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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t 10
Qíngōng-jiǎnxué 

勤  工   俭 学
Part-time Work and 
Part-time Study

练习一

1. 朗读下列词语。

Read aloud the following words and phrases.

准备上课 准备回家 准备做饭 准备好了

不如他 不如那儿安静 不如去勤工俭学 不如出去旅行

招聘助理 招聘服务员 招聘司机 招聘教师

要求周末上班 要求交作业 要求自己 提出合理要求

性感 幸福感 责任感 安全感

随手 随手关门 随口 随口说的

2. 替换对话。

Substitution drills.

（1） A ：干脆一起去看足球比赛吧。

 B ：去就去，反正我这会儿也没事儿。

喝一杯 明天也不上课

打牌 我有的是时间

踢足球 我也要锻炼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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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A ：咱们明天一起去书店吧。

 B ：行啊。明天什么时候？在哪儿见面？

 A ：明天 9 点，咱们在学校门口见面，

     不见不散。

 B ：不见不散。

（3） A ：不用给他打电话了吧？

 B ：还是打一个比较好。

练习二

1. 选词填空。

Choose the correct word to fill in the blanks.

        随时  随手  随口  随便 

（1）不要     丢垃圾。

（2）面试的时候，还是要穿得庄重一些，不能太    。

（3）你有问题    给我打电话。

（4）你最好仔细想一想，不要    乱说。

2. 给括号里的词选择一个合适的位置。

Choose the correct place in each sentence for the given words.

（1）我 A 非常 B 可以 C 找到一个 D 好工作。（自信）

（2）别 A 老是 B 在家里，咱们 C 一起 D 去看电影吧。（待）

（3）A 反正也 B 累了，C 早点儿 D 睡觉吧。（干脆）

（4）快 A 去吧，B 不要因为 C 这件事 D 了工作。（耽误）

参观故宫 故宫

看电影 电影院

爬山 香山公园

写名字 写上

带照相机 带上

穿得那么讲究 穿得庄重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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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A 我 B 认为 C 给他打个电话 D 比较好。（还是）

3. 组词成句。

Form sentences with the given words in the correct order.

（1）我 对 自信 有 大学 考上 

（2）老王 四十岁 才 就 当爷爷 了

（3）昨天晚上 饭 没 吃 也 就 我 睡觉 了

（4）他 四十多 岁 今年 都 了

（5）外国人 又 没 不是 见过 我

4. 根据例句改写下面的句子。

Rephrase these sentences according to the examples below.

例 ：才 12 点，还早呢。→ 都 12 点了，还早啊？

 我早上 8 点钟就起床了。→ 我早上 8 点钟才起床。

（1）他今年才 35 岁，还年轻着呢。

（2）比赛才开始半个小时。

（3）我昨天 12 点才睡觉。

（4）他们走了以后，我就走了。

（5）都 11 点了，他们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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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用所给的词填空。

Fill in the blanks with the given words.

适合 就 庄重 都 干脆 成功 满意 性感 准备 忐忑不安

现在大学生找工作难， 1 已经 5 月份了，眼看马上就要毕业，钱平

平还没有找到 2 的工作。所以对于这次面试，她非常重视，心里也有

些 3 。前一天晚上 4 面试一直到深夜，躺在床上还想着第二天怎么回

答面试官的问题。 她觉得这份工作很 5 她，所以自己一定要 6 。好不

容易睡着，早上五点半 7 又醒了，怎么也睡不着了。钱平平想， 8 早点

起来吧，看看今天穿什么衣服去面试。她觉得既不能太普通又不能太 9 ，

想了半天，最后还是选了一件 10 的套装。

6. 用括号里的词或句式把下面的句子翻译成中文。

Translate the following sentences into Chinese with the words and patterns 

included in the brackets.

（1）After an awful time at several malls, I finally found a suitable dress for 

my mother.（才）

（2）Jack is going to travel in China next week.（准备）

（3）I am not worried at all. What are you worrying about?（都）

（4）I simply do not believe that you can succeed in doing everything.（就）

（5）It is not time to sleep, it’s not even 10:00 PM yet. （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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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It has now been almost half a year since her graduation from university. 

 （都）

（7）One must leave a good first impression upon the first meeting.（留）

（8）I’m going out to look for a job, not to see my boyfriend. 

 （是……不是……）

练习三

1. 听力理解。

Listening comprehension.

根据听到的内容，选择正确的答案。

Listen to the recordings, and then choose the correct answer to each question.

对话 A

（1）女的本来不想去饭店吃饭，是因为什么？

 A. 怕花钱 B. 饭店太远 C. 今天天气很奇怪

（2）女的觉得老板平时怎么样？

 A. 很小气 B. 很大方 C. 很热情

对话 B

（1）女的今年多大了？

 A. 四十岁 B. 三十八九岁 C. 四十多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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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男的今年多大了？

 A. 五十九岁 B. 六十岁 C. 六十一岁

对话 C

（1）火车几点开车？

 A. 6 点 B. 6 点半 C. 7 点

（2）女的担心什么？

 A. 路上车多 B. 路上人多 C. 火车太快

短文

（1）关于大学四年级的学生，下面哪个说法是正确的？

 A. 很多人身体不舒服，头疼

 B. 都想找一个好工作

 C. 想自己当老板

（2）关于找工作，下面哪个说法是不正确的？

 A. 都要面试

 B. 什么工作都很难找

 C. 竞争的人很多

（3）关于面试，下面哪个说法是正确的？

 A. 面试的人不正常

 B. 面试的人经常问一些跟工作没有关系的问题

 C. 面试的人有点让人受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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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口语表达。

Oral practice.

找工作面试的时候应该怎么打扮？

Talk about how a person should dress for a job interview.

3. 阅读理解。

Reading comprehension.

以前中国的大学生不用自己找工作，也不能自己找工作。国家安排你

做什么工作，你就得做什么工作。现在不一样了，国家不管了，全看你自

己的本事。所以很多大学生从大三就开始找工作。

人人都希望找个好工作。什么是好工作呢？很多人认为工资高的工作

就是好工作。当然如果工作还比较轻松，不太辛苦，那就更好了。

现在大学毕业生越来越多，找工作时的竞争也越来越激烈。面试时想

要取得好的成绩，还要重视细节，比如自己的穿着打扮。在这方面，女大

学生不要穿得太性感，最好穿职业套装，显得成熟庄重 ；男大学生一般穿

西装，打领带。

补充词语 ：

Supplementary words:

（1）管 guǎn take care of; to manage

（2）本事   běnshi skill, ability, capability

（3）激烈   jīliè intense, fierce

（4）成绩   chéngjì result

（5）打扮   dǎban style of d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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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短文内容，判断下面的说法是否正确。

Decide whether these statements are true or false according to the passage above.

（1）以前中国大学生很容易就能找到工作。 （  ）

（2）“全看你自己的本事”意思是你找什么样的工作跟国家没关系。

 （  ）

（3）很多人觉得好工作的标准就是工资高不高。 （  ）

（4）面试时女大学生最好穿性感一些的衣服。 （  ）

4. 写作。

Writing exercise.

写一段话，谈谈你对工作的看法 ：什么样的工作是好工作？

Write a paragraph discussing your opinions about occupations. What is a good jo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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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习四

Making a Resume

A brief resume with specific focal points is the first step to success in the job 

market. A resume often includes personal information, educational background, 

work experience, achievements and job intention. Resumes should not be too long, 

and one page is often enough.

Make a Chinese resume with the help of your teacher and ask your classmates 

to comment on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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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1) 讲话／清楚     (2) 古诗

   (3) 笑话 电话 说话   (4) 读书 阅读

   (5) 上课 功课      (6) 告诉

   (7) 订票      (8) 证件

二、2.(1) 坏 (2) 难看 (3) 难听

   (4) 难吃 (5) 难学 (6) 难办

二、3.(1) 会 (2) 会 (3) 能

   (4) 能  (5) 能 (6) 会／能

二、4.(1) A (2) C (3) B (4) B (5) B

二、5. (1) 只要有时间我就学习中文。/ 我

       只要有时间就学习中文。

   (2) 他有点儿小气，舍不得花钱。

   (3) 这个电影把很多人都感动了。

   (4) 我讲一个笑话给你听吧。

   (5) 看上去今天可能不会下雨。

二、6.(1) 我是不怕她们笑话的。

   (2) 这么大的事情，我是不会忘的。

    (3) 我觉得这种东西是不能当作生日礼

        物送人的。

   (4) 总统是很忙的。

   (5) 北京的夏天是很热的。

   (6) 我是从来不喝咖啡的。

二、7.(1) 像 (2) 书签 (3) 亲手 (4) 代表

   (5) 感动 (6) 小气 (7) 舍不得

   (8) 重要 (9) 表达 (10) 象征

二、8.(1) 她看上去不像一个老师。

   (2) 我觉得爱情比钱更重要。

   (3) 陈静生病了，难怪她今天没来上课。

   (4) 我的空调坏了，你能把它修好吗？

   (5) 这种小气的男人，我是不会喜欢的。

   (6) 他从来不把我当朋友。

三、1. 对话 (1) B (2) C (3) B 

       (4) A (5) C

        短文 (1) C (2) A (3) C 

       (4) B (5) C

三、3.(1) F (2) F (3) F (4) F (5) T

Unit 2

二、1.(1)—e (2)—d (3)—a (4)—b

   (5)—c    (6)—g (7)— j  (8)— i

   (9)—h    (10)— f

二、2.(1) 将来／以后 (2) 以后 

   (3) 将来／以后 (4) 以后

二、3.(1) B (2) B (3) A (4) C (5) C

二、4.(1) 你们什么时候去都可以。

   (2) 你们谁去都可以／谁都可以去。

    (3) 她们谁也不会相信我／她们谁我也

        不会相信。

   (4) 你想什么时候去就什么时候去。

   (5) 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Liànx! Cānkǎo Dá’àn
 练习参考答案

Key to the Exerci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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