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ВВЕДЕНИЕ 

 

Методические указания предназначены для организации само-

стоятельной работы обучающихся на начальном этапе изучения ки-

тайского языка.  Данный сборник заданий помогает в полном объе-

ме сформировать навыки чтения иероглифического текста и пони-

мания смысла прочитанного, закрепить усвоение пройденного лек-

сического и грамматического материалов, - на основе материалов 

представленных в первой части учебника «Практический курс ки-

тайского языка» под редакцией А.Ф. Кондрашевского.   

Основа каждого из разделов методических указаний – иерог-

лифический текст, соответствующего урока учебника. Тексты для 

чтения начинаются с 13 урока и не охватывают вводно-

фонетический курс (уроки 1-12). После каждого текста даются лек-

сические или иероглифические упражнения и тестовое задание на 

понимание содержания текста.  

Тексты могут быть использованы в качестве заданий по орга-

низации самостоятельной работы обучающихся или в виде материа-

лов для проведения текущего контроля знаний обучающихся на 

практических или лабораторных занятиях. 

Методические указания состоят из 18 разделов. Номер раздела 

соответствует конкретному уроку первой части учебника А.Ф. Кон-

драшевского, что позволяет легко ориентироваться в сборнике и 

возвращаться к лексическому и грамматическому материалу любого 

урок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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Текст 1 (Урок № 13) 

 

我和玛莎认识了 
 

一天，李丽和我去商店，李丽问我认识不认识玛丽，我说我不认识玛

丽，李丽说她要介绍玛丽和我认识。 

这天，李丽和玛丽来我的宿舍了。 

我说：“欢迎，欢迎！请喝茶！” 

李丽说：“你看，这是我的朋友玛丽”，“玛丽，这是李新。” 

玛丽说：“李新，你好！” 

我说：“玛丽，你好！你是俄国人吗？” 

玛丽说：“对，我是俄国人，我是外语学院的学生，我学习汉语。你

呢？” 

我说：“我和李丽都是中国留学生，我们都学习俄语。” 

 “玛丽，你的汉语很好！”我说。 

“谢谢！”她说。 

“玛丽，你现在学习忙不忙？” 

“我不太忙。” 

“你爸爸、妈妈好吗？”我问她。 

“谢谢你！他们都很好。”玛丽说。 

我说：“欢迎你们常常来我的宿舍喝茶。” 

练习 

I. Проставьте знак тона над чтением иероглифа, прочитайте значения ие-

роглифов  и назовите с ними слова: 

丽 (li) – 美好 

李  (li) – 中国姓 

汉 (han) – 1. 汉水，水名。2. 汉族。3. 男子。 

好 (hao) – 1. 友爱。2. 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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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 (yu) – 1.话。2. 说。 

舍 (she) – 1. 住所 2. 姓。 

II. Назовите графемы и приведите примеры иероглифов, в которых они 

встречаются.  

         氵 , 辶,  忄, 木 , 宀 , 子, 见, 长,  月, 扌 

 
III.  По содержанию текста выберете правильные ответы на вопросы. 

 

1. 一天，李丽和我去哪儿？李丽说什么？ 

a) 李丽和我去宿舍，李丽说她要介绍玛丽和我认识。 

b) 李丽和我去商店，李丽说她要介绍玛丽和我认识。 

c) 李丽和我去宿舍，李丽说她要介绍安德烈和我认识。 

d) 李丽和我去商店，李丽说她要介绍安德烈和我认识。 

2. 玛丽是哪国人？她学习什么？ 

a) 玛丽是俄国人，她学习俄语。       c) 玛丽是俄国人，她学习汉语。 

b) 玛丽是中国人，她学习俄语。       d) 玛丽是中国人，他学习汉语。  

3. 李新是哪国人？他学习什么？ 

a) 李新是俄国人，他学习俄语。       c) 李新是中国人，他学习俄语。 

b) 李新是俄国人，他学习汉语。       d) 李新是中国人，他学习汉语。  

4. 玛丽学习忙不忙？ 

a) 忙                      c) 很忙 

b) 不太忙                  d) 不忙 

5. 玛丽的爸爸和妈妈好不好？ 

a) 好                      c)很好 

b) 不太好                  d) 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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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Текст 2 (Урок №14) 

 

我的一家 

我家有爸爸、妈妈和姐姐。我妈妈是教授，在外语学院工作。我爸爸是

公司的职员。他们都很忙。 

我没有弟弟和妹妹，也没有哥哥，我有姐姐。我姐姐在商店工作。她和

她的爱人住。她的爱人也是公司的职员。他们工作也都很忙。他们有一个女

孩子叫多多。我常常给多多买书和画报。 

我现在在国外——在俄国工作，我是汉语老师。我很想家。我常常给爸

爸、妈妈和姐姐写信，给他们介绍俄国。他们也很想我，他们常常看俄国地

图。 

I. Проставьте знак тона над чтением иероглифа, прочитайте 

значения иероглифов и назовите с ними слова. 

员 (yuan) – 人，工作、学习的人 

笔 (bi) –1.写字、画图的工具。2. 用笔写，写作的。3. 量词：一笔

钱。 

书 (shu) – 1. 信。2. 文件。 

写 (xie) – 用笔作字。 

商 (shang) – 1.买卖，生意。2. 姓。 

II. Назовите графемы и приведите примеры иероглифов, в которых они 

встречаются.  

          讠, 纟,  冖, 门 , 目 , 田, 毛 , 囗 , 生 , 豕  

 

III. По содержанию текста выберете правильные ответы на вопросы. 

1. 我家有几口人？都有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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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我家有四口人，爸爸、妈妈、哥哥和我。 

b) 我家有五口人，爸爸、妈妈、哥哥、姐姐和我。 

c) 我家有四口人，爸爸、妈妈、姐姐和我。 

d) 我家有三口人，爸爸、妈妈我。 

2. 我的妈妈和爸爸做什么工作？ 

a) 妈妈是公司的职员，爸爸也是公司的职员。 

b) 妈妈是公司的职员，爸爸是教授。 

c) 妈妈是教授，爸爸是公司的职员。  

d) 妈妈是教授。爸爸也是教授。 

3. 我姐姐和她的爱人在哪儿工作？ 

a) 我姐姐在商店工作，他爱人也在商店工作。 

b) 我姐姐在公司工作，他爱人也在公司工作。 

c) 我姐姐在商店工作，他爱人在公司工作。 

d) 我姐姐在公司工作，她爱人在商店工作。 

4. 多多是谁？我常常给多多买什么？  

a) 多多是我哥哥的孩子，我常常给多多买书和画报。 

b) 多多是我姐姐的孩子，我常常给多多买书和画报。 

c) 多多是我哥哥的孩子，我常常给多多买书和笔。 

d) 多多是我姐姐的孩子，我常常给多多买书和笔。 

5. 我常常做什么？ 

a) 我常常给爸爸和妈妈写信介绍俄国。 

b) 我常常给爸爸和妈妈写信介绍美国。 



9 

 

c) 我常常给爸爸和妈妈写信介绍朋友。 

d) 我常常给多多买书和笔。 

Текст 3 (Урок №15) 

 

我的学院 

 

      我们学院叫外语学院。我们学院有 5 个系。我在俄语系学习俄语。我们班

有 22 个学生——十一个男学生，十一个女学生。俄国老师教我们口语。 

     我们系有一个阅览室。那儿有俄文杂志和俄文画报，也有中文书报和词

典。我们常常在阅览室看书。 

     我们学院还有一个图书馆。我常常去图书馆借俄文书。俄国老师常常给我

们介绍新俄文书和新俄文杂志。 

     我们学院没有宿舍，我在学生城住。我和三个好朋友住在那儿。我们都在

外语学院俄语系学习俄语。我们不在一个班。 

练习 

I. Проставьте знак тона над чтением иероглифа, прочитайте значения ие-

роглифов и назовите с ними слова. 

阅 (yue) – 看。 

览 (lan) –看，阅。 

习 (xi) – 1. 学。2. 姓。 

生 (sheng) – 1. 学习的人。2. 有学问的人。3. 不常见的。4. 姓。 

馆 (guan) – 文化工作场所。 

师 (shi) – 1. 教人的人 2. 姓。 

II. Назовите графемы и приведите примеры иероглифов, в которых они 

встречаются.  

          白, 饣,  门 , 禾 , 耳, 广 , 爫, 纟, 阝,斤 
 

III. По содержанию текста выберете правильные ответы на вопрос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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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们学院有几个系？我在哪个系学习？ 

a) 我们学院有 5 个系，我在俄语系学习。 

b) 我们学院有 4 个系，我在中文系学习。 

c) 我们学院有 5 个系，我在中文系学习。 

d) 我们学院有 4 个系，我在俄语系学习。 

2. 我们班有多少男生，多少女生？ 

a) 11 个男生，12 个女生     c) 12 个男生，11 个女生 

b) 11 个男生，11 个女生     d) 12 个男生，12 个女生  

3. 我们系有几个阅览室?我常常在那儿做什么？ 

a) 我们系有 1 个阅览室，我常常在那儿借中文杂志。 

b) 我们系有 2 个阅览室，我常常在那儿看俄文画报。 

c) 我们系有 1 个阅览室，我常常在那儿借俄文词典。 

d) 我们系有 2 个阅览室，我常常在那儿看俄文杂志。 

4. 俄国老师教我们什么？她常常给我们介绍什么？ 

a) 俄国老师教我们语法，她常常给我们介绍新俄文书。 

b) 俄国老师教我们口语，她常常给我们介绍新中文书。 

c) 俄国老师教我们语法，她常常给我们介绍新俄文杂志。 

d) 俄国老师教我们口语，她常常给我们家少新俄文杂志。 

5. 我们宿舍几个人住？我们都在一个班吗？   

a) 我们宿舍 4 个人住，我们都在一个班。 

b) 我们宿舍 3 个人住，我们不在一个班。 

c) 我们宿舍 4 个人住，我们不在一个班。 

d) 我们宿舍 3 个人住，我们都在一个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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Текст 4 (Урок №16) 

看京剧 

     我给了李丽和玛丽两张京剧票。我告诉他们，晚上从我这儿去看京剧。我

晚上不用车，我们坐车去剧场。晚上，李丽和玛丽来我的宿舍了。 

     李丽穿一件白衬衫和一条绿裙子。玛丽穿一件白衬衫和一条白裤子。衬衫

是新的，裤子也是新的。我穿一条黑裙子。裙子是旧的。 

这个剧场很大。李丽问我：“我们的座位在哪儿？”玛丽说：“我们的座位

在那儿。你看，那儿还有几个外国留学生。” 

练习 

I. Проставьте знак тона над чтением иероглифа, прочитайте значения ие-

роглифов и назовите с ними слова. 

京 (jing) – 1. 国都。2. 大。3. 姓。 

告 (gao) –说给别人。 

座 (zuo) – 1. 坐位。2. 量词：一座山。 

白 (bai) – 1. 牛奶那样的颜色。2. 中国少数民族。3. 姓。 

II. Назовите графемы и приведите примеры иероглифов, в которых они 

встречаются.  

         革 , 日,  土 ,  衤, 礻, 牛 , 弓 , 牙, 彡 ,竹 (сверху) 

 

III. По содержанию текста выберете правильные ответы на вопросы. 

1. 晚上，我和谁去哪儿？ 

a) 晚上，我和李丽去剧场看京剧。 

b) 晚上，我和玛丽去剧场看京剧。 

c) 晚上，我和李丽、玛丽去商店。 

d) 晚上，我和李丽、玛丽去剧场看京剧。 

2. 我们从哪儿去剧场？ 

a) 从李丽那儿              c) 从玛丽那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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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从我这儿                 d) 从学院去 

3. 李丽穿什么？ 

a) 李丽穿一件绿衬衫和一条白裙子。 

b) 李丽穿一件白衬衫和一条白裙子。 

c) 李丽穿一件绿衬衫和一条绿裙子。 

d) 李丽穿一件白衬衫和一条绿裙子。 

4. 玛丽穿什么？ 

a) 玛丽穿一件新衬衫和一条旧裙子。 

b) 玛丽穿一件旧衬衫和一条新裙子。 

c) 玛丽穿一件新衬衫和一条旧裤子。 

d) 玛丽穿一件新衬衫和一条新裤子。 

5. 剧场里还有谁？ 

a) 几个中国学生              c) 几个中国老师 

b) 几个外国留学生          d) 几个外国老师 

 

Текст 5 (Урок №17) 

 

看电影 

李新是我的好朋友。他也在这儿学俄语。我们常常一起去看电影。 

今天我没有课。李新今天有课，他今天很忙。十一点他有语法课，下午

一点半他去食堂，两点一刻他还有口语课。玛丽差五分四点来找他，他们一

起去咖啡馆。 

晚上八点，我们都没有事儿。李新来找我去电影院看电影。我们从宿舍

坐车去电影院。我们买了八点半的电影票。这个电影是一个新电影，是中国

的。十点，我们坐车从电影院回宿舍。李新说：“再见！”我说：“明天

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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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习 

I. Разделите (письменно) следующие слова и выражения на две 

группы: 1 – учеба, 2 – свободное время, прочитайте полученные группы:  

口语课，咖啡馆，下课，旷课，电影，京剧，语法课，上课，回家，写

生词，看朋友，在阅览室，学汉语。 

II. По содержанию текста выберете правильные ответы на вопросы. 

1. 李新和我今天几点去看电影？ 

a) 上午 11 点               c) 下午 1 点半 

b) 下午 2 点一刻            d) 晚上 8 点 

2. 李新几点有语法课？几点有口语课？ 

a) 他 11 点一刻有语法课，下午 1 点半有口语课。 

b) 他 11 点一刻有语法课，下午 2 点一刻有口语课。 

c) 他 11 点有语法课，下午 1 点半有口语课。 

d) 他 11 点有语法课，下午 2 点一刻有口语课。 

3. 差 5 分 4 点李新和谁去哪儿？ 

a) 李新和我去电影院。      c) 李新和我去咖啡馆。 

b) 李新和玛丽去电影院。    d) 李新和玛丽去咖啡馆  

4. 李新和我从哪儿去电影院？ 

a) 从宿舍去                c) 从学院去 

b) 从咖啡馆去              d) 从家去 

5. 我们买了几点的电影票？ 

a) 7 点的                   c) 7 点半的 

b) 8 点的                   d) 8 点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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Текст 6 (Урок №18) 

 

我的一天 

    我是外语学院俄语系的中国留学生。我从北京来这儿学习。我们俄语

系有十个中国留学生，我们都住在学生宿舍。我和一个俄国学生住在一起。 

我每天六点半起床。起床以后，我先去浴室刷牙、洗脸。以后，我吃早

饭。我早饭一般喝一碗粥、一杯咖啡，吃一个小圆面包。七点一刻我坐车去

学院。每天上午我都有俄语课。我们八点上课，十一点十分下课。 

下课以后，我和李丽去食堂吃饭。那是学生食堂，学校食堂不做中国

菜，所以我习惯了吃俄罗斯菜。我的最喜欢的菜是甜菜汤和蔬菜沙拉。 

下午我有时候有课，有时候没有课。没有课的时候，我回宿舍休息。三

点我去阅览室看画报和杂志。有时候我去我朋友家作客，和俄罗斯朋友说俄

语，有时候我和朋友去电影院、咖啡馆和商店，有时候我也去学汉语的小朋

友家，教她汉语。 

晚上我在宿舍吃晚饭，学习。有时候我还和朋友在线聊天。想家的时候

我用 skype (讯佳普) 给爸爸、妈妈打电话或者上网写信，发在这儿拍的照片。

我十二点睡觉。 

练习 

I. Прочитайте глагольно-объектные словосочетания и приведите 

собственные примеры к каждому глаголу: 

喝 (hē):  喝茶，喝咖啡，喝啤酒，喝 ~，喝 ~ ，喝 ~ 。 

吃 (chī):  吃饭，吃午饭，吃面包，吃 ~，吃 ~ ，吃 ~ 。 

打 (dǎ):  打电报，打水，打鱼，打 ~，打 ~ ，打 ~ 。 

洗 (xǐ):  洗裙子，洗杯子，洗照片，洗 ~，洗 ~ ，洗 ~ 。 

上 (shuā): 上车，上山，上班，上 ~，上 ~ ，上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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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 (zuò): 做事，做大衣，做客，做 ~，做~ ，做 ~ 。 

II. Запишите иероглифами перевод следующих словосочетаний: 

1. отправлять письмо 

2. болтать в сети  

3. готовить овощной салат 

4. скучать по дому 

5. навещать ребѐнка 

6. чистить зубы 

7. делать он-лайн покупки 

8. рано ложиться,  рано вставать  

9. возвращаться в общежитие 

10. разговаривать с другом по-китайски 

III. По содержанию текста выберете правильные ответы на вопросы. 

1. 我从哪儿来这儿学习什么？ 

a) 我从上海来这儿学习俄语。 

b) 我从上海来这儿学习英语。 

c) 我从北京来这儿学习俄语。 

d) 我从北京来这儿学习英语。 

2. 我几点吃午饭？ 

a) 6 点半以后               c) 7 点一刻以后 

b) 八点以后                 d) 11 点 10 分以后  

3. 我每天上午和下午都有课吗？ 

a) 我每天上午和下午都有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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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我每天上午有课，下午没有课。 

c) 我每天上午没有课，下午有课。 

d) 我每天上午有课，下午有时候有课。 

4. 没有课的时候我做什么？（可多选） 

a) 回宿舍休息              c) 去阅览室 

b) 看电影                      d) 去咖啡馆 

5. 我几点睡觉？几点起床？ 

      a) 我 12 点睡觉，6 点半起床。      c) 我 12 点睡觉，6 点起床。 

      b) 我 12 点半睡觉，6 点半起床。  d) 我 12 点半睡觉，6 点起床。 

 

Текст 7 (Урок №19) 

 

听俄国唱片 

李丽和我都喜欢俄国音乐。晚上八半，我们去玛丽的宿舍听唱片。玛丽

有很多俄国唱片，有现代音乐的，也有古典音乐的。 

玛丽请我们喝茶。她有红茶和绿茶。李丽要喝红茶，加糖，我要喝绿

茶，不加糖。她告诉我们，她还有花茶。我们说，我们不喝花茶。 

我和李丽都很喜欢那个歌儿，我们问玛丽这是不是一个民歌，玛丽说

是，那是一个民歌。我问她那个歌儿叫什么名字，玛丽说那个歌儿的名字是

《喀秋莎》。我说，我以前听了这首歌，我非常喜欢。她说，她也很喜欢。

我问她知道不知道中国民歌《茉莉花》，她说她在她的中国老师那儿听了这

个歌儿，她很喜欢。李丽请玛丽教她唱这个歌儿。玛丽说好。 

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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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Сгруппируйте слова по тону первого иероглифа (4 тона – 4 

группы), прочитайте полученные группы, составьте с ними предложения: 

唱片，绿茶，老师，光盘，宿舍，酒杯，花瓶，白糖，音乐，民歌，糖

果，课本，水果，名字，香蕉，女生。 

II. По содержанию текста выберете правильные ответы на вопросы. 

1. 晚上 8 点，我和玛丽去哪儿？ 

a) 我和李丽去老师那儿听唱片。 

b) 我和李丽去玛丽那儿说俄语。 

c) 我和玛丽去李丽那儿听唱片。 

d) 我和李丽去玛丽那儿听唱片。 

 

2. 李丽要喝什么茶？我呢？ 

a) 李丽要喝花茶，我要喝红茶。 

b) 李丽要喝绿茶，我要喝花茶。 

c) 李丽要喝红茶，我要喝绿茶。 

d) 李丽要喝绿茶，我要喝红茶。  

 

3. 李丽和我都喜欢的这个歌儿是？ 

a) 这是俄国民歌叫《喀秋莎》。  

b) 这是俄国民歌叫《茉莉花》。 

c) 这是中国民歌叫《茉莉花》。 

d) 这是中国民歌叫《喀秋莎》 

 

4. 玛丽在哪儿听了《茉莉花》？ 

a) 在李丽那儿                    c) 在李丽的老师那儿 

b) 在玛丽的老师那儿        d) 在李新那儿 

 

5. 玛丽要教李丽唱《喀秋莎》吗？ 

a) 玛丽不教李丽唱。                     c) 李丽的老师教李丽唱。 

b) 玛丽的老师教李丽唱。            d) 玛丽教李丽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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Текст 8 (Урок №20) 

 

我给爸爸妈妈的信 

亲爱的爸爸妈妈： 

你们好！ 

我现在很忙，每天的课都很多。我每天都六点半起床，起床以后去学院

上课。星期一、星期三有语法课，星期二、星期四和星期五有口语课，星期

三下午有历史课。我还常常去图书馆借书，去阅览室看画报和杂志。有时候

去老师那儿问问题，请老师辅导。有时候我们和老师一起去看京剧、看电

影、听音乐会。今天是星期六，晚上我有空儿，给你们写信。 

这儿的学生食堂很好，我天天都在学生食堂吃饭。我常常和朋友一起吃

饭。 

这儿的老师和同学们都很好。我现在认识了很多朋友。玛丽是我的新朋

友，她今年二十岁，是外语学院的学生。她学习汉语，我们常常一起说汉语

和俄语。她爸爸教我们历史。她妈妈教我们俄语口语，他们都是很好的老

师。他们常常问你们好。 

星期日是玛丽的生日，她家有一个舞会，她请我们中国同学参加。我想

那一定很有意思。 

妈妈好吗？爸爸呢？你们工作好不好？姐姐工作忙不忙？问她们好，我

很想你们。祝你们健康。 

                                                                         李新 

                                                                         2012 年 3 月 31 日 

练习 

I. Сгруппируйте следующие слова в определенном логическом 

порядке и запишите полученные цепочки слов: 

做汤       钓鱼       回校      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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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周           年          日 

中午       早上       夜晚      傍晚 

睡觉       舞会        打扮     起床      

 

II. По содержанию текста выберете правильные ответы на вопросы. 

 

1. 这个信是谁写给谁的？ 

a) 李新写给爸爸妈妈的      c) 李新写给玛丽的 

b) 玛丽写给李新的             d) 玛丽写给爸爸妈妈的  

 

2. 我星期几有语法课，星期几有口语课？ 

a) 星期一，星期三          c) 星期二，星期四 

b) 星期一，星期二          d) 星期四，星期五  

 

3. 玛丽是谁？她今年多少岁？ 

a) 我妹妹，20 岁            c) 我朋友，21 岁 

b) 我妹妹，21 岁            d) 我朋友，20 岁 

 

4. 谁教我们历史? 

a) 李新的妈妈              c) 玛丽的妈妈 

b) 李新的爸爸              d) 玛丽的爸爸 

 

5. 星期天是谁的生日？他（她）请谁参加生日舞会？ 

a) 星期天是玛丽的生日，她请中国同学参加舞会。 

b) 星期天是玛丽的生日，她请俄国同学参加舞会。 

c) 星期天是李新的生日，他请中国同学参加舞会。 

d) 星期天是李新的生日，他请俄国同学参加舞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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Текст 9 (Урок №21) 

 

看照片 

今天是星期六，我的俄国学生来我这儿玩儿。我给他们看我的照片。我

喜欢照照片。我在中国的时候照了很多照片。 

有一张照片是我们一家人的照片。我给他们介绍这张照片。照片上有

我、我爱人、我的儿子和女儿。 

我爱人是老师，他今年四十五岁，和我同岁。他在北京大学教外国留学

生汉语。他工作很忙。 

穿白衬衫和黑裤子的年轻人是我的儿子，名叫李新。他今年十八岁。他

是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学生。他的学习还可以。他很喜欢打篮球。 

穿红裙字的女孩子叫李丽，是我们的女儿。她今年十五岁。她在北京第

二中学学习。她爱唱歌和跳舞。人们都说她很像我。她很想我，常常给我写

信。昨天她给我来信了。她说昨天是她老师的生日，她给她的老师送礼物

了，送了一束花，她的老师很高兴。 

这儿还有一条小狗叫真真，李丽天天它和一起玩儿。 

练习 

I. Допишите иероглифы с предложенной графемой и напишите 

слова с этим иероглифом : 

        礻（礼）（礼物）      欠（     ）（        ）     辶（     ）（        ） 

        衤（     ）（        ）    足（     ）（        ）      氵（     ）（        ） 

        舛（     ）（        ）     牜（     ）（        ）    灬 （     ）（        ） 

II. По содержанию текста выберете правильные ответы на вопросы. 

1. 我们家有几口人？ 

a) 三口人                  c) 四口人  

b) 五口人                  d) 六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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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我多少岁？ 

a) 18 岁                     c) 38 岁 

b) 45 岁                     d) 55 岁  

3. 今年是 2012 年，李新那一年出生？ 

a) 1993 年                  c) 1994 年 

b) 1995 年                  d) 1996 年 

4. 李丽喜欢做什么（可多选）？ 

a) 打篮球                  c) 唱歌 

b) 跳舞                    d) 和小狗玩儿 

5. 李丽给老师送什么礼物了？ 

a) 小狗                    c) 花儿 

b) 裙子                    d) 唱片 

 

Текст 10 (Урок №22) 

 

我们老师的房间 

西南国立大学有四个宿舍，三个是四层的，一个是九层的。俄罗斯学

生，留学生和老师都在那儿住。外国老师也住在那儿。我们中国老师叫张

红，她的房间在四层四〇六号。她跟她的同事一起住。她们的房间很大。门

对面是一个很大的窗户和阳台。窗户旁边有两张床： 左边的床是张老师

的，右边的床是李老师的。每张床旁边有一张书桌。两把椅子在这些书桌后

边。张老师的书桌上有一台电脑、中文书和杂志，李老师的书桌上有电子词

典和俄语课本。每天晚上两位老师都坐在电脑前上网，备课。这个房间里还

有几个书架、一个冰箱、一个衣柜和餐桌。我们老师的房间总是很干净，她

们常常整理它。 

中国老师每天都很忙，起床以后她们去学校给学生上课，下课以后还去

图书馆看书。有时候星期天学生和俄罗斯朋友去看老师，跟她们说汉语。 

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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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Разделите (письменно) следующие слова и выражения на две группы: 1 

– мебель, 2 – помещения, 3 – электроприборы. Скажите, что нахожится в 

каждой из комнат:  

椅子，餐厅，电视，书桌，洗衣机，沙发，书房，电脑，衣柜，洗碗

机，卧室，走廊，茶几，洗澡间，冰箱，床，厨房，咖啡机，饭桌，客厅，

扶手椅，洗手间。  

II. По содержанию текста выберете правильные ответы на вопросы. 

1. 那个房间是谁的？ 

a) 留学生的                c) 俄罗斯留学生的 

b) 中国教师的              d) 中国学生的 

2. 几个人在那个房间里住？ 

a) 一个人                  c) 两个人 

b) 三个人                  d) 很多人 

3. 那个房间怎么样？ 

a) 很小，不错              c) 不大不小，很好看 

b) 很大，非常干净          d) 不小，非常脏 

4. 房间里有什么家具？ 

a) 两张床、两张桌子、一个衣柜、几个书架、冰箱      

b) 一张床、几把椅子、两张桌子、一个电视                    

       c) 一张餐桌、一个冰箱、几把椅子、一个沙发 

d) 两个书柜、一张床、一张茶几、两个扶手椅 

5. 门对面是什么？ 

a) 大衣柜                  c) 窗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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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一个沙发                d) 电脑桌  

6. 每天晚上老师都做什么？（可多选） 

a) 备课                    c) 上网  

b) 看电视               d) 整理房间 

Текст 11 (Урок №23) 

 

看报 

玛莎找丁云的时候，丁云正在看报。她问丁云：“你在看什么报？” 

丁云说：“我在看《人民日报》，你来看，这儿有一条新闻，你们的一

个友好代表团正在访问中国。这儿还有他们参观访问的照片。” 

玛莎说：“给我看看。” 

这是五月二十七日的新闻，代表团在参观北京的一个小学。这条新闻旁

边有三张照片。左边的这张照片是代表团进教室的时候，孩子们正在上课。

中间这张是他们跟孩子们一起玩儿呢。你看，他们正在唱歌跳舞。右边的那

张是一个老师给代表团介绍呢。 

玛莎说：“这张报纸真有意思。给我好吗？我妈妈很喜欢中国的孩子，

给她看看中国孩子的照片，她一定很高兴。” 

“好，给你吧！” 

“谢谢你，丁云。” 

练习 

I. К каждому иероглифу допишите графему, чтобы получился новый 

иероглиф, напишите слова с полученным иероглифом : 

       丁（打）（打错）        月（     ）（        ）     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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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     ）（        ）       见  （     ）（        ）    方（     ）（        ） 

 成（     ）（        ）       门（     ）（        ）      元 （     ）（        ） 

II. По содержанию текста выберете правильные ответы на вопросы. 

1. 玛莎找丁云的时候，丁云正在做什么？ 

a) 看电视                      c) 看《人民日报》 

b) 看足球赛                    d) 看音乐会 

2. 《人民日报》上有一条什么新闻？ 

a) 俄罗斯代表团在参观上海的一个小学 

b) 中国代表团在参观莫斯科的一个小学 

c) 俄罗斯代表团在参观北京的一个小学 

d) 中国代表团在参观圣彼得堡的一个小学 

3. 这是几月几号的新闻？ 

a) 五月二十五日                c) 五月二十八日  

b) 五月二十六日                d) 五月二十七日 

4. 中间的照片上是什么？ 

a) 代表团和孩子们一起照相 

b) 代表团和孩子们一起玩儿 

c) 代表团进教室的时候，孩子们正在上课  

d) 一个老师给代表团介绍小学 

5. 丁云给玛莎这张报纸了吗？为什么？ 

a) 没给，因为丁云不想给玛莎 

b) 给了，因为玛莎的爸爸很喜欢中国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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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没给，因为丁云没有看完  

d) 给了，因为玛莎的妈妈很喜欢中国的孩子 

Текст 12 (Урок №24) 

妈妈做的点心 

安德烈的家在农村，他爸爸、妈妈都是农民。一天，他妹妹安娜坐火车

来学生城看他。安娜不认识安德烈的宿舍，这时候，旁边有一个学生，他正

在锻炼。安娜问他：“请问，这是六号宿舍吗？”那个学生回答：“不，这

是二号。六号在后边，你跟我来。”安娜说：“谢谢你，我自己去找吧。” 

安娜进宿舍的时候，安德烈正在复习汉语呢。安德烈说：“是你啊，安

娜！我不知道你今天来。” 

“你怎么样。安德烈？”妹妹问。 

“我很好。爸爸、妈妈都好吗？” 

“他们都很好。看，这是妈妈给你们做的点心，那些点心是给丁云

的。” 

“太好了，你回家的时候谢谢妈妈。” 

“这是汉语书吗？我看看。” 

安娜说：“汉语一定很难吧？” 

安德烈告诉她，汉语语法不太难，汉字很难。他很喜欢写汉字。他现在

很忙，每天都学习生词、念课文、写汉字，晚上还做练习。每天都十一点睡

觉。 

“你们的中国老师叫什么？”安娜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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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中国老师教王书文。上课的时候他很认真，常常问我们懂不

懂，有没有问题。下课以后还跟我们一起说汉语。我们也常常去他那儿玩

儿。” 

练习 

I. Составьте грамматически верные предложения со словами, 

данными в скобках. 

1. 童第周是中国著名生物学家。（的） 

2. 他每天都校园的路灯读外语。（在 ... 下面） 

3. 他一位在欧洲很有名的生物学教授学习。（跟） 

4. 爸爸我和弟弟照了一张相，留作纪念。（给） 

5. 弟弟九岁生日那天，黄伯伯送给他一铅笔。（支） 

6. 我读小学四年级，爸爸开始教我画画。（的时候） 

7. 老师几位同学回到自己的座位上。（让） 

8. 有一天，奶奶做饭，忽然听见有孩子在哭。（正在） 

II. По содержанию текста выберете правильные ответы на вопросы. 

1. 安德烈的家在哪儿？他爸爸、妈妈做什么工作？ 

a) 安德烈的家住在农村，爸爸是农民，妈妈是大夫。 

b) 安德烈的家住在城里，爸爸和妈妈都是工人。 

c) 安德烈的家住在农村，爸爸和妈妈都是农民。 

d) 安德烈的家住在农村，爸爸和妈妈都不是农民。。 

2. 安娜是谁？  

a) 安娜是安德烈的姐姐。    c) 安娜是安德烈的妹妹。 

b) 安娜是安德烈的朋友。    d) 安娜是安德烈的女朋友。  

3. 安德烈住在几号宿舍？ 

a) 六号宿舍                c) 二号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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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一号宿舍                d) 五号宿舍 

4. 安娜给了哥哥什么？ 

a) 爸爸做的点心            c) 安娜做的点心 

b) 丁云做的点心            d) 妈妈做的点心 

5 安德烈每天都做什么？ 

a) 安德烈每天都学习生词，去王老师那儿玩儿。 

b) 安德烈每天都念课文，听音乐。 

c) 安德烈每天都写汉字，看电视。 

d) 安德烈每天都做练习，十一点睡觉。 

Текст 13 (Урок №25) 

我的日记 

    四月一日  星期日 

今天是愚人节。中午李丽和李新一起来我的宿舍玩儿。他们来的时候，

我正在看书。看见他们来，我非常高兴。我问他们，现在学习忙不忙，俄

语、汉语学得怎么样，他们告诉我，学习还可以，这学期他们要准备很多事

儿，比较忙。 

他们问我的学生怎么样，我说，这学期我的俄国学生学得都很认真，学

得很好。有几个学生汉字写得很漂亮，很清楚，上课的时候回答问题回答得

很对。有个叫玛莎的学生语法学得很好，还有一个叫尼古拉的学生汉语说得

比较流利。他们都互相学习，互相帮助。 

我问李新：“你们每天都锻炼吗？”李新说他很喜欢打篮球，常常去学

生俱乐部锻炼。他还告诉我，他很喜欢六月，六月的时候，他要去河里游

泳，去河边钓鱼。我说我们一起去。我问李丽每天几点睡觉，她告诉我，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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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点半睡觉。我说：“你睡得太晚了，早睡早起身体好。”我问他们俩谁做

饭好吃，李新说他做饭好吃，李丽说：“你做饭好吃，为什么天天不做饭，

天天吃我做的饭？”李新笑了„„ 

六点的时候，他们要走，我让他们吃了饭再走。我们一起包饺子。饺子

包得很好吃，我们都吃了不少。 

练习 

I. Вставьте в предложения служебное слово 得: 

1. 你看，那只金鱼风筝*飞多高。        风筝 fēng zhēng – воздушный змей 

2. 明明每门功课学很好。 

3. 我弟弟字写又整齐又清秀*。            清秀 qīng xiù – тонкий, изысканный 

4. 一棵高大的树，枝叶长十分茂盛*。 茂盛 mào shèng – густой, пышный 

5. 我今天每道题都做很认真。 

6. 院子里很安静，打扫*干干净净。      打扫 dǎ sǎo - убирать 

II. По содержанию текста выберете правильные ответы на вопросы. 

1. 这是几月几号的日记？ 

a) 4 月 1 号                 c) 3 月 1 号 

b) 5 月 1 号                 d) 6 月 1 号 

2. 谁语法学得好？谁汉语说得好？ 

a) 李新语法学得好，李丽汉语说得好。 

b) 李丽语法学得好，李新汉语说得好。 

c) 玛莎语法学得好，尼古拉汉语说得好。 

d) 尼古拉语法学得好，玛莎汉语说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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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李新和李丽谁做饭好吃？谁常常做饭？ 

a) 李新做饭好吃，李新常常做饭。 

b) 李丽做饭好吃，李丽常常做饭。 

c) 李新做饭好吃，李丽常常做饭。 

d) 李丽做饭好吃，李新常常做饭。 

4. 李新喜欢做什么？（可多选） 

a) 钓鱼                    c) 游泳 

b) 打篮球                  d) 锻炼 

5. 我们吃了什么晚饭？ 

a) 鱼                      c) 饺子 

b) 包子                    d) 馒头 

Текст 14 (Урок №26) 

联欢 

星期六晚上，中文系的同学要跟中国留学生联欢，同学们都知道玛莎和

安德烈很喜欢中国音乐，让他们准备一个中国歌儿。他们问玛莎能不能用中

文唱，她说她可以跟安德烈一起唱。 

“我们唱什么歌儿呢？”安德烈问玛莎。 

“丁云很会唱歌儿，我们去问问她，好吗？”玛莎说。 

丁云知道他们要参加联欢，还要唱中国歌儿，她非常高兴。她说：“你

们俩唱一个《洪湖水，浪打浪》吧。” 

玛莎请丁云介绍这个歌儿。丁云告诉他们，这个歌儿是中国的一个有名

的歌剧里边的。安德烈问丁云有没有这个歌儿的唱片，丁云说她有，她请他

们听这张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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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烈和玛莎都说这个歌儿很好。玛莎问丁云：“现在你有空儿吗？你

能不能教我们？” 

丁云说：“可以，我应该帮助你们，我们一起唱吧。这个歌儿不难，你

们一定能唱得很好。” 

练习 

I. Прочитайте объявление и комментарии к написанию объявления, 

напишите по образцу объявление о вечере встреч с китайскими студентами. 

通知 

9 月 28 日下午二时，在学校大礼堂举行庆祝国庆联欢会，请全体同学准

时参加。 

                            东方红小学   少先队大队部 

9 月 26 日 

写通知，先在一行中间写上“通知”二字，如果事情紧急*，就写“紧急

通知”。然后，从第二行空二格的地方开始写通知的正文。正文要写清楚在

什么时间，什么地点，有什么事情，请谁参加等等。最后，在正文的右下方

写上发出通知的单位*的名称和日期。 

紧急  jǐnjí – срочный 

单位 dānwèi - организация 

II. По содержанию текста выберете правильные ответы на вопросы. 

1. 星期六晚上有什么？ 

a) 英文系的同学和英国留学生联欢 

b) 俄文系的同学和俄国留学生联欢 

c) 中文系的同学和中国留学生联欢  

d) 日文系的同学和日本留学生联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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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玛莎和安德烈喜欢中国音乐吗？他们要参加联欢吗？ 

a) 他们很喜欢中国音乐，他们要参加联欢 

b) 他们不喜欢中国音乐，但是他们要参加联欢 

c) 他们不喜欢中国音乐，他们不参加联欢 

d) 他们很喜欢中国音乐，但是他们不参加联欢 

3. 玛莎和丁云要唱什么歌儿？ 

a) 中国歌曲——《莫斯科郊外的晚上》 

b) 俄罗斯歌曲——《洪湖水，浪打浪》 

c) 俄罗斯歌曲——《莫斯科郊外的晚上》 

d) 中国歌曲——《洪湖水，浪打浪》 

4. 《洪湖水，浪打浪》是什么歌儿？ 

a) 是俄国的一个有名的歌剧里边的      c) 是俄国的一个有名的电影里边的 

b) 是中国的一个有名的歌剧里边的      d) 是中国的一个有名的电影里边的 

5. 丁云要教玛莎和安德烈唱这个歌儿吗？为什么？ 

a) 丁云不教玛莎和安德烈唱这个歌儿，因为她病了。 

b) 丁云不教玛莎和安德烈唱这个歌儿，因为她没有空儿。 

c) 丁云要教玛莎和安德烈唱这个歌儿，因为他们是好朋友，她应该帮助

他们。 

d) 丁云要教玛莎和安德烈唱这歌歌儿，因为这个歌儿不难。 

Текст 15 (Урок №27) 

学写汉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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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老师教小学生写汉字。他写了一个“一”字，问小学生认不认识。

小学生说：“我认识，这是‘一’字。” 

老师说：“对，你写吧。” 

小学生也写了一个“一”字，问老师：“您看，我写得对不对？” 

“你写得很好。”老师说：“你会写‘二’字吗？” 

小学生回答得很快：“我会写，‘一’字是一横，‘二’字是两横。”

他又写了一个“二”字。 

老实说：“对了。‘三’字呢？” 

“‘三’字是三横。” 

老师还想教他写“四”、“五”„„小学生说：“你不用教我，我都会

写。” 

老师让他写一个“万”字。 

小学生想：“万”字一定是一万横。他回家准备了十张纸，开始写

“万”字。 

下午上课的时候，老师问他：“你写的‘万’字呢？” 

小学生回答：“这九张纸都是我写的‘万’字，还差八十二横。” 

练习 

I. Прочитайте объяснения и определите кого или что они описывают: 

1. 大使馆中的职位，是大使的主要助理人员。         

2.汉字的笔画，从左到右书写。 

3.朋友之间的情谊。       

4. 飞机起飞，停放的场所。 

5. 大使馆中负责军事的外交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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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用兔、羊等动物的毛制成的笔。     

7. 十个一千。   

II. Переведите названия известных российских фильмов с китайского 

языка.  

西伯利亚理发师                        男人私房话                   夏伯阳 

守日人                                        土耳其式开局               布吉舞 

办公室里的故事                         传奇 17 号                   黑色闪电 

驯虎记                                         人烟之岛                    冒牌教练       

        说曹操曹操到                              圣诞树                     我是怎样度过这个夏天 

III. По содержанию текста выберете правильные ответы на вопросы. 

1. 这位老师教谁做什么？ 

a) 老师教小学生读课文          c) 老师教大学生写汉字 

b) 老师教大学生读课文          d) 老师教小学生写汉字 

2. 小学生写对了什么汉字？ 

a) 《一》、《二》、《四》      c) 《一》、《二》、《五》 

b) 《一》、《二》、《三》      d) 《四》、《五》、《万》 

3. 小学生写对了《四》字和《五》字吗？ 

a) 都写对了                    c)《四》字写对了，《五》字不对 

b) 都没写对                   d)《五》字写对了，《四》字不对 

4. Shí字怎么写对呢？ 

a) 10 个横                       c) 十 

b) 大                               d)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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Текст 16 (Урок №28) 

看足球赛 

今天是八月二十七号，星期四。下午玛莎来找我，我不在，我去看足球

赛了。 

中午吃午饭的时候，安德烈来找我，他叫我去体育场看比赛。我说我要

准备行李，没有时间去买票。他告诉我他有两张票。我就跟他去看足球赛

了。 

吃了午饭，我们就坐车去体育场了。我们到了那儿的时候，很多人正在

外边等票呢。我们从东边的们进体育场。五分钟以后，比赛就开始了。 

今天大学生队跟银行对比赛，这是两个有名的足球队。尼古拉问我：

“你说哪个队能赢？”我说：“大学生队一定能赢。”他说：“不一定。我

想银行对能赢。” 

这两个队都踢得很好。今天，大学生队踢得更好，两点三刻，他们进了

一个球。这个球踢得漂亮。我说：“尼古拉，怎么样？大学生队能赢吧？”

尼古拉没有回答。忽然他说: “好球！银行队进了一个球。” 

这时候，两个队是一比一。十分钟以后，大学生队又进了一个球，可是

裁判说这个球不算。还有三分钟了，银行对又进了一个球。 

二比一，大学生队输了。真气人！ 

练习 

I. Найдите лишнее слово в логической цепочке: 

1. 网球，足球，冰球，排球，篮球。 

2. 滑雪，冰球，滑冰，乒乓球，雪车。 

3. 葡萄，柿子，香蕉，糖果，苹果 。 

4. 打篮球，办理签证，踢足球，赛雪车，参加比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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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冰鞋，雪板，箱子，运动球，球网。 

6. 体育场，大使馆，游泳馆，裁判室，比赛场所。 

II. По содержанию текста выберете правильные ответы на вопросы. 

1. 今天是几月几号？星期几？ 

a) 8 月 27 号，星期三        c) 8 月 27 号，星期四 

b) 7 月 27 号，星期四        d) 7 月 27 号，星期三  

2. 我今天上午做什么了？下午做什么了？ 

a) 我上午去大使馆办签证了，下午和玛莎去看电影了。 

b) 我上午去体育场看球赛了，下午去大使馆办签证了。 

c) 我上午去大使馆办签证了，下午去体育场看球赛了。 

d) 我上午去和玛莎看电影了，下午去大使馆办签证了。 

3. 我和安德烈去买票了吗？为什么？ 

a) 我和安德烈去买票了，因为我和安德烈有空儿。 

b) 我和安德烈没有去买票，因为他哥哥给了他两张票。 

c) 我和安德烈去买票了，因为我们没有票。 

d) 我和安德烈没有去买票，因为玛莎给我们了两张票。 

4. 我哪个队能赢？尼古拉说哪个队能赢？ 

a) 我说大学生队能赢，尼古拉也说大学生队能赢。 

b) 我说银行队能赢，尼古拉说大学生队能赢。 

c) 我说大学生队能赢，尼古拉说银行队能赢。 

d) 我说银行对能赢，尼古拉也说银行队能赢。 

5. 哪个队赢了？比分是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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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银行队赢了，比分是 3: 2         c) 大学生队赢了，比分是 2:1 

b) 大学生队赢了，比分是 3: 2     d) 银行队赢了，比分是 2: 1 

Текст 17 (Урок №29) 

在中国国航的飞机上 

“女士们，先生们，你们好！您乘坐的是中国国航开往北京的 CA910 次

航班。飞机就要起飞了，请大家做好，请不要吸烟„„” 

广播里汉语说得非常清楚，我和玛丽都听懂了，我们非常高兴。 

飞机上人真多，很多人都是去中国的。两个穿得很漂亮的中国姑娘是飞

机上的乘务员，人们都叫她们“空姐”。飞机上还有两个很年轻的男乘务

员。 

乘务员们工作都很认真。她们都会说英语。我和玛丽跟她们说汉语，她

们非常高兴。 

快十一点了，乘务员说：“请大家注意，就要吃晚饭了。”乘务员很快

给大家送来了晚饭。晚饭有两种，一种是鸡肉的，还有一种是牛肉的。晚饭

还有中国菜、面包、水果和点心。我要了鸡肉的，玛丽要了牛肉的，我们都

说菜做得很好吃，我们都很喜欢吃。 

半个小时以后，乘务员给大家送来了喝的。喝的有很多：水、茶、咖

啡、果汁和可乐。玛丽和我说：“我们快要到中国了，我们要喝中国茶。”

乘务员给了我们两杯花茶，说：“你们汉语说得真流利。”玛丽说：“哪

里，我们说得不太好。我们俩都是去中国学习的留学生。” 

乘务员说：“欢迎你们到中国学习。” 

练习 

I. Допишите последний иероглиф в словах и переведите полученные 

слов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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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 ~ ， 经济 ~ ， 飞 ~ ， 起 ~ ，旅 ~ ，乘 ~ ， 航 ~ ，登机 ~ ，航站 ~ ， 

机 ~ ， 空 ~ ， 离 ~ ，放 ~ ，分 ~ 。 

II. Переведите на русский язык словосочетания и составьте с ними 

предложения. 

靠窗座位                       出发城市             往返机票          托运行李 

靠过道座位                   达到城市             单程机票          随身携带行李 

免税店                           电子客票              机上餐食         国内航线         

III. По содержанию текста выберете правильные ответы на вопросы. 

1. 我们乘坐的是开往哪儿的哪个航班的飞机？ 

a) 我们乘坐的是开往北京的 CA909 次航班。 

b) 我们乘坐的是开往北京的 CA910 次航班。  

c) 我们乘坐的是开往上海的 CA909 次航班。 

d) 我们乘坐的是开往上海的 CA910 次航班。 

2. 飞机上的乘务员说什么语言？  

a) 飞机上得乘务员说英语和汉语。 

b) 飞机上得乘务员说俄语和英语。  

c) 飞机上得乘务员说汉语和俄语。 

d) 飞机上得乘务员说汉语和法语。 

3. 我吃了什么？喝了什么？ 

a) 我吃了鸡肉饭，喝了咖啡。 

b) 我吃了牛肉饭，喝了果汁。 

c) 我吃了鸡肉饭，喝了花茶。 

d) 我吃了牛肉饭，喝了可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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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飞机上的乘务员说我们的汉语怎么样？ 

a) 很流利         c) 不流利 

b) 很好          d) 不好 

5. 飞机上有哪些吃的和喝的？ 

a) 飞机上有猪肉饭、水、果汁、可乐和啤酒。 

b) 飞机上有牛肉饭、水、果汁、可乐和啤酒。 

c) 飞机上有鸡肉饭、水、咖啡、果汁和可乐。 

d) 飞机上有羊肉饭、水、咖啡、果汁和可乐。 

Текст 18 (Урок №30) 

波波夫太太笑了 

玛莎走了，波波夫太太心里很难过。她请丁云坐她的车，她要送丁云回

学生宿舍。 

在车上，丁云说：“玛莎很想去中国学习，她今天晚上就要到北京了，

我想她现在很高兴。” 

伯伯夫先生说：“女儿很高兴的时候，妈妈心里很难过。” 

伯伯夫太太问丁云：“去年你来我们国家的时候，你妈妈愿意你离开她

吗？” 

丁云告诉波波夫太太，她妈妈开始很高兴，给她买了很多东西。妈妈要

她注意身体，努力学习，不要想家。她走的那天，快上飞机了，她说：“再

见”，妈妈就哭了。 

“是啊！”波波夫太太说。她又问：“这儿离北京很远，你妈妈放心

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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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云说：“我常常给妈妈写信，告诉她这儿的老师和同学都很热情，我

在这儿过得很好。我还告诉妈妈，玛莎是我的好朋友，她就像我的妹妹，她

的家就像我自己的家。所以妈妈现在很放心。昨天我又写信告诉他们，玛莎

快要去中国学习了，她到了北京就要去看看妈妈。” 

波波夫先生说：“玛莎认识了一个中国姐姐，她到北京以后，又要认识

一位中国妈妈。” 

波波夫太太笑了。 

练习 

I. К каждому иероглифу допишите графему, чтобы получился новый 

иероглиф, напишите слова с полученным иероглифом: 

 斤（近）（最近）         迶（     ）（        ）     曼（     ）（        ） 

 犬（     ）（        ）        谷  （     ）（        ）    圭（     ）（        ） 

 执（     ）（        ）        呆（     ）（        ）      夭 （     ）（        ） 

II. По содержанию текста выберете правильные ответы на вопросы. 

1. 玛莎去哪儿了？去那儿做什么？ 

a) 玛莎去中国了，去那儿工作。 

b) 玛莎去中国了，去那儿玩儿。 

c) 玛莎去中国了，去那儿学习。 

d) 玛莎去美国了，去那儿学习 。 

2. 丁云的妈妈愿意丁云离开吗？ 

a) 丁云的妈妈愿意丁云离开，可是心里很难过。 

b) 丁云的妈妈不愿意丁云离开，心很难过。 

c) 丁云的妈妈愿意丁云离开，心里不难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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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丁云的妈妈不愿意丁云离开，可是心里不难过。 

3. 丁云在那儿过得好吗？为什么？ 

a) 丁云在那儿过得不好，因为老师和同学不热情。 

b) 丁云在那儿过得很好，因为老师和同学很热情。 

c) 丁云在那儿过得不好，因为没有人帮助她。 

d) 丁云在那儿过得很好，因为她学习很好。 

4. 玛莎是谁？波波夫太太是谁？ 

a) 玛莎是丁云的妹妹，波波夫太太是丁云的妈妈。 

b) 玛莎是丁云的妹妹，波波夫太太是玛莎的妈妈。 

c) 玛莎是丁云的好朋友，波波夫太太是玛莎的妈妈。 

d) 玛莎是丁云的好朋友，波波夫太太是丁云的妈妈。 

5. 昨天丁云写信告诉妈妈什么？ 

a) 这儿的老师和同学都很热情，她在这儿过得很好。 

b) 玛莎是她的好朋友，她就像自己的妹妹。 

c) 波波夫太太很好，她就像自己的妈妈。 

d) 玛莎快要去中国学习了，她到了北京要去看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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ПРИЛОЖЕНИЕ 

小    土  ——  尘  （尘土）  尘土飞扬。 

不    正  ——  歪  （歪了） 墙上的画挂歪了。 

田    力  ——  男   （男生）我们班男生多，女生少。 

日    光 ——  晃    （晃眼睛）中午的阳光晃眼睛。 

古    木 ——  枯    （干枯）这棵古树干枯了。 

三口是品 （品茶） 几位老人在茶馆里品茶。 

三木为森 （森林）森林里有很多松树。 

三日是晶 （亮晶晶） 满天星星亮晶晶。 

三人为众 （观众） 台下有很多观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