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Виды жилья 

Дополнительные материалы по аудированию 

 

短文1 

Аудиозапись:  

大 卫：劳驾，请把这些纸箱子搬到 

那儿，注意按纸箱子上的号码放好，不要把顺序弄乱了。  

工 人：好。电视放在哪儿？ 

大 卫：先放在桌子上吧。小心，很重，别把手碰了。 

工 人：先生，您的东西都在这儿了。 

大 卫：谢谢，你们辛苦了。 

(在电话里） 

工作人员：保洁公司。需要我们为您服务吗？  

大 卫：我刚搬完家，家里比较脏，想请你们来收拾一下儿。  

工作人员：好，请把您的姓名、地址和电话号码告诉我们。先生贵姓？  

大 

卫：免贵，我叫大卫，住在华美小区3号楼2单元1603号，我的手机号码是13691350769。你们

明天下午两点来，好吗？  

工作人员：好，明天下午见。 

练习题 

一、听后，回答问题： 

 大卫姓什么？ 

 她的新家地址是什么? 

 大卫的手机号码是多少？ 

短文2 

Аудиозапись:  

 

我看中了一套房子。这套 

房子离学校不太远，在一个居民小区里。小区的南边是一个小公园，每天有很多人在那儿散步、

下棋。北边有一个大超市， 买东西很方便。东边离地铁站 

不远。西边没有房子，远远地可以看到西山，风景很漂亮。我很满意，认为条件不错。虽然房租

有点儿贵，但是我还是决定马上搬家。 

练习题 

一、听后，判断正误。 

(1)大卫对自己的房子非常满意。            （ ） 

(2) 他家离地铁站很不远。                 （ ） 

(3)他家旁边有一个小公园。                      （ ） 

(4)周围的风景不漂亮。                      （ ） 



二、说一说大卫新房的好处和坏处。 

短文3 

Аудиозапись:  

租房 

来这个城市打工已经半个多月了，我一直住在亲戚家里。虽然舅舅、舅妈对我很好，可和他

们一起生活还是有很多不方便的地方，所以我打算自己租房子住。 

我想到了三种租房子的办法：找中介、看路边的租房启事和上网。听刚租到房的同事说，通

过中介公司找房比较慢，而且还要付中介费，所以我决定不找中介。昨天我回来时，在小 

区门口看到一则租房启事，房子是两室一厅的，每月2500块钱。 

对我来说，这个房子太大了，我一个人住，一间卧室、一个客 

厅就够了，而且房租也太贵。我又到附近转了转，没有看到别 

的租房启事。于是，我决定上网看看。网上的租房信息多，找 

起来又快，应该更容易找到适合我的房子。 

舅舅家不能上网，所以吃过晚饭我去了网吧。我进入了一 

个租房论坛，上面有很多租房信息。很快，我找到了这样一条： 

 

一室一厅，位于文化路与健康路交叉路口向西 

500米，有厨房、卫生间，有空调、电视、洗衣机， 可以上网，房租1600元/月。  

QQ： 2941 X X X X 

电话：17401687528 

 

这个房子的房间不多也不少，房租也不太贵，能上网，而 

且离我们公司很近，非常适合我。我立刻通过QQ联系房主， 

他正好也在线。我说想租他的房子，打算先租半年，问他能不 

能便宜点儿。他说如果一次交半年的房租可以每个月优惠100块钱，半年一共9000元。我同意了

，并和他约好明天上午9点 去看房，如果我对房子满意，就付给他房租，他给我钥匙。 

同事为租房忙了半个多月，而我这么容易就找到了，我真幸运。 

 

练习题 

 

一、听后，回答问题。 

 

 „我‟为什么决定 不找中介？ 

 „我‟想到了哪些 租房的办法？ 

 „我‟为什么觉得 幸运？ 

 „我”为什么决定 祖现在的房子？ 



二、填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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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 

看启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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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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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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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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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选择正确答案。 

 

(1) 我要租房子的原因是（ ）。  

A.我没有地方住                       B.亲戚对我不好司远 

C.我觉得一个人住方便           D.我现在住的地方离公 

(1) 我没租小区门口租房启事上的房子，是因为那个房子（ ）。   

A.太大又太贵                           B.太远  

C.房间少                                   D.太旧 

(2) 最后，我通过（ ）找到了房子。  

A.中介公司                                B.朊友介绍 

C.路边的租房启事                   D.上网 

 

四、选择划线词语的意思并连线。 

1. 来这个城市打工已经半个多月了。                                        租房子的钱 

2. 对我来说，这个房子太大了，房租也太贵。                        便宜 

3. 一室一厅，位于文化路与健康路交叉路口向西500米。     房子的主人 

4. 我立刻通过栻联系房主，他正好也在线。                             做临时的工作 

5. 他说如果一次交半年的房租可以每个月优惠100块钱。     在 

 

Тема: Образование 

 

 

短文1 

Аудиозапись: 

 

中国的高考——考全家 



 

2007年6月7日，高考第一天，全国有1 000多万高三学 

生走进了考场。他们中最后能上大学的只有570万左右。 

很多父母这一天都请假不上班，一家三口人都来到考场。一些学生的家比较

远，父母还给他们预订了考场附近的宾馆。 

早上九点，考试开始。有的父母马上回家给孩子准备午饭，更多的父母会留

在考场外面等孩子。虽然不少父母工作忙，很难请假，但是他们都觉得高考和结

婚、生孩子一样，是一生只有一次的大事，所以这三天的高考，一定要和孩子在

一起。 

其实，从考试前半年甚至一年起，很多考生的父母就已经在做准备了。他们

帮孩子制订复习计划，安排日常生活，并带孩子参加各种辅导班。有的父母每天

都陪着孩子复习，孩子睡了自己才睡，甚至每天夜里还要起床看看孩子，怕孩子

感冒生病。第二天早上六点多，又要叫孩子起床上学。这样的考试不只是对考生

一个人的考验，也是对他们一家人的考验。 

 

练习题 

 

一、根据课文内容判断正误。 

 

（1）“高考”是“考大学”的意思。（    ） 

（2）父母都认为高考是一件大事。（    ） 

（3）父母认为结婚比高考重要。（    ） 

（4）高考时父母都上班。（    ） 

（5）高考时父母和孩子一起去考场。（    ） 

（6）高考以前父母并不帮助自己的孩子。（    ） 

（7）高考以前父母给孩子安排日常生活。（    ） 

（8）高考以前父母带孩子参加各种辅导班。（    ） 

（9）高考以前父母每天夜里要起床看看孩子。（    ） 

（10）高考以前孩子很早起床上学。（    ） 

 

二、根据课文内容选择正确答案。 

 

（1）2007年，高考第一天，全国大概有（     ）考生。 

A. 100B. 1000 C. 10000 D. 10000000 

（2）他们中最后只有（     ）左右。 

A. 5700000 B. 570000C. 570 D. 57000 

（3）高考（     ）开始。 

A. 晚上9点B. 早上9点C. 下午4点D. 早上6点 

（4）高考一共有（     ）。 

A. 一个星期B. 一天C. 两天D. 三天 



（5）2007年高考（     ）开始。 

A. 春天B.冬天 C. 秋天D. 夏天 

 

三、根据课文内容完成句子。 

 

а. 孩子睡了自己才睡 

б. 更多的父母会留在考场外面等孩子 

в. 也是对他们一家人的考验 

г. 很多考生的父母就已经在做准备了 

д. 父母还给他们预订了考场附近的宾馆 

（1）其实，从考试前半年甚至一年起，__________________。 

（2）有的父母每天都陪着孩子复习，__________________。 

（3）一些学生的家比较远，__________________。 

（4）这样的考试不只是对考生一个人的考验，__________________。 

（5）有的父母马上回家给孩子准备午饭，__________________。 

 

 

短文2 

Аудиозапись: 

 

最好的教育 

 

你觉得你在什么地方学到的东西最重要? 来听听诺贝尔奖获得者的想法吧。 

 

有一年，75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巴黎聚会。有个记者问其 

中的一位：“在您的一生中，您认为最重要的东西是在哪所学校 学到的呢？“ 

这位满头白发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平静地回答：“是在幼儿园。” 

记者感到非常惊奇，又问：“为什么是在幼儿园呢？您认 为您在幼儿园里学到了什么呢？ ” 

老人微笑着回答：“在幼儿园里，我学到了很多很多。比 

如，把自己的东西分一半给小朋友们；不是自己的东西不要拿； 

东西要放整齐；饭前要洗手；午饭后要休息；做了错事要道歉； 

学习时要多思考。我认为，我学到的全部东西就是这些。” 

老人一讲完，所有的人都站起来鼓掌。事实上，大多数科 

学家都认为，他们一生中学到的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幼儿园老 师教给他们的好习惯。 

 

练习题 

 

一、判断正误。 

 

(1)那位老人在幼儿园里学到了很多好习惯。（  ） 



 

(2)在幼儿园里学到的东西对科学家有很大帮助。（ ） 

 

(3)很多科学家同意那位老人的想法。 （  ） 

 

二、选择正确答案。 

 

(1)诺贝尔奖获得者认为最重要的东西是在（  ）学到的。  

A.大学                      B.中学                 C.小学            D.幼儿园 

 

(2)听了老人的回答，记者觉得很（   ）。 

A.高兴                      B.生气                 C.伤心       D.吃惊 

 

(3) (   )不是在幼儿园学到的。 

A.把自己的东西分给朋友                   B.饭前要洗手 

C.喜欢使用别人的东西                       D.做了错事要道歉 

 

Материалы подготовлены Михальковой Н.В., автором учебного 

пособия «Китайский язык. 10 класс» для учреждений общего среднего 

образовани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