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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ör- und Sprechübun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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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林娜看过越剧没有?  (D) 

2) 这个越剧团是从哪儿来的?  (A) 

3) 《红楼梦》是一部什么样的小说?  (C) 

4) 票是什么时候的?  (B) 

5) 他们想怎么去?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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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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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录音: 

 男: 小月, 你怎么了? 眼睛那么红, 你好像哭过吧? 

 女: 是高华啊, 你好。我去看越剧《红楼梦》, 哭了半个多小时。 

 男: 那个剧我也看过, 特别感人。可我没哭啊。 

 女: 你们男人都不习惯哭吧? 我看剧院里的女人好像都哭了。 

 男: 看来全世界的女人都是一样的, 上次我女朋友也哭过。 

 女: 那个故事非常悲伤, 他们唱得也非常好。 

 男: 你是不是又想你的男朋友了? 

 女: 想也没用, 他还在英国呢。 

 男: 那你让他早点儿来北京吧! 

 女: 我现在就是去给他打电话的。 

   
4. Hören und ergänzen Sie. 

1) 从来 

2) 过 

3) 虽然, 但是∕可是 

4) 篇, 遍 

5) 的, 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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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越剧是一种非常优美的地方戏。 

2) 《红楼梦》是中国古典小说的代表作。 

3) 林娜的嗓子很好, 可以学一学唱越剧。 

4) 我们打的去访问那位女主角。 

5) 我以前从来没在电脑上用过中文。 

 
6. Hören Sie und schreiben Sie die Schriftzeihen auf. 

1) 我从来没想过我能看懂中文的《红楼梦》。 

2) 虽然这两位演员的风格不同, 但是我都很喜欢。 

3) 我们的座位不错, 可他的座位比我们还好。 

4) 昨天晚上我做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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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我们班同学有的去看过西安兵马俑, 有的去看过苏州园林。 

 
7. Rollenspiel  

录音: 

 女 1:  听说你们在中国的时候学过京剧, 怎么样? 有意思吗? 

 女 2:  很有意思, 可是也很难学。 

 女 1:  你们学过什么戏? 

   女 2:  我们有的学唱青衣, 有的学唱花旦, 所以大家学过的戏也不太一样。 

 女 1:  你是学唱什么的? 

 女 2:  我是学唱青衣的, 我学过《苏三起解》。 

 女 1:  那部戏我听过, 非常感人。 

 女 2: 是啊, 我也特别喜欢, 可是我自己唱得还不太好。 

 女 1: 没关系, 什么时候你给我们唱一段吧! 

 女 2: 行, 没问题。 

 

Lese- und Schreibübungen 

3. Schreiben Sie die Pinyin-Transkription folgender Phonoideogramme auf, bei 

denen die lauttragende Komponente oben und die bedeutungstragende unten 

steht. Geben Sie die deutsche Bedeutung der Schriftzeichen an.  

（1）帮（bāng）helfen 

（2）婆（pó）alte Frau 

（3）华（huá）prächtig 

（4）照（zhào）scheinen 

（5）您（nín）Sie 

（6）愿（yuàn）wünschen 

（7）想（xiǎng）denken, möchten 

（8）恭（gōng）respektvoll, höfli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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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übersetzen Sie sie ins Deutsche. 

（1）剧（jù）—京剧（jīngjù）Peking-Oper 

 越剧（yuèjù）Shaoxing-Oper 

（2）方（fāng）—地方（dìfāng）Ort 

北方（běifāng）der Norden 

南方（nánfāng）der Süden 

东方（dōngfāng）der Osten 

西方（xīfāng）der Westen 

（3）情（qíng）—爱情（àiqíng）Liebe 

感情（gǎnqíng）Gefühl 

（4）院（yuàn）—剧院（jùyuàn）Opernhaus 

医院（yīyuàn）Spital 

学院（xuéyuàn）Institut 

电影院（diànyǐngyuàn）Ki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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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员（yuán）—演员（yǎnyuán）Schauspieler 

学员（xuéyuán）Kursteilnehmer 

队员（duìyuán）Teammitglied 

售票员（shòupiàoyuán）Ticketverkäufer 

售货员（shòuhuòyuán）Verkäufer 

（6）么（me）— 这么（zhème）so 

那么（nàme）so 

什么（shénme）was 

怎么（zěnme）wie 

多么（duōme）wie 

（7）特（tè）—特别（tè bié）besonders 

特点（tèdiǎn）Besonderheit, Eigenheit 

特色（tèsè）Besonderheit, Eigenheit 

（8）见（jiàn）— 再见（zàijiàn）auf Wiedersehen 

看见（kàn jiàn）sehen 

听见（tīngjiàn）hören 

梦见（mèngjiàn）träumen 

 

5. Ergänzen Sie Schriftzeichen und Schhriftzeichenkomponenten, um bereits 

gelernte Schriftzeichen und Wörter/Wortgruppen zu bilden.  

（1）旦—但，一旦，但是， 

（2）票—漂，买票，售票员，漂亮， 

（3）方—放，方法，放开，放行 

（4）非—啡，非常，咖啡， 

（5）坐—座，请坐，座位 

（6）主—注，住，主要，注意，注视，注释， 

（7）中—中国，中心 

（8）里—里面 

（9）车—辆，一辆汽车，火车，公共汽车，自行车 

（10）见—视，见面，看见，注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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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e Wörter entsprechend der Pinyin-Transkription in Schriftzeichen.  

（1）感人的故事 gǎnrén de gùshì 

（2）读过西方古典小说 dú guò xīfāng gǔdiǎn xiǎoshuō 

（3）打的去剧团 dǎde qù jùtuán 

（4）特别优美的音乐 tèbié yōuměi de yīnyuè 

（5）两个主角的不同风格 

（6）去杭州访问过 

（7）认识他以前我不想结婚 

（8）这件合适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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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Ergänzen Sie Komponenten auf beiden Seiten des Zeichens“古”, so dass 

Schriftzeichen gebildet werden, die Sei bereits gelernt haben.  

姑，故，做 

 

8. Setzen Sie “一次”, “一遍” oder “一下儿”ein. 

 （1）一下儿（2）一次（3）一遍（4）一次，一下儿（5）一遍 

 

9. Wählen Sie das richtige Wort (Wortgruppe) aus.  

（1）A （2）C （3）B （4）D （5）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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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我没去过苏州，也没看过园林。 

（2）演员虽然不太有名，可是他们演得非常感人。 

（3）风格可能不一样，但是京剧和越剧我都特别喜欢。 

（4）留学生队常常跟大学生队比赛，今年一共比过六次。 

（5）书店里有中国古典小说，也有西方古典小说。 

 

11. Bringen Sie die Wörter in die richtige Reihenfolg 

（1）这五年我从来没有回过上海。 

（2）我从来没有翻译过这么难的句子。 

（3）我们先吃饭再看京剧吧。 

（4）我妈妈是十年以前去欧洲旅行的。 

（5）虽然不一定能赢，可是也应该试一试。 

 

12. Bilden Sie mit den vorgegebenen Wörtern Sätze. 

（1）我从来没有去过外国。 

（2）他虽然是中国人，但是不喜欢吃中餐。 

（3）他们有的说英语，有的说汉语。 

（4）我看过京剧。 

（5）我看过一遍《红楼梦》。 

 

13. Formen Sie die Sätze um，verwenden Sie “虽然……但是/可是……”. 

（1）虽然我喜欢足球，可是我不会踢。 

（2）虽然她不是我姐姐，但是她跟我姐姐一样好。 

（3）虽然读了三遍，但是我读得还是不太流利。 

（4）虽然老张已经去过苏州，可是他还想再去一次。 

（5）虽然他没吃过火锅，但是他特别想试一试。 

 

14. Übersetzen Sie die Sätze ins Deutsche. 

(1) Es gibt einen Hauptdarsteller im "Traum der Roten Kammer", der Jiao 

Baoyu heisst. Es gibt auch eine Hauptdarstellerin, die Lin Daiyu heisst. 

(2) Der Film ist gut verkauft, weil er sehr berührend ist. 

(3) Obwohl ich nicht in Peking gewesen bin, habe ich in Amerika die 

Pekinger Oper zweimal angescha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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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Sie sind alle nicht in reichen Familien geboren. 

(5) Ich habe meiner jüngeren Schwester zwei CDs der klassischen Musik 

geschickt, nachdem ich nach China gekommen bin. Sie lässt mich noch 3 

CDs kauf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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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1）F 虽然越剧很难学，但是她想试一试。 

（2）R（3）R （4）R （5）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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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sen und Nacherzählen“ aus dieser Lektion. 

  

（1）有一个爱情故事。 

（2）他很好看，也很聪明。 

（3）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姑娘。 

（4）在贾宝玉结婚的那一天。她烧的是她写给贾宝玉的诗，还有贾宝

玉送给她的礼物。因为贾宝玉和别的姑娘结婚了。 

（5）因为林黛玉死了，他非常爱林黛玉。 

（6）是林黛玉的外婆。 

 

18. Lesen Sie den Text und füllen Sie die Lücken.  

 越，绍兴，过，完，给，打，星期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