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ВСЕРОССИЙСКАЯ ОЛИМПИАДА ШКОЛЬНИКОВ 

ПО КИТАЙСКОМУ ЯЗЫКУ 2021–2022 уч. г. 

ШКОЛЬНЫЙ ЭТАП. 7–8 КЛАССЫ 

 

АУДИРОВАНИЕ/ 听力 

（За каждый правильный ответ – 1 балл） 

Задание 1. Прослушайте текст, ответьте на вопросы, выбрав правильный 

вариант (1-7): 

1. 王刚今年要回家做什么？ 

A. 过生日 

B. 度假 

C. 过年 

D. 探亲 

2. 王刚预订了什么票？ 

A. 火车票 

B. 公共汽车票 

C. 飞机票 

D. 京剧票 

3. 王刚为什么要晚一点儿回家？ 

A. 由于工作的问题 

B. 学校有要紧的事儿 

C. 要参加朋友的婚礼 

D. 回家以前还想去别的地方旅行 

4. 李大明的朋友在哪儿工作？ 

A. 一家银行 

B. 一家饭馆 

C. 一家航空公司 

D. 一家外贸公司 

5. 李大明的朋友帮王刚买到了什么票？ 

A. 火车票 

B. 飞机票 

C. 邮票 

D. 汽车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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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票价怎么样？ 

A. 很便宜 

B. 可以打折 

C. 比较贵 

D. 跟以前一样 

7. 王刚最后决定做什么？ 

A. 坐飞机回家 

B. 留在学校 

C. 明年再回家 

D. 向李大明借钱 

 

Задание 2. Определите, верны (对) или нет (不对) следующие утверждения, 

или в тексте нет об этом информации (没说) (8-15): 

8. 李美丽的电脑打不开。 

A 对  B 不对 C 没说 

9. 李美丽请林小弟帮她修电脑。 

A 对  B 不对 C 没说 

10.  林小弟是学电脑专业的。 

A 对  B 不对 C 没说 

11.  林小弟的电脑不能收发邮件。 

A 对  B 不对 C 没说 

12.  林小弟用自己的电脑查修电脑的办法。 

A 对  B 不对 C 没说 

13.  修李美丽的电脑有三个办法。 

A 对  B 不对 C 没说 

14.  林小弟没修好李美丽的电脑。 

A 对  B 不对 C 没说 

15.  李美丽明天去找修电脑的人。 

A 对  B 不对 C 没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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ЧТЕНИЕ 

 阅读 

（За каждый правильный ответ – 1 балл） 

 

Прочитайте текст, ответьте на вопросы (1–5) по его содержанию, выбрав 

ответ из нескольких предложенных. 

 

 我的好朋友一年以前结婚了。前天他给我打电话，告诉我，他在生他妻

子的气，他们吵架了。我决定帮助他，所以第二天我们一起去了书店，我想他

在书店里可能会开心一点儿。我们打算先在书店前边的花园散一会儿步，可是

他一看见花儿，就开始叹气。“她很喜欢花儿，看到花儿我就想她。” 所以我

们马上进书店。   

在书店里，他每看见一个书架就开始哭。他说: “我很想念我的妻子，她

很喜欢看书。” 没办法，我们只好离开书店，去了一家饭馆儿。 

我请了他的客，菜很好吃，可是他还是不太高兴。半个小时以后，我们

忽然看见，他的妻子也在那家饭馆里。我的朋友马上跑过去和她聊天儿。她向

我的朋友道歉。然后，他们一起跳舞，跳了三个小时！今天上午，我朋友给我

发了一条短信，告诉我: “我们决定下个星期去海边度假！” 

我一点儿也不吃惊！他们谈了十年恋爱，每次吵完架都这样。 

*谈恋爱 – встречаться, быть парой 

 

1. “我”朋友和他妻子结婚已经多长时间了？ 

A. 一年 

B. 十年 

C. 两年 

D. 五年 

2.  为什么“我”打算请朋友去书店？ 

A. 想给他妻子买礼物 

B. 希望在那儿朋友会觉得高兴一点儿 

C. 希望在书店跟他妻子见面 

D. “我”朋友很喜欢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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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我”和朋友散步的花园在哪儿？ 

A. 在书店旁边 

B. 离朋友的家不远 

C. 在饭馆前边 

D. 在城外 

4.  那一天在饭馆儿里谁请客？ 

A. “我”朋友 

B. “我” 

C. “我”朋友的妻子 

D. 服务员 

5. “我”朋友和他妻子去哪儿度假？ 

A. 河边 

B. 郊区 

C. 海边 

D. 国外 

 

Прочитайте текст и определите, верны (对) или нет (不对) следующие 

утверждения или в тексте нет об этом информации (没说) (6–10). 

今天，我和爸爸、妈妈都很高兴，因为这是我们去中国度假的日子。 我

们来到机场，下了汽车，找了一辆行李车，推着行李去办理登机手续。在柜台

前，穿航空公司衣服的小姐热情地帮助我们。  

以后，我们拿着护照和登机牌，经过安全检查，来到了候机大厅。大厅

里有很多免税商店，商店里的东西又多又好 。有的东西很便宜。旅客们有的买

纪念品，有的买烟酒。 在候机厅里，爸爸在看报纸，妈妈在看杂志，我在用平

板电脑玩游戏。这时，广播响了: “飞往香港的 371 航班开始登机了， 请旅客们

带好自己的行李到 10 号登机口登机。”我和爸爸、妈妈都站了起来，带着行李，

向登机口走去 。 

*免税商店 – магазин беспошлинной торговли (Duty-f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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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我们”坐汽车来到机场。 

 A. 对   B. 不对  C. 没说 

 

7. “我们”坐飞机去北京。 

A. 对   B. 不对  C. 没说 

 

8.  免税商店的东西都很便宜。 

A. 对   B. 不对  C. 没说 

 

9.  爸爸在一家免税商店买了烟酒。 

A. 对   B. 不对  C. 没说 

 

10.  在候机厅里，妈妈在平板电脑看新闻呢。 

A. 对   B. 不对  C. 没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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ЛЕКСИКО-ГРАММАТИЧЕСКИЙ ТЕСТ 

 词汇语法测试 

（За каждый правильный ответ – 1 балл） 

 

Укажите место слова или компонента слова, приведённого в скобках (1-4). 
 

1. 我 A 进门的时候, 玛丽 B 用汉语 C 和小孩子 D 说话。（正） 

2.  昨天晚上 A，我去 B 图书馆 C 看 D 三个小时书。（了） 

3.  她每两个小时 A 给公司 B 打 C 电话 D。（一次） 

4.  这位年轻人到 A 我们学校 B 做 C 报告 D。（过） 

 

Заполните пропуски служебными словами (5-7). 

A 的  B 得  C 地 

5. 客人快到了，晚饭准备……怎么样了？  

6. 离我家不远……商店可以买汉俄词典。  

7. 我要认真……练习口语。  

 

Выберите подходящие по смыслу модальные глаголы, каждый можно 

использовать только один раз (8-9). 

A. 敢   B. 会 

8. 他当了大学校长，不……再跟我们开玩笑了。 

9. 人都……死的，所以我不怕死，但是我怕活得没有意义。 

 

Проставьте в глаголах подходящие по смыслу результативные морфемы 

(10-12). 

A. 在     B. 对     C. 到    D. 成 

10. 这本书很受欢迎了，很不容易买……。 

11. 你的行李放……这儿就可以了。 

12. 零度的时候，水会变……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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Выберите грамматически правильный вариант (13-14). 

13.  

A. 他身上穿着一件新红色的大衣。 

B. 他身上穿一件红色的新大衣。 

C. 他身上穿着一件红色的新大衣。 

D. 他身上穿着红色的一件新大衣。  

14.   

A. 老人比年轻人更应该注意身体。 

B. 老人比年轻人应该注意身体注意得更多。 

C.  老人比年轻人应该注意身体更注意得多。 

D. 老人更比年轻人应该注意身体。 

Заполните пропуски подходящими наречиями (15-18). 

A. 又  B. 再      C. 还 

15. 从那之后，他没……来过。 

16. 那部电影我……看了一遍，可是还有一些地方没看懂。 

17. ……过两天这个月就过去了。 

18. 别走了！你看，外边……下着雨呢。 

 

Выберите правильный тональный рисунок данного слова (19). 
 

19.  拐弯 

A. 2,1   B. 3,0                    C.  3, 1         D. 4,3 

 

Укажите количество черт в данном иероглифе (20). 

20.  键 

A. 14  B.  13   C.  16           D.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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Прочитайте текст, заполните пропуски (21-25) подходящими по смыслу 

словами из списка. 

中国农历的正月初一叫“春节”，它是中国最重要的 _21_节日，已经有几

千年的_22_了。过春节又叫“过年”。在春节前后的十几天里，人们用各种各

样的活动来庆丰收，迎新春，祝人们在新的一年里生活得更加_23_。春节是喜

庆和团圆的日子。大年三十，一家人要在一起 吃“年饭”，又叫“团圆饭”。

从年初一开始，人们就互相“拜年”，大人还要给小孩_24_，也就是“压岁钱”。

到处都 _25_的。  

 

A.   热热闹闹    B.  传统      C.   历史      D. 红包      E. 美好   F. 热情 

 

 

 

Максимум за работу 50 балло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