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ВСЕРОССИЙСКАЯ ОЛИМПИАДА ШКОЛЬНИКОВ                                               

ПО КИТАЙСКОМУ ЯЗЫКУ 2019-2020 УЧЕБНОГО ГОДА 

          МУНИЦИПАЛЬНЫЙ ЭТАП. 7-8 КЛАССЫ 

 

 

 

 

1. АУДИРОВАНИЕ 

听力部分 
(максимальное количество баллов – 15) 

 

Задания по аудиотексту № 1 (1-10) 

 

Прослушайте диалоги, ответьте на вопросы, выбрав правильный вариант (1–10) 

Каждый диалог прозвучит дважды с паузой в 10 секунд.  

 

1.  女的是什么意思？ 
 

A. 买两个    C. 少买点 

B. 买三个 D. 多买点 
 

2. 女的现在怎么样了？ 
 

A.  好点了 C.  越来越不好 

B.  好多了 D.  没说 
 

3.  小刚和方明谁高？                                      
 

A.  小刚 C.  一样高 

B.  方明 D.  谁也不知道 
 

4. 他们可能在哪儿？                                

 

A.  汽车上 C.  火车上 

B.  电影院  D.  飞机上 
 

 

5.  这个地方有几个姓王的老师？  

 

A. 三个  C. 四个 

B. 三十个 D. 很多 
                       

6. 关于男的，可以知道什么？                                
 

A. 可能骑自行车 C.  要去上课   

B. 可能坐公共汽车 D.  要去看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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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男的是什么意思？ 

                                           

A. 明天很冷 C. 明天不会下雪 

B. 明天是阴天 D. 下雪时最冷 
 

8. 关于男的，可以知道什么？                         
                        

A.   买了一辆旧车 C.   买了五辆车    

B.   买的是自行车 D.   买了四辆车 
 

9.  关于女的和她女儿，可以知道什么？ 
                            

A.  妈妈高得很多     C. 女儿高得多 

B.  一样高 D. 女儿今年 18 岁了   
 

10. 他们要做什么？                    
 

A.   去咖啡店 C.   买东西 

B.    听音乐会 D.   卖饮料 
 

Задания по аудиотексту № 2 (11-15) 

 

После прослушивания аудиотекста №  2 определите, верны (对) или нет (不对) следующие 

утверждения, или в тексте нет об этом информации (没说) (11–15) 

 

11. 他们的相机丢了。  

 A. 对 B. 不对 C. 没说 

12. 他们自己找到了相机。   

 A. 对 B. 不对 C. 没说 

13. 找到相机的是一个外国学生。  

 A. 对 B. 不对 C. 没说 

14. 山田在图书馆找到了这个学生。  

 A. 对 B. 不对 C. 没说 

15. 那个相机很贵。  

 A. 对 B. 不对 C. 没说 

 

 

 

Не забудьте перенести Ваши ответы в бланк работ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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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ЧТЕНИЕ 

阅读部分 
(максимальное количество баллов – 10) 

 

Прочитайте текст, ответьте на вопросы (16–20) по тексту, выбрав ответ из 

нескольких предложенных: 

 

        秋天的一个晚上，我一个人从大学回家，已经下了好几天的雨，街上很冷，也非常

潮湿 (cháoshī сырой)。“要是明天天气好，我就去公园逛逛，可是天气好像不会改变，真

讨厌！”我想着。这时候一个人在叫我的名字，是我的中学同学！好久不见，他的变化

多大呀！他热情地说，明天是他的生日，请我一定去参加他的生日聚会，我的心情好多

了，“明天我一定参加他的生日聚会(jùhuì встреча, вечеринка)”，我想。 

        星期六也下着雨，但我已经感觉不到了，我激动的敲响了同学的家门，我们已经很

长时间没见面了，他有自己的生活，我也有自己的生活，我们能说什么呢？ 

        一位漂亮的女人开了门，她请我进去。 

       “你好，我是娜嘉，李彼得的同学。” 

       “啊，我知道，我知道，我们正在谈论你。我是李彼得的妻子，叫李丽娜，请别客

气！” 

         我送给彼得一本书。在高中的时候，他就喜欢书。彼得不好意思地笑了，彼得介绍

我认识他的客人们。在他的家里，我觉得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大家边吃喝边热烈的交

谈。谈工作、家庭、孩子、爱好、父母。我们还回想起在高中学习的时候，我们喜欢一

起旅行，一起看书，一起玩儿。渐渐的，我认识了所有的新朋友，并且开始关心他们，

好像我认识他们已经很长时间了，这次聚会对我非常重要，我觉得如果一个人有很多朋

友，他的生活会变得更加美好。 

       回家的时候，我决定以后要多参加这样的聚会。 

 

1. 我的希望是什么？ 

A.  见朋友 C.  天气好 

B.  参加聚会 D.  不学习 

 

2.路上我遇见了： 

A. 同学 C.  朋友   

B.  邻居 D. 同事 

 

3. 他邀请我做什么？  

A.  做客 C.  聚会 

B.  看书 D.   听音乐 

 

4. 他为什么邀请我？ 

A.  星期六休息 C.  他有很多朋友 

B.  他过生日 D.  他要结婚  

 

5. 这个故事主要告诉我们什么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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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有朋友很好 C.   过生日很好 

B.  聚会很好 D.   有同学很好 

 
     Прочитайте текст, определите, верны ( 对 ) или нет (不对 ) следующие 

утверждения, или в тексте нет об этом информации (没说) (21–25): 

 

        赵力要到上海去旅行，前几天他的朋友打来电话，说在上海等他。这些天，赵力忙

得很，他又参加期末考试，又要到商店去买东西，准备去上海。 

        考试结束了，赵力的行装也准备好了，下午刚考完，晚上赵力就出发了，他不是坐

飞机，而是坐火车去的，他说坐火车好，因为坐火车时间虽然长，但是路上可以看到各

地的风景。可是赵力太累了，一上火车就睡了。第二天早上，吃了点东西又睡了。火车

到上海的时候才醒来，一路上什么都没看到。你想啊，这些天他为了参加考试，每天只

睡四五个小时，能不累吗？ 

 

6. 赵力的朋友去上海出差。  

 A. 对 B. 不对 C. 没说 

7.  赵力考试考得很好 

 A. 对 B. 不对 C. 没说 

8.  赵力坐火车，因为便宜。 

 A. 对 B. 不对 C. 没说 

9.  赵力坐火车看到了很多风景。 

 A. 对 B. 不对 C. 没说 

10.  赵力为了准备考试睡得很少。 

 A. 对 B. 不对 C. 没说 

 

Не забудьте перенести Ваши ответы в бланк работ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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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ЛЕКСИКО-ГРАММАТИЧЕСКИЙ ТЕСТ 

语法词汇部分 
(максимальное количество баллов – 20) 

 

Укажите место слова или компонента слова, приведённого в скобках (1–4): 
 

1. 我哥哥 A 已 B 决定不 C 回宿舍 D 住了。（再） 

 

2. A 请 B 你 C 等 D 小波，他马上就来，我们一起走吧。(一会儿） 

 

3. 现在我们班已经 A 开始 B 学 C 语法和汉字 D。 (了） 

 

4. 以后每隔两 A 个 B 月 C 左右 B，由学校组织一次家长会。（半） 

 

Заполните пропуски наиболее подходящими модальными глаголами (5–7): 
 

5. 他病好了，今天又____开车了。 

  

A. 会 C. 能 

B. 行 D.  应该 

 

6. 她不____说意大利语，他没学过意大利语。  

  

A. 能 C. 会 

B. 必须 D. 得 

 

7. 考试的时候，不____查词典！  

 

A.  必须 C. 会 

B.  能 D. 好   

 

Выберите грамматически правильный вариант (8–10). 

 

8.  

A.    哈巴罗夫斯克是远东地区一个很美丽的旅游城市 

B.     哈巴罗夫斯克是一个很美丽远东地区的旅游城市 

C.     哈巴罗夫斯克是一个远东地区旅游很美丽的城市 

D.     哈巴罗夫斯克是远东地区很美丽的一个旅游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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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A.    我还记得那些美丽动人的故事小时候妈妈讲的 

B.     那些美丽动人的故事小时候妈妈讲的我还记得 

C.    小时候妈妈讲的那些美丽动人的故事我还记得 

D.     妈妈小时候我还记得讲的那些美丽动人的故事 

 

10.   

A.   我姐姐给我买在大超市昨天的那件绿衬衫太漂亮了！ 

B.   我姐姐在大超市昨天买给我的那件绿衬衫太漂亮了！ 

C.   太漂亮了我姐姐在大超市昨天买给我的那件绿衬衫！ 

D.   我姐姐昨天在大超市给我买的那件绿衬衫太漂亮了！ 

 

Заполните пропуски подходящими предлогами (11–14). 

                  

                          A. 离     B. 对    C. 给    D. 跟 
 

 11.  我已经____他说了这件事。 

  

 12.  ____中国新年还远着呢！  

 
 13.  上课的时候，老师_____我们非常热情。 

 

14. 每天晚上爸爸___他儿子讲一个神话故事。 

 

   

Укажите количество черт в иероглифе (15): 

 

15. 逊 
A. 8 C. 9 

B. 7 D. 10 
 

Выберите правильный тональный рисунок (16). 

 

16. 圆珠笔 
 

A.    2, 2, 3 

B.    3, 2, 3 

C.    2, 1, 3 

D.    2, 3, 2 

 
Прочитайте текст, заполните пропуски (17–20) подходящими по смыслу словами из 

списк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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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带      B. 又    C. 非常    D. 再       E. 火车 

 

      我姥爷今年六十六岁了。他不工作。今年夏天爷爷很想去三个国家: 中国、韩国和日

本。他想先从哈巴罗夫斯克坐飞机去北京, 在北京住一个星期。姥爷从北京坐 17 去大连, 

在大连住十天。姥爷从大连坐飞机 18 去首尔, 在首尔住一个星期。姥爷从首尔坐飞机去大

阪,在大阪住五六天  然后就回家。 

        这些国家夏天都很热, 所以姥爷不想多 19 衣服。他想带汗衫短裤、凉鞋。我也想跟

姥爷去看看这些国家。我 20 喜欢北京, 很想去看看天安门、北海和别的地方。我不会说韩

语和日语, 但是我会说汉语和一点儿英语。 

 

 

Не забудьте перенести Ваши ответы в бланк работ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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Письмо  
 

写作 

  

(Максимальное количество баллов – 20) 

  

 

Придумайте и напишите историю объёмом не менее 150 знаков, начало 

которой звучит так:  

 

有一天 , 我去中国朋友家做客 … … 

 (Однажды я пошёл в гости к моему китайскому другу …)  

 

 

Максимальное количество баллов за все задания муниципального этапа 

олимпиады составляет 65 баллов. 

 

 

 

 

 

 

 



 

Скрипты аудиодиалогов задания № 1 

 
 

1. 男：前边有卖水果的，我们买点儿苹果吧？ 

女：现在是换季的时候，苹果不一定好吃，别买太多，买两三个就行。 

问：女的是什么意思？ 

  

2. 男：今天怎么样？还发烧吗？ 

女：吃了药比昨天好一些了，但还头疼。 

问：女的现在怎么样了？ 

  

3. 女：小刚，方明高还是你高？ 

男：他个子也不高，只比我高一点儿。 

问：小刚和方明谁高？ 

  

4. 男：怎么还没到？我都看了三四个电影了。 

女：我们是从中国到美国，还要再飞五六个小时。你睡一会儿，或者再看几个电影。 

问：他们可能在哪儿？ 

  

5. 女：喂，您好，请找一下王老师。 

男：我们这儿有三四个姓王的老师呢，您找哪一个？ 

问：这个地方有几个姓王的老师？ 

 

6. 女：你要出去吗？ 

男：小丽，我问你，去中山南路骑自行车快还是坐公共汽车快？ 

女：这个时间，骑车比坐公共汽车快得多。你这么着急，要去上课吗？ 

男：不，我要去见女朋友。 

问：关于男的，可以知道什么？ 
  

 7. 女：明天是晴天还是阴天？ 

男：上午下雪，下午就晴了。 

女：太好了，明天可以穿我的新裙子了。 

男：雪后晴天比下雪时冷得多，你不知道吗？ 

问：男的是什么意思？ 

  

8. 男：我昨天换了辆新车，比那辆旧的舒服多了。 

女：又换了？你已经换了四五辆了吧？多少钱？ 

男：不贵，一百多。我那辆旧车送给你吧。 

女：一百多？自行车啊！ 

问：关于男的，可以知道什么？ 

  

9. 男：你女儿个子真高，比你高多了吧？ 

女：其实我跟她一样高，只是她比我瘦多了。 

男：她今年多大？十七八岁？在哪儿学习呢？ 

女：今年十九了，正在国外学习，学历史和数学。 

问：关于女的和她女儿，可以知道什么？ 
  

10. 男：走了两三个小时了，还买了这么多东西，真累。我们休息一会儿吧。 

女：那就在这儿坐坐，喝点儿水。 

男：楼上有个咖啡店，比这儿安静得多，环境也不错，还有音乐。 

女：也好，我们上去喝点儿饮料。 

问：他们要做什么？ 



  

Скрипт аудиотекста № 2. 
 

        李美丽和山田友特别高兴，他们俩的照相机都找到了。李美丽登记的那天下午，公

园就打来了电话，说有人捡到了一个相机，她可以去看看是不是他的。 

        李美丽马上去了公园，真是她的相机，李美丽高兴极了，她很感谢捡相机的人。山

田友丢相机那天晚上有个中国学生给他发了个短信说捡到了他的相机，因为从上午到下

午都有课，所以现在才给他发短信。他叫周依白，现在在图书馆。山田友可以去那儿找

她。在图书馆，山田友找到了周依白。周依白捡到的相机真是他的。山田有特别感谢周

依白，周依白说不用谢，捡到东西还给别人是应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