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ВСЕРОССИЙСКАЯ ОЛИМПИАДА ШКОЛЬНИКОВ 
ПО КИТАЙСКОМУ ЯЗЫКУ 2015–2016 уч. г. 

ШКОЛЬНЫЙ ЭТАП. 9–11 КЛАССЫ 

Письменный тур 
 

Чтение 

 阅读 
 

Прочитайте текст, ответьте на вопросы (1–12) по тексту, выбрав ответ из 
нескольких предложенных. 

 

小海怎么那么马虎? 

小海是个很马虎的人，所以常常闹笑话。 有一次我们俩一起坐公共汽

车，我有月票，小海买了票以后，就放在嘴里了。下车的时候，售票员让我们

把票拿出来。小海在口袋里找了半天，又拿出钱包来找。周围的人看着他，都

觉得很有意思，我只好悄悄地对他说： “你的票在嘴里呢！” 

现在，他有了女朋友，因为他总是马马虎虎，和女朋友也闹了不少误

会。有一次，他的女朋友小丽买好了票， 请他星期六晚上去看节目。小丽是记

者，那天下午还要去工作，所以跟他说好，让他先进去。谁知，小海把票放在

了一本借来的书里，星期五把书还了。等他想起来的时候，已经是星期六下午

了，图书馆不开门。他给小丽打电话又找不到她，他跑到剧场门口，等了半

天，也没看见小丽。他想买张票进去，可是票已经卖完了。他只好在外边等小

丽出来。因为这件事，小丽差点儿和他吹了。 

1. 小海怎么样？ 

a) 愉快的人  

b) 不认真的人 

c) 不整齐的人 

d) 奇怪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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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他喜欢做什么？ 

a) 开车 

b) 看足球 

c) 闹笑话 

d) 买豪华的东西 

3. 小海把车票放在哪儿了？ 

a) 钱包里 

b) 口袋里 

c) 嘴里 

d) 手里 

4. 小海的女朋友是谁？ 

a) 售票员 

b) 记者 

c) 不工作 

d) 演员 

5. 因为小海的个性，他和女朋友的关系怎么样？ 

a) 常常吵架 

b) 特别好 

c) 就要分手了 

d) 常常发生误会 

6. 他们说好了去哪儿？ 

a) 去图书馆 

b) 去剧场 

c) 去公司 

d) 去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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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小丽为什么让他先进去？ 

a) 她还要工作 

b) 她不能来 

c) 她不想去了 

d) 她病了 

8. 小海把节目的票放在哪里？ 

a) 口袋里 

b) 书包里 

c) 书里 

d) 桌子里 

9. 小海为什么无法还票? 

a) 忘了把票放在哪儿 

b) 图书馆的人员拒绝他 

c) 图书馆不开门 

d) 来不及还票 

10.  小海为什么不能跟小丽联系？ 

a) 小丽没有手机 

b) 小海忘了她的手机号 

c) 小海的手机没电了 

d) 小丽没接电话 

11.  小海在哪儿等小丽？ 

a) 在剧场里 

b) 在剧场门口 

c) 在剧场旁边的咖啡馆 

d) 在家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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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小海的女朋友为什么差点儿和他吹了？ 

a) 因为他失去了票 

b) 因为他把票送给朋友了 

c) 因为他把票放在一本书里 

d) 因为他把票忘在家里 

 
Определите, верны ли следующие утверждения или в тексте нет об этом 
информации (13–20). 

 
13.  小海把车票放在嘴里。 

 а) 对    b) 不对   c) 不知道 

14.  公共汽车上的人帮助他找到票。 

 а) 对    b) 不对   c) 不知道 

15.  他们星期日晚上去看节目。 

 а) 对    b) 不对   c) 不知道 

16.  节目六点半开始。 

 а) 对    b) 不对   c) 不知道 

17.  他的票放在借来的书里。 

а) 对    b) 不对   c) 不知道 

18.  小海买不到票因为他的钱不够。 

 а) 对    b) 不对   c) 不知道 

19.  小海给女朋友打电话可是找不到她。 

 а) 对    b) 不对   c) 不知道 

20.  他给小丽打电话介绍票的情况。 

 а) 对    b) 不对   c) 不知道 

 

Перенесите свои решения в БЛАНК ОТВЕТО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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Аудирование 

 听力 

Прослушайте текст, ответьте на вопросы по тексту (21–27). 

 
21.  弟弟在哪儿工作？ 

a) 外国银行 

b) 外国公司 

c) 图书馆 

d) 百货大楼 

 

22.  弟弟在公司工作多长时间？ 

a) 两年 

b) 一年 

c) 几个月 

d) 不知道 

 

23.  女的回家以后做什么？ 

a) 什么都不做 

b) 帮妈妈干活儿 

c) 看电视剧 

d) 跟父母一起吃晚饭 

24.  弟弟周末喜欢做什么？ 

a) 留在家 

b) 跟姐姐一起玩儿 

c) 出去玩儿 

d)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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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女的觉得弟弟应该怎么样？ 

a) 应该跟父母说话、多陪他们 

b) 少工作、多休息 

c) 应该给父母介绍他的情况 

d) 要不管他们 

26.  姐姐和弟弟的生活怎么样？ 

a) 有意思 

b) 不一样 

c) 很丰富 

d) 很无聊 

27.  他们父母对他的生活有什么看法？ 

a) 不管他 

b) 不满意 

c) 关心他的情况 

d) 很生气 

Определите, верны ли следующие утверждения (28–35). 
 

28.  大学快要毕业的时候，弟弟就在公司工作。 

 a) 对    b) 不对  c) 不知道 

29.  弟弟还没有女朋友。 

 a) 对    b) 不对   c) 不知道 

30.  父母和孩子之间没有问题。 

 a) 对    b) 不对  c) 不知道 

31.  姐姐周末常常呆在家里。 

 a) 对    b) 不对   c) 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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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姐姐在一家银行工作。 

 a) 对    b) 不对   c) 不知道 

33.  呆在家里的时候姐姐和弟弟觉得一样好。 

 a) 对    b) 不对   c) 不知道 

34.  父母对儿子的生活感到不安。 

 a) 对    b) 不对   c) 不知道 

35.  他们俩很难有机会在一起玩儿。 

 a) 对    b) 不对   c) 不知道 

 

Перенесите свои решения в БЛАНК ОТВЕТОВ! 

 



Всероссийская олимпиада школьников по китайскому языку 2015–2016 уч. г. 
Школьный этап. 9–11 классы 

8 

Лексико-грамматический тест 

词汇语法测试 

Заполните пропуски подходящими по смыслу конструкциями (36–37). 

36.  …已经四月了，…天气还有点儿冷。 

a) 要是……就   

b) 因为……所以  

c) 虽然……但是  

d) 不但……而且  

37.  …成绩不好的话，…不能毕业。 

a) 要是……就   

b) 只有……才 

c) 虽然……但是  

d) 不但……而且 

Укажите место лексической единицы, приведённой в скобках (38–41). 

38.  我母亲 (a) 每天早上(b) 都(c) 我们 (d) 早起半个小时。  （比） 

39.  我实在想  (a) 不(b) 他的(c) 名字(d) 来了。 (起) 

40.  看到(a) 报纸上的新闻，大家都 (b) 大吃 (c) 一惊。（了） 

41.  (a) 邮票(b) 我贴( c) 在信封上(d) 了。(被) 
 
Выберите правильный вариант перевода цифр (42–43). 

42.  九十七亿零一百万 

a) 90 млрд. 710 млн.      

b) 9 млрд. 710 млн.     

c) 970 млн. 10 тыс.  

d) 9 млрд.701 мл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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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591 млн.  

a) 五亿九千一百万 

b) 五亿九千零一万 

c) 五十亿九千一百万 

d) 五亿九十一百万 

 

Заполните пропуски подходящими по смыслу наречиями (44–45): 

44.  外边…下雨吗？ 

a) 才   b) 就   c) 又   d) 还 

45.  他昨天没有来，今天...没有来。 

a) 才  b) 又   c) 再   d) 最 

 
Заполните пропуски подходящими по смыслу результативными морфемами 
(46–48): 

46.  别叫他，他已经睡…了。 

a) 着   b) 完    c) 好    d) 住 

47.  外边的风太大了，你关…窗户吧。 

a) 下   b) 完    c) 好    d) 上 

48.  这个练习不难，我都做…了。 

a) 错   b) 会    c) 对    d) 到 

 

Заполните пропуски соответствующими модификаторами направления 
движения (49–51). 

49.  他从车里跳…，跟我说话。 

a) 进去   b) 下来   c) 回来   d) 出来 
 

50.  他们已经把错句改…了。 

a) 过来   b) 起来   c) 回去   d) 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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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不用的书我都收…了。 

a) 下去   b) 回来   c) 上去   d) 起来 
 

Заполните пропуски подходящими по смыслу предлогами (52–53). 

52.  这个菜是专门…你做的。 

a) 向   b) 跟    c) 为    d) 用 
 

53.  看篮球比赛的时候，她…运动员激动。 

a) 跟   b) 比    c) 把    d) 被 
 

Выберите грамматически правильный вариант (54–55). 

54.  我们在一个班学习，但是他比我......。 

a) 来晚一个月  

b) 一个月晚来  

c) 晚一个月来  

d) 晚来一个月  

55.  昨天我......才睡觉。 

a) 看足球到两点 

b) 看到两点足球 

c) 到两点看足球 

d) 看足球看到两点\ 

 

Перенесите свои решения в БЛАНК ОТВЕТО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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Лингвострановедение  

Ответьте на вопросы, касающиеся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их, исторических и культурных 
реалий Китая, выбрав правильный вариант ответа (56–65).  
 

56.  现在中国的人口总数是多少？ 

a) 接近 20 亿 

b) 接近 1 亿 

c) 接近 15 亿 

d) 超过 18 亿 

57.  在中国产生的宗教是哪一个？ 

a) 道教 

b) 佛教 

c) 伊斯兰教 

d) 基督教 

58.  中国有几个经济特区？ 

a) 1 个   b) 3 个   c) 5 个   d) 几个 

59.  中国的第一个皇帝是谁？ 

a) 秦始皇 

b) 崇祯皇帝 

c) 陈毅 

d) 周武王 

60.  辛亥革命是哪一年发生的？ 

a) 1909 年 

b) 1911 年 

c) 1912 年 

d) 191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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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辛亥革命推翻了哪一个王朝？ 

a) 明朝 

b) 汉朝 

c) 唐朝 

d) 清朝 

62.  中国有多少个民族？ 

a) 54 个 

b) 55 个 

c) 56 个 

d) 60 个 

63.  中国最大的港口城市是哪一个？ 

a) 广州 

b) 上海 

c) 北京 

d) 西安 

64.  下面哪一个是中国的特别行政区？ 

a) 香港 

b) 广州 

c) 北京 

d) 上海 

65.  著名的风景名胜西湖在中国哪座城市？ 

a) 杭州 

b) 苏州 

c) 上海 

d) 广州 

Перенесите свои решения в БЛАНК ОТВЕТО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