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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练习听力材料原文 Skripte 2. Wiederholung

Auf diesen Seiten sind die Skripte zu den Höverständnisübungen zur  
2. Wiederholungslektion der Lektionen 6-10 nachzulesen. 

单元练习（6-10课）听力原文

第一部分

1	 我不想吃了，他硬要我把所有的东西吃完。
问：他怎么样？

2	 别说话了，赶快睡觉，天快亮了。
问：这句话可能是在什么时候说的？

3	 看看你，脸拉得那么长干什么？
问：脸拉得长是什么意思？

4	 这两天我正心烦呢！公司里忙得跟什么似的，看来回家过春节是没戏了！
问：说话人为什么心烦？

5	 美，最重要的是自然、真实，不能把美当做工具和商品。
问：下面那句话是说话人的意思？

6	 毕竟他还是个孩子，不懂这些道理。
问：说话人对孩子的态度怎么样？

7	 这块石头很重，甚至四、五个小伙子都搬不动。
问：这句话的意思是？

8	 中国人有很多喝酒的习俗，结婚要请朋友喝喜酒，新郎、新娘要喝交杯
酒，送朋友远行，要喝送行酒，孩子满月要喝满月酒。
问：新郎、新娘要喝什么酒？

9	 现在，人们拜年的方式越来越多，比如电话拜年、网络拜年、短信拜年
等。
问：下面哪一种方式没有说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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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	 你怎么一直盯着那个最年轻最美丽的女孩子？是不是喜欢上她了？
问：“盯”是什么意思？

bm	 清明节是每一年的4月5日，寒食节是清明的前一天。
问：下面哪种说法正确？

bn	 山很高，路又很危险，山上全是树木，要找到两个人真不容易。
问：为什么不容易找到两个人？

bm	 走进老屋，你看不见以前的土墙，木头的柱子，古旧的桌椅与现代的壁画、
咖啡壶以及画册、书、影集放在一起，有了一种特殊的情调。
问：老屋以前的什么现在没有了？

bp	 因为莱茵河的浪漫，因为柏林墙的过去，因为格林童话里的白雪公主，因为
哲学和马克思，因为有名的德甲，因为香肠和啤酒，因为宝马和奔驰……许
多中国人都梦想着到德国旅游。
问：许多中国人想去德国旅游是因为？

bq	 这个不大的小镇简直就是一座德国古代建筑的博物馆。
问：这句话的意思是？

第二部分

br A: 来找我的人长什么样？
B: 男的，五十岁上下，头发没有几根，而且还都白了。
问：来的人头发怎么样？

bs A: 你这孩子，做事总是这样马虎，不能细心一点儿吗？
B: 爸，我这不是和您有点儿像吗？
问：孩子的意思是？

bt A: 我做错什么啦？你一个星期都对我不冷不热的！
B: 我不冷不热？你对我好吗？一天到晚说我做的饭不好吃，说别人的妻子
这好那好。从明天开始，你自己做饭吧！
问：这可能是谁和谁在说话？

bu A: 你告诉爸妈我周末不回家了吗？
B: 哥，爸妈一听说你不回来，心一下子凉了半截，要知道，我们家每次中秋
节都是全家一起过的，这次却要少一个人！
问：他们在说什么节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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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 A: 中国人过年一般做什么？
B: 过年的时候是每个家庭最幸福的时候，家人在一起包饺子、吃团圆饭、
贴对联、放鞭炮，相互之间说祝福的话，送新年礼物等。每个人脸上都是
快乐的笑容。
问：下面哪一个不是中国人过年时做的事情？

cm A: 你们中国人总是说一个女孩子长着鸭蛋脸、大眼睛、细眉毛、小嘴巴、
白皮肤的话，就是美人。那么大嘴巴、小眼睛就不好看吗？
B: 也不是。美不美重要的是看一个女孩子给人的感觉吧。你说的是传统的
美女。
问：她们觉得什么样的女孩子是美女？

cn A: 你对现在很多人整容怎么看？
B: 整容？我觉得那是对父母的不尊重，长什么样子是爸妈给的，天生的最
美。整容的美是不自然的，而且一定会有对身体不好的作用。
问：第二个人对整容是什么态度？

co A: 人们对美的看法是不断改变的。
B: 可不是。中国古代就有过以胖为美的时候，现在的女孩子，已经很瘦了，
还成天说要减肥。
问：他们在说什么问题？

cp A: 说来奇怪，她喜欢的衣服穿在我身上就是不好看，她一穿上却漂亮极
了。
B: 这一点也不奇怪，你们两个人的气质不同，喜好也不一样。买衣服当然
是萝卜青菜各有所爱。
问：第二个人是什么意思？

cq A: 你还是哥们吗？是哥们就干了这杯酒！别的话先别说了！
B: 当然是哥们！虽然我真不能多喝，今天我就是喝醉了也陪你喝，行了
吧？
问：从这段对话中我们明白什么？

cr A: 明天我要去王伟家，他的爷爷八十大寿，我要去喝寿酒，该买点什么礼
物呢？
B: 王伟已经让我告诉你，请你就带一张嘴去就行了，他想让你感受一下中
国人给老人过生日的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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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第一个人要带什么礼物？
cs A: 你怎么用红色的笔给朋友写信？这在我们这里表示你们不再是朋友

了！
B: 是吗？我还真不知道！那我赶快换一种颜色的笔。
问：用红色的笔给朋友写信是什么意思？

ct A: 在中国人家里吃饭，如果我吃饱了，主人还不停地给我夹菜怎么办？
B: 很简单啊！把菜放在那里不吃，跟主人聊天儿，等吃饭快要结束时再吃
完碗里的菜。
问：在中国人家里吃饭，如果吃饱了，主人还不停地给你夹菜怎么办？

cu A: 传说，每年的农历七月七日，人间的喜鹊就要飞上天去，在银河为牛郎
织女搭鹊桥让他们相会。
B: 没错。七夕夜深人静的时候，人们还能在葡萄架或其他的瓜果架下听见
牛郎织女在天上说情话呢！
问：七夕在什么时候？

dl A: 你听说过中国的云南有十八怪吗？
B: 听说过一点儿，比如，在云南，有一怪是：汽车比火车跑得快。
问：“汽车比火车跑得快”是什么？

dm A: 你相信传说吗？
B: 传说一般来说不一定是真的，但是美好的传说我希望都是真的。
问：回答的人相信传说吗？

dn A: 大家都在说你要结婚了。
B: 是谁在那里瞎传。结婚，八字还没一瞥的事呢！
问：谁要结婚？

do A: 你认为旅游应该跟旅行社去吗？
B: 那多没意思啊！旅游就得自己背着背包，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一向喜
欢自助游。
问：第二个人喜欢什么样的旅游？

dp A: 你填住宿登记卡了吗？
B: 填了，但是这里的价格我有点看不懂：标准间每天210元，单人间每天
150元。单人间就不标准了吗？
问：第二个人不明白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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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q A: 为什么每次旅游你都要带着那个破帽子？
B: 你可别小看这顶帽子，它可给我带来了许多好的运气，我旅行时不能没
有它。
问：这个人旅行时有什么习惯？

第三部分

dr－el题根据下面的对话：
A: 	 怎么国庆长假过去，你看起来更瘦了，人也没精神？
B: 	 你就别提了！别人放长假休息得高高兴兴的，我呢，一到放假就生病。
A: 	 到底怎么回事？
B: 	 我的牙疼得不能吃饭，睡觉都疼醒了。
A: 	 没去看医生啊？
B: 	 去了，可是医生说，牙疼不是病，疼起来要人命。就是吃药也得过一段时间

才能好。
A: 	 现在呢？
B: 	 现在好了，可是长假也结束了。又该忙这忙那的了。你过得还好吗？
A: 	 我都不好意思告诉你了，你的假期那么糟，我却那么幸福！
B: 	 没事儿，我不会吃醋的，说吧！
A: 	 我每天在家吃了睡，睡了吃，长胖了2公斤。
B: 	 呵呵！我还以为有什么高兴的事呢，那现在你得急着减肥了吧！
A: 	 这下，你不会觉得自己是最可怜的吧。
B: 	 对。我心里好受多了。
问题：
dr	 两个人在说什么？
ds	 谁休息得满意？
dt	 牙疼不是病，疼起来要人命的意思是？
du	 吃醋的意思是？
el	 为什么最后这个人说“我心里好受多了”？

em－el题根据下面的短文：
喜欢吃素的人以为，一点儿肉都不吃，那才叫吃素，这其实是错误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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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素，并不是意味着要完全跟肉类食物说再见，一点儿肉类食物都不吃，对身体
没有任何好处，肉类可以提供人体所需要的高热量。适当地补充高热量的食物
是必需的，所以，最好是坚持植物食品和动物食品混合食用的原则，那样会更
有营养。

吃素的人要保证每天从饮食中获得蛋白质、维生素B12等身体必须的基本
营养成分。蛋白质主要从豆类、谷类、奶类中得来。鸡蛋中富含维生素B12。吃素
的人还应该多吃深绿色的蔬菜、豆腐等食品。
问题：
em	 下面那句话是对的？
en	 肉类食物中含有什么？
eo	 吃素的人每天应该从食物中得到什么营养？
ep	 下面哪种食物短文中没有提到？
eq	 这段话的题目可以叫什么？

er－fl题根据下面的短文：
丹麦人是怎样庆祝圣诞节的呢?每年的12月1日,丹麦的儿童们会得到一个

特别的日历，打开	12月的每天的数字，都会有份特别的小礼物-也许是一块巧克
力，或者是个小玩具。不管是什么,这个特别的习俗让孩子们盼望着圣诞节的到
来。

丹麦是世界上第一个用圣诞邮票的国家，由此可见这个童话王国人民的浪
漫。第一张圣诞邮票于1904年推出，卖圣诞邮票的收入全部给四个专门为贫困
的儿童们设立的“圣诞邮票之家”的机构，现在，这个机构变成了一个儿童康复
中心。

丹麦人爱喝啤酒，世界闻名的嘉士伯(Carlsberg)啤酒就来自丹麦。每年的11

月中旬开始，装着嘉士伯等特制的圣诞啤酒，挂有丹麦国旗的马车会出现在街
上，穿着圣诞老人衣服的车夫会发放免费的啤酒。

由于丹麦的冬天又冷又长，丹麦人喜欢点蜡烛。丹麦还有特别的圣诞蜡
烛，上边刻有24个位置，从12月的第一天开始，丹麦家庭会每天在早饭或者晚
饭的时候点圣诞蜡烛，一直烧到下一个位置，直到圣诞前夜。
问题：
er	 丹麦庆祝圣诞节，儿童有什么习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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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	 丹麦第一个发行圣诞邮票，反映了这个国家的什么特点？
et	 丹麦的冬天怎么样？
eu	 关于丹麦圣诞蜡烛，下面哪种说法不正确？
fl	 每年丹麦庆祝圣诞节发放免费啤酒，从什么时候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