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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ör- und Sprechübun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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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王小云和丁力波在火车站等谁?  (C) 

2) 她舅舅是从哪儿来的?  (A) 

3) 舅舅在看什么?  (D) 

4) 舅舅来过北京吗?  (C) 

5) 谁现在是大姑娘了?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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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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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录音: 

 男: 林娜, 加油! 快要到山顶了! 

 女: 宋华, 还有多少级台阶呀? 

 男: 还有 50多级, 要我帮忙吗? 

 女: 不用, 谢谢。我要自己爬上泰山去。 

 男: 你爬上来的时候, 太阳也快要出来了。 

 女: 啊, 我爬上来了! 泰山真是太高了! 

 男: 你累了吧? 先喝点儿水吧。 

 女: 你也坐下来休息一会儿吧。…… 

 男: 林娜, 快看, 太阳出来了! 

 女: 泰山日出! 多美啊, 我真是太喜欢了! 

   
4. Hören und ergänzen Sie. 

1) 出来 

2) 景色, 夏天 

3) 条 

4) 过, 上去 

5) 进, 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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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那部乐曲演奏得很优美。 

2) 这件旗袍多便宜啊! 

3) 下雪的景色你以前看过吗? 

4) 她想多拍些照片寄回国去。 

5) 糟糕, 我把上学期学过的太极拳都忘了! 

 
6. Hören Sie und schreiben Sie die Schriftzeihen auf. 

1) 他们快要从长城上走下来了。 

2) 在海南岛冬天也可以过夏天的生活。 

3) 先从山下爬上去, 在从山顶走下来, 一共用了五个多小时。 

4) 放假以后, 你有什么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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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今天是阴天, 可能快要下雪了。 

 
7. Rollenspiel  

录音: 

 女:  陈老师, 你去过华山吗? 

 男:  华山我去过一次, 是在上大学的时候去的。 

 女: 去华山怎么走比较好? 

 男: 你们如果想去看兵马俑, 就可以先坐火车到华山, 爬了华山以后再 

  坐汽车去看兵马俑。 

 女: 华山离兵马俑远不远? 

 男: 不太远, 坐车几个小时就到了。 

 女: 华山的景色怎么样? 

 男: 华山是中国很有名的山, 很高, 有些地方很危险, 想爬上去不太容 

  易, 但山顶的景色很美。  

 女: 太好了, 我们一定要去爬一下华山。 

 

Lese- und Schreibübun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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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übersetzen Sie sie ins Deutsche. 

（1）放（fàng）—放假（fang4jia4 – fàngjià）Ferien haben 

放心（fàngxīn）sich beruhigen, erleichtert sein 

放大（fàngdà）vergrössern 

放行（fàngxíng）gehen lassen 

放学（fàngxué）Schule beenden 

（2）旅（lǚ）— 旅行（lǚxíng）reisen 

旅游（lǚyóu）reisen 

旅客（lǚkè）Passagier 

旅馆（lǚguǎn）Hotel 

旅店（lǚdiàn）Gasthaus 

（3）票（piào）— 机票（jīpiào）Flugticket 

车票（chēpiào）Busticket, Bahnticket 

戏票（xìpiào）Theaterticket 

门票（ménpiào）Eintrittsticket 

发票（fāpiào）Quittung 

（4）顶（dǐng）— 山顶（shāndǐng）Berggipfel 

楼顶（lóudǐng）Oberseite des Gebäudes 

房顶（fángdǐng）Dach 

屋顶（wūdǐng）Dach 

头顶（tóudǐng）Scheitel 

（5）天（tiān）— 阴天（yīntiān）bewölkt 

晴天（qíngtiān）sonnig 

春天（chūntiān）Frühling 

夏天（xiàtiān）Somm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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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天（qiūtiān）Herbst 

冬天（dōngtiān）Winter 

热天（rètiān）heisser Tag 

冷天（lěngtiān）kalter Tag 

（6）度（dù）— 零度（língdù）0 Grad 

温度（wēndù）Temperatur 

热度（rèdù）Wärme, Wärmegrad 

高度（gāodù）Höhe 

长度（chángdù）Länge 

（7）色（sè）— 景色（jǐngsè）Landschaft 

颜色（yánsè）Farbe 

起色（qǐsè）Verbesserung 

红色（hóngsè）rot 

白色（báisè）weiss 

（8）机（jī）—飞机（fēijī）Flugzeug 

照相机（zhàoxiàngjī）Kamera 

电视机（diànshìjī）Fernseher 

电话机（diànhuàjī）Telefonapparate 

打字机（dǎzìjī）Schreibmaschine 

 

4. Ergänzen Sie Schriftzeichen und Schhriftzeichenkomponenten, um bereits 

gelernte Schriftzeichen und Wörter/Wortgruppen zu bilden.  

（1）子—好，儿子，好人，好学生，很好 

（2）是—提，不是，就是，提到 

（3）每—每天， 

（4）白—白色，白天 

（5）合—合住 

（6）音—音乐，发音 

（7）也—他，她，也是， 

（8）生—性，姓，性别，姓名，生活，生日 

（9）气—汽，汽车，生气 

（10）自—自己，自行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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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e Wörter entsprechend der Pinyin-Transkription in Schriftzeichen.  

（1）泰山的雪景 Tàishān de xuě jǐng 

（2）天气要冷了 tiānqì yào lěng le 

（3）那部小说还没有看过 nà bù xiǎoshuō huán méi yǒu kàn guò 

（4）游过来游过去 yóu guò lái yóu guò qù 

（5）我提了一个建议 

（6）借书证办好了 

（7）他长得多帅啊 

（8）汉语语法考得马马虎虎 



 Lösungsschlüssel zum Arbeitsbuch "Das Neue Praktische Chinesisch" Band II 

Sprachschule Dong für Chinesisch 

www.dong.ch 

 

Lektion 23 我们爬上长城来了 

4 

 

  

 

6. Ergänzen Sie Komponenten auf beiden Seiten des Zeichens “方”, so dass 

Schriftzeichen gebildet werden, die Sei bereits gelernt haben.  

房，访，放 

 

7. Setzen Sie “……来” oder “……去”. ein. 

 （1）下，来（2）回，去（3）给，来（4）去（5）进，来 

 

8. Setzten Sie passende Wörter ein.  

（1）好（2）吗（3）着，离（4）了，的（5）对不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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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放假以后有的同学去旅行，有的回家去看爸爸妈妈。 

（2）王教授建议我们先读一点儿孔子，再去参观孔子教书的地方。 

（3）那双爬山的鞋是他上车以前刚从商场买回来的。 

（4）林娜爬上了泰山，看到了泰山日出。 

（5）“有朋自远方来”里的“自”是“从”的意思。 

 

10. Bringen Sie die Wörter in die richtige Reihenfolg 

（1）我们在雪地上做了一个雪人。 

（2）妈妈给他讲过很多龙的故事。 

（3）请帮我一下好吗？ 

（4）打扫这么大的客厅多累啊！ 

（5）对不起，您开的车不能进学校来。 

 

11. Bilden Sie mit den vorgegebenen Wörtern Sätze. 

（1）圣诞节就要到了，我们去买些礼物吧。 

（2）回国的机票已经买好了。 

（3）他给我提了非常好的建议。 

（4）你请谁帮忙？ 

（5）瑞士（die Schweiz）的景色多漂亮啊！ 

 

12. Vollständigen Sie die Sätze mit “要……了”. 

（1）要下雨了（2）要到了（3）要出来了（4）他们要回国了 

（5）明天要上汉语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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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1）F 那部小说看完没有？ 

（2）R 

（3）R 

（4）F 弟弟是导游，旅行的事儿他知道得很多。 

（5）F 长城这么美，我要多拍些照片寄回家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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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Beantworten Sie die Fragen aufgrund des Textes aus dem Abschnitt 

 “Lesen und Nacherzählen“ aus dieser Lektion. 

  

（1）王贵比张才大。 

（2）他们常在一起玩儿，是很好的朋友。 

（3）看见一个大黑熊。 

（4）王贵爬上了一棵大树，张才装死人。 

（5）在危险的时候，就能知道谁是你的真朋友。 

 

15. Lesen Sie den Text und machen Sie die Übungen. 

 好，从，左，右，游，了，来，会，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