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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单元4
运动运动

第一课。第一课。我 喜欢的运动我 喜欢的运动

1 跟录音读。跟录音读。

骑自行车·骑马·骑骆驼
下车·下象棋·下课
打球·打排球·打电话

生词生词：
美式橄榄球 meish ganlanqiu
高尔夫球 gao’erfuqiu
板球 banqiu
台球 taiqiu
英式橄榄球 yngsh ganlanqiu
冰球 bngqiu
篮球 lanqiu
保龄球 baolngqiu
网球 wangqiu
棒球 bangqiu
马术 mashu
赛车 saiche
花样滑冰 huayanghuabng
排球 paiq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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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用合适的句子描写下列图片。 用合适的句子描写下列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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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连一连。连一连。

1. 板球
2. 棒球
3. 保龄球
4. 冰球
5. 高尔夫球
6. 花样滑冰
7. 篮球
8. 马术
9. 美式橄榄球

10. 赛车
11. 台球
12. 网球
13. 英式橄榄球
14. 排球

а. saiche
б. banqiu 
в. wangqiu 
г. bngqiu
д. yngsh ganlanqiu
е. lanqiu
ж. meish ganlanqiu 
з. taiqiu
и. baolngqiu
к. gao’erfuqiu 
л. huayanghuabng
м. mashu
н. paiqiu
о. bangqiu

4 听一听并说说录音中提到了哪些运动种类。听一听并说说录音中提到了哪些运动种类。

5  这些东西在你家里有吗？做哪些运动时我们 这些东西在你家里有吗？做哪些运动时我们
会使用它们？会使用它们？

马·赛车·足球·冰球·球·篮球·网球
门·球杆 (qiugan)·篮球·球棒

棒球手套 bangqiu shoutao 
球拍 qiupai  游泳镜 youyongjng
泳帽 yongmao  滑雪板 huaxueban

冰鞋 bngx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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棒球手套·球拍·游泳镜·泳帽·滑雪板·
冰鞋·自行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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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完成句子。你朋友喜欢哪些运动种类？完成句子。你朋友喜欢哪些运动种类？

1. 我喜欢打… …。
2. 我的朋友经常踢… …。
3. 我会滑… …。
4. 有些人骑… …骑得很好。
5. 我觉得… …对身体很有好处。

7 猜一猜生词的意思。找到合适的图片。猜一猜生词的意思。找到合适的图片。

高山滑雪 gaoshanhuaxue
高山自行车 gaoshanzxngche

花样滑冰 huayanghuabng / 
花样游泳 huayangyouyong

滑水huashu / 
跳水tiaoshu

摩托车赛 motuochesai / 
赛车 saiche

手球 shouqiu/ 水球 shuqiu 远足 yuanzu / 马术 mas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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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填表。填表。

冬季
(dongj)
运动

夏季
(xiaj)
运动

陆上
(lushang)
运动

水上
(shushang)

运动

… …

… …

… …

… …

… …

… …

… …

… …

9 看一看图片并说说那里的人会喜欢做哪些运动看一看图片并说说那里的人会喜欢做哪些运动

如:如: 那里的人喜欢做冬季(夏季、水上、陆上)
运动，比如… …。

10  用合适的句子描写下列图片。 用合适的句子描写下列图片。

发烧友 fashaoyou   冲浪 chonglang 
海底 haid  潜水 qians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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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特别喜欢潜水，因为潜水时可以看海底
的动物和植物！

2. 我喜欢骑水上摩托，也喜欢滑水。
3. 我很喜欢热带气候，经常去海边玩儿。我

去过埃及、土耳其、俄罗斯、乌克兰。
4. 你好！我叫玛丽！我很喜欢水上运动。
5. 我从小学习游泳，是我爸爸教的！现在我

游泳游得很好！
6. 我认识很多朋友，他们都是水上运动的发

烧友。
7. 我很会冲浪。

11 选择 合适的标题。选择 合适的标题。

1. «玛丽的爱好»

2. «玛丽的朋友»

3. «玛丽 喜欢的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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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回答问题。回答问题。

1. 你喜欢做运动吗？
2. 你做过哪些运动？
3. 你从来没做过哪些运动？
4. 你是哪个运动的发烧友？
5. 你喜欢冬季还是夏季运动？
6. 你会水上运动吗？会哪些运动？
7. 你会什么运动？这种运动你做得好吗？
8. 你喜欢打球吗？喜欢打什么球？
9. 你喜欢一个人还是跟朋友一起做运动？

10. 运动是你的爱好，对吗？

13 问问题。在你的同学中找到问问题。在你的同学中找到:

1. 喜欢做运动的人
2. 不喜欢运动的人
3. 会运动的人

语法语法

Разделительный вопрос в китайском языке 
можно задать с помощью конструкций 是不是是不是? 是
吗? 对吗对吗?, которые ставятся в конце предложения.

你喜欢打网球，是不是(是吗/对吗)？Ты 
любишь играть в теннис, не так ли? 

Раздзяляльнае пытанне ў кітайскай мове 
можна задаць з дапамогай канструкцый  是不是是不是?  
是吗是吗?  对吗对吗?, якія ставяцца ў канцы сказа.

你喜欢打网球，是不是(是吗/对吗)？Ты 
любіш гуляць у тэніс, ці не та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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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用是非问句问问题。你家的人都做什么运动用是非问句问问题。你家的人都做什么运动?

1. 你喜欢打网球。
2. 他打冰球打得非常好。
3. 她爸爸很会打台球。
4. 我们家人经常去打保龄球。
5. 妈妈喜欢看花样滑冰。

15 回答问题。回答问题。

你爸爸会打棒球，是不是？
你的朋友都不会打美式橄榄球，对吗？
你踢过足球，是吗？

16  看图片(题二)并问问你同桌关于图片内容 看图片(题二)并问问你同桌关于图片内容
的问题。的问题。

如: 如: 
那里的人很喜欢冬季运动，是不是(是吗/对吗)？
冬季运动有哪些？
你觉得那里的人为什么喜欢这些运动？

17 说一说图片的内容。说一说图片的内容。

В китайском языке выделяется группа так 
называемых глаголов «давания» («отнимания»), 
которые объединяются общим значением предо-
ставления кому-либо чего-либо или лишения ко-
го-либо чего-либо.

В эту группу входят такие глаголы, как 给gei 
(давать), 送送 song (дарить), 告诉告诉 gaosu (сказать), 
教 教 jiao (обучать, преподавать), 借借 jie (одалжи-
вать, брать взаймы), 问 问 wen (спрашивать) и д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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Глаголы этой группы имеют два дополне-
ния – прямое (что? кого?) и косвенное (кого? 
кому? чему?).

他教过我游泳。Он научил меня плавать 
(плаванию).

玛丽送我礼物了。Маша подарила мне по-
дарок.

У кітайскай мове вылучаецца група так 
званых дзеясловаў «давання» («адымання»), 
якія аб’ядноўваюцца агульным значэннем пра-
дастаўлення каму-небудзь чаго-небудзь або 
пазбаўлення каго-небудзь чаго-небудзь.

У гэтую групу ўваходзяць такія дзеясловы, 
як  给 gei (даваць), 送 song (дарыць), 告诉告诉 gaosu 
(сказаць), 教 jiao (навучаць, выкладаць), 借 jie 
(пазычаць, браць у пазыку), 问 wen (пытацца) і інш.

Дзеясловы гэтай групы маюць два дапаўнен-
ні – прамое (што? каго?) i ўскоснае (каго? каму? 
чаму?).

他教过我游泳。Ён навучыў мяне плаваць 
(плаванню).

玛丽送我礼物了。Маша падарыла мне па-
даруна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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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说一说说一说: 

а) 父母给你送了什么生日礼物。
б) 谁教你游泳了(滑雪、滑冰、滑轮滑、骑自

行车等)

19 描述图片上的东西。描述图片上的东西。

При употреблении двух или более прилага-
тельных с одним существительным необходимо 
соблюдать порядок их следования:

他买了一个新白色的排球。Он купил новый 
белый волейбольный мяч. 

他有一双新白色的冰鞋。У него есть пара 
новых белых коньков.

Пры ўжыванні двух або больш прыметнікаў 
з адным назоўнікам неабходна выконваць пара-
дак іх размяшчэння:

他买了一个新白色的排球。Ён купiў новы 
белы валейбольны мяч.

他有一双新白色的冰鞋。У яго ёсць пара 
новых белых канько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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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造句。造句。

1. 一个·玛莎·黄色·的·买·排球·了
2. 白色·的·漂亮·冰鞋·有·丽丽·一双
3. 有·黑色·的·贝贝·一辆·新·自行车

汉字汉字

21  用下列汉字组词，使它们具有共同的词族。 用下列汉字组词，使它们具有共同的词族。

22 在下列空白处填入合适的汉字。在下列空白处填入合适的汉字。

咖啡 大使 饭

美术 体育

图书 宾 博物

飞 会 票

场 手

小 黎 大

西

爱 可 口

乐 怕

能 是

瓶 饼
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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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 词 曲

唱 手

比萨 土豆 干

肉 煎

午 店 晚

馆 早

米

儿 么 些

里 边

23 选择正确选择正确的汉字。的汉字。

酒(吧/巴) 花(饼/瓶) 出(板/版) 电(梯/弟) 
(非/啡)常 唱(歌/哥) 晚(反/饭)

(华/花)侨 (机/几)场 (加/驾)班 (听/斤)力
(可/河)是 (篮/蓝)球 号(妈/码)

(慢/漫)用 (海/苺)边 那(么/吗)

24 找出错误。找出错误。

大吧 肉瓶 老版 兄梯 咖非 跟行 饭管 化币 
啡机

加驶 听鲜 可马 篮色 码戏 浪慢 草海 卖单 
饭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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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用下列汉字组词。用下列汉字组词。

票分饼干钟手机店饭煎馆歌酒吧花网大巴使
机生瓶

26 在表格上写出正确的汉字。在表格上写出正确的汉字。

嘴 ba 可 neng 

比萨 bng 篮 qiu 

土豆 bng 密 ma 

老 ban 号 ma 

第三 zhe 漫 hua 

饭 guan 海 bian 

非 chang 浪 man 

咖啡 guan 唱 ge

货 b 银 hang

机 hu 机 chang

驾驶 zheng 马 x

图书 guan 新 xian 

27 替换下列汉字来改变词的意义。替换下列汉字来改变词的意义。

花生  瓶 酒吧  瓶 出版  门 网吧  

友  诗歌  人 骑马  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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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读读下列的词语并猜猜它们的意思。读读下列的词语并猜猜它们的意思。

酒瓶、红色、听说、花店、书吧、听写、百
货店、打字机、餐馆、饭菜、网店、美国黑人、
饭钱、茶馆、酒店、布店、机身、听话、可贵、
天蓝、马房

第二课。第二课。白俄罗斯人喜欢的运动白俄罗斯人喜欢的运动

1 连一连。连一连。

滑 骑 打 练 踢

篮球，轮滑，太极拳，冰球，马，摩托车，足球，
雪板，网球，冰，乒乓球，雪，自行车，跑步

2 跟录音读。说一说这些地方能做什么运跟录音读。说一说这些地方能做什么运
动。动。

球场·运动场·操场·游泳池·体育馆

生词生词：
选手 xuanshou
球员 qiuyuan
球场 qiuchang
球迷 qium 
爱好者 aihaozhe 
保持身体健康 ba och  
shent jiankang

流行 liuxng
田径 tianjng
艺术体操 yshu tcao
摔跤 shuaijiao
击剑 jjian
羽毛球 yumaoq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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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球场·冰球场·网球场·滑冰场·高尔夫场
英式橄榄球场·美式橄榄球场

如:如: 在操场上可以跑步。

3 请说一说自己做运动的情况。请说一说自己做运动的情况。

如:如:  我在足球场上踢过足球。

4 看图片并说说运动种类。看图片并说说运动种类。

如: 如:  他/她正在练田径。

摔跤
shuijio

田径
tinjng

艺术体操
yshtco

击剑
jj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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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说一说在哪里能做这些运动。说一说在哪里能做这些运动。

田径
摔跤
排球
冰球
跑步

足球
跳棋
击剑
网球
滑冰

篮球
乒乓球
羽毛球

6 读一读并填空。读一读并填空。

白俄罗斯人是运动的发烧友。小孩子、他们
父母、年轻人都做运动保持… …健康。我们全民喜
欢的运动是足球、冰球、排球、网球、乒乓球、
游泳、滑雪、象棋。体操、田径、摔跤和击剑也
很… …。

因为白俄罗斯一年里有四个季节，所以我们
同胞中有冬季运动的爱好者也有夏季运动迷。

虽然冬天天气很冷，但是很多人参加冬季运
动，经常跟朋友一起去城外滑雪。现在城市都有
很多滑冰… …，那里老少都滑冰。白俄罗斯人也喜
欢… …滑冰花样比赛。冬天有的人还在体育馆打篮
球、乒乓球、网球、排球，他们去游泳池游泳，
在运动场上跑步。

春天，夏天和秋天天气好的时候年轻人喜欢

在外边… …自行车、… …轮滑、滑板，也爱打网

保持身体健康 baochshentjiankang
爱好者 aihaozhe

…迷 m  钓鱼 diaoyu  爬山 pas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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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排球，在… …场上… …足球。夏天很多人在河

边，湖边玩儿得很愉快，有很多人… …排球、羽毛

球。一年四季有的白俄罗斯人去河边、湖边钓鱼。

白俄罗斯钓鱼又是… …，又是运动。全年有的爱好

者在体育馆练剑道、体操、田径运动和摔跤，在

外边… …马。

虽然白俄罗斯没有山，也没有海，但是喜欢

水上… …和爬山的人越来越多。不少人做这些运动

做得非常好！

7 听一听，判断正误。听一听，判断正误。

1. (  )   2. (  )    3. (  )   4. (  )    5. (   )   
6. (  )   7. (  )    8. (  )   9. (  )    10. (   )

8 完成句子。完成句子。

白俄罗斯人 … …。

我们全民喜欢的运动是… …。

我们同胞中有… …。

冬天 … …。

春天，夏天，秋天 … …。

一年四季很多人 … …。

虽然白俄罗斯没有山，也没有海，但是 … …。

骑、踢、运动、爱好、打、足球、场、滑、
身体、流行、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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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说一说白俄罗斯人 说一说白俄罗斯人 

а. 冬季;

б. 春季; 

в. 夏季; 

г. 秋季都做什么运动。

10 回答问题。回答问题。

1. 白俄罗斯人对运动感不感兴趣？

2. 你觉得老人为什么不太喜欢做运动？

3. 对你来说，下跳棋、下象棋是运动吗？羽

毛球呢？

4. 我们同胞一年四季都喜欢做运动，是不

是？你呢？

11 读一读。读一读。

Слова, обозначающие спортсменов тех или 
иных видов спорта, могут образовываться следу-
ющим образом:

Словы, якія абазначаюць спартсменаў тых 
ці іншых відаў спорту, могуць утварацца наступ-
ным чынам:

运动员运动员

足球运动员·冰球运动员·篮球运动员·
高尔夫球运动员·网球运动员·乒乓球运动员·
体操运动员·排球运动员·棒球运动员·板球运
动员·滑雪运动员·击剑运动员·橄榄球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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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羽毛运动员·游泳运动员·象棋运动员·赛
车运动员·田径运动员·摔跤运动员

选手选手

网球选手·乒乓球选手·游泳选手·羽毛球
选手·象棋选手·赛车选手

击剑选手·滑冰选手·花样滑冰选手·田径
选手·体操选手·摔跤选手·滑雪选手

语法语法

В предложении обстоятельство образа дей-
ствия стоит после сказуемого. Между сказуемым 
и обстоятельством образа действия всегда ставит-

ся частица 得. Если после сказуемого стоит пря-
мое дополнение, то сказуемое дублируется.

我打排球打得好(很好/非常好/不太好)。 
Я хорошо играю в волейбол. 

我 打 排球 打 得 很(非常/不太) 好

Я хорошо (очень хорошо/ не очень хорошо) 
играю в волейбол. 

Вопрос задаётся следующим образом:

你 打 排球 打 得
怎么样？
好吗？
好不好？

Как ты играешь в волейбол?
Ты хорошо играешь в волейбо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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У сказе акалічнасць спосабу дзеяння стаіць 
пасля выказніка. Паміж выказнікам і акалiчна-
сцю спосаба дзеяння заўсёды ставіцца часціца 得. 
Калі пасля выказніка стаіць прамое дапаўненне, 
то выказнік дубліруецца.

我打排球打得好(很好/非常好/不太 好)。
 Я добра гуляю ў валейбол.

我 打 排球 打 得 很(非常/不太) 好

Я добра (вельмі добра / не вельмі добра) гу-
ляю ў валейбол.

Пытанне задаецца наступным чынам:

你 打 排球 打 得
怎么样？
好吗？
好不好？

Як ты гуляеш у валейбол?
Ты добра гуляеш у валейбол?

我

下 下 好

打 打 很好

滑 … 滑 得 非常好

踢 踢 不太好

骑 骑 不好

12 回答问题。回答问题。

1. 你滑冰滑得好不好？
2. 你打乒乓球打得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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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你说汉语说得怎么样？
4. 你写字写得好不好？

13 问你同学一些问题，了解一下他们的情况。问你同学一些问题，了解一下他们的情况。

14 看图片。说说他们都是谁？看图片。说说他们都是谁？

Для выражения предположения использу-
ется частица 吧吧 ba, которая ставится в конце 
предложения.

他是足球迷吧。Он, вероятно, фанат футбола.
Для передачи неуверенности говорящего 

предложение произносится со слабой вопроси-
тельной интонацией, а в конце предложения ста-
вится вопросительный знак.

他会踢足球吧？Он, по-видимому, умеет 
играть в футбол?

Для перадачы меркавання выкарыстоўваецца 
часціца 吧 ba, якая ставіцца ў канцы сказа.

他是足球迷吧。Ён, верагодна, фанат фут-
бола.

米尔内 
M’ernei

多姆拉切娃 
Duomulaqiewa

阿扎伦卡 
A zhalunka

库什尼尔
Kush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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Для перадачы няўпэўненасці таго, хто гаво-
рыць, сказ вымаўляецца са слабай пытальнай 
інтанацыяй, а ў канцы сказа ставіцца пытальнік.

他 会 踢 足球 吧? Ён, відаць, умее гуляць у 
футбол?

例:例:  他/她是白俄罗斯… …吧。

汉字汉字

15  用下列汉字组词，使它们具有共同的词族 用下列汉字组词，使它们具有共同的词族。

16 在下列空白处填入合适的汉字。在下列空白处填入合适的汉字。

植物 果

菜 花

游乐 动物

机 车 电影

房 电车

火车

典

生 歌

感 书 心

况 热

事

气 生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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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 长 戏

学

国 国人 文

餐 年

年人

典 迹 条

汉

方米 安

常

17 选择正确的汉字。选择正确的汉字。

织(布/不) 气(文/温) (文/问)题 新(文/闻) 
(汽/气)车 星(期/机) 公(园/元)

洗(澡/早) 车(漂/票) (苹/平)果 中(餐/参)
(美/莓)术 (录/绿)茶 (子/字)典

(清/青)楚 (奇/寄)怪 说(活/话)

18 找出错误。找出错误。

臊场 票亮 钟年 生话 录草 青況 
评常 花院 访文

汽候 人识 组只 胜病 星坐 园长
草操 平价 生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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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用下列汉字组词。用下列汉字组词。

气访好天问候温生人题家出日中年词典病活
青字

20 在表格上写出正确的汉字。在表格上写出正确的汉字。

问 t 武 shu

气 wen 生 c

认 zhen 说 hua

组 zh 绿 cha

生 bng 清 chu

性 ge 事 qng

公 yuan 奇 guai

医 yuan 仔 x

洗 zao 情 shu

漂 liang 录 yn

批 png 寄 xn

中 can 汉 z

21 替换下列汉字来改变词的含义。替换下列汉字来改变词的含义。

性别  格 人家  口 星期  座 绿茶   

色 洗澡  手 问题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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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读读下列的词语并猜猜它们的意思。读读下列的词语并猜猜它们的意思。

老年人、水果、工作人员、动物化、院子、
动物化学、绿化、年轻化、植物学、老化、医术、
爱情、话题、戏票、吃完、化学院、干净、梨树、
评价员、草植物

第三课。第三课。中国人 喜欢的运动中国人 喜欢的运动

1 读一读。读一读。

中国人 喜欢的运动中国人 喜欢的运动

在中国，你知道人们 喜欢哪种运动吗？不
是篮球，不是足球，是乒乓球！

乒乓球称为中国的«国球»。小学生、初中生、
高中生和大学生，都喜欢在课间和课后打乒乓球；
其他人也经常在休息的时候打乒乓球。很多中国
人打乒乓球打得非常好！

生词生词：

虽然 suran…，但是 dansh…
差 cha
得 de

希望 xwang  «街球» jieqiu
篮球强国 lanqiu qiangg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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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很喜欢看乒乓球比赛。中国人也很喜
欢看其他国家选手的比赛。现在，中国人希望更
多的外国朋友喜欢这种运动，希望更多的外国朋
友打乒乓球，也希望和外国朋友一起打！你会打
乒乓球吗？还不会吗？没关系！虽然你还不会打，
但是你一定要试试！多好玩儿啊！

篮球是中国人第二种 喜欢的运动。中国人
认为，篮球对身体很好，也很好玩儿。现在 «街
头篮球» 很流行。

中国人很喜欢看篮球比赛。有几个中国的篮
球运动员(姚明Yao Mng, 易建联Y Jianlian, 王治郅
Wang Zh Zh, 孙明明 Sun Mngmng)到美国和其他
的篮球强国打球。

2 听一听并选择正确答案。听一听并选择正确答案。

1. а. 足球和篮球 б. 乒乓球和足球 
 в. 篮球和乒乓球

2. а. 不错 б. 非常好 в. 不太好

3. а. 很好玩儿 б. 不太难学 
 в. 对身体很好，也很好玩儿

4. а. 在体育馆 б. 在外边 в. 在学校

5. а. 几个 б. 很多 в. 一百个

3 同意不同意下列说法。同意不同意下列说法。

1. 中国人 喜欢的运动是足球。
2. 在中国，只有年轻人喜欢乒乓球。
3. 中国人只喜欢看自己国家的运动员比赛。
4. 中国人喜欢打篮球因为它对身体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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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现在«街头篮球»很流行。
6. 很多中国篮球运动员在美国打球。

4 按照课文内容排列下列句子。按照课文内容排列下列句子。

篮球明星姚明篮球明星姚明

1) 18岁时，他就进入了中国
国家队。

2) 2000年奥运会上，姚明的
篮球打得非常好。

3) 2002年6月，姚明加入美
国篮球队«Houston Rockets»，成
为第三位加入NBA的中国球员。

4) 6岁时，他看了美国篮球
队在上海的比赛，了解了NBA。

5) 9岁那年，姚明开始打篮球，他非常努力。
他篮球打得不比爸爸妈妈差。

6) 他1980年9月12日出生于(yu )上海，身高
2.26米。姚明的父母以前也是篮球运动员，父亲身
高2.08米，母亲身高1.88米。

7) 现在很多外国人称姚明为«东方小巨人»。
8) 姚明是中国人都知道的运动员。
9) 姚明4岁生日时，爸爸妈妈送给他第一

个篮球。

明星 mngxng  进入 jnru  加入 jiaru
 奥运会 Aoyunhu  国家队 guojiadu 
东方 dongfang  称…为… cheng…wei… 

巨人 ju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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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选择 合适的标题。选择 合适的标题。

«姚明»。«东方小巨人»。«中国明星»。

6 听一听并判断正误。打 听一听并判断正误。打  或  或 。
1. ( ) 2. ( ) 3. ( ) 4. ( ) 5. ( ) 6. ( ) 7. ( ) 

8. ( )

7  你和你同桌互相问问题来了解一下姚明的你和你同桌互相问问题来了解一下姚明的
情况。情况。

如: 如: 
姚明什么时候 … …？
姚明哪一年 … …？

8 填表。填表。

姚明姚明

出生日期：… … 

出生地点：… …

父母职业：… …

运动项目：… …

开始打球的时间：… …

进入国家队的时间：… …

参加奥运会的时间：… …

加入NBA的时间：… …

9 看看图片。你知道这些白俄罗斯运动员吗？看看图片。你知道这些白俄罗斯运动员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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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问你同学一些问题并填表。问你同学一些问题并填表。

1. 你 喜欢看什么运动比赛？
2. 你有 喜欢的运动员吗？
3. 他(她)是谁？他(她)叫什么名字？
4. 他(她)是哪国人？
5. 他(她)怎么样？有什么特点？
6. 你为什么喜欢他(她)？

同学的
姓名

运动种类
运动员的
姓名

国籍 特点

1.

2.

3.

4.

11 实践课«我 喜欢的运动员»。实践课«我 喜欢的运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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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法语法

12 用 «虽然用 «虽然suīrán..，但是 ，但是 dànshì…» 造句。» 造句。

虽然 suran, 但是 dansh – хотя, тем не ме-
нее; хотя оно и так, но …

虽然你还不会打乒乓球，但是你一定要试试
Хотя ты ещё не умеешь играть в настольный 

теннис, (тем не менее) ты обязательно должен по-
пробовать. 

虽然 sura n, 但是 da nsh – хоць, тым не 
менш; хоць яно i так, але …

虽然你还不会打乒乓球，但是你一定要试试
Хоць ты яшчэ не ўмееш гуляць у настольны 

тэніс, (тым не менш) ты абавязкова павінен па-
спрабаваць.

虽然今天天气很冷， 但是他很喜欢看网球
比赛。

虽然白俄罗斯没有大
海，

但是他打球打得真不
错。

虽然他不会打网球， 但是我一定要去冰球
场滑冰。

虽然他的朋友都是足
球迷，

但是他对冰球很感兴
趣。

虽然这个运动员不太
有名，

但是不少白俄罗斯人是
水上运动的发烧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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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用 «虽然  用 «虽然 suīrán … 但是 但是 dànshì … (… …/想/喜
欢/要)» 完成句子。» 完成句子。

1. 虽然汉语很难，但是… …。
2. 虽然我打球打得不太好，但是… …。
3. 虽然我没去过中国，但是… …。
4. 虽然我会一点汉语，但是… …。
5. 虽然我会踢足球，但是… …。

14 说一说图片的内容。说一说图片的内容。

Если мы хотим сказать, что кто-то выполняет 
какое-либо действие лучше (или не лучше) кого-
то, мы используем следующую конструкцию:

他篮球打得比我好。Он играет в баскетбол 
(не) лучше меня.

Калі мы хочам сказаць, што хто-небудзь выкон-
вае якое-небудзь дзеянне лепш (ці не лепш) каго-не-
будзь, мы ўжываем наступную канструкцыю:

他篮球打得比我好。Ён гуляе ў баскетбол 
(не) лепш за мяне.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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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莎 冰 玛莎

丽丽 轮滑 滑 丽丽 好

贝贝 自行车 骑 得 (不) 比 贝贝

兰兰 羽毛球 打 兰兰 差

明明 马 明明

15 完成句子。完成句子。

中国人会… …。
白俄罗斯人会… …。
中国人做包子做得(唱歌唱得)… …。
白俄罗斯人做土豆饼做得(跳白俄罗斯舞跳

得)… …。

16  问你同学一些问题。比较一下他(她)和你做 问你同学一些问题。比较一下他(她)和你做
运动的水平。运动的水平。

如:如:
А: 你打排球打得怎么样(好不好)？
Б: 我打排球打得(不太)好。
А: 他排球打得(不)比我好(差)。

17 读一读。读一读。

用筷子·说俄语·说汉语·说白俄语·
做土豆饼·做包子

唱中国歌·跳白俄罗斯舞·很好·很漂
亮·很好听·很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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Когда мы хотим сказать, что никогда не вы-
полняли какого-либо действия, мы используем 
конструкцию 从来没从来没… …过. 

Калі мы хочам сказаць, што ніколі не вы кон-
валі якога-небудзь дзеяння, мы ўжываем канс-
трукцыю 从来没从来没… …过.

1. 从来没踢过足球
2. 从来没喝过绿茶
3. 从来没学过日语
4. 从来没去过中国
5. 从来没吃过包子

18 了解一下你同学没做过什么运动。了解一下你同学没做过什么运动。

例 :
А: 我从来没打过篮球。你呢？
Б1: 我打过篮球。
А: 我从来没打过网球。你呢？
Б2: 我也从来没打过网球。

汉字汉字

19 用下列汉字组词。用下列汉字组词。

生场钟气戏车票手词日园饭活操马分汽电
天学候花机病歌果早出星期元院苹闹典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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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课。第四课。运动爱好者运动爱好者

1 跟录音读。生词中哪些是描述人的名词？跟录音读。生词中哪些是描述人的名词？

球迷·发烧友·爱好
迷路·发烧友·爱好者

2 连一连。连一连。

赛车迷 球类运动的狂热爱好者

棒球迷 足球爱好者

球迷 非常喜欢看冰球比赛，也喜欢自己打
冰球的人

冰球迷 赛车比赛的发烧友

足球迷 棒球的发烧友

3 说一说运动迷。说一说运动迷。

狂热 kuangre 

生词生词：
赛场 saichang
场 chang
比赛 bsai
球队 qiudu

球迷 qium
队旗 duq
为… …加油 wei … … jiayou
偶像 ouxi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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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例: 他(们)头发(衣服/发型)的颜色跟别人一
样。他(们)有… …。他(们)穿的衣服… …。我觉得
他(们)性格… …。他(们)喜欢… …。

4  完成句子。完成句子。

球迷总是看… …。
球迷可以在电视上看… …，也可以和朋友一起

去… …。
球迷买… …。
球迷为… …加油。

赛场 sichng
球迷 
qim

队旗
duq

一场比赛 
ychng bsi球员 qiyun

球队 qidu

为…… 加油
wi ……  jiy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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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读一读并说课文中提到来自哪些国家的足 读一读并说课文中提到来自哪些国家的足
球迷。球迷。

足球迷足球迷

足球比赛如果没有球迷参加，比赛就不会那
么有意思。世界每个国家的球迷是不一样的。

德国球迷喜欢有很多人在一起活动。如果有
人说德国队不好，德国球迷一定特别生气。

英国球迷在世界上非常有名，他们很爱他们
国家的球队。他们穿得很一般，吃得也很简单，
但是他们可以用自己所有的钱买票和球队的队旗。

美国的球迷在比赛场上总是很认真地为美国
队加油。比赛一完，他们就去旅游。看来美国球
迷对旅游的兴趣比对足球的兴趣更大。

亚洲的球迷也很有意思，他们经常和球队一
起去比赛的地方，在德国、法国、韩国、日本、
都可以看到他们。

6 填空。填空。

1. 足球比赛如果没有… …参加，比赛就不会
那么有意思。

2. 如果有人说德国… …不好，德国球迷一定
特别生气。

3. 英国… …在世界上非常有名，他们很爱他
们国家的… …。

4. 英国球迷可以用自己所有的钱买票和球队
的… …。

韩国Hanguo  所有的suoyou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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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美国的球迷在… …总是很认真地为美国
队… …。

6. 亚洲的球迷经常和球队一起去… …的地
方。

7 听一听并说说你同意不同意。听一听并说说你同意不同意。

1. ( ) 2. ( ) 3. ( ) 4. ( ) 5. ( )      

8 说一说来自不同国家的足球迷。说一说来自不同国家的足球迷。

9 按照图片内容排列下列句子。按照图片内容排列下列句子。

  我12岁时爱上了网球，巴西网球选手库尔
滕(Kuerteng)成为了我的偶像。

  你好！我叫李龙。从小到大，我喜欢各种
各样的运动。

成为 chengwei  浪费 langfei
上大学 shangdaxue  毕业 bye当 dang

体育记者 tyu jzhe  机会 jhu  比如 bru
名人 mng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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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喜欢的第一个运动是台球。
  很多人说过我浪费时间，浪费钱，但是

我… …

  大学毕业后，我想当体育记者。
  记者的工作给我带来很多机会，比如我去

过很多国家，看到了很多新地方，学到了很多新
东西，认识了很多世界名人。

  我也是一个足球迷，我 喜欢的球队是英
国的 «利物浦»。

10 完成句子。完成句子。

1. 他是一个… …。
2. 他喜欢的运动是… …。
3. 他的偶像是… …。
4. 他 喜欢的球队是… …。

库尔滕
Kuerteng

利物浦
Lwup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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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很多人说球迷浪费… …。
6. 当记者可以… …。

11 说一说自己的情况。说一说自己的情况。

… …的爱好者… …发烧友(运动发烧友，游戏
发烧友等等)

… …迷(球迷/书迷/舞迷/歌迷/音乐迷/电脑迷/
游戏迷/歌剧迷/艺术迷/武术迷/电影迷/足球迷/网
球迷/冲浪迷等等)偶像为… …加油经常看过很
多… …打… …打得很好很有意思好玩儿

12 问你同学一些问题。问你同学一些问题。

1. 你有什么爱好？
2. 你对什么感兴趣？
3. 你是什么迷？
4. 你的偶像是谁？

13 介绍一下你认识的一个发烧友。介绍一下你认识的一个发烧友。

语法语法

14 完成句子。完成句子。

Конструкции 以前以前 yqia n до, 以后 以后 yho u 
после 

比赛开始以前，我们到了赛场。До того, 
как начался матч, мы прибыли на стадион.

喇叭 laba  比赛门票 bsai menpi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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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赛开始以后，我们到了赛场。После того, 
как начался матч, мы прибыли на стадион.

Канструкцыі 以前以前 yqian «да», 以后 以后 yhou 
«пасля» 

比赛开始以前，我们到了赛场。Да таго, як 
пачаўся матч, мы прыбылі на стадыён.

比赛开始以后，我们到了赛场。Пасля таго, 
як пачаўся матч, мы прыбылі на стадыён.

看比赛以前，足球迷… …。
看比赛以后，足球迷… …。

买队旗，好好准备，去玩儿，买喇叭，去旅
游，买比赛门票

15 看图片，用 «以后看图片，用 «以后/以前»说一说图片的内容。以前»说一说图片的内容。

如: 如: … …以后/以前, 他(她)… …。

1 2

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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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汉字

16 用下列汉字组词，使它们具有共同的词族。用下列汉字组词，使它们具有共同的词族。

17 在下列空白处填入合适的在下列空白处填入合适的汉字。汉字。

鸡 米

菜 清

西红
柿

操 红 体育

剧 广

商 市 机

名 功 人

绩 果

为 熟

北 面 南

东 西

地

场 单

汤 花

蔬 园 中国

色

精

票

气 生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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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

心 松

弃

农 里

子

18 选择正确的汉字选择正确的汉字。

跑(步/布) 伙(半/半) 操(汤/场) 面(抱/包) 
包(括/话) 采(方/访) 城(市/柿)

表(扬/杨) (成/城)熟 锻(炼/练) 翻(意/译) 
政(付/府) (姓/性)格 (冒/帽)子

(富/福)裕 (措/错)施 放(松/颂)

19 找出错误找出错误。

放骑 村理 措误 皮夫 预妨 付近 辛福 房问 
青汤

成菓 精采 饱怨 啊姨 般家 包果 菜圆 据场 
厂场

第五课。第五课。奥运会奥运会

生词生词：
奥林匹克运动会
Aolnpke yu ndo nghu 
(Aoyunhu)
运动会 yundonghu
项目 xiangmu
国际性 guojxng
举行 juxng

场 chang
输 shu 
赢 yng
比分 bfen
方法 fangfa
减肥 jianf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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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跟录音读。跟录音读。

运动会·奥林匹克运动
会·夏季奥运会·冬季奥运
会·国际性运动会

项目·运动项目·比赛项目
举行·举行奥运会·举行比赛
象征·奥运会的象征
从1900年开始·是从1896年开始的
得到金牌·得到一块金牌·得到一块银牌·

得到一块铜牌
获得金牌·获得一块金牌·获得一块银牌·

获得一块铜牌
获得第一名·获得第二名·获得第三名·获

得第四名
看比赛·参加比赛·举行比赛·开始比赛·

结束比赛

开始 kaish
结束 jieshu
象征 xiangzheng
希腊 Xla 
得到 dedao
金牌 jnpai
银牌 ynpai
铜牌 tongpai
参加 canjia 
届 jie 
进球 jnqiu

上(半)场 shang(ban)chang
下(半)场 xia(ban)chang 
胖 pang
发胖 fapang
身材 shencai
苗条 miaotiao
瘦 shou
虚弱 xuruo
习惯 xguan
好处 haochu
坏处 huaic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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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连一连。连一连。

国际性运动会 夏季举行的运动会

奥林匹克运动会 冬季举行的运动会

夏季奥运会 国际性的运动比赛

冬季奥运会 奥林匹克运动比赛

3  你知道奥林匹克运动比赛的历史吗你知道奥林匹克运动比赛的历史吗?读一读并读一读并
填空。填空。

奥运会奥运会

奥运会是… …，起源于
古… …。从1896年… …，夏季
奥运会每四年… …一次。冬
季奥运会也是每… …年举
行… …次，是在冰上和雪地举
行的… …，如冰… …、滑… …

、滑… …、等等。
奥运会现在已经成为和平与(yu)… …的象征。
奥运会的会旗上有五种颜色的… …，天蓝色象

征欧洲，黄色象征亚洲，黑色象征非洲，草绿色
象征澳洲，红色象征美洲。会旗的白色有 «… …»
的意思。奥运会的… …是：«更快、更高、更… …»

起源于 qyuanyu  古 gu  和平 hepng
友谊 yuouy  圆环yuanhuan  会旗 huq

口号 kouhao  强 qi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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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听一听并选择正确答案。听一听并选择正确答案。

1. а. 运动项目很多 б. 运动项目很少 
 в. 运动项目不太多

2. а. 希腊 б. 中国 в. 英国
3. а. 1986 б. 1689 в. 1896
4. а. 和平和友谊 б. 友谊 в. 希腊
5. а. 4 б. 9 в. 5
6. а. 友谊 б. 和平 в. 欧洲

5 完成句子。完成句子。

1. 奥运会是… …。
2. 奥运会起源于… …。
3. 奥与会… …举行… …。
4. 奥运会的口号是：… …。
5. 奥运会的会旗上有… …。
6. 五种颜色分别象征… …。
7. 奥运会现已成为… …的象征。

6 回答问题。回答问题。

1908年中国人第一次看到了奥运
会的照片，就问了三个问题 («奥运
三问»)：

1. 中国什么时候能参加奥运会？

照片 zhaopian
刘长春 Liu Changchun

分别 fenb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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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什么时候能得到一块奥运金牌？
3. 什么时候能举办奥运会？
4. 1984年第23届奥运会，中国得到了15块金牌。
5. 北京举行了奥运会。

7 回答问题。回答问题。

名次
(mngc) 金牌 · 银牌 · 铜牌 ·

总数
(zongshu)

1. 美国 46 · 37 · 38 · 121

2. 英国 27 · 23 · 17 · 67

3. 中国 26 · 18 · 26 · 70

4. 俄罗斯 19 · 17 · 19 · 55

5. 德国 17 · 10 · 15 · 42

主办城市 zhubanchengsh 

第三十一届夏季奧运会第三十一届夏季奧运会

主 办 城 市 ： 里 约 热 内 卢
(lyuere’neilu) 
届数：第31届
口号：一个新世界
参加比赛的国家：207
参加比赛的运动员：12500
比赛项目：28大项，306小项
比赛日期：2016年8月5日―2016年8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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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16年奥运会在哪儿举办的？
2. 2016年奥运会是第几届奥运会？
3. 2016年奥运会一共有几个国家参加了？
4. 2016年奥运会一共有多少运动员参加了？
5. 2016年奥运会一共有多少个比赛项目？
6. 2016年奥运会几月几号开始的？什么时候

结束的？
7. 2016年奥运会哪个国家获得的金牌(银牌/铜

牌) 多？
8. 2016年奥运会哪个国家获得了第二名、第

三名、第四名？
9. 2016年奥运会的口号是什么？

8  做调查了解一下 做调查了解一下2016年奥运会上白俄罗斯运动年奥运会上白俄罗斯运动
员获得了什么奖金。员获得了什么奖金。

9 看图片并完成句子。看图片并完成句子。

14. 07. 2018

1队 比分 2队 上场 下场

比利时

2:0

英国

1:0 1:0

进球 jnqiu  上(半)场 shang(ban)chang
下(半)场 xia(ban)chang  场 chang
输 shu  赢 yng  比分 bf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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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比赛2018年7月14号在俄罗斯举行。
… …队和… …队比赛。
比分是… …比… …。
上半场比分是… …。
上半场… …队进了一个球，… …队没进球。
… …比分是1比0。
下半场比利时队… …，英国队… …。
… …队赢了。
英国队… …了。

10 介绍一场比赛。介绍一场比赛。

11 读一读并说说词语的意思。读一读并说说词语的意思。

а. 找一找近义词。找一找近义词。

б. 找一找反义词。找一找反义词。

变瘦

苗条

变漂亮

亮瘦

变得虚弱

变苗条

变胖

发胖

减肥

胖

变得健康

12 读一读并回答问题。读一读并回答问题。

变 bian

好久不见! Haojiu bu jian!  近 zujn

有效 youxiao  起床 qchu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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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莎：玛莎：兰兰，好久不见！你
近怎么样？

兰兰：兰兰：我 近吃得多，睡得
多，运动不多，所以胖
了！这很不好，我要减
肥。今天不去吃饭了。

玛莎：玛莎：不吃饭怎么行？只要少吃点儿就行了。吃饭
的时候你多吃蔬菜、水果，少吃面包、甜食。

兰兰：兰兰：好的！
玛莎：玛莎：而且我觉得你应该多锻炼身体。锻炼是

好的减肥方法，也是保持身体健康的好方法。
锻炼能帮助你变得更健康，更苗条，心情更
好，学习更有效。

兰兰：兰兰：好吧，从明天开始，起床以后，我就去锻
炼身体！

1. 兰兰 近怎么样？

2. 据玛莎说，锻炼身体有什么好处？

13 说一说兰兰的情况。说一说兰兰的情况。

变瘦·变漂亮·瘦·身体虚弱·变苗条·
变胖·发胖

减肥·变得健康·胖·锻炼·做运动·让
学习更有效

睡得少·吃得少·睡得多·发胖了·吃得多

心情好·身材苗条·睡不好·身体健康·
睡得好·减肥·变瘦·变漂亮·让学习更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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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请说一说哪些是好习惯，哪些是不好的习惯。请说一说哪些是好习惯，哪些是不好的习惯。
你有哪些好你有哪些好/不好习惯？不好习惯？

每天睡8个小
时

每个工作日睡得少，周末睡得
多一点儿

睡午觉 不睡午觉

每天做2个小
时的运动

每天做6个小时的运动

白天喝1杯水 白天喝3-4杯水

晚上做运动 晚上不做运动，多休息

不玩儿电脑 每天玩儿3个小时的电脑

如:如: … …是好(不好)的习惯，对身体有好处
(坏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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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了解一下同学的好和不好的习惯。谈谈自己 了解一下同学的好和不好的习惯。谈谈自己
的看法。的看法。

如: 如: А: 你有什么好习惯？
 你有什么不好的习惯？
 Б: 我… …。
 А: 我认为(觉得)你不应该… …，你 好… …

16 说一说你的作息时间表。说一说你的作息时间表。

食品 饮料

体育
运动

体育运动 起床的
时间

睡觉的
时间

项目 持续时间

17 回答问题。回答问题。

1. 你觉得怎样可以变得更健康？
2. 如果想变苗条应该怎么办？
3. 什么情况让我们身体变得虚弱？
4. 你觉得哪种减肥方法 好？

18 实践课实践课 «我 喜欢的运动»。«我 喜欢的运动»。

  运动种类(冬季运动/夏季运动/陆上运动/水
上运动)

  水平(高/低/打(踢)得好/很会/… …)

情况 qngku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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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欢的原因(对身体好/有意思/好玩儿)
  有名的运动员

а. … …的爱好者… …发烧友(运动发烧友，游
戏发烧友等等)… …迷(球迷/书迷/舞迷/歌迷/音乐
迷/电脑迷/游戏迷/歌剧迷/艺术迷/武术迷/电影
迷/足球迷/网球迷/冲浪迷等等)偶像为… …加油经
常看过很多… …打… …打得很好很有意思好玩儿
我打排球打得(不太)好。

б. 请看一下蓝蓝做的图片。说一说她喜欢的
运动。

в. 画画你自己的图片。加自己的照片。
г. 介绍一下你喜欢的运动。

语法语法

19 说一说图片的内容。说一说图片的内容。

已经 yj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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Для того чтобы сказать, что какое-либо дей-
ствие совершается (совершалось, будет совер-
шаться) в течение какого-либо промежутка вре-
мени, мы можем использовать следующие кон-
струкции:

我 每天 都 打 两个小时
(的)

排球

Я каждый день играю в волейбол в течение 
двух часов. 

我 明天 要 打 两个小时
(的)

排球

Завтра я буду играть в волейбол в течение двух 
часов.

我 今天 打 了 两个小时
(的)

排球

Я сегодня играл в волейбол в течение двух часов.

我 已经 打 了 两个小时
(的)

排球 了

Я уже два часа играю в волейбол.

Частица 了 после первого глагола указывает 
на то, что действие совершалось в прошлом, части-
ца 了 в конце предложения указывает на то, что 
действие продолжается до настоящего момент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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Для таго каб сказаць, што якое-небудзь дзе-
янне ажыццяўляецца (ажыццявілася, будзе 
ажыццяўляцца) на працягу якога-небудзь пра-
межку часу, мы можам ужываць наступныя 
канструкцыі:

我 每天 都 打 两个小时
(的)

排球

 Я кожны дзень гуляю ў валейбол на працягу 
дзвюх гадзін.

我 明天 要 打 两个小时
(的)

排球

Заўтра я буду гуляць у валейбол на працягу 
дзвюх гадзін.

我 今天 打 了 两个小时
(的)

排球

Я сёння гуляў у валейбол на працягу дзвюх 
гадзін.

我 已经 打 了 两个小时
(的)

排球 了

Я ўжо дзве гадзіны гуляю ў валейбол.

Часціца 了 пасля першага дзеяслова паказ-
вае на тое, што дзеянне ажыццявілася ў мінулым, 
часціца 了 ў канцы сказа паказвае на тое, што 
дзеянне працягваецца і па дадзены моман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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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丽丽跳了… …的舞。
2. 丽丽已经跳了… …的舞了。
3. 明明踢了… …的足球。
4. 明明踢了… …的足球了。
5. 玛莎… …(已经)了… …(了)。
6. 贝贝… …。

20  提出意见。提出意见。

Обстоятельство образа действия в предложе-
нии может стоять перед глаголом-сказуемым. 
Оно может быть выражено наречием, двуслож-
ным прилагательным и т.д. и всегда образуется с 
помощью суффикса 地地 de.

你应该好好地吃饭。Тебе следует хорошень-
ко есть. 

6.00

4.30

7.00

5.00

12.00

10.15 11.15

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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Акалічнасць спосабу дзеяння ў сказе можа 
стаяць перад дзеясловам-выказнікам. Яна можа 
быць перададзена прыслоўем, двухскладовым 
прыметнікам і г.д. і заўсёды ўтвараецца з дапа-
могай суфікса 地地 de.

你应该好好地吃饭。Табе варта добра есці. 

朋友：

我 近睡得多。

我吃得多。

我运动少。

我发胖了。

我病后身体虚弱了。

我变瘦了。

你：你：你 好… …。你应该(多)… …。你应该好
好地… …。你不应该… …。你应该认真地… …。

汉字汉字

21 用下列汉字组词。用下列汉字组词。

包面汤场市括清城房红菜方西子柿东园中树
机彩国色放票松人

22 在表格上写出正确的汉字。在表格上写出正确的汉字。

红 chang 体 yu

shang 场 抱 qian

菜 hua zao 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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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n 天 ch 饱

彩 piao 杨 shu

成 gong 成 j

海 yang 成 ren

成 wei 底 xia

米 tang 番 qie

采 qǔ 放 jia

mian 包 样 zi 

shu 菜 mao 子

23 替换下列汉字来改变词的含义。替换下列汉字来改变词的含义。

放心  松 成果  功 菜汤  圆 采取   

访 彩色  票 抱怨  歉

24 读读下列的词语并猜猜它们的意思。读读下列的词语并猜猜它们的意思。

羊肉、面包车、黄海、成长、房东小姐、海
洋学、面条、海底、种茶场、反面、养牛场、海
口、养马家、福音、水面、面粉、彩画、面食、
水彩、海防、养马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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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单元5
商店与购物商店与购物

第一课。第一课。这在哪儿卖这在哪儿卖

1 跟录音读。连一连。跟录音读。连一连。

衣服
食品
书
饮料
玩具
水果
蔬菜
鞋子

tiansh
hua
jiaju
yao lwu
jiadian
baozhhekamianbao
shucai
shpn

生词：生词：
商店 shangdian
食品店 shpndian
玩具店 wanjudian
点心店 dianxndian
书店 shudian
水果店 shuguodian
礼品店 lpndian
市场 shсhang
超市 chaosh

百货商店 
baihuoshangdian
面包店 mianbaodian
花店 huadian
药店 yaodian
服装店 fuzhuangdian
鞋店 xiedian
报刊亭 baokant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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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
面包
甜食
药
花
礼物
报纸
家电
家具
贺卡

yfu

ynliao
wanju
shu
shuguo
bxiezi

2  说一说你去哪些商店(常常去，有时候去，从 说一说你去哪些商店(常常去，有时候去，从
来不去)。来不去)。

如:如: 我经常去… …。
 我很少去… …。
 我从来没… …。

市场
shсhang

超市
chaosh

百货商店
baihuoshangdian

面包店
mianbaodian

花店
huadian

服装店
fuzhuangdian

商店商店
shangd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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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心店
dianxndian

礼品店
lpndian

药店
yaodian

食品店
shpndian

玩具店
wanjudian

书店
shudian

水果店
shuguodian

服装市场
fuzhuangshсhang

鞋店
xiedian

报刊亭
baokant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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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完成句子。完成句子。

В сложноподчинённом предложении с при-
даточным условным в придаточном предложении 
используется слово 如果如果 ru guo , а в главном – 
就就 jiu. 

Например: 如果你要买面包，你就去离这
儿很近的面包店。Если тебе нужно купить хле-
ба, тебе лучше всего пойти в ближайший хлеб-
ный магазин.

У складаназалежным сказе з даданым умо вы 
ўжываецца слова 如果如果 ru guo , а ў галоўным – 
就 就 jiu.

Напрыклад: 如果你要买面包，你就去离这
儿很近的面包店。Калі табе трэба купіць хлеба, 
табе лепш за ўсё пайсці ў бліжэйшы хлебны 
магазін.

1. 如果你要买书，… …

2. 如果你要买鞋，… …

3.如果你要买药，… …

4. 如果你要买服装，… …

5. 如果你要买花，… …

6.如果你要买点心，… …

7. 如果你要买水果，… …

8. 如果你要买牛奶，… …

9. 如果你要买衣服，… …

10. 如果你要买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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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问你同学一些问题。问你同学一些问题。

如:如:
1. – 请问，哪儿卖？
 – 在卖。
2. – 我可以在哪儿买到衣服？
 – 你可以在服装店买到衣服。
3. – 如果我要买，我 好去哪儿买？
 – 如果你要买，你就去吧。

5 游戏游戏 «这是什么商店«这是什么商店 »。»。

– 这种商店卖衣服。你可以在那儿买到衣服。
– 这是服装店。

6 听一听并打勾。听一听并打勾。

书店 超市 花店 服装店 药店 鞋店

市场 礼品店 水果店 食品店 点心店 百货
商店

7  再听一遍，看图片并说说玛莎的妈妈为什么 再听一遍，看图片并说说玛莎的妈妈为什么
每次都买了东西。每次都买了东西。

例: 例: 妈妈给… …买了… …，因为… …。
 因为… …，所以妈妈给… …买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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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说一说，这些东西在哪儿卖？说一说，这些东西在哪儿卖？

食品：… …

服装：… …

鞋子：… …

书：… …

药：… …

礼物：… …

9  看一看购物单并说说丽丽要买什么。这些东看一看购物单并说说丽丽要买什么。这些东
西 好在哪儿买？西 好在哪儿买？

牛奶 niunai  报纸 baozh
玩具熊 wanjuxiong  糖 tang  盒 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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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读一读并说说丽丽去过哪些商店。读一读并说说丽丽去过哪些商店。

今天我有很多事情要做：第一，要去商店买
东西。我奶奶感冒了。医生给她开了几种药，我
要去买一下。第二，要给爸爸买两张报纸。第三，
给妈妈买面包、牛奶和水。第四，给贝贝买一个
新篮球，因为他想跟朋友一起打篮球。第五，两
本书。这是想给自己买的。第六，我明天去参加
朋友的生日聚会，想给她买一个可爱的玩具熊。

我先去药店给奶奶买药，在那儿我买到了几
种奶奶要的药，可有一种药没买到。然后我在超
市买了面包。离超市不远有一个玩具店，可是我
到玩具店的时候它已经关门了，我想明天它一定
会开门的。我们家旁边有个报刊亭，我在那儿给
爸爸买了报纸。买完这些东西共用了两个小时，
我觉得很累了，所以今天就不去买别的了。球和
书我明天再去买吧！

一个面包

一盒牛奶

一瓶水

两张报纸

两本书

一个球

一盒糖

一个玩具熊

开门kaimen  关门guan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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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完成完成句子。句子。

例: 1. 丽丽已经买了… …。
 2. 她还没买… …。

12 回答问题。回答问题。

1. 她去了哪些店？
2. 丽丽为什么没买球和玩具熊？
3. 她用了多长时间买东西？
4. 丽丽不太累，是不是？
5. 她什么时候再去买东西？

汉字汉字

13  用下列汉字组词，使它们具有共同的词族。 用下列汉字组词，使它们具有共同的词族。

14 在下列空白处填入合适的在下列空白处填入合适的汉字汉字。

夫

课表

课

电 响

本 场

住 得

剧
记

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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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

星 山

花

流 费

吃 人

物 买

15 选择选择正确的汉字。正确的汉字。

学(较/校)  眼(竟/镜)  吃(惊/京)  记(得/弟)  
(间/简)单 电(影/景) 保(护/户)

公(共/供) (踢/提)供 应(该/亥) (火/伙)车 
(健/建)康 (空/控)制 年(极/级)

独(里/立) (怀/坏)抱 功(课/果)

16 找出错误。找出错误。

购卖结枸交佛较果饺字姑良胡涂记主京人
风影吙山国镜姑事言苦苦老工认顺梨较流

17 用下列汉字组词。用下列汉字组词。

剧人电影效响果有本坏破流费场课惊发吃物
练夫工理习教火山车功交

18 在表格上写出正确的汉字。在表格上写出正确的汉字。

好 j 火 xng

jiao 子 核 tao

70
Правообладатель Вышэйшая школа



自 j gou 买

胡萝 bо gongke 表

学 xiao 提 gong

kong 气 小 hai

理发 dian lian 习

厉 hai jian 立

mo 莉花 电 yng

拉 dng 比 jiao

美 zhou 古 lao

yan 镜 jie 构

19 替换下列汉字来改变词的含义。替换下列汉字来改变词的含义。

剧本  场 交流  费 记住  得 火车   

花 购物  买 工作  人

20 读读下列的词语并猜猜它们的意思。读读下列的词语并猜猜它们的意思。

校园、小学、空话、学校、美食、美食家、
课桌、美女、课文、眼球、学费、中学、南美、
影院、空中小姐、交货、第五课、影迷、课外、
生活费、车费、影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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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课。第二课。我逛各种商店我逛各种商店

1 跟录音读。跟录音读。

商店　食品店　玩具店　点心店　书店　水
果 店 　 礼 品 店 　 市 场 　 服 装 市 场 　
超市　百货商店　面包店　花店　药店　服装店
　鞋店　报刊亭

2 完成句子。完成句子。

我家旁边有… …。
离我家很近(不远)有… …。

3 说一说你的家人在哪里买这些东西？说一说你的家人在哪里买这些东西？

衣服 鞋子
食品　饮料　水果　蔬菜　面包　甜食
书　报纸
药
花

生词：生词：
逛街 guangjie
应有尽有 
yngyoujnyou
什么都(不) shenme 
doubu
时髦 shmao
商场shangchang

省sheng
力气lqi
贵gu
便宜piany
有时…有时…yoush…
yoush…
又…又…you…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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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物　玩具
家电　家具

例:例: 我家一般在… …买衣服。

4 说一说你去过哪些商店说一说你去过哪些商店/从来没去过从来没去过哪些商店哪些商店

我去过… …。
我从来没去过… …。

5 读一读并回答问题。读一读并回答问题。

1. 玛莎喜欢买东西吗？
2. 他喜欢买什么东西？
3. 他 喜欢去哪些商店购物？

我很喜欢逛街，也喜欢买东
西。我去过很多商店。有时候我只
看东西，什么都不买，有时候我自
己买东西。超市我去过很多次，一
个人或者跟妈妈一起去。在超市我
们一般买食品。我特别喜欢去点心
店。有一次在点心店我买了三斤糖。好吃极了！
如果要买衣服、鞋子的话，我们就去服装市场买，
不去服装店，因为服装市场衣服、鞋子很多，而
且比较便宜。服装店的东西当然很时髦，但是很
贵。我是一个书迷，所以很喜欢去书店。在书店
可以买书，也可以不买，只看书。

… …从来没… …过… …。… я никогда не … / 
… я ніколі н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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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来说我更喜欢去大的百货商店买东西，
因为那里有穿的、有用的、有玩的，应有尽有。
去大的商场买东西，又省时间又省力气。

我从来没去过药店，因为妈妈是医生，她给
我们买药。

6 选择正确答案。选择正确答案。

1. 玛莎喜欢
а. 只看东西 б. 买东西 
в. 看东西，也喜欢买东西

2. 超市玛莎
а. 去过很多次 б. 去过一次 в. 从来没去过

3. 玛莎特别喜欢去
а. 点心店和书店 б. 服装店和面包店
в. 花店和书店

4. 玛莎和妈妈喜欢去服装市场买衣服，因为
那里的衣服更

а. 时髦 б. 便宜 в. 贵

5. 玛莎是一个
а. 球迷 б.音乐迷 в. 书迷

6. 我更喜欢去大的百货商店买东西，因为那
里东西

а. 是应有尽有 б. 很时髦 в. 很便宜

7. 在大的商场买东西可以
а. 省钱 б. 省时间 в. 花时间

8. 玛莎从来没去过药店因为
 а. 她不喜欢吃药 б. 她妈妈买药
в. 她不知道药店在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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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听一听并判断正误。听一听并判断正误。

1．( )．( )
2．( )．( )
3．( )．( )
4．( )．( )
5．( )．( )
6．( )．( )

7．( )．( )
8．( )．( )
9．( )．( )

10．( )．( )
11．( )．( )

8  问问同桌他一般去什么商店买东西。给其他问问同桌他一般去什么商店买东西。给其他
的同学和老师介绍一下他的情况。的同学和老师介绍一下他的情况。

语法语法

9 完成句子。完成句子。

1. 服装店的东西又… …又… …。
2. 大百货商店卖的东西又… …又… …。
3. 在百货大楼买东西的时候，你又… …又… …。
4. 小服装商店的东西又… …又… …。

10 完成句子。完成句子。

例:例:
我有时去… …有时去… …买东西,因为那里卖

的东西又… …又… …。

又 you …又 you…　　и… и… / і… і…

他又帅又聪明 congming。Он и красив, и умён. / 
Ён і прыгожы, i разумн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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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用 «什么  用 «什么 + сущ. + 都 都 + 不» 说一说哪些商店不» 说一说哪些商店
你什么都不买。为什么？你什么都不买。为什么？

Конструкция 什么 什么 + существительное + 都 都 + 
(不)(不) + глагол

Если перед 都 都 стоит слово 什么什么, то сказан-
ное будет относиться ко всему без исключения. 
Отрицание ставится перед глаголом.

Например: 
这家超市什么都有。В этом магазине есть 

всё.
我什么(衣服)都喜欢。Мне нравится вся 

одежда.
我什么(东西)都不买。Я не покупаю ника-

ких вещей.

Канструкцыя 什么 什么 + назоўнік + 都 都 + (不)(不) + 
дзеяслоў

Калі перад 都 стаіць слова 什么什么, то сказанае 
будзе адносіцца да ўсяго без выключэння. 
Адмаўленне ставіцца перад дзеясловам.

Напрыклад:
这家超市什么都有。У гэтым магазіне ёсць 

усё.
我什么(衣服)都喜欢。Мне падабаецца ўсё 

адзенне.
我什么(东西)都不买。Я не купляю ніякіх 

рэча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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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汉字

12  用下列汉字组词，使它们具有共同的词族。 用下列汉字组词，使它们具有共同的词族。

13 在下列空白处填入合适的汉字。在下列空白处填入合适的汉字。

足 排 网

冰 地

乒乓 全 蓝

掌 手

容 方

圆

交 过

14 选择正确的汉字。选择正确的汉字。

浪(漫/曼)  苗(条/务)  网(咯/络)  冰(求/球)    
(交/较)通 (味/未)道 领(导/岛)

(橡/像)皮 (便/更)宜 (加/驾)班 (态/太)度 
(友/尤)谊 问(题/提) 通(过/寸)

(销/消)售 (圆/园)形 求(婚/昏)

酪 握 球

77
Правообладатель Вышэйшая школа



15 找出错误。找出错误。

呀齿吴点伟打蓝球血形踢目房形周韦厉史

而要销息家廷列子奶络酪驼竿酪也球木误

16 用下列汉字组词。用下列汉字组词。

网过球通问络目掌题握交地奶干酪手

17  在表格上写出正确的汉字。 在表格上写出正确的汉字。

领 dao 掌 wo

求 hun 消 xi

态 du 销 shou

交 tong 友 y 

味 dao 血 xng

握 shou 通 guo

需 yao 足 qiu

形 rong 干 lao

浪 man 牙 ch

苗 tiao 方 x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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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 lao 历 sh

问 t 题 mu

18 替换下列汉字来改变词的含义。替换下列汉字来改变词的含义。

交流  通  地球  方  家庭  人 

网球    络

19 读读下列的词语并猜猜它们的意思。读读下列的词语并猜猜它们的意思。

眼球、皮球、球场、网友、口味、球迷、女
人味、话题、求人、交通大学

第三课。第三课。花了那么多钱和时间花了那么多钱和时间

1 跟录音读。跟录音读。

两百三十四　　九十五　　十四　　三百零一
五百一十六

2 听一听并打勾。听一听并打勾。

14  516  234  95  301

生词：生词：
质量 zhliang
价格 jiage
样子 yangzi
找(钱) zhaoqian

一共 ygong
卢布 lubu
花(钱) huaq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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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看图片并说说这些东西的价格。看图片并说说这些东西的价格。

4 读一读并猜一猜大概的意思。读一读并猜一猜大概的意思。

一共多少钱找钱　花钱　花多少钱　花很
多钱

200 руб.

22 руб. 129 руб.
35 руб.

150 руб.

326 руб.

85 руб.

45 ру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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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时间　花很长时间　花力气　花很多力气
质量好(高)   质量不好(低)  价格高(贵)   价格

低(便宜)

5 听一听并填空。听一听并填空。

– 请问，这种衣服多少钱一件？
– 三十五卢布。
– 那条裤子多少钱？
– 四十二卢布。
– 太贵了！我们商店卖衣服的价格都很… …，但是

衣服都很时髦，质量也很… …。
– 那你买不买？
– 那好吧！我买，一共多少钱？
– 一共… …卢布。
– 这是八十卢布。
– 找您… …卢布。
– 我已经在这里一个小时了！花了那么长时间！

累死了！

6 填空。填空。

1. 她想买的衣服是… …。
2. 一件毛衣… …。
3. 一条裤子… …。
4. 一共… …。
5. 这个商店卖的东西… …。
6. 质量… …。
7. 样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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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回答问题。回答问题。

1. 她花的钱多不多？
2. 她花了多少钱？
3. 她花的时间多不多？
4. 她花了多长时间？
5. 她花的力气多不多？

8  说一说自己家买东西的情况。购物时你们买说一说自己家买东西的情况。购物时你们买
什么样的东西？什么样的东西？

东西的质量：… … … … … … … …

东西的价格：… … … … … … … …

东西的样子：… … … … … …

9 回答问题。回答问题。

1.  你觉得衣服的什么 重要：
质量价格样子？

2.  你家人(爸爸、妈妈、奶奶、你、姐姐、哥
哥等)一般在哪个商店花的时间、钱多？

10 问你同学问题。问你同学问题。

1. 你喜欢逛街吗？
2. 你喜欢在大商场买东西还是在小商店买东

西？为什么？那种商店哪方面比较好？
3. 你一般在哪儿买衣服(鞋子\书)？
4. 你喜欢一个人买衣服(东西)吗？
5. 你觉得东西的质量重要还是价格重要？
6. 你喜欢你的衣服时髦一点儿还是舒服一点儿？

11 在你的同学中找到在你的同学中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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а. 不喜欢逛街，买东西的人
б. 喜欢逛街，买东西的人
в. 喜欢时髦衣服的人
г. 在买东西方面和你一样的人(解释一下有什

么一样的)

语法语法

12 数字练习。数字练习。

万 wan 10000

10000
一万
ywan
20000
两万

liangwan
30000
三万

sanwan
… …

100000
十万

shwan

11000
ywanjiqian
一万一千

12000
一万二千

ywwan erqian
13000

一万三千
ywansanqian

… …

19000
一万九千

ywanyqian

二 二十、二百

两 两百、 两千、 两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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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听一听并打钩。听一听并打钩。

20 000
70 000

80 000
15 000
45 000
95 000
200 000

300 000

700 000
350 000
550 000
650 000 
158 000
457 000

689 000
469 888
853 371
517 340
405 500
450 500
455 050

汉字汉字

14 用下列汉字组词，使它们具有共同的词族。用下列汉字组词，使它们具有共同的词族。

15 在下列空白处填入合适的词。在下列空白处填入合适的词。

要

人 食

持

中

西 房

店

药

组

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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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书 工作

学生

点 秀

钱 得

16 选择正确的汉字。择正确的汉字。

游(永/泳) (永/泳)远 愿(意/仪)  (愿/原)因
(整/正)齐 药(放/房) 晚(反/饭)

(布/巾)置 (机/技)术 (专/传)业 组(只/织)
政(府/付) (祖/组)国 (运/云)动

(支/技)持 (直/值)接 (种/中)药

17 找出错误。找出错误。

西约技树注人传家保正邮剧由画尤点健议
运力药好证常值的组金住佰优其祖玉意仪

18 用下列汉字组词。用下列汉字组词。

约房会药好愿中主持子支意义人国思主机

19 在表格上写出正确的汉字。在表格上写出正确的汉字。

保 zheng 驾 sh

布 zh 尤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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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y 游 yong

自 zhuan 政 f

永 yuan 住 su

邮 ju 房 zu

意 y 原 yn

建 y 由 yu

愿 y 支 ch

松 shu 整 q

正 chang 运 dong

值 qian 药 fang

20 替换下列汉字来改变词的含义。替换下列汉字来改变词的含义。

约好  会 优点  秀 传递  统 专业   

家 值得  钱 主要  持

21 读读下列的词语并猜猜它们的意思。读读下列的词语并猜猜它们的意思。

松鼠、松球、专注、草植物、运动帽、绿洲

植物、药草、运动员、专题、松鼠鱼、专机、植

物油、组织管理、药粉、出租车司机、药水、高

新技术、运动场、技术专家、篮球运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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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课。第四课。请试一试这件毛衣请试一试这件毛衣

1 跟录音读。连一连。跟录音读。连一连。

衣服
大衣
上衣
毛衣
衬衫
T恤
裤子
牛仔裤
裙子
连衣裙
鞋
皮鞋
便鞋
凉鞋
靴子
运动鞋

bianxie
chenshan
day
kuzi

liangxie
lianyqun
maoy
niuzaikupxie   
qunzi shangy
txu
xie
xuezi yfu yundongxie

生词生词：
帽子 maozi
袜子 wazi
短裤 duanku
手套 shoutao
围巾 weijn
长袜 changwa

顶 dng
适合 shhe
合适 hesh
样式 yangsh
名牌 mngpai
试试sh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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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说一说这些都在哪儿买。说一说这些都在哪儿买。

3 填表。填表。

件 条 双 顶

4  用«穿上»，«戴上» 造词语。再加合适的 用«穿上»，«戴上» 造词语。再加合适的
量词。听一听并核对一下。量词。听一听并核对一下。

穿 chuan (上)  употреб ляется со словами, обо-
значающими одежду и обувь (носить, надевать)

戴 dai 上 употребляется со словами, обозна-
чающими головные уборы  и аксессуары (носить, 
надевать)

帽子
maozi

袜子
wazi

短裤
duanku

手套
shoutao

围巾
weijn

长袜
changw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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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 chua n (上) ужываецца са словамі, якія 
абазначаюць адзенне і абутак (насіць, апранаць)

戴 dai 上 ужываецца са словамі, якія абазна-
чаюць галаўныя ўборы і аксесуары (насіць, апра-
наць)

… … 大衣… … 帽子… … 袜子… … 鞋子 … …手
套

… …长袜  … … 短裤 … …围巾… …衬衫… … 
裙子

5 填空，说一说你 喜欢穿什么颜色。为什么？填空，说一说你 喜欢穿什么颜色。为什么？

1. 我 喜欢穿(戴)… …。
2. 我 喜欢的颜色是… …。
3. 冬天我一般穿… …，戴… …。
4. 春天，秋天我一般穿… …，戴… …。
5. 夏天我一般穿… …，戴… …。
6. 今天我穿上… …色的… …，戴上… …色

的… …。

6 问同学一些问题并找到喜欢和你一样颜色的人问同学一些问题并找到喜欢和你一样颜色的人

例: 例:  和我一样喜欢穿(戴)… …。
 她(他) 喜欢的颜色和我一样，是… …。

7 读一读并说说玛莎买什么衣服。读一读并说说玛莎买什么衣服。

各式各样 gezhonggeyang 五颜六色 wuyanliuse
近 zujn 试衣间 shyj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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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妈妈：玛莎，你看，这个
百货商店的东西五颜
六色，各式各样！我
们在这里看看吧！

售货员：售货员：请问，你想买什
么？

妈妈：妈妈：我们想给我女儿买
一件连衣裙。

玛莎：玛莎：对啊，有没有我穿
的连衣裙？

售货员：售货员：你的身材很好，很多衣服都合适你，就看
你喜欢什么样式的了。请跟我来。你看，这些
都是 新样式，特别适合你这样年龄姑娘。

玛莎：玛莎：这么多样式，我都不知道挑哪件好了。妈
妈，你帮我挑挑吧！

妈妈：妈妈：你看，这件怎么样？
玛莎：玛莎：不错！但是…
售货员：售货员：这件很漂亮，而且很时髦！质量也很好，

是名牌！年轻人穿很合适！
玛莎：玛莎：漂亮是漂亮，但是颜色不行，不适合我！
售货员：售货员：什么颜色都有！你喜欢什么颜色的？
玛莎：玛莎：蓝色的有吗？
售货员：售货员：有！这件怎么样？
玛莎：玛莎：还行！我可以试试吗？
售货员：售货员：可以！试衣间在那儿。
玛莎：玛莎：这件有点儿大。你有小一点儿的吗？
售货员：售货员：有！这件怎么样？
玛莎：玛莎：真合适！妈妈，我喜欢，我们就买这件！
妈妈：妈妈：这件衣服多少钱？
售货员：售货员：十八万卢布。
妈妈：妈妈：给你二十万。
售货员：售货员：找你两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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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连一连。连一连。

1

各式各样
五颜六色
近

试衣间

2

试衣服的地方
新

样式很多
颜色很多

9 听一听并判断正误。听一听并判断正误。

1. 玛莎一个人在买东西( )
2. 她们给玛莎的爸爸买东西呢( )
3. 她们想买一顶帽子( )
4. 她们在百货商店买东西( )
5. 那里的东西很多，也很时髦( )
6. 玛莎不喜欢售货员介绍给玛莎的衣服样

式( )
7. 售货员不让玛莎试那件衣服( )
8. 她们买了一件连衣裙( )

10 回答问题。回答问题。

1. 一天玛莎去了哪儿？
2. 她是跟谁一起去的？
3. 他们去哪儿买衣服？
4. 他们想买什么？
5. 百货商店的衣服怎么样？(样式\颜色)
6. 售货员给玛莎的连衣裙怎么样？(样式\质

量\适合不适合玛莎)
7. 玛莎喜欢不喜欢那件？
8. 如果不喜欢，为什么？
9. 玛莎喜欢什么颜色的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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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她试的第一件衣服合适不合适？
11. 第二件怎么样？
12. 那件连衣裙多少钱？
13. 他们买不买？

11 说一说玛莎买东西的故事。说一说玛莎买东西的故事。

一天，玛莎跟她妈妈一起去买衣服。……

12 介绍一下你一次买衣服的经历。介绍一下你一次买衣服的经历。

汉字汉字

13 组词组，然后说说它们的意思。组词组，然后说说它们的意思。

新鲜
浪漫
精彩
主要
永远
幸福
富裕
干燥
简单
热情
健康
传统
惊人
历史
独立
伟大
优秀

的

人、作家、画家
问题、原因
友谊、爱情
家庭、人
生活、菜
故事、小说、歌曲、电影
人、态度
家庭、人
问题、题
电影、诗歌、故事、人
电影、小说
消息、成绩、新闻
生活
人、学生
肉、花、蔬菜、水果
方法
气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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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做一个表示动作过程的短语。做一个表示动作过程的短语。

说

听

看

写

住

玩儿

感冒

疼

咳嗽

翻译

学习

布置

喝

吃

工作

(得)
清楚、漂亮、快、多、
少、慢、好、厉害、很
忙、顺利

15 在下列空白处填入合适的汉字。在下列空白处填入合适的汉字。

网球 电话 人

扮 球

招呼 字 的

飞机 车 列车

电梯 出租
车

大巴 火车 小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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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习 饭 妈妈

功课 运动

朋友 家务 早操

学 网 年级

课 班

大学 车 飞机

生词

语法 口语

听力

支持

成功 成绩

帮助

房子 宿舍 宾馆

旅馆 农村

城里

关系

合作 学校

家庭

16  阅读短语并选择：(1)动作+动作对象，(2)定义 + 定
义对象，(3)动作+动作形式(动作形式+动作)

新鲜蔬菜 ( )
浪漫的爱情故事 ( )
精彩的电影 ( )
历史小说 ( )
蓝色的天空 ( )
主要问题 ( )

仔细地看 ( )
成为明星 ( )
健康的生活 ( )
练习口语 ( )
传统的方法 ( )
优秀的学生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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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支持 ( )
惊人的消息 ( )
开车 ( )
发生问题 ( )
永远的友谊 ( )
放弃学习 ( )
便宜的火车票 ( )
幸福的家庭 ( )
注意健康 ( )
富裕的人 ( )

喝咖啡 ( )

药品的效果 ( )
学习伙伴 ( )
采取措施 ( )
工作顺利 ( )
独立的生活 ( )
伟大的人 ( )
简单的问题 ( )
很热情的人 ( )
认真地学习 ( )
干燥的气候 ( )

第五课。第五课。你会不会讨价还价你会不会讨价还价

1 跟录音读。跟录音读。

质量很好　　　价格很高　　　样子很时髦
质量不好　　　价格很低　　　样子不时髦

生词：生词：
打折 dazhe
讨价还价 taojiahuanjia
号 hao
酸奶 suannai
奶酪 nailao
奶油 naiyou
鸡蛋 jdan

饼干 bnggan
粮食 liangshi
斤 jn
公斤 gongjn
块 kuai
盒 he
瓶 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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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读一读并说说丽丽买了什么。价格是多少？读一读并说说丽丽买了什么。价格是多少？

1. 你觉得丽丽去谁家做客？

2. 丽丽买了什么衣服？

3. 衣服怎么样？

3 比较一下白俄罗斯和中国的商店。比较一下白俄罗斯和中国的商店。

商店·商场·市场

白俄罗斯 中国

人多

价格贵

妈妈：你好！

我们在明斯克已经住一个星期了。这个城
市和北京不一样，比北京小，人没有北京多。

有一天我和玛莎一起去买了东西。在白俄
罗斯商场、市场大家都不讨价还价，真奇怪，
也没有意思！这里的商店和中国的不一样。在
中国新年或放假的时候，大、小商场都打折。
而在这里东西很贵，也不打折。但是东西都很
时髦，有很多名牌。我买了一条裙子，样式、
颜色都很好，很适合我。我很高兴！

向爸爸和贝贝问好！
祝你万事如意！

丽丽
2018年12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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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俄罗斯 中国

讨价还价

打折

4 听一听并选择正确答案。听一听并选择正确答案。

1. 玛莎在(白俄罗斯/中国)买东西。
2. 玛莎(会/不会)讨价还价。
3. 售货员(同意/不同意)给她打折。

5 听一听并选择正确答案。听一听并选择正确答案。

1. а. 质量不好 б. 很时髦 в. 卖得不好
2. а. 35 б. 36 в. 37
3. а. 黑色 б. 白色 в. 红色
4. а. 有点儿大 б. 有点儿小 в. 真合适
5. а. 三百元 б. 四百元 в. 两百元
6. а. 三百元 б. 四百元 в. 两百元

6 再听一遍并填空。再听一遍并填空。

玛莎：玛莎：小姐，我想买双… …。
售货员：售货员：您看看这… …。这种鞋子 近卖得不

错，… …很好，样子很… …。
玛莎玛莎：：有黑色的吗？

你穿多大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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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 货 员 ：售 货 员 ： 有 。 你 穿 多
少… …的？

玛莎：玛莎：我穿三十六码的。
售货员：售货员：我找一下。这是三

十六码的，给你。
玛莎：玛莎：可以… …一下吗？
售 货 员 ：售 货 员 ： 可 以 。 …  … 

… …吗？
玛莎：玛莎：我觉得有点… …。
售货员：售货员：你再试试这双。这双比那双… …一码。
玛莎：玛莎：这双真合适。多少钱？
售货员：售货员：… …元。
玛莎：玛莎：太… …了！能不能便宜一点儿？可以给

我… …吗？
售货员：售货员：不能打折！
玛莎：玛莎：那我不买了。我走了！
售货员：售货员：好吧！做个朋友！二百五十！… …给你了！
玛莎：玛莎：两百怎么样？
售货员：售货员：啊？！！好吧！下次再来！还要点儿什么？
玛莎：玛莎：谢谢，不要了！

7 回答问题。回答问题。

I. 你怎么回答？

1. 你想买点儿什么？
2. 你穿多少码的鞋？
3. 你喜欢什么颜色的？
4. 你穿这件衣服正合适。
5. 这件衣服很漂亮，而且很时髦，质量也很好。
6. 你还要点儿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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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您是售货员。您怎么回答？

а. 有没有我穿的连衣裙？
б. 你看我穿哪种颜色的好看？
в. 这双小了点儿，有大点儿的吗？
г. 我可以试试吗？
д. 能不能便宜一点儿？可以给我打折吗？
е. 质量怎么样？

8 游戏«我在中国讨价还价»。做对话。游戏«我在中国讨价还价»。做对话。

9 听一听并说说是不是大家都喜欢玛莎新买听一听并说说是不是大家都喜欢玛莎新买
的鞋。的鞋。

10  称赞一下你同学的衣服。别人称赞我们时， 称赞一下你同学的衣服。别人称赞我们时，
我们应该怎么做？我们应该怎么做？

11 连一连。连一连。

梨
李子
菠萝
橙子
橘子
香蕉
桃子
西瓜
哈密瓜
葡萄
樱桃

xgua
chengzi

juzi

lzi

putao

yngtao
l
taozi

boluo
hamgua
xiangji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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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回答问题。回答问题。

1.你喜欢吃水果吗？
2.你 喜欢的水果是哪一种？
3.你从来没吃过哪种水果？
4.你 不喜欢的水果是哪一种？

13 把食品分成六个小组。把食品分成六个小组。

酸奶
suannai

奶酪
nailao

奶油
naiyou

鸡蛋
jdan 饼干

bnggan

粮食
liangshi

斤
jn 公斤

gongjn

块
kuai

盒
he

瓶
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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菠萝·点心·可乐·西瓜·面包·牛奶·
肉·李·酸奶·香蕉·奶酪·苹果·汽水·橙
子·奶油·橘子·桃子·鱼·蛋糕·梨·糕·
葡萄·鸡蛋·樱桃·面条·粮食·果汁·饼
干·哈密瓜

饮料：
奶品：
水果：

面食：
点心：
其他：

14 说一说这些食品都在哪儿卖。说一说这些食品都在哪儿卖。

15 用这些«食品»填空。用这些«食品»填空。

斤/公斤 个 块 盒 瓶

… …

… …

… …

… …

… …

… …

… …

… …

… …

… …

16 听一听并选择正确答案。听一听并选择正确答案。

多少钱一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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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а. 中国 б. 白俄罗斯 в. 英国
2. а. 奶品 б. 面食 в. 水果
3.  а. 葡萄和香蕉 б. 葡萄和苹果

в. 香蕉和苹果
4. а. 一公斤 б. 两公斤 в. 两斤
5. а. 一公斤 б. 两公斤 в. 两斤
6. а. 苹果 б. 不要 в. 不知道

17 再听一遍并填空。再听一遍并填空。

售货员：售货员：您好！
顾客：顾客：你好！
售货员：售货员：您买什么？
顾客：顾客：我买水果。
售货员：售货员：您买什么水果？
顾客：顾客：我买葡萄。
售货员：售货员：你买多少？
顾客：顾客：多少钱一公斤？
售货员：售货员：… …卢布一公斤。
顾客：顾客：我买两公斤。
售货员：售货员：这是两公斤。给您，您还要什么？
顾客：顾客：我还要香蕉。
售货员：售货员：香蕉… …卢布一公斤。
顾客：顾客：我要一公斤。
售货员：售货员：这是一公斤，给您。要苹果吗？不要。
售货员：售货员：一共… …卢布。
顾客：顾客：这是… …卢布。
售货员：售货员：找您… …卢布。
顾客：顾客：谢谢，再见。
售货员：售货员：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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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游戏«买水果»。有的同学演买家，有的同学 游戏«买水果»。有的同学演买家，有的同学
演卖家。演卖家。

19 实践课«我的商店»。实践课«我的商店»。

1. 你喜欢逛什么商店？
2. 这是奶奶的花店。沥沥帮助奶奶卖花。看

图片说一说花店里有什么，价格。
3. 想一想您开自己的商店。您想卖什么？价

格是多少？准备图片说一说自己的商店。别忘了
打折 !

4. 介绍一下你的商店，去你同学的商店买东西。

汉字汉字

20 组词组组词组。

新鲜、浪漫、精彩、主要、永远、幸福、富
裕、干燥、简单、热情、健康、传统、惊人、历
史、独立、伟大、优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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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
问题
爱情
菜
故事
电影

人
态度
成绩
家庭
问题
歌曲

消息
学生
肉
诗歌
花
小说

方法
水果
气候
生活
友谊
原因

21 替换下列汉字来改变词的含义替换下列汉字来改变词的含义。

开车·坐车
做饭·吃饭
上课·下课
买苹果·卖苹果
掌握机会·放弃机会
生病·病好
南方·北方

上车·下车
上班·下班
老年人·中年人
去票房·去药房
房租·租房子
坐车·骑车
洗脸·洗手

22  基于对汉字部分含义的了解来猜测短语的含义。 基于对汉字部分含义的了解来猜测短语的含义。

包·饣… …

安排·生氵… …

采取·扌… …

表扬·子… …

参观·博… …

唱·哥… …

吃·饣… …

穿·衣… …

戴·眼… …

打·电… …

当·老… …

发·电… …

犯·扌… …

放·亻… …

感·兴走… …

换·钅… …

寄·亻… …

加·氵… …

练习·汉… …

了解·文… …

留下·影口… …

骑·自… …

取得·成… …

上·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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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讠… …

踢·足… …

提·问… …

通过·考… …

玩儿·游… …

下·王… …

享受·生… …

养·动… …

用·筷… …

掌握·木… …

种·植… …

注意·健… …

租·房… …

组织·活… …

坐·飞… …

做·家… …

23 阅读下列句子，区分汉字和词组的区别阅读下列句子，区分汉字和词组的区别。

我保证按时完成个工作。
没有人知道校长去那个地方的原因。
加油站附近不能打电话。
和中国人交流是练习口语的一个好方法。
我们应该采取哪些措施来保护动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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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单元6
城市和农村城市和农村

第一课。第一课。城市城市

1 加上需要的词素，组成词语加上需要的词素，组成词语。

… …馆
… …店
… …院

… …场
… …中心

2 连词语。连词语。

生词：生词：
教堂 jiaotang

邮局 youju
纪念碑 jnianbei
百货商场 
baihuoshangchang

出版社 chubanshe
停车场 tngchechang

展览中心 
zhanlanzhongxn
健身房 jianshenfang

药店 yaodian

酒店 jiudian
宾馆 bnguan
饭店 fandian
马戏院 maxyuan
海豚馆 haitunguan
剧场 juchang

电影院 dianyngyuan
桥 qiao
亲戚 qnqi

吸引 xyn
变化 bianhu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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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邮
纪念
百货
出版
停
展览
健
药
宾
马
海
剧
电

中心
碑
身房
堂
商场
局
社
车场
影院
戏院
豚馆
场
馆
店

3 请说一说地图上画的什么楼。请说一说地图上画的什么楼。

例: 例: 地图上画的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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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说一说画楼的位置。说一说画楼的位置。

例 1: 动物园在图书馆右边。

例 2: 我住的楼旁边有… …。

5 听录音找一找需要的楼听录音找一找需要的楼 (看图片任务看图片任务3)。

6 看地图一起找一找你需要的楼看地图一起找一找你需要的楼(看图片任务看图片任务3)。

例:例:
学生1: (去/到)… …怎么走？

学生2:  先直走，然后往… …拐，… …就在你
的… …边。

7 猜一猜猜一猜(看图片任务看图片任务3)。

例:例: – 你的右边是医院吗？
 – 是/不是/对/不对。
 – 你的左边是酒店吗？
 – … …。
 … …

8 填空。填空。

1. 大家一般在… …买药。
2. 大家一般在… …做运动。
3. 大家一般在… …吃饭。
4. 大家一般在… …看病。
5. 大家一般在… …买东西。

邮局 市场 商店 百货商场 桥 展览中心
健身 房 医院 药店 饭店 银行 酒店 宾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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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大家一般能在… …休息几天。
7. 大家一般能在… …看画儿。
8. 大家一般在… …买蔬菜、水果。

9 听录音猜一猜这是什么地方。听录音猜一猜这是什么地方。

10 读一读并说说这个学生想去哪儿，为什么。读一读并说说这个学生想去哪儿，为什么。

我的爱好是旅游，有时我跟爸爸妈妈一起去
不同的国家和城市，但是我去过的城市还是不多，
莫斯科、基辅、北京、香港。我的梦想是去上海。

1

2

3

4

5

6

7

8

9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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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是 吸引我的城市，
它是一座美丽的城市。那里
不但有我的亲戚，还有很多
吸引我的地方，比如上海有
很多公园、商店、展览中
心、百货商场、纪念碑、桥
等。如果有机会，我非常想去上海看看，看它和
照片里的上海有没有变化有没有区别，我决定它
一定让我满意。

我还想看上海的外滩、有名的明珠电视塔、
逛街，在百货商场和旁边的步行街南京路买东
西… …。

上海很热闹。我喜欢热闹的城市，我喜欢上海。

11 同意不同意(根据课文第同意不同意(根据课文第10题)。题)。

1. 她很喜欢旅行。
2. 上海有很多吸引她的东西。
3. 上海没有她的亲戚。
4. 她想在百货商场和商场旁边的步行街买东西。
5. 她去过上海。

12 听录音说一说作者提到什么地方听录音说一说作者提到什么地方。

13 你去过哪些城市？你去过哪些城市？

例:例:
1. 这个城市位于… …。
2. 我去过/没去过… …。
3. 我去过…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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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我认为… …是一座美丽的城市，有很多名
胜古迹。

5. 图片上我们能看到… …。

华盛顿
Hushngdun

东京
Dngjng

纽约
Niuyu

基辅
Jfu

莫斯科
Msk

巴黎
Bl

北京
Beijng

罗马
Lum

伦敦
Lndn

悉尼
X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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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阅读下面的语句，说说你自己的看法。阅读下面的语句，说说你自己的看法。

1. 每个人都喜欢自己的城市。
2. 白俄罗斯的首都很美。
3. 中国的城市很大。
4. 大城市有很多学校、邮局、饭馆儿、饭

店、市场、商店。
5. 大城市有很多可以玩儿的地方。
6. 大城市有很多漂亮的地方。
7. 每一座大城市都有电影院、图书馆、医

院、印刷厂。

15 填空，说一说你喜欢的城市。填空，说一说你喜欢的城市。

我去过的城市不多，有… …、… …等，但是
吸引我的是… …。那里不仅有… …，也有… …。

如果有机会，我还想到… …看看。看… …，
看… …。我还想看… …、… …；在… …；在旁边的
步行街… …。

… …很… …。我很喜欢… …。

16 按照下面的计划说一说你 想去的城市。按照下面的计划说一说你 想去的城市。

1. 我去过的城市很多/不多/不少/少，有… …

… …。
2. 我觉得… …是… …。
3. 那里有我的亲戚，还有… …。
4. 如果你问我我 想去的城市，我一定回

答… …。
5. 我非常想去看… …，因为… …。
6. 我喜欢那里的… …。
7. 我朋友说这个城市也有很多… …。
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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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法语法

17 语法学习。语法学习。

1. Глагол 让 让 rng используется в китайском 
языке для выражения позволения либо принуж-
дения сделать что-либо. Глагол 请 请 qng служит 
для выражения просьбы сделать что-либо.

2. Конструкция 别 别 + глагол + 了 了 обознача-
ет запрещение сделать что-либо.

Например:
а) 不要让人找你。Не заставляйте людей ис-

кать вас. 
б) 妈妈不让我参加晚会。Мама не разреша-

ет мне пойти на вечеринку. 
в) 我请你帮我。Я прошу тебя помочь мне. 
г) 别忘了送她花。Не забудь подарить ей 

цветы. 
3. Удвоение глагола применяется для выра-

жения кратковременного одноразового действия, 
как, например, «一下» после глагола. Удвоение 
глагола происходит по формуле АА или АВАВ. 
Например: 看看，说说，介绍介绍.

1. Дзеяслоў 让 让 rng ужываецца ў кітайскай 
мове для перадачы дазволу ці прымуса зрабіць 
што-небудзь. Дзеяслоў 请 请 qng служыць для пе-
радачы просьбы зрабіць што-небудзь.

2. Канструкцыя 别 别 + дзеяслоў + 了 了 абазна-
чае забарону зрабіць што-небудз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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Напрыклад:
а) 不要让人找你。Не прымушайце людзей 

шукаць вас.
б) 妈妈不让我参加晚会。Мама не дазваляе 

мне пайсці на вечарынку.
в) 我请你帮我。Я прашу цябе дапамагчы мне.
г) 别忘了送她花。Не забудзь падарыць ёй 

кветкі.
3. Падваенне дзеяслова ўжываецца для пе-

радачы кароткачасовага аднаразовага дзеяння, 
як, напрыклад, «一下» пасля дзеяслова. Падва-
енне дзеяслова адбываецца па формуле АА або 
АВАВ. Напрыклад: 看看, 说说, 介绍 介绍。

18 请中国朋友帮助你。请中国朋友帮助你。

例:例: 我请你… …。

19 说你妈妈不让你做什么说你妈妈不让你做什么。

例:例: 妈妈经常不让我去… …。

20 说妈妈禁止你做什么说妈妈禁止你做什么。

例:例: 我妈妈经常说：«别… …了  »

汉字汉字

21 阅读并翻译阅读并翻译。

1. … …三十八岁
2. 用筷子吃饭

3. 病了
4. 不参观美术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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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不太忙
6. 不在包里
7. 唱得好
8. 房间里没有… …

9. 非常热
10. 给朋友买一件礼物
11. 很冷
12. 教学生语法
13. 看新闻
14. 可以去上课
15. 练习口语
16. 没有自行车
17. 能帮助你
18. 漂亮极了
19. 请朋友去吃饭
20. 觉得很舒服

21. 去医院看病
22. 让姐姐做饭
23. … …5,9元
24. 是5月10号
25. 是公司的工作人员
26. 是星期一
27. 给他介绍中国文化
28. 说汉语
29. 听录音
30. 挺好
31. 写汉字
32. 用电脑打字
33. 有一只猫
34. 在博物馆有
35. 在大学学习
36. 桌子上有… …

22 组短语并阅读。组短语并阅读。

… …筷子吃饭
… …公司工作
房子… …有
在松树… …

吃… …多
… …一个浪漫的故事
… …热情
… …椅子上
书包… …没有
朋友… …帽子

… …餐厅吃饭
写… …漂亮
… … 孩子送礼物
… …体育馆锻炼
没… …汉语课
舒服… …

… …老师帮助我
… …开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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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选择正确的译文并朗读。选择正确的译文并朗读。

在图书馆借书
在图书馆

(在)桌子下有
在桌子下

用一下手机
用手机发电子邮箱

书包里没有
不在书包里

在医院看病
去医院看病

会游泳
能游泳

病了
看病了

让学生去那儿
请学生去那儿

给儿子买一顶帽子
给儿子一顶帽子

吃饭
吃完饭

送给他一件礼物
给她送一件礼物

находиться в библиотеке / 
знаходзіцца ў бібліятэцы

находиться под столом / 
знаходзіцца пад сталом

воспользоваться мобильным 
телефоном / скарыстаць 
мабільны тэлефон

находиться не в сумке / 
знаходзіцца не ў сумцы

пойти в больницу на осмотр / 
пайсці ў бальнiцу на агляд

смочь поплыть / змагчы па-
плыць

заболел / захварэў

отправить туда студентов / 
адправіць туды студэнтаў

дать сыну шапку / даць 
сыну шапку

закончить есть / скончыць 
есці

подарить ей подарок / пада-
рыць ёй падаруна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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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阅读下列句子，找出句子成份。阅读下列句子，找出句子成份。

1. 我们班的同学昨天去酒吧玩儿了。
2. 我妹妹的房间里没有椅子。
3. 我买的比萨饼在桌子上。
4. 我常常去我家附近的理发店。
5. 我家的人一般坐火车去我奶奶住的村子。
6. 我觉得很冷。
7. 我哥哥的女朋友很会说汉语。
8. 明天过生日的一个朋友给我打了一个电话
9. 我送给我男朋友他 喜欢的茶吧。

10. 老师问了我们很多历史方面的问题。
11. 这些漂亮的苹果10块。
12. 坐在我对面的那个女孩子唱得真棒！
13. 我外婆是一个很不会说话的人。
14. 妈妈让我去一个很大的商场

第二课。第二课。明斯克明斯克

生词：生词：
座 zuo
大街 dajie
老城 laocheng
歌剧芭蕾舞大剧院 gejubaleiwudajuyuan
高尔基儿童公园 Gaoerjertong Gongyuan
切柳斯金公园 Qieliusjn Gongyuan
植物园 zhwuyuan
国家图书馆 Guojia tushuguan
胜利广场 Shengl Guangch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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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说一说附近的名胜古迹。说一说附近的名胜古迹。

例: 例: 老城和泪岛。

泪岛 Lei dao
火车站 huochezhan
动物园 dongwuyuan
马戏团 maxtuan
拖拉机厂 tuolajchang
白俄罗斯国家艺术博物馆 Bai’eluos guojia 

yshu bowuguan
白俄罗斯国家音乐厅 Ba i’e luo s  guo jia  

ynyue tng
冰上体育馆 bngshangtyuguan
音乐厅 ynyuetng
«明斯克–阿列纳» 体育运动中心 

«Mngske – Aliena» tyu yundong zhongxn 
«吉那摩»体育场 «Jnamo»tyuch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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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用三个地方组成你觉得 好的旅游路。用三个地方组成你觉得 好的旅游路。

例：例：马戏团，然后动物园，然后白俄罗斯国
家艺术博物馆

3 说一说你去过明斯科的哪些地方。说一说你去过明斯科的哪些地方。

例：例：我去过白俄罗斯国家音乐厅，没去过拖
拉机厂。

4 说说你同学去/没去过哪些地方。说说你同学去/没去过哪些地方。

例：例：玛莎刚才说她去过歌剧芭蕾舞大剧院，
没去过老城

5 说一说你想去什么地方。说一说你想去什么地方。

例：例：我自己想去植物园看不同的漂亮植物

6  再看一遍地图说一说那些人想去哪儿(第一题 再看一遍地图说一说那些人想去哪儿(第一题
地图)。地图)。

例：例：穿黄毛衣的人很想去明斯克植物园。

7 听录音说说他没去过哪儿。听录音说说他没去过哪儿。

8 看表说一说玛莎参观这些地方多少次。看表说一说玛莎参观这些地方多少次。

地方地方 有时有时 很少很少 从来从来 总是总是 经常经常

老城 

歌剧芭蕾舞大
剧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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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地方 有时有时 很少很少 从来从来 总是总是 经常经常

高尔基儿童公
园



切柳斯金公园 

植物园 

国家图书馆 

胜利广场 

泪岛 

火车站 

动物园 

马戏团 

教堂 

拖拉机厂

白俄罗斯国家
艺术博物馆



白俄罗斯国家
音乐厅



冰上体育馆 

音乐厅 

«明斯克-阿列
纳»体育运动中
心



«吉那摩»体育
场



9 完成句子，猜一猜这个人描写的是什么地方。完成句子，猜一猜这个人描写的是什么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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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热闹的地方… …。
2. 安静的地方… …。
3. 漂亮的地方… …。
4. 有名的地方… …。
5. 长的大街… …。
6. 动物住的地方… …。
7. 有很多花的地方… …。
8. 有很多书的地方… …。
9. 有很多画儿的地方… …。

10. 演员演的地方… …。

10 完成句子。完成句子。

1. 明斯克是… …。
2. 明斯克的人口有… …。
3. 北京人口比… …。
4. 我觉得明斯克很安静，但是… …。
5. 明斯克是一座很漂亮的城市，有很多名胜

古迹，比如 … …。
6. 在明斯克我 喜欢的地方… …。
7. 我每天都去… …。
8. 我很想去… …。
9. 商人经常… …。

10. 在明斯克我有很多… …。

11 填空说一说明斯克市。填空说一说明斯克市。

我住在明斯克已经… …。明斯克是一座… …的
城市，是白俄罗斯的… …。明斯克有… …人，面积
是… …。北京人口比明斯克人口… …。我觉得明斯
克很… …，但是有时路上很… …，特别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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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斯克有很多… …，比如… …。在明斯克我
喜欢的地方是… …。我每天都去那儿… …，… …。
我很想去… …。商人经常来白俄罗斯… …。

12 听录音完成故事(听录音完成故事(2–3 个句子)个句子)。

13 想一想旅游路线。想一想旅游路线。

语法语法

14 语法学习。语法学习。

Вопросительное слово 几几 (сколько?) также 
может употребляться в значении «несколько». 

Например: 

今年我们中学的几个学几个学生生去了中国。

几 + счётное слово + существительное

В этом году несколько учеников из нашей 
школы ездили в Кита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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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明斯克只有几百万人口几百万人口。

几 + «十/百/千/万» + счётное слово + суще-
ствительное

Я думаю, в Минске проживает несколько 
мил лионов человек. 

Пытальнае слова 几几 (колькі?) таксама можа 
ўжывацца ў значэнні «некалькі». 

Напрыклад: 

今年我们中学的几个学几个学生生去了中国。

几 + падліковае слова + назоўнік

У гэтым годзе некалькi вучняў з нашай шко-
лы ездзілі ў Кітай.

我认为，明斯克只有几百万人口几百万人口。

几 + «十/百/千/万» + падліковае слова + 
назоўнік

Я лiчу, у Мінску пражывае некалькі мільёнаў 
чалавек. 

15 在白俄罗斯城市住着多少人，用«几»表示。在白俄罗斯城市住着多少人，用«几»表示。

例:例: 我认为，布列斯特只有几万人口.

16 说一说多少人参观明斯克的名胜古迹。说一说多少人参观明斯克的名胜古迹。

例: 例: 每年有几万人参观米尔城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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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用这个表说说明斯克市。用这个表说说明斯克市。

面积 人口

明斯克

去/没去过的地方 名胜古迹

第三课。第三课。我喜欢去奶奶家我喜欢去奶奶家

1 用生词描写图片。用生词描写图片。

生词生词：
农户 nonghu 
牲畜 shengchu
土地 tud
蔬菜 shucai
污染 wuran
邻居 lnju
自由 zyou
车水马龙 che shu ma long
养 yang

呼吸
新鲜
高楼大厦
严重 yanzhong
轻松 qngsong
新鲜 xnxian
安静 anjng
热闹 renao
风景 fengj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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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听录音说说奶奶养什么动物听录音说说奶奶养什么动物。

3 说一说你奶奶养说一说你奶奶养/种什么种什么。

例:例: 
– 你奶奶/外婆养鸭子吗？
– 不，我奶奶/外婆养… …。
– 你奶奶/外婆种黄瓜吗？
– 对，我奶奶还种… …。

4 说一说你想你奶奶养什么说一说你想你奶奶养什么。

例: 例: 我想我奶奶/外婆养… …，种… …。

5 听录音选择描写的房子听录音选择描写的房子。

6 读一读说玛莎在喜欢哪儿过暑假，为什么。读一读说玛莎在喜欢哪儿过暑假，为什么。

夏天我喜欢住在农村，在我奶奶家。奶奶养
公鸡、母鸡、火鸡和鸭子。她种黄瓜、甜椒、茄
子、辣椒和草莓。可能因为我从小生长在城市，
所以我非常喜欢农村。我喜欢农村的气味，喜欢
农村的街道，喜欢农村的鸡鸭，也喜欢农家门口
的牲畜。那里有很多土地，可以种很多很多的蔬
菜。农村的空气非常好，没有污染，对身体很好。
在农村人们的关系很好。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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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城里有些人住在同一栋楼里，有的人住
一个楼层，但是互相不认识，孩子们玩的地方也
没有，因为楼下是停车场，农村的孩子可以在很
多地方玩，他们的自由更多。

我喜爱农村，那儿没有高楼大厦，没有车水马龙。
我爱农村，农村的风景非常好！我每天都可

以呼吸新鲜的空气，可以在河里游泳，还可以帮
助奶奶种蔬菜，浇花，采浆果。

我很喜欢住在农村。

7 看图片说一说奶奶养看图片说一说奶奶养/种什么。种什么。

例:例: 奶奶种… …，养 (yang)… …。

南瓜
nngu

甜椒
tinjio

茄子茄子
qizi

辣椒
ljio

草莓
comi

大蒜
dsun葱

cng

羊
yng

蜜蜂
mfng

鹅


母鸡
mj

鸭子
yzi

火鸡
huoj

公鸡
gng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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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回答问题。回答问题。

1. 她怎么帮助奶奶？
2. 她奶奶养什么动物？
3. 她奶奶种什么蔬菜？
4. 农村有什么好处？
5. 她觉得农村生活怎么样？

9 填空，说一说你怎么帮助你奶奶填空，说一说你怎么帮助你奶奶/外婆外婆。

我奶奶/外婆住在农村。我喜欢农村的… …，
喜欢农村的街道，喜欢农村的… …。这里有很
多… …，可以种很多很多的… …和… …。农村
的… …好，… …可以说没有，农村人的… …好。

现在城里有些人住同一个楼层，但是互相不… …

孩子们玩的地方也没有，因为楼下是… …。农村孩
子的… …多。

农村没有… …，没有… …。
我每天都… …的空气，帮助奶奶… …，… …… …。

10 听录音说说为什么奶奶喜欢住在农村听录音说说为什么奶奶喜欢住在农村。

例: 例: 奶奶喜欢住在农村，因为… …。

11 描写奶奶的房子和每天在农村的生活。描写奶奶的房子和每天在农村的生活。

例：例：我奶奶/外婆住两层
的房子… …。屋顶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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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说一说你对在农村生活的看法，用下面的 说一说你对在农村生活的看法，用下面的
句子。句子。

1. 因为我从小生长… …。
2. 她喜欢农村的… …。
3. 这里有好多的… …。
4. 农村的空气… …。
5. 农村人… …。
6. 现在城里… …。
7. 小孩… …。
8. 她喜爱农村，没有… …。
9. 她每天都帮助奶奶… …。

13 说说你更喜欢住哪儿，在城市或在农村，为什么说说你更喜欢住哪儿，在城市或在农村，为什么

我奶奶住在农村。放假的时候我经常去她家
玩儿。我很喜欢，农村因为… …。

14 听录音选择正确的回答。听录音选择正确的回答。

1. а. 呼吸新鲜的空气 б. 种花 в. 种树
2. а. 离这儿远 б. 美丽 в. 太小了
3.  а. 有很多公园 б. 有很多人

в. 有很多好玩儿地方

城市生活在我奶奶家气味街道鸡鸭农家

门口的牲畜土地种养空气污染身体关系住同

一栋楼的孩子们玩的地方车自由高楼大厦车

水马龙农村风景呼吸鲜的空气河浇花采浆

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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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а. 可以吃甜食 б. 可以吃新鲜的蔬菜和水果      
в. 可以吃新鲜的鱼

15 读一读并填空。读一读并填空。

在白俄罗斯的农村到处都
是… …的森林和… …的草原。
白俄罗斯没有海洋，也没有高
山，但是有很多河流和湖泊。
湖泊… …，河流… …。风景
多… …呀！蓝色的天空中小
鸟… …地飞来飞去。绿色的草地上牛羊成群。夏天
可以在河里、湖里游泳、钓鱼。冬天可以在森林
里… …。

这样的生活让人觉得很舒服，很轻松。所以
越来越多的人在城外盖别墅。他们喜欢在城里生
活，在城… …上班。

16 完成句子。完成句子。

1. 农村的风景… …。
2. 蓝蓝的天空上有… …。
3. 草地上… …。

轻松 qngsong  成群 chengqun
盖 gai  别墅 bieshu

茂密 清澈 愉快 绿色 的 美丽
辽阔 外 滑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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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农村夏天可以… …，冬天可以… …。
5.  很多人喜欢在城外盖别墅，因为… …。

语法语法

17 语法学习。语法学习。

Предлог 把把 (ba) используется в китайском 
языке для того, чтобы сказать об изменении со-
стояния какого-либо объекта, его перемещении, 
изменении, при этом акцент делается именно на 
объекте и действии, которое с ним совершается. 

Структура предложения с предлогом 把 вы-
глядит так: подлежащее + модальный глагол + 

把+ объект + сказуемое + 了.
Например: 

玛莎把把院子打扫干净了。

подлежащее + модальный глагол + 把 + объект 

+ сказуемое + 了.

Маша чисто убрала двор.

Внимание! Объект двор изменился, его чи-

сто убрали. Предлог 把 стоит обязательно перед 
объектом (убрала (что?) двор), значит, объект – 

двор 马莎把院子院子打扫干净了. После объекта сле-
дует действие (сказуемое, выраженное глаголом) 

马莎把院子打扫打扫(убирать)干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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Рассмотрим два диалога:
1. А: 你去做什么了？Куда ты ходил(а)?
 Б: 我去还书了。Я ходил(а) возвращать книгу.
2. А:  你的书呢？怎么不在这儿了？ Твоя книга? 

Почему она не здесь?
 Б:  我把书还了。Я вернул(а) книгу. (Сейчас 

ты не можешь найти эту книгу.)
Во втором диалоге с книгой осуществили дей-

ствие перемещения, важно, что она изменила своё 
местоположение, над объектом осуществили дей-
ствие, в отличие от первого диалога, где важно, 
куда человек ходил, а не что происходит с книгой.

Внимание! Не все глаголы могут употреб-
ляться в предложениях с предлогом 把. Глаголы 
有、在、是、来、去、回、喜欢、觉得、知道 
не употребляются с предлогом 把.

Прыназоўнік 把 (ba) ужываецца ў кітайскай 
мове для таго, каб сказаць аб змене становішча 
якога-небудзь аб’екта, яго перамяшчэнні, змене, 
пры гэтым акцэнт робіцца менавіта на аб’екце і 
дзеянні, якое з ім ажыццяўляецца.

Структура сказа з прыназоўнікам 把 выгля-
дае так: дзейнік + мадальны дзеяслоў + 把 + 
аб’ект + выказнік + 了.

Напрыклад:
玛莎把把院子打扫干净了。

дзейнік + мадальны дзеяслоў + 把 + аб’ект + 
выказнік + 了.

Маша чыста прыбрала дво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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Увага! Аб’ект двор змяніўся, яго чыста прыбра-
лі. Прыназоўнік 把 стаіць абавязкова перад аб’ектам 
(прыбрала (што?) двор), значыць, аб’ект – двор 马莎
把院子院子打扫干净了. Пасля аб’екта ідзе дзеянне 
(выказнік, які выражаны дзеясловам) 马莎把院子
打扫打扫(прыбіраць)干净了.

Разгледзім два дыялогі:
1. А: 你去做什么了? Куды ты хадзіў(ла)?
 Б: 我去还书了. Я хадзіў(ла) вяртаць кнігу 
2. А:  你的书呢? 怎么不在这儿了? Твая кніга? 

Чаму яна не тут?
 Б:  我把书还了. Я вярнуў(ла) кнігу. (Цяпер ты 

не можаш знайсці гэтую кнігу.)
У другім дыялогу з кнігай ажыццявілі дзеян-

не перамяшчэння, важна, што яна змяніла сваё 
месцазнаходжанне, над аб’ектам здзейснілі дзеян-
не, у адрозненне ад першага дыялогу, дзе важна, 
куды чалавек хадзіў, а не што адбываецца з кнігай.

Увага! Не ўсе дзеясловы могуць ужывацца 
ў сказах з прыназоўнікам 把. Дзеясловы 有、
在、是、来、去、回、喜欢、觉得、知道 не 
ўжываюцца з прыназоўнікам 把.

18 用“把”字句完成句子。用“把”字句完成句子。

1. 我把书忘… …。
2. 我朋友… …书给他… …。
3. 他把衣服… …。
4. 我们把书… …。
5. 他们把东西… …。
6. 丽丽把水… …。
7. 老师把笔… …。

132
Правообладатель Вышэйшая школа



8. 我把她的生日… …。
9. 妈妈把茶… …。
10. 爸爸把饺子… …。

19 用“把”字句造句子。用“把”字句造句子。

1. 了 他 把 给 我 书
2. 他 们 衣 服 把 了 洗
3. 茶 姐 姐 了 把 喝
4.  生 日 她 把 了 朋 友 我 妈 妈 的 忘
5.  弟 弟 东 西 吃 把 了

20 选择可以用“把”字句的动词造句。选择可以用“把”字句的动词造句。

给 忘 有 洗 在 是 吃 喝 来 去 回 喜 欢 
觉 得 知 道

21 用“把”字句说说这些句子。用“把”字句说说这些句子。

1. 我忘了他的生日。… …

2. 今天他洗了衣服。… …

3. 她喝了茶。… …

4. 我弟弟吃了东西。… …

5. 我还了书。… …

22 用“把”字句描写图片。用“把”字句描写图片。

例: 例: 她把茶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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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课。第四课。我想住在… …我想住在… …

1 造句。造句。

水果
城市

散步的地方
农村
车
空气
蔬菜
房子
土地

玩儿的地方

非常
不太
很
不

好吃
鲜
大
小
好
热闹
美
安静
多
少

例: 例: 我想住在城市，因为… …。
 我想住在农村，因为… …。

生词生词：
同意 tongy
优点 youdian

缺点 quedian
自己 z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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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听录音完成句子。听录音完成句子。

1. 我很喜欢住在… …。
2. 夏天我常常去农村… …。
3. 我奶奶住在两层的… …。
4. 我很喜欢和奶奶一起种… …。
5. 我奶奶养… …。

3 读一读并填表说一说城市和农村的优点和缺点。读一读并填表说一说城市和农村的优点和缺点。

城市城市 农村农村

优点优点 缺点缺点 优点优点 缺点缺点

– 玛莎，夏天你喜欢住在农村吗？
– 我喜欢住在农村，因为我认为农村的空气

好，没有污染，对身体好。我能吃我自己钟的蔬
菜。我奶奶养很多公鸡、母鸡、鸭子和火鸡。我
喜欢跟它们一起玩儿。

– 但是城里的生活更有意思。城里有很多可
以玩儿的地方，比如电影院、公园、游乐园、剧
院、植物园、动物园、、图书馆等。

– 农村没有高楼大厦,  没有车水马龙，没有停
车场。

– 我同意，现在城里很多人住在同一栋楼里，
孩子们玩的地方也没有，因为楼下有很多车。

– 农村的风景很漂亮，我每天都能呼吸新鲜
空气，采浆果。

– 夏天我也喜欢去农村。我想请你这个夏天
和我一起去我奶奶家，怎么样？

–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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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用下面的结构说说对话的内容。用下面的结构说说对话的内容。

5 比较城市和农村。比较城市和农村。

例: 例: 城市比农村热闹多了。

6 问问你的同学他们更喜欢住哪儿，为什么。问问你的同学他们更喜欢住哪儿，为什么。

例: 例: – 我奶奶住在农村，我每个夏天都去她
家玩儿。在那儿，我可以呼吸新鲜空气，帮助奶
奶种蔬菜，养牲畜，你呢？

– 我觉得/认为(renwei) … …。

名字名字 夏天我喜欢去……夏天我喜欢去…… 因为……因为……

… …比… …点儿 / 得多 / 多了。
… …跟… …一样/不一样… …

– 我认为(renwei)… …。

– 比如(bru)… …。

– … …因为… …。

– 对… …好。

– 我觉得… …。 – 我同意(tongy)… …。

– … …，但是(dansh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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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用这些词语说说你更喜欢住哪儿。用这些词语说说你更喜欢住哪儿。

8 说说同意不同意下列句子。说说同意不同意下列句子。

1. 我认为大城市都很热闹。
2. 我觉得农村的空气很好，没有污染。
3. 我认为农村很安静。
4. 夏天很多孩子去农村。
5. 城里的生活很有意思。
6. 农村的风景很漂亮。
7. 大城市有很多可以玩儿的地方，比如 … …。

9 读一读并完成下面的句子。读一读并完成下面的句子。

城里的生活 农村的生活

… … … …

空气

土地

车水马龙

污染

养牲畜 种蔬菜

农家邻居

自由 孩子们玩儿的地方

家畜 jiachu  自己 z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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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可以在游泳池游泳。
2. 可以在河里、湖里游泳。
3. 可以在森林、草地上骑自行车。
4. 可以在街上、公园骑自行车。
5. 如果自己种蔬菜、水果，养家畜，就能吃

到新鲜的蔬菜、水果、肉。
6. 有很多名胜古迹和其他的地方可以玩儿。
7. 有很多绿色的草地、茂密的森林、清澈的

河流和湖泊。
8. 有新鲜的空气。
9. 污染问题很严重。

10. 汽车、人很多，很热闹。
11. 可以找到好工作。
12. 汽车少，人也少，很安静。

10  辩论。(分成两组。A组捍卫«城里生活比农村
生活好»的观点。B组捍卫«城里生活不比农村
生活好。» 的观点。依次从每个小组中，有一
位代表提出支持其立场的论点。哪个小组已
经结束了争论就算输了。)

А 组: 是啊，… …

我同意 (tongy),我觉得… …是对的。
我觉得… …说得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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Б 组:
… …不好，… …

我不同意，我觉得… …

… …是不对的。
我觉得… …说的不对，… …

11 «我理想的城市/村庄。»«我理想的城市/村庄。»

(分成两组，分组(以书面形式)思考和描述理
想的城市/村庄应该是什么。然后每个小组(口头
上)假设对方队员写作/组成。猜测出对方队伍的
更多特征的队伍获胜)

语法语法

12 语法学习。语法学习。

В китайском языке время указывается от 
большего промежутка к меньшему.

Например:  明天早上七点我起床。
Обратите внимание на обстоятельство време-

ни в этом предложении. 明天早上七点明天早上七点我起床。

У кітайскай мове час называецца ад больша-
га прамежку да меншага.

Напрыклад: 明天早上七点我起床。
Звярнiце ўвагу на акалічнасць часу ў гэтым 

сказе. 明天早上七点明天早上七点我起床。

13 说一说你在奶奶家的一天。说一说你在奶奶家的一天。

1. … …8 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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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早上… …点… …。
3. … …12点我… …。
4. … …下午2点… …。
5. 晚上… …我… …。

14 说一说你在城市的一天。说一说你在城市的一天。

1. 早上… …点… …。
2. … …点… …。
3. 中午… …点… …。
4. 下午… …点… …。
5. 晚上… …点… …。

第五课。第五课。自行车王国自行车王国

1 回答问题。回答问题。

1. 你知道哪些交通工具？
2. 你住的地方使用得 多的是哪种交通工具？
3. 这些交通工具是不是很环保？
4. 你住的地方经常堵车吗？
5. 堵车严重不严重？

生词：生词：
交通工具 
jiaotonggongju
环保 huanbao
堵车 duche
越来越 yue laiyue
辆 liang
王国 wangguo

潮水 chaoshu
校园 xiaoyuan
继续 jxu 
驾驶证 jiashzheng
好修 haoxiu
安全 anq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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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读一读一读并说说中国人是怎么称呼中国的。读并说说中国人是怎么称呼中国的。

中国骑自行车的人非常多，所以人们说中国
是«自行车王国»。

在中国的城市里，上下班的时候，大街上的
自行车就像潮水一样。买一辆自行车只要几百元，
很便宜，所以很多中国家庭几乎每个人都有一辆
自行车。中国大学的校园都很大，很多大学生都
有自行车。在美国和欧洲，人们骑自行车常常是
为了锻炼身体，而在中国，自行车主要是交通工
具。自行车非常环保，有很多优点。近年来，中
国的小汽车越来越多，大城市的堵车也越来越严
重。真希望中国继续做一个«自行车王国»。

3 同意不同意。同意不同意。

1. 中国是«自行车王国»，因为中国的自行车
好。

2. 在中国，现在买一辆自行车不会花很多
钱。

3. 欧洲人、美国人骑自行车的原因和中国人
一样。

4. 中国大城市的堵车越来越严重。
5. «我»觉得中国应该有更多的小汽车。

4 完成句子并说说为什么中国人喜欢骑自行车。完成句子并说说为什么中国人喜欢骑自行车。

因为… …自行车的人非常多，所以有人说中国
是«自行车王国»。

在中国的… …里，上下班的时候，大街上的自
行车就像潮水一样。买一… …自行车只要几百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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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便宜，所以很多中国家庭几乎每个人都有一
辆… …。中国大学的校园都很大，很多大学生都有
自行车。在美国和欧洲，人们骑自行车常常是为
了… …身体，而在中国，自行车主要是… …。自行
车非常… …，有很多优点。近年来，中国的小汽
车… …多，大城市的… …也越来越… …。真希望中
国继续做一个«自行车王国»。

5 回答问题。回答问题。

1. 欧洲人骑自行车主要是为了什么？
2. «我»为什么希望中国继续做一个«自行车王

国»？
3. 你对自行车有什么看法？自行车是一种交

通工具还是锻炼身体的工具？
4. 你常常骑自行车吗？
5. 你 常用哪种交通工具？

6 对你来说自行车有什么优点和缺点对你来说自行车有什么优点和缺点

自行车自行车

优点 缺点

… … … …

堵车 严重 环保 交通工具 城市
自行车 骑 锻炼 越来越 辆

慢 环保 便宜 方便 锻炼身体的工具 容易学
会 不 需要驾驶证 好修安全 (不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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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实践课«我的梦想之城»。

A. 很轻松空气新鲜
 安静热闹
 风景美丽
 人多/不多
Б.看看贝贝的海报，告诉我们他想住哪个城市。
由海的美丽的现代豪宅有棕榈树的。在海浪

附近摆动游艇，人们骑冲浪，许多漂亮的汽车。
大型漂亮的狗跑来跑去，很多人都在洗澡。岸边
有很多咖啡馆，音乐家都在玩。

В.画你的海报。
Г.想象使用海报你梦想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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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单元7
旅游旅游

第一课。第一课。在白俄罗斯旅行在白俄罗斯旅行

1 组词。组词。

第聂伯
涅曼
大
小
黄

河

黄
华
太
大
小
捷尔任斯克

山

大
小
纳拉奇
西

湖

生词：生词：
州 zhou
位于 weiyu
人口 renkou
面积 mianj
官方语言 
guanfangyuyan
平方公里 
pngfanggongl
之一 zhy
气温 qwen

风景 fengjng
名胜古迹 mngshengguj
捷尔任斯克山 Jie er ren 
ske shan
第聂伯河 dniebohe
涅曼河 niemanhe
纳拉奇湖 nalaqhu
水库 shuku
平均 pngj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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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看地图说说作者用什么颜色画白俄罗斯州看地图说说作者用什么颜色画白俄罗斯州。

例:例: 地图上红色的部分是莫吉廖夫州。

3 比较一下白俄罗斯各州。比较一下白俄罗斯各州。

例: 例: 格罗德诺州比比明斯克州小。戈梅利州是
大的州。

4 看地图说出白俄罗斯的名胜古迹。看地图说出白俄罗斯的名胜古迹。

布列斯特要塞
Blist yosi

鲁勉采夫 - 
帕斯克维奇宫
Lumiancaifu – 

pskweiq 
gng

新格鲁多克城堡
Xngeluduk chengbao

涅斯维斯城堡
Nisweis chengbao

波洛茨克索非亚大教堂
Bluocksufiy 

djiotng

米尔城堡
Mer chengbao

纳拉奇湖
Nlaq h

涅曼河
Nimn 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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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看地图说出白俄罗斯名胜轨迹画得对不对(看看地图说出白俄罗斯名胜轨迹画得对不对(看
第四题的地图)。第四题的地图)。

例:例: 纳拉奇湖画得不对。纳拉奇湖位于明斯
克州。

6 说一说你去过哪些名胜古迹。说一说你去过哪些名胜古迹。

例: 例: 我去过，还没去过利兹城堡。我朋友去
过米尔城堡。我们没去过别洛韦日森林公园。

7 说一说你和你中国朋友先去哪儿。说一说你和你中国朋友先去哪儿。

例: 例: 我们先去看波洛茨克索非亚大教堂，然
后鲁勉采夫 - 帕斯克维奇宫，因为我觉得它们是白
俄罗斯 有名的名胜古迹之一，值得看因为它们
的长历史。

8 看广告说说你自己选择什么路，为什么。看广告说说你自己选择什么路，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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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你觉得中国人可以选择什么路线，为什么。你觉得中国人可以选择什么路线，为什么。

例: 例: 我觉得他们应该先去… …，然后… …，因
为… …。

10 听中国人检查自己。听中国人检查自己。

11 听录音说说作者喜欢什么名胜古迹。听录音说说作者喜欢什么名胜古迹。

12 说一说在白俄罗斯你想去什么地方。说一说在白俄罗斯你想去什么地方。

例: 例: 我想去去看涅斯维斯城堡。我朋友来来白俄
罗斯看我们的城堡。

13 读一读广告回答问题。读一读广告回答问题。

你来过白俄罗斯吗？如(ru)果没有，那我来
介绍一下。白俄罗斯位于欧洲中部，首都是明
斯克，官方语言是白俄语和俄语。白俄罗斯的
国土面积是207600平方公里，人口有9458000
人。白俄罗斯的风景很美。 高峰为捷尔任斯
克山，345米。大小河流2万多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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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你来过白俄罗斯吗？
2. 什么国家位于欧洲的中部？
3. 白俄罗斯的官方语言是什么？
4. 白俄罗斯的人口是多少？
5. 高的山是什么山？
6. 哪个州的面积 大？
7. 白俄罗斯有哪些名胜古迹？
8. 白俄罗斯有多少河流？
9. 白俄罗斯有多少水库？

10. 来白俄罗斯的人可以参观哪些名胜古迹？

14 同意不同意。同意不同意。

1. 白俄罗斯位于欧洲中部。
2. 白俄罗斯的风景很美。
3. 高峰(feng)为捷尔任斯克(jie‘er’ renske) 

山，344米。

主要河流有第聂伯河、涅曼河。 大的纳
拉奇湖面积是79.6平方公里，还有130多个水
库，所以有人把白俄罗斯叫作«万湖之国»。1月
平均气温是 –6 °C，7月平均气温是18°C。

白俄罗斯有很多名胜古迹，如城堡(米尔城
堡、涅斯维斯城堡、利兹城堡和格鲁多克城堡)
。来白俄罗斯的客人还可以参观布列斯特要
塞、纳拉奇湖、涅曼河、别洛韦日森林公园。
我们公司能为您安排难忘的旅游！！！

电话：8-017-2345671
手机：+375-29-7652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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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戈梅利州的面积 大，有50400平方公里。
5. 白俄罗斯人口 多的州是维捷布斯克州。
6. 明斯克是白俄罗斯的首都。
7. 白俄罗斯的官方语言是俄语。
8. 白俄罗斯有很多名胜古迹。
9. 别洛韦日森林公园是白俄罗斯 有名的名

胜古迹之一。
10. 涅斯维斯城堡位于布列斯特州。

15 填空。填空。

1. 白俄罗斯的国土面积是… …平方公里，人
口有… …人。

2. 高峰(feng)为捷尔任斯克山，有… …米高。
3. 白俄罗斯有大小河流… …。
4. 主要河流有… …和… …。
5. 大的… …面积是… …平方公里，还

有… …多个水库。
6. 有人把白俄罗斯叫作“… …”。
7. 1月平均气温是… … °C。
8. 7月平均气温是… … °C。
9. 白俄罗斯有… …个州。

10. 戈梅利州的面积 大，有… …平方公里。

16 用这个方式介绍一下白俄罗斯。用这个方式介绍一下白俄罗斯。

1. 白俄罗斯位于; 2. 中部; 3. 首都; 4. 官方语
言; 5. 面积; 6. 人口; 7. 风景; 8. 山; 9. 大小河流; 
10. 主要河流; 11. 纳拉奇湖; 12. 多个水库; 13. 万
湖之国; 14. 1月; 15. 7月; 16. 州; 17. 大的州; 
18. 人口 多的州; 19. 名胜古迹; 2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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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法语法

17 语法学习。语法学习。

Для того чтобы в китайском языке назвать 
число от 100 000 до 1 000 000, необходимо ис-
пользовать слово 万 (wa n)，которое обозначает 
10 000. Например: / Для таго каб у кітайскай 
мове назваць лік ад 100 000 да 1 000 000, неаб-
ходна выкарыстоўваць слова 万万 (wan), якое аба-
значае 10 000. Напрыклад:

100 000 – 十万
100 001 – 十万零一
100 010 – 十万零一十
100 011 – 十万零一十一
100 100 – 十万零一百
100 101 – 十万零一百零一
100 110 – 十万零一百一十
100 111 – 十万零一百一十一
100 200 – 十万零二百
101 000 – 十万一千
101 001 – 十万一千零一
101 100 – 十万一千一百
9 999 999 – 九百九十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
101 110 – 十万一千一百一十
101 111 – 十万一千一百一十一
102 000 – 十万两千
110 000 – 十一万
111 000 – 十一万一千
111 100 – 十一万一千一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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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110 – 十一万一千一百一十
111 111 – 十一万一千一百一十一
112 000 – 十一万两千
200 000 – 二十万
1 000 000 – 一百万
1 100 000 – 一百一十万
1 110 000 – 一百一十一万
1 111 000 – 一百一十一万一千
1 111 100 – 一百一十一万一千一百
1 111 110 – 一百一十一万一千一百一十
1 111 111 – 一百一十一万一千一百一十一

18 听录音练习。听录音练习。

910, 66, 10, 531, 91 000, 102, 112, 582 306,     
6 761 192, 89 000, 9956, 4543, 21, 50 035, 50 003, 
100 007, 300 000, 30 067, 8 345 621, 507 483,      
90 045, 62 015, 474, 5000, 500 078, 1 000 000,         
4 528 476, 640, 276, 82 004, 5 186 009, 6191,       
400 000, 1 690 030

19 听录音说说哪些数字广播员说得对哪些不对听录音说说哪些数字广播员说得对哪些不对

12 21 66

105 218 1001

1287 5400 19786

77 078 10 027 400 000

506 000 3 071 232 1 67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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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听录音说说哪些数字广播员没说。听录音说说哪些数字广播员没说。

13 231 566 566 000

105 218 1501 234 567

2287 5470 19 786 1 890 000

76 078 1027 400 080 1 234 567

506 900 3 071 732 167 000 7 654 321

21 读数字。读数字。

6108, 265, 1060, 20 041, 29 256, 47 901, 245 107,   
581, 9000, 700, 51 308, 77 001, 9400, 54 000, 50 774,      
90 865, 67 385, 76 543, 90 008, 20 004, 40 078 500,   
9 810 234, 10 678 100, 93 000, 407 000, 604 078,         
980 067, 45, 678, 923 001, 3 564 034, 78 204,   
6 100 007, 305 786, 400 789, 1 000 000, 1 506 000,       
2 970 000, 1 234 567, 7 654 321, 506, 7847, 83 450,    
8 745 506, 75 234, 50 876, 897 504, 3 000 560.

22 说出人口和面积。说出人口和面积。

州 面积面积 人口人口

明斯克州 40 200平方公里 1 403 500人

戈梅利州 40 400平方公里 1 429 700人

莫吉廖夫州 29 100平方公里 1 080 100人

布列斯特州 32 800平方公里 1 391 500人

格罗德诺州 25 000平方公里 1 061 300人

维捷布斯克州 40 100平方公里 1 214 000人

例:例: … …州的面积是… …。
 … …州的人口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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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语法学习。语法学习。

1. Когда мы хотим сказать, что кто-то при-
ехал из какого-либо города (откуда он родом), ис-
пользуется следующая конструкция:

…从…来  ... из ... приехал(а)

Например: 她是从从格罗德诺来来的。Она из 
Гродно.

2. «Один из» по-китайски 之一之一. Однако сле-
дует помнить о порядке слов. В китайском языке
之一  ставится в конце предложения.

Например: 维捷布斯克是白俄罗 漂亮的
城市之一。Витебск – один из красивейших го-
родов Беларуси.

1. Калі мы хочам сказаць, што нехта 
прыехаў з якога-небудзь горада (адкуль ён ро-
дам), ужываецца наступная канструкцыя:

…从…来 ... з ... прыехаў(ла)

Напрыклад: 她是从从格罗德诺来来的。Яна з 
Гродна.

2. «Адзін з» па-кітайску 之一 之一 .  Аднак вар-
та памятаць аб парадку слоў. У кітайскай мове 
之一 ставіцца ў канцы сказа.

Напрыклад: 维捷布斯克是白俄罗 漂亮的
城市之一。Вiцебск – адзін з найпрыгажэйшых 
гарадоў Беларус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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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造句。造句。

她

他

我

他们

我朋友

老师

是 从

明斯克(州)

戈梅利(州)

莫吉廖夫(州)

布列斯特(州)

格罗德诺(州)

维捷布斯克(州)

来的。

25 完成句子。完成句子。

1. … …是白俄罗 漂亮的城市之一之一。
2. … …是白俄罗 有名的城市之一之一。
3. … …是白俄罗 大的城市之一之一。
4. 维捷布斯克是白俄罗… …的城市之一之一。
5. 戈梅利是白俄罗 漂亮的… …之一之一。
6. 格罗德诺是白俄罗 漂亮的城市… …。
7. 她是从从布列斯特… …的。
8. 我朋友是… …莫吉廖夫来来的。
9. 他是从… …来来的。

10. 他们是从… …来来的。

26 说一说这些人从哪儿来的。说一说这些人从哪儿来的。

例: 例: 她/他是从……来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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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课。第二课。中国的名胜古迹中国的名胜古迹

1 回答问题。回答问题。

1. 你去过中国吗?
2. 你知道什么中国名胜古迹？
3. 你想去中国旅行吗？

生词：生词：
兵马俑 bngmayong
联系 lianxi
可以 key
岛 dao
长江 Changjiang
旗袍 qpao
茶具 chaju 

筷子 kuaizi
丝绸 schou
陶瓷 taoc 
京剧演员的面具 
jngjuyanyuande mianju
省 sh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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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把图片和名胜古迹的名字连在一起。把图片和名胜古迹的名字连在一起。

3 在看一遍照片说说你想去什么地方。在看一遍照片说说你想去什么地方。

例：例：我想去参观西湖因为我非常喜欢自然

4 学习中国地图并回答问题。学习中国地图并回答问题。

1. 中国有哪些省？
2. 中国有哪些城市？

黄山

西湖 兵马俑

寺庙

龙门 上海东方电视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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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你同学想去什么地方，为什么。你同学想去什么地方，为什么。

例: 例: – 你想不想参观西安？
 – 我很想参观西安。
 – 为什么？
 – 我想参观西安，因为那儿有兵马俑。
 – 你还想去哪儿？
 – 我还想去… …。

6 读一读文章并介绍一下中国。读一读文章并介绍一下中国。

中国位于亚洲的东部，是个大国。面积960万
平方公里，人口13亿，是世界上面积第三大的国
家，官方语言是汉语。

北京北京
Běijīng

哈尔滨
Hā'ěrbīn

西安
Xī'ān

澳门
Àomén 香港

Xiānggǎng

上海
Shànghǎi

安徽省
Ānhuī shěng

西藏
Xīzàng

拉萨
Lāsà

河南省
Hénán 
shěng

乌鲁木齐
Wūlǔmùqí

杭州
Hángzhōu

青岛
Qīngdǎo山西省

Shānxī shěng

台湾岛
Táiwān-

dǎo

157
Правообладатель Вышэйшая школа



中国有很多河流、湖和5000多个岛。长江和
黄河是中国 长的两条河。中国冬天气温 低的
地方是黑龙江的漠河镇， 1月平均气温为 
–30.6 °C。气温 高的地方是西沙群岛，1月平均气
温为 22.9 °C。

中国名胜古迹非常多，比如龙门、西湖、长
城、上海东方电视塔、兵马俑。我一般把中国和
米饭联系在一起。我很想去中国旅游。

7 填空。填空。

中国是一个很大的… …，位于… …，面积… …

人口… …，官方语言是… …。
… …和… …是中国 长的两条河流。中国… …

大约有5000多个。中国有很多… …，比如… …。我
一般把中国和… …联系在一起。

8 回答问题。回答问题。

1. 中国位于哪儿？
2. 中国的面积是多少？
3. 中国的人口是多少？
4. 中国冬季气温 低的地方是哪儿？
5. 气温 高的地方是哪儿？
6. 中国有哪些名胜古迹？

9 说一说关于中国你知道什么。说一说关于中国你知道什么。

1. 中国是一个很… …

2. 中国位于… …

3. 中国面积… …

4. 中国人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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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中国是世界上… …

6. 官方语言是… …

7. 中国 长的河流… …

8. 中国的 高峰… …

9. 中国的 大湖… …

10. 中国 大城市… …

11. 中国的 有名动物… …

12. 中国岛… …

13. 中国有很多… …

10 看图片说说老师从中国带回来了什么。看图片说说老师从中国带回来了什么。

黄河
Huánghé

长江
Chángjiāng

珠穆朗玛峰
Zhūmùlǎngmǎ 

fēng

泰山
Tàishān

西湖
Xīhú

台湾岛
Táiwāndǎo

太湖 Tàihú

兵马俑
Bīngmǎyǒng

衡山
Héngshān

海南岛
Hǎinándǎo

黄山 
Huángshān

茶具 chj 画儿 hur

丝绸 schu 陶瓷 toc

159
Правообладатель Вышэйшая школа



11  看图片说说这些人收到了什么，你自己从中 看图片说说这些人收到了什么，你自己从中
国想带回来什么。国想带回来什么。

例: 例: 戴眼镜的人收到了… …。

12 说一说你去中国旅游的理想。说一说你去中国旅游的理想。

1. 首都
2. 官方语言
3. 位置
4. 省
5. 民族
6. 城市
7. 天气

8. 名胜古迹
9. 山

10. 河
11. 湖
12. 岛
13. 中国人的外貌和性格
14. 买的东西…

旗袍
qpo

筷子 kuizi

京剧演员的面具
jngjynyundeminj

160
Правообладатель Вышэйшая школа



语法语法

13 学习语法。学习语法。

1. Если вы хотите сказать на китайском язы-
ке, что собираетесь вскоре сделать что-либо, не-
обходимо использовать конструкцию:

要要 + действие + 了

Например: 明天我要要去上海了了。Завтра я со-
бираюсь в Шанхай.

2. Для выражения значения неопределённого 
малого количества в китайском языке кроме на-
речия 一点(儿) также широко используется на-
речие 一会儿, однако в отличие от一点(儿)обо-
значает «немного», когда мы говорим о временном 
отрезке.

Например: 等一会儿一会儿再说。Поговорим об 
этом позже (дословно: подожди немного, ещё по-
говорим).

1. Калі вы хочаце сказаць на кітайскай мове, 
што збіраецеся неўзабаве зрабiць што-небудзь, 
неабходна ўжываць канструкцыю: 

要要 + дзеянне + 了

Напрыклад: 明天我要要去上海了了。Заўтра я 
збіраюся ў Шанхай.

2. Для перадачы значэння няпэўнай малой 
колькасці ў кітайскай мове акрамя прыслоўя 
一点(儿) таксама шырока ўжываецца прыслоў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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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会儿, аднак у адрозненне ад 一点(儿) абазна-
чае «трохі», калi мы гаворым аб часавым адрэзку.

Напрыклад: 等一会儿一会儿再说。Пагаворым пра 
гэта пазней (літаральна: пачакай крыху, яшчэ 
пагаворым).

14 说一说你朋友要去哪儿了。说一说你朋友要去哪儿了。

例: 例: 明年我朋友要要去看黄河了了。

15 说一说你一会儿要去哪儿。说一说你一会儿要去哪儿。

例: 例: 我一会儿去图书馆借书。

16 语法学习。语法学习。

В китайском языке частица 的 的 употреб-
ляется для образования причастий. 

Например: любить → любимое (платье) 
喜欢 → 喜欢的

У кітайскай мове часціца 的 ужываецца для 
ўтварэння дзеепрыметнікаў. 

Напрыклад: любіць → любімая (сукенка)
喜欢 → 喜欢的

例: 例: 昨天朋友终于终于给玛沙买了她喜欢的的旗袍。

终于 终于 zhongy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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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比较一下。比较一下。

… … … …

… …之一之一
… …比… …

… …跟… …一样一样

省 城市城市 面积面积 人口人口

西藏 
Xzang

拉萨 Lasa 12 284 000平方
公里

2 220 000人

– 上海 6340.5平方公里 13 370 000人

山西 西安 156 300平方公
里

28 990 000人

安徽 
Anhu

合肥 
Hefei

139 700平方公
里

56 750 000人

河南 郑州 
Zhengzhou

167 000平方公
里

86 490 000人

浙江 
Zhe 
jiang

杭州 
Hangzhou

102 000平方公
里

41 680 0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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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造句。造句。

中国人
白俄罗斯人
英国人
法国人

一般 用

金属
竹子
木头
丝绸
陶瓷

做
旗袍
茶具
筷子

例: 例: 中国人一般用用丝绸做做旗袍。

19 说一说你把中国和什么联系在一起。说一说你把中国和什么联系在一起。

例: 例: 我一般把把中国和和熊猫联系在一起联系在一起。

金属
jnsh

竹子
zhzi

木头
mtou

丝绸
schu

陶瓷
t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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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课。第三课。明天我们去北京旅游明天我们去北京旅游

1 请看图片选择北京的名胜古迹。请看图片选择北京的名胜古迹。

生词生词：
参观 canguan
感兴趣 ganxngqu
天坛公园 Tiantan Gongyuan
北海公园 Beihai Gongyuan
人民大会堂 Renmn Dahutang
圆明园 Yuanmngyuan
颐和园 Yheyuan
故宫 Gugong
天安门广场 Tian’anmen Guangchang
鸟巢 Niaochao
王府井 Wangfuj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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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回答问题。回答问题。

1. 你去过什么中国城市？
2. 你去过北京吗？
3. 你想不想去北京旅游？
4. 你想去北京的什么地方？

3  今年玛丽和家人去北京旅游。请看图片说明 今年玛丽和家人去北京旅游。请看图片说明
他们打算参观的北京名胜古迹。他们打算参观的北京名胜古迹。

例: 例: 他们去/参观… …。

颐和园 
Yhyun

故宫
Ggng

天安门广场
Tin’nmn Gungchng

天坛公园
Tintn Gngyun

北海公园
Beihigngyun

人民大会堂
Rnmn Dhutng

圆明园
Yunmn gyun

鸟巢
Niocho

王府井
Wngfj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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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玛丽的家人想去什么地方？玛丽的家人想去什么地方？

例: 例: 爷爷很想去… …。

5 猜一猜作者描写的是什么背景的名胜古迹。猜一猜作者描写的是什么背景的名胜古迹。

… …位于北京市中心。从前有二十四个皇帝住
过这个地方… …。

它南北长961米，东西长753米，面积725000
平方米，一共有8707 个房间。如果一个人从出生
就开始住，每天住一间房，要住到27岁才能住完
所有的房间。

… …位于北京市中心，南北长880米，东西宽
500米，面积44万平方米，可容纳100万人，是世
界上 大的城市广场。

很多人把… …和中国联系在一起。毛泽东在… …

城楼上宣告中国成立，… …成为新中国的象征。
… …位于北京市, … …是世界上 大的祭天建

筑群。它是明、清两朝皇帝祭天的地方。… …的顶
是圆的。

… …位于北京市中心，在故宫的西北。属于中
国古代皇家园林。… …是皇家公园，公园里有一座
很漂亮的白塔。

… …是一个很漂亮皇家公园。以前(yqian)英国
人和法国人把它破坏了。现在我们只能看到它很
小的一部分。

… …位于北京市中心。… …是中国人大代表开
会的地方，也是从事文化活动的地方。

… …是皇帝夏天休息的地方。… …是一个非常
漂亮的公园，包括3000座多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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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运会体育场。它是中国人举办奥运会开幕
式的地方。它非常漂亮，可以容纳1万7 千人。面
积是3万2 千平方米。

北京步行街。… …上有很多商店、百货商场、教

堂、邮局，那里还有很多好吃的东西。晚上… … 
非常漂亮。很多旅客都喜欢去那儿散散步。

6 听录音说一说作者描写的是什么地方。听录音说一说作者描写的是什么地方。

7 猜一猜你同学想去的地方。猜一猜你同学想去的地方。

例: 例: – 面积是多少？
 – 725000平方米。
 – 皇帝住过这个地方吗？
 – 是。
 – 故宫吗？
 – 对

语法语法

8 学习语法。学习语法。

Для того чтобы сказать, чем вы интересуе-
тесь, необходимо использовать следующую кон-
струкцию:

… …对… …很感兴趣。

Например: 我对对中国文化很感兴趣很感兴趣。
Я интересуюсь китайской культуро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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Для таго каб сказаць, чым вы цікавіцеся, не-
абходна ўжываць наступную канструкцыю:

… …对 … … 很 感兴趣.

Напрыклад: 我对对中国文化很感兴趣很感兴趣。 
Я цікаўлюся кітайскай культурай.

9 说一说你对什么感兴趣。说一说你对什么感兴趣。

我 对

历史

文化

画画儿

汉语书

地理

旅游

很感兴趣。

10 说一说你朋友和家人的爱好。说一说你朋友和家人的爱好。

1. 我朋友对… … 很感兴趣。很感兴趣。

2. 我同学对… …很感兴趣。很感兴趣。

3. 我妈妈对… …很感兴趣。很感兴趣。

4. 我爸爸对… …很感兴趣。很感兴趣。

5. 我弟弟对… …很感兴趣。很感兴趣。

6. 我哥哥对… …很感兴趣。很感兴趣。

7. 我姐姐对… …很感兴趣。很感兴趣。

8. 我妹妹对… …很感兴趣。很感兴趣。

9. 我爷爷对… …很感兴趣。很感兴趣。

10. 我奶奶对… …很感兴趣。很感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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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说一说这些人对什么感兴趣。说一说这些人对什么感兴趣。

例: 例: 西班牙人对… …很感兴趣。

12 问问你的同学他们想去什么地方旅行。问问你的同学他们想去什么地方旅行。

例: 例: – 你在北京想参观什么地方？
我很想去… …，因为我对… …很感兴趣。

第四课。第四课。中国和白俄罗斯中国和白俄罗斯

生词：生词：
亚麻桌布 yama zhuobu
草编小匣子 caobianxiaohezi
邮票 youpiao
水晶杯 shujng bei 
粘土花瓶 niantu hua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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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回答问题。回答问题。

1. 你家人去旅游的时候买什么？
2. 你妈妈爸爸一般给谁买礼物？
3. 你从别的国家带来了什么？为什么？
4. 你觉得去中国旅游的人可以带来什么？为

什么？
5. 你觉得去白俄罗斯旅游的人可以带来什

么？为什么？

2 看图片说一说中国人从白俄罗斯带来了什么。看图片说一说中国人从白俄罗斯带来了什么。

3  看图片说一说在中国可以买什么礼物。 看图片说一说在中国可以买什么礼物。

亚麻桌布
ym zhub

草编小匣子 
cobin xioxizi 糖 tng 画儿 hur

邮票
yupio 粘土花瓶

nint hupng

水晶杯
shujng bi 

30元

10元

2元

25元

50元

15元

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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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做对话说一说如果你自己去中国你想买什么做对话说一说如果你自己去中国你想买什么
(看图片第三题)(看图片第三题)

例: 例: – 去年我和我妈妈去中国旅游。
 – 真的吗？你们去哪个地方？
 – 我们先去北京，然后上海。
 – 你们在北京和上海买了什么？
 – 我们买了很多礼物：两件旗袍、茶具、

丝绸，都不贵，一共450块钱… …。

5 找一找信息，填表说一说找到的知识。找一找信息，填表说一说找到的知识。

白俄罗斯白俄罗斯 中国中国 明斯克明斯克 北京北京

面积

人口

名胜古迹

城市

州/省

天气

山

河

湖

6 描写名胜古迹不说名字，让同学猜猜。描写名胜古迹不说名字，让同学猜猜。

例: 例: … …位于(中国/白俄罗斯/明斯克/北
京… …)，面积… …，人口… …，这是城堡/要塞/
黄帝住过的地方/… …，这个地方的特点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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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看表里面的信息说一说每一个国家的面积和看表里面的信息说一说每一个国家的面积和
人口。人口。

国家国家 面积(平方公里)面积(平方公里) 人口人口

希腊 Xla 132 000

乌克兰 Wukelan 603 700

土耳其 Tu’erq 780 580

立陶宛 Ltaowan 65 200

拉脱维亚 Latuoweiya 64 589

加拿大 Jia’nada 9 984 670

俄罗斯 Eluos 17 075 400

波兰 Bolan 312 685

埃及 Aij 1 001 449

阿根廷 Agentng 2 760 990

8 听录音说一说玛莎参观了哪些名胜古迹。听录音说一说玛莎参观了哪些名胜古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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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玩游戏。一个学生在黑板旁边回答问题，其他学玩游戏。一个学生在黑板旁边回答问题，其他学
生坐着回答。如果黑板旁边站的学生回答得对生坐着回答。如果黑板旁边站的学生回答得对
学生们继续玩儿。如果黑板旁边站的学生回答得学生们继续玩儿。如果黑板旁边站的学生回答得
不对老师选择回答对的学生去黑板继续玩儿不对老师选择回答对的学生去黑板继续玩儿

1.  中国的首都叫什么？中国的首都叫什么？
а. 明斯克 б. 上海 в. 北京

2.  白俄罗斯 大的湖叫什么？白俄罗斯 大的湖叫什么？
а. 纳拉奇湖 б. 涅曼河 в. 第聂伯河

3.  白俄罗斯有几个州？白俄罗斯有几个州？
а. 5个州 б. 6个州 в. 7个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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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白俄罗斯的官方语言是白俄罗斯的官方语言是… …。
а. 白俄语 б. 俄语 в. 白俄语和俄语

5.  白俄罗斯的面积是白俄罗斯的面积是… …。
а. 207600平方公里 б. 207700平方公里   
в. 207800平方公里

6.  白俄罗斯的人口有白俄罗斯的人口有… …。
а. 8 177 400人 б. 8 277 400人 в. 8 377 400人

7.  哪个州的面积 大？哪个州的面积 大？
а. 戈梅利州 б. 莫吉廖夫州 в. 布列斯特州

8.  哪个州的人口 多？哪个州的人口 多？
а. 戈梅利州 б. 莫吉廖夫州 в. 布列斯特州

9.  1月、月、7月平均气温各是几度？月平均气温各是几度？
а. 6、18 度 б. 7、18 度 в. 6、19度

10. 有人把白俄罗斯叫做什么？有人把白俄罗斯叫做什么？

10  实践课 «我迷路了»。用问题猜一猜学生在 实践课 «我迷路了»。用问题猜一猜学生在
哪儿。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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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展览 «旅游旅游».分组。每个组要代表他的国家(白
俄罗斯和中国)。第三个组投票。

第五课。第五课。飞机、火车或自行车飞机、火车或自行车

生词：生词：
小巴 xiaoba
大巴 daba
火车 huoche
直升机 zhshengj
飞机 feij
船 chuan
轮船 lunchuan
汽车 qche
自行车 zxngche
摩托车 motuoche
舒服 shufu

危险 weixian
安全 anquan
获得 huode
丰富 fengfu
经验 jngyan
方法 fangfa
双层公共汽车
shuangcenggong-
gongqche
跑车

敞篷车 changpengche
双座自行车

山地车

高速列车 gaosulieche
热气球

帆船 fanchuan
游船

机场 jchang

港口 gangkou
车站 chezhan
火车站 huochezhan
旅行社 lьxngshe
旅游团 lьyoutuan
徒步旅行 tubulьxng

自助游 zzhuyou
火车票 huochepiao
机票 jpiao
预订 yudng

安排 anpai
提前 tq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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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巴
xiob

大巴
db

火车 huch

船 chun 轮船 lnchun

双层公共汽车
shungcnggnggng qch

高速列车 goslich

帆船 fnchun

摩托车
mtuch

双座自行车

敞篷车
chngpngch

山地车

跑车

自行车 
zxngch

汽车 q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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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听录音选择。听录音选择。

热气球
汽车
帆船
游船
公共汽车
双层公共汽车
出租车
无轨电车
有轨电车

自行车
双座自行车
山地车
摩托车
三轮车
跑车
敞篷车
小巴
大巴

地铁
火车
高速列车
直升机
飞机
船
轮船

2 填表。填表。

坐 骑

3 找一找反义词。找一找反义词。

不方便
很舒服
很无聊

很有意思
很危险
很安全

直升机
zhshngj

热气球飞机
fij

179
Правообладатель Вышэйшая школа



4 说一说你们城市有什么。说一说你们城市有什么。

例: 例: 我们城市有… …。

5 造句，说说你要用什么车去哪儿。造句，说说你要用什么车去哪儿。

例:  例:  如 果你想坐飞机，你应该去机场。

1. 热气球
2. 汽车
3. 帆船
4. 游船
5. 公共汽车
6. 双层公共汽车
7. 小轮摩托
8. 出租车
9. 无轨电车

10. 有轨电车
11. 自行车

12. 双座自行车
13. 山地车
14. 摩托车
15. 三轮车
16. 小巴
17. 大巴
18. 地铁
19. 火车
20. 高速列车
21. 直升机

机场 jchang

火车站 huochezhan

车站 chezhan

港口 gangk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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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请说说这些词的意思。请说说这些词的意思。

预订火车票 预订机票 预订房间 提前预订
住宾馆 跟团旅游 安排旅游

7 读课文说一说里面介绍的交通工具。读课文说一说里面介绍的交通工具。

以前白俄罗斯人旅游的地点一
般离家比较近，所以很多人喜欢坐
火车、大巴旅游，因为这样旅游比
较便宜，也很安全。但是，后来越
来越多的人去离家很远的地方或去
国外旅游，所以他们开始选择
(xua nze )坐飞机去旅游。为什么？
第一，快；第二，方便！在飞机
上你可以睡觉，看电影，看书，
也可以和别人聊天。如果你还想坐
火车去旅游，当然可以，但是路上
的时间会很长。比如要是你去北
京，你要坐一个星期的火车！你受
得了吗？如果坐飞机的话，你只用
一天就到了。

现在很多白俄罗斯和外国年轻
人还喜欢骑自行车、摩托车旅游。
这样可以看见路边很多漂亮的风
景。这种旅游方式很便宜，但是骑
摩托车比较危险，骑自行车会很累！

受得了 shoudeliao  情况 qngkuang
发生 fasheng  车祸 cheh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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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白俄罗斯人喜欢开车去西欧旅行。这个
方法也不错，但是 好一辆车上有两个司机，不
然司机会很累，这样很容易发生车祸。

8 选择正确的回答。选择正确的回答。

1.  白俄罗斯人以前喜欢坐… …旅游。
a. 飞机 б. 火车 в. 自行车

2.  现在去很远的地方，很多人坐飞机因为
a. 很安全 б. 很快 в. 很有意思

3.  在飞机上可以
a. 看电影 б. 玩儿游戏 в. 学习

4.  现在很多年轻人喜欢坐… …旅游。
a. 汽车和飞机 б. 火车和自行车 
в. 自行车和摩托车

5.  从白俄罗斯开车去欧洲旅行一辆车上 好有
a. 一个会开车的人 б. 一个会做饭的人
в. 一个会唱歌的人

6.  如果一个人长时间开车，他会觉得很累，
这样就会：
a. 生病 б. 发生车祸 в. 生气

9 填表。填表。

优点优点 缺点缺点

坐火车

坐大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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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点优点 缺点缺点

坐飞机

骑摩托车

骑自行车

开车

10 你喜欢坐什么交通工具去旅游。你喜欢坐什么交通工具去旅游。

例: 例: 我想坐我想坐/骑… …旅游。我不想坐旅游。我不想坐/骑… …

旅游。旅游。
我想(和)我想(和)… …(一起)旅游。我不想(和)(一起)旅游。我不想(和)… …

(一起)旅游。(一起)旅游。

父母 爸爸 妈妈 朋友 爷爷
奶奶 姥姥 姥爷 姐姐 一个人

例: 例: 我想去我想去… …旅游。我不想去旅游。我不想去… …旅游。旅游。

中国波兰土耳其俄罗斯法国意大
利美国… …

无聊 wuliao  
愉快 yuku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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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例: 我想坐我想坐/骑… …旅游，不想坐旅游，不想坐/骑… …旅游，旅游，
因为因为

飞机

比

飞机 安全

自行车 自行车 快(得多)

直升机 直升机 (更)舒服

轮船 轮船 有意思(多了)

摩托车 摩托车 便宜

汽车 汽车 慢

大巴 大巴

例: 例: 我想(和)我想(和)… …旅游，不想(和)旅游，不想(和)… …旅游，旅游，
因为因为… …

和

妈妈

旅
游

(不)
比

(和)

妈妈 有意
思

爸爸 爸爸 舒服

父母
父母 (更)

危险

朋友
朋友 (更)

安全

一个人
一个
人

无聊

姐姐 姐姐 愉快

奶奶 奶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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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例: 我想去我想去… …旅游，我不想去旅游，我不想去… …旅游。因旅游。因
为… …

去

中国

旅
游

(不)
比

去

中国 有意思

波兰 波兰 远/近

土耳
其

土耳其
(更)危
险

俄罗
斯

俄罗斯
(更)安
全

美国 美国 无聊

法国 法国 愉快

意大
利
……

意大利
……

便
宜/贵

11 让同学们猜一猜你喜欢的交通工具。让同学们猜一猜你喜欢的交通工具。

例: 例: 我很喜欢坐它去旅游，它比… …快，比… …

便宜，比… …有意思，比… …舒服，比… …安全。

12 问问题。问问题。

调查问卷：
1. 你旅游的经验丰富吗？
2. 你 喜欢哪种旅游方式？为什么？
3. 你喜欢跟谁一起旅游？为什么？
4. 你去过哪些国家？去过几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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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读一读并说一说你喜欢什么样的交通工具。读一读并说一说你喜欢什么样的交通工具。

大家都很喜欢旅游。旅游的时候你能好好玩
儿，好好休息，也能学到新东西，对身心都有很
大的好处。

旅游方式一般分为三种：第一种是跟团游；
第二种是自助游；第三种是徒步旅行。跟团游是
学生或者老年人喜欢的旅游方式，虽然方便，什
么都是旅游社安排的，但是没有什么自由。徒步
旅行很有意思，但是不太安全。所以很多人选择
自助游。去旅游前你要做好准备，自己订票，买
票，预定房间。旅游的时候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想看什么就看什么，你想住
什么宾馆，就住什么宾馆，很自由。

14 同意不同意。同意不同意。

1. 旅游的时候你能学到新东西。
2. 有四种旅游方式。
3. 自由的旅游方式是跟团游。

分为 fenw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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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安全的旅游方式是徒步旅行。
5. 很多人不喜欢自助游。

15 听录音选择正确的答案。听录音选择正确的答案。

1. a. 能好好睡觉 б. 能好好玩儿 в. 能吃很
多好吃的东西

2. a. 3 б. 4 в. 2
3. a. 老人和孩子 б. 年经人 в. 学生和老人
4. a. 不太安全 б. 很安全 в. 没有意思
5. a. 预定房间 б. 预订票 в. 买车

16 回答问题。回答问题。

1. 你觉得旅游的时候可以学到什么知识？
2. 你觉得学生和老人为什么喜欢跟团旅游？
3. 你觉得谁喜欢徒步旅行和自助游？为什么？
4. 你觉得 好的旅游方式是哪个？为什么？

17 填表。填表。

跟团游 徒步旅行 自助游

优点

缺点

1. 自由
2. 安全
3. 方便

4. 有意思
5. 麻烦

麻烦 maf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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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说一说说一说你的旅游。你的旅游。

1. 你选择了什么旅游方式？
2. 你的旅游是谁安排的？
3. 你是什么时候去的？
4. 你是从哪儿去的？
5. 你是怎么去的？
6. 你是跟谁去的？
7. 你在哪儿住过？
8. 你看到过什么？去过哪儿？
9. 你学到了什么新知识？

语法语法
19 语法学习。语法学习。

В китайском языке есть глаголы, которые 
называются результативными. Они состоят из 
двух частей: первая часть указывает на действие, 
вторая – на результат и называется суффикcом 
результативности. Например:

Суффикс 
результа-

тивно-
сти

Значение Глагол Результат

对 правиль-
ность со-
вершения 
действия

说写做坐

看听… …

写对 напи-
сать верно

错 ошибоч-
ность со-
вершения 
действия

说写做坐

看听… …
坐错 сесть 
неправиль-
но (напри-
мер, на 
транспор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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Результативные глаголы часто выражают 
прошедшее завершённое время при употребле-
нии либо с了в утвердительных предложениях, 
либо с 没(有)в отрицательных предложениях.

У кітайскай мове ёсць дзеясловы, якія на-
зываюцца рэзультатыўнымі. Яны складаюцца з 
дзвюх частак: першая частка паказвае на дзеян-
не, другая – на вынік і называецца суфiкcам 
рэзуль татыўнасці. Напрыклад:

Суфікс 
рэзуль-

татыў-
насці

Значэнне Дзеяслоў Вынік

对 правіль-
насць 
ажыц цяў-
лення дзе-
яння

说写做坐

看听… …

写对 напі-
саць дак-
лад на

错 памыл-
ковасць 
ажыц цяў-
лення дзе-
яння

说写做坐

看听… …
坐错 сесці 
няправільна 
(напры-
клад, на 
транспарт)

Рэзультатыўныя дзеясловы часта паказ-
ваюць прошлы завершаны час пры ўжыванні 
альбо з 了 у сцвярджальных сказах, альбо з  没
(有) у адмоўных сказа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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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看图片说一说坐什么车好。看图片说一说坐什么车好。

例: 例: 他坐错了，他要坐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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