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ВСЕРОССИЙСКАЯ ОЛИМПИАДА ШКОЛЬНИКОВ ПО КИТАЙСКОМУ 

ЯЗЫКУ 2021–2022 уч. г.  

школьный этап  

5-6 КЛАССЫ 

Письменный тур 

Время выполнения всех конкурсов письменного тура – 60 минут.  

Максимальное количество баллов – 40 баллов 

 

 

Аудирование – 15 баллов (1 балл за правильный ответ), 20 минут 

 

Аудирование 

 

听力 

 

Прослушайте текст и заполните пропуски услышанными словами (1–15). 

 

 

1. 大卫来北京已经差不多三年了 

 

A. 对           

B. 不对         

C. 没说 
 

2. 大卫八点上课已经习惯了 

 

A. 对           

B. 不对         

C. 没说 
 

3. 在美国大卫到八点睡觉 

 

A. 对           

B. 不对           

C. 没说 
 

4. 大卫每个晚上做作业 

 

A. 对          



B. 不对            

C. 没说 
 

5. “早睡早起” 的意思是很晚睡觉最好 

 

A. 对         

B. 不对             

C. 没说 
 

6. 大卫的朋友是学生的时候喜欢很早起床 

 

A. 对       

B. 不对              

C. 没说 
 

7. 大卫的朋友现在 23 岁 

A. 对      

B. 不对               

C. 没说 
 

 
Диалог № 2  
 

8. 男的想吃什么？ 

А.饺子      В. 包子        С. 不想吃饭 
 

9. 女的朋友小梅今年多大 ？ 

А. 24 岁          В. 23 岁            С. 33 岁 
 

10. 女的已经吃饭了吗？ 

А. 吃了          В. 还没吃       С. 没说 
 

11. 女的喝了什么？ 

А. 茶      В. 果汁       С. 没说  
 

12. 男的跟他们一起去玩儿吗？  

А. 他不去       В. 他想去       С. 没说 
 
 



13. 明天是星期几 

А. 星期一          В. 星期三或星期四         С.星期六或星期天 
 

14. 周末他们想去哪儿 

А. 图书馆          В. 美术馆       С. 体育馆 
 

15. 明天他们几点见面？ 
А. 9:30          В. 10:30        С. 8:30 

 

 

 

 

 

 

 

 

 

 

 

 

 

 

 

 

 

 

 

 

 

 

 

 

 

 

 

 

 

 

 



ВСЕРОССИЙСКАЯ ОЛИМПИАДА ШКОЛЬНИКОВ ПО КИТАЙСКОМУ 

ЯЗЫКУ 2021–2022 уч. г.  

 Школьный этап  

5–6 КЛАССЫ 

Письменный тур 

Время выполнения всех конкурсов письменного тура – 60 минут.  

Максимальное количество баллов – 40 баллов 

 

Чтение - 10 баллов (1 балл за правильный ответ), 15 минут 

 

Чтение 

 

阅读 

 

Прочитайте тексты, ответьте на вопросы (16-21) по их содержанию, выбрав 

ответ из нескольких предложенных. 

我从这个月开始，请了一位辅导老师，她是我们学校的汉语老师，每个星

期二和星期四的下午，我去她家，每次她给我辅导两个小时。因为我的口语

不太好，所以一般我们先练习一个小时的口语。然后她再辅导我一个小时的

语法，上课的时候不清楚的语法问题，她都能讲得非常清楚。我已经跟她学

了三个星期了，觉得效果不错。 

16.  关于“我”，下面哪句话是对的？ 

a) “我”是学汉语的留学生   

b) “我”是学英语的学生      

c) “我”是教汉语的老师      

17.  那位汉语老师一个星期辅导“我”多长时间？ 

a) 两个小时        b) 三个小时     c) 四个小时 

18.  “我”请老师怎么辅导他？ 

a)  星期二下午辅导语法，星期四下午辅导口语    

b)  星期二先辅导一个小时的口语，再辅导一个小时的语法         

c) 先辅导一个小时的口语，再辅导一个小时的语法  

 

两位老人在老人院的办公室吵架，一位老人指着另一位老人问院长：“为

什么他可以进老人院，我却不能？”院长说：“我们只能收没有孩子的老人。

他没有孩子，当然可以进来；您有儿子，所以就不能进来了。”这位老人一



听就更生气了，他用手指着旁边那位老人大声说：“是啊，我是有儿子，可

是他现在进了老人院，我就没有儿子了！” 

19.  想进老人院的是： 

a) 老人的儿子     b) 两位老人       c) 院长和老人 

20.  两位老人： 

a) 都没有孩子     b) 一个有孩子，一个没有       c) 都有孩子 

21.  两位老人是： 

a) 爸爸和儿子     b) 爷爷和孙子    c) 哥哥和弟弟 

Прочитайте тексты и определите, верны ли следующие утверждения или в 

текстах нет об этом информации (22-25). 

今天早上起床的时候就觉得有点儿不舒服，我想可能是因为昨天晚上睡得

太晚了。昨天晚上两点才睡，才休息了五个小时。可是上课的时候发烧，所

以只上了两节语法课，三、四节的听力课没有上，跟老师请了假就回来了。

回来以后我就赶快去医院了。最近感冒的人很多，大夫给我开了点儿药。吃

了午饭我就吃药，然后又睡了三个小时。现在觉得好点儿了，但是还不知道

明天能不能去上课。  

22.  今天早上起床的时候，他开始发烧。  

a) 对      b) 不对       c) 没说 

23.  他今天早上大概七点钟起床。 

a) 对      b) 不对       c) 没说 

24.  中午他吃了午饭以后，先吃了药，然后就睡觉了。 

a) 对      b) 不对       c) 没说 

25. 他现在还不知道明天有没有课。 

a) 对      b) 不对       c) 没说  

 

 

 

 

 

 

 

 

 

 

 

 



ВСЕРОССИЙСКАЯ ОЛИМПИАДА ШКОЛЬНИКОВ ПО КИТАЙСКОМУ 

ЯЗЫКУ 2020–2021 уч. г.  

школьный этап  

5–6 КЛАССЫ 

Письменный тур 

Время выполнения всех конкурсов письменного тура – 60 минут.  

Максимальное количество баллов – 40 баллов 

 

 

 

Лексико-грамматический тест – 15 баллов (1 балл за правильный ответ), 25 

минут 

 
 

26. Подберите для инициали подходящую финаль, чтобы получилась 
транскрипция указанного иероглифа: 
 

错 c   
A.ao B.u  C. uo D.a 

 
27. Укажите количество черт в данном иероглифе: 

 

茶  
A.7  B.9  C.5  D.10 
 

28. Укажите количество черт в данном иероглифе: 
 

岁  
A.6 B.10  C.11  D.8 
 

29. Укажите правильные тоны, выбрав подходящий вариант: 
       

            中午  
        A. 1-3 B.1-2  C.4-3  D.3-1 
 
 
           Укажите место слова или компонента слова, приведённого в скобках: 
 

30. A 从这儿 B 右走，C 过一个路口，就是 D 北京医院。（往） 
          

31. 我 A 喜欢吃苹果，但是 B 我 C 喜欢吃 D 西瓜。 （更）  
 

32. A 老师 B 我们谈谈 C 自己的 D 爱好。（让） 



 

33. A 业余 B 时间 C 你们 D 做什么？（常） 
 

34. 我和我 A 先生 B 喜欢 C 看 D 电影。（都） 
 
           
           Выберите грамматически верный вариант и заполните пропуски: 

 

35. 今天比昨天________冷。 

A. 也 B.很 C. 还 D. 比较 
 

36. 现在已经是秋天________。 

A. 着 B.了 C. 过 D. 的 
 

37. 你一分钟_________写多少汉字？ 

A.来 B.能  C.想  D.会 
 

38. _______星期一到星期五，我们每天都有课。 

A.从 B.里  C.离  D.在 
 

39. 去你们宿舍_______走？ 

A.什么 B.怎么样  C.怎么  D.为什么 
 

40. 生词已经预习了，还要________复习复习课文。 

            A.再 B.又  C.在  D.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