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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ör- und Sprechübun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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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圣诞节是几月几号? 

2) 圣诞节你和爸爸妈妈一起吃饭吗? 

3) 你常常给你的爸爸妈妈打电话吗? 

4) 你常去游泳吗? 

5) 你常复习生词和语法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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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nd. 

1) R 2) F 3) F 4) F 

 录音:  

 马大为: 圣诞节我们一起唱卡拉 OK, 怎么样? 

 林  娜: 我们去吃火鸡吧。 

 丁力波: 我请你们大家去我家过圣诞节。 

 林  娜: 力波,你在中国哪儿有家? 

 丁力波: 我外婆的家在中国,林娜,你别忘了,我妈妈是中国人。 

 大家说: 那好! 我们就去丁力波家过圣诞节。 
 

4. Hören und ergänzen Sie. 

1) 电话 

2) 中国音乐 

3) 一下 

4) 快乐 

 
5. Hören Sie und schreiben Sie die Schriftzeihen auf. 

录音: 邮局, 打扫, 中学, 礼物, 圣诞节, 打工 

 

6. Rollenspiel  

录音(在订票处): 

 服务员: 你要去哪儿旅行？ 

 马大为: 我想去上海旅游。 

 服务员: 上海的火车票很难买。 

 马大为: 你能不能帮我查查? 

 服务员: 我查了。今天的火车票卖完了。 

 马大为: 没关系, 我要买明天的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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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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 tí 打 dǎ 找 zhǎo 扫 sǎo 挂 guà 授 shòu 报 bào （扌） 

2) 您 nín 想 xiǎng 意 yì 思 sī 愿 yuàn 怎 zěn 念 niàn 感 gǎn （心） 

3) 绍 shào 红 hóng 经 jīng 给 gěi 练 liàn （纟） 

4) 友 yǒu 发 fā 圣 shèng 对 duì 欢 huān ）（又） 

5) 汉 hàn 酒 jiǔ 法 fǎ 游 yóu 泳 yǒng 没 méi 海 hǎi 洲 zhōu 洗 xǐ 漂 piāo  

    波 bō  （氵） 

6) 节 jié 英 yīng 苹 píng 药 yào 蕉 jiāo 葡 pú 萄 táo （艹） 

7) 会 huì 舍 shě 全 quán 金 jīn 今 jīn 拿 ná （人） 

8) 时 shí 明 míng 昨 zuó 晚 wǎn 星 xīng 是 shì（日） 

 

4. Geben Sie die Pinyin-Transkription der Zeichen und Wörter an und übersetz 

Sie diese ins Deutsche. 

1) 学习 xué xí–lernen 学生 xué shēng–Student 

    学院 xué yuàn–Institut 大学 dà xué–Universität 

2) 汉语 hàn yǔ –Chinesisch 英语 yīng yǔ–Englisch 

    外语 wài yǔ –fremde Sprache 语法 yǔ fǎ — Grammatik 

3) 中国 zhōng guó –China 美国 měi guó–USA 

    英国 yīng guó –England 外国 wài guó–Ausland 

4) 南方 nán fāng Süden         北方 běi fāng Norden 

    东方 dōng fāng Osten         西方 xī fāng Westen 

 

5. Ergänzen Sie die richtigen Schriftzeichen. 

1) 我给你们 介 绍一下。 

2) 你认 识 陈老师吗？ 

3) 马大为 在 语言学院学习汉语。 

4) 他很喜欢锻 炼 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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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ichtige Reihenfolge und übersetzen Sie die Sätze ins Deutsche. 

1) 丁力波身体怎么样？ 

2) 林娜的宿舍很漂亮。 

3) 星期六下午我们去看了一个美国电影。 

4) 他去邮局给弟弟妹妹寄圣诞礼物。 

5) 我祝朋友们圣诞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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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Ergänzen Sie die Dialoge. 

1) 你喜欢在哪儿过圣诞节？ 

2) 你能帮我买票吗？  

3) 你在哪儿过圣诞节？ 

4) 他圣诞节去哪儿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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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买礼物 2) 念课文 3) 打电话 4) 去旅行 5) 打扫宿舍 

 

10. Formen Sie die folgenden Aussagesätze in V/Adj-Neg-V/Adj-Fragen um.  

1) 他给他妈妈寄没寄圣诞礼物？ 

2) 你去不去参加聚会？ 

3) 我应该不应该在北京买礼物？ 

4) 他们去不去南方旅行？ 

5) 你能不能去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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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der falsch (f) s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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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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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1）f 她没有吃。 

2）r 

3）f 他在北京打工。 

4）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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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不，一些中国的年轻人过圣诞节。 

2) 圣诞节的晚上，北京到处是圣诞音乐、圣诞礼物和圣诞聚会。 

3) 中国最有名的节日是春节。 

 

          17. Lesen Sie die Anzeige und finden Sie heraus: 

a：580 元 

b：3479306， 1890059 

c：三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