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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ör- und Sprechübun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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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北京的天气, 一到几月天气就热起来了?  (C) 

2) 哪一个季节是北京最好的季节?  (C) 

3) 冬天来中国旅行, 可以去什么地方?  (D) 

4) 杜莆是中国古代的什么人?  (A) 

5) 李白如果活着, 该有多少岁了?  (D) 

 

3. Hören Sie den Dialog und beantworten Sie die Fragen. 
录音:  

 女:  车开不进去了, 就停在这儿吧。 

 男 1:  把车上的背包拿下来。 

 女:  这么重的东西, 你背得动吗? 

 男 1:  我老了, 背不动, 他年轻, 他背得动。 

 男 2: 没问题, 两个这样的背包我都背得动。 

  
4. Hören und ergänzen Sie. 

1) 季节 

2) 复杂 

3) 裙子 

4) 选择 

5) 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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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北京的气候怎么样? 

2) 我还穿着羽绒服呢。 

3) 今天晚上很凉快。 

4) 小时候我和妈妈一起住。 

5) 我和他不熟。 

 
6. Hören Sie und schreiben Sie die Schriftzeihen auf. 

1) 各位老师, 你们好。 

2) 上午太热, 最好晚上去。 

3) 这是我们的旅游路线。 

4) 张老是位大科学家。 

5) 这件礼物很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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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Rollenspiel  

录音: 

 A: 中关村科技园区是中国第一个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技园 

  区的经济一直保持着 30%以上的增长速度。经济总量在全国 53个 

  高新科技园区中保持领先地位, 比如联想﹑方正﹑同方为代表的大 

  约 7000 家高新技术企业, 在北京经济发展中起到重要的作用。你打 

  算在高新技术方面创业, 我建议你到北京中关村科技园区发展, 这 

  确实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B: 中关村科技园区的环境是不错。我有几个朋友在那儿办了一家公司, 

  我也想去试试。 

 A: 有不少从国外回去的留学生在中关村科技园区办公司, 都有很好的 

  成绩。像你们搞高新技术的, 很快就会富起来。 

 B: 谢谢你的关心。 

 

Lese- und Schreibübun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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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e ins Deutsche.  

（1）热带 rèdài——Tropen 

寒带 hándài——Polarklima 

温带 wēndài——gemässigte Zone  

亚热带 yàrèdài——Subtropen 

（2）羽绒服 yŭróngfú——Daunenmantel 

工作服 gōngzuòfú——Arbeitskleidung 

衣服 yīfu——Kleidung 

西服 xīfú——Westlicher Anzug 

洋服 yángfú——westliche Kleidungsstücke 

（3）裙子 qúnzi——Kleider 

裤子 kùzi——Hose 

袜子 wàzi——Socke 

鞋子 xiézi——Schuh 

帽子 màozi——Hut 

（4）古代 gŭdài——Altertum 

近代 jìndài——Neuzeit 

现代 xiàndài——moderne Zeit 

当代 dāngdài——Gegenwart 

 

3. Bilden Sie Abkürzungen wie im Beispiel. 

（1）——人大 

（2）——农大 

（3）——医大 

（4）——师生 

（5）——职工 

（6）——工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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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工商 

（8）——中美 

（9）——中法 

（10）——文教 

（11）——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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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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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季节，伟大，寒带，暖气，路线，选择，复杂，熟练，珍贵， 

裙子，草原，疑问 

 

5. Setzten Sie die richtigen Schriftzeichen ein.   

（1）你记得很熟。 

今天天气很热。 

（2）北京有四个季节。 

她是李小姐。 

（3）我们走的路线对吗？ 

苹果多少钱一斤？ 

（4）他向银行贷款。 

她去银行交货款。 

（5）中国海南岛是热带气候。 

农业也要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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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ichtige Reihenfolge.  

（1）你朋友秋天来得了吗？ 

（2）他就是秋天来不了，也没关系。 

（3）你看我穿得那么多，连路都走不动了。 

（4）北京一到 5 月，天气就热起来了。 

（5）除了秋天以外，别的季节也可以来中国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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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候，带，寒，各，季，最好，除，绍 

 

8. Schriftzeichenrätsel 

夫， 季 

 

9. Setzen Sie passende Verben ein.   

（1）今天很热，得穿裙子。 

（2）这么多书，我不知道选择哪一本。 

（3）你能背得出昨天学的中国古诗吗？ 

（4）你今天下午来得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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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Wählen Sie das richtige Wort aus.  

（1）B（2）C（3）D（4）C（5）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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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口语课以外我们还有听力课 

他不能喝酒，一喝就脸红 

像声调，汉字等都是汉语难学的原因 

这些古诗我们现在恐怕还读不了 

“家书抵万金”的“书”是“信”的意思 

 

12. Bringen Sie die Wörter in die richtige Reihenfolge. 

（1）这个问题很复杂吧。 

（2）各种电影我差不多都喜欢看。 

（3）秋天你来北京最好。 

（4）电影院坐得下这么多人吗？ 

（5）我拿不动这些东西。 

 

13. Bilden Sie mit den vorgegebenen Wörtern Sätze.  

（1）除了我以外我们班同学都去参加了聚会。 

（2）点这么多菜，咱们吃得了吗？ 

（3）我放不下一些事，放不下一些人。 

（4）气温下降，咳嗽的病人就多起来了。 

（5）我一到家就给你打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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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um. 

（1）老师一进教师就上课。 

（2）我一到家就给你打电话。 

（3）学校一放假，我们就去旅行。 

（4）他一到北京就来找你。 

（5）北京一到十月就冷起来了。 

 

15. Wandeln Sie die folgenden Sätze in Sätze mit er Konstruktion “除了……

以外，还/都/也”um. 

（1）除了照片，墙上还挂着一张地图。 

（2）除了中国学生，这个学校也有外国学生。 

（3）除了他，我们都去过北京。 

（4）除了英语，他还会说汉语和日语。 

（5）除了张老师，别的老师都来了。 

 

16. Übersetzen Sie die Sätze ins Deutsche. 

（1）Er ist mein bester Freund.  

 Morgen kommst du bestens etwas früher. 

（2）Er sieht dem Vater ähnli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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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r haben jeden Tag viele Unterrichten, wie Hören, Sprechen, Schreiben.  

（3）Ich werde meiner Mutter einen Brief beantworten.  

 Wir kommen nächstes Mal wie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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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F）各种菜都尝一尝。 

（2）（F）除了小王以外，别的同学都来了。 

（3）（R） 

（4）（F）天太热，我睡不了觉。 

（5）（F）我们唱起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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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2）（F）贾岛的毛驴跟韩愈的轿子撞上了。 

（3）（F）韩愈也是一位诗人。 

（4）（F）韩愈认为“敲”比“推”好。 

（5）（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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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Übersetzen sie die Wörter aus dem Kontext.  

a. 悠久 ——lang 

b. 资源 ——Resource 

c. 设施 ——Anlage, Infrastruktur 

d. 改善 ——verbessern 

e. 接待 ——Empfang 

f. 著作 ——literarische Werke 

g. 产业——Industriewesen 

（3）Beantworten Sie die Fragen zum Text.  

a. 是第二大岛。 

b. 3 万 4 千平方公里。 

c. 是中国最小的省。 

d. 有热带和亚热带两种气候。 

e. 还有回族，苗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