ВСЕРОССИЙСКАЯ ОЛИМПИАДА ШКОЛЬНИКОВ
ПО КИТАЙСКОМУ ЯЗЫКУ.
МУНИЦИПАЛЬНЫЙ ЭТАП. 7−8 КЛАССЫ
АУДИРОВАНИЕ
听力
(максимальное количество баллов – 15)
Задание 1. Прослушайте диалоги и ответьте на вопросы, выбрав правильный
вариант (1–7).
1. 他们吃什么？
a) 饺子
b) 米饭或者面条
c) 饺子和米饭
d) 饺子和面条
2. 女的什么时候回学校？
a) 今天下午
b) 明天下午
c) 今天中午
d) 明天中午
3. 下面哪句话对？
a) 女的国家苹果便宜
b) 女的国家葡萄便宜
c) 女的国家没有西瓜
d) 男的喜欢葡萄和西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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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下面哪句话对？
a) 咖啡 45 块
b) 茶 45 块
c) 茶和咖啡一共 45 块
d) 两杯咖啡 45 块
5. 女的是什么意思？
a) 玛丽知道在哪儿换欧元
b) 玛丽知道一欧元换多少人民币
c) 男的不认识玛丽
d) 女的不认识玛丽
6. 下面哪句话对？
a) 女的要去图书馆，男的还想要不要去
b) 男的要去图书馆，女的不去
c) 两个人都要去图书馆
d) 男的不去换钱
7. 几个人住 5 楼？
a) 五个人
b) 一个人
c) 六个人
d) 十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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Задание 2. Прослушайте диалог и определите, верны ( 对 ) или нет ( 不 对 )
следующие утверждения, или в тексте нет об этом информации (没说) (8–15).
8. 中国自行车世界上最好。
a) 对

b) 不对

c) 没说

b) 不对

c) 没说

9. 男的家有三口人。
a) 对

10. 以前男的家有四辆自行车。
a) 对

b) 不对

c) 没说

b) 不对

c) 没说

11. 女的更喜欢汽车。
a) 对

12. 以前在中国汽车很贵。
a) 对

b) 不对

c) 没说

b) 不对

c) 没说

13. 现在男的有汽车。
a) 对

14. 男的汽车是外国的。
a) 对

b) 不对

c) 没说

b) 不对

c) 没说

15. 男的更喜欢汽车。
a) 对

Не забудьте перенести Ваши ответы в бланк ответо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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Чтение
阅读
(За каждый правильный ответ – 1 балл)
Прочитайте текст, ответьте на вопросы (1–5) по его содержанию, выбрав ответ
из нескольких предложенных вариантов.
我本来跟同学丽丽说好了周六一起去逛街，可是她单位有事，不能休息
了。只有我一个人逛街多没意思啊，周六还是睡懒觉吧！就这样，周六睡到九
点半，起床以后先刷牙、洗脸，之后就坐在沙发上享受我周五晚上买的蛋糕。
然后听着音乐看了会儿书。下午没什么事可做，就去附近的市场买了两盆花。
周日打算去看妹妹，给她打了电话之后，才知道她已经去逛街了，所以不去看
她了。正想着怎么办呢，一个朋友打电话来，说她刚从老家回来，带了很多好
吃的，让我过去呢。结果我在她那儿大吃大喝，玩儿到下午五点才回家。周末
我过得很开心。
1. 丽丽为什么不能和“我”一起去逛街?
a) 不想休息
b) 睡懒觉
c) 工作很忙
d) 逛街没意思
2. 周六下午“我”为什么决定去附近的市场买花？
a) 因为不知道干什么
b) 因为家里没有花
c) 因为周末才可以去那儿
d) 因为丽丽不能去
3. “我”朋友刚从哪儿回来？
a) 住宅
b) 房子
c) 屋
d) 家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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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朋友家“我”玩得怎么样？
a) 吃得很多，所以很想喝水
b) 喝得很多，所以很想吃东西
c) 吃了一份很大的菜，喝了一壶很大的茶壶
d) 吃得很多，喝得也很多
5. “我”的计划赶不上变化。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a) “我” 知道周末要做什么
b) “我” 先要做这个，以后突然要做那个
c) “我”不知道周末要做什么
d) “我” 周末做很多事儿
Прочитайте текст и определите, верны ( 对 ) или нет ( 不 对 ) следующие
утверждения, или в тексте нет об этом информации (不知道) (6–10).
我找到了理想的工作，当了一名园艺师！对我来说，这真的非常不容
易。因为爸爸、妈妈和老师们都觉得园艺师不是好工作，他们希望我以后当老
师或者当律师、当大夫，还让我好好儿学习英语。可是，这些我都不喜欢。如
果是不喜欢的工作，我就一点儿也不想做。我今年刚开始工作，虽然现在工资
不太高，每个月只有两千多块，可是我每天早上起床的时候，想到工作就很高
兴。因为我从很小的时候就一直喜欢花和草，但是那时候每天有很多的作业，
不能经常和花、草在一起，现在可以了！我想，园艺师也是很重要的工作，而
且是受尊重的职业，因为园艺师让我们的城市更漂亮，也让大家的心里更舒
服、更轻松！
6. 对我家人来说，园艺师真的是理想的工作。
a) 对

b) 不对

c) 不知道

7. 为了当律师、老师或大夫“我”要好好学习英语。
a) 对

b) 不对

c) 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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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我”工资还不高，但“我”还是很喜欢每天上班，跟花、草在一起。
a) 对

b) 不对

c) 不知道

9. 园艺师工作是高工资的工作。
a) 对

b) 不对

c) 不知道

10. 当了园艺师，“我”才能让爸爸、妈妈和老师们喜欢我的工作。
a) 对

b) 不对

c) 不知道

Не забудьте перенести Ваши ответы в бланк ответо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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Лексико-грамматический тест
词汇语法测试
（За каждый правильный ответ – 1 балл）
Укажите место слова или компонента слова, приведённого в скобках (1–7).
1. 现在(a)刚(b)十点半，你(c)怎么(d)饿了？ (就)
2. 他(a)每个星期(b)学(c)两次(d)汉语。（才）
3. (a)太(b)晚了，(c)去(d)了！ （别）
4. 我下(a)班去(b)运动(c)一会儿(d)。（了）
5. 以前他们去(a)“首都”剧场(b)看(c)三次京剧(d)。（过）
6. (a)明天(b)我(c)有(d)别的课表了。（已经）
7. 我(a)还(b)唱(c)过 (d)这首民歌儿。（没）
Выберите вариант, поясняющий смысл подчеркнутого выражения (8).
8. 这么好的天气，怎么会下雨呢？
a) 这么好的天气，雨会下得怎么样？
b) 这么好的天气，不下雨，那会怎么样？
c) 这么好的天气，下不下雨，怎么样？
d) 这么好的天气，不会下雨。
Выберите грамматически верный вариант (9–10).
9.

a) 我给他打了几个好电话，也没有找到他。
b) 我给他打了好几个电话，也没有找到他。
c) 我给他打了几好个电话，也没有找到他。
d) 我给他好打了几个电话，也没有找到他。

10.

a) 这部电影很长，我看了三次也没看完一遍。
b) 这部电影很长，我三次看了也没看完一遍。
c) 这部电影很长，三次我看了也没看完一遍。
d) 这部电影很长，我看了三次也没一遍看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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Заполните пропуски подходящими по смыслу иероглифами (11–12).
11. 我的房间里有电视、…箱、洗衣机。
a) 冰

b) 水

c) 氺

b) 睛

c) 静

12. 我的眼…是蓝色的。
a) 精

Заполните пропуски подходящими по смыслу предлогами (13–14).
13. 到机场以后，我应该____谁联系？
a) 给

b) 跟

c) 对

b) 给

c) 到

14. 说说父母___你的希望。
a) 对

Прочитайте текст, заполните пропуски (15–20) подходящими по смыслу
словами из списка.
旅行_15_人快乐，可是也会有不快乐的时候。去年我去滑雪时，_16_了
很多问题。到了那里以后，我就感冒了，咳嗽，头疼。我的家人送我去医院，
那里的医院不能用_17_。我们没有很多现金，爸爸给我们的朋友打电话，他们
给了我们很大的_18_。我吃了医生给我的药，很快就好了。如果我的病好不
了，我们就得_19_飞机票回家。妈妈说，以后旅行的时候要准备_20_药。
a) 帮助

b) 一点

c) 换

d) 让

e) 遇到

f) 信用卡

Не забудьте перенести Ваши ответы в бланк ответо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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ПИСЬМО
写作
(максимальное количество баллов – 20)
Придумайте и напишите историю объёмом 150–180 иероглифов, начало
которой звучит так:
有一天在去学校的路上我遇见了……
(Однажды по дороге в школу я встретил ……)

---------------------------------------------------------Максимум за работу – 65 балло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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