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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为在学校学哪
几门外语？

37 Zwei Mamas unterhalten sich

丁小午一家住在德国。他爸爸妈妈都是中国人。
他的妈妈认识大为的妈妈。她们是好朋友。丁小午和
大为都十五岁。这个星期五下午，小午和他妈妈来到
大为家。

他学拉丁文
和英语。

是吗？大为的拉丁文很好。
他常常考一分二分。小午能
来我家。他们一起做拉丁文
作业。大为能帮帮小午。

不客气！

我家小午也在学校学拉丁文。小
午不喜欢学。他说拉丁文的语法
他不懂，不太好学。我和他爸爸
都不懂拉丁文，不能帮助他。

你太好了！
谢谢你！

常常 chángchang, oft

考
kǎo, Prüfung schreiben, 
prüfen

一起 yìqǐ, zusammen

Aufgabe : Bitte verbinde die Fragen mit den richtigen Antworten.

1） 谁在大为家？

6） 小午和大为多大？

5） 谁的拉丁文很好？

4） 小午和大为能一起做什么？

3） 小午的爸爸妈妈为什么不能

      帮助小午学拉丁文？

2） 小午不喜欢什么？

a） 他爸爸妈妈不懂。

b） 大为

c） 小午的妈妈

d） 十五岁

e） 拉丁文

f） 拉丁文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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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娜 Lānà, Lana

学期 xuéqī, Semester

第一 dì'yī, erster, -e, -es

听说 tīngshuō, gehört haben

会 huì, können (Fertigkeit)

能 néng, können, dürfen

得 děi, müssen

Aufgabe: 

Bitte setze in 
die Lücken 
eines der drei 
Wörter 会, 能 
oder 得 ein.

老师： 我听说，你（   ）汉语，是吗？
拉娜： 是的。我（   ）说汉语。
老师： 你认识汉字吗？
拉娜： 不认识。我只（   ）说。
老师： 你不是中国人吗？
拉娜： 不，我不是中国人。我爸爸是德国人，我

妈妈是中国人。我们都住在德国。
老师： 你和你的同学（   ）学认汉字，也 （   ）

（   ）写汉字。
拉娜： 没问题！我爱学习中文，也爱学习写汉

字。我（   ）帮助同学说汉语。
老师： 太好了！

38 会、能、得

米乐女士是学校的中文老师。 她的班上有一个学
生叫拉娜。拉娜（   ）说中文。今天是这个学期的第
一天。米乐老师问拉娜。

妈妈： 大为，你（   ）不（   ）帮妈妈？
大为： 现在吗？现在我不（   ）。我明天有法语

考试。我（   ）做作业。妈妈，你知道，
我不喜欢法语。法语语法很难。我都不太
懂。

妈妈： 你不懂，为什么不去问老师？
大为： 老师太忙了！不说了！妈妈！我（   ） 

看书了。
妈妈： 好吧！妈妈不（   ）法语，不（   ） 

帮你。你多看看书吧！

39 会、能、得

妈妈在家，大为也在家。他在家看书。妈妈问大为。 为什么 wèishénme, warum?

现在吗？帮妈妈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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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uò, machen

jīntiān, heute

jìde, erinnern, daran denken

yìqǐ, zusammen

40 Üben und wiederholen

ba, Aufforderungspartikel

xiànzài, jetzt

chángchang, oft huì, können (Fertigkeit)

néng, können, dürfen děi, müss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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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老师的儿子是北京外语学校的学生，叫田小
龙。田老师的爱人是日本人。小龙 ____ 说日语、
英语和德语。在学校他学习两 ____ 外语：英语和
德语。他一天上八 ____ 课。

小龙 ____ 德语课。他爱 ____ 德语书。他有十
几 ____ 德语书。他不爱 ____ 德语作业。今天晚上
他 ____ 学习德语，因为第五课的课文二他还不太 
____，明天上午他们要 ____ 德语。他的同学小明和
他住在一个楼里。他家住五楼，小明家住八楼。一
会儿他去小明家。小明的德语好， ____ 帮助他学
习德语。

王大夫是马老师的（        ）。他们的（        
叫王德生，二十三岁，住在国王街十八号。德生是
大学生。他在大学学习（        ）和（        ）。明
天他有汉语（        ）。他的汉语不太好。他认识
的（        ）不太多，（        ）也不太懂。他打明
明的（        ），问明明几个（        ）。明明是他
的女朋友。明明的汉语好，能帮助他。

41 Lücken füllen

Du findest unten neun Wörter und einen Lückentext. Bitte fülle jede Lücke mit einem passenden Wort.

1) 儿子   2) 语法   3) 英语      

4) 汉字      5) 考试      6) 汉语   

7) 手机        8) 问题      9) 爱人      

42 Lücken füllen

Du findest unten 11 Wörter und einen Lückentext. Bitte fülle jede Lücke mit einem passenden Wort.

1) 能   2) 会   3) 得      

4) 喜欢      5) 看      6) 做   

7) 懂        8) 本      9) 节      

10) 考      11) 门      

德生 Déshēng, hier: Vorname

明明 Míngming, hier: Vorname

田
tián, Feld 
Tián, hier: Nachname

小龙 Xiǎolóng, hier: Vorname

说 shuō, sprechen

明天 míngtiān, morgen

哦，谢谢！
王大夫， 

家人打你手机！
喂！ 

是德生吗？ 
我很忙！ 

你打明明的
手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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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中国人喝什么？

可乐

Cola  
kělè

芬达

Fanta  
fēndá

雪碧

Sprite 
xuěbì

汽水

Limonade 
qìshuǐ

红茶

Schwarzer Tee 
hóngchá

绿茶

Grüner Tee 
lǜchá

茉莉花茶

Jasmintee  
mòlìhuāchá

啤酒

Bier  
píjiǔ

矿泉水 

Mineralwasser 
kuàngquánshuǐ

牛奶

Milch 
niúnǎi

酸奶

Joghurt 
suānnǎi

shuǐ, Wasser nǎi, Milch

chá, Tee jiǔ, Alkoh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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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hang B: Lösungen

1 Sich vorstellen

(1) 不对 / 子龙的妈妈姓李。 

(2) 对   (3) Nicht im Text

2 SMS von einem chinesi-
schen Austauschschüler

Individuelle Lösung: 你好，

王小三！我 xìng…，叫…。我… 

岁。我 bàba xìng…，我妈妈也

xìng…。我们 dōu xìng…。我

们 dōu 是德国人。我… 岁。我

妈妈… 岁。我 bàba… 岁。我们

dōu hěn忙。Xìng Mǐlè 的德国

人很多。叫 Anna 的德国女人不

很多。Zàijiàn！

4 Personen vorstellen

(1) N   (2) R   (3) N   (4) R    

(5) N   (6) F / 李大山十六岁。  

(7) N   (8) F / 他们不都很忙。

5 Personen vorstellen

(1) c   (2) d   (3) a    

(4) b, c, d, f

7 E-Mail von einem chinesi-
schen Austauschschüler

(1) F / 王大龙家有四口人。 

(2) F / 大龙是玉玉的哥哥。 

(3) R   (4) N   (5) R

8 E-Mail von Hanna

(1) c   (2) a   (3) c   (4) b, c, d   

(5) a

9 Antwort von Lele an Han-
na

(1) b   (2) d   (3) c   (4) c   (5) a

11 Meine Chinesischlehrerin

(1) R   (2) F / 大为的爷爷是他爸

爸的爸爸。  (3) F / 王老师的爱

人不是独生子。  (4) R    

(5) N   (6) R   (7) N   (8) R    

(9) N   (10) F / 王老师住在德

国，她爸爸妈妈住在中国。

12 Anna trifft ihre Lehrerin

(1) R   (2) F / 安娜的爸爸妈妈

不很忙。  (3) R   (4) N   (5) N   

(6) F / 安娜的妈妈是上海人，爸

爸是德国人。  (7) R   (8) F / 谢

老师喜欢安娜。  (9) N   (10) F /

安娜的爸爸很有礼貌。

14 Mein Studentenwohn-
heim

(1) 谢知月姓谢。  (2) 她住在汉

堡大学的学生楼里。  (3) 她住在

二楼。  (4) 中国的五楼是德国

的四楼。  (5) 德国人不喜欢住高

楼。  (6) 德国的老师都不住在

学校。

15 Meine Familie väterli-
cherseits

(1) a   (2) c   (3) b   (4) d   (5) c

17 Deutsche Städte auf Chi-
nesisch

(1) Hamburg – 汉堡   (2) Düs-

seldorf – 杜塞多夫   (3) Frank-

furt – 法兰克福   (4) Nürnberg 

– 纽伦堡   (5) Heidelberg – 海

德堡   (6) Hannover – 汉诺威   

(7) Stuttgart – 斯图加特    

(8) Bremen – 不来梅   (9) Ba-

den-Baden – 巴登巴登    

(10) Dortmund – 多特蒙德   

(11) Berlin – 柏林   (12) Wies-

baden – 威斯巴登   (13) Kassel 

– 卡塞尔   (14) München – 慕

尼黑

18 Weißt du, was das ist?

书包 – Schultasche; Schul-

ranzen,   铅笔 – Bleistift,   圆

珠笔 – Kugelschreiber,   钢笔 – 

Füller,   毛笔 – Schreib–Pinsel,   

铅笔盒 – Federmäppchen,   电

脑 – Computer,   黑板 – Tafel,   

白板 – Whiteboard,   手机 – 

Hand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