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ВАРИАНТ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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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А. 
1. 您好！我买一。。。4 月 23 号去北京的票。 

а) 本  b) 张  c) 件 
2. 我想买一。。。衬衫。有没有 38 号的？ 

a) 套  b) 条  c) 件 
3. 你们家的茶很好喝！我想再喝一。。。！ 

a) 杯  b) 瓶  c) 束 
Б. 
1. 老师，你说得很快，我没听。。。！请再说一遍。 

a) 好  b) 见  c) 懂 
2. 我把手机忘。。。家里了。 

a) 到  b) 在  c) 住 
3. 八零三路公共汽车不经过前门。我们坐。。。了车。 

a) 在  b) 错  c) 好 
В. 
1. 。。。飞机票便宜了，。。。今天我不坐火车回家了。 

a) 虽然。。。但是 
b) 不但。。。而且 
c) 因为。。。所以 

2. 。。。外面很冷，鼻子和耳朵都红了，。。。他喜欢天冷的时候游

泳。 
a) 不但。。。而且 
b) 要是。。。就 
c) 虽然。。。但是 
 



3. 小王的女朋友。。。聪明，。。。漂亮。 
a) 不但。。。而且 
b) 要是。。。就 
c) 一边。。。一边 

Г. 
1. 我是。。。去年学习汉语的。 

a) 从  b) 在  c) 离 
2. 运动。。。身体很好。 

a) 为  b) 对  c) 和 
3. 他汉语说得。。。中国人一样流利。 

a) 给  b) 比  c) 跟 
Д. 
1. 下雨。。。，你坐出租车回去。。。 

a) 着，了 
b) 了，吧 
c) 呢，了 

2. 我妈妈饭做。。。很好，她做。。。蛋糕很不错。 
a) 得，的 
b) 得，得 
c) 的，的 

3. 他着急。。。问：“邮局的门还开。。。没有？” 
a) 地，了 
b) 得，了 
c) 地，着 
 
Задание 2. Выберите ВЕРНОЕ с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грамматики предложение: 
a) 我喜欢看电影，弟弟比我还喜欢。 
b) 我早五分钟来了。 
c) 他去了商店买东西。 
 
Задание 3. Выберите НЕВЕРНОЕ с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грамматики предложение: 
a) 这儿有两本词典，我的是大的，你的是小的。 
b) 看了电影，我就去外边玩儿。 
c) 我学习汉语五年了。 
 



Задание 4. Выберите один из предложенных вариантов перевода: 
1. Уже прошло больше месяца, как мы приехали в Китай. 

a) 我们来中国已经一个多月了。 
b) 我们已经来中国了一个多月。 
с) 我们已经一个多月了来了中国 

2. На этот раз мы посетили намного больше мест, чем в прошлый раз. 
a) 我们这次比上次参观很多地方。 
b) 我们这次参观的地方比上次多得多。 
c) 我们这次参观得比上次多地方。 

3. Они уже в следующем году поедут в Китай. 
a) 他们明年只去中国学习。 
b) 他们明年已经去中国学习。 
c) 他们明年就去中国学习。 
 
 
II.Проверка понимания текста 

1. Прочитайте текст и выполните задание  
Объем: 284 знака 

 
大黑熊跟你说什么了 

  
很早以前，有两个年轻人，一个叫王贵，一个叫张才。王贵比张才大。

因为他们常在一起玩儿，是很好的朋友，大家都说王贵、张才两个人就好像

哥哥弟弟一样。 
一天，他们上山去玩儿。爬山上以后，他们都觉得有点儿累，就坐下来

休息。这时候，他们看见一个大黑熊走过来了。他们都很怕。旁边有一棵大

树，王贵很快就爬上去了。张才不会爬树，非常着急。可是他听奶奶说过，

熊不吃死人，他就装死人。大黑熊在张才旁边走过来走过去，看他不动，他

想这一定是死人，就走了。王贵看见大黑熊走远了，就从树上爬下来，张才

也站了起来。王贵觉得很不好意思，就问张才: “刚才大黑熊跟你说什么了?” 
张才有点儿不高兴，他说：“大黑熊刚才跟我说:年轻人，我告诉你，在

危险的时候，就能知道谁是你的真朋友!” 

Выберите один из предложенных вариантов ответов на вопросы: 

1. 这篇短文中心思想（主要思想）是: 
А) 王贵和张才是最好的朋友 
B) 在危险的时候，要装死人 



C) 在危险的时候，才能知道谁是你的真朋友 
D) 爬树是一种好事儿 
 

2. 选择正确答案: 
А) 大黑熊很着急 
B) 张才没有王贵大 
C) 大黑熊会说话 
D) 张才比王贵大 

 
3.王贵为什么爬上树去了? 

А) 因为喜欢爬树 
B) 因为他怕走过来的动物 
C) 因为树上找了一只鸟 
D) 因为教张才爬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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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世界上最大的广场是_________。 

A、人民广场 B、天安门广场 C、莫斯科红场 

2. 中国第二条大河是_________。 
A、 黑龙江 B、黄河 C、珠江 

3. 北京名胜古迹有___________。 
A、 东方明珠 B、兵马俑 C、故宫 
 
 
 

ВАРИАНТ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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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А. 
1. 桌子上放着一。。。好看的杯子。 

а) 个  b) 本  c) 件 
2. 他今天穿了一。。。黄衬衫。 

a) 条  b) 件  c) 套 



3. 请在那儿拿一。。。表。 
a) 本  b) 张  c) 个 

Б. 
1. 我很长时间没看。。。你哥哥！他现在在哪儿？ 

a) 到  b) 见  c) 懂 
2. 老师让我把这些生词写。。。本子上。 

a) 住  b) 到  c) 在 
3. 他刚来中国，还没学。。。用筷子吃饭。 

a) 会  b) 完  c) 上 
В. 
1. 他。。。学汉语的时间不长，。。。说得不错。 

a) 因为。。。所以 
b) 虽然。。。但是 
c) 不但。。。而且 

2. 你们。。。认真准备，。。。会得到好成绩。 
a) 只要。。。就 
b) 不但。。。而且 
c) 虽然。。。但是 

3. 他。。。吃药、喝水。。。要别人帮助，病得厉害。 
a) 要是。。。就 
b) 连。。。都 
c) 因为。。。所以 
     Г. 

1. 我家。。。学院很近，走路十分钟就到了。 
a) 到  b) 从  c) 离 

2. 我一到家就。。。你打电话。 
a) 给  b) 对  c) 跟 

3. 你去看电影吗？我想。。。你一起去。 
a) 为  b) 和  c) 给 

Д. 
1. 下雪。。。，你坐出租车回去。。。 

a) 了，吧 
b) 着，了 
c) 呢，了 
 



2. 我女朋友饭做。。。很好，她做。。。蛋糕很不错。 
a) 得，得 
b) 得，的 
c) 的，的 
 3. 他着急。。。问：“银行的门还开。。。没有？” 
a) 地，了 
b) 得，了 
c) 地，着 
 
Задание 2. Выберите ВЕРНОЕ с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грамматики предложение: 
a) 我去了图书馆借书。 
b) 我喜欢跳舞，比我姐姐更喜欢。 
c) 他汉语说得比我很流利。 
 
Задание 3. Выберите НЕВЕРНОЕ с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грамматики предложение: 
a) 买了票我就去看电影。 
b) 我学习汉语三年了。 
c) 这儿有两个商场，这个是大的，那个是小的。 
 
Задание 4. Выберите один из предложенных вариантов перевода: 

1. Уже прошло две недели, как мы приехали в Китай. 
a) 我们来中国已经两个星期了。 
b) 我们已经来中国了两个星期。 
с) 我们已经两个星期了来了中国 

2. На этот раз мы купили намного больше фруктов, чем в прошлый раз. 
a) 我们这次买的水果比上次多得多。 
b) 我们这次比上次买很多水果。 
c) 我们这次买得比上次多水果。 

3. Они уже в следующем месяце поедут в Китай. 
a) 他们下个月已经去中国学习。 
b) 他们下个月就去中国学习。 
c) 他们下个月只去中国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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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Объем: 284 знака 

 
大黑熊跟你说什么了 

  
很早以前，有两个年轻人，一个叫王贵，一个叫张才。王贵比张才大。

因为他们常在一起玩儿，是很好的朋友，大家都说王贵、张才两个人就好像

哥哥弟弟一样。 
一天，他们上山去玩儿。爬山上以后，他们都觉得有点儿累，就坐下来

休息。这时候，他们看见一个大黑熊走过来了。他们都很怕。旁边有一棵大

树，王贵很快就爬上去了。张才不会爬树，非常着急。可是他听奶奶说过，

熊不吃死人，他就装死人。大黑熊在张才旁边走过来走过去，看他不动，他

想这一定是死人，就走了。王贵看见大黑熊走远了，就从树上爬下来，张才

也站了起来。王贵觉得很不好意思，就问张才: “刚才大黑熊跟你说什么了?” 
张才有点儿不高兴，他说：“大黑熊刚才跟我说:年轻人，我告诉你，在

危险的时候，就能知道谁是你的真朋友!” 

Выберите один из предложенных вариантов ответов на вопросы: 

1. 这篇短文中心思想（主要思想）是: 
А) 两个朋友参加爬树比赛 
B) 每一个认识的人不一定是你的真朋友 
C) 黑熊是人家最好的朋友 
D) 见到黑熊的话要跟它说话 
 

2. 选择正确答案: 
А) 大熊咬在地上躺着的人 
B) 朋友中间只有一个会爬树的 
C) 大熊一看见朋友们就爬上树去了 
D) 黑熊又累又饿，所以走远了 

 
3. 张才为什么不爬树? 

А) 因为树上只有一个座位 
B) 因为奶奶教熊爬树 
C) 因为他不怕大黑熊 
D) 因为两个朋友中间只有一个会爬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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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中国第一条大河是___________。 
A、 黑龙江 B、黄河 C、长江 

2. 中国有名的诗人是___________。 
A、齐白石 B、鲁迅 C、李白 

3. 中国人口最多的城市是___________。 

A、上海 B、北京 C、重庆 

 
 

ВАРИАНТ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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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А. 
1. 我的房间不大。窗户旁边有一。。。床。 

а) 张  b) 把  c) 件 
2. 这。。。帽子是去年在中国买的。 

a) 件  b) 顶  c) 条 
3. 那。。。汉字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写。 

a) 本  b) 把  c) 个 
Б. 
1. 我朋友又去商店了。我不知道那本书他买。。。了没有。 

a) 错  b) 到  c) 在 
2. 请把你的本子交。。。老师。 

a) 给  b) 到  c) 往 
3. 这件衬衫不是你的。你穿。。。了。 

a) 完  b) 好  c) 错 
В. 
1. 老师。。。进教室。。。开始上课。 

a) 因为。。。所以 
b) 一。。。就 
c) 要是。。。就 
 



2. 我。。。他的姓名。。。不知道。 
a) 只有。。。才 
b) 不但。。。而且 
c) 连。。。也 

3. 。。。不喜欢吃葡萄他什么水果。。。爱吃。 
a) 除了。。。都 
b) 要是。。。就 
c) 不但。。。而且 
 
Г. 

     1. 你不应该。。。教室里抽烟。 

a) 离  b) 在  c) 往 
2. 我找不到路，不知道。。。哪个方向走。 

a) 在  b) 往  c) 给 
3. 我。。。老师请三天假，他不同意。 

a) 跟  b) 向  c) 从 
Д. 
1. 下大雪。。。，你坐地铁回去。。。 

a) 了，吧 
b) 着，了 
c) 呢，了 

2. 我姐姐饭做。。。很好，她做。。。点心很不错。 
a) 的，的 
b) 得，得 
c) 得，的 

3. 他着急。。。问：“百货大楼的门还开。。。没有？” 
a) 得，了 
b) 地，着 
c) 地，了 
 
Задание 2. Выберите ВЕРНОЕ с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грамматики предложение: 
 
a) 我跟你一样说汉语。 
b) 我三个月没看见他。 
c) 他在商店买三斤苹果了。 



 
Задание 3. Выберите НЕВЕРНОЕ с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грамматики предложение: 
 
a) 我比你做了多练习。 
b) 吃了午饭，我就去商店买东西。 
c) 这儿有两本书，我的是英文的，你的是中文的。 
 
Задание 4. Выберите один из предложенных вариантов перевода: 

1. Уже прошло три месяца, как мы приехали в Китай. 
a) 我们已经三个月了来了中国。 
b) 我们已经来中国了三个月。 
с) 我们来中国已经三个月了。 

2. На этот раз мы сделали намного больше упражнений, чем в прошлый 
раз. 

a) 我们这次做的练习比上次多得多。 
b) 我们这次比上次做很多练习。 
c) 我们这次做得比上次多练习。 

3. Они уже завтра поедут в Китай учиться. 
a) 他们明天已经去中国学习。 
b) 他们明天就去中国学习。 
c) 他们明天只去中国学习。 
 
II.Проверка понимания текста 

1. Прочитайте текст и выполните задание  
Объем: 284 знака 

 
大黑熊跟你说什么了 

  
很早以前，有两个年轻人，一个叫王贵，一个叫张才。王贵比张才大。

因为他们常在一起玩儿，是很好的朋友，大家都说王贵、张才两个人就好像

哥哥弟弟一样。 
一天，他们上山去玩儿。爬山上以后，他们都觉得有点儿累，就坐下来

休息。这时候，他们看见一个大黑熊走过来了。他们都很怕。旁边有一棵大

树，王贵很快就爬上去了。张才不会爬树，非常着急。可是他听奶奶说过，

熊不吃死人，他就装死人。大黑熊在张才旁边走过来走过去，看他不动，他

想这一定是死人，就走了。王贵看见大黑熊走远了，就从树上爬下来，张才

也站了起来。王贵觉得很不好意思，就问张才: “刚才大黑熊跟你说什么了?” 



张才有点儿不高兴，他说：“大黑熊刚才跟我说:年轻人，我告诉你，在

危险的时候，就能知道谁是你的真朋友!” 

Выберите один из предложенных вариантов ответов на вопросы: 

1. 这篇短文中心思想（主要思想）是: 
А) 在动物园散步比在森林散布安全得多 
B) 想吃一个人的时候大熊走远 
C) 黑熊是危险的动物之一 
D) 在危险的时候不会帮助的一个不算是真朋友 
 

2. 选择正确答案: 
А) 黑熊走远以后朋友们就开笑 
B) 大熊以为前边是死人 
C) 小熊怕刚来的两个人 
D) 两个朋友不怕黑熊 

 
3. 大黑熊为什么没吃张才? 

А) 因为熊昨天才吃了奶奶 
B) 因为张才快快地爬上树去了 
C) 因为遇到大熊时张才不动 

 D) 因为大熊看不见张才 
 
III. Проверка лингвострановедческих знаний 
Выберите один из предложенных вариантов ответов на вопросы. 
 

1. 中国人口有___________。 

A、十二亿  B、十三亿 C、三十亿 

2. 中国第三条大河，也就是中俄两国界河是___________。 

A、 黑龙江 B、黄河 C、长江 

3. 中国的首都是___________。 

A、上海 B、北京 C、重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