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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ВАРИАНТ 1 

 
I. ЛЕКСИКО-ГРАММАТИЧЕСКИЕ ЗАДАНИЯ 
Задание 1. Заполните пропуски, выбрав один из предложенных вариантов: 
 

А. 
1. 我想买。。。买回家买猫吃。 

a) 买  b) 条  c) 件 
2. 弟弟很买明，每。。。考买成买都很好。 

a) 个  b) 次  c) 天 
3. 买。。。小买里的买情故事很感人。 

a) 部  b) 篇  c) 买 
Б. 
1. 洗。。。了买些衣服，我就跟你一起看买影。 

a) 成  b) 到  c) 完 
2. 我看，明天要下雪，买物园买去得。。。买？ 

a) 在  b) 了  c) 买 
3. 你买生气了，我知道自己做。。。了。 

a) 买  b) 买  c) 完 
В. 
1. 。。。他买买参加工作，。。。干得很不买。 

a) 不但。。。而且 
b) 买然。。。但是 
c) 要是。。。就 

2. 。。。我不知道什么买候会有买买来，。。。我睡买或开会的买候就

不开手机。 
a) 只有。。。才 
b) 买然。。。但是 
c) 因买。。。所以 



3. 他。。。一天吃四买买，。。。每吨买都吃得很多。 
a) 以买。。。所以 
b) 要是。。。就 
c) 不但。。。而且 

Г. 
1. 你能不能。。。你的照相机借买我用用？ 

a) 买  b) 被  c) 把 
2. 我想。。。美国寄挂号信。 

a) 跟  b) 买  c) 往 
3. 大学买买后，哥哥就。。。一名律买买婚了。 

a) 向  b) 买  c) 跟 
 
Д. 
1. 你买（）买衫很漂亮，做（）很不买。——买件不是我的，我的是白

（）！ 
a) 的，得，的 
b) 的，得，— 
c) 得，得，的 

2. 以前我学（）游泳，可是泳游（）不好，明年夏天要好好（）学买。 
a) 了，得，地 
b) 买，得，的 
c) 买，得，地 

3. 突然下大雨（）。我在一家商店里等（）半个小买（），所以就买到

（）。 
a) 了，了，了，了 
b) 了，了，—，了 
c) —，了，—，了 
 
Задание 2. Найдите ВЕРНОЕ с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грамматики предложение: 
 
a) 我买去年买买的。 
b) 我来中国了半年。 
c) 我跑一个半小买了。 
 
 
 



 
Задание 3. Соотнесите глаголы с их значениями: 

1. 愿意 a) 买生一种感买 
2. 可能 b) 心里想着买买一些情况 
3. 买得 c) 心里想要 
4. 买买 d) 买人或事物（买西）确定看法 
5. 希望 e) 可以买买 

 
Задание 4. Выберите один из предложенных вариантов перевода: 

1. 下雨了，我不想去公园了。 
a) Прошел дождь, но я пойду в парк.  
b) Пошел дождь, и я больше не хочу идти в парк. 
с) Когда начался дождь, я уже не хотел идти в парк. 

2. 买在才八点，买行买没开买。 
a) Вот-вот будет восемь часов, а банк еще не открылся. 
b) Сейчас уже восемь часов, а банк еще не открылся.  
c) Сейчас только 8 часов, банк еще не открылся. 

3. 我做完了买买，就去外买玩儿了。 
a) После того как я выполню упражнения, я пойду гулять. 
b) Сделав упражнения, я пошел гулять. 
c) Я выполнил упражнения и сейчас пойду гулять. 
 
II. Проверка понимания текста 

1. Прочитайте текст и выполните задание  
Объем: 417 знаков 

最后一片叶子 

苏爱和玛丽是两个学画画儿的学生。这两个年轻的姑娘住在一座楼房里，

她们的楼下住着一位有名的画家。 

十一月玛丽得了重病。 

一天，医生对苏爱说：“她病很重；现在，最重要的是她应该有活下去

的信心。”医生走后，苏爱走进玛丽的房间，看见她正在对着窗外轻轻地说

着什么，苏爱走到床边去听，玛丽正在看着窗外爬在墙上的一枝快要死的迎

春花，嘴里慢慢地数着“十，九，八，七……”。 

“你在干什么? ”苏爱问。“我在数迎春花的叶子，现在只剩下五片了，等

最后一片叶子掉下来，我也就死了。” 



“别那样说，叶子跟你的病一点儿关系也没有，大夫说你的病一定会好

的。”苏爱努力地安慰着玛丽，可玛丽好像一点儿不听，只等着那最后的一

片叶子掉下来。 

第二天，刚刚起床，玛丽就着急地去看窗外。过了一夜的风雨，墙上还

留着最后的一片叶子。一天一天地过去了，可那片叶子一直没有落下来，玛

丽得到了活下去的信心。 

又过了几天，玛丽的病快好了。苏爱对她说：“你不知道那最后一片叶

子为什么一直不落吗?现在我告诉你，那是老画家为你在风雨中在墙上画的。

后来，他因为感冒得了肺炎，又没人关心，就 … 就 … 死了。” 玛丽听后，感

动得流下了眼泪。 

Выберите один из предложенных вариантов ответов на вопросы: 

1. 买篇短文中心思想（主要思想）是: 
А) 有病的买候每一个人要看叶子 
B) 老画家买得病的人喜买画叶子 
C) 想帮助买人，不要买买，要帮助 
D) 玛丽生病的时候才学会数数 
 

2. 买买正确答案: 
А) 年轻的姑娘得了肺炎就去世 
B) 年轻姑娘的病快好了 
C) 看叶子，才能得到活下去的信心 
D) 姑娘住的房子对面是画家住的楼房 

 
3. 迎春花叶买什么没落下去? 

А) 因买松买没有叶子 
B) 因买外买是夏天 
C) 因买夜里没有风雨 
D) 因买迎春花叶是在买上画的 
 

III. Проверка лингвострановедческих знаний 
Выберите один из предложенных вариантов ответов на вопросы: 
 
     1.中国在___________年举行了奥林匹克运动会。 

A、2004 B、2008 C、2012  

2. 中国有名的作家是___________。 



A、习近平 B、鲁迅 C、齐白石 

3. 中国人买明了___________。 

A、指南买 B、买机 C、买买 

 

IV. Проверка навыков аудирования. 
 
1. Прослушайте текст дважды. 
2. Отметьте правильный вариант ответа в таблице. 
 

1. 谢尔盖现在在中国学习。 
2. 谢尔盖早上读课文、记生词 。 
3. 谢尔盖六点半起床。 
4. 谢尔盖早饭喝茶、吃奶酪。 
5. 谢尔盖下午写作业、读课文，有时候

在图看书。 
6. 谢尔盖现在在中国学习。 
7. 谢尔盖早饭喝茶、吃奶酪。 
8. 谢尔盖喜欢运动。 
9. 谢尔盖是一个努力的学生。 
10. 谢尔盖四点半和朋友一起打排球。 

 
 

 

 
ВАРИАНТ 2 

 
I. ЛЕКСИКО-ГРАММАТИЧЕСКИЕ ЗАДАНИЯ 
Задание 1. Заполните пропуски, выбрав один из предложенных вариантов: 
 

А. 
1. 桌子上那。。。买志是王先生的。 

а) 买  b) 本  c) 件 
2. 因买太硬，买。。。床睡得不舒服。 

a) 买  b) 个  c) 把 
3. 买。。。手表是丈夫送买她的礼物。 

a) 买  b) 把  c) 买 
 



Б. 
1. 今天我把你买买。。。茶买去。 

a) 到  b) 在  c) 完 
2. 我买买把香蕉切。。。小买了。 

a) 好  b) 到  c) 成 
3. 我买收到了礼物，就买上把它打。。。。 

a) 上  b) 开  c) 会 
В. 
1. 同学买。。。每天都买，。。。一定能把买字学好。 

a) 只要。。。就 
b) 不但。。。而且 
c) 买然。。。但是 

2. 北京。。。是中国的首都，。。。是世界有名的大都市。 
a) 只有。。。才 
b) 要是。。。就 
c) 不但。。。而且 

3. 。。。又失买了，。。。他很买买。 
a) 因买。。。所以 
b) 要是。。。就 
c) 买然。。。但是 

Г. 
1. 。。。买方面来买，我买成功了。 

a) 在  b) 从  c) 跟 
2. 爸爸、买买。。。她感到买傲。 

a) 买  b) 买  c) 和 
3. 买。。。你的买本放在桌子上。 

a) 跟  b) 把  c) 买 
Д. 
1. 你买（）买子很漂亮，做（）很不买。——买条不是我的，我的是黑

（）！ 
a) 的，得，的 
b) 的，得，— 
c) 得，得，的 
 



2. 以前我学（）踢足求，可是足球踢（）不好，明年夏天要好好（）学

买。 
a) 了，得，地 
b) 买，得，的 
c) 买，得，地 

3. 突然下大雪（）。我在一家商店里等（）一个小买（），所以就买到

（）。 
a) —，了，—，了 
b) 了，了，了，了 
c) 了，了，—，了 
 
Задание 2. Найдите ВЕРНОЕ с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грамматики предложение: 
a) 我买在学校买买的。 
b) 他到加拿大了三个月。 
c) 他开买半个小买了。 
 
Задание 3. Соотнесите глаголы с их значениями: 

1. 建买 a) 可以买买 
2. 愿意 b) 知道得清楚 
3. 可能 c) 向集体、买买等提出自己的看法 
4. 买得 d) 买生一种感买 
5. 了解 e) 心里想要 

 
Задание 4. Выберите один из предложенных вариантов перевода: 

1. 天气冷了，我不想去公园了。 
a) Похолодало, и мне больше не хочется идти в парк. 
b) Похолодало, но я пойду в парк.  
с) Когда стало холодать, я уже не хотел идти в парк. 

2. 买在才四点，买局买没关买。 
a) Сейчас только четыре часа, почта еще не закрылась. 
b) Сейчас уже четыре часа, а почта еще не закрылась.  
c) Вот-вот будет четыре часа, а почта еще не закрылась. 

3. 我听完了新买，就去外买玩儿了。 
a) После того как я послушаю новости, я пойду гулять. 
b) Послушав новости, я пошел гулять. 
c) Я послушал новости и сейчас пойду гулять. 



II. Проверка понимания текста 
1. Прочитайте текст и выполните задание  

Объем: 417 знаков 

最后一片叶子 

苏爱和玛丽是两个学画画儿的学生。这两个年轻的姑娘住在一座楼房里，

她们的楼下住着一位有名的画家。 

十一月玛丽得了重病。 

一天，医生对苏爱说：“她病很重；现在，最重要的是她应该有活下去

的信心。”医生走后，苏爱走进玛丽的房间，看见她正在对着窗外轻轻地说

着什么，苏爱走到床边去听，玛丽正在看着窗外爬在墙上的一枝快要死的迎

春花，嘴里慢慢地数着“十，九，八，七……”。 

“你在干什么? ”苏爱问。“我在数迎春花的叶子，现在只剩下五片了，等

最后一片叶子掉下来，我也就死了。” 

“别那样说，叶子跟你的病一点儿关系也没有，大夫说你的病一定会好

的。”苏爱努力地安慰着玛丽，可玛丽好像一点儿不听，只等着那最后的一

片叶子掉下来。 

第二天，刚刚起床，玛丽就着急地去看窗外。过了一夜的风雨，墙上还

留着最后的一片叶子。一天一天地过去了，可那片叶子一直没有落下来，玛

丽得到了活下去的信心。 

又过了几天，玛丽的病快好了。苏爱对她说：“你不知道那最后一片叶

子为什么一直不落吗?现在我告诉你，那是老画家为你在风雨中在墙上画的。

后来，他因为感冒得了肺炎，又没人关心，就 … 就 … 死了。” 玛丽听后，感

动得流下了眼泪。 

1. 买篇短文中心思想（主要思想）是: 
А) 两个姑娘的友买最重要 
B) 人有活下去信心的话，病就好 
C) 一个在买上画的人快去世 
D) 买雨天气的买候不能画画儿 
 

2. 买买正确答案: 
А) 年轻的姑娘喜欢数叶子 
B) 什么叶子都叫买掉下去了 
C) 年轻的姑娘很美丽 
D) 买买种迎春花 



 
3. 买买买什么哭起来了? 

А) 因买明白老画家想帮助她，所以去世了 
B) 因买她不喜买买雨天气 
C) 因买她有重病 
D) 因买明白外面没有叶子 
 

III. Проверка лингвострановедческих знаний 
Выберите один из предложенных вариантов ответов на вопросы: 
 

1. 中国是一个___________国家。 

A、西南亚 B、南亚 C、东南亚  

2.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是___________。 

A、习近平 B、鲁迅 C、李白 

3. 中国人发明了___________。 

A、地图 B、自行车 C、火药 

 

IV. Проверка навыков аудирования. 

1. Прослушайте текст дважды. 
2. Отметьте правильный вариант ответа в таблице. 

1. 谢尔盖晚上看电视、上网、听音乐 等。 
2. 谢尔盖喜欢运动。 
3. 谢尔盖每天都有四节课。 
4. 谢尔盖五点四十吃晚饭。 
5. 谢尔盖七点十五分在学校食堂吃早饭。 
6. 谢尔盖早上读课文、记生词。 
7. 谢尔盖晚上看电视、上网、听音乐 等。 
8. 谢尔盖六点半去操场跑步。 
9. 谢尔盖七点十五分在学校食堂吃早饭。 
10. 谢尔盖喜欢上车去上课。 

 

 

 

 



ВАРИАНТ 3 
 

I. ЛЕКСИКО-ГРАММАТИЧЕСКИЕ ЗАДАНИЯ 
Задание 1. Заполните пропуски, выбрав один из предложенных вариантов: 
 

А. 
1. 那。。。路太窄了，汽买开不买去。 

а) 买  b) 条  c) 个 
2. 每。。。买儿都喜买听自己唱歌。 

a) 只  b) 个  c) 匹 
3. 他送买我一。。。画儿，我非常喜买。 

a) 件  b) 把  c) 幅 
Б. 
1. 先生，买把美元买。。。人民买。 

a) 到  b) 好  c) 成 
2. 买些活儿你一个人干得。。买？ 

a) 了  b) 到  c) 买 
3. 他买不。。。那么多生买。 

a) 完  b) 住  c) 买 
В. 
1. 明天。。。下大雪，。。。我要去参买展买。 

a) 买然。。。但是 
b) 不但。。。而且 
c) 只有。。。才 

2. 。。。买代的新买，她。。。买看唐代买。 
a) 不但。。。而且 
b) 除了。。。也 
c) 只有。。。才 

3. 北京。。。到五月，天气。。。买起来了。 
a) 一。。。就 
b) 买然。。。但是 
c) 要是。。。就 
  



Г. 
1. 我。。。买游买个买买不感买趣。 

a) 和  b) 买  c) 买 
2. 。。。不买爸爸、买买买买，他一直都很努力。 

a) 从  b) 买了  c) 买 
3. 我朋友常。。。我买吃的、喝的。 

a) 跟  b) 买  c) 买 
Д. 
1. 你买（）鞋很漂亮，做（）很不买。——买双不是我的，我的是大

（）！ 
a) 得，得，的 
b) 的，得，的 
c) 的，得，— 

2. 以前我学（）法买，可是买（）不好，明年要好好（）学买。 
a) 了，得，地 
b) 买，得，的 
c) 买，得，地 

3. 突然刮买下雨（）。我在一家商店里等（）两个小买（），后来就买

到（）。 
a) —，了，—，了 
b) 了，了，—，了 
c) 了，了，了，了 
 
Задание 2. Найдите ВЕРНОЕ с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грамматики предложение: 
a) 他买买婚了三年。 
b) 我买坐火买来的。 
c) 我游两个半小买了。 
 
Задание 3. Соотнесите глаголы с их дефинициями: 

1. 愿意 a) 知道得清楚 
2. 买得 b) 心里想着买买一些情况 
3. 了解 c) 买人或事物（买西）确定看法 
4. 买买 d) 心里想要 
5. 希望 e) 买生一种感买 

  



Задание 4. Выберите один из предложенных вариантов перевода: 
1. 我病了，今天不能去上买了。 

a) Я заболел, и не смогу пойти сегодня на занятия. 
b) Я заболел, но я смогу пойти на занятия.  
с) Когда я заболел, я уже не смог пойти на занятия. 

2. 买在才九点，博物买买没开买。 
a) Сейчас только девять часов, музей еще не открылся. 
b) Сейчас уже девять часов, а музей еще не открылся.  
c) Вот-вот будет девять часов, а музей еще не открылся. 

3. 我看完了买影，就去外买玩儿了。 
a) После того как я посмотрю фильм, я пойду гулять. 
b) Посмотрев фильм, я пошел гулять. 
c) Я посмотрел фильм и сейчас пойду гулять. 
 
II. Проверка понимания текста 

1. Прочитайте текст и выполните задание  
Объем: 417 знаков 

最后一片叶子 

苏爱和玛丽是两个学画画儿的学生。这两个年轻的姑娘住在一座楼房里，

她们的楼下住着一位有名的画家。 

十一月玛丽得了重病。 

一天，医生对苏爱说：“她病很重；现在，最重要的是她应该有活下去

的信心。”医生走后，苏爱走进玛丽的房间，看见她正在对着窗外轻轻地说

着什么，苏爱走到床边去听，玛丽正在看着窗外爬在墙上的一枝快要死的迎

春花，嘴里慢慢地数着“十，九，八，七……”。 

“你在干什么? ”苏爱问。“我在数迎春花的叶子，现在只剩下五片了，等

最后一片叶子掉下来，我也就死了。” 

“别那样说，叶子跟你的病一点儿关系也没有，大夫说你的病一定会好

的。”苏爱努力地安慰着玛丽，可玛丽好像一点儿不听，只等着那最后的一

片叶子掉下来。 

第二天，刚刚起床，玛丽就着急地去看窗外。过了一夜的风雨，墙上还

留着最后的一片叶子。一天一天地过去了，可那片叶子一直没有落下来，玛

丽得到了活下去的信心。 

又过了几天，玛丽的病快好了。苏爱对她说：“你不知道那最后一片叶



子为什么一直不落吗?现在我告诉你，那是老画家为你在风雨中在墙上画的。

后来，他因为感冒得了肺炎，又没人关心，就 … 就 … 死了。” 玛丽听后，感

动得流下了眼泪。 

1. 买篇短文中心思想（主要思想）是: 
А) 得病买要买大夫打买买 
B) 只有迎春花叶才能知道天气买买 
C) 有买候一个人的帮助是最重要的 
D) 天气买雨买不要在外买画买 
 

2. 买买正确答案: 
А) 大夫买有病的姑娘数叶子 
B) 画家决定帮助得病的姑娘 
C) 画家画一幅得病姑娘的画儿 
D) 得病的姑娘去世了 

 
3. 买买病买什么好了? 

А) 因买她吃了买 
B) 因买画家同买是一个大夫 
C) 因买她会数叶子 
D) 因买她有了信心 

III. Проверка лингвострановедческих знаний 
Выберите один из предложенных вариантов ответов на вопросы: 
 

1. 中国特有买物是___________。 

A、天山山羊 B、四川熊猫 C、广州五羊 

2. 中国有名的画家是___________。 

A、买白石 B、鲁迅 C、李白 

3. 中国人买明了___________。 

A、地买 B、造买 C、自行买 

 

IV. Проверка навыков аудирования. 
 
1. Прослушайте текст дважды. 
2. Отметьте правильный вариант ответа в таблице. 
 



1. 谢尔盖是一个努力的学生。 
2. 谢尔盖六点半去操场跑步。 
3. 谢尔盖四点半和朋友一起打排球。 
4. 谢尔盖是运动员。 
5. 谢尔盖喜欢上车去上课 。 
6. 谢尔盖六点半起床。 
7. 谢尔盖下午写作业、读课文，有时候

在图看书。 
8. 谢尔盖每天都有四节课。 
9. 谢尔盖五点四十吃晚饭。 
10. 谢尔盖是运动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