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АУДИРОВАНИЕ 

 

Прослушайте текст, ответьте на вопросы по тексту (1-7): 

 

1) 玛莎在中国住了多长时间了？ 

A. 三十天 

B. 一个多月了 

C. 半个月 

D. 一个月 

 

2) 她妈妈怎么样跟她联系？ 

A. 给她寄信 

B. 用电脑 

C. 给她打电话 

D. 看中国的电视节目 

 

3) 中国的 DVD 碟片多少钱？ 

A. 以前很贵，现在便宜了 

B. 以前很便宜，现在贵了 

C. 有的便宜，有的贵 

D. 越来越贵 

 

4) 老师让玛莎做什么？ 

A. 多练习听力 

B. 多说中文 

C. 多看中国电影 

D. 多了解中国的文化和社会生活 

 

5) 玛莎什么时候看中国电影？ 

A. 周末 

B. 下课以后 

C. 每两个星期 

D. 有空儿就看 



 

6) 看中国电影有什么好处？ 

A. 练习听力 

B. 练习说话 

C. 加深对中国文化和社会生活的了解 

D. 练习听力，加深对中国文化和社会生活的了解 

 

7) 玛莎什么时候去老师家做客？ 

A. 不久 

B. 最近 

C. 最初 

D. 最后 

 

Определите, верны ли следующие утверждения (8-15): 

 

8) 玛莎还不习惯中国的生活。 

 A. 对  B. 不对  C. 不知道 

9) 一个多月以前，玛莎去老师家访问。 

 A. 对  B. 不对  C. 不知道 

10) 玛莎的妈妈知道中国的 “计划生育”。 

          A. 对  B. 不对  C. 不知道 

11) 周末玛莎的妈妈给她打电话。 

          A. 对  B. 不对  C. 不知道 

12) 老师太太做的中国菜真好吃。  

          A. 对  B. 不对  C. 不知道 

13) 玛莎买了一张 DVD 碟片。 

          A. 对  B. 不对  C. 不知道 

14) 常常看 DVD 碟片帮助玛莎提高了听和说的能力。 

          A. 对  B. 不对  C. 不知道 

15) 玛莎的妈妈也常常看 DVD 碟片。 



          A. 对  B. 不对  C. 不知道 

 

Лексико- грамматическое задание 

1. Заполните пропуски:  能，呆，要，打算，封，能，应该 

1. 我_____下个月去南方旅游。 

2. 你在上海_____几天？ 

3. 我给朋友写____信。 

4. 他不_____说汉语，很_____学。 

5. 明天考试，我______在家复习，不______和你去打乒乓球。 

2.  Составьте предложение. 

1. 让      我     火车   买   票   他    

2.俄罗斯     俄语     派    公司      他      学习      去 

3.  从       出来      教室     他       跑 

4.  老师       没      我      清楚    的       话    听 

5.  昨天       得       愉快      玩     我们 

 

3. Заполните пропуски подходящими по смыслу конструкциями (1-2): 

1) 她不会说法语，…外贸公司…不要她了。 

A. 不但…而且   

B. 因为……所以  

C. 虽然……但是  

D. 连…也 

2) 大家约他去打球，…他不想去，…又不好意思不去。 

A. 要是……就  

B. 一….就 

C. 虽然……但是  

D. 不但……而且 



4. Заполните пропуски подходящими по смыслу предлогами (3-4): 

3) …他家学校很远，要做一个小时的公共汽车。 

A. 从 

B. 离 

C. 对 

D. 为 

4) 请你…菜放在桌子上。 

A. 被 

B. 为 

C. 把 

D. 对 

 

5. Заполните пропуски подходящими по смыслу наречиями (5-6): 

5) 他昨天没来，今天…没来。 

A. 又 

B. 就    

C. 再 

D. 还    

6) 只有多听、多说…能学好汉语。 

A. 才    

B. 又     

C. 再     

D. 就 

6. Заполните пропуски подходящими по смыслу результативными 

морфемами: 

7) 这个教室太小，我们这么多人坐不…。 

A. 下 

B. 完 

C. 好 

D. 住 

 

7. Заполните пропуски соответствующими модификаторами 

направления движения: 



8) 我想不…你朋友的名字。 

A. 进去 

B. 起来 

C. 回来 

D. 出来 

 

Чтени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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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утверждения, или в тексте нет об том информации (没说) （1-5）： 

中国人的耐心 

       我到过世界上的很多地方，但是从来没有见过哪国人像中国人这么有耐

心。我从他们的日常生活中感受到了这一点。 

       记得有一次我准备坐火车去旅行，但是那天火车晚点了。乘客应该在下

午 1 点出发，但不得不等到晚上 7 点。我有些生气，并开始向工作人员抱怨，

但其他乘客都坐在那里安静地等待，有些人已经开始在椅子上睡觉了，没有

一个人去问到底怎么回事儿。就当我想过去退票的时候，其中一名乘客叫住

我：“喂，朋友，你最好再等一会儿，火车可能很快就来了。” 这样的事情如

果发生在我们国家，整个火车站有可能会被人们的怒火“点着”了：到处是乘

客的抱怨，甚至还会有一些人去和火车站的工作人员吵架。 

       有一天，我和几个朋友去餐厅，里面已经有许多人。我们坐下来点了菜，

但后来服务员把我们忘记了，等了很长时间，甚至比我们晚到的顾客都吃上

了，我们的菜还没有上。朋友叫来餐厅经理，经理向我们道了歉。当我建议

去另一家餐厅吃饭时，朋友们让我坐下来再等一会儿。这事如果发生在我们

那儿，顾客早就跟经理吵起来了，并且再也不会来这家餐厅吃饭了。但那天，

我们一直等着，而且没有人生气。中国人相信任何事都应该 “慢慢来，别着

急”。 中国人常常说：“慢慢走，慢慢吃，慢慢学”，在我看来，这些是鼓励

你在做事情时要有耐心，而这种耐心在很多国家是看不到的。 

 

1.为了说明中国人的耐心，作者说了一件事情。 

A 对         B 不对         C 没说 

2. “我” 喜欢坐火车去旅行。 

A 对         B 不对         C 没说 



3.在火车站等待的时候，很多人去和火车站工作人员吵架。 

             A 对         B 不对         C 没说 

4.总的来说， “我” 是一个没有中国人耐心的人。 

A 对         B 不对         C 没说 

5.中国人常说“慢慢走，慢慢吃，慢慢学” 是因为他们总是有很多时间。  

A 对         B 不对         C 没说 

 

Письмо 

 

Придумайте историю объемом не менее 100 знаков, которая 

заканчивается так: 

 

… поэтому я решил(а) поехать в Китай учиться. 

…所以我决定去中国留学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