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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写说明

本《试题集》与相应各册《课本》配合使用，可用于学生自

测，也可为教师组织单元测验及期中、期末考试提供参考。

在《教师手册》中，我们已经提供了期中、期末参考试卷。

本《试题集》则是配合每个单元的， 更强调对每个单元的教学目

标实现情况的检查。每份试卷包括理解和表达两个方面，既有针

对语言知识点的考察，也有对于语言技能的考察，既有单项技能

的考察，也有综合技能的考察。建议 60-90 分钟完成一份试卷。

其中“说”的部分，可让学生把回答做成录音发给老师。

《试题集》提供了参考答案，但是答案不是绝对唯一的，请

教师灵活处理。

编 者



To the User

Each volume in this set accompanies the use of the corresponding 

textbook. It can be used by the students to self-test or as a reference when 

teachers hold unit quizzes, midterm and final examinations.

Some reference midterm and final exam papers are already included 

in the Teacher’s Books. Testing Materials places more emphasis on 

checking how well the teaching aims have been fulfilled in each unit. It is 

recommended that each unit quiz be finished within 60-90 minutes. For the 

Oral Expression section, students can record their answers and hand in the 

recording. 

Keys to the exercises are provided in the book, some of which are  

suggested answers to open-ended questions.

The compil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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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t 8

第一部分  听力

Section I Listening 

1.	 听句子，选择正确的答案（5%）

 Listen to the sentences and choose the correct answers. (5%)

 （1）A. 三个 B. 一个 C. 都没接

 （2）A. 坐飞机 B. 坐火车 C. 开车

 （3）A. 金融中心 B. 贸易中心 C. 政治中心

 （4）A. 足球 B. 篮球 C. 排球

 （5）A. 白小红家 B. 金融中心 C. 工厂

2.	 听对话，选择正确的答案（5%）

 Listen to the dialogues and choose the correct answers. (5%)

 （1）A. 今天下午 B. 明天上午 C. 明天下午

 （2）A. 9：30 B. 10：00 C. 19：30

 （3）A. 衣服洗破了 B. 骑车摔倒了 C. 上课迟到了

 （4）A. 他要买东西 B. 女的到家了 C. 前面是红灯

 （5）A. 红的 B. 蓝的 C. 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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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t 

8

3.	 听对话，选择正确的答案（10%）

 Listen to the dialogues and choose the correct answers. (10%)

 （1）A. 坐火车 B. 坐飞机 C. 开车

 （2）A. 在上海机场 B. 在北京机场 C. 在飞机上

 （3）A. 去工厂 B. 去开会 C. 接太太

 （4）A. 去骑车了 B. 摔伤了 C. 去打电话了

 （5）A. 跑步 B. 工作 C. 看书

4.	 听句子，选择相应的图片（10%）

 Listen to the sentences and choose the corresponding pictures. (10%)

 A.   B.

 C.   D.

 E.

 （1）     （2）     （3）     （4）     （5）   



-  52  -

第二部分  读写

Section II Reading and Writing 

5.	 看汉字，写拼音（12%）

 Write the pinyin according to the Chinese characters. (12%)

 推迟   参观

	                    

 贸易   结果

	                    

 危险   安全

	                    

6.	 选择合适的词语填空	(12%)

 Fill in the blanks with the proper words. (12%)

 破  到  伤  接  完  倒

 （1） 雪 天， 一 位 老 人 在 路 上 摔   了， 还 好， 人 没 有

摔   ，只摔   了衣服。

 （2）车票卖   了，我没买   。

 （3）我下午得去机场   我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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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t 

8

7.	 选择正确的回答（5%）

 Choose the correct replies. (5%)

 （1）明天一早去深圳的火车票还有吗？（  ）

 （2）今天上午是什么活动？（  ）

 （3）今天的火车票卖完了怎么办？（  ）

 （4）你的手机怎么了？（  ）

 （5）明天去长城的票订好了吗？（  ）

 A. 一起去参观东方明珠。

 B. 真倒霉，摔破了。

 C. 订好了，您放心。

 D. 有，您要几点的？

 E. 没关系，你坐飞机去吧。

8.	 句意判断（5%）

  Decide whether the statements are true (T) or false (F) according to the original 

sentences. (5%)

 （1）我一直看着门口，但没看见他进来。

  （  ）我看到他进来了。

 （2）我本来打算明天去看奶奶的，但航班取消了。

  （  ）我明天去看奶奶。

 （3）你昨天上午怎么没来学校？我从 8 点一直等到 11 点。

  （  ）昨天上午 10：30，我在学校。

 （4）小黄的领导下周二要请杰克和几位经理一起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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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下周二，杰克要和小黄一起吃饭。

 （5）我一直低着头看手机，没看到过来的自行车。

  （  ）我看着手机，没看前面。

9.	 前后句搭配（5%）

 Match the sentences. (5%)

 （1）（  ），明天上午我送您去机场。

 （2）我去查一下航班信息，（  ）。

 （3）昨天你给我打电话我没接到，（  ）。

 （4）（  ），你陪我去商场买几件新的吧。

 （5）今天晚上田中和白小红要来家里吃饭，（  ）。

 A. 我的衣服太旧了

 B. 机票已经给您订好了

 C. 一会儿给您发电子邮件

 D. 我现在去买点菜

 E. 我正在飞机上呢，去苏州看我爷爷了

10.	看短文，填写汉字（16%）

 Read the passage and fill in the blanks with Chinese characters. (16%)

  杰克先生，您好！欢迎您下星期来我公司！您星期三的活动

已经安   好了。上午参   金融贸   中心，下午去

看看工   ，晚上跟公司的经   们一起吃饭。您看这   可

以吗？您买完机   以后，请给我发一个邮件，告诉我们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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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t 

8

航   ，我们去机场接您。

第三部分  口头表达 

 Section III    Oral Expression 

11.	听后重复（6%）

 Listen and repeat. (6%)

 （1）

 （2）

 （3）

12.	回答问题（9%）

 Answer the questions. (9%)

 （1）你喜欢坐飞机吗？为什么？

 （2）明天你有什么安排？上午做什么？下午做什么？

 （3）你会骑自行车吗？你觉得骑自行车好吗？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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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ts 5-8

第一部分  听力

Section I Listening 

1.	 听句子，选择正确的答案（5%）

 Listen to the sentences and choose the correct answers. (5%)

 （1）A. 下大雨 B. 刮大风 C. 晴天

 （2）A. 他上周五不工作

  B. 校长不在办公室

  C. 我的成绩不好

 （3）A. 上网 B. 写作业 C. 睡觉

 （4）A. 让他去上课

  B. 让他说话小声点儿

  C. 让他好好复习

 （5）A. 中文 B. 中国历史 C. 中国传统文化

2.	 听对话，选择正确的答案（5%）

 Listen to the dialogues and choose the correct answers. (5%)

 （1）A. 很好看 B. 很旧 C. 认不出字

 （2）A. 衣服 B. 身材 C. 太阳和月亮

 （3）A. 咖啡馆 B. 超市 C. 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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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ts

5–8

 （4）A. 水果店老板 B. 出租车司机 C. 饭店厨师

 （5）A. 自己开车去 B. 坐出租车去 C. 爸爸送他去

3.	 听对话，选择正确的答案（10%）

 Listen to the dialogues and choose the correct answers. (10%)

 （1）A. 妈妈和儿子 B. 爸爸和女儿 C. 先生和太太

 （2）A. 飞机上 B. 公司里 C. 家里

 （3）A. 看电影 B. 去公园 C. 去旅游

 （4）A. 看大熊猫 B. 看天气 C. 买雨伞

 （5）A. 同事 B. 同学 C. 家人

4.	 听句子，选择相应的图片（5%）

 Listen to the sentences and choose the corresponding pictures. (10%)

 

A.

  

B.

 

 

C.

  

D.

 

 

E.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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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读写

Section II Reading and Writing 

5.	 看汉字，写拼音（12%）

 Write the pinyin according to the Chinese characters. (12%)

 下雪   空气

	                    

 需要   写作

	                    

 开始   领导

	                    

6.	 选择合适的词语填空	(12%)

 Fill in the blanks with the proper words. (12%)

 清楚  层  给  遍  次  完

 （1）你说得太快了，我没听   。

 （2）吃   晚饭以后我们去海边散步。

 （3）他送   我一件非常特别的生日礼物。

 （4）我家是一个两   小楼。

 （5）什么？请您再说一   。

 （6）昨天我给他打过几   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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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ts

5–8

7.	 选择正确的回答（5%）

 Choose the correct replies. (5%)

 （1）你昨天为什么没来上班？（  ）

 （2）把西瓜洗一洗，行吗？（  ）

 （3）几点了？我们会不会迟到？（  ）

 （4）你叫什么名字？我没听清。（  ）

 （5）你每天怎么去学校上课？（  ）

 A. 骑自行车去。

 B. 我病了。

 C. 我叫张明。

 D. 好的，马上。

 E. 不会，还有半个小时呢。

8.	 句意判断（5%）

  Decide whether the statements are true (T) or false (F) according to the original 

sentences. (5%)

 （1）  中午下大雨了，王老师没有带伞，她衣服又穿得少，会感

冒的。

  （  ）王老师很可能会感冒。

 （2）  老李的孩子十八岁了，孩子的衬衫让老李穿已经不合适

了，太长了。

  （  ）老李没有他孩子的个子高。

 （3）  妈妈告诉自己的小女儿，别人的话忘了就忘了，但老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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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话一定不要忘记。

  （  ）妈妈说，谁的话都应该记得。

 （4）  花园里人很多，但很安静，有几只小猫在那里快乐地打闹。

  （  ）花园里没有人大声说话。

 （5）奶奶有只小狗，我们都觉得它又聪明又可爱。

  （  ）我们不喜欢奶奶的小狗。

9.	 前后句搭配（5%）

 Match the sentences. (5%)

 （1）她是个好人，（  ）。

 （2）（  ），眼前的东西都看得不太清楚了。

 （3）  遇到重大节日，这儿的人都会在自家门口表演各种节目，

（  ）。

 （4）听说，他爸爸到北京去工作了。（  ）

 （5）北方的冬天很冷，（  ）。

 A. 经常刮大风，下大雪

 B. 她的眼镜坏了

 C. 几乎所有的邻居都喜欢她

 D. 大家玩儿得非常开心

 E. 他和妈妈马上也会搬到北京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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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ts

5–8

10.	看短文，填写汉字（16%）

 Read the passage and fill in the blanks with Chinese characters. (16%)

  昨天晚上下了一场大雪，今天早上路上很滑，非常容   发

生交   事故。小王每天骑自行车去公司上   ，今天

也一   。他骑得很慢，很小心。他家   公司不太远， 

平   只要一   钟，可是今天路上用了半个小时，骑   

公司已经九点一刻了，他迟到了。

11.	组词成句（10%）

 Form sentences with the given words (10%)

 （1） 说 慢 你 请 一点儿 得

 （2） 说 标准 普通话 你 得 很

 （3） 看到 过 马路 我 他 的时候 没

 （4） 去 参观 金融 贸易 中心 我们 马上 

 （5） 需要 半 个 小时 开 车 去 学校 从 我 家

大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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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口头表达 

 Section III    Oral Expression 

12.	听后重复（6%）

 Listen and repeat. (6%)

 （1）

 （2）

 （3）

13.	回答问题（9%）

 Answer the questions. (9%)

 （1）  你每天怎么去学校上课？你觉得这种方法好不好？说一说

理由。 

 （2）你喜欢喝咖啡吗？你觉得咖啡对你有什么好处 / 坏处？

 （3）你喜欢什么运动？为什么你喜欢这个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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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ts 

9–12

第三部分  口头表达 

 Section III    Oral Expression 

12.	听后重复（6%）

 Listen and repeat. (6%)

 （1）

 （2）

 （3）

13.	回答问题（9%）

 Answer the questions. (9%)

 （1）你有什么爱好？请介绍一两个你的爱好。

 （2）你对什么运动最感兴趣？请介绍一下这个运动。

 （3）你觉得保护环境的方法有哪些，请介绍一两个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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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t 1

1. 听句子，选择正确的答案

 （1）  我很喜欢狗，但我家只养了猫。

  问：他家养了什么？

 （2）  我现在没有时间，明天上午可

以吗？

  问：他什么时候有时间？

 （3）我的家乡在南方，离深圳很近。

  问：他的家乡在哪个城市附近？

 （4）  下星期三我要和同事去上海 

出差。

  问：他什么时候去出差？

 （5）  我很喜欢小动物，但我没有时

间养。

  问：他为什么不养小动物？

2.  听对话，选择正确的答案

 （1）  女：你家养狗了吗？

   男：养了一条白的，一条黑的。

  问：男的养了几条狗？

 （2）  女：你好，请问丁汉生在家

  吗？

   男：他不在，去上班了。有事

  吗？

  问：丁汉生去哪儿了？

 （3） 女：你爸爸来过上海吗？

   男：来过三次啦，下个月又要

来了。

   问：男的爸爸来过几次上海？

 （4）  女：这张报纸是今天的吗？

  男：是昨天的，今天的还没送来。

  问：这张报纸是哪天的？

 （5）  男：你的手机号码是多少？

   女：13876623655，记下了吗？

   问：男的想知道女的什么？

3. 听对话，选择正确的答案

 （1）  男：马上就是王英的生日了，

给她买什么呢？

   女：我想想，她喜欢小动物。

   男：那我们给她买条小狗吧。

   女：她不太喜欢小狗，还是买

一只小猫吧。

   问：他们决定给王英买什么？

 （2）  女：这两天你看到杰克了吗？

   男：没有，他去北京了。

   女：他去北京玩儿吗？

   男：不是，他去出差。

   问：杰克去北京做什么？

 （3）  男：都快六点了，你下班了

吗？

   女：还没有，今天工作很多，

可能七点才能下班。

   男：我做好饭了，等你回家一

起吃。

   问：女的可能几点下班？

 （4）  女：有的中国人姓“苟”，但你

不能叫他“小苟”。

听力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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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t 1

1.  （1）B （2）C （3）C （4）B

 （5）B

2. （1）B （2）A （3）A （4）C

 （5）B

3. （1）C （2）B （3）A （4）C

 （5）B 

4. （1）D （2）C （3）A （4）E

 （5）B

5.  （1）chéngshì （2）tīngshuō

 （3）dòngwù （4）shíjiān

 （5）shúxi（6）zhàopiàn

6.  （1）了 （2）过 （3）办 （4）拍

 （5）介绍 （6）登

7.  （1）C （2）D （3）A （4）B

 （5）E

8.  （1）T （2）T （3）F （4）F

 （5）T

9.  （1）E （2）C （3）B （4）A

 （5）D

10.  （1）动    些    麻    时

  （2）办    对    的    过

Unit 2

1. （1）A （2）B （3）A （4）C

 （5）C

2. （1）C （2）B （3）B （4）A

 （5）C

3. （1）B （2）A （3）C （4）A

 （5）A

4. （1）B （2）A （3）E （4）D

 （5）C

5.  （1）shítáng （2）shuìjiào

 （3）xīnxiān （4）shūfu

 （5）cèsuǒ （6）zháojí

6.  （1）已经 （2）还 （3）在 （4）张

 （5）片；杯

7.  （1）D （2）A （3）E （4）B

 （5）C

8.  （1）T （2）T （3）F （4）T

 （5）F

9.  （1）D （2）C （3）E （4）A

 （5）B

10. 客    店    能    鲜    舍    院    让    休

Unit 3

1. （1）B （2）A （3）B （4）C

 （5）C

2. （1）C （2）A （3）B （4）B

 （5）A

3. （1）A （2）C （3）B （4）A

 （5）C

4. （1）B （2）D （3）A （4）E

 （5）C

5.  （1）fákuǎn （2）kǒngpà

 （3）guīdìng （4）shēngyi

参考答案



出版策划：王君校  韩  晖

统筹协调：付　眉　韩　颖　彭　博

责任编辑：陆  瑜

英文编辑：薛彧威

封面设计：张  颖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新当代中文》试题集 . 2 / 吴中伟主编；陈钰副主编 . -- 北京 : 华语教学出版社 , 

2022.12

    （新当代中文系列）

    ISBN 978-7-5138-2241-1

    Ⅰ . ①新… Ⅱ . ①吴… ②陈… Ⅲ . ①汉语－对外汉语教学－习题集 Ⅳ . ① H19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21) 第 253018 号

   本书由教育部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支持出版

《新当代中文》

试题集

2
吴中伟 主编 陈 钰 副主编

*
© 华语教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华语教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出版

（中国北京百万庄大街 24 号 邮政编码 100037）
电话 : (86)10-68320585, 68997826
传真 : (86)10-68997826, 68326333
网址：www.sinolingua.com.cn

电子信箱：hyjx@sinolingua.com.cn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2023 年（16 开）第 1 版

2023 年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汉英）

ISBN 978-7-5138-2241-1
0079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