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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ör- und Sprechübun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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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林娜和力波有多少时间准备参加“中国通知识大赛”?  (C) 

2) 中国的面积有多大?  (D) 

3) 世界上最高的山峰是哪座山峰?  (B) 

4) 中国人把黄河叫做什么?  (C) 

5) 下面哪一个景色不是黄山的?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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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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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录音:  

 女: 你知道下星期有“中国通知识大赛”吗?   

 男: 我听说了, 好像每个留学生都可以报名参加。 

 女: 那太好了, 我一定要参加。我希望能学到很多关于中国的知识。 

 男: 我也是这样想的。可是我汉语还学得不好。我在这儿才学了三个 

     月。 

 女: 我觉得你现在汉语说得已经很不错了。而且我觉得只要你努力准备,  

     就一定会得到好的成绩。不是有句话叫“重在参与”吗? 就是说参 

     加是最重要的。 

 男: 好,我们也“重在参与”, 从今天开始我就好好努力。如果我有不明 

     白的地方,你要帮助我啊! 

 女: 没问题。 

  
4. Hören und ergänzen Sie. 

1) 有 

2) 没有 

3) 多 

4) 早在 

5) 像……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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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北京的面积有多大? 

---有 16800平方公里。 

2) 这个烤鸭有三斤多。 

3)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摇篮, 所以中国人叫她“母亲河”。 

4) 听说有二十几个人参加“中国通知识大赛”。  

5) 中国有很多名胜古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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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Hören Sie und schreiben Sie die Schriftzeihen auf. 

1) 澳门 

2) 珠穆郎玛峰 

3) 泰山 

4) 奇峰 

5) 迎客松 

 
7. Rollenspiel  

录音(1): 

 男: 快放暑假了, 你打算去哪儿玩? 

 女: 听说黄山很美, 我打算去看看。 

 男: 黄山? 我去过, 那儿的景色美极了。 

 女: 真的吗? 你能给我介绍介绍吗? 

 男: 好。 我这儿现在有一些在黄山照的相片。你看, 这就是有名的云 

  海。 

 女: 哇! 真像白云的海洋一样。你好像站在云的上边, 感觉一定很棒。 

 男: 这棵树就是黄山上最有名的迎客松, 导游小姐说她有 1000多岁 

  了。 

 女: 真的吗? 我决定暑假去黄山。 

 

 

录音(2): 

 A: 你怎么叫你爸爸的妹妹? 

 B: 我叫她姑姑。 

 A: 妈妈的姐姐妹妹呢? 

 B: 我叫她们姨妈。 

 A: 妈妈的哥哥弟弟呢? 

 B: 我叫他们舅舅。 

 A: 中国人把黄河叫做什么? 

 B: 中国人叫她母亲河。 

 

 

Lese- und Schreibübun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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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d übersetzten Sie sie ins Deutsche.  

（1）围着很多人，wéi zhe hĕn duō rén——von vielen Leuten umgeben  

着急 zháojí——nervös, aufgeregt 

（2）年轻 niánqīng——jung 

圣诞 shèngdàn——Weihnachten 

名称 míngchēng——Name 

河流 héliú——Fluss 

水平 shuĭpíng——Nive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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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疼 xīn1téng——von Herzen bewegt sein 

心静 xīn1jìng——Ruhe des Geis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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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e sie ins Deutsche. 

（1）母亲 mŭqīn——Mutter 

母校 mŭxiào—— Alma Mater 

母语 mŭyŭ——Muttersprache 

（2）成绩 chéngjì——Leistung, Noten 

成就 chéngjiù——Errungenschaft 

成功 chénggōng——Erfolg 

成立 chénglì——errichten, gründen 

（3）放长假 fàng chángjià——einen langen Urlaub haben 

放暑假 fàng shŭjià——Sommerferien haben 

放水 fàngshuĭ—— Wasser ablaufen lassen 

（4）景色 jĭngsè——Landschaft 

景观 jĭngguān——Landschaft 

风景 fēngjĭng——Landscha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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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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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亲，黄河，成绩，面积，世界，正确，摇篮，山峰，旅游，古迹，奇

怪，松树 

 

6. Setzten Sie die richtigen Schriftzeichen ein.  

（1）他的口语成 绩 不错。 

 这个房间的面 积 是 18 平方米。 

（2）这把刀很漂亮。 

 那两万元给你。 

（3）老师在上课。 

 那棵树很高。 

（4）这是君子兰。 

 那是摇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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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ichtige Reihenfolge.  

（1）珠穆朗玛峰有 8800 多米高。 

（2）中国面积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 

（3）我已经去过两三个地方了。 

（4）黄山有一棵树叫做“迎客松”吧？ 

（5）中国人叫她“母亲河”。 

 

8. Ergänzen Sie entsprechend der Pinyin-Transkription die Schriftzeic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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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色，早在，以前，已经，有，也有，白云，松树，山峰，从，往，像，

一样，叫，奇峰，常 

 

9. Schriftzeichenrätsel 

 生 

 

10. Setzen Sie passende Verben ein. 

（1）黄河 （有） 多长？ 

（2）我们班的学生， （包括） 两个旁听生，共有 24 个人。 

（3）我们 （称） 出租车司机师傅。 

（4）刚才有人给大为 （打） 电话。 

（5）明天就要考试了，我 （紧张） 得睡不好觉。 

 

11. Wählen Sie das richtige Wort aus.  

（1） B（2） D（3） C（4） A（5）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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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加“中国通”知识大赛 

只有一个月的准备时间 

那座山高了点儿 

早在一千多年以前 

把那棵树叫做迎客松 

 

13. Bringen Sie die Wörter in die richtige Reihenfolge. 

（1）我去中国旅行过几次。 

（2）你只要认真就会考个好成绩。 

（3）他们叫我老师。 

（4）我一次能吃 2 斤多葡萄。 

（5）这里有 1,290,057,020 个人。 

 

14. Bilden Sie mit den vorgegebenen Wörtern Sätze.  

（1）我们叫黄河母亲河。 

（2）有人给你打电话。 

（3）有几个人想去中国旅行。 

（4）只要天气好就去旅游。 

（5）只要锻炼身体就会身体好。 

 

15. Wandeln Sie die folgenden Sätze in Sätze mit dem Verb “有” um.  

（1）学校有三千名留学生。 

（2）这座山有三百米高。 

（3）这条河有十米宽。 

（4）这棵树有 1000 多年历史。 

（5）我有九十多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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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Übersetzten sie die Sätze ins Chinesische. Verwenden Sie die Wörter in 

Klammern.  

（1）你能告诉我语言学院今年有多少外国学生吗？ 

（2）有人敲门。 

（3）只要你喜欢去哪儿旅行就去哪儿旅行。 

（4）春天花园就像一个花的海洋。 

（5）我是说你全家都来中国，包括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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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F）他有多大岁数？ 

（2）（R） 

（3）（F）只要天气好，我们就出去玩儿 

（4）（F）这儿一共有 1,004,003,584 本书。 

（5）（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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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杭大运河是世界上最长的运河。 

（2）（R） 

（3）（F）现在京杭大运河北京地区的一段已经通航了。 

（4）（F）从北京坐船去杭州旅游。 

（5）（F）从扬州把一部分水引到运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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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Ergänzen Sie die richtigen Wörter. 

 a. 亚洲，西岸 

b. 5000 公里 

c. 1949 年 10 月 1 日成立的 

（2）Beantworten Sie die Fragen zum Text.  

a. 1840 米高 

b. 6 万平方米 

c. 不到光明顶，不见黄山景。 

（3）Beantworten Sie die Fragen zum Text.  

a. 河南在黄河的南部，所以叫河南；湖北在洞庭湖的北部，所以叫

湖北。 

b. 黄河的西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