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АУДИРОВАНИЕ （10 минут） 

听力  

Прослушайте текст дважды. Выберите подходящий вариант ответа: 

1. 很早很早以前，一个村子里住着一对_____       

A. 儿女    B. 夫妇  C.  情侣 D. 天鹅  

2.  他们家没有钱买 _____      

A. 猪  B. 猫  C. 羊  D. 牛  

3. 那位男人只会 _______      

A. 种地  B. 抽烟  C. 看书 D. 辛苦  

4. 他们的生活还是 非常 _____     

A. 快乐  B. 简单  C.  艰难  D. 麻烦  

5. 那位男人好像 让他家人 喝_____。    

A. 热水  B. 西北羊汤   C. 啤酒   D. 西北风  

6.  那位男人决定到处地去_____的机会。   

A. 打发时间  B. 赚钱   C. 读硕士  D. 交朋友  

7. 出门走了不远，他碰见了一个______。    

A. 神仙  B. 丞相  C. 朋友   D. 男孩  

8. 那块路边的石头就变成了______。    

А. 银子  B. 盒子   C. 金子  D. 影子  

9. 一进家门，那位男人就高兴地说：“今天得了个大____！  

A. 机会   B. 盒子    C. 便宜  D. 钱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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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那位女人摇着头说道：“你这个人，____得跟猪一样！ “   

A. 慢  B. 脏     C. 懒   D.  笨 

 

ЧТЕНИЕ (40 минут) 

阅读 

阅读理解 Прочитайте текст, ответьте на вопросы 

 在我十岁那年，我们家买了一辆卡车 。当时交通 工具不像现在这么多，有一辆自己的

卡车是一件很让人羡慕的事情。爸爸非常爱惜这辆卡车，每天都把它擦干净以后再开出去干

活儿，每次开出去的时候他都非常得意。 我跟两个弟弟都很想坐上去试一试，但是爸爸怎么

都不同意 。 

 有一天爸爸去邻居家喝酒，傍晚回来的时候已经喝得有些醉了。他有一个特点，一喝

酒就很好说话，让他 干什么他都答应。我们就利用这个机会向他提出了我们小小的愿望。听

了我们的话，他马上就答应了。我带着弟弟高兴地爬上了车。爸爸心情很好，一边唱歌一边

开车。我和弟弟也很兴奋，睁大了眼睛左看看，右看看。没想到，开了一会儿要拐弯儿时，

爸爸不小心把车开到路旁边的小河里去了。我们吓得又哭又喊。我虽然会游泳，但是因为既

害怕又紧张，我一点儿也游不动了，喝了好多水。我吓得大喊：“救命啊！救命啊！” 这时，

爸爸的酒一下子全醒了，他赶快游过来，把我们一个个从水里抱到了岸上。 

 一进家门，妈妈就看到了我们，她非常吃惊地问：“你们怎么全身都湿了？你胳膊上还

有血，这是怎么回事？”  我低头一看，胳膊上破了一块，把衣服都染红了。我开始大哭，妈

妈安慰了我好长时间我才慢慢地平静了。 

 那件事发生以后，我有了一个很大的变化  --- 我不 敢坐车了。这给我带来了不少的麻

烦。必须坐车的时候 ，我常常一上车就赶快找座位坐下来，低着头，不敢往前看，就这样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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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两三年才渐渐好一点儿。直到遇到现在的丈夫，他开车的技术非常棒，才让我克服了对车

的恐惧。 

 那件事已经过去十多年了，我现在也不再害怕坐车了，可每次想起来的时候，我就觉

得既有意思又可笑。 

  

读后，请回答问题 Ответьте на вопросы 

1. 开始的时候爸爸让 “我们” 坐他的车吗？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爸爸有个是么特点？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我” 向爸爸提出了什么愿望？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我们” 在车上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 妈妈看到“我们”为什么很吃惊？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6. 那件事发生以后，“我”有了什么变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排列顺序 Расположите предложения в правильной последовательности, в ответе запишите 

верную комбинацию букв 

1. A. 以前我没机会去    B. 叶列茨市就是这样一个地方 

C. 利佩茨克州有很多漂亮的地方  D. 以后一定要找机会去 

答案 : 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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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A. 请稍等 ，我查一下。对不起，后天的航班没有座位了。 

B. 我要买一张去利佩茨克的机票。 

C. 后天的，国航的 CA909航班。 

D. 要哪天的？哪个航班？  

答案 ：_________________  

3.  A: 有什么特别的生活习惯  

     B. 大家问他们为什么能健康长寿  

     C:听说，四川一座名山上有六位一百多岁的老寿星  

      D: 你相信吗？他们的回答都是：吃豆腐  

答案：_________________  

4. A.一定能找到方向和感觉  

    B. 很多人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  

     C. 等他们错事做得多了  

     D. 我看，这可能是因为他们还年轻  

答案： ______________  

 

ЛЕКСИКО-ГРАММАТИЧЕСКАЯ ЧАСТЬ (40 минут) 

词汇语法测试 

Задание 3 

把下面的词语整理成句子  Составьте предложения из приведенных ниже слов: 

1. (莫斯科   / 以后 / 留 / 不 / 毕业 / 在 / 我 / 想 ) （拥挤 / 太 / 交通/ 莫斯科）（利佩茨克  / 

回 / 要 / 我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作业 / 昨天  / 了 / 的 / 多 / 太 / 留 / 老师） （之后  / 12点 /我 / 了 /  / 才  / 睡觉）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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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起床  / 了 / 太 / 昨天  / 晚 / 我 ） （已经 / 老师 / 到 / 上课 / 我 / 学校  / 时候  / 了 / 

的 ） 

——————————————————————————————————————— 

4. （冷 / 天气/ 很） （下 / 下午 / 今天 / 课） （咱们 / 商店 / 的 / 去 / 买 / 好不好 / 衣服 /  

暖和 / 一点儿 ） 

——————————————————————————————————————— 

5. （舒服 / 不 / 有点儿 / 觉得 / 我 ）（上完 / 医院  / 所以 / 我 / 课 / 看病 / 去 / 下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把下面括号中的词语放到合适的位置 Поставьте на правильное место (A, B, C или D) слова, 

приведенные в скобках. 

1．A 没有 B谁 C知道 D那个故事 。（不 ）      

2．他 A给公司谈成了 B几个大生意，C还 D省了很多钱 。（并且 ）    

3．A我们 B在这个方面 C没有 D 经验 。（什么）      

4．爸爸 A把 B车 C停在 D停车场。 （没有）            

5．哥哥 A我的求 踢飞了！B我 C找了半天也没 D找到，我还踢什么？ （把）   

 

ЛИНГВОСТРАНОВЕДЕНИЕ (20 минут) 

语言国情学 

1．中国东北三省包括哪些省？ 

A. 黑龙江、安徽、福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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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黑龙江、辽宁、吉林 

C. 黑龙江、香港、辽宁 

D. 山东、江苏、浙江 

 

2. 周恩来 称 “__________‘的爱情故事为 ”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  

A. 后羿与嫦娥  

B. 习近平与彭丽媛  

C. 三毛与荷西 

D. 梁山伯与祝英台 . 

  

3.  “当代英雄 “的作者是 ______。 

A. 布宁  

B. 老舍  

C. 莱蒙托夫  

D. 普希金  

 

4. _______的服饰式样繁多、色彩艳丽，妇女的服装有上百中样式，堪称中国民族服装之最。 

A.蒙古族  

B. 汉族  

C. 壮族  

D. 苗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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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俄罗斯最高的山脉  是 _____ 

A. 阿尔泰山 

B. 乌拉尔山 

C. 高加索山  

D. 天山  

  

6. 去年 中国赢了 中美贸易战。 ( 对  /  不对)     

 

7. 阿穆尔河和黑龙江是一样的：在中国段中国称之为黑龙江，在俄罗斯段俄罗斯称之为

阿穆尔河。（对  / 不对）   

 

8. 孔子是中国最早的著名诗人 。（对 / 不对）  

 

9. 2015年中国著名药学家屠呦呦获得了诺贝尔奖  （对 / 不对）  

 

10.  红卫兵是一种以红枣做成馅料的馅饼。（对 / 不对）   

 

 

ПИСЬМО (40 минут) 

写作 

Придумайте историю объемом 150-200 знаков, которая начинается так: 

有一天，我做了一个梦，梦见 了我的生活中没有中文。 

(Однажды мне приснился сон, будто бы в моей жизни нет китайского языка). 

И заканчивается так: 

。。。所以我醒来后，就打开了中文课本。 

（...поэтому, проснувшись, я тут же открыл(а) учебник по китайскому языку）.  

                



ВСЕРОССИЙСКАЯ ОЛИМПИАДА ШКОЛЬНИКОВ 

ПО КИТАЙСКОМУ ЯЗЫКУ 2019-2020 уч. г. 

МУНИЦИПАЛЬНЫЙ ЭТАП. 9-11 КЛАССЫ 
 

8 
 

 

                

 

                

 

                

 

                

 

                

 

                

 

                

 

                

 

                

 

                

 

                

 

 



ВСЕРОССИЙСКАЯ ОЛИМПИАДА ШКОЛЬНИКОВ 

ПО КИТАЙСКОМУ ЯЗЫКУ 2019-2020 уч. г. 

МУНИЦИПАЛЬНЫЙ ЭТАП. 9-11 КЛАССЫ 
 

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