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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ör- und Sprechübun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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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谁和杰克结婚了?  (D) 

2) 在中国农村, 哪一个不是结婚的时候一定要做的?  (C) 

3) 在中国农村, 人们一般在哪儿举行婚礼?  (C) 

4) 杰克和玉兰去农村做什么?  (B) 

5) 按中国人的习惯, 结婚的时候墙上和门上要贴什么?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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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高兴, 今天下午我们就要结婚了! 

 女:  我也很高兴。 

 男:  不过, 结婚真累啊。 

 女:  是啊, 要准备这么多东西。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男:  今天下午我们先去拿结婚证, 然后去饭店等客人来。 

 女: 可能今天晚上得喝很多很多酒。你可要注意, 别喝太多了。 

 男: 我知道了。 

  
4. Hören und ergänzen Sie. 

1) 嫁 

2) 算 

3) 邻居 

4) 规矩 

5) 岳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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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昨天我和他结婚了。 

2) 祝你每天都幸福。 

3) 今天下午我们在饭店举行婚礼。 

4) 我们俩商量去北京旅行的事。 

5) 我决定明天回家。 

 
6. Hören Sie und schreiben Sie die Schriftzeihen auf. 

1) 我的表姐很漂亮。 

2) 我忙得很, 不能出去玩。 

3) 我已经好几个星期没看见他了。 

4) 说到旅行, 我只去过上海。 

5) 这次考试不算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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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Rollenspiel  

录音: 

 女: 你这是什么意思? 怎么这么说呢? 

 男: 别生气, 我不是这个意思。你听我慢慢解释。 

 女: 你别说了, 我不想听。你怎么随便批评我? 

 男: 是我说错话了, 我向你说对不起。别生气, 好吗? 

 

Lese- und Schreibübun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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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e ins Deutsche.  

爱好 àihào ——Hobby 

很好 hĕnhăo——sehr gut 

还书 huánshū——Bücher zurückgeben 

还有 háiyŏu——in addition） 

便宜 piányi——günstig 

方便 fāngbiàn——praktisch 

得去 dĕiqù——gehen müssen 

得到 dédào——erhalten 

教跳舞 jiāotiàowŭ——Tanz unterrichten 

教练 jiàoliàn——Trainer 

觉得 juéde——finden 

睡觉 shuìjiàao——schlafen 

空气 kōngqì——Luft 

有空儿 yŏukòngr——Zeit haben 

快乐 kuàilè——fröhlich 

音乐 yīnyuè——Musik 

旅行 lǚxíng——reisen 

银行 yīnháng——Bank 

两种 liăngzhŏng——zwei Sortimente 

种树 zhòngshù——Bäume pflanzen 

重要 zhòngyào——wichtig 

万重山 wànchóngshān——Tausende von Bergen 

 

3. Geben sie die Pinyin-Transkription der folgenden Wörter an und übersetzten 

Sie sie ins Deutsche.  

 

（1）表姐 biăojiĕ——ältere Cousine 

表弟 biăodì——älterer Cousin 

表哥 biăogē——jüngerer Cousin 

表妹 biăomèi——jüngere Cousine 

（2）客人 kèrén——Gast 

客房 kèfán——Gastzimmer 

客厅 kètīng——Wohnzimm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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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车 kèchē——Bus 

客机 kèjī——Flugzeug 

客气  kèqi——höflich 

（3）教堂 jiàtáng——Kirche 

礼堂 lĭtáng——Halle 

课堂 kètáng——Klassenzimmer 

食堂 shítáng——Kantine 

澡堂 zăotáng——Badehaus 

（4）喜糖 xĭtáng——Süssigkeit, die zu Hochzeit gegessen werden.  

白糖 báitáng——(weisser) Zucker 

红糖 hóngtáng—— (roter) Zucker 

冰糖 bīngtáng——Kandelzucker 

水果糖 shuĭguŏtáng——Fruchtzuc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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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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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幸福，政府，批评，宴席，亲戚，教堂，商量，脑筋，规矩， 

邻居，决定，厨师 

 

5. Setzten Sie die richtigen Schriftzeichen ein.   

（1）他们在教堂举行婚礼。 

学生常去图书馆。 

（2）你们决定去哪儿？ 

她还你两百块钱。 

（3）这间卧室有 12 平方米。 

大家都批评他。 

（4）你们俩一起去。 

他们两个都不去。 

（5）他不懂我们的规矩。 

你知道他们在哪儿结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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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ichtige Reihenfolge.  

（1）这还不算是请客。 

（2）说到宴席，我们只请亲戚朋友在一起喝杯酒。 

（3）我们已经结婚好几个月了。 

（4）他们谁也不认识谁。 

（5）你们这样做好得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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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婚，福，糖，惯，商，宴，规，戚，意，由 

 

8. Schriftzeichenrätsel 

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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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Setzen Sie passende Verben ein.   

（1）她嫁给了一位厨师，生活很幸福。 

（2）明天这里要举行一次很大的活动。 

（3）大为在墙上贴红双喜字。 

（4）小燕子没有生我的气。 

（5）妈妈批评孩子不认真学习。 

 

10. Wählen Sie das richtige Wort aus.  

（1）B（2）C（3）D（4）D（5）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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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他说汉语说得不太流利 

今天的天气比昨天冷多了 

说什么我也得去 

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 

 

12. Bringen Sie die Wörter in die richtige Reihenfolge. 

（1）可是我怎么开得了口。 

（2）玉兰已经决定嫁给杰克了。 

（3）我爸爸是老脑筋。 

（4）她什么也不想吃。 

（5）他们已经结婚好几个月了。 

 

13. Bilden Sie mit den vorgegebenen Wörtern Sätze.  

（1）说到这件事他们就很不高兴。 

（2）这里的环境不算很好。 

（3）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4）他又高又帅。 

（5）宫保鸡丁辣得很。 

 

14. Wandeln Sie die folgenden Sätze um. Verwenden Sie die vorgegebenen 

Fragepronomen.  

（1）这个电影很有意思，谁都喜欢看。 

（2）他没有钱，哪儿都没去旅行过。 

（3）我好像在哪儿看见过他。 

（4）你别问了，他什么也不知道。 

（5）今天早上他身体不好，什么也没吃。 

 

15．Übersetzen Sie die Sätze ins Deutsche. 

 

（1）Ich bin alt geworden. Dieses Jahr bin ich 78 Jahre a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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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Dein Vater vertritt eine veraltete Ansicht. Er ist der anderen Ansicht als 

wir.  

（3）Haben Sie sich bezüglich der Reise entschieden, ob sie gehen? 

（4）Werfe ihm nicht mehr vor. ER weiss schon, dass er daran schuld ist.  

（5）Es ist leicht zu finden, wo er wohnt.  

（6）Ich habe viele Leute gefragt und erst dann die Buchhandlung gefund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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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F）玉兰嫁给杰克了。 

（2）（R） 

（3）（F）他们俩是我的好朋友。 

（4）（F）我把那本书看完了。 

（5）（F）这些生词你记得住记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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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行婚礼的时候 

（2）（F）宋代 

（3）（R） 

（4）（F）结婚了。 

（5）（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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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Übersetzen sie die Wörter aus dem Kontext.  

a. 傍晚——Vorabend 

b. 打招呼——begrüssen 

c. 手势——Geste 

d. 印象——Eindruck 

e. 悄悄——heimlich 

f. 捧——etwas mit beiden Händen halten 

h. 亲人——Blutverandte 

i. 难过——traurig  

j. 劝——raten 

k. 善良——gutmütig 

l. 真诚——ehrlich 

m. 打赌——wetten 

 

（3）Ergänzen Sie die Sätze anhand des Textes.   

a. 天地 

b. 父母 

c. 夫妻对拜 

d. 中国农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