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ВСЕРОССИЙСКАЯ ОЛИМПИАДА ШКОЛЬНИКОВ ПО КИТАЙСКОМУ 

ЯЗЫКУ 2021–2022 уч. г.  

школьный этап  

9-11 КЛАССЫ 

Письменный тур 

Время  выполнения всех конкурсов письменного тура – 90 минут.  

Максимальное количество баллов – 60 баллов 

 

 

Аудирование - 15 баллов (1 балл за правильный ответ), 25 минут 

 

Аудирование 

 

听力 

 

Прослушайте текст и определите, верны ли следующие утверждения (1–7). 
 

 

1. 女的晚上请客。 

a) 对   b) 不对   c) 不知道 

 

2. 他请客朋友们不方便。 

a) 对   b) 不对   c) 不知道 

 

3. 现在的大片儿都是为了赚钱。 

a) 对   b) 不对   c) 不知道 

 

4. 男的觉得喝茶、聊天儿太单调。 

a) 对   b) 不对   c) 不知道 

 

5. 男的觉得订个包间最好 

a) 对   b) 不对   c) 不知道 

 

6. 大家要一起吃饭。 

a) 对   b) 不对   c) 不知道 

 

7. 他们想去茶馆儿。 

a) 对   b) 不对   c) 不知道 



 

 

Прослушайте текст и ответьте на вопросы, выбрав правильный вариант (8–

15). 
 

 

8. 女的的妈妈做什么工作？ 

           a) 不工作        b) 大夫          c) 老师 

 

9. “工作狂”是什么意思？ 

           a)不想去工作的人        b) 特别喜欢工作的人 c) 不喜欢工作的人 

 

    10. 哪怕是周末爸爸最可能在哪里？ 

          a) 旅游    b) 在家  c)在办公室 

 

     11. 谁喜欢打扫卫生？ 

          a) 妈妈 b) 女儿 c)爸爸 

 

     12. “我“为什么不能边看电视边吃东西？ 

          a) 保持卫生间干净 b) 保持客厅整洁     c) 不知道 

 

     13. 女儿最喜欢的事情是什么？ 

a) 学习       b) 上网             c) 打扫 

 

     14.  她在网上干什么？ 

 a)找男朋友      b)玩儿游戏   c)看电影 

 

     15. 女的有没有男朋友? 

  a)有  b)没有 c)不知道 

 

 

 

 

 
 



 
 
 
 
 
 
 
 
 
 
 
 
 
 

ВСЕРОССИЙСКАЯ ОЛИМПИАДА ШКОЛЬНИКОВ ПО КИТАЙСКОМУ 

ЯЗЫКУ 2021–2022 уч. г.  

Школьный  этап  

9 –11 КЛАССЫ 

Письменный тур 

Время выполнения всех конкурсов письменного тура – 90 минут.  

Максимальное количество баллов – 60 баллов 

 

Чтение - 10 баллов (1 балл за правильный ответ), 20 минут 

 

Чтение 

 

阅读 

Прочитайте тексты и определите, верны ли следующие утверждения или в 

текстах нет об этом информации (16-20).  

 在人类所有的疾病中，感冒可以说是最为普遍的一种疾病。几乎每个人都

得过感冒，但很多人对感冒却并不真正了解，甚至还有一些不正确的认识。 



 很多人觉得感冒是小病，所以也就不注意它的预防和治疗。其实感冒本身

不仅会给身体带来发烧、头疼这些不舒服的症状，而且由于身体的抵抗力下

降，很容易引起其他一些疾病，因此有“感冒是百病之源“的说法。 

 还有，我们在冬天经常会听到这样的话：“穿暖和点儿，别感冒了！”人

们一般认为感冒是因为寒冷 ，但是医学实验已经证实，这种想法是错误的。 

 人们认为打喷嚏是感冒传播的主要方式，而根据医学专家调查证实，手

的接触才是最主要的传播方式。在手上，感冒病毒可以存活两个小时；在物

体表面，可以存活 72 个小时。如果感冒的人用手摸了什么地方，那么没感冒

的人再去摸这些地方的时候，就很容易传染上感冒。所以预防感冒的方法就

是：多洗手，少用手揉眼睛和鼻子。 

16. 感冒是最常见的病。  

a) 对      b) 不对       c) 没说   

17. 因为感冒很容易引起别的病，所以不能把感冒看成是小病。 

      a) 对      b) 不对       c) 没说 

 

18. 感冒都是由于寒冷造成的。 

a) 对      b) 不对       c) 没说  

19. 感冒的时候打喷嚏最容易传染给别人了。 

a) 对      b) 不对       c) 没说  

 

20. 在人体内的感冒病毒可以存活到一个月以上。 

a) 对      b) 不对       c) 没说 

 

Прочитайте тексты, ответьте на вопросы (21-25) по их содержанию, выбрав 

ответ из нескольких предложенных.  



  饺子是中国北方的一种食物，每年腊月三十的晚上，也就是除夕，还有

正月初一的早上，在中国北方，家家都要吃饺子。 

 中国的饺子已经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了。早在 1700 多年以前就出现了一种

叫做“馄饨”的食品，不过与现在的“馄饨”不一样，那时的“馄饨”和现在的饺

子做法一样，形状也相似。到了唐代，也就是 1300 多年以前，饺子已经是很

普遍的食物了，成为家常便饭。饺子作为中国春节的传统食品也有很长的历

史了。四百多年以前，北京地区就有为庆贺春节吃饺子的风俗，不过那时饺

子叫“扁食”。到了清代，也就是两三百年以前，人们往往在除夕半夜的时候

吃饺子来迎接新年，这个新年和旧年交替的时刻又叫做“更岁交子”，所以后

来就用“交子”的音，把“扁食”改名为“饺子”了。 

   人们春节吃饺子，不仅因为饺子好吃，还有庆祝“全家团圆”，祝愿“全年

吉利”的意思。有的地方还在一两个饺子里放上干净的硬币，意思是谁如果吃

到这个饺子就会发财；还有的在饺子里放入花生米，因为花生米又叫长生果，

谁吃到这个饺子就能健康长寿。 

 21. 1700多年以前的“馄饨” 跟现在的饺子有什么相同？ 

a)  做法、形状都差不多  

b) 做法一样，形状差不多     

c) 做法一样，形状不一样   

   

 22.“家常便饭”是什么意思？ 

a)  家里日常吃的饭       

b) 很方便，也很便宜的饭    

c) 家里非常好吃的饭 

 

 23. 腊月三十日的晚上吃饺子来迎接新年的习俗已有多少年了？ 



a)  1300多年   

b)  四百多年         

c)  两三百年 

 

 24.“饺子”的名字有一个变化，这个变化的顺序是怎样的？ 

a)  饺子 — 馄饨 — 扁食   

b)  馄饨 — 扁食 — 饺子         

c) 扁食 — 馄饨 — 饺子   

 

 25. 春节的时候，如果你吃到一个有硬币的饺子，意思是： 

a)  你会健康长寿    

b) 全年吉祥顺利         

          c) 你会获得大量的金钱 

 

 

 

 

 

 

 

 

 

 

 

ВСЕРОССИЙСКАЯ ОЛИМПИАДА ШКОЛЬНИКОВ ПО КИТАЙСКОМУ 

ЯЗЫКУ 2021–202 уч. г.  

школьный этап  

9-11 КЛАССЫ 

Письменный тур 

Время  выполнения всех конкурсов письменного тура – 90 минут.  

Максимальное количество баллов – 60  баллов 

 

 

 



Лексико-грамматический тест - 25 баллов (1 балл за правильный ответ), 30 

минут 

 

 

Лексико-грамматический тест 

 

词汇语法测试», 
 

 

26. Укажите правильные тоны, выбрав подходящий вариант: 

 

误解             

 

a) 4-4             b) 4-3             c) 3-4           d) 3-3 

 

27. Укажите соответствие китайской и русской транскрипции согласно 

таблице Палладия:  

Шу Цинчунь   

a) Su Qingchun       b) Shu Qinchun       c) Shu Qingchung      d) Shu Qingchun 

 

 

Выберите грамматически и лексически верный вариант, заполните пропуски: 

28. 张博士会用四种语言朗读这_______诗。 

a) 个               b) 张                c) 首             d) 片 

 

29. 地球的吸引力相当大，______远离地球 38 万公里的月球，_____能被地

球吸引住。 

 

a) 虽然……也           b) 就是……也             c) 既然……也           d) 要是……也 

 

30. 不把产品质量搞_______，我们企业就不可能有出路。 

 

a) 起来             b) 上去               c) 下去             d) 下来 



 

31._______机场到火车站大约需要半个小时。 

 

a) 往           b) 向             c) 从             d) 自从 

 

32. 金大成重新_______选为主任了。 

a) 是           b) 被              c) 使             d)  让 

 

33.  工程师们是不是已经解决了这个技术上的难题？我们很想知道个_____。 

 

a) 终于        b) 最后         c) 到底          d) 究竟 

 

34.  这个青年代表团_______2个人组成。 

 

a) 由            b) 被             c) 为             d) 受 

 

35. 这场雨真讨厌，______下了半天。 

 

a) 一直         b) 始终        c)  终于        d)  总 

 

36. 你瞧，我这_______手又大又厚。 

 

a) 二             b) 两            c)  对            d) 双 

 

37.  今年六月下旬，这里要_______一个工业展览会。 

 

a) 进行         b) 举行        c) 成立          d) 开展 

 

38. 我们学习了八个月汉语，基本上______了自己的目的。 

 

 a) 达到        b) 完成         c)  到达        d) 实行 

 

 



Укажите место слова или компонента слова, приведенного в скобках: 

39. (A) 对于孩子，有时并不需要 (B) 责备他，用客观的口吻 (C) 简单说上几

句，(D) 就能收到满意的效果。（往往） 

 

40. 随着环境的 (A) 变动，(B) 人在 (C) 每一个阶段中都会用不同的 (D) 一群

朋友往来。（任何） 

 

41. 她红 (A) 脸向 (B) 王辉倾诉 (C) 深埋 (D) 在心中十年的那份感情。(着) 

 

42. (A) 参加晚会的 (B) 都是熟人，(C) 你又不是头一次在大伙儿面前表演节

目，(D) 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呢？（况且） 

 

Прочитайте текст, заполните пропуски подходящими по смыслу словами из 

списка: 

小妹很喜欢动漫，决定以其为自己将来的职业。父母知道后，43_____不同

意。小妹说：“你们已经 44______了自己的意见，我都明白。但是对不起，我

还是 45______自己的意见，46______只有动漫才能让我快乐。” 

 

43. A.坚持       B.坚决         C. 坚定         D. 坚强 

44. A.发表       B.发展         C. 发生         D. 发明 

45. A.坚信       B.坚定         C. 坚持         D. 坚决 

46. A.因为       B.所以         C. 那么         D. 虽然 

 

Прочитайте текст, заполните пропуски подходящими по смыслу словами из 

списка: 

塑料有许多优点，但其最大的问题是在自然界里不能自然分解，因此会严重

47_______环境。废塑料回收 48_______是工业界研究的一个课题。但到目前

为止，废塑料回收大部分只是清洗、粉碎后作为一种低质原料，可利用的



49________很低。最近，德国某公司已研究出回收废塑料的 50_______技术，

回收率超过 90%。 

 

47. A.糟糕         B.弄脏          C. 污染          D. 损坏 

48. A.一直         B.连续            C. 长期           D. 总是 

49. A.意义         B.价值            C. 价格           D. 价钱 

50. A.聪明         B.优秀            C. 先进           D. 发达 

 

 

 

 

 

 

 

 

 

 

 

 

 

 

 

 

 

 

 

 

 

 

 

 

 

 

 

 

 

 

 

 

 



 

 

 

 

 

 

 

 

ВСЕРОССИЙСКАЯ ОЛИМПИАДА ШКОЛЬНИКОВ ПО КИТАЙСКОМУ 

ЯЗЫКУ 2021–2022 уч. г.  

школьный этап  

9-11 КЛАССЫ 

Письменный тур 

Время  выполнения всех конкурсов письменного тура – 90 минут.  

Максимальное количество баллов – 60 баллов 

 

 

 

ЛИНГВОСТРАНОВЕДЕНИЕ  тест - 10 баллов (1 балл за правильный ответ), 

15 минут 

 

 Лингвострановедение  

 

51.  按照中国婚姻法的规定，中国公民的结婚年龄,男性不得早于       周岁，

女性不得早于        周岁。 

a) 23,24  

b) 25,27 

c) 22, 20 

d) 72,67 

 

 

52.中国春节时人们常常把          贴在门的两边，用来增加节日喜庆气氛。 

a) 春联或对联 

b) 钟声 

c) 春联或钟声 

 

53.  《三国演义》主要描写了东汉末年的群雄割据混战和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三国之间的政治和军事斗争。 

a) 神，蜀、吴 

b) 无，魏、蜀 

c) 魏、蜀、吴 



 

54. 中国                的民间年画最有名。 

a) 苏州桃花坞 

b) 天津杨柳青 

c) 苏州桃花坞，天津杨柳青 

 

 

55. 中国民间年画中常有——————、拿着莲花的图案，这表示                 

连（莲）年有余（鱼）。 

a) 胖爷爷抱着鱼 

b) 胖娃娃抱着鱼 

c) 胖奶奶抱着鱼 

d) 胖人抱着鱼 

 

 

 

56. 在中国,一般用动物               的图案来表现爱情。 

a) 兔子 

b) 狮子 

c) 猫  

d) 鸳鸯 

 

57. 2017 年 7 月 1 日，庆祝香港回归中国       周年大会暨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五

届政府就职典礼在香港会展中心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

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并发表重要讲话。 

A. 20              

B. 25 

C. 18              

D. 10 

             

58. 年 8 月 30 日，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在中国         落下帷幕。 

A．台北             

B．北京     



C．广州             

D．上海 

  

 

59. 1986 年，中国开始实行       年制义务教育。 

A. 十               

B. 十一 

C. 九               

D. 八 

 

60、 2001 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目前中国已成长为全球最大出

口国和第二大进口国，并成为全球第  ——大经济体。 

A. 一         

B. 二 

C. 三         

D. 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