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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分数: 

 

高云地利中文学校 
2017/2018 年度 

第四普通话 A 班 – 下学期考试卷 
 

一. 听力  （Listening） 20 分 

 

1. 圈出你听到的词 （Circle the right answer） （8 分） 

 

（1） 比赛    赛跑    赛场    赛车 

（2） 睡了觉  起了床  游了泳  跑了步 

（3） 很冷    很热    很暖    很凉 

（4） 不觉得  不知道  不明白  不好说 

2. 圈出你听到问题的合理答案 （Circle the right answer） （12 分） 

 

dì   yī   běn   shí   jǐ   gè   sān gè xiǎo shí 

（1） 第一本  十几个  三个小时 

qián bāo  qù shāng diàn   tā de tóng xué 

（2） 钱包  去商店  他的同学 

huān yíng   méi yǒu   bù  kè  qì 

（3） 欢迎  没有   不客气 

hěn màn  měi tiān zhōng wǔ  hǎo,  tīng  nǐ 

（4） 很慢  每天中午  好, 听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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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读写 (read and write)  47 分 

 

3. 选择正确的字填空 (Choose the correct word) (6 分) 

（1）(诗/师) 古________  （2）（更／便）________好 

（3）（猜／请）________想  （4）（手／首）________上 

（5）（望／往）向________  （6）（静／晴）________天 

 

4. 填写适合的量词 (Fill in the appropriate measure word) （5 分） 

本     层     条     张     首 

一（          ）诗 两（           ）床 三（            ）楼 

四（          ）书 五（           ）街道 

 

5. “的地得”辨析 （Fill in the correct word） （6 分） 

（1）兔子兔子跑（     ）快，乌龟乌龟爬（     ）慢。 

 qín fèn           jī    jí         xīn qín 

（2）勤奋（     ）学习要积极，辛勤（     ）劳动花力气。 

（3）人在一生中不能只想着吃好（     ）穿好（     ）。 

 

6. 组词 (Make a phrase) （10 分） 

英_______   奇_______   试_______   机_______   皮_______ 

打_______   破_______   第_______   意_______   然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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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连词成句 (Put the words in correct order to make sentences) (10 分) 

 

（1） 很   爸爸   生气   觉得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有   大眼睛   静静   的   一双   美丽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一位   的   科学家   她   成了   有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我们   海边   去   高高兴兴地   玩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 停   在   车   街道口   把   爸爸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8. 造句 (Make a sentence using given words) （10 分） 

 

（1） 要：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想：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一……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是……的：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 起……来：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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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文化和常识(culture and general knowledge) 13 分 
 

Choose and write the correct answer (letter) in the bracket: 

  fā míng 
1. 中国的四大发明包括（    ）                      （4 分） 

zhǐnánzhēn  cháyè  huózì yìnshuā zhēngqìjī huǒyào      zàozhǐ shù 

A.指南针 B.茶叶 C.活字印刷 D.蒸汽机 E.火药 F.造纸术 

2. 以下中国菜肴里，味道是辣的是（   ）,味道是甜的是（   ）？ 

 （2 分） 
táng cù páigǔ  má pó dòufu Běijīng kǎoyā  miàntiáo 

A. 糖醋排骨 B. 麻婆豆腐 C. 北京烤鸭 D. 面条 

3. 119，110，120 这三个号码在中国分别是什么作用？（    ） 

  （3 分） 
       Bàojǐng            jíjiù        chá hào        huǒjǐng 

A. 报警 B. 急救 C. 查号 D. 火警 

4. 中国的首都在哪里？（    ）                     （2 分） 

     Shànghǎi      Guǎngzhōu          Běijīng          Xī'ān 

A. 上海 B. 广州 C. 北京 D. 西安 

5. 以下哪个地方在北京？（    ）                   （2 分） 

     chángchéng         gùgōng             Díshìní        bīngmǎyǒng 

A. 长城 B. 故宮 C. 迪士尼 D. 兵马俑 

 

四. 口语 (speaking) 10 分 

 

1. 读出下面的诗：                                  （5 分） 
              xiǎo mèng hào 

春晓     孟浩然 
                           mián        xiǎo               chù  wén  tí 

春眠不晓，处处闻啼鸟。 

    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2. 用 5-10 句话，说说你印象中的中国。               （5 分） 

(试卷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