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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ör- und Sprechübun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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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力波现在早上都学习什么?  (B) 

2) 马大为说哪儿围着很多人?  (C) 

3) 小区里的老人没有哪种休闲方式?  (D) 

4) 立交桥下的人正在做什么?  (A) 

5) 下边哪一个不是这儿的老人的休闲活动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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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6)R 

录音:  

 女: 你喜欢早上锻炼吗? 

 男: 喜欢。我每天早上都要跑步, 有的时候跟爸爸一起练太极剑。 

 女: 真的吗? 我外婆也会太极剑, 我正在学太极剑。 

 男: 我爸爸还会打太极拳。他也教过我打太极拳。 

 女: 那太好了, 我也向外婆学过太极拳。明天我们比一比, 看谁打得更 

     好。 

 男: 好, 明天早上街心花园见。 

  
4. Hören und ergänzen Sie. 

1) 了 

2) 又……又…… 

3) 的 

4) 现在∕后来 

5) 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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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他们一边跳舞, 一边还敲锣打鼓,玩儿得真高兴。 

2) 那边走来的人是练太极剑的。 

3) 网吧里进进出出的都是年轻人。 

4) 听到这个好消息, 我高兴得说不出话来。 

5) 年轻人的休闲活动比老年人多。 

 
6. Hören Sie und schreiben Sie die Schriftzeihen auf. 

1) 又唱又跳 

2) 当然可以 

3) 咱们过去看看 

4) 这真有意思 

5) 最重要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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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Rollenspiel  

录音(1): 

 A: 那边在下棋, 咱们也过去看看。 

 B: 这么多人下棋? 

 A: 只有两个人下棋, 别的人都是看下棋的。 

 B: 我们不认识他们, 可以去看吗? 

 A: 当然可以。不但可以看, 而且还可以跟他们一起下。 

 B: 这很有意思。我看过一本书, 说中国象棋有 2000 多年的历史了。 

 A: 是啊, 象棋是从战国时候开始的, 唐代就很受欢迎, 宋代人下象棋 

  的规则跟现在差不多。现在, 从老人到孩子, 很多人都喜欢下棋。 

  它已经成了一种很好的体育活动了。 

 

 

录音(2): 

 A: 早上好! 这么早, 您去哪儿啊? 

 B: 我去爬山, 退休以后, 我跟几个老朋友一起,每个星期六早上都去 

     爬山。你看, 对面来了几个人, 就是他们。你也跟我们一起去爬爬 

  山,怎么样? 

 A: 爬山是很好的活动, 对心脏很有好处。不过, 我已经参加太极拳了,  

  星期六早上没有时间。以前我常常感冒, 走路也不太方便。后来,  

  我就跟大家一起练太极拳。已经练了两年多了, 现在我身体比以前 

  健康了。 

 B: 好啊! 一边听着音乐, 一边慢慢地打拳, 太极拳是很好的活动。不 

  但中国人喜欢, 不少外国人也很喜欢打太极拳。 

 

 

Lese- und Schreibübungen  

3. Geben Sie die Pinyin-Transkription folgender Wörter und Wortgruppen an 

und übersetzten Sie sie ins Deutsche.  

（1）要不 yàobu——ansonst 

不要 búyào——nicht wollen 

（2）爱好 àihào——Hobby, eine Vorliebe haben 

叫好 jiàohăo——jubeln 

（3）扭得全身是汗，niŭ de quánshēn shì hàn——den Körper drehen, bis der 

 Schweiss aus allen Poren bricht. 

得到一块巧克力，dédao yí kuài qiăokèlì——ein Stück Schokolade 

bekommen 

你得练习太极拳 nĭ dĕi liànxí tàijíquán—Du muss Schattenboxen üben.  

（4）快乐 kuàilè——glücklich 

音乐 yīnyuè——Musik 

（5）结果 jiéguŏ——Ergebnis 

说话 shuōhuà——sprec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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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 shíwù——Esswaren 

聊天 liáotiān——plaudern 

照相 zhàoxiàng——fotographieren 

送礼 sònglĭ——schenken 

下棋 xiàqí——Schach spielen 

结业 jiéyè——einen Kurs absolvieren, Studium beenden 

吃饭 chīfàn——essen 

放心 fàngxīn——beruhigen 

放假 fàngjià——Ferien haben 

挂号 guàhào——registrieren 

换钱 huànqián——Geld wechseln 

加油 jiāyóu——tanken, aufmuntern 

烤鸭 kăoyā——gebratene Ente 

排队 páiduì——Schlange stehen 

起床 qĭcháng——aufstehen 

上班 shàngbān——zur Arbeit gehen 

散步 sànbù——spazieren 

跳舞 tiàowŭ——tanzen 

唱歌 chànggē——singen 

做操 zuòcāo——Gymnastik machen 

罚款 fákuăn—— büssen 

教书 jiāoshū——lehren 

开门 kāimén——die Tür öffnen 

 

4. Geben Sie die Pinyin-Transkription der folgenden Wörter an und übersetzen 

Sie sie ins Deutsche. 

（1）跳秧歌舞 tiào yānggēwŭ——den Yangge-Tanz tanzen 

跳交谊舞 tiào jiāoyìwŭ——den Gesellschaftstanz tanzen 

跳民族舞 tiào mínzúwŭ——den ethnischen Tanz tanzen 

跳芭蕾舞 tiào bāléiwŭ—— das Ballett tanzen 

（2）打太极拳 dǎ tài jí quán ——Schattenbox spielen 

打球 dă qiú——Ball spielen 

打电话 dǎ diàn huà ——telefonieren 

打水 dă shuĭ——Wasser holen 

打饭 dă fàn——das Essen holen 

（3）老人 lǎo rén——alter Mensch 

老板 lǎo băn——Chef 

老师 lǎo shī——Lehrer 

老头 lǎo tóu——alter Mann 

老爸 lǎo bà——Vater 

老婆 lǎo pó——Ehefrau 

老公 lǎo gōng——Ehema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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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唱京剧 chàng jīng jù ——Peking-Oper singen 

唱流行歌曲 chàng liú xíng gē qǔ ——populäre Lieder singen 

唱民歌 chàng mín gē ——Volkslieder singen 

唱外国歌 chàng wài guó gē ——ausländische Lieder singen 

（5）上班 shàngbān——zur Arbeit gehen 

下班 xià bān ——Feierabend machen 

白班 bái bān ——Tagschicht 

夜班 yè bān ——Nacchtschicht 

加班 jiā bān ——Überstunden machen 

（6）叫好 jiàohăo——jubeln 

叫座 jiàozuò——ein grosses Publikum ziehen 

叫做 jiàozuò——heissen 

（7）休闲 xiūxián——Entspannung, Erholung 

休息 xiūxi——sich ausruhen 

休假 xiū1jià——Ferien haben 

（8）网吧 wăngbā——Internetcafé 

酒吧 jiŭbā——Bar 

书吧 shūbā——Bücherbar 

 

5. Verbinden Sie die Schriftzeichen in der ersten Zeile mit den Schriftzeichen 

in der zweiten Zeile zu einem Wort entsprechend der Vorgaben in Pinyin. 

活动，跳舞，简单，舞蹈，上班，大桥，退休，方式，跑步，对面，网

吧，门口 

 

6. Setzten Sie die richtigen Schriftzeichen ein.  

（1）他在家很休 闲。 

我没有时 间。 

这很 简 单。 

（2）他的动 作 很漂亮。 

 这叫 做 盆景。 

（3）他喜欢 武 术。 

 我爱好跳 舞。 

（4）这种放 式 不错。 

 他们明天考 试。 

 

7. Bringen Sie die Schriftzeichen entsprechend der Vorgaben in Pinyin in die 

richtige Reihenfolge.  

（1）前边走过来了不少老人。 

（2）现在八点半了。 

（3）他们玩儿得真高兴。 

（4）以前他们忙得没有时间唱。 

（5）秧歌舞的动作又简单又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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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Ergänzen Sie entsprechend der Pinyin-Transkription die Schriftzeichen. 

热闹，又，又，得，一边，一边，又，以前，现在，还，的，小区， 

爱好者，得，为，叫好 

 

9. Schriftzeichenrätsel 

 明 

 

10. Setzen Sie passende Verben ein. 

 （1）那儿有很多人在 扭 秧歌。 

（2）他们一边跳舞，一边敲锣打鼓。 

（3）这种舞很好跳，你也能很快学会的。 

（4）我每天早上都要打太极拳。 

（5）老人们常常带着自己的小狗散步。 

 

11. Wählen Sie das richtige Wort aus.  

（1） B（2） A（3） C（4） B（5） D 

 

12. Verbinden Sie die Wörter aus Spalte I mit denen aus Spalte II zu Sätzen.  

可乐又便宜又好喝。 

我们一边听音乐一边读书。 

进进出出的都是来网吧的年轻人。 

那儿安静得听不到一点儿声音。 

街心花园里有很多锻炼身体的老人。 

 

13. Bringen Sie die Wörter in die richtige Reihenfolge. 

（1）宿舍门口放了几盆花。 

（2）网吧里走出几个人。 

（3）丁力波打太极拳打得很好。 

（4）那个姑娘又年轻又漂亮。 

（5）现在你可以进来了。 

 

14. Bilden Sie mit den vorgegebenen Wörtern Sätze.  

（1）你打太极拳打得很漂亮。 

（2）他们忙得没时间吃饭。 

（3）街心花园又干净又漂亮。 

（4）他写汉字写得还可以。 

（5）小伙子又年轻又热情。 

 

15. Wandeln Sie die folgenden Sätze in Sätze mit einer Partikel “了”um.  

（1）时间已经很晚了。 

（2）去年我妈妈开始练太极拳，现在她的身体很好了。 

（3）以前丁力波打太极拳，现在他练太极剑了。 

（4）——等一下。 

 ——现在你可以进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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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我年纪已经不小了。 

 我已经二十三岁了。 

 

16．Übersetzten sie die Sätze ins Chinesische. Verwenden Sie die Wörter in 

Klammern.  

（1）现在八点了。 

（2）你最喜欢跳什么舞？ 

（3）做运动对你的身体好。 

（4）他一边打扫房子，一边听流行音乐。 

（5）1996 年我到日本旅游后，从那开始，我就一直是在那儿生活的。 

 

17．Entscheiden Sie, ob die Sätze grammatisch korrekt (r) sind oder nicht (f). 

（1）（F）看，月亮下去了。 

（2）（F）他太极拳打得好极了。 / 他打太极拳打得好极了。 

（3）（R） 

（4）（F）那儿来了两个人。 

（5）（F）现在几点了？你还不睡觉？ 

 

18. Entscheiden Sie aufgrund des Textes aus dem Abschni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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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der falsch (f) sind. 

（1）（F）是走路，不是跑步。 

（2）（F）用 30 分钟走 3 公里路。 

（3）（F）身体好的多走些，身体差的少走些。 

（4）（R） 

（5）（F）应该走得全身都热了，不是全身出汗。 

 

20. Lesen Sie die Texte und machen Sie dazu die Übungen.  

 

（1）Ergänzen Sie die richtigen Wörter. 

    了，了，和，一， 

（2）Ergänzen Sie die Sätze anhand des Textes. 

a. 生产劳动 

b. 5000 多年 

c. 中国北方民间 

d. 简单，有 

e. 一种很快乐的舞蹈活动，又是锻炼身体的好方式。 

（3）Beantworten Sie die Fragen zum Text.  

a. 喝彩，鼓掌， 

b. 演员在表演的时候唱错了，或者演坏了。这种行为不对，很不

文明。 

c. 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