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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ör- und Sprechübungen 

 

2. Hören Sie die Fragen und markieren Sie die richtigen Antworten.  

1) 谁去银行去得很早? 

 A. 林娜   B. 王老师 C. 力波  D. 工作人员 

2) 林娜去银行做什么? 

 A. 买东西   B. 存钱 C. 参观  D. 换钱 

3) 林娜刚从哪儿回北京? 

 A. 上海 B. 西安 C. 兵马俑  D. 王府井 

4) 林娜要换什么钱? 

  A. 英镑  B. 美元 C. 欧元 D. 加元 

5) 林娜换了多少钱? 

 A. 十一块五毛七分人民币   B. 五千多块人民币 

 C. 五百块人民币  D. 七百八十五块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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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nd. 

(1) F (2) F (3) F (4) R (5) F (6) F 

 录音:  

 女: 你看, 现在几点了? 

 男: 对不起, 我来晚了。你今天穿得真漂亮。 

 女: 是吗? 我们换多少钱? 

 男: 两千块人民币, 好吗? 

 女: 我们要去西安和上海, 还要买东西, 两千块太少了。 

 男: 好, 我们换四千吧。 
 

4. Hören und ergänzen Sie. 

1) 少       2）得      3）从      4）参观       5）了 

 
5. Hören Sie und schreiben Sie die Sätze in Pinyin auf.  

1) 北京的大商场很多。 

2) 西安的兵马俑非常好。 

3) 今天英镑换人民币换得不多。 

4) 上海这几年发展得怎么样? 

5) 年轻人普通话说得很流利。 

 

6. Hören Sie und schreiben Sie die Schriftzeihen auf. 

1) 来换钱 

2) 买东西 

3) 去旅行 

4) 请等一等 

5) 在上海说普通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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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Rollenspiel  

录音: 

 男: 王老师, 您好! 

 女: 你好, 你来得真早。 

 男: 我明天要去中国旅行, 今天来银行换钱。 

 女: 现在一加元换多少人民币? 

 男: 今天换得不多, 一加元换五块零八分。 

 女: 您要去中国哪儿旅行? 

 男:  很多地方, 北京﹑上海﹑西安, 还有云南和西藏。 

 女: 是吗? 太好了! 

 

Lese- und Schreibübungen 

3. Geben Sie die Pinyin – Transkription folgender Wörter und Wortgruppen an 

und übersetzen Sie sie ins Deutsche. 

（1）旅行 lǚxíng — reisen 银行 yínháng—Bank 

（2）写得很好 xiě de hěn hǎo—gut schreiben 

          你得参加 nǐ děi cānjiā—du musst teilnehmen 

（3）教汉语 jiāo hànyǔ—Chinesisch unterrichten 

          张教授 Zhāng jiàoshòu—Professor Zhang 

（4）快乐 kuàilè—fröhlich 音乐 yīnyuè—Musik 

 

4. Geben Sie die Pinyin-Transkription folgender Gruppen von Wörtern an und 

übersetzen Sie sie ins Deutsche. 

（1）中国 zhōngguó—China 

          中文 zhōngwén—die chinesische Sprache 

          中药 zhōngyào—Chinesische Medizin 

          中餐 zhōngcān—Chinesische Speise 

（2）西方 xīfāng—Westen 

          西药 xīyào—westliche Medizin 

          西服 xīfú—westlicher Anzug 

          西餐 xīcān—westliche Speise 

（3）英国 yīngguó—England 

          英语 yīngyǔ—Englisch 

          英文 yīngwén—die englische Sprache 

          英镑–yīngbàng–Pfund 

（4）美国 měiguó—Amerika 

          美元 měiyuán—Dollar 

          中美 zhōngměi—China und Amerika 

          英美 yīngměi—England und Amerika 

（5）日本 rìběn—Japan 

          日语 rìyǔ—Japanisch 

          日文 rìwén—die japanische Sprac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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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元 rìyuán—Japanische Yen 

 

（6）外国 wàiguó—Ausland 

外语 wàiyǔ—Fremdsprache 

外文 wàiwén—Fremdsprache 

外币 wàibì—Fremdwährung 

外商 wàishāng—ausländischer Kaufmann 

 

5. Ergänzen Sie entsprechend der Pinyin-Transkription die Schriftzeichen.  

从，就，行，得，还，观，信，再 

 

6. Schriftzeichenrätsel   从 

 

7. Setzten Sie in jede Lücke ein Verb ein.  

（1）写（2）去，到（3）寄，寄（4）换（5）住，吃 

 

8. Wählen Sie das richtige Wort aus. 

（1）C （2）D （3）B （4）C （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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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他在教室写汉字。 

（2）我想去西安和上海旅行。 

（3）你今天穿得真漂亮。 

（4）大为，现在该你了。 

（5）“阿拉勿懂”就是我不懂。 

 

10. Bringen Sie die Wörter in die richtige Reihenfolge.  

（1）他每天都来得很早。 

（2）我上午去银行换钱。 

（3）我给你介绍介绍西安吧。 

（4）她汉语学得快不快？ 

（5）王老师去了上海。          

 

11.Bilden Sie mit den vorgegebenen Wörtern Sätze. 

（1）他今天来得很早。 

（2）丁力波汉语说得很流利。 

（3）我在中国玩儿得很好。 

（4）我们这儿发展得不太快。 

（5）这个老外写汉字写得还可以。 

 

12. Formen Sie die folgenden Sätze um, verwenden Sie die Partikel 了 

（1）他去他哥哥那儿了。 

（2）昨天她参加聚会了。 

（3）我去银行换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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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上午王云打扫宿舍了。 

（5）你学上海话了吗？ 

 

13. Übersetzen Sie die Sätze ins Chinesische. Verwenden Sie die Wörter in 

 Klammern.  

（1）你能给我介绍一下西安吗？ 

（2）看一下，这个字我写得对吗？ 

（3）你买了中国的明信片吗？ 

（4）上海发展得快不快？ 

（5）老师教语法教得太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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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1）F 看，该你了。 

（2）F 我去参加聚会了。/ 张老师参加聚会了。 

（3）R 

（4）F 那儿的人普通话说得很流利。 

（5）R 

 

          15. Entscheiden Sie aufgrund des Textes aus dem Abschnitt “Lesen und 

 Nacherzählen”asu dieser Lektion, ob die Aussagen richtig (r) oder falsch 

 (f) sind.  

 （1）F （2）R （3）F （4）F （5）R 

 

          16. Beantworten Sie folgende Fragen.  

（1）我很喜欢旅行。 

（2）我去了英国和美国。/ 我去了上海和北京，还有西安。 

（3）我喜欢上海。上海很漂亮，那儿的人也很好。 

（4）我们老师汉语课教得不是很快。我学得很好。 

（5）我还会说法语和西班牙语。 

 

17. Lesen sie den Text und beantworten Sie die Fragen.  

（1）明信片很可爱，不太贵。 

（2）喜欢旅行的人也喜欢买明信片。 

（3）明信片上常常有很多风景，那些风景都很有名。 

（4）每次旅行，“我”都买很多明信片，寄给那些好久不见的朋友们。 

（5）我喜欢买明信片，在邮局买，买有漂亮风景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