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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ör- und Sprechübun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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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马大为去邮局做什么?  (B) 

2) 他寄了几本中文书? (D) 

3) 他要往哪儿寄书? (C) 

4) 他为什么寄航空? (B) 

5) 海关在哪儿?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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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 您好! 该您了。 

 男: 我要买 20张邮票, 10张 5块的, 10张 8毛的。 

 女: 一共 58块。 

 男: 给您 70块。 

 女: 您这是 70块, 找您 12块。 

 男: 我还要取一个包裹。 

 女: 请把包裹通知单给我。 

 男: 给。 

 女: 请您写上您的姓名。 

 男: 写好了, 给您。 

 女: 对不起, 请把您的护照给我看一下。 

 男: 糟糕, 我又把护照忘了。 
 

4. Hören und ergänzen Sie. 

1) 懂 

2) 去 

3) 把, 来 

4) 没有, 好 

5) 没有, 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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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海关比邮局远多了。 

2) 这个包裹里都是英文词典。 

3) 请放心, 公共汽车也很快。 

4) 很多车都经过王府井。 

5) 刘老师的小孙子非常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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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Hören Sie und schreiben Sie die Schriftzeihen auf. 

1) 我去邮局给妈妈寄照片和礼物。 

2) 刚上车的请买票。 

3) 我们都想学好汉语。 

4) 糟糕, 我把借书的事儿忘了。 

5) 这套音乐光盘是林娜的中国朋友的。 

 

7. Rollenspiel  

录音: 

 女:  请问, 这是 331 路公共汽车吗? 

 男:  不是, 这是 737。 

 女: 糟糕, 我坐错车了。 

 男: 请问, 您要去哪儿? 

 女: 我要去植物园。 

 男: 啊, 没关系, 737也到植物园。 

 女: 真的? 太好了。买一张票。 

 男:  一张两块的, 您这是十块, 找您八块, 拿好您的票。 

 女: 谢谢。到植物园请叫我一下。 

 男: 没问题, 您放心吧! 

 

 

Lese- und Schreibübun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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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übersetzen Sie sie ins Deutsche. 

（1）往前走（wǎng qián zǒu） vorwärds gehen 

 往前门（wǎng qiánmén）zum Qianmen gehen 

（2）不错（bú cuò）nicht schlecht 

 不借（bú jiè）nicht ausleihen 

（3）客气（kèqi）gerne geschehen  

 容易（róngyì）einfach 

（4）买票（mǎi piào）Tickets kaufen 

 也要（yě yào）auch wollen 

（5）邮费（yóufèi）Porto 

 很贵（hěn guì）sehr teu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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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übersetzen Sie sie ins Deutsche.  

（1）邮（yóu）—邮局（yóujú）Post 

邮费（yóufèi）Porto 

邮票（yóupiào）Briefmarke 

邮寄（yóujì）per Post schick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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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边（biān）—里边（lǐbiān）innen 

外边（wàibiān）draussen 

前边（qiánbiān）vorne 

后边（hòubiān）hinten 

（3）客（kè ）—客气（kèqi）höflich 

客人（kèrén）Gast 

客厅（kètīng）Halle 

乘客（chéngkè）Passagier 

（4）航（háng）—航空（hángkōng）Luftfahrt 

航海（hánghǎi）auf dem Meer segeln 

航运（hángyùn）Schifffahrt 

航行（hángxíng）segeln 

（5）车（chē）— 汽车（qìchē）Auto 

电车（diànchē）Tram 

火车（huǒchē）Zug 

马车（mǎchē）Wagen 

货车（huòchē）LKW 

客车（kèchē）B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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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e Wärter entsprechend der Pinyin-Transkription in Schriftzeichen.  

 （1）换乘地铁 huàn chéng dìtiě —zur U-bahn umsteigen 

（2）海运的邮费 hǎiyùn de yóufèi —Seefrachtkosten 

（3）包裹没有包好 bāoguǒ méiyǒu bāo hǎo—Pakete sind nicht gut 

 verpackt. 

（4）请大家喝咖啡 qǐng dàjiā hē kāfēi—alle einladen, Kaffee zu drinken 

（5）罚款通知单 

（6）信封上的名字 

（7）到西安的乘客 

（8）练习做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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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局，裹，开，新，旧，填，单，往，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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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 普 

 是， 星， 易， 早 

 旧 

 明， 时， 昨， 晚 

 

8. Setzen Sie Ergebniskomplemente e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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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好（2）出来（3）清楚，错（4）完（5）冷 

 

 

9. Wählen Sie das richtige Wort aus.  

（1）B （2）A （3）C （4）D （5）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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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下车的乘客请拿好自己的东西。 

（2）这些书都寄航空得 220 块人民币。 

（3）那件红旗袍是王小云刚买的。 

（4）现在上课了，请大家都坐好。 

（5）我带来了两个苹果，我把大的给我女朋友了。 

 

11. Bringen Sie die Wörter in die richtige Reihenfolg 

（1）海运寄比航空寄慢多了。 

（2）办护照好像在东单。 

（3）下星期我要到银行取钱。 

（4）请要下车的往外走。 

（5）今天我把借书证带来了。 

 

12. Bilden Sie mit den vorgegebenen Wörtern Sätze. 

（1）请把你的照片和学生证给我。 

（2）这些衣服我要寄往美国。 

（3）很晚了，我得走了。 

（4）他今天穿的旗袍漂亮极了。 

（5）真糟糕，我把大为的电话号码忘了。 

 

13. Formen Sie die Sätze entsprechend der Angaben in Klammern um.  

（1）书店的工作人员说的话，马大为都听不懂。 

（2）请把你的包裹通知单给我。 

（3）你把林娜的书带了吗？ 

（4）爸爸有没有给奶奶买一套音乐光盘？ 

（5）她下车时拿好自己的东西了吗？ 

 

14. Übersetzen Sie die Sätze ins Deutsche. 

（1）Hast du die Grammatik, die der Lehrer heute gelehrt hat, verstanden? 

（2）Meine kleine Tochter möchte ihrer Grussmutter ein großes Haus  

"schicken".  

（3）Ist die Postkarte der großen Mauer von deinem Freund? 

（4）Ich habe die Telefonnummer des Sprachinstituts verstanden und sie 

mir aber falsch gemerkt.  

（5）Bitte gebt ihr dem Lehrer das von euch ausgefüllte Formul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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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Entscheiden Sie, ob die Aussagen grammatisch korrekt (r) sind oder nicht 

                (f). 

（1）F 请您在通知单上写上您的名字。 

（2）F 这不是我要的词典，我要的是英文的。 

（3）R 

（4）R 

（5）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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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sen und Nacherzählen“ aus dieser Lektion.  

 （1）不知道。 

（2）一封往加拿大，一封往西安。 

（3）爸爸把邮票贴反了。 

（4）做错了。 

（5）一套音乐光盘。奶奶喜欢听音乐。 

（6）上海。 

（7）没有。儿子说往他身上贴邮票。 

（8）都做对了。 

（9）老师想是他爸爸帮了他。 

（10）爸爸。儿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