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Vokabeln und Ausdrücke 

Bitte lernen Sie die folgenden Wörter und Ausdrücke. 

� � � � � �

 c�nji� an etwas teilnehmen  pútao Weintraube(n) 

 dàng�o Kuchen  su�rán zwar, obwohl 

 g�ngyuán Park  yéye Großvater (väterlich) 

 gùshi Geschichte, Erzählung  yìdi�n'er ein bisschen 

 j� ein paar; wie viele  y�hòu später, danach, nachdem 

 ji�ng erzählen  y�ude (es gibt) einige, manche 

 l�wù Geschenk  yóuxì Unterhaltungs-(Spiel) 

 n�inai Großmutter (väterlich)    

 

 = ein paar  = wie viele 

  
 
Bitte geben Sie an, ob „ “ die Bedeutung von (A) „ein paar“ oder (B) „wie viele“ hat. 

1. 
 

(      ) 4.  (      ) 

2.  (      ) 5.  (      ) 

3.  (      ) 6.  (      ) 
 
Bitte übersetzen Sie die folgenden Sätze mit „ “ ins Chinesische.  

7. Ich habe ein paar deutsche Bücher.  
 

 

 
               
 

8. Hier gibt es ein paar Stücke Kuchen.  
 

 

 
               
 

9. Opa hat ein paar Geschichten erzäh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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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课 

练习一：Vokabeln und Ausdrücke 

Bitte lernen Sie die folgenden Wörter und Ausdrücke. 

汉语 拼音 德语 汉语 拼音 德语 

参加 cānjiā an etwas teilnehmen 葡萄 pútao Weintraube(n) 

蛋糕 dàngāo Kuchen 虽然 suīrán zwar, obwohl 

公园 gōngyuán Park 爷爷 yéye Großvater (väterlich) 

故事 gùshi Geschichte, Erzählung 一点儿 yìdiăn'er ein bisschen 

几 jĭ ein paar; wie viele 以后 yĭhòu später, danach, nachdem 

讲 jiăng erzählen 有的 yŏude (es gibt) einige, manche 

礼物 lĭwù Geschenk 游戏 yóuxì Unterhaltungs-(Spiel) 

奶奶 năinai Großmutter (väterlich)    

练习二：几 

几 = ein paar 几 = wie viele 

我有几本汉语书。 他有几本汉语书？ 

 
Bitte geben Sie an, ob „几“ die Bedeutung von (A) „ein paar“ oder (B) „wie viele“ hat. 

1. 不要买太多的蛋糕，买几块就可

以了 

(      ) 4. 我哥哥这几个月在中国 (      ) 

2. 这时，公司的大门来了几个人 (      ) 5. 你做完这些作业要几个小时 (      ) 

3. 你姐姐每天几点吃早饭 (      ) 6. 爷爷奶奶讲的那几个故事都很好听 (      ) 

 

Bitte übersetzen Sie die folgenden Sätze mit „几“ ins Chinesische.  

7. Ich habe ein paar deutsche Bücher.  

 

 

 

               
 

8. Hier gibt es ein paar Stücke Kuchen.  

 

 

 

               
 

9. Opa hat ein paar Geschichten erzählt.  

 
 

               

 
Tipp 



第一课 
 

 

11
 

10. Ich habe ein paar Minuten gewartet.  

 

 

 

               
 

11. Oma hat ein paar Geschenke gekauft.  

 

 

 

               
 

12. Die Kinder haben ein paar Spiele gespielt.  

 

 

 

               
 

练习三：有一点儿 

有一点儿 + Adjektiv 有一点儿累  ein bisschen müde sein 

 

Bitte erweitern Sie die Adjektive mit „有一点儿“. 

1. 黑  ►  有一点儿黑 2. 红 

 

 

 

               
 

3. 冷 4. 热 

 

 

 

               
 

5. 高 6. 慢 

 

 

 

               
 

7. 新 8. 便宜 

 

 

 

               
 

 

Bitte bilden Sie mit den Wörtern und „有一点儿“ Sätze gemäß dem Muster. 

9. 故事， 长  ►  故事有一点儿长。 10. 天，阴 

 

 

 

               
 

11. 葡萄，少 12. 礼物，贵 

 

 

 

               
 

13. 蛋糕，多 14. 西瓜，大 

 

 

 

               
 

 


Ti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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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tte bilden Sie mit „有一点儿“ Sätze gemäß dem Muster. Achtung: Manche Wörter sind aus einem 

Verb und einem Objekt zusammengesetzt, manche nicht! 

15. 跑步， 快  ►  他跑步跑得有一点儿快。 

 

 

 

               
 

16. 说话，慢 

 

 

 

               
 

17. 睡觉，少 

 
 

               

18. 喝水，少 

 

 

 

               
 

19. 上班，晚 

 

 

 

               
 

20. 休息，少 

 

 

 

               
 

21. 工作，多 

 

 

 

               
 

练习四： 一点儿  und  有一点儿 

一点儿 + Substantiv Adjektiv + 一点儿 有一点儿 + Adjektiv 

一点儿茶 便宜一点儿 有一点儿多 
 
Bitte füllen Sie die Lücken mit (A) „一点儿“ oder (B) „有一点儿“. 

1. 昨天下了（                   ）雨。下了雨以后，天就冷了。 

2. 家里的这（                   ）蛋糕，你吃吧！ 

3. 李老师今天觉得（                   ）累，可能是工作得太多了。 

4. 今年参加考试的人比去年多（                   ）。 

5. 累（                   ），没关系，高兴就好。 

6. 我买的这个手机虽然（                   ）贵，但是，颜色非常漂亮，我很喜欢。 

7. 今年，公司的事情（                   ）多，所以，大家都很忙。 

8. 这次，他讲的故事（                   ）长，小朋友们都不想听了。 

 
Ti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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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习五：以后 

Vergangenheit + 以后 吃了饭以后 

Zeitspanne + 以后 两个月以后 

Uhrzeit / Zeitpunkt + 以后 下午三点以后 

 

Bitte erweitern Sie die folgenden Ausdrücke mit „以后“. 

1. 听故事  ►  听了故事以后 2. 做游戏 

 

 

 

               
 

3. 打电话 4. 买礼物 

 

 

 

               
 

5. 踢足球 6. 看报纸 

 

 

 

               
 

7. 准备 8. 介绍 

 

 

 

               
 

 
Bitte erweitern Sie die folgenden Zeitspannen mit „以后“. 

9. 十年  ►  十年以后  10. 两个星期 

 

 

 

               
 

11. 八个月 12. 下午两点 

 

 

 

               
 

13. 三天 14. 早上八点 

 

 

 

               
 

 

Bitte übersetzen Sie die folgenden Sätze mit  „以后“ ins Chinesische. 

15. Nachdem er gesungen hat, will er zum Schwimmen gehen. 

 

 

 

               
 

16. Nachdem er gesungen hatte, ist er zum Schwimmen gegangen.  

 

 

 

               
 


Ti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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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Nachdem die Kinder Kuchen gegessen hatten, sind sie zum Park gegangen.  

 

 

 

               
 

18. Nachdem die Oma den Kindern Geschichten erzählt hatte, fühlte sie sich ein bisschen müde. 

 

 

 

               

               
 

19. Nach zehn Jahren sprach er sehr gut Chinesisch. 

 

 

 

               
 

20. Ich habe morgen nach zwei Uhr Zeit. 

 

 

 

               
 

练习六：Aufzählung von Substantiven (S) und Verben (V) 

S1、S2 和 S3 她买了苹果、葡萄和牛奶。 

S1、S2, 还有 S3 她买了苹果、葡萄，还有牛奶。 

V1、V2, 还 V3  她昨天读了书、买了菜，还学习了汉语。 

Modalverb + V1、V2, 还 + Modalverb +  V3 他喜欢游泳、唱歌，还喜欢踢足球。 

 
Bitte vervollständigen Sie die Sätze, indem Sie die Aufzählungen passend mit „和“, „还有“ und  

„还“ ergänzen.  

1. 她买了（苹果，牛奶，羊肉） 

 

 

 

               
 

2. 他吃了（鸡蛋，米饭，菜，鱼） 

 

 

 

               
 

3. 我哥哥昨天（看了报纸，看了电视） 

 

 

 

               
 

4. 我姐姐前天（买了礼物，看了医生，上了课） 

 

 

 

               

               
 

 
Ti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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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我妹妹上个星期（学习了汉语，骑了自行车，送了报纸） 

 

 

 

               

               
 

6. 李小姐喜欢（游泳，跳舞，唱歌） 

 

 

 

               
 

 
Bitte vervollständigen Sie die Sätze, indem Sie die Aufzählungen ergänzen. 

7. 昨天参加考试的学生有（张红，李明，高歌，谢星明） 

 

 

 

               

               
 

8. 爷爷奶奶给孩子准备了很多好吃的，有（苹果，葡萄，蛋糕，西瓜） 

 

 

 

               

               
 

9. 去爷爷家可以（坐火车，开车，坐船去） 

 

 

 

               

               
 

10. 我妻子给大家做了（鱼，羊肉，菜，很多好吃的） 

 

 

 

               

               
 

11. 我儿子今天（帮弟弟穿了衣服，帮妈妈洗了碗，给爷爷读了报纸） 

 

 

 

               

               

练习七：有的 

有的 = Kurzform von 有的东西 有的 = Kurzform von 有的人 

 
Bitte ergänzen Sie folgende Sätze gemäß dem Muster.  


Ti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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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有的喜欢红色。黑色  ►  有的喜欢红色，有的喜欢黑色。 

 

 

 

               
 

2. 有的起床起得早。晚 

 

 

 

               
 

3. 有的小朋友喜欢听故事。做游戏 

 

 

 

               

               
 

4. 这些礼物有的是送给你的。送给你哥哥 

 

 

 

               

               
 

5. 有的人喜欢吃（西瓜，葡萄） 

 

 

 

               
 

6. 有的学生（学得好，学得不很好） 

 

 

 

               
 

 

Bitte vervollständigen Sie die Sätze, indem Sie die Aufzählungen ergänzen. Bitte achten Sie auf die 

korrekte Verwendung von „有的“. 

7. 她买了很多杯子。（红色，白色）►  她买了很多杯子。有的是红色的，有的是白色的。 

 

 

 

               

               
 

8. 他送给了小朋友很多礼物。（吃的，玩的） 

 

 

 

               

               
 

9. 她洗了很多衣服。（孩子的，丈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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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这里有很多的小孩子（会说话，不会说话） 

 

 

 

               

               
 

11. 喜欢吃水果的人很多。（西瓜，葡萄） 

 

 

 

               

               
 

练习八：虽然… ,   但是… 

Bitte bilden Sie aus den Wörtern Sätze mit „虽然…, 但是…“ gemäß dem Muster. 

1. 咖啡，很黑，很好喝  ►  虽然咖啡很黑，但是很好喝。 

 

 

 

               
 

2. 小女孩的眼睛，不大，很漂亮 

 

 

 

               
 

3. 今天的天，很晴，很冷 

 

 

 

               
 

4. 故事，不长，很有意思 

 

 

 

               
 

5. 他的同学，不大，很会做饭 

 

 

 

               
 

6. 她丈夫，没有钱，买了新电脑 

 

 

 

               
 

练习九： Lücken füllen mit  讲,  几 ,  一些 ,  虽然 ,  以后 ,  礼物  und  有的 

Bitte setzen Sie in die Lücken die oben genannten Wörter ein. 

1. 这（        ）斤葡萄要多少钱？ 

2. （        ）那时他没有很多的钱，但是，他每年都给孩子们买很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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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他们在公园里玩完游戏（        ），就都回家了。 

4. 我的儿子很喜欢这里。因为，这里出租车的颜色很多。（        ）是红色，（        ）是黑

色，（        ）是白色。他觉得很漂亮。 

5. 回家（        ），他们（        ）觉得有一点儿累，但是还是和孩子们一起去公园玩了一

下。 

6. 爷爷和奶奶给大家买了（        ）吃的。 

7. （        ）老人很喜欢给别人（        ）他们的故事。 

8. 三年（        ），他去了中国。 

9. 爷爷奶奶（        ）了故事（        ），我们就睡觉了。 

练习十：Sätze ordnen 

Bitte ordnen Sie jeder Zahl einen passenden Buchstaben zu.  

1. 他们在火车上认识了几个参加考试

的学生。 

(      ) A 因为，他可以每天有很多小朋友和

他一起玩。 

2. 以后，我儿子还想每天过生日。 (      ) B 他觉得他做的比商店里卖的好吃。 

3. 爷爷奶奶是坐火车来的。 (      ) C 他们给孩子准备了很多礼物。 

4. 我先生很会做蛋糕。 (      ) D 这些人有的是从很远的地方来的。 

练习十一： Wörter ordnen 

Bitte bilden Sie aus den Wörtern Sätze und schreiben diese in die leeren Zeilen.  

1. 买，以后，葡萄，他，去，就，蛋糕，买，了 

 

 

 

               
 

2. 蛋糕，你，几，买，块， 想 

 

 

 

               
 

3. 参加，昨天，我的女儿，考试， 了 

 

 

 

               
 

4. 公园，近，我们家，离，那个，很 

 

 

 

               
 

5. 这个，是，孩子们，给，游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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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课 

练习一：Vokabeln und Ausdrücke 

汉语 拼音 德语 汉语 拼音 德语 

灯 dēng Lampe 向…学习 xiàng…xuéxí von… lernen 

多 duō mehr als, länger als 小时候 xiăoshíhou in der Kindheit 

教 jiāo unterrichten, lehren, beibringen 洗手间 xĭshŏujiān Toilette, WC 

接 jiē abholen 一… 就 yī… jiù sofort wenn 

亮 liàng hell (sein) 幼儿园 yòuéryuán Kindergarten 

努力 nŭlì fleißig, bemüht (sein) 有时候 yŏu shíhou manchmal 

认真 rènzhēn gewissenhaft, ernsthaft (sein) 着 zhe Zustandspartikel 

上课 shàng kè Unterricht geben o. besuchen 总是 zŏngshì immer, stets 

下课 xià kè Unterricht beenden 最后 zuìhòu letztendlich 

练习二：Mehr als 

 Unbestimmte Menge Unbestimmte Zeit 

 

ZEW 

 

五十多个人 

十多个西瓜 

五百多本书 

一个多小时，两个多小时 

一个多星期，两个多星期 

一个多月，两个多月 

ZEW 

 

五十多人 
 

一天多，三天多，一年多，十年多 

五分钟多，十分钟多 

 

Bitte erweitern Sie die folgenden Ausdrücke mit „多“. 

1. 三十个人  ►  三十多个人 2. 十个手机 

 

 

 

               
 

3. 二十张桌子 4. 五十个颜色 

 

 

 

               
 

5. 两个星期 6. 三个月 

 

 

 

               
 

7. 二十年 8. 七天 

 
 

               


Ti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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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习三： Unbestimmte Menge mit  多 

Bitte ändern die bestimmten Mengenangaben in unbestimmte Mengenangaben mit „多“ (mehr als). 

1. 爷爷奶奶在我们这里住了两天。 

 

 

 

               
 

2. 我们已经学汉语学了三年。 

 

 

 

               
 

3. 今年参加考试的学生有五百人。 

 

 

 

               
 

4. 我今天上课上了三个小时。 

 

 

 

               
 

5. 他们准备这个工作准备了两个星期。 

 

 

 

               

               
 

6. 他们买了十斤茶。 

 

 

 

               
 

7. 他六十岁。 

 
 

               

练习四：Andauernder  Zustand  mit  着 

Verb ohne Objekt Verb + 着 听    听着 

Verb mit Objekt Verb + 着 + Objekt 听歌    听着歌 

 

Bitte erweitern Sie die folgenden Ausdrücke mit „着“. 

1. 吃  ►  吃着 2. 看 3. 喝 

 

 

 

               
 

4. 跑 5. 写 6. 说 

 

 

 

               
 

 
Ti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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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打手机 8. 开车 

 

 

 

               
 

9. 唱歌 10. 上班 

 

 

 

               
 

11. 踢足球 12. 生病 

 

 

 

               
 

13. 上课 14. 回答问题 

 

 

 

               
 

 
Bitte bilden Sie auf Basis der angegebenen Sätze neue Sätze mit „着“. 

15. 他们正在讲故事。 ►  他们讲着故事。 

 

 

 

               
 

16. 天正在下雨。 

 

 

 

               
 

17. 他们正在等公共汽车。 

 

 

 

               
 

18. 妈妈正在上课。 

 

 

 

               
 

19. 孩子们在做游戏，还在说话。 

 

 

 

               
 

20. 火车站的前面有很多人。（站） 

 

 

 

               
 

21. 他们正在努力。 

 

 

 

               
 

22. 他们想以后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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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习五：着-Struktur als Adverb 

她回家。她唱着歌。   她唱着歌回家。 

 

Bitte erweitern Sie die folgenden Ausdrücke mit „着“. 

1. 吃饭    看电视  ►  吃着饭看电视 2. 看书    听歌 

 

 

 

               
 

3. 开灯    睡觉 4. 踢球    回家 

 

 

 

               
 

5. 看手表    下车 6. 生病    上课 

 

 

 

               
 

7. 听故事    玩游戏 8. 说话    跑步 

 

 

 

               
 

 
Bitte bilden Sie auf Basis der angegebenen Sätze und Wörter neue Sätze mit „着“. 

9. 我妻子喜欢做饭    唱歌  ►  我妻子喜欢唱着歌做饭。 

 

 

 

               
 

10. 饭店的服务员走来    笑 

 

 

 

               
 

11. 我弟弟在家看电视    睡 

 

 

 

               
 

12. 李医生喜欢看报纸    站 

 

 

 

               
 

13. 孩子的爷爷喜欢讲故事    坐 

 

 

 

               
 

14. 不要说话    吃东西 

 

 

 

               
 

 
Tipp 



第二课 
 

 

23
 

练习六：Sofort wenn 

Regel Beispiel 1: Subjekt gleich Beispiel 2: Versch. Subjekte 

一 + Verb 1…, … 就 + Verb 2 我一做这个，就做那个。 爸爸一到家，我们就吃饭。 

 
Bitte verbinden Sie die Sätze mit „一“ und „就“. Achten Sie auf die richtige Reihenfolge der Sätze! 

1. 妈妈有时间    她给我做好吃的中国饭 

 

 

 

               

               
 

2. 老师到学校    她开始上课 

 

 

 

               
 

3. 孩子们可以回家    到下午四点 

 

 

 

               
 

4. 去洗手间洗手    回到家 

 

 

 

               
 

5. 想笑    想到这件事情 

 

 

 

               
 

6. 天冷    他生病 

 

 

 

               
 

7. 我进教室    老师到了 

 

 

 

               
 

8. 他病    他要吃药 

 

 

 

               
 

9. 我看到他    想笑 

 

 

 

               
 

10. 我的儿子到商店    要买蛋糕 

 

 

 

               
 


Ti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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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习七：总是 

Bitte erweitern Sie die folgenden Ausdrücke mit „总是“. 

1. 在这里玩  ►  总是在这里玩 2. 在家喝咖啡 

 

 

 

               
 

3. 早上学习 4. 下午去游泳 

 

 

 

               
 

5. 在那里等人 6. 在那里买鱼 

 

 

 

               
 

7. 起得很晚 8. 和她看电影 

 

 

 

               
 

练习八：最后 ,  总是 ,  认真 ,  努力 ,  以后 ,  亮  und  接 

Bitte füllen Sie die Lücken mit den folgenden Wörtern: 最后, 总是, 认真, 努力, 以后, 亮 oder 接. 

1. 洗手间的灯已经（             ）了两个多小时了。 

2. 我们公司的人工作都很（             ），也很（             ）。 

3. 孩子的爷爷（             ）喜欢去饭店过他的生日。 

4. 李老师下了课（             ），还要去幼儿园（             ）她的小女儿。 

5. 她教书教得很（             ），也很（             ）。 

6. 他妻子说不来，（             ）还是来了。大家都很高兴。 

练习九：…的时候 

…的时候 Adjektiv + 的时候 Verb oder Verbgruppe + 的时候 

Zeit:  als…  oder  wenn… 高兴的时候 准备晚饭的时候 

 

Bitte erweitern Sie die folgenden Ausdrücke mit „的时候“. 

1. 小  ►  小的时候  2. 笑 

 

 

 

               
 

3. 她哭 4. 我们上课 

 

 

 

               
 

 
Ti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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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认真 6. 努力 

 

 

 

               
 

7. 天黑 8. 做游戏 

 

 

 

               
 

练习十：Manchmal 

Kurzform: 有时候 Langform: 有的时候 

 
Bitte bilden Sie auf Basis der angegebenen Sätze neue Sätze mit „有时候“. 

1. 我有时候喜欢红色。 喜欢白色  ►  我有时候喜欢红色，有时候喜欢白色。 

 

 

 

               
 

2. 他有时候去游泳。去踢足球 

 

 

 

               
 

3. 小猫有时候在床上睡觉。在桌子下睡觉 

 

 

 

               

               
 

4. 这个灯有时候亮。不亮 

 

 

 

               
 

练习十一：Sätze ordnen 

Bitte ordnen Sie jeder Zahl einen passenden Buchstaben zu.  

1. 幼儿园的老师请我妻子去那里给孩

子们讲几个中国故事，教孩子们说

一点儿汉语。 

(      ) A 那天，他因为工作忙，没有时间买

东西，最后就在旁边的一家小店买

了几个苹果。 

2. 每次他来这里看李爷爷，总是给李

爷爷买一些礼物。 

(      ) B 她准备得非常认真。这几天，她睡

得很少。 

3. 妈妈下了课以后，就去幼儿园接孩

子。 

(      ) C 他的眼睛都看红了。 

4. 李老师在电脑前工作了快五个多小

时，没有休息一下。 

(      ) D 因为家里没有吃的了，他们去旁边

的商店买了鱼，还买了菜。 


Ti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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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习十二：Wörter ordnen 

Bitte bilden Sie aus den Wörtern einen Satz.  

1. 吃，饭，听，歌，高兴，他们， 很，着，着 

 

 

 

               
 

2. 教书，李老师，教了，多，二十，年 

 

 

 

               
 

3. 认真，教，很，的，得，教，新来，老师，汉语 

 

 

 

               
 

4. 和，他，有，一，去，游泳，我哥哥，同学，的，时间，就 

 

 

 

               

               
 

5. 谢先生，事，努力，做，每件，都，很 

 
 

               

练习十三：Übersetzung Chinesisch-Deutsch 

Bitte übersetzen Sie ins Deutsche. 

1. 我希望爷爷喜欢我给

他买的礼物。 

 

 

2. 我女儿一进商店， 

就要买蛋糕。 

 

 

3. 我一睡觉睡得不好，

眼睛就红了。 

 

 

4. 幼儿园的孩子们一到

公园，就开始做游

戏。 

 

5. 那天，虽然天很晴，

但是有一点儿冷。所

以，孩子们在家玩了

两个多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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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ösungen 

第一课 

1. A   2. A/B   3. B   4. A   5. A/B   6. A   7. 我有几本德语书。  8. 这里有几块蛋糕。  9. 爷爷讲了

几个故事。  10. 我等了几分钟。  11 奶奶买了几个礼物。  12. 孩子玩了几个游戏。   

1. 有一点儿黑   2. 有一点儿红   3. 有一点儿冷   4. 有一点儿热   5. 有一点儿高   6. 有一点儿慢 

7. 有一点儿新   8. 有一点儿便宜   9. 故事有一点儿长。  10. 天有一点儿阴。  11. 葡萄有一点儿

少。  12. 礼物有一点儿贵。  13. 蛋糕有一点多。  14 西瓜有一点儿大。  15. 他跑步跑得有一点

儿快。  16. 他说话说得有一点儿慢。  17. 他睡觉睡得有一点儿少。  18. 他喝水喝得有一点儿

少。  19. 他上班上得有一点儿晚。  20. 他休息得有一点儿少。  21. 他工作得有一点儿多。   

1. A   2. A   3. B   4. A   5. A   6. B   7. B   8. B 

1. 听了故事以后   2. 做了游戏以后   3. 打了电话以后   4. 买了礼物以后   5. 踢了足球以后    

6. 看了报纸以后   7. 准备了以后   8. 介绍了以后   9. 十年以后   10. 两个星期以后   11. 八个月

以后   12. 下午两点以后   13. 三天以后   14. 早上八点以后   15. 他唱了歌以后，要去游泳。   

16. 他唱了歌以后，去游了泳。  17. 孩子们吃了蛋糕以后，去了公园。  18. 奶奶给孩子们讲了

故事以后，觉得有一点儿累。  19. 十年以后，他的汉语说得很好。  20. 明天两点以后，我有

时间。   

1. 她买了苹果、牛奶，还有羊肉。/ 她买了苹果、牛奶和羊肉。 2. 他吃了鸡蛋、米饭、菜，

还有鱼。/ 他吃了鸡蛋、米饭、菜和鱼。  3. 我哥哥昨天看了报纸，还看了电视。  4. 我姐姐前

天买了礼物、看了医生，还上了课。  5. 我妹妹上个星期学习了汉语、骑了自行车，还送了报

纸。  6. 李小姐喜欢游泳、跳舞，还喜欢唱歌。  7. 昨天参加考试的学生有张红、李明、高歌，

还有谢星明。/ 昨天参加考试的学生有张红、李明、高歌和谢星明。  8. 爷爷奶奶给孩子准备

了很多好吃的，有苹果、葡萄、蛋糕，还有西瓜。/ 爷爷奶奶给孩子准备了很多好吃的，有苹

果、葡萄、蛋糕和西瓜。  9. 去爷爷家可以坐火车、开车，还可以坐船去。  10. 我妻子给大家

做了鱼、羊肉、菜，还有很多好吃的。  11. 我儿子今天帮弟弟穿了衣服、帮妈妈洗了碗，还

给爷爷读了报纸。   

1. 有的喜欢红色，有的喜欢黑色。  2. 有的起床起得早，有的起床起得晚。  3. 有的小朋友喜

欢听故事，有的小朋友喜欢做游戏。  4. 这些礼物有的是送给你的，有的是送给你哥哥的。   

5. 有的人喜欢吃西瓜，有的喜欢吃葡萄。  6. 有的学生学得好，有的学得不很好。  7. 她买了

很多杯子。有的是红色的，有的是白色的。  8. 他送给了小朋友很多礼物。有的是吃的，有的

是玩的。  9. 她洗了很多衣服。有的是孩子的，有的是丈夫的。  10. 这里有很多的小孩子。有

的会说话，有的不会说话。  11. 喜欢吃水果的人很多。有的喜欢吃西瓜，有的喜欢吃葡萄。   

1. 虽然咖啡很黑，但是很好喝。  2. 虽然小女孩的眼睛不大，但是很漂亮。  3. 虽然今天的天

很晴，但是很冷。  4. 虽然故事不长，但是很有意思。  5. 虽然他的同学不大，但是很会做饭。  

6. 虽然她丈夫没有钱，但是买了新电脑。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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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几   2. 虽然，礼物   3. 以后   4. 有的，有的，有的   5. 以后，虽然   6. 一些   7. 有的，讲  

8. 以后   9. 讲， 以后 

1. D   2. A   3. C   4. B 

1. 他买了葡萄以后，就去买蛋糕。  2. 你想买几块蛋糕？3. 我的女儿昨天参加了考试。   

4. 我们家离那个公园很近。  5 这个是给孩子们的游戏。/ 这个是孩子们给的游戏。 

第二课 

1. 三十多个人   2. 十多个手机   3. 二十多张桌子   4. 五十多个颜色   5. 两个多星期   6. 三个多

月   7. 二十年多   8. 七天多  

1. 爷爷奶奶在我们这里住了两天多。  2. 我们已经学汉语学了三年多。  3. 今年参加考试的学

生有五百多人。  4. 我今天上课上了三个多小时。  5. 他们准备这个工作准备了两个多星期。  

6. 他们买了十多斤茶。  7. 他六十多岁。   

1. 吃着   2. 看着   3. 喝着   4. 跑着   5. 写着   6. 说着   7. 打着手机   8. 开着车   9. 唱着歌    

10. 上着班   11. 踢着足球    12. 生着病   13. 上着课   14. 回答着问题   15. 他们讲着故事。   

16. 天下着雨。  17. 他们等着公共汽车。  18. 妈妈上着课。  19. 孩子们做着游戏，还说着话。  

20. 火车站的前面站着很多人。  21. 他们努力着。  22. 他们想着以后的事情。   

1. 吃着饭看电视   2. 看着书听歌   3. 开着灯睡觉   4. 踢着球回家   5. 看着手表下车   6. 生着病

上课   7. 听着故事玩游戏   8. 说着话跑步   9. 我妻子喜欢唱着歌做饭。 10. 饭店的服务员笑着

走来。  11. 我弟弟在家睡着看电视。  12. 李医生喜欢站着看报纸。  13. 孩子的爷爷喜欢坐着

讲故事。  14. 不要吃着东西说话。   

1. 妈妈一有时间，就给我做好吃的中国饭。  2. 老师一到学校，就开始上课。  3. 一到下午四

点，孩子们就可以回家。  4. 一回到家，就去洗手间洗手。  5. 一想到这件事情，就想笑。  

6. 天一冷，他就生病。  7. 我一进教室，老师就到了。  8. 他一病，就要吃药。  9. 我一看到他，

就想笑。  10. 我的儿子一到商店，就要买蛋糕。   

1. 总是在这里玩   2. 总是在家喝咖啡   3. 总是早上学习   4. 总是下午去游泳   5. 总是在那里等

人   6. 总是在那里买鱼   7. 总是起得很晚   8. 总是和她看电影   

1. 亮   2. 努力，认真   3. 总是   4. 以后，接   5. 认真，努力   6. 最后 

1. 小的时候   2. 笑的时候   3. 她哭的时候   4. 我们上课的时候   5. 认真的时候   6. 努力的时候 

7. 天黑的时候   8. 做游戏的时候   

1. 我有时候喜欢红色，有时候喜欢白色。  2. 他有时候去游泳，有时候去踢足球。  3. 小猫有

时候在床上睡觉，有时候在桌子下睡觉。  4. 这个灯有时候亮，有时候不亮。   

1. B   2. A   3. D   4. C 

1. 他们吃着饭，听着歌，很高兴。  2. 李老师教书教了二十多年。  3. 新来的老师教汉语教得

很认真。  4. 我哥哥和他的同学一有时间，就去游泳。  5. 谢先生做每件事都很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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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Ich hoffe, Großvater mag das Geschenk, das ich ihm gekauft habe.   2. Sobald meine Tochter in 

einen Laden geht, will sie Kuchen kaufen.   3. Sobald ich nicht gut schlafe, werden meine Augen 

gleich rot.   4. Sobald die Kinder des Kindergartens im Park ankommen, fangen sie gleich an, Spiele 

zu spielen.   5. An jenem Tag, obwohl der Himmel sehr heiter war, war es aber ein bisschen kalt. 

Deshalb haben die Kinder zu Hause mehr als zwei Stunden gespielt. 

第三课  

1. 听一会儿故事   2. 打扫一会儿房间   3. 看一会儿照片   4. 买了一会儿礼物   5. 吃了一会儿蛋

糕   6. 打了一会儿篮球   7. 跑了一会儿步   8. 做了一会儿运动   9. 一会儿 / 一下   10. 一点儿 / 

一会儿，一点儿 / 一会儿   11. 一下 / 一会儿   12. 一下   13. 一点儿   14. 一下 / 一会儿，一下 / 

一会儿   15. 一下 / 一会儿   16. 一下 / 一会儿   17. 一会儿 / 一下，一会儿 / 一下   18. 一点儿 

1. 她一边洗衣服，一边唱歌。  2. 他一边等她，一边看汉语报纸。  3. 小女儿一边看着我，一

边问我。  4. 他们一边看电影，一边吃东西。  5. 同事们一边看着照片，一边吃着葡萄。   

6. 妈妈一边打扫房间，一边听电话。  7. 爷爷一边和孩子们玩游戏，一边回答孩子们的问题。   

8. 她昨天一边准备晚饭，一边和我说话。  9. 孩子们昨天一边看电视，一边喝牛奶。  10. 上个

星期，我们在他家一边看照片，一边说话。  

1. 他八点才起床   2. 中午才到公司   3. 下午才上课   4. 十二点才睡觉   5. 现在才回来   6. 今天

才开始准备   7. 晚上才告诉你   8. 十岁才学游泳    

9. 就   10. 才   11. 就   12. 就   13. 才   14. 才   15. 才   16. 就 / 才  17. 才   18. 才 

1. 买菜以前   2. 踢足球以前   3. 唱歌以前   4. 认识她丈夫以前   5. 打扫房间以前   6. 知道这件

事以前   7. 问服务员以前   8. 去火车站以前   9. 五年以前   10. 三个月以前   11. 两个星期以前   

12. 八个小时以前   13. 爷爷奶奶来以前，我要打扫房间。  14. 吃饭以前，要洗手。  15. 去那

个地方以前，要准备好。  16. 在这里坐船以前，要在那里买船票。  17. 跳舞以前，要做一会

儿运动。18. 问问题以前，要想好怎么问。  

1. 帮助   2. 帮， 忙   3. 帮 / 帮助   4. 帮，忙   5. 帮助   6. 帮忙   7. 帮，忙   8. 帮，忙   9. 帮，忙 

1. 我对他很了解。  2. 我的同事对这件事很了解。  3. 李医生对那家医院很了解。  4. 服务员对

那个地方很了解。  

1. 认识   2. 认真   3. 打扫   4. 知道   5. 了解   6. 介绍   7. 认识   8. 介绍，了解   9. 认识，介绍    

10. 认真，知道   11. 知道，了解   12. 认识 

1. 对   2. 给   3. 给   4. 给   5. 对， 向   6. 给   7. 对   8. 对，给   9. 从   10. 向   11. 对，向    

12. 对，从 

1. C   2. D   3. B   4. A 

1. 小红现在才回来。  2. 我向李老师了解了一下孩子的学习。  3. 请你帮一下我的忙。  4. 他给

奶奶拿了一些照片，还有一些葡萄。  5. 五年以前这个地方很干净。  6. 请坐一会儿，喝一点

儿咖啡。  7. 学生不能一边上课一边吃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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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phabetische Vokabelliste 

A 

a, 啊, ah, ach ........................... 124 

ăi, 矮, niedrig, klein ................. 124 

àihào, 爱好, Hobby ................. 173 

ānjìng, 安静, ruhig .................. 112 

āyí, 阿姨, Tante ...................... 124 

B 

bă, 把, Betonungspartikel ......... 52 

báijiŭ, 白酒, Schnaps .............. 188 

bàn, 办, erledigen ..................... 86 

bàn, 半, halb ............................. 52 

bān, 搬, tragen........................ 112 

bànfă, 办法, Methode, Lösung . 43 

bāngmáng, 帮忙, helfen ........... 27 

bàngōngshì, 办公室, Büro ...... 112 

bāo, 包, Tasche, einpacken ..... 164 

băo, 饱, satt .............................. 35 

bĕi, 北, Norden ....................... 118 

bèi, 被, Passivpartikel ............. 212 

biàn, 变, ändern, wandeln ...... 181 

biànhuà, 变化, Veränderung .. 140 

biăoshì, 表示, zeigen, äußern ... 61 

biăoyăn, 表演, aufführen ....... 124 

biéren, 别人, andere (Leute) .... 77 

bĭjiào, 比较, relativ ................. 112 

bĭjiào, 比较, vergleichen, 

Vergleich ............................ 118 

bīnguăn, 宾馆, Hotel .............. 140 

bīngxiāng, 冰箱, Kühlschrank . 140 

bīnyŭ, 宾语, Objekt ................ 244 

bĭsài, 比赛, Wettkampf ........... 147 

bìxū, 必须, müssen ................. 140 

bízi, 鼻子, Nase ....................... 104 

bùtóng, 不同, Unterschied, 

unterschiedlich .................. 212 

C 

cái, 才, erst ............................... 27 

càidān, 菜单, Speisekarte ....... 220 

cānjiā, 参加, teilnehmen ........... 10 

căodì, 草地, Wiese .................. 104 

céng, 层, ZEW Schichten ......... 236 

cèsuŏ, 厕所, WC, Toilette ....... 132 

chà, 差, fehlen ........................ 220 

chà, 差, schlecht ..................... 204 

chá, 查, nachschlagen ............. 173 

chàbuduō, 差不多, fast gleich, so 

gut wie ............................... 204 

chāoshì, 超市, Supermarkt ..... 132 

chéngjī, 成绩, Leistung ........... 204 

chéngshì, 城市, Stadt .............. 118 

chènshān, 衬衫, Hemd, Bluse . 164 

chēzhàn, 车站, Bushaltestelle . 112 

chídào, 迟到, sich verspäten ... 112 

chúfáng, 厨房, Küche .............. 112 

chúle, 除了, außer .................. 124 

chūntiān, 春天, Frühling ......... 164 

chūxiàn, 出现, erscheinen ...... 236 

cíyŭ, 词语, Ausdruck, Wort ....... 61 

cōngming, 聪明, klug, intelligent

 ........................................... 156 

D 

dài, 带, mitbringen, mitnehmen52 

dàngāo, 蛋糕, Kuchen ............... 10 

dāngrán, 当然, selbstverständlich

 ........................................... 156 

gănxiè, 感谢, bedanken .......... 118 

dānxīn, 担心, Sorgen machen . 140 

dăsăo, 打扫, sauber machen .... 27 

dàshĭguăn, 大使馆, Botschaft ... 86 

dăsuàn, 打算, vorhaben.......... 118 

dàxiàng, 大象, Elefant ............. 104 

dàxué, 大学, Universität ........... 43 

dēng, 灯, Lampe ........................ 19 

dĕngdĕng, 等等, usw. ............. 236 

dī, 低, niedrig .......................... 132 

dī, 低, senken .......................... 132 

diăn tóu, 点头, mit dem Kopf 

nicken ................................. 104 

diăn, 点, bestellen ...................220 

diàntī, 电梯, Aufzug ................236 

diànzĭxué, 电子学, Elektronik 

(Fach) ..................................181 

diànzĭyóujiàn, 电子邮件, Email

 ...........................................173 

dìfang, 地方, Ort, Gegend .........27 

dìtiĕ, 地铁, U-Bahn .................118 

dìtú, 地图, Landkarte, Stadtplan

 ...........................................112 

dōng, 东, Osten .......................118 

dòng, 动, sich bewegen .............95 

dōngtiān, 冬天, Winter ...........228 

dòngwùyuán, 动物园, Tiergarten

 ...........................................118 

dù, 度, Einheit für Grad ...........140 

duàn, 段, ZEW Abschnitte .......147 

duăn, 短, kurz ..........................204 

duànliàn, 锻炼, trainieren .......147 

duănqī, 短期, kurzfristig ..........236 

duō, 多, mehr als, länger als .....19 

duōme, 多么, was für, wie ......244 

dùshù, 度数, Grad, Anteil ........188 

E 

è, 饿, hungrig ............................35 

ĕrduō, 耳朵, Ohr .....................147 

érqiĕ, 而且, und auch, und 

außerdem .............................69 

F 

fàng, 放, liegen lassen, legen ....61 

fāngbiàn, 方便, praktisch ..........77 

fāngxiàng, 方向, Richtung .........61 

fàngxīn, 放心, ohne Sorge sein .95 

fàngxué, 放学, Schule aus sein ..95 

fāshāo, 发烧, Fieber haben .....147 

fāxiàn, 发现, herausfinden, 

entdecken .............................69 

fēnshù, 分数, Note, 

Prüfungsergebnis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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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riftliche Übungen für 
Grammatik und Wortschatz

Ausgehend vom neuen HSK 2 werden in schriftlichen Übungsein-
heiten das Vokabular und die Grammatik des neuen HSK 3 erarbei-
tet. Tipps zur Grammatik und zur Verwendung von Wörtern leiten 
viele Übungen ein und geben einen kompakten Überblick.

Das Übungsbuch hat 30 Lektionen. Jede Lektion besteht aus bis zu 
10 Seiten Übungen. Die Einteilung der Lektionen orientiert sich am 
Lesebuch „Ziel HSK 3 – Chinesische Lesetexte mit Vokabeln und 
Grammatik“ und kann parallel zu diesem verwendet werden. 

Die Übungen sind so gestaltet, dass eine neue Grammatik unter 
verschiedenen Anwendungsfällen beleuchtet wird. Jeder Anwen-
dungsfall wird mit zahlreichen Sätzen geübt, um Satzstrukturen 
und Anwendung zu festigen. Dabei wird auf eine ausgewogene 
Mischung aus passivem und aktivem Lernen wertgelegt, um sowohl 
das aktive Ausdrucksvermögen als auch das Leseverständnis zu 
üben.

Wörter, die in ihrer Anwendung leicht verwechselt werden können, 
werden gezielt in zahlreichen Übungen trainiert. Zu Beginn dieser 
Übungen fassen Kurztipps die wichtigsten Unterschiede zusammen.

Im Anhang sind zu sämtlichen Übungen die Lösungen aufgeführt, 
um einem Selbstlerner eine Eigenkontrolle zu ermöglichen. Die 
Seiten sind perforiert und können bei Bedarf einzeln herausgetren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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