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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zione 5 → Io sono Marco

1. (1) 他是保罗

 (2)	 他不是马可

 (3)	 她是安娜

 (4)	 他不是保罗

2. (1)	 你是马可吗？	谁是马可？

 (2) 他是马可吗？	谁是马可？

 (3) 她是安娜吗？	谁是安娜？

 Lezione 6 → Noi siamo tutti romani

1. (1) 王老师是不是你们的汉语老师？

 (2) 保罗是不是罗马人？

 (3) 米小雨是不是安娜的同学？

 (4) 她是不是你的朋友？	

2. (1) C (2) C (3) C (4) B

3. (1) 马可和保罗都是我们班的同学。　

 (2) 王老师是你们的老师吗？

 (3) 我是北京人，我的朋友也是北京人。

 (4) 她是我们的汉语老师。

4. (1) 安娜是谁的朋友？/ 谁是安娜的朋友？/安娜的朋友是谁？

 (2) 他们都是我们班的同学、

 (3) 米小雨是你们的老师吗？/ 你们的老师是米小雨吗？

 (4) 我们的老师也是米兰人。

 (5) 小雨和王老师都是北京人吗？

 (6) 他们也都是王老师的学生。

Chiave degli esercizi di grammatica



4 F. Masini et al. Il cinese per gli italiani. Corso base – Chiave degli esercizi – © Ulrico Hoepli Editore S.p.A.

 Lezione 7 → Come ti chiami? 

1. xuésheng 学生 studente 
 nǎguó  哪国 quale paese
 nǎr 哪儿 dove
 dàxué 大学 università

2.  (1) 什么

 (2) 名字

 (3) 也

 (4)	 都 
 (5)	 是不是

 (6)	 哪国

 (7)	 同学

 (8) 不

3. (1) C (2) B (3) B (4) C (5) A  (6) B

5. (1) 他朋友也是老师。

 (2) 他是哪国留学生？	

 (3) 他们也是中国人吗？

 (4)	 马可是哪儿的人？

 (5)	 路易是不是你的同学？/ 你的同学是不是路易？

 (6)	 我们班的同学都是意大利人。

(四) Traduzione
1. A: 请问，你们的汉语老师叫什么名字？	

 B: 他叫王学友。

2. A: 老师，请问，您贵姓？

 B: 我姓王。

3. A: 你是哪儿的人？

 B:  我是罗马人。你呢？

 A:  我也是罗马人。

4. A:  你的朋友是哪国人？

 B: 是中国人。	他叫李小龙。

5. A: 你的同学是法国人吗？

 B:  不是。他是英国人。

6. A: 谁是罗马大学的学生？	

 B: 路易、保罗、安娜和米小雨都是罗马大学的学生。

7. A: 路易学习什么？

 B: 他学习汉语和意大利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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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zione 8 → Ti piace guardare i film? 

1. (1) 常常

 (2)	 很少

 (3) 也

 (4)	 都

 (5)	 不常

2. (1) 你学习什么？	

 (2) 谁是安娜的朋友？

 (3) 他们是哪国人？

 (4)	 王老师是哪儿的人？

 (5)	 你们的电话号码是多少？

3. (1) 我和我的朋友也常常跳舞	。

 (2)	 你的电话号码是多少？

 (3) 你们的爱好是什么？

 (4)	 他们喜欢看什么电影？

 (5)	 谁是你们的汉语老师？	/ 你们的汉语老师是谁？

 (6)	 他们班的学生学习什么？

4. (1) 也	 (2)	还	(3) 还、还、也、还

(四) Traduzione
1. 我喜欢看中国电影，不喜欢看美国电影。

2. 他们喜欢学习中国文学，也喜欢学习日本文学。

3. 我朋友喜欢学习，我不喜欢。

4. 我的爱好是上网。

5. 我的电话号码是071542132。	你的呢？

6. 我常常/常听中国音乐，她很少听(中国音乐) 。

 Lezione 9 → Vado in libreria a comprare dei libri

1. 去书店买书

 去北京看朋友

 去大学上课

	 听音乐

	 看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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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习英语和汉语

	 上网聊天

2. (1) 他们去书店买书吗？

 (2)	 你们班的同学去中国学习汉语吗？

 (3) 明天你们去大学上课吗？

 (4)	 你买中文词典吗？

 (5)	 你朋友学汉语吗？

3. (1) 他们一起回罗马吗？

 (2)	 他们不一起去中文书店。

 (3) 他们今天晚上	/ 今天晚上他们去看中文电影。

 (4)	 他的朋友去哪儿跳舞？

 (5)	 他们一起去大学上课。

 (6)	 明天晚上你们/你们明天晚上去哪儿听音乐？

4. (1) a S.b.C (2) a C.b.S   (3) a S.b.C    (4) a C.b.S    (5) a S.b.C 

(四) Traduzione
1. 明天晚上我们一起去看中国电影。

2. 我常常去书店买法国书。

3. 咱们一起去跳舞，好吗？

4. 明天你来大学上课吗？

5. 你也去安娜家学习吗？

6. 明天我们/咱们一起回家吗？ /明天我们/咱们一起回家，	好吗？

 Lezione 10 → Hai un Dizionario Italiano-Cinese?

1. (1) 可能

 (2)	 只

 (3) 都

 (4)	 也

 (5)	 一起

 (6)	 肯定

3. (1)  你听听/听一下这个音乐是哪国的？	

 (2)	 我看看/看一下那本英文书。

 (3) 我用用/用一下你的词典，行吗？

 (4)	 等等/等一下，我和你们一起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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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 C (2) B (3) B (4) B (5) B (6) C 

5. (1) 是/有
 (2)	 有

 (3) 在

 (4)	 在

 (5)	 是，在

 (6)	 有

 (7) 在，在，在

 (8) 有

6. (1) 我用一下儿你的词典。

 (2) 你们知道书店在哪儿吗？

 (3) 妈妈今天/今天妈妈在不在家？

 (4)	 他只有中文词典。

 (5) 马可现在/现在马可肯定在图书馆。

 (6) 今天晚上我/我今天晚上去保罗那儿听中国音乐。

 
(四) Traduzione
1. 今天下午我去大学学习，晚上我和我的朋友去看电影。

2. 我没有德语/文词典，我只有日语/文词典。

3. 你去图书馆看看(吧) ，那儿可能有《日汉词典》。

4. 你知道我们的图书馆在哪儿吗？

5. A: 你们(的) 老师在教室吗？

 B: 不在，(他) 可能在家。

6. 我的朋友用《汉意词典》，不用《意汉词典》。

 Lezione 11 → Voglio anche alcuni CD

2. 一本书	 一家/个图书馆

	 两本中文书	 两家/个书店

	 三个本子	 三个电话号码

	 四本词典	 四个/位同学

	 五家/个中国商店	 五个/位朋友

 六张光盘	 六个汉语班

	 七盒磁带	 七个/位中国留学生

	 八枝/支铅笔	 八盒磁带

	 九个/位学生	 九个名字

	 十个人	 十种/个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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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都是中文书，你随便看吧。

这儿有两种《英意词典》，你买哪种？	

哪本/些书是你的？

3. (1) 还是

 (2)	 或者

 (3) 还是

 (4)	 还是

 (5)	 或者

 (6)	 还是

 (7)	 还是

 (8) 还是

 (1) 也

 (2)	 也

 (3) 还

 (4)	 也

 (5)	 也

 (6)	 也

 (7) B: 和
  A: 还		B: 还		A: 也	

 (1) 不

 (2)	 没

 (3) 不

 (4)	 没

 (5)	 不

 (6)	 没

 (7)	 不

 (8)	 不

4. (1) B (2) B (3) B (4) B (5) B (6) B 

6.  (1) A: 有几本书？	

  B: 有两本书。

  A: 是英文书还是中文书？

  B: 是中文书。	

 (2) A: 有几枝笔？	

  B: 有五枝笔。

  A: 是什么笔？

  B: 是铅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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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A: 有几个手机？	

  B: 有一个手机。

  A: 是安娜的手机还是马可的手机？

  B: 是安娜的手机。	

 (4) A: 有几张光盘？	

  B: 有九张光盘。

  A: 是VCD还是DVD？

  B: 是四张是VCD, 那五张是DVD。	

(四) Traduzione
1. 你买CD还是DVD? 
2. 哪些书是你的？

3. A: 你们还学/学习别的吗？B: 我们还学/学习中国文学。

4. 晚上我喜欢去跳舞或者去看电影。

5. 我买一枝铅笔和两个本子。

6. 这些人知道不知道你是谁？

 Lezione 12 → Cosa desideri bere?

1. 一勺/块糖	 两勺/块糖	 三杯/瓶水	 四本词典

	 五块点心	 六杯/瓶啤酒	七个/位学生	八张光盘

	 九枝/支铅笔	 十杯茶

2. (1) 会，会

 (2) 可以，可以

 (3) 可以/能
 (4) 会

 (5) 会，能 /可以

 (1) 要

 (2)	 想

 (3) 要

 (4)	 想

 (5)	 想，想

 (6)	 想

3. (1) 那个留学生为什么学习中国文学？

 (2)	 怎么能不请你和咖啡呢？

 (3) 他今天晚上有事儿/今天晚上他有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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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保罗想请小雨去跳舞。

 (5)	 明天我/我明天也去大学上汉语课。	

 (6)	 王老师只会说一点儿意大利语。

4. (1) 今天下午我不能去看那个中国电影。

 (2)	 王老师不想去英国看朋友。

 (3) 他不喜欢喝咖啡，他不想喝咖啡。

 (4) 他们不会写好汉字。

 (5)	 我晚上不能/不可以去跳舞。

 (6)	 你们不能/不可以回家。	

(四) Traduzione
1. 你是我的好朋友，我怎么能不请你一起去喝(杯) 咖啡呢？

2. 今天晚上我们/咱们一起去看电影，好吗？

3. 下午你为什么	/ 你下午为什么/为什么你下午不能来大学上课

4. 对不起，因为明天我	/  我明天要去米兰，不能去你家看你。

5. 我想要一杯茶，还想吃两块点心。你呢？你想喝什么？

6. 我不会说意大利语，只会说一点英语。

 Lezione 13 → Paolo è cordiale

1. (1) 位/个
 (2)	 些，本，本

 (3) 张/种		张/种
 (4)	 件/个
 (5)	 位/个
 (6)	 位/个
 (7)	 杯，块

 (8) 个

2. (1) 怎么样

 (2)	 什么

 (3) 怎么

 (4)	 怎么

 (5)	 怎么

 (6)	 怎么

 (7)	 怎么样

 (1) 哪

 (2)	 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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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哪

 (4)	 哪儿

 (5)	 哪儿

 (1) 想

 (2)	 觉得

 (3) 觉得

 (4)	 觉得

 (5) 想

 (6)	 想，想

3. (1) 你明天	/ 明天你能不能来一下我家？

 (2) 今天他	/ 他今天怎么这么高兴？

 (3) 我觉得保罗的性格很开朗。

 (4) 他是一个很热情的老师。

 (5)	 马可的爸爸很喜欢开玩笑。	

 (6) 安娜现在不想交男朋友。

(四) Traduzione
1 我现在很忙，不能去你那儿。

2 保罗想什么时候请小雨看电影？

3 A: 你觉得马可怎么样？B: 他太粗心(了) ，也太懒了/也很懒。		

4 安娜还不想交(男) 朋友.
5 A: 你(的) 朋友浪漫不浪漫/浪漫吗？B: 他很浪漫，我很喜欢他。

6 这儿有两个教室，一个大，一个小。

 Lezione 14 → Quanti anni hai?

1. (1) 家

 (2)	 家

 (3) 家

 (4)	 口

 (5)	 家

 (6)	 口

2. 上三年级

	 问岁数

	 介绍家人

	 欢迎来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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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 哪个

 (2)	 岁数

 (3) 岁

 (4)	 年级

4. (1) B (2) C (3) B (4) B (5) D

5. (1) 我介绍一下儿这个大学。

 (2)	 我弟弟上小学二年级。

 (3) 你的生日几月几号？

 (4)	 你的好朋友做什么工作？

 (5)	 你的同学想在哪儿上大学？	

 (6)	 他妈妈在一家中国公司工作。

(四) Traduzione
1. 今年九月你哥哥上大学几年级?
2. 我哥哥不像爸爸，像妈妈。

3. 他哥哥想在北京大学学法律。

4. 我奶奶身体不太好。

5. 爸爸是大夫，妈妈在一家意大利公司工作。

6. 你爸爸做什么工作？他今年多大岁数了？

 Lezione 15 → Andare alla partita con gli amici

1. 骑自行车	 骑摩托

	 坐汽车	坐火车	 坐飞机	 坐地铁	 坐公共汽车

	 开汽车	开火车	 开飞机	 开地铁	 开公共汽车 

2. (1) e (2)c (3) e (4) c (5) c (6) e (7) c (8) e

3. (1) 这两个足球队在哪儿比赛？	

 (2)	 你对文学感兴趣吗？

 (3) 你坐地铁还是坐火车去大学上课？

 (4)	 他们一定都是罗马队的球迷。

 (5)	 我明天/明天我不能骑自行车去你家。

 (6)	 我想跟你一起去体育场看足球比赛。

(四) Traduzione
1. 你常常去体育场/馆看足球赛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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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你怎么去米兰？	想做火车去还是做飞机去？	

3. 我对足球不感兴趣，我喜欢骑自行车。

4. 明天晚上哪个队跟哪个队/谁跟谁比赛？我听说是罗马队对米兰队	 / 我听说是罗马跟米兰队 

	 比赛。

5.  要是他去美国，肯定坐飞机去。

6. 要是他爸爸是足球迷，他肯定/一定也是足球迷。

 Lezione 16 → Che ore sono?

3. (1) c (2) e (3) e (4) e (5) c (6) e

4. (1) 我和爸爸去火车站接他。

 (2)	 从你家到大学大概要多长时间？

 (3) 从8：00到10：00有中国文学课。

 (4)	 从米兰坐飞机去北京/坐飞机从米兰去北京/从米兰去北京坐飞机要十个小时。

 (5)	 你跟老师说一下儿吧。

 (6)	 从地铁站到飞机场走路/走路从地铁站到飞机场/从地铁站走路到飞机场大概要七 

	 		 分钟	

(四) Traduzione
1. 谁要从中国来意大利？

2.	 你(的) 朋友怎么去英国？	

3. A: 你们的汉语课几点开始？	

 B: 三点一刻。

4. A: 坐火车去米兰要多长时间？

 B: 大概要四个小时。

5. 从我家到火车站走路要半个小时，开车只要十分钟。  
6. 我觉得当导游是一个最好的工作。

 

 Lezione 17 → Ti insegno ad usare il computer

1. (1) 台

 (2)	 台

 (3)	 台/个
 (4)	 台/ 个
 (5)	 个

 (6)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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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辆

 (8) 辆

2. (1) ……我想问您一个问题	/两个问题……
 (2) …...王老师教我们汉语/中国文学……
 (3) ……我送他一个礼物。

 (4) ……你能教我用吗？

 (5) ……	我付他钱

3. (1) B (2) C (3) B (4) B (5) D (6) C

4. (1) 什么

 (2)	 怎么

 (3)	 什么

 (4)	 怎么样

 (5)	 怎么

 (6)	 怎么样

 (7)	 怎么

 (8) 怎么

 (9) 什么

 (10)	 什么

 (11)	 什么样

5. (1) 每个星期一王老师教我们意大利语。

 (2)	 我去图书馆给朋友借一本《意汉词典》。

 (3) 他教学生语法还是口语？

 (4)	 今天别给我打电话。

 (5)	 我要问老师两个问题。

 (6)	 我想给他买一台新电脑。

(四) Traduzione
1. 别害怕！我跟你开玩笑。

2. 晚上我不在家，别给我打电话。

3. 明天是我姐姐的生日，我们想送她一个新手机。

4. 我写论文的时候，你可以借我你的笔记本电脑吗？

5. 要是你想跟我学开车，你得付我钱。

6. 你不付我钱也行，你给我辅导意大利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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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zione 18 → Quanto costano questi pantaloni blu?

1. (1) 条

 (2)	 块

 (3)	 件

 (4)	 条

 (5)	 件

 (6)	 家/个
 (7)	 件/个
 (8) 双/只

2. (1) 逛商店

 (2)	 试衣服

 (3)	 做练习

 (4)	 买礼物

3. (1) C (2) B (3) B (4) B (5) C (6) B

4. (1) 我们正在吃晚饭呢。

 (2)	 你妹妹穿多大号的裤子？

 (3)	 这台黑颜色的电脑怎么卖？

 (4)	 那种样子的衬衫有大一点儿的吗？

 (5)	 我觉得你穿浅色的衣服不太合适。

 (6)	 中国商店什么时候开始减价？

(四) Traduzione
1. 我可以试试这条裤子吗？

2. 你要什么颜色的毛衣？

3. 这件衬衫的颜色有点儿浅，我穿不合适。(您) 有(一件) 深一点儿的吗？

4. 你穿多大号的衣服？

5. 这件衣服的样子不错，只是有点儿贵。

6. 那本词典和这三个本子一共多少钱？

 Lezione 19 → Il ristorante Cina si trova davanti al cinema

1. (1) 个

 (2)	 张

 (3)	 条

 (4)	 家/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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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个

 (6)	 副

 (7)	 张	

2. (1) 下	 (2)	右	(3)	后	(4)	近	(5)	里边	

 
3. (1) 有

 (2)	 有

 (3)	 在

 (4)	 有

 (5)	 在	

 (1) 离

 (2)	 从

 (3) 从

  (4)	 离

 (5)	 从	

 (1) 左右

 (2)	 大概

 (3)	 大概，左右

 (4)	 左右

 (5)	 大概	

 
4. (1) C (2) C (3) C (4) B
 
5. (1)	 我明天在家休息。

 (2)	 我们十点在咖啡馆见。

 (3)	 我想请大家去中国餐馆吃饭。

 (4)	 电影院就在超市的后边。

 (5)	 离下课还有几分钟？

 (6)	 从他家开车到公司要20分钟。

(四) Traduzione
1. 这个星期从星期一到星期五我们(都) 没有课。

2. 离考试还有几个星期？

3. 教室里大概有多少人？大概有二十人(左右) 。
4. 我家前边有很多商店，地铁也很近。

5. A: 我可以问您一个问题吗？去中国超市怎么走? 
 B:  你一直往前走，大概走100米，那儿有一个酒吧，酒吧旁边(就) 是中国超市。

6.  你来我家的时候，要先坐地铁，在火车站下车，(然后) 坐60路，我家在终点站前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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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zione 20 → Facciamo ordinare i piatti a Xiaoyu?

1. (1) 让

 (2)	 请

 (3)	 知道

 (4)	 来

 (5)	 能

 (6)	 还	

 
2. (1) 我们还来点儿别的吗？

 (2)	 这家餐馆的菜都很好吃。

 (3)	 这是我第一次跟朋友去体育馆看球赛。

 (4)	 老师叫我们作汉语练习。

 (5) 他想让我给大家点菜。

 (6) 我妈妈不想让我去中国学习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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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Traduzione
1. 对不起，这儿不能吸烟，请去外边吸。

2. 他想让我教他跳舞。

3. 今天经理让我在家休息。

4. 这是我第一次去中国，我很高兴。

5. 我不会用筷子，我想让我的中国朋友教我。

6. 这些菜都很好吃，你们随便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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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你好! 你是保罗吗？

2. 我不是保罗，我是马可。

3. 他们是哪儿的人？

4. 我们不都是米兰人，保罗是米兰人，我和马可是罗马人。

5. 您是不是我们的汉语老师？/ 您是我们的汉语老师吗？

6. 谁是你们班的同学？

7. 请问，老师，您贵姓？您是哪儿的人	/ 哪国人？

8. 我不姓王，我姓米。

9. 您叫什么名字？

10. 谁是罗马大学的留学生？

11. 我学习汉语和中国文学。

12. 我的爱好是跳舞和听美国音乐。

13. 我喜欢看书，也常常看电影，还喜欢跳舞。

14. 我不喜欢上网，很少上网。

15. 保罗的电话号码是多少？

16. 明天晚上你去哪儿？

17. 咱们一起回家，好吗？

18. 我去书店买中文书和一本汉语词典。

19. 今天你去看你的女朋友吗？

20. 我们常常一起学习汉语。

21. 我的手机在哪儿？你知道吗？

22. 你们大学的图书馆有没有中文书？

23. 安娜的中文书可能在我这儿。

24. 我晚上去小雨家拿《英汉词典》。

25. 我家没有《意汉词典》，只有《意英词典》。

26. 你看，你们的汉语老师在那儿。

27. 先生，您想买什么东西？

28. 我要两张中国电影光盘，DVD或者VCD。

29. 我不买东西，随便看看，行吗？

30. 这三支铅笔都是你的吗？我拿一枝，行吗？

31. 哪些书是中文书？	我买几本。

32. 你们还要别的东西吗？

Chiave delle 100 frasi da tradur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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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您买这本大词典还是那本小词典？

34. 我要一杯啤酒，还想吃一块小点心。

35. 王老师说，这是一个中国酒吧，我们要说汉语。

36. 明天晚上，马可家有一个晚会，谁想去？

37. 我可以请你喝一杯咖啡吗？

38. 我会说一点儿汉语，(danshi) (但是)只会写30个汉字。

39. A: 你为什么想去中国？B: 因为我的男朋友在中国学习，所以我想去中国看看他。

40. A: 今天晚上咱们去看电影还是去跳舞？B: 对不起，我很想去看电影，但是我不能去， 

	 因为我要学习汉语。

41. 对不起，我明天很忙，不能去你家。 
42. 这个教室大，那个教室小。 
43. 你觉得马可的性格怎么样？ 
44. 他是一个很热情的老师，我们都很喜欢他。

45. 他的汉语不错，英语也很好。 
46. 我哥哥的性格很开朗，很喜欢交朋友。

47. 我妈妈在大学工作，爸爸是一家法国公司的职员。他们每天都很忙。

48. 我不属牛，	我属马。我今年二十岁了。你呢？你（今年）多大了？ 
49. 我不是十岁，我十二岁，我弟弟十岁, 过几天是他的生日。 
50. 这个星期，我妈妈身体不太好，她在家休息，不去工作。

51. 明天我不想跟你去看足球比赛，想跟保罗去看电影。 
52. 明天我们班跟英语班比赛足球，要是我不踢，我们班肯定输。

53. 我是他的老师，他跟我学汉语。 
54. 你们怎么去米兰？坐火车去还是开车去？ 
55. 我对英语不感兴趣，也不会说。

56. 火车站很乱，小心你的钱包。 
57. 听说你不会骑自行车，是吗？ 
58. 我不喜欢走路，喜欢坐车。 
59. 我今天很忙，没空儿。我们明天九点在大学见，好吗？	

60. 十月二十五号是我的生日，正好是星期六。我想请几个好朋友吃饭，你来吗？

61. 你想几点去图书馆？ 
62. 飞机几点到？十点半还是差一刻十一点到？ 
63. 我们先休息一下儿，然后去工作，行吗？ 
64. 你怎么了？	为什么这么不高兴？

65. 他跟我说，他明天从北京坐飞机去英国。 
66. 从北京到上海坐飞机要多长时间？	 
67. 他大概五点（左右）来我家。我们要一起做汉语练习。

68. 王老师不教我们语法，只教我们口语。

69. 你想给他买什么样的手机？

70. 我不能给他买手机，好的手机都很贵，我没钱。

71. 你能借我你的英汉词典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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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我不能给你买自行车。这样吧，我去给你借一辆。

73. A: 对不起！我能问您一个问题吗？	B: 当然可以！	什么问题？说吧！	

74. 今天晚上你别给我打电话，我不在家。

75. 你哥哥正在做练习，你自己玩儿吧！

76. 她不在听音乐，在看书呢。

77. 罗马的商店什么时候开始减价？	减价的时候我要买几件衣服。

78. 我很穷，没有钱，不能给你买贵的礼物。

79. 你明天要干什么？	要是没事儿，我们一起去逛商店，怎么样？

80. 这件衣服有点旧，穿那件新一点儿的吧。

81. 老师，我觉得练习有点儿多，	我们少做一点儿，行吗？	

82. 路易很聪明，也很浪漫，就是有点儿傲。

83. 我穿这件衣服好看吗？

84. 这张光盘多少钱	？

85. 我们班一共有二百个学生。

86. 我是穷学生，不能付你钱。

87. 我家离大学很远，离火车站也很远。

88. 从我家到大学大概有5百米. 
89. 大学前边有几家书店. 
90. 我家在体育场东边，不在体育场西边。 
91. 从这儿一直往前走，到红绿灯那儿往右拐，走二十米就是中国超市。 
92. 电影院后边是一个公园。 
93. 我打算请王老师来我家吃饭.
94. 妈妈不让我去跳舞，让我在家学习。

95. 我去北京的时候，我妹妹叫我给她买一件中国衬衫。

96. 你会用电脑，	为什么让我教你？

97. 她让我跟他一起坐飞机去上海。

98. 他想让我跟他一起坐火车去米兰看朋友。

99. 您是第一次来意大利吗？

100. 我有一个中国朋友，我想请他给我辅导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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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ave dei test

一、 dòufu	 dăoyóu làngmàn jièshào chènshān

二、	考试	 眼镜	 窗户	 地图	 菜单

三、 (1) 个，枝

 (2)  杯

 (3) 台

 (4)  件

四、 (1) 怎么

 (2) 怎么样

 (3) 想

 (4) 有

  (5) 让

五、 (1) B
 (2) C
 (3) C
 (4) C
 (5) B

六、 (1) B
 (2) B
 (3) A
 (4) B
 (5) C

七、 (1)  我和爸爸对音乐都不感兴趣。

 (2) 我妹妹明天要从那不勒斯来罗马。

 (3) 你觉得他的身体怎么样？

 (4) 我们的汉语课九点一刻开始。

 (5) 这是我第二次去体育馆看足球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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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明天别给我打电话！

 (7) 你能不能教我点菜？

 (8) 你从红绿灯那儿一直往前走

 (9) 中国超市就在小雨家的后边

 (10) 她妈妈不让她跟同学们一起去中国学习汉语

八、 (1) 你要几张中国电影光盘？

 (2) ……	一共多少钱？

 (3) 你打算什么时候去…..？
 (4)	 在哪儿能借中文书？	

 (5) 你去看什么电影？

十一、
	 用		先		给		让/请/叫		请		可能/一定		在		离		左右		都

十二、
 (1) 我哥哥有一个女朋友，她不太漂亮，但很热情，也很聪明。

 (2) 我们班有很多女学生/同学，男学生/同学不多。

 (3) 这杯茶太甜了，我不想喝。

 (4) 你什么时候来我家拿汉语/中文词典？	

 (5. 上课的时候，我喜欢问老师问题，但是不太喜欢回答问题。

 (6) 星期六我不喜欢在家休息，我常常去看电影或者跟朋友去跳舞。

 (7) 我去她家的时候，她正在跟她妈妈吃饭。

 (8) 他一个人/自己在中国学汉语。他很想家，常常给爸爸、妈妈和朋友们打电话。

 (9) 图书馆离我这儿不远，但是也不近，你可以坐地铁来，也可以走路来。

 (10) 我常常在商店减价的时候买东西，我也常买二手的东西，因为我是穷学生，没有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