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参考答案及听力材料

第一课  开学了

一、导入

Exercise 1 

答案略

Exercise 2 

答案略

二、课文

Exercise 1 

1. 错 2. 对 3. 对 4. 错 5. 对 6. 对

Exercise 2 

答案略

Exercise 3 

1. 打工 2. 递交 3. 靠 4. 树立 5. 涨
6. 申请 7. 碰到 8. 发愁

Exercise 4

1. 校园 2. 公司 3. 不必 4. 教育

5. 费用 6. 服务台

Exercise 5

1. 错 2. 对 3. 错 4. 对 5. 错 6. 对

Exercise 6 

答案略

Exercise 7

1. 认识新朋友  2. 回到学校 3. 聚在一起 /
聚会 4. 出去旅游  5. 呆在家里 6. 挣钱

交学费 7. 玩电脑游戏 8. 觉得很高兴

Exercise 8 

答案略

O 听力材料

1.  你今年暑假是在什么地方过的？都做了些

什么有意思的事？

2.  你觉得两个多月的暑假过得快还是慢？为

什么？ 
3. 新学期又开始了，你是用谁的钱交学费的？

4.  开学第一天你在学校都见到了哪些人？做
1

了些什么事？

5.  暑假结束了，新学期又开始了，你觉得高

兴不高兴？为什么？

6.  在新的学期，你在学习和其他方面有什么

打算？

三、汉字

Exercise 1 

答案略

Exercise 2

1.  我是在那儿出生的，也是在那儿上的小学、

初中和高中。

2.  除了图书馆以外，我也打算申请电脑房的

工作。

3.  太好了，那我们俩都不用为学费的事发愁了。

Exercise 3

答案略

四、语言点

Exercise 1

1.  This summer I went to the East Coast with my 
friends.

2. She spent two dollars to buy this book.
3. The two-hour film ended quickly.
4.  Xiaohua is sick. Let’s go see her after class, 

OK?
5. Time flies. It’s weekend again.
6. This shirt is too red. It doesn’t look good.
7. Our class went to visit a museum last Tuesday.
8. Zhang Wen can write letters in Chinese now.
9.  My mom sent some fruits to my younger 

sister and me.
10. It’s raining heavily outside. Don’t go out.
11.  Xiaoli is now a college student. She lives on 

campus.
12.  On my way to the library, I ran across Xiao-

hong.

Exercise 2

1.  他是在德州上小学和初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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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他是在德州上的小学和初中。

2.  我是来美国以后才开始学英文的。

 或： 我是来美国以后才开始学的英文。

3. 我妈妈每天是坐公共汽车去上班的。

4. 是李老师昨天告诉我们考试成绩的。

Exercise 3

1. 大伟是从中国来美国的。

2. 我哥哥是上午九点左右走的。

3. 我们是骑自行车去的。

4. 是小雨告诉我的。

Exercise 4

1. 除了，还 / 也 2. 有，也有 / 还有 3. 有的，

有的  4. 除了，还 / 也 5. 有，也有 / 还有 
6. 除了，还 / 也 7. 有，也有 8. 有的，有

的 9. 除了，还 / 也 10. 有的，有的

Exercise 5

1. 旧金山市是我的家乡。我是在那儿出生的，

也是在那儿上的小学、初中和高中。 高中毕

业以后我到美国东部上大学。我现在是大学

二年级的学生。我已经学了两年的中文了。

2. 上个星期六晚上我参加了一个聚会。在那

儿我见到了几个老朋友，也认识了两个新朋

友。我们在一起喝了酒，也跳了舞，玩了差

不多三个多小时，大家都很高兴。

3. 我的书房里有一个大书架。书架上有很多

书，有中文书，也有英文书。有的书是新的，

有的书是旧的。除了很多书以外，也有不少

笔记本。

五、语言运用

Activity 1

答案略

Activity 2

1. b 2. b 3. c

O 听力材料

欢迎新同学。为了帮助同学们勤工助学，学
校有下列工作供大家选择： 图书馆值班员、
体育馆值班员、游泳池救生员和电脑房值班
员。对这些工作感兴趣的同学，请在一个星
期内向学生处提出申请。申请表可以在各个
系办公室领到。

Activity 3

A.  

1.  The Student Association is organizing a trip to 
Qingdao. Participants will stay at Qingdao 
University, swim in the ocean and visit histor-
ical sites and nice scenic spots.

2.  A professor from the United States is giving 
an academic lecture at 16:00 on Friday in 
classroom 7105.

3.  A professor is giving a lecture on HSK from 
16:00 to 18:00 on Friday in classroom 101.

B.  答案略

Activity 4

1. b 2. a 3. b 

O 听力材料

1.  我听说今年学校要涨学费。还有其他一些

费用也要涨。

2. 其实你不必打工，你爸那么有钱。

3. 我申请了游泳池救生员的工作和体育馆服

务台的工作。

Activity 5

答案略

Activity 6

答案略

Activity 7

答案略

第二课  租公寓

一、导入 

Exercise 1 

答案略

Exercise 2 

答案略

二、课文 

Exercise 1 

1. c 2. b 3. c 4. b 5.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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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ercise 2 

答案略

Exercise 3 

1. 结婚 2. 房价 3. 地点 4. 小区 5. 时
髦 6. 利息 7. 担心 8. 享受

Exercise 4 

1. 买 2. 租 3. 建 4. 套 5. 房价 6. 负担 
7. 担心 8. 害怕 9. 敢 10. 贵 11. 没有

Exercise 5 

1. 对 2. 对 3. 错 4. 错 5. 对 6. 错 
7. 错 8. 对

Exercise 6 

答案略

Exercise 7 

1. 公寓大楼 
2. 楼上楼下 
3. 共用厨房和客厅 / 厨房和客厅共用 
4. 约个时间  
5. 便宜的房租 
6. 上网找公寓 
7. 抽空学习 
8. 赶紧跑

Exercise 8 

答案略

O 听力材料 

1.  如果你想租一个公寓，你会考虑哪几个方

面？ 
2.  如果你要买房子，你想买什么样的房子？

为什么？

3. 你觉得租房子好还是买房子好？为什么？

4.  你现在是住在父母买的房子里还是住在租

的公寓里？谁跟你住在一起？

5.  说说你现在住的房子或公寓里一共有几个

房间？都是些什么房间？ 
6.  你的朋友正在找公寓，请你告诉他怎样才

能找到一个合适的公寓。

三、汉字 

Exercise 1 

答案略

Exercise 2 

1.  我听说前面那个小区正在卖房，你知道卖

得怎么样吗？

2.  房价那么贵，我看租公寓比买房子便宜多

了。

3.  可不是吗！看来买房子还真没有租公寓好

呢。

Exercise 3 

答案略

四、 语言点 

Exercise 1 

1. 我家的前院比后院大。

2. 买衣服没有做衣服（那么）贵。

3. 我觉得中餐比西餐好吃。

4. 坐飞机没有坐火车（那么）舒服。

5. 中文比英文难。

6. 这台电脑没有那台电脑（那么）快。

Exercise 2 

1. 她 ( 正 ) 在打排球。

2. 小张和他的太太 ( 正 ) 在烤肉。

3. 她 ( 正 ) 在给孩子洗澡。

4. 他 ( 正 ) 在跑步 / 上班。

5. 她们俩 ( 正 ) 在看电视。

6. 他 ( 正 ) 在骑自行车。

Exercise 3 

1. 如果我有机会

2. 如果他有时间

3. 如果他在这儿

4. 如果她没有生病

5. 今年暑假我就和你一起去中国旅游

6. 我们就去公园野餐

7. 就不会着凉了

8. 我们就 / 可以 让你做这个工作

Exercise 4 

1. 看来，那是一部好看的电影。

2. 可不是吗！今天我也穿了不少衣服。

3. 可不是吗！看不出来是一个学生写的。

4. 看来他家来客人了。

5. 可不是吗！一个星期就涨了差不多一美元。

6. 看来他们碰到难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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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语言运用 

Activity 1 

答案略

Activity 2 

A. 房屋出租 ( 二 ) 较为合适，因为旁边就是

北 京 第 二 外 国 语 学 院 (Beijing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B.  
1.  On the third floor of a six-story building; two 

bedrooms and one sitting room; 70 square 
meters; fully furnished; 850 yuan per month.

2.  Rental on daily basis; clean and comfortable; 
within walking distance; rate is 40-70 yuan 
per day; full facilities; discount if renting for 
longer period; daily change of bed sheets.

3.  Apartment on the third floor of a building with 
six floors; four bedrooms, one sitting room 
and one dining room, apartment can be remod-
eled into a two story apartment, 340k yuan.

4.  Apartment on the fourth floor of a building of 
six floors; three bedrooms, one sitting room, 
85 square meters, interior decoration com-
plete, 465k yuan.

Activity 3 

1.  An existing house with two bedrooms, one 
sitting room, one kitchen, and one bathroom.

2.  A table, two chairs, a bookshelf, a TV, a com-
puter desk, a dining table, a mattress.

3.  Because it is heavy and I plan to change the 
carpet later.

Activity 4 

1. b 2. c 3. c

O 听力材料

李：张老师，听说你买了房子？

张：对，昨天成交的。

李：你买的是二手房吧？

张：当然了，我哪里有钱买新房啊。

李： 你是从房主手里直接买的还是找房地产

公司买的？

张： 是找房地产公司买的，是银行收回来的

房子。

李：那就是说原来的房主付不起贷款了。

张：对呀。听说房主失业了。

李：那他那个房子是什么时候买的？

张： 他买这个房子的时候正是房价贵的时候。

他贷款 48 万买了这栋房子，可是现在只

值 25 万了。

李： 看来买房子不能随便买。第一不要在房

价贵的时候买，第二要有好的工作，不

然的话麻烦就大了。

张：可不是吗 !

Activity 5 

1. c 2. b 3. b 4. a

Activity 6 

答案略

Activity 7 

答案略

Activity 8 

答案略

第三课  外出吃饭

一、导入 

Exercise 1 

答案略

Exercise 2 

答案略

二、课文 

Exercise 1 

1. 错 2. 错 3. 对 4. 错 5. 对 6. 错
7. 错 8. 对

Exercise 2 

答案略

Exercise 3 

1. 动 2. 请 3. 成 4. 数 5. 点 6. 付

Exercise 4 

1. 中国人常常喜欢做什么？

2. 小张请了谁 / 什么人到餐馆吃饭？

3. 什么地方的菜很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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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美国人在一起吃饭喜欢怎么 / 怎样付帐？

5. 中国人请客的时候习惯说什么？

Exercise 5 

1. c 2. a 3. d 4. d 5. a

Exercise 6 

答案略

Exercise 7 

1-b 2-d 3-f 4-c 5-a 6-e

Exercise 8 

答案略

O 听力材料

1.  听说你很喜欢吃中国菜，你都去哪儿吃中

国菜？

2. 你吃过哪些中国菜？能说出几个菜名吗？

3.  你比较喜欢什么口味的中国菜，甜、咸，

辣还是酸？ 
4.  你有没有吃过广东的点心？比较喜欢哪几

种点心？

5. 你知道中国什么地方的人最爱吃饺子？

6. 你觉得中餐和西餐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三、汉字

Exercise 1 

答案略

Exercise 2 

1. 来来来，动筷子！没什么好菜，随便吃吧！

2.  中国人很有礼貌，我想中国人常常请客吃

饭，中国的饮食文化就是这么来的。

3.  别瞎说了，哪有让客人付账的道理！我们

早就说好了，今天我买单。

Exercise 3 

答案略

四、 语言点 

Exercise 1 

1. 要是我们想吃中餐，就去中国城。

 要是想吃美式餐，我们可以去一家西餐馆。

2. 要是天气好，我喜欢出去散散步。

 要是天冷或刮风，我就呆在家里看看报纸。

3.  要是我有很多钱，我就买一个两层楼的房子。

 要是钱不多，就买一个两个卧室的公寓。

4.  要是我有一个星期的假，我就回家看望父

母。

 要是我只有三天的假，我就不回家了。

Exercise 2 

1. 写写字

2. 说说话

3. 教教书

4. 买买东西

5. 打打工

6. 找找房子

7. 跑跑步

8. 做做操

Exercise 3 

Dialog 1:
说好 Did you talk to Wang Qiang and confirm with 
him?
Dialog 2:
写好 I haven’t finished writing my composition 
yet.
做好 I have to finish my homework before I can 
go out.

Exercise 4 

1. 你最好不要睡得太晚，对身体不好。

2. 你就是我要找的那个人。

3. “谢谢你帮了我们很大的忙。” “哪里哪里。”

4. 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不喜欢那个男人。

5.  别担心。你怎么说我怎么做就是了 / 我照

办就是了。

6. 你最好今天把工作做完。

7. 我们最好去机场送送她。

8. “你的中文说得很好。” “ 哪里哪里。”

五、 语言运用 

Activity 1 

答案略

Activity 2 

A.  snack food street; fast food superstore; fast 
food for travelers; delicacy street 

B.  pumpkin cakes; steamed buns with stuffing; 
fried rice; steamed vegetarian dumplings

Activity 3 

1. c 2. 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