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ВСЕРОССИЙСКАЯ ОЛИМПИАДА ШКОЛЬНИКОВ 

ПО КИТАЙСКОМУ ЯЗЫКУ 2015–2016 уч. г. 

ШКОЛЬНЫЙ ЭТАП. 7–8 КЛАССЫ 

Письменный тур 

Чтение 

 阅读 

Прочитайте тексты, ответьте на вопросы (1–10) по их содержанию, выбрав 
ответ из нескольких предложенных. 
 

张老师是我们的汉语老师，她住在学校的教师宿舍。星期天她请我们去

她宿舍玩儿。下课后，我们问张老师，她住的宿舍在哪儿。张老师告诉我们，

她的宿舍离我们的教学楼不远，从上课的楼一直往前走，到化学楼往右拐，再

往前走一百米，就是教师宿舍楼，她的宿舍号码是二号楼四零五。她说，她在

家等我们。 

1. 我们什么时候去张老师的宿舍玩儿? 

a) 下课后 

b) 星期天 

c) 明天 

2. 张老师住在哪儿？ 

a)  教师宿舍楼二号四五零 

b)  学生宿舍楼一号四零四 

c)  教师宿舍楼二号四零五 

昨天晚上我去看朋友，很晚才回宿舍。晚上天气很冷，我穿得有点儿

少，今天早上头很不舒服，所以我就在宿舍休息。今天晚上的晚会我也不能参

加了。晚上安达来我宿舍看我。他告诉我好好在宿舍休息，多喝热水，他可以

帮助我复习。我非常高兴，一直对他说“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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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她的头为什么会不舒服？ 

a)  晚上睡得很晚 

b) 衣服穿得很少 

c) 学得很累 

4. 她为什么对安达说 “谢谢”？ 

a) 安达来宿舍看她 

b)  安达告诉她不用参加晚会 

c) 安达可以帮助她复习 

我是留学生，现在在日本东京的一个大学学习日语。我觉得住在日本有

点儿贵。有一个很有名的日本菜叫生鱼片，我只吃过两次，因为去好一点儿的

饭店吃生鱼片，一次要 7000-8000 日元，差不多 500 元人民币。有一本叫《经

济学家》的杂志说：2002 年，在世界 136 个大城市里，东京的东西是最贵的，

第二是大阪，第三是奥斯陆，第四是香港。 

日本的东西很贵，但是日本人的工资也很高，日本工人的工资比美国和

德国高。 

日本大学毕业生一个月的工资差不多是 20 万日元，所以他们的生活还是很不

错的。 

5. 在日本东京，“我”做什么？ 

a) 在饭店工作 

b) 学习日语 

c) 学习汉语 

6. 2000 元人民币可以吃几次生鱼片？ 

a) 两次 

b) 三次 

c) 四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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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世界第四贵的大城市是哪一个城市？ 

a) 香港 

b) 东京 

c) 奥斯陆 

8. “我”可能是哪国人？ 

a) 美国人 

b) 中国人 

c) 日本人 

 

女人喜欢什么样的男人呢？ 

什么样的男人是好男人呢？有的女人觉得工作非常努力的男人是好男

人。这样的男人是怎么样的呢？他们每天很早就离开家去上班，晚上很晚才回

来。他常常给太太打电话：“我今天有事，不能回家吃晚饭了。”这个时候太太

就只好一个人吃晚饭了。有时候他星期天也要工作，并常常去外地出差。 

这个男人不错，工资很高，常常给太太买很贵的礼物。他们家有汽车、

有房子，太太也可以买漂亮的衣服。这个男人在家的时候很少，太太有时候会

不高兴。但是，如果一个男人总是在家，女人会喜欢他吗？ 

9. 男人为什么不回来吃晚饭？ 

a) 工作 

b) 买礼物 

c) 他让太太一个人吃饭 

10. 工作非常努力的男人，他们家的生活： 

a) 不好 

b) 不错 

c) 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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Прочитайте тексты и определите, верны ли следующие утверждения (11–20). 
 

大卫的皮鞋前边张开了“大嘴"。他想买双新的，同屋告诉他这双鞋修理一

下还可以穿。同屋带大卫来到了修鞋的地方。大卫问修鞋的师傅：“修这双

鞋，要多少钱？”师傅伸出五个手指。大卫说：“啊？五十块？”师傅笑了笑说：

“是五块！”大卫听了，高兴地让师傅修好了鞋。他穿上修好的鞋，对同屋说：

“这比买一双新鞋便宜多了。” 

11.  大卫的皮鞋张开了“大嘴”。 

a) 对   b) 不对  c) 不知道 

12.  大卫的同屋去商店买新鞋。 

a) 对   b) 不对  c) 不知道 

13.  修理一双鞋要五块。 

a) 对   b) 不对  c) 不知道 

14.  师傅修好了鞋，大卫很高兴。 

a) 对   b) 不对  c) 不知道 

15.  修鞋比买鞋贵多了。 

a) 对   b) 不对  c) 不知道 

打开北京地图，你会发现北京是个方方正正的城市。它以故宫为中心，

许多地方都是对称的。比如故宫南边是天安门，北边是地安门；东城有日坛公

园，西城有月坛公园。街道也很整齐，东边有东单、东四，西边就有西单、西

四，等等。只要你有一张北京地图，一般来说是不太可能迷路的。 

16.  故宫就在北京中心。 

a) 对   b) 不对  c) 不知道 

17.  地安门在日坛公园西边。 

a) 对   b) 不对  c) 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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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北京是个圆圆的城市。 

a) 对   b) 不对  c) 不知道 

19.  东边有西单、西四，西边就有东单、东四。 

a) 对   b) 不对  c) 不知道 

20.  只要有北京地图，就不太可能走错路。 

a) 对   b) 不对  c) 不知道 

 
Перенесите свои решения в БЛАНК ОТВЕТО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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Аудирование  

 听力 

Прослушайте текст и определите, верны ли следующие утверждения (21–27). 
 

21.  他学了五年汉语。 

 а) 对   b) 不对  c) 不知道 

22.  他学了五年汉语了。 

 а) 对   b) 不对  c) 不知道 

23.  他学了五年英语了。 

 а) 对   b) 不对  c) 不知道 

24.  学习外语最重要的有三点。 

 а) 对   b) 不对  c) 不知道 

25.  外语学习的节目对他帮助很大。 

 а) 对   b) 不对  c) 不知道 

26.  不聪明的人不能说自己国家的语言。 

 а) 对   b) 不对  c) 不知道 

27.  “我”的老师是英国人。 

 а) 对   b) 不对  c) 不知道 

Прослушайте диалоги и ответьте на вопросы, выбрав правильный вариант (28–35). 
 

28.  留学生办公室在哪儿？ 

a) 102 教室旁边 

b) 201 教室旁边 

c) 210 教室旁边 

29.  女的下午在哪儿？ 

a) 公园 

b) 宿舍 

c) 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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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谁去留学生食堂？ 

a) 都去 

b) 女的去 

c) 男的去 

31.  男的下午去哪儿？ 

a) 学校 

b) 图书馆 

c) 王明的宿舍 

32.  女的什么时候去公司？ 

a) 星期一 

b) 星期二 

c) 星期三 

33.  这次考试，女的准备得怎么样？ 

a) 语法准备的不好，口语准备得比较好 

b) 语法和口语准备得都很好 

c) 语法准备得很好，口语准备得不好 

34.  女的是什么意思？ 

a) 丁荣不能去 

b) 丁荣喜欢中国画 

c) 丁荣画画儿不错 

35.  女的不常做什么？ 

a) 看电影 

b) 看书 

c) 看电视 

Перенесите свои решения в БЛАНК ОТВЕТО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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Лексико-грамматический тест 

 词汇语法测试 

Укажите место слова или компонента слова, приведённого в скобках (36–44). 

36.  这些书他(a) 都看(b) 过了，(c) 我只看过两(d)本。(差不多） 

37.  现在(a) 天气(b)很冷，(c) 感冒(d)。（容易） 

38.  我走(a) 路进(b)城去(c) 买(d) 东西了。（着） 

39.  我看(a) 他的时候，他正在(b) 路边站(c)看(d) 报纸呢。（着） 

40.  他愿意(a) 吃(b)饭(c) 就进城(d)。（了） 

41.  我姐姐明天起(a) 床就去(b)机场接朋友(d)。（了） 

42.  他走(a)了以后没给(b)我来(c)信(d)。（过） 

43.  今天我的胃很疼(a)所以不能(b)跟你们一起喝(c)酒(d)。（了） 

44.  我去(a)上海(b)旅行(c)三次(d)。（过） 

 

Выберите грамматически верный вариант и заполните пропуски (45–47). 

45.  小张是______来中国的。 

a) 两多个年以前 

b) 两个年多以前 

c) 两年多以前 

d) 两多年以前 

46.  我一看手表才发现，_________。 

a) 已经我们谈话四个小时了。 

b) 我们已经谈了四个小时了。 

c) 我们已经四个小时谈话了。 

d) 我们谈话了已经四个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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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虽然__________，他还是忘了。 

a) 我已经告诉了两次他。 

b) 已经我两次告诉了他。 

c) 已经我告诉了他两次。 

d) 我已经告诉了他两次。 

Заполните пропуски подходящими по смыслу иероглифами (48–49). 

48.  在左边第四个窗口买手__。 

a) 极   b) 机 

49.  我头__的颜色是黄色的。 

a) 发   b) 友 

Прочитайте текст, заполните пропуски (50–55) подходящими по смыслу 
словами из списка. 
 

星期五晚上，李钟文和同学一起去吃晚饭。他们去了学校_50_的一家饭

馆。那儿又干净又_51_，_52_很舒适。在学校附近的饭馆里，那儿的客人总是

最多。留学生都喜欢在那儿吃饭，有时候去晚了，就没有座位_53_。 

吃完以后，同学们觉得那儿的服务员又热情又_54_，菜的味道也确实不

错，就是有一点点咸。大家都说，以后下了课可以_55_去那儿吃饭。 
 

a) 旁边 b) 经常 c) 环境  d) 做客 e)了  f) 周到 g) 凉快 

 

Перенесите свои решения в БЛАНК ОТВЕТО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