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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КЛАСС 

КИТАЙСКИЙ ЯЗЫК 

ВАРИАНТ 1 

ПИСЬМЕННАЯ РАБОТА 

 

一， 填空 

1.电影，2.应该，3.旅游，4.橄榄球，5.垃圾，6.扔掉，7.抽烟，8.帮助，            

9.跳舞，10.芭蕾 

 

二， 完成词语。 

1. 安排·活动 

2. 回答·问题 

3. 犯·错误 

4. 解决·问题 

5. 包·饺子 

6. 举行·展览会 

7. 进行·研究 

8. 方便·生活 

9. 办理·手续 

10. 追求·时髦 

 

三，加补语（至少 5 个） 

进行活动，进行工作，进行研究，进行对话，进行交流 

 

四，写出以“刂”形旁作为构字成分的字（至少 5 个） 

到、制、利、别、刚、划、创、则、判、前 

 

五，写出以“花”作为构词成分的词（至少 5 个） 

花茶、花朵、花店、花生、花纹 

 

六，写出一个和每个结果补语搭配的动词（一共 5 个词语） 

А. 关上     Б. 打错      В. 说完      Г. 找到      Д. 睡着 

 

七，读一读并选择正确答案 

我的一天 

我不喜欢名牌商品，原因如下： 

首先，现在的名牌价格都很贵。1)对于普通收入者来说，名牌就意味 2)着奢

侈。不可否认, 名牌商品质量较好，售后服务也周到，不过普通品牌的商品也有很

多质量不错的。只是因为所做的宣传少，或者时间不太长，暂时还未成为名牌。 

3)其实，名牌商品的价格很大程度 4)上都是 5)由牌子的名气决定 6)的。特别是对

一些天价名牌商品，普通人真的没有必要追求。 

其次，由于名牌商品的出现，使得人们的攀比心理日趋严重。好多人为了面

子，省吃俭用好几个月，只为凑钱买一件名牌商品，7)向别人炫耀。这又何苦

呢？东西买来都是用的，名牌也 8)不例外。所以，没有必要为了面子，受攀比心

理的影响，去买 9)超过自己经济承受能力的名牌商品。 

总之，我觉得买东西最重要的是看商品质量 10)如何，名牌说到底也是商

品，所以我不喜欢名牌，而更喜欢物美价廉的“大众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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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根据课文的内容，选择正确答案  

1. 作者因什么原因而不喜欢名牌商品？ 

A. 售后服务周到 Б. 售后服务不周到                              В. 质量不一定好                                  Г. 价格贵 

2. 普通品牌为什么会未成为名牌？  

A. 质量不好 Б. 价格低                              В. 广告少                                  Г. 售后服务不周到 

3. “售后服务周到”意思是什么？ 

A. 没有售后服务 Б. 有售后服务                              В. 满足客户的需求 Г.效率极低 

4. 天价名牌商品的价格取决于什么？ 

A. 质量 Б. 顾客的满足感                              В. 售后服务                                  Г. 名气 

5. “物美价廉”的意思是什么？ 

A. 价钱贵， 

质量又好 

Б. 漂亮的外形 В. 价钱便宜， 

质量又好                                  

Г. 价格低 

 

九，选择正确答案 

1. 他在汉语培训班学习汉语 _____ 了。

A. 半 多 个 月 Б. 半 个 多 月                               В. 半 个 月 多                                  Г. 半 月 个 多 

2. 我看你红光满面，_____ 精神的。

A. 太 Б. 挺有                              В. 多么                                  Г. 好 

3. 保龄球我喜欢是喜欢，_____ 打得不好。

A. 也 Б. 不是                              В. 不过                                  Г. 还是 

4. 昨天夜里刮大风了，_____ 天气又变冷了。 

A. 多么 Б. 可惜                              В. 难怪                                  Г. 就是 

5.搞糊涂了， 连我自已也说不 _____ 了。 

A. 清楚 Б. 绝对                              В. 漂亮                                 Г. 明确 

 

十，选择正确答案 

1) 我国进入了90（时代、时期、年代、世纪）。 

2) 世界进入了最好的（时代、时期、年代、世纪）。 

3) 医院用（现在、先进、领先、首先）的医疗设备。 

4) 小王回到家乡后写了封信来， 信中(表现、表达、体现、表示)了她对北京的

留恋之情。 

5) 当代大学生该如何做才能（满意、符合、满意、提出）社会要求? 

 

 

十一，选择正确答案 

http://www.baidu.com/link?url=o7xXyWyiJWQW2talU8c8r0rpMJqja2R0G48Y4UHSt5In3WC-oMpIBVRGTg_Lk8ygjt_Ighnz_Ofe4ruswDwPwcBQq7WCZ6qtk8AVf4yq-z7&wd=&eqid=fdc749e3000b987500000006603405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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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学校， 教授 _____ 不和她说话， 只拿斜眼看她， 她非常痛苦， 可是不能

半途而废 _____ 学业， 所以只能在教授 _____ 的眼光中， 每天 _____ 于课堂和

工作之间。 
 

а) 从来 浪费 重视 踏步  

б) 看来 停止 歧视 前进  

в) 从来 荒废 反对 走向  

г) 从来 荒废 歧视 奔波 

 

十二，选择正确答案 

1) 因为语音基础没有打好___________________。   

а) 他的口语水平一直不太高 

б) 他的口语一直水平不太高 

в) 一直不太高他的口语水平 

г) 他一直口语的水平不太高 

 

2) 告诉你的同屋___________________。  

а) 别把衣服放在那儿 

б) 把衣服别放在那儿 

в) 别放在那儿把衣服 

г) 别把放衣服在那儿 

 

3) ___________________姑娘竟然穿了一身深色的紧身套装。 

а) 瘦得那个让人可怜的 

б) 那个让人可怜的瘦得 

в) 那个痩得让人可怜的 

г) 让人可怜的痩得那个  

 

4) ___________________你到底把它放在什么地方了 ？ 

а) 上个星期我买的那条领带给你 

б) 我上个星期买给你的那条领带 

в) 那条上个星期我买的领带给你 

г) 上个星期我给你买的那条领带 

 

5) 我终于回到了爸爸妈妈身边，又___________________。 

а) 幸福美满的过上了家庭生活 

б) 过上了幸福美满的家庭生活 

в) 家庭生活幸福美满的过上了 

г) 幸福美满的家庭生活过上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