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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H:10 ®iÓm, C§ 20 ®iÓm) Chän  vÞ trÝ ®óng trong c©u cho tõ, ng÷ trong ngoÆc, vÝ dô chän  A
1。他 A 说 B 得 C 很流利 D。 （汉语〕
2．你 A 把问题的严重性跟他说 B 一下儿，他 C 不会不 D 考虑后果的。 （再）
3．A 桌子上 B 摆 C 了为招待客人而 D 准备的各种新鲜水果。 （满）
4．张老师 A 特能说笑话，B 我们 C 一个个把肚子 D 笑疼了。 （都）
5。要是 A 天气不好，B 改天 C 再 D去。  （就〕
6。我 A 比他 B 看C了D 两本书。  （多〕
7。老刘 A 叫人 B 都 C 搬到汽车上去 D。 （把行李〕
8．没病 A 也得先吃 B 点儿药预防 C ，病了就麻烦 D 了。 （着）
9．大家先 A 检查一下儿自己吧，B 不要 C 只是批评 D 别人。 （各自）
10.刚刚毕业工作 A 不到两个月 B 我 C 没有什么工作 D 经验。 （的）
II. (§H:15 ®iÓm, C§ 20 ®iÓm) S¾p xÕp c¸c tõ ng÷ d−íi ®©y thµnh c©u cã nghÜa.

 VÝ dô: 你们/离开/真/我/舍不得
1. 们/准备/为/最后/而/考/作/大学/的/学生/正在

2. 学/和/对/说/重要/很/外语/听/来说

3. 欢迎/我家/都/你/随时/到/作客/我

4. 吃/大夫/药/叫/两次/每天/他
5. 汉语/以前/北京/过/我哥哥/一年/在/学
6. 把/千万/在/你/不要/行李/车/上/丢
7. 严肃/的/突然/起来/神色/王先生
8. 的/自行车/他/我/把/已经/弄/了/红色/刚买/丢/的
9. 放/衣服/他/衣柜/了/把/里/在
10. 彩色/从/一张/画报/照片/是/这/上/下来/剪/的.

 我真舍不得离开你们.
 ………………………………………………………
 ………………………………………………………
 ………………………………………………………
 ………………………………………………………
 ………………………………………………………
 ………………………………………………………
 ………………………………………………………
 ………………………………………………………
 ………………………………………………………
 ………………………………………………………

III. (§H:15 ®iÓm, C§ 20 ®iÓm) Dïng nh÷ng tõ trong ngoÆc hoµn thµnh c©u.
1.我只是跟她说了句玩笑话-------------------------------------------------------------------------------------。(没想到)
2.她虽然长得不漂亮,可你把她说得那么丑----------------------------------------------------------------。(过分)
3.这孩子一点都不知道钱来得不容易------------------------------------------------------------------------。(花)
4.如果你有问题---------------------------------------------------------------------------------------------------。(随时)
5----------------------------------------------------------------------------------,他已经连续一个月没休息了。〔为了〕

6.他从来没见过这种水果------------------------------------------------------------------------------------.。(怪不得)
7如果你不注意安全-------------------------------------------------------------------------------------------。(早晚)
8.我学汉语时间没有他长---------------------------------------------------------------------------------------。(却)
9.他在这儿生活了十几年了------------------------------------------------------------------------------------。(对)
10.明天是春节,你到我家来-------------------------------------------------------------------------------------。(跟)
IV. (§H:20 ®iÓm) Söa c©u sai   ThÝ sinh chØ thi cao ®¼ng kh«ng lµm phÇn nµy

1.天冷了,你得穿多衣服。
2他听到这个消息，一夜高兴得没睡着觉。
3.我遇到很多中国朋友以前在我们国家过。
4.我代表学校向同学们表示热烈地祝贺。
5.不但我看过这部电影,还为它写过一篇评论。
6.到北京后，我们俩个人又在同一个班学习。
7.在那些艰苦的日子里，我一直随身保存过这两件东西。
8.请你介绍一下儿你们的情况给 我们。
9.那是一个好机会加强友谊两国人民。
10.医生对她说：“ 放心吧，我一定尽力把你的病治。”

…………………………………………………………
…………………………………………………………
…………………………………………………………
…………………………………………………………
…………………………………………………………
…………………………………………………………
…………………………………………………………
…………………………………………………………
…………………………………………………………
…………………………………………………………
…………………………………………………………
…………………

C¸n bé
coi thi2:………………………

C¸n bé
coi thi1:…………………….

Bµi thi gåm 02 trang - ThÝ sinh ph¶i viÕt c¸c c©u tr¶ lêi ®óng chç quy ®Þnh theo chØ dÉn cña tõng phÇn



 V. (§H:15 ®iÓm, C§ 20 ®iÓm) §äc ®o¹n v¨n d−íi ®©y råi ®iÒn tõ thÝch hîp vµo chç trèng
(®iÒn trong b¶ng, kh«ng ®iÒn trùc tiÕp vµo ®o¹n v¨n v× sÏ bÞ c¾t ®i cïng ®Çu ph¸ch).

我来到中国生活……….1  一年多了。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我耳闻目睹的事情真不少，下面说一件我…..2  看
到的事。

一天，我坐公共汽车去王府井。…….3 不是上下班的时间，车上人不多，除了我以外，…….4 每个人都有座位。

车………5 到一家医院门口时，一位腿有毛病的老太太……….6 才上了车。车上已经没有座位了，她很吃力地站着，可是

在她旁边一个青年一动不动地坐着。我生气了，走……….7 对那个青年说：“老太太的腿有病，请您给她让个座儿！”

那个青年这时……….8 站起来。他带着大学的校徽。说实话，我真看………..9 这种不会…………10 文明的大学生。

ThÝ sinh ®iÒn vµo b¶ng sau:

1. 2. 3. 4. 5. 
6. 7. 8. 9. 10. 

VI. (§H:10 ®iÓm, C§ 20 ®iÓm) Chän ®¸p ¸n ®óng cho tõ g¹ch ch©n trong nh÷ng c©u d−íi ®©y.
1. 他 哪里知道，为了帮他买书老师跑遍了附近的书店。

A.从哪儿知道 B.怎么才知道 C.在哪儿知道 D.不知道
2.玛丽只在中国生活一年,就对中国的情况这么了解,真 不简单。

A.很难 B.不笨 C.了不起 D.不坏

3.这孩子不听话,总是哭闹,很 烦人。

A.使人生气 B.使人感到麻烦和讨厌 C.使人不舒服 D.使人可怜

4.错了也没啥,咱们再 重新来。

A.做新的 B.重视一点儿 C.去新的地方 D.从头开始

5.他去个体户那儿买东西,也遇到 类似 的情况。

A.差不多 B.完全一样 C.完全不同 D.有些不同

6.他 临走 时给我打了个电话。

A.将要走 B.刚走 C.走后不久 D.走了以后

7.我喜欢同朋友们 聊天儿。

A.谈天气 B.谈天文 C.说大话 D.闲话
8. 我说得 绝对 没错，因为这是我亲眼看到的。

A.可能 B.一定 C.往往 D.从来
9. 这样办事儿，有点儿 说不过去。

A.不合情理 B.不明白 C.很高兴 D.太马虎
10.这本 小说看了一半了，那个剧本我看过一半。

A.小说、剧本现在都在看 B.现在小说、剧本都不看了
C.现在还在看小说，不看剧本了 D.现在还在看剧本，不再看小说了

VII. (§H: 15 ®iÓm) §äc ®o¹n v¨n sau chän nh÷ng c©u ®óng vµ sai víi néi dung bµi .NÕu ®óng th× ®¸nh dÊub; nÕu sai
th× ®¸nh dÊu r vµo bªn tr¸i cña mçi c©u.
( ThÝ sinh chØ thi cao ®¼ng kh«ng lµm phÇn nµy)

S作家成名后，收到了不少姑娘的求爱信。其中有一封是漂亮的C姑娘写的。“…如果您同我结婚，我们会是非常
幸福的一对，其他方面暂时不说，就先说我们的后代吧。我们生下的孩子，将像您一样的聪明，像我一样的漂亮，那该
多么美好呀！…等着和您见面。”信封内还有一张姑娘的彩色照片，背面是一个非常漂亮的签名。

S作家已经看出姑娘为什么要和他结婚。他回信说：“看了您的照片和来信，如同见到了您本人。因此，我想我们

不必再见面了。.……如果您同我结婚，真能像您说的那样，互相弥补不足，当然是件美事。但如果偏偏相反：生下
的孩子，相貌像我一样难看，头脑像您一样愚蠢，那该多么可怕呀！”

姑娘收到回信，委屈地哭了。

1。S作家收到了很多姑娘的求爱信。

2。C姑娘不想跟S作家结婚而是想为S作家生孩子。

3。C姑娘寄给S作家一封信和很多漂亮的彩色照片。

4。S作家知道C姑娘为什么想跟他结婚的原因。

5。S作家认为C姑娘很聪明。
------------HÕt-----------

Chó ý: - C¸n bé coi thi kh«ng gi¶i thÝch g× thªm.
- ThÝ sinh chØ thi cao ®¼ng kh«ng lµm  phÇn IV vµ phÇn V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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