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Заключительный этап республиканской олимпиады по учебному предмету «Китайский язык» 

2020/2021 учебный год 

11 класс. Письменная работа. Вариант 2. Бланк для жюри. Ключи 
1 

 

11 КЛАСС 

КИТАЙСКИЙ ЯЗЫК 

ВАРИАНТ 2 

ПИСЬМЕННАЯ РАБОТА 

 

一，填空 

1.民族，2.货币，3.宗教，4.世纪，5.年代，6.仔细，7.考虑，8.住宅，9.位置，    

10.覆盖 

 

二，完成词语 

1. 下载•照片 

2. 带来•麻烦 

3. 造成•污染 

4. 提供•帮助 

5. 了解•文化 

6. 面临•问题 

7. 获得•经验 

8. 达到•目的地 

9. 改善•生活 

10. 建立•关系 

 

三， 填空 

1. 不可缺少 2. 有滋有味 3. 心里不安 4. 喜新厌旧 5. 随时随地 

 

四，加补语（至少 5 个） 

穿衣服，穿裤子，穿鞋子，穿毛衣，穿大衣 

 

五，写出以“木”形旁作为构字成分的字（至少 5 个） 

树、校、本、果、条、林、枝、机、村、杨、 架、 

 

六，写出以“放”作为构词成分的词（至少 5 个） 

放松、放心、放假、放弃、放射 

 

七，读一读并填空 

人际交往 1) 中，我们必然要参加各种各样的聚会，比如同学聚会、同事聚

会、朋友聚会等等。我从小到现在也经历了 2)无数次聚餐。3)给我印象最深刻的

就是去年与大学同学的一次聚餐。大学毕业后，大家都走上了不同的工作岗位，

各奔前程，彼此间的联系少了，有的同学 4)甚至大学毕业后就一直没见过面。所

以，大学毕业十年后的聚餐对我们来说无疑是难忘的美好时光。 

那天是个周末，地点就在大学附近的一家老餐厅。来参加聚餐的同学 5)大概

有三十多人，虽然十年没见了，但是我们 6)之间没有 7)一点陌生的感觉，依旧觉

得很熟悉、很亲切。我们在一起谈着各自现在的工作和生活，但更多的是回忆大

学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大家 8)互相询问近年来的情况，谈得很高兴，聚餐的气氛

很轻松，似乎又回到了大学时代，感觉自己又年轻了十岁。吃过饭后，我们又去

酒吧喝酒，去歌厅唱歌。最后告别时，我们都留了各自的联系方式，约定明年再

相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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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聚餐 9)让我感受到了同窗的友情，同时又找到了很多故友，重温了大学

四年的美好时光。所以，这次聚餐是我印象 10)中最深刻的。 

 

八，根据课文的内容，选择正确答案  

1. 作者什么时候大学毕业了？ 

A. 刚才 Б. 一年以前                              В. 十年来                                  Г. 十年以前 

2. 作者的工作经验怎么样？  

A. 比较少 Б. 比较丰富                              В. 一点儿也没有                                Г. 很少 

3. 给他留下印象最深的是哪次聚会？ 

A. 同事聚会 Б. 朋友聚会                        В. 同学聚会 Г. 亲戚聚会 

4.大学毕业以后作者和他同学交流多不多？ 

A. 比较多 Б. 很少              В. 还行                                  Г. 一点儿也没有 

5. 除了吃饭以外他们还做什么了？ 

A. 去酒吧跳舞 Б. 去卡拉 OK В. 去打麻将                                  Г. 去练太极剑 

 

九，选择正确答案 

1) _____ 探讨人类的问题， 我们 _____ 了解我们的星球， 长期 _____ ，地球大气

系统与外层空间是 _____ 热量平衡的。 

 

а) 只有    还有    以后    保证  

б) 因为    只能    之后    保护  

в) 为了    必须    以来    保  

г) 为了    不仅    不去    保持 

2) _____ 要感谢家人对我的理解和支持，在我困难的时候， 他们 _____ 坚定地站

在我身后，让我有 _____ 的勇气 _____ 磨难和挑战。 

а) 当然    总是    足够    面对  

б) 固然    却是    完全    对抗  

в) 虽然    总是    充分    争取  

г) 然而    确实    很多    不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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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选择正确答案 

1) 请转告旅游团的全体成员，我们___________________。 
а) 在长城上午十点等他们 
б) 上午十点等他们在长城 
в) 等他们在长城上午十点 
г) 上午十点在长城等他们 
 
2) ___________________服务员偏穿了身紧身衣。 
а) 胖得那个让人害怕的 
б) 让人害怕的那个胖得 
в) 那个让人害怕的胖得 
г) 那个胖得让人害怕的 

3) ___________________, 中国对自己的各种法律进行了充分的调整。 
а) 2001 年 11 月多哈会议确定中国入世以后 
б) 多哈会议 2001 年 11 月确定中国入世以后 
в) 11 月 2001 年多哈会议以后确定中国入世 
г) 2001 年 11 月以后多哈会议确定中国入世 
 
4) 难怪他俄语说得那么流利，原来___________________。 
а) 她俄语专业二十五年前学的是 
б) 她二十五年前学的是俄语专业 
в) 俄语专业她二十五年前学的是 
г) 二十五年前学的是她俄语专业 
 
5) 今天到会最年轻的来宾，是___________________。 
а) 一位小姐来自韩国的还没有结婚的 
б) 一位来自韩国的还没有结婚的小姐 
в) 还没有结婚的来自韩国的一位小姐 
г) 小姐一位还没有结婚的来自韩国的 

十一，改正错误 

1. 多少年已经过去了，可是我永远忘不了她！ 

2. 天气领报说今天有雪，今天果然下雪了。 

3. 爸爸妈妈让我回国，我不得不回国了。 

4. 来中国以前，我从没喝过酒，抽过烟。 

5. 我们去参观的那个地方漂亮极了。 

6. 最近我常常去友谊商店买东西。 

7. 我们是早上六点半出发的，你可能正睡觉呢。 

8. 别着急，你在家好好考虑考虑再决定吧。 

9. 我来中国以前只学习了两年半汉语，所以水平不高。 

10. 一见到老人上车，大家就马上给她让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