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3-Lesson 2 

Dì èr kè 

第二课 

一、选择。(Choose) 

 

1. 你觉得她舒服吗 ？           

   Nǐ juéde tā shūfu ma ？  

A. 她很舒服   

  Tā hěn shūfu 

B. 她不舒服 

  Tā bù shūfu 

 

 

 

  

2. 他怎么了 ？           

   Tā zěnme le ？ 

A.他太忙了   

  Tā tài máng le 

B. 他没事儿 

 

 

 

  

  Tā méi shìr 

 

3. 哪一个是“药”？           

   Nǎ yí ge shì “ yào ” ？  

          A                                  B  

          

 

 

 

 

 

4.这是什么 ？           

  Zhè shì shénme ？  

A. 卫生间     

  wèishēngjiān  

B. 房间    

  fángjiān  

 

   

 

5. 哪一个是“医生” ？           

  Nǎ yí ge shì “ yīsheng ” ？  

          A                                       B  

                 



 

6. 他们休息吗 ？           

   Tāmen xiūxi ma ？ 

A.他们休息  

  Tāmen xiūxi   

B.他们吃东西  

  Tāmen chī dōngxi  

 

  

 

7. 她怎么了？           

   Tā zěnme le ？ 

A. 她吐了   

   Tā tù le  

B. 她发烧了  

   Tā fāshāo le  

 

   

 

8. 他怎么了？           

  Tā zěnme le？  

A. 他感冒了  

   Tā gǎnmào le  

B. 他拉肚子 

  

    

 

Tā lādùzi 

 

9. 她怎么了？           

   Tā zěnme le？  

A. 她吐了   

   Tā tù le 

B. 她头疼    

   

 

Tā tóuténg 

 

10. 美丽请假做什么 ？           

    MěiLì qǐngjià zuò shénme ？  

A. 她想好好儿去旅游一下儿 

   Tā xiǎng hǎohāor qù lǚyóu yíxiàr  

B. 她想在家休息  

   Tā xiǎng zàijiā xiūxi  

 

 

 

 

二、将下列词语排列成句子。(Organize the sentences.) 

 

1. 怎么    你   了  

   zěnme   nǐ    le  

 

                                               

 

 



 

2. 三次     过   我     网球    打  

   sāncì    guò   wǒ   wǎngqiú   dǎ 

 

                                                

3. 卫生间      四次    我    了   去  

  wèishēngjiān   sìcì    wǒ    le    qù  

 

                                                

 

4. 多少      云南    你   次    去   过   

  duōshao   Yúnnán   nǐ    cì    qù   guò  

 

                                                

 

5. 医生     马上      去   我    看   

  yīsheng  mǎshàng    qù    wǒ   kàn  

 

                                                

 

6. 请假    帮    你   我     马上     

  qǐngjià   bāng   nǐ   wǒ   mǎshàng  

 

                                                

 

7. 感冒    你  不是   是   了  

  gǎnmào   nǐ  búshì   shì   le  

 

                                                

 

8. 头疼   今天    我   有点儿  

  tóuténg   jīntiān  wǒ  yǒudiǎnr  

 

                                                

 

9. 在家   你    休息    好好儿   吧  

   zàijiā   nǐ    xiūxi    hǎohāor   ba  

 

                                                

 

10. 拉肚子   昨天    我  了     晚上     

lādùzi    zuótiān  wǒ  le   wǎnshang  

 

                                                

 



 

三、选择合适的词语完成句子。(Choose the words to complete the sentences.) 

 

好好儿    马上      次    怎么了     事儿   

hǎohāor   mǎshàng    cì    zěnme le    shìr   

 

1. 对不起 ，我现在很忙，你有什么        吗 ？  

   Duìbuqǐ ，wǒ xiànzài hěn máng ，nǐ yǒu shénme        ma ？  

 

2. 你不舒服，要         休息 。  

   Nǐ bù shūfu ， yào        xiūxi 。  

 

3. 你        ？ 感冒了 ？  

   Nǐ        ？ Gǎnmào le ？  

 

4. 我          去订两个房间。  

   Wǒ        qù dìng liǎng ge fángjiān 。  

 

5. 我没有去过北京，可是我去过两        四川。  

   Wǒ méiyǒu qù guò Běijīng ，kěshì wǒ qù guò liǎng       Sìchuān 。  

 

6. 这个月我太忙了，下个月我要       去旅游一下儿 。  

   Zhège yuè wǒ tài máng le ，xià ge yuè wǒ yào        qù lǚyóu yíxiàr 。  

 

7. 我去看医生了，没       。  

   Wǒ qù kàn yīsheng le ，méi       。  

 

8. 我很喜欢这里的招牌菜 ，我来过这个饭店很多        。  

   Wǒ hěn xǐhuan zhèlǐ de zhāopaicài, wǒ lái guò zhè ge fàndiàn hěn duō        。  

 

9. 你是不是发烧了 ？ 我         帮你请假。  

  Nǐ shìbushì fāshāo le ？Wǒ        bāng nǐ qǐngjià 。  

 

10. 你        ？ 是不是不习惯住在这里 ？  

   Nǐ        ？ Shìbushì bù xíguàn zhù zài zhèli ？  

 

四、根据下面的对话回答问题。(Answer the questions according to the text.) 

Andy： 美丽 ， 你怎么了 ？ 不舒服吗 ？  

Andy： MěiLì ，nǐ zěnme le ？ Bù shūfu ma ？  

 

美丽 ： 我没事儿 ，Andy。  

MěiLì ：Wǒ méishìr ，Andy。  

 

Andy： 可是你不 高兴。  

Andy： Kěshì nǐ bù gāoxìng 。  



 

 

美丽 ： 我有点儿头疼， 最近太忙了 。  

MěiLì ：Wǒ yǒudiǎnr tóuténg, zuìjìn tài máng le 。  

 

Andy： 你去看医生了吗 ？  

Andy： Nǐ qù kàn yīsheng le ma ？  

 

美丽 ： 没有，我吃了药  。  

MěiLì ：Méiyǒu ,wǒ chī le yào 。  

 

Andy： 今天我帮你做饭吧，你好好儿休息。  

Andy： Jīntiān wǒ bāng nǐ zuòfàn ba, nǐ hǎohāor xiūxi 。  

 

美丽 ： 谢谢你，Andy！明天我请你喝咖啡。  

MěiLì ：Xièxie nǐ ，Andy！Míngtiān wǒ qǐng nǐ hē kāfēi 。  

 

Andy： 不客气 ！ 

Andy： Búkèqi ！ 

 

1. 美丽高兴吗？           

  MěiLì gāoxìng ma ？  

A. 美丽很高兴           B.美丽不高兴    

   MěiLì hěn gāoxìng      MěiLì bù gāoxìng  

 

2. 美丽怎么了 ？           

   MěiLì zěnme le ？  

A. 美丽没事儿            B. 美丽最近太忙了，她头疼    

   MěiLì méishìr            MěiLì zuìjìn tài máng le , tā tóuténg  

 

3. Andy 帮美丽做什么？           

   Andy bāng MěiLì zuò shénme ？  

A. Andy 帮美丽做饭         B. Andy 和她一起去看医生     

   Andy bāng MěiLì zuòfàn     Andy hé tā yìqǐ qù kàn yīsheng  

 

4. 美丽怎么谢谢 Andy？           

   MěiLì zěnme xièxie Andy？  

A. 美丽帮 Andy 做饭          B. 美丽请 Andy 喝咖啡   

  MěiLì bāng Andy zuòfàn      MěiLì qǐng Andy hē kāfēi  

 

5. 美丽去看医生了吗 ？           

  MěiLì qù kàn yīsheng le ma ？  

A. 她去了                  B. 她没有去，她吃了药   

   Tā qù le                    Tā méiyǒu qù , tā chī le yào 



 

Answers: 

一、 

1. A 

2. A 

3. B 

4. A 

5. B 

6. B 

7. B 

8. A 

9. B 

10. B 

二、 

Nǐ zěnme le? 

1. 你 怎么  了? 

Wǒ dǎ guò sāncì wǎngqiú。 

2. 我 打 过 三次  网球。 

Wǒ qù le sìcì wèishēngjiān。 

3. 我 去了四次  卫生间。 

Nǐ qù guò duōshao cì Yúnnán?    

4. 你 去 过  多少  次 云南? 

Wǒ mǎshàng qù kàn yīsheng。 

5. 我   马上  去 看  医生。 

Wǒ mǎshàng bāng nǐ qǐngjià。 

6. 我   马上   帮 你 请假。 

Nǐ shì búshì gǎnmào le? 

7. 你是 不是  感冒  了? 

Jīntiān wǒ yǒudiǎnr tóuténg。 

8.  今天 我  有点儿  头疼。 

Nǐ zàijiā hǎohāor xiūxi ba。 

9. 你在家 好好儿 休息吧。 

Zuótiān wǎnshang wǒ lādùzi le。 

10.  昨天   晚上   我 拉肚子了。 

三、 

shìr, hǎohāor, zěnme le? mǎshàng, cì, hǎohāor, shìr, cì, mǎshàng, zěnme le? 

事儿 好好儿 怎么了   马上   次 好好儿 事儿次  马上    怎么了 

四、 

1. B 

2. B 

3. A 

4. B 

5. 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