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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КЛАСС 

КИТАЙСКИЙ ЯЗЫК (ВАРИАНТ 1) 

一. 写出以“火” 为偏旁部首作为构字成分的字（至少五个） 

比如： 

 

 

二. 给下列的空白处填上适当的字: 

1. 改革  

2. 开阔眼界 

3. 成绩 

4. 四合院 

5. 悠久 

 

三. 写出反义词： 

1. 干净 - 脏 

2. 打开 – 关上 

3. 降-升 

4. 浅-深 

5. 弱-强 

 

四. 选择正确答案： 

1) 我好像从来没看见_______这么美丽的风景。 

A. 了   

 

B. 着 

 

C. 过 

 

D. 的 

 

2) 这里的房费_______贵，我们看看别处吧。 

A. 一点 

 

B. 点儿 

 

C. 稍微 

 

D. 有点儿 

 

3) 我们整整一个上午都_______排练，花了不少功夫呀！ 

A. 正在 

 

B. 在 

 

C. 正 

 

D. 着 

 

4) 这部电影真没意思，我看过两______，但都没看完。 

A. 边 

 

B. 趟 

 

C. 遍 

 

D. 次 

 

 

 

1. 烧  2. 炼 3. 照 4. 然 5. 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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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我在楼上，你看_____见我吗？ 

A. 得 

 

B. 地 

 

C. 了 

 

D. 的 

 

 

五. 请填空： 

1. 北京的夏天___(没有)上海的那么热。 

2. 他病好了，_____（能）做运动。 

3. 你先_____(往)前走六七百米，就到中国银行了。 

4. 李明好不容易____（才）买到火车票。 

5. 我要把这块蛋糕送______(给)朋友作生日礼物。 

 

六. 把括号里的词放在适当的位置： 

1. 我朋友 A来 B 一个星期 C 了 D，我今天才知道。（明斯克） 

2. 我看见他 A走 B 进 C 去 D了。(食堂) 

3. 我很喜欢西安，有机会 A一定 B 去 C 一次 D。（再） 

4. 我吃 A饭 B 就开始 C 做作业 D。（了） 

5. 今天外边太冷了，你 A应该 B 穿 C 点 D 衣服。（多） 

 

七. 请找出错误，写出正确的句子。 

1. 明斯克的冬天比上海冬天很冷。(-)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请把这两个椅子搬到哪里去。(把)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只有你努力了，就有成功的可能性。（只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想要打好乒乓球，首先动作要正确，此外需要努力练习。(其次)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 因为今天下了大雨，我还是要去公园走走。(虽然) 

  

八. 读一读，选择正确答案并填空： 

一天夜里，已经(1)很晚了，一对年老的夫妻走进一家旅馆，他们想

要一个房间。服务员回答说:“对不起，我们旅馆已经客满了，一间空房

也没有剩下(2)。”看着这对老人很累的样子，服务员又说:“让我来想想

办法。”好心的服务员将这对考人带到一个房间，说:“也许(3)它不是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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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但现在我只能做到这样了。” 老人见眼前其实是一间整洁又干净

的屋子，就愉快地住了下来(4)。 

第二天，当他们来交钱的时候，服务员却对他们说: “不用了， 因为

我只不过是把自己的屋子借给你们住了一晚。 祝你们旅途愉快! ”原来服

务员自己一晚没睡。 两位老人十分感动， 老头儿说: “孩子， 你是我见

到过的最好的旅店经营人， 我们会感谢你的。”服务员笑了笑说: “这算

不了什么。”他送老人出了门， 转身接着忙自己的事，把这件事情忘了

个一干二净。没想到过了几天， 服务员接到了一封信，里面有一张去另

外一个城市的机票并有一段简单的留言， 请他去做另一份工作。 

他到了那个城市， 按信中所说的路线来到一个地方， 抬头一看，一

座高级大酒店出现在他的眼前。原来(5)，几个月前的那个深夜，他接待

的是这个高级大酒店的老板和他的妻子。老人请他来做这个大酒店的经理， 

相信他会管理好这个大酒店。 

 

1.  A.  虽然 B.  当 C. 已经  D. 曾经 

2.  A.  留下 B.  剩下 C. - D. 放下 

3.  A.  可能 B.  虽然 C. 不管 D. 也许 

4.  A.  下去 B.  下来 C. 进去 D. 进来 

5.  A.  当初 B.  原来 C. 本来  D. 其实 

 

九. 按照课文内容判断正误： 

1.  这位服务员很有同情心。 正 误 

2.  两位老人住的房子是最好的。 正 误 

3.  那天晚上服务员一直陪着老人年。 正 误 

4.  两位老人在旅馆住了一天。 正 误 

5.  两位老人请服务员管理自己的酒店。 正 误 

 

十. 解释下列句中画下词语的意思： 

1. 我们旅馆已经客满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两位老人十分感动。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服务员笑了笑说: “这算不了什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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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他这件事情忘了个一干二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 服务员接到了一封信，里面有一张去另外一个城市的机票并有一

段简单的留言， 请他去做另一份工作。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一. 请联线： 

1.  端午节 A.  挂灯笼 

2.  春节 B.  扫墓烧纸 

3.  中秋节 C.  赛龙舟 

4.  元宵节 D.  放鞭炮 

5.  清明节 E.  赏月  

 

1.____C____ 2.___D_____ 3.____E____ 4.____A____ 5.____B___ 

 

十二. 写出下列图片的中文名称: 

 

 
 

 
1. 李白 2. 脸谱 3. 故宫/紫禁城 

 
 

4. 月饼 5.文房（书房）四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