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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ör- und Sprechübun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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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林娜已经来中国多长时间了?  (B) 

2) 林娜刚来中国的时候, 喜欢不喜欢吃中餐?  (B) 

3) 力波为什么早就有点儿中国化了?  (D) 

4) 大为认为“中国化”很容易, 只要_____________。  (C) 

5) 明天谁要陪林娜去看展览?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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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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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录音:  

男: 林娜, 你今天要给我们做什么样的中国菜啊? 

 女: 有东北菜, 有北京菜, 有四川菜, 还有广东菜。 

 男: 那么多种? 从南到北﹑从东到西的菜都有了, 你比我妈妈会的菜 

     还多。 

 女: 这还不够, 中国菜最有名的就有 8种, 每一种都有自己的特点,  

     非常有意思。 

 男: 我看, 你快要成中国菜的大厨师了! 

 女: 哪里哪里, 大厨师可不敢当, 还差得远呢! 

 男: 林娜, 说实在的, 你越来越中国化了。 

 女: 可不, 我也越来越喜欢在中国的生活了。 

 男: 那你想不想变成“中国通”啊? 

 女: 怎么说呢? 你有什么好办法吗? 

 男: 当然有好办法, 就像大为那天说的那样, 如果想变成中国通, 就 

     赶快找个中国人结婚吧!   

 
4. Hören und ergänzen Sie. 

1) 如果, 会 

2) 才, 的 

3) 对, 感 

4) 了, 不但, 而且还 

5) 穿, 吃, 听, 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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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历史博物馆正在举办中国画展。 

2) 我女朋友对我们班的结业聚会很感兴趣。 

3) 那个俄罗斯小伙子长得很帅。 

4) 妈妈她们一直在聊天, 我快要饿死了。 

5) 他刚学汉语的时候, 声调就比别人好得多, 现在是越来越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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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Hören Sie und schreiben Sie die Schriftzeihen auf. 

1) 现在学的课文真是越来越有意思了。 

2) 每天早上到公园里来锻炼的人都很多, 星期天就不用说了。 

3) 因为宋华常和留学生们在一起, 他也被当成了老外。 

4) 你那么喜欢欧洲, 真应该去看看那个欧洲画展。 

5) 他找了十年, 才找到了自己喜欢的姑娘做妻子。 

 

 

Lese- und Schreibübungen 

3. Schreiben Sie die Pinyin-Transkription folgender Schriftzeichen an. Bilden 

Sie mit den Schriftzeichen Wörter oder Wortgruppen.  

（1）儿ér（女儿）几 jǐ（几个） 

（2）石 shí（石头）右 yòu（右边） 

（3）刀 dāo（刀子）力 lì（力气） 

（4）入 rù（进入）人 rén（人们） 

（5）部 bù（一部电影）陪 péi（陪同） 

（6）夫 fū（丈夫）天 tiān（天气） 

（7）练 liàn（练习）炼 liàn（锻炼） 

（8）孩 hái（孩子）该 gāi（应该） 

（9）放 fàng（放假）访 fǎng（访问） 

（10）明 míng（明天）朋 péng（朋友） 

（11）错 cuò（错误）借 jiè（借书证） 

（12）请 qǐng（请坐）情 qíng（爱情） 

（13）住 zhù（住址）注 zhù（注意） 

（14）谁 shéi（是谁）难 nán（难题） 

（15）种 zhǒng（一种）钟 zhōng（时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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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übersetzen Sie sie ins Deutsche. 

（1）特（tè）—特别（tèbié）besonders 

特点（tèdiǎn）Eigenheit 

特色（tèsè）Besonderheit, Eigenheit 

特长（tècháng）Spezialität 

（2）餐（cān）—中餐（Zhōngcān）chinesische Küche 

西餐（Xīcān）westliche Küche 

晚餐（wǎncān）Abendessen 

早餐（zǎocān）Frühstück 

午餐（wǔcān）Mittagessen 

正餐（zhèngcān）Mahlzeit 

（3）文（wén）—文化（wénhuà）Kult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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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wénxué）Literatur 

文字（wénzì）Schriftzeichen 

（4）馆（guǎn）—博物馆（bówùguǎn）Museum 

展览馆（zhǎnlǎnguǎn）Ausstellungshalle 

图书馆（túshūguǎn）Bibliothek 

茶馆（cháguǎn）Teehaus 

饭馆（fànguǎn）Restaurant 

咖啡馆（kāfēiguǎn）Café 

（5）化（huà）—中国化（zhōngguóhuà）Sinisieren 

城市化（chéngshìhuà）urbanisieren 

知识化（zhīshíhuà）intellektualisieren 

绿化（lǜhuà）aufforsten 

现代化（xiàndàihuà）modernisieren 

 

5. Schreiben Sie die bisher gelernten Phonoideogramme mit folgenden 

Zeichen oder Radikalen als bedeutungstragende Komponente auf.   

（1）吃，叫，吗，喝 

（2）林，样，材，村，机，极，楼 

（3）城，场，地，坏 

（4）和，种， 

（5）你，们，他，但，低，倒，借，停，像 

（6）被，衬，衫 

（7）饭，馆，饿 

（8）说，话，记，认，词，访 

（9）还，道，进，遍，过 

（10）提，把，打，换，技，抓，撞 

（11）锻，钱 

（12）汉，汽 

（13）草，艺，菜，花 

（14）家，实，客 

（15）放 

（16）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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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e Wörter entsprechend der Pinyin-Transkription in Schriftzeichen.  

（1）吃得很舒服 chī de hěn shūfú 

（2）那位音乐家的经验 nà wèi yīnyuèjiā de jīngyàn 

（3）多见几次就熟悉了 duō jiàn jǐcì jiù shúxī le 

（4）用流利的汉语聊天 yòng liúlìde hànyǔ liáotiān 

（5）声调很不容易学好 

（6）对朋友非常热情 

（7）听他说完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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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陪妻子去王府井 

 

 

7. Setzen Sie die richtigen Schriftzeichen ein.  

（1）的，得，的（2）练，炼，链（3）几，儿，九（4）已，己 

（5）地，第，弟 

 

8. Schriftzeichenrätsel 

   明 

 

9. Setzen Sie “才” oder “就” ein. 

 （1）就（2）才（3）才（4）就（5）才 

 

10. Bilden Sie mit den vorgegebenen Wörtern Sätze. 

（1）他汉语说得越来越好了。 

（2）你怎么才到啊？音乐会已经开始了。 

（3）明天晚上七点我在电影院门口等你，不见不散。 

（4）她现在成我的爱人了。 

（5）我对爬山很感兴趣。 

 

11. Entscheiden Sie aufgrund des Textes aus dem Abschnitt 

“Lesen und Nacherzählen“ aus dieser Lektion, ob die Aussagen richtig (r) 

oder falsch (f) sind. 

（1）R（2）F（3）F（4）R（5）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