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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识了一个漂亮姑娘 

1 

 

  

 

Hör- und Sprechübungen 

 

2. Antworten Sie auf die Fragen, die Sie hören:   

1) 你租没租房子? 

2) 马大为找没找女朋友? 

3) 你爸爸妈妈会来中国吗? 

4) 谁让你来中国的? 

 

3. Hören Sie den Dialog und entscheiden Sie, ob die Aussagen richtig oder falsch 

sind. 

1) R 2) F 3) F 

 录音:  

 中国的女孩子真漂亮 

马大为有了女朋友，他很想告诉他的朋友们。星期一，他病了，林娜和

丁力波去医院看他。在医院，他们看见一位很漂亮的中国姑娘。马大为

很高兴，说：“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女朋友，她叫小燕子。” 

丁力波说：“认识你很高兴。”小燕子说：“认识你们，我也很高

兴。” 

 

4. Hören und ergänzen Sie. 

1) 请 

2) 租房 

3) 认识 

4) 了 

5) 告诉 

 
5. Hören Sie und schreiben Sie die Schriftzeihen auf. 

录音: 听说，散步，帮助，电影，咖啡，房子 

 

6. Rollenspiel  

录音(在租房公司): 

 马大为: 宋华，你能帮助我吗？ 

 宋  华： 什么事？ 

 马大为: 我想租一间房子。 

 宋  华： 你为什么想租房子？ 

 马大为: 我有了女朋友。可是我的宿舍太小，她不能常来我这儿。 

 宋  华： 好，没问题，我来帮助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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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e- und Schreibübungen 

 

3. Geben Sie die Pinyin – Transkription der Schriftzeichen an und schreiben Sie 

das jeweils gemeinsame Radikal in die Klammer.  

 1) 妈 mā 姐 jiě 妹 mèi 好 hǎo 姑 gū 娘 niáng 她 tā 娜 nà （女） 

2) 他 tā 你 nǐ 们 men 做 zuò 件 jiàn 什 shén 休 xiū 体 tǐ 作 zuò 化 huà 住 

zhù 位 wèi 候 hòu    (亻) 

3) 语 yǔ 请 qǐng 谁 shéi 谢 xiè 让 ràng 认 rèn 识 shí 说 shuō 话 huà 诉 sù 

课 kè 该 gāi  (讠) 

4) 吗 ma 吧 ba 叫 jiào 吃 chī 喝 hē 号 hào 只 zhī 哪 nǎ 告 gào 呢 ne 嗓 sǎng 

喂 wèi 啊 a 咖 kā 啡 fēi 可 kě 听 tīng (口) 

5) 这 zhè 进 jìn 还 huán 送 sòng （辶） 

 

4. Ergänzen Sie die richtigen Schriftzeichen. 

 1) 你身 体 怎么样？ 

 2) 我告 诉 你一件事儿。  

 3) 马大为 全 身都不舒服。 

 4) 他愿 意 吃中药吗？ 

 

6. Bringen Sie die Schriftzeichen entsprechende der Pinyin-Transkription in die 

richtige Reihenfolge und übersetzen Sie die Sätze ins Deutsche. 

1) 马大为请租房公司帮助他找房子。 

2) 宋华让你给他打电话。 

3) 他得了感冒，嗓子发炎。 

4) 他们去看了一家有厨房和厕所的房子。 

5) 星期六晚上七点，他请女朋友看电影。 

 

8. Schriftzeichenrätsel 

     大 

9. Ergänzen Sie die Dialoge. 

1) 你想租房子吗？ 

2) 你吃了药吗？ 

3) 你请了他们吗？ 

4) 你给他打了电话吗？ 

 

10. Verbinden Sie die Wörter aus Spalte I mit denen aus Spalte II zu Sätze.  

  1) 打电话   2) 租房子   3) 请吃饭   4) 有人   5) 找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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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Formen Sie die folgenden Aussagesätze in alternativfragen oder V/Adj-Neg-

V/Adj-Fragen um. Geben Sie negative Antworten. 

   1) 你上午有没有给他打电话？ 

       我上午没有给他打电话。 

  2) 你们有没有看房子？ 

       我们没看房子。 

  3) 你昨天有没有请他吃饭？ 

      我昨天没有请他吃饭。 

  4) 他星期六找没找经理？ 

      他星期六没找经理。 

  5) 他买没买苹果？ 

      他没买苹果。 

 

          13. Entscheiden Sie aufgrund des Lektionstextes, ob die Aussagen richtig (r)    

                oder falsch (f) sind.  

             1) f 2) r    3) f    4) f    5) f 

 

          15. Entscheiden Sie, ob die Aussagen grammatisch korrekt (r) sind oder nicht 

                (f). 

1)  f 我不让她来。 

2)  f 我这两天太忙/ 这两天我太忙。 

3)  r 

4)  r 

 

          16. Lesen sie den Dialog und beantworten Sie die Fragen.  

   1) 马大为的新家很好。 

   2) 马大为的新家现在没有家具。 

   3) 他请他的中国朋友来吃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