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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ircle the appropriate measure words
一(家 位)售票员

二(辆 个)汽车站

五(条 台)新电脑

六(家

三(两 辆)出租车

座)饭馆

四(张 本)英文词典

七(件 张)黑衬衫

八(个 位)国家

B. Circle the correct translations for underlined words or phrases
1 我来办借书证吧。
2 你带些吃的。
a come
a things to eat
b go
b to eat
c let someone do something
c buy food
4 我们人人都喜欢听音乐。
a everybody
b people everywhere
c people after people

5 他买了古典音乐光盘。
a ancient
b old
c classical

3 我租的房子小一点。
a one o’clock
b a little bit small
c young
6 他们是不同国家的人。
a difficult
b different
c roommate

C. Circle the appropriate words to fill in the blanks
1我
我哥哥高多了。 2 他会
我的生日聚会。 3 你得先 罚款再借书。
a跟
a 参观
a交
b比
b看
b给
c和
c 参加
c带
4 你有
a 时间
b 时候
c 小时

散步吗？

5 今天我不想
a坐
b作
c做

饭。

6 他写了一篇
a 知道
b 介绍
c 告诉

D. Choose the appropriate words to fill in the blanks
1 昨天晚上我回家的时候我爸爸
正在，一会儿，可以
2 我现在在丹佛大学的咖啡馆，你快
来，去，走

听美国音乐。

这儿吧。

王教练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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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把下面的句子改写成(change)问题(questions) 6%
1 外语学院的餐厅吃晚饭的时候有很多人。

。

2 我觉得她的衬衫的颜色很漂亮。

。

F. Read the following sentences then circle the statements that are the grammatically correct
ones
1. 这瓶红葡萄酒一百二十块，那瓶白的八十九块九。
a. 这瓶红葡萄酒比那瓶白贵。
b.这瓶红葡萄酒比那瓶白的贵。
c.这瓶红葡萄酒比白的很贵。
2. 我的书房是十二平方米，我先生的也是十二平方米。
a. 我的书房跟我先生的一样大。
b.我的书房跟我先生的大一样。
c.我的书房一样大跟我先生的书房。
G. Choose “的，地，得” to fill in the blanks
1 他姐姐说法语说

好极了。 2 我

医生在北京住过两年。

3 前天我给我妈妈生日礼物的时候, 她高兴

说: 谢谢你的礼物！

H. Choose“着，了，过”to fill in the blanks 6%
1 上星期六我回家的时候，我先生正看
2 因为我没有去

有名的中国作家的书。

上海参观，所以我不知道它漂亮不漂亮。

3 今天上午王医生和他的朋友去

银行换钱，因为明天他们要去英国。

I. Choose “在, 再, 又” to fill in the blanks 6%
1 前天小王没有去美术馆, 今天她
2 我们

没有去.

日本的时候买了很多明信片。

3 上星期丁教授去了医院，下星期他要

去，因为她的病还没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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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Read the following paragraph and then follow the instructions
去年九月我去了北京语言学院学习汉语。去那儿以前,
我非常担心，因为我说汉语说得很不好，我担心那儿的人听不懂。我的一位去过中国的朋友告诉我：“别担心，现
在很多中国的年轻人说英语说得很流利。在北京生活也很方便。那儿不但有很多商场和电影院，而且还有很漂亮的
公园。早上公园里的人多极了，有锻炼的，也有唱京剧的。如果你想去买东西，你可以乘公共汽车，也可以乘地铁
。你应该带一些美元去中国，再在银行用美元换人民币。但是你不用带很多钱，因为那儿的东西很便宜。”
听了我朋友的话以后，我放心了。我从美国一到中国就开始上汉语课。汉语课以后，我去西安参观了兵马俑，还在
那儿买了十张明信片寄给我妈妈和爸爸。我也去了上海，上海发展得真快。那儿有很多很高的楼，上海人穿的衣服
也很漂亮和现代化。我给我姐姐买了一件红的丝绸旗袍，给我妈妈买了一套中式衣服，给我爸爸买了一张京剧光盘
。明年我想再去中国访问。
1．Choose the correct statements based on the paragraph you read
a. Next year I want to go visit China again.
b. I speak Chinese well.
c. I bought a Chinese folk song CD for my father.
d. You can take a bus or subway in Beijing.
2. Choose the correct answers for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based on the paragraph you read.
a. 去中国以前我为什么担心？
(1) 我汉语说得很好，但我担心北京人听不懂。
(2) 我不会说汉语。
(3) 我说汉语说得很不好。
b. 我应该去哪儿换钱去？
(1) 不用换钱，因为那儿的东西很便宜。
(2) 在公共汽车站或地铁站。
(3) 去银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