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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ör- und Sprechübun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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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王小云想什么时候买车?  (B) 

2) 王小云的父亲怎么去上班?  (C) 

3) 王小云想用什么办法买车?  (D) 

4) 贷款以后, 每年还多少?  (A) 

5) 王小云的妈妈会贷款买车吗?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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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 你说要来的, 为什么昨天没来? 

 男: 我因为有事, 所以没来。 

 女: 不能来也应该给我打个电话啊。真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 

 男: 我太着急了, 所以忘了。 

 女: 可是我等了你两个小时。 

 男: 是我不对。对不起啊! 

  
4. Hören und ergänzen Sie. 

1) 节约 

2) 世纪 

3) 艰苦 

4) 绝对 

5) 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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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这个城市生产汽车。 

2) 你别管我的事。 

3) 这几年, 我们家有点儿积蓄。 

4) 我们不怕困难。 

5) 你们国家的经济怎么样? 

 
6. Hören Sie und schreiben Sie die Schriftzeihen auf. 

1) 时间就是生命。 

2) 我想向银行贷款。 

3) 我们应该按时上课。 

4) 你昨天晚上说梦话了。 

5) 他没有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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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Rollenspiel  

录音 (1): 

 A: 在上海国际汽车展览会上, 参观的人很注意未来汽车四大元素的问

题。 

 B: 哪四大元素? 

 A: 一是技术。未来的汽车最大的特点是:最简单的操作就是最好的,  

  比如语音驾驶﹑自动驾驶, 开汽车用电脑控制。二是环保元素。用 

  新能源作动力, 生产不污染环境的“绿色汽车”。三是动感元素。 

  新车外观设计得像动物一样, 比如像豹子, 车子停着的时候, 都让 

  人感觉它在运动。四是个性元素。为了表现自己的个性, 越来越多 

  的人喜欢开另类车型的车。在国际汽车展览会上, “个性化”的汽 

  车很受欢迎。 

 B: 未来汽车四大元很有意思。不过现在我觉得最有意思的还是汽车降 

  价。要是再便宜一点儿, 我也想去买一辆。 

 A: 现在向银行贷款买车的人越来越多了, 你想买车, 这不是一件很容 

  易的事儿吗? 下星期我们一起去看看。 

 B: 好的。 

 

 

录音 (2): 

 A: 向银行贷款买车好还是一次性交款好? 

 B: 贷款买车跟买房不同。贷款买车利率高, 一次性交款好。有位张小

  姐想买一辆红色的 POLO 车, 全价 12万多, 张小姐本想向银行贷 6

  万元, 但算来算去, 5年的时间, 利息就要花 1万多元, 这不是一 

  个小数目。最后, 她还是一次性交了款买了车。如果你决定贷款买 

  车, 应该直接向银行申请贷款, 再去买车, 向银行贷款很方便。要 

  是通过经销商向银行贷款, 费用比较高, 一般都不要用这种方式。 

 A: 我买车恐怕还得向银行贷款。我自己去申请吧。 

 

Lese- und Schreibübungen  

2. Geben Sie die Pinyin-Transkription folgender Wörter an und übersetzten Sie 

sie ins Deutsche.  

（1）汽车 qìchē——Auto 

火车 huŏchē——Zug 

电车 diànchē——Tram 

卡车 kăchē1——Lastwagen 

旅游车 lǚyóuchē——Tourenwagen 

面包车 miànbāochē——Minibus 

出租车 chūzūchē——Taxi 

（2）丢人 diūrén——beschämen 

丢脸 diūliăn——das Gesicht verlie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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丢面子 diūmiànzi——das Gesicht verlieren 

（3）梦话 mènghuà——im Traum reden 

好话 hăohuà——Gute Worte 

坏话 huàihuà——böse Bemerkung, unerfreuliche Worte 

（4）好处 hăochù——Vorteil 

坏处 huàichù——Nachteil 

（5）医生 yīshēng——Arzt 

学生 xuésheng——Schüler, Student 

先生 xiānsheng——Herr 

小学生 xiăoxuésheng——Primarschüler 

中学生 zhōngxuésheng——Mittelschüler 

大学生 dàxuésheng——Hochschüler, Student 

研究生 yánjiūshēng——Magister- oder Doktorkandidat 

自费生 zìfèishēng——Studenten auf eigene Kosten 

旁听生 pántīngshēng——Zuhörer 

（6）队员 duìyuán——Mannschaftsmitglieder 

学员 xuéyuán——Kursteilnehmer 

教员 jiàoyuán——Lehrer 

演员 yănyuán——Schauspieler 

售货员 shòuhuòyuán——Verkäufer 

售票员 shòupiàoyuán——Ticketverkäufer 

营业员 yíngyèyuán——Verkäufer 

服务员 fúwùyuán——Kellner 

技术员 jìshuyuán——Techniker 

研究员 yánjiūyuán——Forscher 

守门员 shŏuményuán——Türhüter 

运动员 yùndòngyuán——Sportler, Athlet 

（7）饭馆 fànguăn——Restaurant 

茶馆 cháguăn——Teehaus 

旅馆 lǚguăn——Hotel 

咖啡馆 kāfēiguăn——Café 

图书馆 túshūguăn——Bibliothek 

美术馆 mĕishùguăn——Kunsthaus 

博物馆 bówùguăn——Museum 

展览馆 zhănlănguăn——Ausstellungshalle 

熊猫馆 xióngmāoguăn——Pandahaus 

（8）食品 shípĭn——Esswaren 

物品 wùpĭn——Waren 

产品 chánpĭn——Produkt 

商品 shāngpĭn——Handelswaren 

药品 yàopĭn——Medikament 

用品 yòngpĭn—— Gebrauchsgegenst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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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学院 xuéyuàn——Institut 

医院 yīyuàn——Spital 

戏院 xìyuàn——Opernhaus 

医学院 yīxuéyuàn——Institut für Medizin 

商学院 shāngxuéyuàn——Handelshochschule 

文学院 wénxuéyuàn——Literaturinstitut 

科学院 kēxuéyuàn——Akademie 

电影院 diànyĭngyuàn——Kino 

京剧院 jīngjǜyuàn——Peking-Operha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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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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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挺好，节约，世纪，稳定，生命，艰苦，产品，勤俭，朴素，经

济，困难，实现 

 

4. Setzten Sie die richtigen Schriftzeichen ein.   

（1）要节约用水。 

要按时吃药。 

（2）他很会享受生活。 

她很热爱自己的工作。 

（3）她每月用的钱是我的两倍。 

你陪孩子们去玩儿吧。 

（4）我们不能把艰苦朴素丢了。 

大家都不怕困难。 

（5）我管不了你的事。 

他是外交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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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ichtige Reihenfolge.  

（1）我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2）你什么时候挣够了钱什么时候再买汽车。 

（3）您以为谁想借银行的钱谁就能借？ 

（4）你爱怎么做就怎么做。 

（5）他一点儿信用都没有。 

（6）就是 21 世纪生活也得艰苦朴素。 

 

6. Ergänzen Sie entsprechend der Pinyin-Transkription die Schriftzeichen. 

    约，艰，素，管，贷，辈，债，稳，信，念，代 

 

7. Schriftzeichenrätsel 

国， 米 

 

8. Ergänzen Sie.  

（1）5 万是 5 千的十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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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0 的八倍是 240。 

（3）300 的十分之一是 30。 

（4）200 的百分之五是 10。 

（5）40 的四分之一是 10。 

 

9. Setzten Sie passend Verben ein. 

（1）在 21 世纪也得勤俭过日子。 

（2）我的事不要你管。 

（3）时代不同了，我们的观念也得变一变了。 

（4）你们公司生产什么产品？ 

（5）你太浪费了，应该节约一点儿。 

 

10. Wählen Sie das richtige Wort aus.  

（1）C（2）B（3）D（4）A（5）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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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的话我一句也没听清楚 

等我看完这本书就借给你 

就是你不告诉我我也知道 

谁有能力我们就让谁当班长 

4 是 16 的四分之一 

 

12. Bringen Sie die Wörter in die richtige Reihenfolge. 

（1）真不知道你在想什么。 

（2）开车比骑车快一倍。 

（3）这是有钱人的习惯。 

（4）你一点儿信用也没有。 

（5）你爱怎么玩就怎么玩。 

 

13. Bilden Sie mit den vorgegebenen Wörtern Sätze.  

（1）等我到家后就给你打电话。 

（2）他和这件事一点儿关系都没有。 

（3）这种手机比你的贵一倍。 

（4）周末就是下雨，我也要去动物园。 

（5）你的这些衣服都跟不上时代了。 

 

14. Wandeln Sie die folgenden Sätze in Sätze mit er Konstruktion “一……也/

都……没/不”um. 

（1）他的话我一句都听不懂。 

（2）这些书她一本都没看过。 

（3）图书馆里一个人都没有。 

（4）他一门考试都没考好。 

（5）他一点儿都不想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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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Übersetzen Sie die Sätze ins Deutsche. 

（1）Es ist ausserhalb des Hauses sehr kalt.  

 Ich weiss den Ort und wollte aber nicht dorthin gehen.  

（2）Du gehst vorne und ich folge dir.  

 Das Kleidungsstück ist gleich schön wie jedes. 

（3）Bitte warte einen kleinen Moment.  

 Nach meiner Rückkehr schreibe ich dir einen Brief.  

（4）Es ist schon April. Wieso schneit es noch? 

 Wir sind alle 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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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F）哪儿漂亮，我们就去哪儿。 

（2）（F）10 的十分之三是 3。 

（3）（R） 

（4）（R） 

（5）（F）明天就是忙，你也要来。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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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挣得少，是挣得不少。 

（2）（R） 

（3）（F）只交很少的一点儿饭钱。 

（4）（F）是大部分的钱花在个人消费上。 

（5）（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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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Übersetzen sie die Wörter aus dem Kontext.  

a. 结束——beenden 

b. 超过——über 

c. 排名——auf Rang platzieren 

d. 销售——Umsatz 

e. 持续——nachhaltig 

f. 增长——einsteigen 

（2）Ergänzen Sie die Sätze anhand des Textes.  

a. “艰苦朴素，精打细算”。 

b. 贷款消费的方式。 

（3）Beantworten Sie die Fragen zum Text.  

a. 红灯的时候，她没有停车。 

b. 没有被罚款。 

（4）Beantworten Sie nach dem Lesen die Fragen.  

a. “能花多少钱，才花多少钱” 

b. 有不好的意思。 

c. 因为它代表着一些中国人的新的消费观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