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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ör- und Sprechübun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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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力波来北京多长时间了?  (B) 

2) 力波要买什么样的衣服?  (A) 

3) 力波为什么要买中式衣服?  (D) 

4) 力波想买贵的还是便宜的?  (C) 

5) 他们想去哪儿买中式衣服?  (D) 

 

3. Hören Sie den Dialog und beantworten Sie die Fragen. 
录音:  

 女: 请问, 有白色的鞋子吗? 

 男: 有, 这双怎么样? 

 女: 这双颜色不错, 可是样子不太漂亮。还有吗? 

 男: 您再看这双, 这双比那双贵一点儿。 

 女: 贵一点儿没关系。这双的样子比那双漂亮多了, 能试一试吗? 

 男: 当然可以。 

 女: 我觉得这双大一点儿。 

 男: 我给您换一双小的。这双是 37号的, 比那双小一号。您再拿去试 

     吧. 

 女: 麻烦您了。这双很合适。多少钱? 

 男: 280 块。 

 女: 好, 我就买这双。 
 

4. Hören und ergänzen Sie. 

1) 比 

2) 得, 多 

3) 极了 

4) 白的 

5) 便宜多了 

6) 还是 

7) 从, 要 

8) 再, 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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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小王已经去了邮局了。 

2) 黑色的旗袍也很漂亮。 

3) 高先生的相声说得真好。 

4) 打太极拳得穿一套中式衣服。 

5) 他穿白颜色的衣服一定帅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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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Hören Sie und schreiben Sie die Schriftzeihen auf. 

1) 这件黑衬衫漂亮极了。 

2) 你穿多大号的? 

3) 我们从八点开始考汉语口语。 

4) 他的西服比我的合适。 

5) 你哥哥到美国多长时间了? 

 

7. Rollenspiel  

录音: 

 男: 明天是小云的生日, 你说我们送她一点儿什么礼物? 

 女:  买一瓶葡萄酒怎么样? 

 男:  这个主意真不错, 我们去商场看看吧。 

 (在商场) 

 女: 你看, 这儿都是葡萄酒。这瓶怎么样? 

 男: 这是白葡萄酒, 我觉得红葡萄酒比白葡萄酒好喝。 

 女: 你看那儿, 拿是有名的法国红葡萄酒。 

 男: 那瓶红葡萄酒比刚才看的贵多了, 一定很好, 就买那瓶吧。 

 女: 好, 听你的, 就买那瓶。 

 

 

Lese- und Schreibübungen 

3. Schreiben Sie die Pinyin – Transkription folgender Wörter an und übersetzen 

Sie sie ins Deutsche. 

（1）大—小—大小（dàxiǎo）Grösse 

（2）多—少—多少（duōshǎo）wie viel 

（3）长—短—长短（chángduǎn）Länge 

（4）快—慢—快慢（kuàimàn）Geschwindigkeit 

（5）早—晚—早晚（zǎowǎn）früher oder später 

（6）黑—白—黑白（hēibái）schwarz und weiss 

（7）买—卖—买卖（mǎimài）Geschäft 

（8）开—关—开关（kāiguān）Schal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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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übersetzen Sie sie ins Deutsche. 

（1）店（ diàn）—商店（shāngdiàn）Geschäft 

饭店（fàndiàn）Restaurant 

书店（shūdiàn）Buchhandlung 

水果店（shuǐguǒdiàn）Fruchtgeschäft 

（2）员（ yuán）—职员（ zhíyuán）Büroangestellter 

售货员（shòuhuòyuán）Verkäufer 

售票员（shòupiàoyuán）Ticketverkäufer 

办事员（bànshìyuán）Offizier / Büroangestell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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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式（shì）—中式（zhōngshì）chinesischer Stil 

 西式（xīshì）westlicher Stil 

 样式（yàngshì）Stil 

新式（xīnshì）neuer Stil 

老式（lǎoshì）alter Stil 

（4）色（sè）—颜色（yánsè）Faber 

黑色（hēisè）Schwarz 

白色（báisè）Weiss 

绿色（lǜsè）Grün 

红色（hóngsè）Rot 

咖啡色（kāfēisè）Kaffee-Farbe 

（5）公（gōng）—公司（gōngsī）Unternehmen 

公园（gōngyuán）Park 

公分（gōngfēn）Zentimeter 

公共（gōnggòng）öffentlich 

 

5. Geben Sie die Pinyin-Transkription der Schriftzeichen an und Schreiben Sie 

die Wörter entsprechend der Pinyin-Transkription in Schriftzeichen. 

（1）旗袍 qípáo—chinesisches Etuikleid 

（2）商店 shāngdiàn—Geschäft 

（3）没关系 méi guānxi—Es macht nichts.  

（4）太极拳 tàijíquán—Taiji (Schattenboxen) 

（5）开始（6）小时（7）售货员（8）麻烦 

 

6. Ergänzen sie entsprechend der Pinyin-Transkription die Schriftzeichen. 

  式，宜，打，极，帅，店，货，黑 

 

7. Ergänzen Sie Komponenten auf allen Seiten des Zeichens “口”. 

告，古，合，名  

号，员，只 

喝，吃，咖，啡，叫，吗，哪，呢，嗓，听，咱 , 啊，吧 

和，加，知 

 

8. Setzen Sie “比”, “得多”, “多了”,“一点儿” oder“极了”ein.  

（1）比 （2）比，得多 （3）一点儿 （4）比 （5）极了 （6）比，多了 

（7）多了，多了 （8）极了 

 

9. Wählen Sie das richtige Wort aus.  

（1）B （2）C （3）D （4）B 

 

10. Verbinden Sie die Wärter aus Spalte I mit denen aus Spalte II zu Sätzen.  

（1）这件不太合适，再试试那件吧。 

（2）上海人普通话说得比广东人流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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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李教授已经五十多了，头发有点儿白。 

（4）我没有时间洗衣服，我的脏衣服比妹妹的多得多。 

（5）她穿的衬衫是丝绸的，比布的贵多了。 

 

11. Bringen Sie die Wörter in die richtige Reihenfolg 

（1）这件丝绸衬衫漂亮极了。 

（2）他去图书馆已经三个小时了。 

（3）这件白的比那件红的长五公分。 

（4）她法语比我说得流利。 

（5）王先生今年写了六个很短的相声。 

 

12. Bilden Sie mit den vorgegebenen Wörtern Sätze. 

（1）这张照片比那张新一点儿。 

（2）那本书比这本书贵多了。 

（3）林老师比王老师高一点儿。 

（4）北京图书馆比语言学院的图书馆大多了。 

（5）姐姐的衣服比我的衣服漂亮得多。 

 

13. Formen Sie die folgenden Sätze mit“比”um. 

（1）一件中式衣服比一套西装便宜多了。 

（2）力波学法语的时间比学汉语长。 

（3）中国学生比外国学生少多了。 

（4）弟弟比哥哥高一点儿。 

（5）小云的表比马大为的表快一点儿。 

 

14. Übersetzen Sie die Sätze ins Deutsche. 

（1）Die Form seines Computers ist besser als meines, auch teurer. 

（2）Die Farbe dieser Kleider ist nicht besser als jeder, aber teurer. 

（3）Die Studenten in unserer Fakultät sind 75 weniger als in ihrer. 

（4）Fragen Sie mal diese Dame. Sie muss mehr als ich wissen. 

（5）Lilis Vater ist über 20 Jahren in Peking. Er ist viel früher als Lilis 

Mutter gekom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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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1）F 她朋友喜欢中国音乐喜欢极了。 

（2）R 

（3）F 这台电脑比他的新多了。 

（4）R 

（5）F 衬衫有白的，有黑的，他买了白的，我买了黑的。 

（6）R 

（7）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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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F 小地方的东西不比大地方的差。 

 

 

          16. Beantworten Sie die Fragen aufgrund des Textes aus dem Abschnitt 

 “Lesen und Nacherzählen“ aus dieser Lektion.  

 （1）B 

（2）两个人今年都写了。 

（3）A 写得多，多 10 个。 

（4）王先生。 

（5）300 页。 

（6）王先生。 

（7）A 大一点儿，个子也高点儿。 

（8）A 喜欢说。我觉得王先生谦虚点儿。 

 

          17. Beantworten Sie folgende Fragen.  

（1）我们班李小娜大，她比我大三岁。 

（2）我们班丁波高，他比我高 10 公分。 

（3）我们班马力为穿的鞋子大，他穿的是五十号的。 

 

18. Lesen Sie den Text und beantworten Sie die Fragen.  

（1）张民是个老农民。 

（2）他要进城买一辆新自行车。 

（3）城里的人多极了，商店也很多。 

（4）他进了一个商店，一个商场和一个公司，那儿的自行车不都是贵

的。 

（5）他买了，在商店里买的，是一亮不太漂亮也不太贵的自行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