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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普通话 B 班–下学期考试卷
1. Listening – choose the correct pinyin.

6分

1. a) guā fēng

b) guā fāng

2. a) shù xué

b) shū xué

3. a) yǔ yán

b) yù yán

4. a) dōu yún

b) duō yún

5. a) lì shì

b) lì shǐ

6. a) fā shāo

b) fā sāo

2. Find the radical and write it down with its meaning

6分

1. 零 _____

__________

2. 弹_____

__________

3. 踢 _____

__________

4. 秋_____

__________

5. 知 _____

__________

6. 起_____

__________

3. Find the missing word in the box to form a phrases

天

冒

息

痛

风

云

8分

常

学

1. 休 _____ 2. 多 _____ 3. 感 _____ 4. 上 _____
5. 刮 _____ 6. 阴_____

7. 经 _____ 8. 头 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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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Count the strokes of each character

6分

1）夏_____

2）嗽_____

3）道_____

4）烧_____

5）错_____

6）最_____

5. Listening – choose right answers

6分

1.姐姐喜欢_________。
a)春天

b) 冬天

c) 夏天

b)很冷

c)不热

b)不上学

c)感冒了

2.南京夏天_______。
a)很热
3.弟弟今天_________。
a)看医生

4.北京春天常常_________。
a)下雨

b)下雪

c)刮风

b)十二到十八

c)二十到二十八

5.上海明天_________。
a)十二到二十

6.英国秋天常常_________。
a)刮风

b)下雪

2

c)下雨

5. Rearrange the words/phrases to form a sentence

12分

1）巴黎 / 最低 / 冬天 / 气温 / 多少度 /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有时候 / 香港 / 刮台风 / 夏天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不 / 王先生 / 对不起/ 家/ ，/ 在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在 / 请问 / 吗 / 王小姐/ ， / 家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 要 / 爸爸 / 休息/ 在家 / 两天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6) 最低 / 九度 / 今天 / 气温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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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Translation

12分

1) I was sick yesterday. I didn’t go to school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It is snowing now.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I will go to school this afternoon.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妹妹头痛，今天在家休息一天。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 今天天气很不好，刮大风、下大雨。我没有去上学。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6) 香港夏天最高气温35度。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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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Reading comprehension

西安一年有四个季
节：春天、夏天、秋天
和冬天。
西安的春天是三月到
五月。西安人春天要穿
毛衣、衬衫、和长裤。
西安的夏天是六月到八
月。西安夏天很热，有
时候下雨，最高气温在
三十五度左右。夏天人
们穿汗衫、短裤和裙
子。西安的秋天是九月
到十一月。西安秋天的
天气最好，不冷也不
热。常常是晴天。西安
的冬天是十二月到二
月。西安冬天很冷，有
时候下雪，最低气温在
零下十度左右。冬天人
们要穿毛衣和大衣。

20分

Answer the follow questions in
Chinese.
1. 西安一年有几个季节？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西安的春天是几月到几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西安人春天穿什么衣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西安春天长下雨吗？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 西安夏天最高气温多少度？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6. 西安人夏天穿什么衣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7. 西安的秋天是几月到几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8. 西安秋天的天气怎么样？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9. 西安冬天下雪吗？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0. 西安冬天最低气温多少度？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

9. Complete the sentences.

14分

a)昨天他没有穿毛衣

e)最高气温三十度左右

b)你不要开车上班

f)王老师生病了

c)还下了大雪

g)妈妈下午带他去看医生

d)最低气温零下八度

h) 今天早上要去看医生

1. 北京的冬天很冷，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我们今天没上汉语课，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英国的夏天不热，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今天有大风雪，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 昨天很冷，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6. 弟弟今天早上生病了，_______________________。
7. 他昨天晚上生病了，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0. Please answer below questions in Mandarin
今天天气怎么样?
今天气温多少度?
你最喜欢什么季节? 为什么?
你冬天常穿什么衣服？
你常生病吗?
(试卷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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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