一名运动员。我要赚上很多很多的
钱，在海边买一套四层楼的房子，在院子里盖上一个游泳
池，里面有好多好多好玩儿的玩具。

同学们，我们要好好学习，要不然全都是空想，你什
么也得不到，所以同学们你们要好好学习。同学们，我们
一起加油吧！让我们的未来变成现实！

4. 请读一读课文并说一说作者未来工作的梦想(填表)。请读一读课文并说一说作者未来工作的梦想(填表)。

中学生1 中学生2

想做的工作

原因

中学生中学生1：
因为我非常喜欢穿漂亮的衣服，所以我的理想就是成

为一名服装设计师，在2031年，我20岁的时候，我的理想
实现了。20岁的我在一家服装设计的公司上班，有一天，
我正在认真地设计一件服装的设计图，突然，电话响了，
我拿起电话，原来是总经理让我设计一件新款的服装。这
就是未来的我！

中学生中学生2：
我常常想，我长大以后干什么？是画家、科学家还是

医生？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很久。现在我终于找到了一个我
满意的答案：服装设计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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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妈妈带我去上街玩，我看见人们都穿着花花
绿绿的衣服，有蓝色的、有紫色的、还有黄色的，漂亮极
了。我想，服装设计师能设计出各式各样的衣服，有晚礼
服、西装、连衣裙、牛仔裤等。

人们穿上它们，就会变得更加美丽了。我一定要努力
学习！

5. 用下面的表谈一谈这些人的工作。用下面的表谈一谈这些人的工作。

科学
家

消防
队员

裁判
员

兽
医

心理学
家

图书管
理员

工资

上班时间

上班的地方

优点

缺点

想当的人(多
不多/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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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看一看图片并说一说职业的任务，第二个人猜一猜这看一看图片并说一说职业的任务，第二个人猜一猜这
是什么职业。是什么职业。

7. 复习语法：比。复习语法：比。

请你们比较一下职业(请你们比较一下职业(6号任务)号任务)

……比…… ……比……一点儿  (多了，得多)
……跟……一样  像……一样  有/没有

例：老师的工资比厨师的工资高得多。

8. 复习语法：用“只要复习语法：用“只要……就……”， “只有只有……才……” 完
成句子。成句子。

1. ……你同意，我……马上去那儿。
2. 我们……努力，……能成功。
3. ……他，……能解决这个问题。
4. 你……安静地躺一会儿，……会好起来。
5. 我们……多想办法，工作中的困难……一定能克服。
6. ……你来，我就高兴。
7. ……多听，多说，多看，多写，……能学好一种

新语言。
8. ……大家高兴，我……高兴。
9. ……按时吃药，……你病……好了。
10. ……爸爸同意，你……能去中国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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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复习语法：请用复习语法：请用 “只”， “只有只有” 完成句子。完成句子。

例：他会说英语英语。(他只会说英语。)
你多休息你多休息，身体才能好。(你只有多休息，身体才能好。)

1. 我能用这种这种钢笔。
2. 这个句子这个句子对，别的都不对。
3. 你不吸烟你不吸烟，身体才能好。
4. 他喝了一碗茶一碗茶就躺在床上睡觉了。
5. 翻译课文的时候，我用这本这本汉俄字典。
6. 我姐姐不教法语，她教俄语俄语。
7. 我们班里，班长班长说汉语说得流利。
8. 睡觉以前，我想听听新闻新闻。
9. 天气好的时候天气好的时候，我才去散步。
10. 这本杂志这本杂志是日文的，别的都是中文的。

第二课第二课 我想当医生我想当医生

1. 朗读并翻译词语：朗读并翻译词语：

病毒bngdu
感冒ganmao
发烧 fashao
折磨zhemo
可恶kewu
生病shengbng
防治fаngzh
厉害lhai

广播 guangbo
报纸 baozh
健康 jiankang
控制 kongzh
生命 shengmng
必然要素 brаn yaosu
水火无情 shuhuo wuqng

2.  听录音并说一说作者长大后想做什么工作? 为什么?听录音并说一说作者长大后想做什么工作? 为什么?

3. 读一读课文并说一说中学生想做什么工作? 小时候什读一读课文并说一说中学生想做什么工作? 小时候什
么事情让她决定选择这个职业?么事情让她决定选择这个职业?

我们每天的日常生活都离不开火。火虽然是人们生活
的必然要素，但俗话说，“水火无情”，如果不能好好地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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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它，可能就会损害我们的生命。这就是我今天要讲的话
题——“消防”。说到消防，我想起小时候的一件事。

在我四岁的那一年，我们家开了家蛋糕店，舅舅、外
婆靠这家店谋生，这家店对于我们来说那是多么的重要
啊。可是有一天，一场大火把蛋糕店烧得一干二净，一点
东西都没有了……

那天下午二点多钟，蛋糕店里的电风扇电线用不了
了，于是舅舅随便找了一根旧电线，重新连接上去，电风
扇又转动起来。直到晚上八点多钟时，忙碌一天的舅舅打
烊关了店门回家，但他忘了关掉电风扇。

半夜时，大家都在熟睡，“叮铃铃”的声音把熟睡中
的我们从睡梦中拉出来了。“喂？谁啊，这么晚了谁来的电
话呀！啊，是119火警啊！什么！蛋糕店着火了！”大家听
到了，很快就跑蛋糕店去。到商店时，蛋糕店已是一片灰
烬。消防队员对舅舅说，是蛋糕店里的电风扇电线老化了。
舅舅对外婆说：“我知道错了，我一定要多学消防知识！”

面对火灾， 重要的是预防。大家一定要学习消防知
识。那次的情况让我对消防队员的职业有了新的看法。现
在我想长大后帮助人们，想当一名消防队员！

4. 读一读课文并说一说导游职业的优点和缺点。为什么读一读课文并说一说导游职业的优点和缺点。为什么
作者决定当导游？作者决定当导游？

在我心中，有着一个理想，当一名导游，一名和游客
走遍世界名胜古迹的有名导游。我想做这个工作是因为
2005年的时候。那时我听到有一名叫文花枝的导游，她对
待游客的精神让我十分感动。在出了车祸后，警察赶来救
人时，文花枝伤势 严重，可她先让游客先出去，而自己
留在 后，她当时是忍受了多大的痛苦啊！就因为这样，
耽误了时间，自己的左腿被截肢……

知道了这些信息后，我就立志长大后要当一名像文花
枝一样的优秀导游。

要是我成为一名导游，我向游客介绍当地的风俗习
惯，名胜古迹和悠久历史。

所以我要为将来当好一个导游做准备。1.要学会和人
打交道。2.要好好学习外语。3.要了解各地的风俗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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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要培养自己的耐性。我需要付出不少努力。在老师讲课
时，我要认真听讲，并做好笔记，我还要多读一些关于世
界各地的水土人情的资料。

我想当好导游，我想让迷人的风景把游客的烦恼丢
掉，我想在世界各地的每一个角落留下我的足迹。

5. 用下列的词语来说一说你想做的工作。用下列的词语来说一说你想做的工作。

我的未来如果是今天，那我会去做……
想了半天，我终于想起来了，我的未来是想当一名……
我的理想就是成为一名……
现在我终于找到了一个我满意的答案：我想当……
在我心中，有着一个理想，当一名……
一天我想，我的未来是什么？
我常常想，我长大以后干什么？
让爸爸妈妈开心一下
让爸爸妈妈有尊严
让爸爸妈妈知道我是 棒的
我们要好好学习，要不然全都是空想，你什么也得不到
让我们的未来变成现实！

6. 请选择你想做的工作。并解释你的选择。请选择你想做的工作。并解释你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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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我认为……
对我来说……
拿我来说……
我看来……
我觉得……
我想……

我的选择并不偶然因为……
因为我爸爸妈妈……所以我肯定
选择……
我没法去做……因为……
我从小喜欢……所以我一定选
择……工作

b) 

我想

帮助人
救人
给人治病
教学生
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
保护动物，植物
做有益的事情
设计漂亮的服装和房子

所以我选择这个
工作

7. 就下列问题问一下你的同学并填表。就下列问题问一下你的同学并填表。

同学1 同学2 同学

你想做什么工作？

你为什么选择这个工作？

你选择的工作有什么缺点？

你想做的工作能给你什么机会？

你觉得你选择的工作难不难？

谁或什么影响你选择这个工作？

8. 复习语法：用 用复习语法：用 用…做…；坐/骑；坐/骑…去/走；要去/走；要…了，越来了，越来

越… 填空填空。

1. 我每天都坐……去工作。

2. 我爸爸喜欢骑……去上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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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明斯克发展得越来越……。
4. 我常常用词典……。
5. 考试快要……。
6. 我很少用……翻译句子。
7. 我总是坐……去上课。
8. 这家公司的工资越来越……。

9. 复习语法：用“将来”或者“将要”填空。复习语法：用“将来”或者“将要”填空。

1. 你……有什么计划？
2. 他们……结婚。
3. ……如有差错，就要问你了。
4. 我们……毕业。
5. 电脑……能代替人脑吗？
6. 你的一切都在……。
7. 他……到农村去工作。
8. 他……朗诵一首诗。
9. 我们 好积蓄一点钱……用。
10. 这座城市……扩展一倍。

第三课 第三课 找工作找工作

在现代世界里不会说外语的人不会找到好工作。外在现代世界里不会说外语的人不会找到好工作。外
语给一个人很多机会。让我们了解一下这个问题。网上语给一个人很多机会。让我们了解一下这个问题。网上
有人问了这个问题：有人问了这个问题：“我想问一下，学习外语对于一个人我想问一下，学习外语对于一个人
来说到底有多大的作用，当然除了可以考出好的成绩以来说到底有多大的作用，当然除了可以考出好的成绩以
外，对一个人的发展到底有多大的作用？外，对一个人的发展到底有多大的作用？”

1. 请读一下中国人的回答并说一说你同意不同意它们。请读一下中国人的回答并说一说你同意不同意它们。

1. 如果想出国就好好学！
2. 可以交流，可以了解外国语言特有的趣味。
3. 还可以增加就业和结交朋友的机会。
4. 更重要的是外语好找工作会很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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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请读一读课文并组织说一说学外语的原因。请读一读课文并组织说一说学外语的原因。

年复一年，天复一天，世界各地的人都在使用语言。

有的人是单语的，有的人是双语的，多种语言的也有。不

少人从小就已经会说两三种语言。还有那些小时候只会说

一门语言的，然后通过教育系统就学了一门二外。在本文

章中，我将会分析学外语的原因与学外语的成就之间的关

系，换言之，你学外语的原因会不会影响你的成就。

学外语的原因五花八门。 常听到是：被逼的，为了

考上大学，为了找到好的工作，为了找到另一半，为了交更

多朋友，为了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等。中国人从小就能体会

到第一，第二与第三的原因的压力。一方面，这种压力感能

够使学生对学外语产生各种各样的反感，便导致不如人意的

成绩。另一方面，这种压力感能够激发学生的潜力。

许多人为以上提到的第四，第五与第六的原因而学外

语(上述没有提到呀)。目前，很多人可以用不同的方法接

触到不同的文化，例如：书本，电视，网络，旅行等。因

此，人类对其他国家的人以及文化的好奇心愈来愈显然。

另一原因是学会外语带来的成就感，或者使用外语的

感觉。类似的原因是某种语言的声音可以激发人的好奇

心。举例来说，由于有许多英文母语者认为法语，西班牙

语，意大利语都听起来既美丽又优美，因而使这些人想要

学习这几门外语。

据调查，学外语有助于母语的发达。此外，学外语还

可以防止老年痴呆以及相关的病症。于是，如果具有老年

痴呆素质家族的历史，学外语是 好的防止方法之一。

有的人主张为学外语的原因并不重要，任何原因均

可。而有的人认为此原因对外语进步有较大的影响。如以

上所提到的，如果从小学到大学毕业都被逼学外语，因此

对这门外言产生了反感，毕业后这些人继续使用这门外语

的可能性十分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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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人因为找到另一半而学外语。以此态度去学外语

会出哪些问题？目标已经达到了以后，学外语的欲望可能

会消失，便引发外语能力的退步。另一种可能当然是找到

对象以后，此人便重新找回了原本的灵感，而如一开始一

样的用功。

这些原因当然得看个人的目标。有的人达到一定的语

言程度就感到满意，而决定停止学习。如果想要达到力所

能及的程度， 好有难以实现的目标，如此可以天天往上

进的方向走。

总体上说，无论你有什么原因，学习外语是一件好事

情。即便你只会用外语来打招呼也可以。学习外语的好处

繁多，但能力、进步、速度取决于你学外语的原因与目标。

3. 请读一读文章并说一说学汉语的原因。请读一读文章并说一说学汉语的原因。

学汉语的原因

1 2 3 4 5 6

1. 中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五分之一，所以讲中文的

人是世界上 多的。不会说英文没关系，如果我们会说中

文也可以跟他们交流。会说中文还可以帮助别人。比如说

虽然我爷爷奶奶，外公外婆都住在澳大利亚，但他们的英

语说得不好，有时还得叫我帮他们翻译。路上碰到一家从

中国来旅游的人，他们正向你问路。如果你懂中文就可以

帮到他们了，但是如果你不会讲中文，连你自己都会觉得

很不好意思。

2. 中国有很悠久的历史和文化，很多东西经过翻译后

有着很大的不同。如果你学会中文，你就可以读懂原始资

料。希望有一天我能够用中文读懂《红楼梦》，《西游

记》等名著，这样才能更了解中国的历史和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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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同时，中国也是旅游胜地，我希望能经常去中国旅

游。要是懂中文我就可以懂得如何欣赏地方风景，可以尝

遍地方美食了。

4. 在中国买东西很便宜，但如果你不懂售货员说的

话，那你怎么买到想要的东西呢？怎么能讨价还价？

5. 另外如果去小乡镇，小村庄，很多介绍都是中文，

没有英文，读不懂这些介绍就不知道她在说什么，你可能

会因此错过很精彩的历史故事呢！在中国，大的饭馆才有

英文的菜单，但要是你想去小饭馆吃饭，你非要懂中文才

看得懂菜单。
6. 懂得中文的好处远远不止这些， 重要的是无论是

现在还是将来，学好中文对我们的学习，工作和生活都会
提供很多的好处。中国的经济正在迅速发展，很多大公司
都和中国有贸易往来，所以他们需要会双语的人来为他们
工作。无论以后是在澳洲还是去中国寻找就业机会，会讲
中文会带给我们很大的优势。有上面这些好处，所以我要
努力学好中文；更因为我为自己是中国人而自豪，所以我
要努力学好中文！

4. 复习语法：了复习语法：了、过过、在在、正正、正在正在、呢呢、着着、要。要。

以前 现在 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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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复习语法：复习语法：(在)…上有一个上有一个…/是/是…。

描述桌子上有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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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力听力

第一单元 我们怎么看中国人？第一单元 我们怎么看中国人？

第二课第二课 中国人是怎么打招呼的？ 中国人是怎么打招呼的？

11. 听一听录音，并填空。听一听录音，并填空。

中国人打招呼并不只是说“你吃了吗？”，也常说“你
好！”而且，人们打招呼的方式越来越多，常会根据人物
和人物的年龄处理。

比如，遇到同事的时候，会问：“ 近忙吗？”
遇到老人，会问：“ 近身体好吗？”
遇到老师，会问“今天有课吗？”
要是好久没见，不太熟悉的人，可以说：“好久不

见(了)！”
对好朋友可以说：“你过得好吗？”
不过，现在的年轻人见面经常说“Hello!” 或 “Hi!”

第三课第三课 中国人的风俗习惯 中国人的风俗习惯

10. 听一听课文并说说作者提到中国人的几个风俗习惯。听一听课文并说说作者提到中国人的几个风俗习惯。
他没提到几个？他没提到几个？

每个国家的人说话做事都有自己的特点和习惯，即使
是一个外国人，如果在这个国家时间长了，也会不知不觉
地形成这些习惯。你知道中国人平时都有哪些特点和习惯
吗？下面说的这些和你自己的情况一样吗？如果一样的情
况很多，那就说明 你在中国已经很久了。

 • 你爱用筷子，而且可以用筷子吃各种各样的菜， 包
括花生。别人夸你筷子用得好时，你会不高兴。

 • 和朋友一起吃饭时，你不停地给旁边的人夹菜，结
束时你会争着付钱。

 • 你在公园里一边倒着走，一边听M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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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打羽毛球和乒乓球成了你主要的运动方式。
 • 你开始称其他外国人为“老外”。遇到“老外”

时，你会忍不住多看几眼。而中国人不再盯着你看，你在
奇怪这是为 什么。

 • 你问别人是属什么的。
 • 你开始喜欢吃月饼。
 • 你的普通话说得比一些中国人还好。
 • 你不再喜欢向刚来中国的人介绍中国的一切。
 • 有中国人在街上向你打听怎么走。
 • 不在中国的时候，你想吃中国菜。
 • 在路上遇到熟人时，你很习惯地用“去哪儿了？”

“吃饭了吗？”跟他打招呼。
 • 坐出租车时，你听到了车子里播放的中国流行音

乐， 并跟着它哼唱起来。

第二单元“中国通”和“白俄罗斯通”第二单元“中国通”和“白俄罗斯通”

第一课第一课 你以为自己真是“中国通”吗？ 你以为自己真是“中国通”吗？

7. 听一听并选择正确的答案。听一听并选择正确的答案。

1. 作者会了解中国是因为
а. 他父母的帮助
b. 他女友和中国朋友的帮助
c. 他老师的帮助

2. 在中国的外国人都能分成
a. 4类
b. 2类
c. 3类

3. “享乐派”在中国
а. 时间过得很愉快
b. 工作很忙
c. 什么都不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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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工作狂”来中国
а. 留学
b. 找工作 
c. 挣钱

5. “比中国人还中国人的老外”
а. 没把自己的外国人特征藏起来
b. “变成”中国人
c. 汉语说得很差

6. 作者属于
а. “享乐派”
b. “工作狂”
c. “比中国人还中国人的老外”

11. 听一听课文并用下列的词语填空。检查一下练习9做 听一听课文并用下列的词语填空。检查一下练习9做
得对不对。得对不对。

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位于位于亚洲东部，太平洋西南
岸。与与朝鲜、俄罗斯、哈萨克、吉尔吉斯、塔吉克、蒙
古、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尼泊尔、锡金、不丹、缅
甸、老挝、越南等国家为邻为邻。

全境地势西高东低，山地占全国面积的 33%，高原
占26%，平原占12%。主要山脉有喜马拉雅山、天山、黄
山、昆仑山等。世界 高峰——珠穆朗玛峰，海拔8843,13
米。中国第一大河长江长达6 300公里，是世界第三大河。

气候复杂多样，从南到北是热带、亚热带、暖温带、
温带、寒温带等不同气候带。10–3月刮冬季风，大部分地
区寒冷干旱，4–9月刮夏季风，大部分地区高温多雨。年
平均降水量东南沿海为1500毫米， 西北部在500毫米以
下。北京市平均气温1月份为 – 4,6 °C，7月份为+25,8 °C。

中国面积约960万平方公里，人口 13亿人左右。
中国是多民族的国家，共有56个民族，汉族占占全国人

口的92%。汉语为国语。主要主要宗教有有：佛教，道教，伊斯
兰教，天主教和新教。

行政区划：全国分为分为23个省，5个自治区和4个直辖市
（北京、上海、天津、重庆）。首都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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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单位是人民币元。
自然资源主要有锡、 锌、黄铁矿、石膏等。水力资

源十分丰富十分丰富。中国经济以以公业为主为主。
中国是是文明古国之一之一，是公元前21世纪建国的。1949

年10月1日中国宣布独立并建立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10月1日
是国庆节。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国）是习近平。

第二课第二课 亲爱的白俄罗斯 亲爱的白俄罗斯

8. 听一听并选择正确的答案。听一听并选择正确的答案。

白俄罗斯民族有自己的语言。白俄罗斯语有34个字
母。白俄罗斯语是怎么书写就怎么发音。

总的来说，在白俄罗斯农村，白俄罗斯语比较普及，
而在城市，白俄罗斯语使用比较少，人们大多说俄语。

白俄罗斯语还用在哪儿？所有地名和街名都用白俄罗
斯文书写。电视里的文化节目、艺术节目、新闻、天气预
报使用白俄罗斯语。有的报纸和杂志也用白俄罗斯文出
版，比如文化报、少年报«星报»、儿童杂志«彩虹»等。

明斯克一些博物馆也用白俄罗斯语给来参观的人介
绍信息。

2009年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国际在线”开设白俄罗
斯语网站。

第三课 第三课 中国人眼里的白俄罗斯和白俄罗斯人中国人眼里的白俄罗斯和白俄罗斯人

10. 听一听短文并找到跟内容一致的图片。听一听短文并找到跟内容一致的图片。

有趣的风俗习惯有趣的风俗习惯

在白俄罗斯生活了这些年，了解了一些白俄罗斯人的
生活习惯，我觉得比较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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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白俄罗斯人每天说的 多的话是“您好，谢
谢！”；

白俄罗斯一年四季，女人都喜欢穿短裤（裙）；
他们爱喝茶和咖啡。走到哪里，都有茶和咖啡卖。 

一天喝上四五杯；
白俄罗斯人以土豆为主食之一，土豆的做法很多：煮

土豆、炸土豆片、煎土豆、烤土豆、土豆汤、土豆泥、 土
豆色拉等等；

白俄罗斯人办事很慢，虽然他们很努力，但找他们办
事的时候， 喜欢说的一个词就是“明天”；

在白俄罗斯要是有人打个喷嚏，周围的人会说“祝你
健康!”然后他要表示感谢；

白俄罗斯人敲门声音很大，在他们看来，敲门已经是
讲文明了，大声敲门，说明他们更强壮；

白俄罗斯的老太太喜欢抹口红，而且是越老越红，不
管多老的老太太，当你叫她“姑娘”的时候，她总是会很
高兴地答 应你。

白俄罗斯人表达感情很直接，女大学生常因为考试没
及格而当众痛哭；准备挂电话时或准备告别时，都会说：
祝你幸福，一切顺利！

第三单元：保护环境第三单元：保护环境

第一课第一课 地球十大环境问题地球十大环境问题

5. 听录音，选择《世界环境》杂志总编辑邹晶先生说的听录音，选择《世界环境》杂志总编辑邹晶先生说的
地球环境问题。地球环境问题。

主持人：朋友们，你们好！你们正在收看《环境》节
目。今天很多人来谈一谈环境问题。首先欢迎我们的老朋
友《世界环境》杂志总编辑邹晶。 

嘉宾：大家好！ 
主持人：欢迎您，邹晶。您认为现在地球有什么环境

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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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宾：我们生存的地球已经很老了，有40亿年，所以
我们当然遇到了很多的问题，特别是环境问题。首先可能
就是气候变暖，虽然它不是很新的问题，但是它是特别影
响到每个国家的问题。第二就是环境污染问题，包括水和
空气，问题很多。

10. 听录音，填空并说一说地球还有什么环境问题。听录音，填空并说一说地球还有什么环境问题。

酸雨酸雨
酸雨对人类环境的影响是多方面的。酸雨降落到河、

湖中，会妨碍水中鱼、虾的成长，酸雨导致它们的减少。
酸雨还导致土壤酸化，破坏土壤。

森林减少森林减少
森林平均每年消失4000平方公里。森林的减少对人类

生活有很大的影响

12. 听录音并检查。通过这些数字让我们想一想有什么听录音并检查。通过这些数字让我们想一想有什么
威胁事件。威胁事件。

全球陆地面积占60％，其中沙漠面积29％。每年有
600万公顷的土地变成沙漠。经济损失每年423亿美元。全
球共有干旱、 半干旱土地50亿公顷，其中33亿遭到荒漠
化威胁。致使每年有600万公顷的农田、900万公顷的牧区
失去生产力。

第二课 第二课 为了地球的明天，让我们行动起来为了地球的明天，让我们行动起来

5. 听录音并说一说因为什么东西使作者感到很可怕。听录音并说一说因为什么东西使作者感到很可怕。

环境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它就像一把大伞，
为我们保护着我们的家园，如果离开了这把伞，那我们的
家园就会像大沙漠一样， 没有人。所以我们要一起保护
环境! 然而现在我们身边，环境越来越恶化。有一次我看
见一个大人在路边随便丢了一张纸，我非常伤心，心想如
果每个人都丢一张纸，那么这个世界会是什么后果呢? 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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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太可怕了，世界就会变成白色的垃圾站，越想越可怕，
我把这张纸片捡起来，丢进垃圾桶里。还有一次，我在电
视上看见一篇有关环境的报道: 河里的鱼都死了，每条鱼
的嘴里都吐着白沫，河边还飘着白色垃圾，有小食品袋，
糖果皮。。。。。。

人人有责，所以我们要从现在做起，从身边做起，不
要随地吐痰，不乱丢纸。把保护环境当做 重要的工作做
下去。“保护环境，人人有责。” 我要把这句话记住，只
要我们齐心协力，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周围的环境一定会
变得越来越好。

6. 听录音并说一说按照作者的看法当没有了资源会怎样。听录音并说一说按照作者的看法当没有了资源会怎样。 

同学们，老师们：大家好！
今天我讲的题目是当没有了资源会怎样？
你希望你的眼泪变成世界上 后一滴水吗？你希望一

颗米会成为我们 后的粮食吗？难道世界上 后一棵树会
成为我们的氧气吗？所以，保护地球就是保护自己！

如果没有了自然资源，人类的生活会怎样？
地球所有的自然资源是有限的，人类如果保护环境，

我们的生活就会幸福美满，如果我们破坏环境，不仅地球
的生命会受到严重威胁，人类的生活也会 发生巨大的改
变，人类的生存也会受到严重的威胁。

因为我们爱我们这片生长的土地，因为人类希望生活
幸福美满，所以，才要珍惜身边的自然资源，如果我们爱
这片土地，那么，我们就应该尽自己  大的努力去保护
自然资源就像保护我们的家园。当没有了资源会怎样？那
么人类就会过上悲惨的生活。

第三课第三课 保护环境的产品 保护环境的产品

4. 听一听记者的采访录音，说一说加拿大绿色生活展上听一听记者的采访录音，说一说加拿大绿色生活展上
发现的环保新产品。发现的环保新产品。

我们现在在第六届绿色生活展的现场。这是北美 大
的绿色消费展。在3天展期里，他们将展示 新、 先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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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技术。不仅如此，他们还有400多家参展商在这里展示
时装、绿色交通工具和其他日常生活中能用到的东西。 

现在在我身边的就是世界上第一台无线电动自行车，
它有一个很了不起的特点就是有一个发电刹车，所以每次
你刹车的时候，就会有一些电能回到装在前轮处的蓄电
池。 高时速达32公里。 这非常经济，你可以骑着它到
任何想去的地方。每周用来上下班，你只需要花费2加
元。你还可以用它来锻炼，带着这种活力去上班。所以，
当你开始工作时，你精神饱满。当你下班时，你可以骑
车。现在，大家都缺乏锻炼的时间。

第四单元：旅游第四单元：旅游

第一课第一课 中国旅游景点 中国旅游景点

8. 先听录音，然后画画儿并说一说作者想去旅游的地方。先听录音，然后画画儿并说一说作者想去旅游的地方。

我 想去的地方是苏州水城。那里的小河晶莹透底, 

能看见河底的小石块, 还可以看见几条小鱼游来游去。小

河中还架起了一座精美的小桥.小桥周围还有花.在小河里,

还有几只小船经过。它会让你感到有一番水乡情调,而且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都是一幅画。中午,阳光照在水面上,

就变成了一条黄金河了。它像一匹丝绸。

13. 听录音并在空白的地方填上数字。听录音并在空白的地方填上数字。

北京故宫位于北京市中心。故宫东西宽750米，南北长

960米，面积72万平方米，墙高10米，底宽8．62米。城墙上

开有4门，南有午门，北有神武门，东有东华门，西有西华

门，城墙 四角，一共4座角楼，角楼有3层屋檐，72个屋脊。

故宫始建于1406年（到1420年）。历经明清两个朝代

24个皇帝。故宫有9999房间，是世界上 大 完整的古代

宫殿建筑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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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课第三课 旅游安排 旅游安排

7. 听录音并完成对话。听录音并完成对话。

女:女: 你好，王先生。 

男:男: 谢谢你借我的小册子。我们拿定主意了。 

女:女: 好消息。你们选择了哪条线路呢? 

男:男: 哦，不是你们推荐的那些线路。我和我太太决定

去北京旅游。不管怎么说，北京是中国的首都，

不是有句话说“没去过中国就不算去过东方，没

去过北京就不算去过中国”吗? 

女:女: 是的，这是那本小册子里的一句话。 

男:男: 嗯，我不知道你们可不可以帮我们订机票。 

女:女: 当然可以。我们还可以为顾客预订房间，安排导

游等。 

男:男: 太好了!我想要两张星期六飞北京的机票。 

女:女: 我查查看。你知道，在旅游旺季机票总是很紧

张。你真幸运，刚好剩下两张星期六的机票。 

男:男: 谢天谢地! 

女:女: 单程票还是往返票? 

男:男: 单程。 

女:女: 2300元钱。 

男:男: 给你钱。 

女:女: 谢谢你.王先生。请提前三天来取票。

9. 有的人怕坐飞机，喜欢坐火车去旅游。请听一下录音有的人怕坐飞机，喜欢坐火车去旅游。请听一下录音

说一说顾客买了什么票。说一说顾客买了什么票。

 • 北京铁路售票处，需要帮助吗?

 • 是的，我想订一张明天开往重庆的T9次特快列车车票。

 • 好的，小姐，您是想订一张硬卧车票还是软卧车票?

 • 我想订一张软卧车票。

Скачано с сайта www.aversev.by



159

 • 订好了。

 • 谢谢。

 • 不用谢。

第五单元：国际合作第五单元：国际合作

第一课第一课 国际组织 国际组织

5. 请先把国际组织和它们的标志连在一起然后听录音检请先把国际组织和它们的标志连在一起然后听录音检

查一下。查一下。

联合国   上海合作组织    绿色和平组织   独联体  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

第二课 第二课 孔子学院孔子学院

3. 听录音填空并说一说明斯克语言大学的孔子学院开幕式。听录音填空并说一说明斯克语言大学的孔子学院开幕式。

9月的明斯克，秋高气爽，清风和煦。18日上午，正

在白俄罗斯访问的吴邦国委员长专程来到明斯克国立语言

大学，为与东南大学共建的孔子学院揭牌。 

吴邦国委员长首先来到孔子学院的一间大教室。吴邦

国委员长和语言大学的教师和正在上口语课的学生进行了

亲切交谈，看了汉语教室，观看了语言大学汉语教学的资

料片和《汉语教学在白俄罗斯》专题图片展。 

代表团一步入礼堂大厅，明斯克语言大学的合唱队为

欢迎吴邦国委员长的到来用汉语演唱。白俄罗斯学习汉语的

学生们通过一场半小时的精心编演的节目，向中国客人展示

了白俄罗斯年轻一代学习汉语和中国文化的水平。舞蹈、歌

曲、诗歌、武术，小学生们演唱的汉语歌曲。明斯克国立语

言大学副校长主持了揭牌仪式。 后，吴邦国委员长健步登

上舞台，明斯克国立语言大学孔子学院正式成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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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课 第三课 我们在中国留学我们在中国留学

2. 选了课后伊利娜遇到了她朋友王峰，听录音说一说伊选了课后伊利娜遇到了她朋友王峰，听录音说一说伊
利娜选了多少门课。利娜选了多少门课。

王峰:王峰: 你好, 伊利娜! 你怎么样？
伊利娜：伊利娜： 挺好的，你呢？
王峰:王峰: 还可以。你开始上课了吗？选了几门课？
伊利娜：伊利娜： 除了必修课，我选了四门课。
王峰:王峰: 每星期上多少节课？
伊利娜：伊利娜： 26节。
王峰:王峰: 真不少。
伊利娜：伊利娜： 我原来选了六门课，但老师说太多了，给

我减了两门。
王峰:王峰: 我同意老师的意见。刚来就上那么多课，

你会感到吃力的。

5. “我在中国的留学生活我在中国的留学生活”演讲比赛。你们是评委会。请演讲比赛。你们是评委会。请
先听一下两个演讲。然后选择你喜欢的演讲。说一说你先听一下两个演讲。然后选择你喜欢的演讲。说一说你
们为什么喜欢第一个或第二个演讲。们为什么喜欢第一个或第二个演讲。

留学生的生活真难！每天都很忙啊！你看，每天那么
早就起床，冬天的时候，天不亮吃完早饭了。饭了。我们背着书
包去教室、去图书馆、去食堂。中国大学生跟我们一样
忙。聊天儿的时间很少。但是我想你们大概有过这样的经
历吧：当你在街上买东西的时候，当你坐公共汽车的时
候， 当你在饭馆吃饭的时候，当你坐火车旅行的时候，
总会有人坐到你身边， 问你这样一些问题：“你会跳舞
吗？ ”“你的身体真棒，做过健美吧？ ” “你真高，不用
说，肯定会打篮球。”“看样子你很能干，一定有很多女
孩子喜欢你吧？”遇到这样的问题，我总是回答 ”“当
然”“没问题！”“我什么都能干。”这样总是能得到这能得到这
些人的羡慕。 可是当我有了不少中国朋友后才发现：其
实他们才是“都能都能干”的人， ―和我们不同的是，他们
不愿意在别人面前表现自己。

我喜欢和中国朋友一起喝茶，边喝边聊，想边聊，想聊什么 
就聊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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骑自行车的时候也常常有很多了解中国人的机会。我
喜欢骑车去比较远 的地方郊游。让我感到得意的是，人
们看见我，就像看见一个电影明星，很多人向我打招
呼，“你好，外国人！”“大个子，骑得不慢哪！有的人
就一边骑一边跟我聊起来。这样，骑车一点儿也不觉得
累、常常是 还没聊够就到家了。

朋友，如果你在街上看到一个金黄头发的大个子在和
旁边的中国人边骑边聊，那十有八九就是我：一个爱交朋
友的人，一个“会跳舞”，“会打篮球”，“能干”，“
有很多女孩子喜欢”的人。

我的大学在北京的王府井附近，这里是北京 热闹的
地方，每天都有很多人从这里经过，这使我有机会了解各
种各样的北京人。有一样的北京人。有一次我过马路，不知从哪儿飞来一个
小伙子，骑着自行车，一下子把我撞倒了。我心里十分生
气。谁知道小伙子急忙扔下车子，跑过来扶我，嘴里不停
地说：师傅，对不起，对不起丨”我听了一愣：常听北京
人这样互相称呼，怎么，今天我也成了“师傅”了 ？我
心里非常感动。尽管我的手破了，衣服脏了，我还是摆摆
手，让小伙子走了-----总不能白当 人家的“师傅”哇！后
来我就常常听到人们叫我“师傅”了。比如我走过小商店
门口时有人对我说“师傅来一件吧”的声音。开始听到别
人称我为师傅时，我总有点儿受宠若惊，因为我没有什么
本事，实在不敢当人家的师傅。以后，什么称呼也没有这
个称呼听起来舒服，因为我从这个称呼中，看到了人们对
别人的尊重。

第六单元：家庭第六单元：家庭

第一课第一课 我们的家人 我们的家人

4. 听录音选择作者的家人。听录音选择作者的家人。

我有许许多多的家里人，他们有的可爱、有的懒惰，
有的......今天就让我给你们介绍一部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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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人一：妈妈

我的妈妈很勤劳。家里乱了，她会把房子收拾干净。

如果窗户脏了她就会把窗户擦干净。

不仅如此，我的妈妈还很尊敬老人。不论有什么好东

西她都会先给奶奶吃。奶奶每次都叫妈妈先给我吃，但妈

妈每次都说知道了，却每次都给奶奶吃。妈妈什么时候才

让我先吃呀！

家人二：爸爸

我的爸爸可是超级超级超级懒惰。跟妈妈比，简直是

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就拿那次说吧。那天，我二姨下午

结婚，妈妈为了让我漂漂亮亮的。所以，早上把衣服洗

了。然后，用吹风机把衣服吹干。但是由于时间问题，我

身上的四件衣服，有三件衣服都是“湿”的。到 了办公

室，我冷得发抖。妈妈看见了，赶快叫爸爸去把烤火炉拿

来（妈妈这时在上班），爸爸却说：“宝贝，你自己去拿

啊！”  妈妈听了这句话火冒三丈高，自己去 拿了。

家人三：外公

外公的钱不断。像雪山上的水一样，永远不会断。你

瞧！外公的衣服工厂已经在成都有一家分厂了。外公的脸

上无时无刻不挂着笑。

怎么样，我的家人是不是有的可爱、有的懒惰呀？啊

哈！想见他们就来找我吧。再见。

6. 读一读课文并填空(听录音检查)。读一读课文并填空(听录音检查)。

我的妈妈,她长的大大的眼睛,她对人很好，而且妈妈她

对朋友和家人非常亲密，妈妈每天5点多起来做饭给我们吃.

每天妈妈看见我写作业的时候,她就去拿东西给我吃,

她希望我能快快长大。妈妈对人很好，但是她生气时狠得

我都怕死了，只要妈妈能开心就可以了，我不敢去惹妈

妈，不然的话,惹到妈妈,我就会被她骂很久。骂得我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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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怕死了，俗话说的好，人要做一些对社会有贡献的事

儿,如果人人都做对社会不好的事情,社会 不知道会变成个

什么样的世界，我们一定要好好做人,不可以说人坏话，
要好好学习认真读书，除了认真学习，还要帮妈妈做家
务，所以一定要学会干家务活。

家人们，你们辛苦了.

第二课 第二课 我们家的风俗我们家的风俗

3. 听录音并说一说他们家乡有什么风俗。听录音并说一说他们家乡有什么风俗。

在我的家乡有很多传统节日，比如：春节、端午节、
重阳节……每个节日都有传统的风俗习惯。春节晚上，亲
朋好友都会回家，大家团聚在一起，吃着好吃的和聊天。
吃完晚饭，我们小孩可以拿着炮仗到外面玩，而大人们在
房间里打牌，看电视。直到很晚，我们才上床睡觉。年初
一早上，我早早起 床，喝一碗香浓甜美的汤，喝完汤后，
出去玩儿鞭炮，新的一年就在这爆竹声中开始了。

新年的拜年环节开始了，我和父母一 起去串亲戚。
这就是我家乡的春节，你们的家乡是怎样过新年呢？

第三课第三课 我们家的生活 我们家的生活

2. 晚上六点二十分，王峰家门口。大为和玛丽跑过晚上六点二十分，王峰家门口。大为和玛丽跑过
来。请听一听他们的对话，说一说为什么大为和玛丽来。请听一听他们的对话，说一说为什么大为和玛丽
迟到了。迟到了。

大为：大为：对不起，对不起，我们来晚了。
王峰：王峰：我都出来三次了，是不是忘了我家的地址了？
大为：大为：地址没忘，都怪玛丽，她要给你家买礼物。

我对她说我带了一瓶酒，算是我们俩的，她
不同意。

王峰：王峰：大为，你总是不听我的，每次都带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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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为：大为：酒可不能说是礼物。你爸爸 喜欢喝这种酒，

一会儿我跟你爸爸一块儿喝。我喜欢跟王峰

的爸爸聊天儿。

王峰：王峰：别说了！快进去吧！

玛丽：玛丽：大为，见了王峰的爸爸妈妈，我应该怎么称

呼？

大为：大为：你叫“伯父，伯母”就行了。

玛丽：玛丽：我真不知道在中国人家里该说些什么。

大为：大为：你跟我学，我怎么说你就怎么说。

4.  请听录音并说一说王峰的妈妈做了什么菜。请听录音并说一说王峰的妈妈做了什么菜。

玛丽：玛丽：哎呀，做了那么多菜啊！

大为：大为：伯母，您辛苦了。

妈妈：妈妈：不辛苦，只要你们喜欢吃就行了。

玛丽：玛丽：伯母做的菜一定好吃。

王峰：王峰：我妈妈做四川菜 拿手了，我从小就爱吃。

大为：大为：我也特别喜欢吃，而且一吃起来就没够。

妈妈：妈妈：我也做不出什么好菜，随便吃点儿吧。这是

鱼香肉丝，玛丽，你能吃辣的吗？

玛丽：玛丽：我很喜欢吃辣的，不过，我听说中国有的地

方的辣椒特别辣。

大为：大为：四川菜很多都是辣的。咱们学校附近有个四

川饭馆，我常去那儿吃。

妈妈：妈妈：尝尝我做的四川菜。玛丽，喜欢吗？

玛丽：玛丽：真好吃！比我们学校食堂的菜好吃多了！

妈妈：妈妈：喜欢吃就多吃点儿。来，尝尝这个。

玛丽：玛丽：谢谢，您别客气，我自己来。

王峰：王峰：我做的菜你们还没尝过呢！

玛丽：玛丽：哪个是你做的菜？

王峰：王峰：素炒土豆丝。怎么样？味道还可以吧？

玛丽：玛丽：相当不错。看不出来你还真有两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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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单元：未来的职业第七单元：未来的职业

第一课 第一课 我未来的工作我未来的工作

3.  听录音并说一说作者未来的工作。听录音并说一说作者未来的工作。

一天我想，我的未来是什么？想了半天，我终于想起
来了，我的未来是想当一名运动员。我要赚上很多很多的
钱，在海边买一套四层楼的房子，在院子里盖上一个游泳
池，里面有好多好多好玩儿的玩具。

同学们，我们要好好学习，要不然全都是空想，你什
么也得不到，所以同学们你们要好好学习。同学们，我们
一起加油吧！让我们的未来变成现实！

第二课 第二课 我想当医生我想当医生

2. 听录音并说一说作者长大后想做什么工作。为什么。听录音并说一说作者长大后想做什么工作。为什么。

由于昨天夜里感冒发烧，妈妈让我今天在家休息一
天。妈妈说：“如果你想要明天去上课，就必须好好休
息。” 没办法我睡了下去。我躺在床上心里面在想：都
是那些可恶的病毒，害得我们学校这么多同学生病。现
在广播、报纸上都在宣传H1N1的防治，听说这病毒已经
在全世界蔓延，死了很多人。真是太可怕了！我一 定要
好好学习，长大了当一名特别特别厉害的医生，给病人
看病，让他们免受病痛的折磨，早日恢复健康，到时候
什么H1N1就再也不可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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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俄词典汉俄词典

阿富汗 A fuhan Афганистан

阿拉木图 A la mu tu Алма-Ата

阿塞拜疆 A saibaijiang Азербайджан

安全环保 anquаn huаnbao безопасная защита окружающей среды

岸 an берег

巴基斯坦 Bajstan Пакистан

巴黎 Bal Париж

芭蕾舞 baleiwu балет

帮助 bangzhu помогать; помощь

包含 baohаn содержать

保护 baohu защита

保护环境 baohuhuаnjng защита окружающей среды

保温 baowen изоляция

保证 baozheng гарантия

报名 baomng регистрироваться

报纸 baozh газета

北冰洋 Beibngyаng Северный Ледовитый океан

北部 beibu северная часть

北京 Beijng Пекин

北美洲 Beimeizhou Северная Америка

必然要素 brаn yaosu обязательный элемент

变成 bian cheng изменять; превращаться; становиться

遍访 bian fang посещать

表达 biaodа выражать, формулировать

表示 biaosh выражать, высказывать

别洛韦日自然森林保护区 Вieluoweir zrаn senln baohuqu Бело-

вежская пуща

病毒 bngdu вирус

波兰 Bolаn Польша

博士生 bosh sheng кандидат наук

博物馆 bowuguan музей

随不曾 su buceng ещe ни разу не...; еще никогда н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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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成 bucheng не годится, не пойдет

不丹 Budan Бутан

不管怎么说 buguan zenme shuo в любом случае

不停地 butng de непрерывно, непрестанно

不知不觉地 buzh bujue de бессознательно, невольно

布列斯特 Bulieste Брест

擦 ca тереть, вытирать

材料 cаiliao материал

裁判员 cаipan yuаn судья

参考 cankao ссылка ; осмыслить

餐费 can fei плата за питание

藏 cаng прятаться; прятать

草原 caoyuаn прерия; степь

册子 cezi книга; альбом

曾 ceng в свое время; когда-то

产生 chansheng производить

超级 chaoj подниматься

朝鲜 Chаoxian Северная Корея

称呼 chenghu обращаться

成绩 chengj достижение; результаты; оценки

成立 chengl создавать; организовать

成为 chengwei стать, превратиться в

成长 chengzhang вырасти, расти

持续 chxu продолжать

丑陋 choulou уродливый, непривлекательный

臭氧 chouyang озон

处理 chul решать, разрешать (вопрос)

传人 chuаnren потомок

传统 chuаntong традиция

传统节日 chuаntong jier традиционный праздник

创造 chuangzao создавать

促进 cujn содействовать

答案 dа’an ответ

答应 daying соглашаться; откликаться, отзываться

打开电视 dakai diansh включать телевизо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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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牌 dapаi играть в карты

打喷嚏 dapent чихать

打扫卫生 dasao weisheng уборка

大部分地区 dabufen dqu большая часть районов

大方 dafang щедрый

大剧院 da juyuan театр

大声 dasheng громко; громкий звук

大西洋 Daxyаng Атлантический океан

大型跨国公司 daxngkuaguo gongs транснациональная корпорация

大洋洲 Dayаngzhou Океания

代表 daibiao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ь; представлять

代表团 daibiao tuаn делегация

待 dai жить; пребывать в…

单程票 dancheng piao билет в один конец

淡水 danshu пресная вода

当众 dangzhong перед лицом всего народа

导致 daozh приводить к; причина

倒着走 daozhezou идти спиной вперед

道教 daojiao даосизм

低 d низкий

敌人 dren враг

地球 dqiu земля

地势 dsh местность; рельеф

盯 dng уставиться, обратить взор; пристально смотреть

东部 dongbu восточная часть

东南大学 Dongnаn daxue Юго-Западны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

东正教 dongzhengjiao православие

冬季风 dongj feng зимний муссон

独立 dul независимость; независимый

独一无二 duywu'er уникальный

独自 duz сам (по себе), (сам) в одиночку; один; личный; индивиду-

ально

多样性 duoyang xng разнообразие

多种多样 duozhong duoyang многообразный; разнообразный

俄罗斯 Eluos Росси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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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化 ehua ухудшаться

发烧 fashao лихорадка; лихорадить; гореть (о температуре человека)

发生 fasheng происходить

发展 fazhan развитие; развиваться

法律 falu закон

反对 fandu возражать; возражение

反应 fanyng реагировать, отзываться, откликаться

防治 fаngzh профилактика и лечение

妨碍 fаng’ai препятствовать

访问 fangwen посещать; наносить визит

非常精彩 feichаng jngcai очень захватывающий

非洲 Feizhou Африка

分开 fenkai делить, разделять; разграничивать; раздельный

丰富多彩 fengfu duocai богатые и красочные

风格 fengge стиль

风俗 fengsu обычай

峰 feng горный пик; остроконечная вершина; гребень горы

佛教 fojiao буддизм

服务费 fuwu fei стоимость услуг

服务业 fuwuye сфера услуг

服装设计师 fuzhuang shej sh дизайнер

复杂多样 fuzа duoyang сложный и разообразный

副校长 fu xiaozhang заместитель директора

改善 gaishan улучшать

感冒 ganmao простуда

感情 ganqng чувства

高级 gaoj высокого уровня; передовой

高原 gaoyuаn плоскогорье, плато; высокогорье

告别 gaobie откланиваться, прощаться; расставаться

戈麦尔 Gemaier Гомель

歌曲 gequ песня

格罗德诺 Geluodenuo Гродно

跟……打招呼 gen… da zhaohu здороваться с кем-либо

工业 gongye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ь

工作狂 gongzuokuаng трудоголи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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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顷 gongqng га

公元前 gongyuаnqiаn до нашей эры

功劳 gonglаo интеллектуальный

宫殿 gongdian дворец

姑娘 gu niаng девушка

古代 gudai древние времена

挂 gua (电话) вешать трубку

挂上灯笼 gua shang denglong повесить фонарики

关系 guanx отношения

观念 guannian понимание, концепция; идея, мысль; взгляд

广播 guangbo радиовещание

国家 guojia государство

国庆节 guoqngjie национальный праздник

国人 guoren люди (нашей) страны, (наши) соотечественники

国语 guoyu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язык

哈萨克斯坦 Hasake stan Казахстан

海拔 haibа высота над уровнем моря

海洋 haiyаng моря и океаны; морской; приморский; океанический

旱涝 han lao засуха

行动 xngdong действие

行政区划 xngzheng quhua административное деление

豪华 hаohuа роскошь

合唱队 hechang du хор

合适 hesh удобный, подходящий, соответствующий

合作 hezuo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和平 hepng мир

河流 heliu реки

核试验 he shyan испытание ядерного оружия

哼唱 hengchang петь хором

后果 houguo последствия

湖泊 hupo озера

互相 huxiang друг друга

滑雪场 huаxue chang лыжный курорт; стадион

画家 huajia художник

怀疑 huаiy сомневатьс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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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 huаnjng окружающая среда

环境问题 huаnjng went экологические проблемы

环境组织 huаnjng zuzh экологическая организация

荒漠化 huangmohua опустынивание

黄山 Huаngshan Хуаньшань (гора)

黄铁矿 huаngtiekuang железный (серный) колчедан

会打算(的) hu dasuan практичный человек

会议 huy конференция

货币单位 huob danwei денежная единица

机关枪 jguanqiang пулемет

机票 jpiao авиабилет

吉尔吉斯 J’erjs Кыргызстан

极端 jduan крайний

记录 jlu запись

纪律性 jluxng дисциплинированность

继续 jxu продолжать

加满 jiaman полностью заполнять

加入 jiaru присоединиться

家乡 jiaxiang родной город

夹菜 jiacai взять еду, держать еду (палочками)

钾盐 jiayаn калийная соль

坚强 jianqiаng твердый, упорный

煎 jian жарить (в кипящем масле) ; жареный

柬埔寨 Jianpuzhai Камбоджа

减少 jianshao сокращать

简直 jianzh просто

见面 jianmian встречаться

建成 jiancheng строить

建立 jianl строить

建立 jianl учреждать, основывать, образовывать, создавать

建设 jianshe строить

建造 jianzao строить

建筑 jianzhu здание

健康 jiankang здоровье

讲文明 jiangwenmng быть культурны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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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 jiaoliu обмен; обменивать

交流 jiaoliu связь, контакт; общение, коммуникация;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е

交谈 jiaotаn разговаривать, вести переговоры

骄傲 jiao’ao надменный, заносчивый, высокомерный; зазнаваться

角 jiao угол

教堂 jiaotаng церковь

教育 jiaoyu образование

皆能入画 jie neng ruhua живописный

接 jie (电话) ответить на телефонный звонок, подойти к телефону

接着 jiezhe продолжать; затем; следом; сразу за (чем-л.)

揭牌 jiepаi открытие

节俭 jiejian экономный, бережливый, расчетливый; бережливость

节能 jieneng энергосбережение

节约 jieyue сохранять

结婚 jiehun жениться; выйти замуж

解决问题 jiejue went решать проблемы

进步 jnbu прогресс

进攻 jngong наступление

进行 jnxng проводить

经济 jngj экономика

经历 jngl опыт, жизненный опыт

晶莹 jngyng кристально чистый

景色 jngse пейзаж, вид; картина; ландшафт

警察 jngchа полиция

举行 juxng проводить

巨 ju крупный, огромный, громадный

开发 kaifa развивать; открывать

开幕式 kaimu sh церемония открытия

看法 kanfa точка зрения

抗议 kangy протест

考试 kaosh экзамен

考试没及格 kaosh mei jge не сдать экзамен

烤 kao сдавать экзамен; экзаменовать

靠近 kaojn возле

科技 kej наука и техника

Скачано с сайта www.aversev.by



173

科学 kexue наука

科学家 kexuejia ученый

可恶 kewu ненавистный

客服 kefu обслуживание клиентов

客户 kehu клиент

客厅 ketng кабинет

空气净化 kongq jnghua очищение воздуха

空调 kongtiаo кондиционер

孔子学院 kongz xueyuan институт Конфуция

控制 kongzh контроль

夸赞 kuazan восхвалять, превозносить, хвалить; поощрять

款式 kuansh образец, стиль, фасон, мода; модель

矿产资源 kuangchan zyuаn полезные ископаемые

昆虫 kunchong насекомое

昆仑山 Kunlun shan Куньлунь (гора)

困难 kunnan трудность

垃圾 laj мусор

拉脱维亚 Latuoweiya Латвия

懒惰 landuo ленивый

劳动 lаodong труд

老外 laowai иностранец

老挝 Laowo Лаос

乐观 leguan быть оптимистом; оптимистический

了解 liaojie понять, узнать, ознакомиться

离开 lkai уезжать из; покидать, уходить; расставаться, разлучать-

ся с...

礼花飞舞 lhua feiwu фейерверк

礼貌 lmao этикет, вежливость; корректность; вежливый

礼堂大厅 ltаng datng аудитория; актовый зал

理想 lxiang идеальный

历史 lsh история

厉害 lhai мощный

立陶宛 Ltаowan Литва

旅行社 lu xngshe турагентство

绿色和平 luse hepng гринпи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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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意 many удовлетворение

忙碌 mаnglu занятый

矛盾 mаodun противоречие

梅花 meihua цветы сливы

美丽 meil прекрасный, изящный; красивый

美术馆 meishu guan арт-галерея

蒙古 Menggu Монголия

盟友 mengyou союзник

米 m метр

米尔城堡 M’er chengbao Мирский замок

缅甸 Miandian Мьянма

面积 mianj поверхность, площадь

民族 mnzu нация; народ; национальность

名胜古迹 mngsheng guj достопримечательность

明斯克 Mngske Минск

模范家庭 mofan jiatng образцовая семья

模糊印象 mohu ynxiang смутное впечатление

抹口红 mo kouhong красить губы

莫吉廖夫 Mojliаofu Могилев

莫斯科 Moske Москва

纳拉奇湖 Nalajhu Нарочь (озеро)

耐心 naixn терпение, выносливость; с терпением

南部 nаnbu южная часть

南美洲 Nаn Meizhou Южная Америка

尼泊尔 Nbo’er Непал

泥 n пюре; паста

宁静 nngjng тихо, спокойно; спокойный; уравновешенный

纽约 Niuyue Нью-Йорк

农业 nongye сельское хозяйство

欧洲 Ouzhou Европа

澎湃 pengpai шум прибоя; рокот волн; с шумом биться о берег; ро-

котать; бурлить

批准 pzhun утверждать

皮肤 pfu кожа

平方公里 pngfang gongl квадратный километ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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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原 pngyuаn равнина

评价 pngjia оценивать; оценка

破坏 pohuai разрушать

破坏环境 pohuai huаnjng ущерб окружающей среде

朴素 pusu простой

普及 puj универсальный

栖息地 qx d среда обитания

奇迹 qj чудо

气候 qhou климат

气派 qpai стиль; великолепный

签署 qianshu знак

签字 qianz подпись

前国务卿 qiаn guowuqng экс-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секретарь

强壮 qiаngzhuang крепкий, здоровый, сильный

敲门 qiaomen стучать в дверь

亲切 qnqie сердечный

勤劳 qnlаo трудолюбивый, неутомимый; усердно трудиться

轻松 qngsong расслабленный

清风和煦 qngfeng hexu теплая осень

清洁空气 qngjie kongq чистый воздух

取 qu брать

娶 qu жениться, брать в жены

全境地势 quаn jng dsh рельеф страны

群人 qunren массы людей

娆不尽 raobujn без конца бурлить, возбуждаться

热情 reqng сердечность; сердечный

人口 renkou население

忍不住 renbuzhu не (смочь) сдержаться, не стерпеть

认为 renwei считать

认真 renzhen добросовестно; добросовестный

日常工作 rchаng gongzuoежедневная работа

日常用品 rchаng yongpn ежедневно необходимые вещи

容纳 rongna держать, содержать

融化 ronghua плавление

软卧 ruanwo спальное мягкое мест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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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拉 sela салат

森林 senln лес(а)

森林景观 senln jngguan лесной пейзаж

沙漠 shamo пустыня

山地 shand горная местность; горный

山脉 shanmai горная цепь; горный хребет

社会 shehu общество; общественный; социальный

身心 shenxn тело и душа

神游 shenyou мысли блуждают

生病 shengbng больной

生产 shengchan производство

生产力 shengchanl производительные силы

生活 shenghuo жизнь

生命 shengmng жизнь

声音 shengyn звук; звучание; голос

省 sheng провинция

省时 sheng sh экономить время

圣彼得堡 Shengbdebao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十分丰富 shfen fengfu очень богатый, обильный

石膏 shgao гипс

实现 shxian достигать

使用 shyong использование

使用时间 shyong shjian время

世纪 shj век

是……之一 sh…zhy один из …

适应能力 shyngnengl приспособляемость

收藏 shoucаng коллекция

收入 shouru доход

售票处 shoupiao chu касса

兽医 shouy ветеринар

书法 shufa каллиграфия

熟人 shuren знакомый

熟悉 shux знать; быть знакомым с

水晶厂 shujng chang хрустальный завод

水库 shuku резервуар, водохранилищ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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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利 shunl успешный, благоприятный; удачно, успешно

私人 sren частное лицо; частный, личный

私人问题 sren went личные вопросы

斯里兰卡 Sllаnka Шри-Ланка

松(树) song(shu) сосна

素质 suzh природа (человека); качества

酸雨 suanyu кислотный дождь

损害 sunhai повреждение

损失 sunsh потеря

塔吉克斯坦 Tajke stan Таджикистан

塔什干 Tashengan Ташкент

太平洋 Taipngyаng Тихий океан

汤 tang суп

讨厌 taoyan ненавидеть

提高 tgao увеличивать

提供 tgong предоставлять

提前预付 tqiаn yufu предоплата

体现 txian воплощать, осуществлять

体验 tyan испытывать, испробовать; познавать, изведать

天山 Tianshan Тяньшань (горы)

天主教 tianzhujiao католицизм

调查 diaochа исследование

铁路 tielu железная дорога

同事 tongsh коллега

同屋 tongwu сосед по комнате (в общежитии)

痛哭 tongku горько рыдать

图片展 tupian zhan фотовыставка

图书管理员 tushu guanl yuаn библиотекарь

土耳其 Tu’erq Турция

土库曼斯坦 Tukuman stan Туркменистан

土壤 turang растение

团友 tuаn you член туристической группы

推动 tudong толчок

推荐 tujian рекомендовать

万湖之国 wan hu zh guo страна тысячи озер

Скачано с сайта www.aversev.by



178

网站 wangzhan сайт

往返票 wangfan piao билет туда и обратно

忘掉 wangdiao забывать

危险品 weixian pn опасные грузы; продукция (опасная)

威胁 weixie угроза

唯一 weiy уникальный

维护 weihu поддерживать

维切布斯克 Weiqiebuske Витебск

伟大 weida великий

委员长 weiyuаn zhang председатель

温室 wensh парниковый

温馨 wenxn замечательный; неограниченный

文化 wenhua культура

文明古国 wenmng guguo древние цивилизации

卧室 wosh спальня

乌克兰 Wukelаn Украина

乌兹别克斯坦 Wuzbieke stan Узбекистан

污染 wuran загрязнение

武器 wuq оружие

西部 xbu западная часть

锡 x олово

锡金 Xjn Сикким (штат в Индии)

洗窗户 x chuanghu мыть окна

喜马拉雅山 Xmalaya shan Гималаи

夏季风 xiajfeng летний муссон

羡慕 xianmu завистливый

享乐派 xianglepai блаженствующие, получающие удовольствие от 

жизни люди

向心力 xiangxnl коллективизм; сплоченность; чувство товарищества

象征 xiangzheng символ

消毒 xiaodu дезинфекция

消防队员 xiaofаng duyuаn пожарный

消失 xiaosh исчезать

小声 xiaosheng тихо

效果 xiaoguo эффект, результа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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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家 xnl xue jia психолог

欣赏 xnshang восхищаться; любоваться, наслаждаться (эстетически)

锌 xn цинк

新教 xnjiao протестантизм

新款 xnkuan новый

新闻报 xnwen bao новостная газета

信息 xnx информация

形成 xngcheng формироваться, складываться; формирование, об-

разование

幸运 xngyun счастливый

性格特征 xngge tezheng особенность характера, характерная черта

汹涌 xiongyong бурлящий; бушующий

熊猫 xiongmao панда

虚弱 xuruo слабый, бессильный

宣布 xuanbu объявлять

宣布 xua nbu  объявлять, опубликовывать, обнародовать, провоз-

глашать

压力 yal давление

压岁钱 yasuqiаn деньги, которые дарят родители детям на Новый 

год в Китае

亚美尼亚 Yameinya Армения

亚洲 Yazhou Азия

烟尘 yanchen сажа

严肃 yаnsu басни

研制 yаnzh развивать

氧气 yangq кислород

样式 yangshi образец, фасон; модель, форма

遥远 yаoyuan далекий, дальний

要求 yaoqiu требовать

野火 yehuo костер

一辈子 ybeizi вся жизнь

一切 yqie все

伊朗 Ylang Иран

伊斯兰教 yslаnjiao исла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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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y ……为主 weizhu считать главным (основным, первостепенным); 

ставить на первое место

以为 ywei полагать ошибочно

艺术品 yshu pn произведение искусства

意思 ysi смысл

意味着 yweizhe означать, значить, подразумевать

饮料 ynliao питье, напиток

隐私 yns личный, частный, конфиденциальный

隐私问题 yns went личные вопросы

印度 Yndu Индия

印度洋 Ynduyаng Индийский океан

英雄广场 yngxiong guangchang площадь Героев

影响 yngxiang влиять

影响力 yngxiang l влияние

硬卧 yngwo спальное место

勇气 yongq смелость, храбрость, отвага; мужество

幽默 youmo юмор; обладающий чувством юмора

游览路线 youlan luxian маршруты

游乐场 youle chang детская площадка

友善好客 youshan haoke дружелюбный и гостеприимный

与yu ……为邻 wei ln примыкать к, соседствовать с

语言大学 yuyаn daxue 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и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

浴室 yush ванная комната

预订 yudng бронировать

遇到 yudao встречать, сталкиваться

元宵节 yuаnxiao jie фестиваль фонарей

原生态 yuаn shengtai экология

越南 Yuenаn Вьетнам

运动员 yundongyuаn спортсмен

灾害 zaihai бедствия

增加 zengjia увеличение

增长 zengzhang увеличить

炸 zhа жарить (в масле)

展示 zhansh галерея

占 zhan ……% составлять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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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寿 chаngshou долголетие

折磨 zhemo мучение

珍奇动物 zhenq dongwu редкие животные

真诚 zhencheng искренний; непритворный; честный

争着 zhengzhe наперебой; наперегонки; нарасхват

正规 zhenggu регулярный

正式 zhengsh официальный

政治 zhengzh политика

挣钱 zheng qiаn зарабатывать деньги

支持 zhch поддерживать; поддержка

直接 zh jie  прямой, непосредственный; немедленный; непосред-

ственно, напрямик

直辖市 zhxiаsh город центрального подчинения (в Китае)

值得 zhde стоит

职能 zhneng функция

植物 zhwu растение

质量 zhliang качество

中国茶道 zhongguo chаdao китайская чайная церемония

中国通 zhongguotong знаток Китая, китаевед, синолог

种 zhong сажать, выращивать (о растениях)

重视 zhongsh придавать большое значение; обращать большое вни-

мание

周围 zhouwei окружающий; кругом, вокруг

洲 zhou часть света; материк, континент

竹(子) zhu(zi) бамбук

主动 zhudong активный, действующий по своей инициативе

主食 zhush основные продукты питания (мучные изделия и рис)

主席 zhux председатель

主要 zhuyao ……有 в основном … (имеются)

煮 zhu варить; кипятить; вываривать; вареный; вываренный

祝你健康！ Zhu n jiankang! Желаем крепкого здоровья!

祝你幸福，一切顺利！Zhu n xngfu yqie shunl! Желаем счастья 

и успехов во всем!

赚 zhuan зарабатывать

装修 zhuangxiu украшени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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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 zhuang здоровый, крепкий; мощный, сильный, мужественный

壮阔 zhuangkuo великолепный

追求 zhuqiu преследовать

咨询 zxun консультативный

资源 zyuаn почвы; источник

自豪感 zhаogan чувство гордости (собственного достоинства)

自然保护区 zrаn baohu qu природный заповедник

自然森林保护区 zrаn senln baohuqu природный лесной заповедник

自然资源 zrаn zyuаn природные ресурсы

自治区 zzhqu автономная область (административное деление)

宗教 zongjiao религия

总部 zongbu штаб-квартира

总经理 zong jngl генеральный директор; топ-менеджер

总理 zo ngl  премьер-министр; премьер; председатель правитель-

ства; глава кабинета министров

总数 zongshu общее количество

组成 zucheng состав

组合 zuhe сочетание

组织 zuzh организация

尊重 zunzhong уважать; уважение

作品 zuopn продук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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учеб ного 
пособия 

при 
получении

Отметка 
учащемус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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учебным 
пособием

20 / 

20 / 

20 / 

20 / 

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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