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3-Lesson4 

Dì sì kè 

第四课 

 

一、选择。(Choose) 

 

1. 他是谁？          

   Tā shì shuí ？  

 

A. 他是老板    

   Tā shì lǎobǎn  

B. 他是司机  

   Tā shì sījī  

 
 

2. 她做什么？           

  Tā zuò shénme ？ 

 

A. 她去旅游    

   Tā qù lǚyóu  

B. 她去出差    

   Tā qù chūchāi  

  

 

3. Andy 去北京出差还是旅游？           

 Andy qù Běijīng chūchāi háishì lǚyóu ？  

 

A. 他去出差     

   Tā qù chūchāi  

B. 他去旅游   

   Tā qù lǚyóu  

   

 

4. 他做什么 ？           

  Tā zuò shénme ？  

A. 他 开 车    

   Tā kāi chē  

B. 他 洗 车   

   Tā xǐ chē  

 

 

 

 

 



 

5. 哪一个是机场？           

  Nǎ yí ge shì jīchǎng ？  

        A.                                    B. 

                

 

6. 哪一个是飞机 ？           

  Nǎ yí ge shì fēijī ？  

        A.                                    B. 

 

                       
 

7. 你觉得坐飞机从深圳到上海要多长时间？           

  Nǐ juéde zuò fēijī cóng Shēnzhèn dào Shànghǎi yào duōcháng shíjiān ？  

 

A. 一个小时  

  yí ge xiǎoshí   

B. 两个小时   

  liǎng ge xiǎoshí  

 

 

 

 8. 他在哪里 ？           

  Tā zài nǎli ？ 

 

A. 他在路上   

   Tā zài lùshang   

B. 他在公司  

   Tā zài gōngsī  

 



 

9. 这里的交通怎么样？           

  Zhèlide jiāotōng zěnmeyàng ？  

 

A. 很方便     

   hěn fāngbiàn  

B. 不方便，很堵车   

   bù fāngbiàn , hěn dǔchē 

 

  

10. 他们做什么？           

   Tāmen zuò shénme ？  

 

A. 他们等车   

   Tāmen děngchē   

B. 他们等地铁   

   Tāmen děng dìti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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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出差    武汉      明天     要   我   去  

  chūchāi  Wǔhàn   míngtiān   yào  wǒ   qù  

 

                                                      

2. 上班      深圳      公司   我们     派    来   

 shàngbān  Shēnzhèn   gōngsī  wǒmen    pài   lái  

 

                                                      

 

3. 老板   我    美国    出差    派   去  

  lǎobǎn  wǒ  Měiguó  chūchāi   pài   qù  

 

                                                      

 

4. 小时    回家   要    半个   开车    从     公司  

  xiǎoshí   huíjiā  yào   bànge  kāichē  cóng   gōngsī  

 

                                                      

 



 

5. 机场   几点   我    去   接    明天    你   呢  

  jīchǎng  jǐdiǎn  wǒ   qù    jiē   míngtiān  nǐ   ne  

 

                                                      

 

6. 下个  飞机   我   去   北京    星期    坐   

  xiàge   fēijī   wǒ  qù   Běijīng   xīngqī  zuò  

 

                                                      

 

7. 晚点    一个   不好意思  飞机  了  小时   

 wǎndiǎn   yíge   bùhǎoyìsi   fēijī  le   xiǎoshí  

 

                                                      

 

8.不好意思   喜欢     喝    不   我   咖啡   

 bùhǎoyìsi   xǐhuan    hē    bù   wǒ   kāfēi  

 

                                                      

 

9 堵车    很   机场   我   路上    的  去  

  dǔchē   hěn  jīchǎng  wǒ  lùshang  de  qù  

 

                                                      

 

10. 飞机   因为   下雨     晚点   所以  了  今天    

fēijī  yīnwèi  xià yǔ   wǎndiǎn  suǒyǐ  le   jīntiān  

 

                                                      

三、选择，完成“因为…所以…”句子。(Choose and complete the sentences) 

 

1. A  我迟到了     B  今天路上堵车      

     wǒ chídào le      jīntiān lùshang dǔchē    

 

因为          所以        

Yīnwèi         Suǒ yǐ        

 

2.A  这件衣服打折     B  我很想买      

     zhè jiàn yīfu dǎzhé     wǒ hěn xiǎng mǎi   

 

因为          所以        

Yīnwèi         Suǒ yǐ        

 

 



 

3.A  我喜欢吃水果        B  吃水果很健康      

     wǒ xǐhuan chī shuǐguǒ     chī shuǐguǒ hěn jiànkāng   

  

因为          所以        

Yīnwèi         Suǒ yǐ        

 

4.A  我的房子没有找好          B  深圳的房子太贵了    

     wǒde fángzi méiyǒu zhǎo hǎo     Shēnzhèn de fángzi tài guì le    

 

因为          所以        

Yīnwèi         Suǒ yǐ        

 

5.A  公司派我去美国出差           B  我很忙    

     gōngsī pài wǒ qù Měiguó chūchāi     wǒ hěn máng    

 

因 为          所以        

Yīnwèi         Suǒ yǐ        

 

 

四、选择合适的词语完成下列句子。 (Choose the words to complete the 

sentences.) 

 

接   等   派    听说    打算    开车   晚点     机场    堵车   正好   

jiē  děng  pài  tīngshuō  dǎsuan  kāichē  wǎndiǎn  jīchǎng  dǔchē  zhènghǎo  

 

1. 别着急 ， 我可以        你 。 

  Bié zháojí ，wǒ kěyǐ        nǐ 。 

 

2. 今天是周末 ，路上很        ， 我们坐地铁去逛街吧 ！  

  Jīntiān shì zhōumò,lùshang hěn      ,wǒmen zuò dìtiě qù guàngjiē ba ！  

3. 不好意思 ， 因为今天下雨 ，所以飞机       了 。  

  Bùhǎo yìsi ，yīnwèi jīntiān xiàyǔ ，suǒyǐ fēijī        le 。 

  

4. 我          你上个月去美国出差了， 是吗 ？  

  Wǒ        nǐ shàng ge yuè qù Měiguó chūchāi le , shì ma ？  

 

5. 别          ，从这里回家太远了，我们可以坐飞机。  

  Bié        ，cóng zhèli huíjiā tài yuǎn le, wǒmen kěyǐ zuò fēijī 。 

  

6. 老板现在          在公司，我可以帮你请假  。  

  Lǎobǎn xiànzài        zài gōngsī , wǒ kěyǐ bāng nǐ qǐngjià 。  

 

7. 这个假期你         做什么 ？去哪里 ？  

  Zhè ge jiàqī nǐ        zuò shénme ？qù nǎli ？  



 

8. 今天下午 5 点你在体育馆门口         我吧 ！  

  Jīntiān xiàwǔ 5 diǎn nǐ zài tǐyùguǎn ménkǒu        wǒ ba ！  

 

9. 你去过深圳 宝安        吗 ？ 那里很大 。  

  Nǐ qù guò Shēnzhèn Bǎoān        ma ？Nàli hěn dà 。  

 

10. 公司         我到这里来拿一下儿东西 。  

  Gōngsī        wǒ dào zhèli lái ná yíxiàr dōngxi 。  



 

Answers: 

一、 

1. A 

2. B 

3. B 

4. B 

5. A 

6. B 

7. B 

8. A 

9. B 

10. B 

二、 

Wǒ míngtiān yào qù Wǔhàn chūchāi。 

1. 我  明天   要 去 武汉   出差。 

Gōngsī pài wǒmen lái Shēnzhèn shàngbān。 

2. 公司  派  我们 来  深圳    上班。 

Lǎobǎn pài wǒ qù Měiguó chūchāi。 

3.  老板 派 我 去  美国  出差。 

cóng gōngsī kāichē huíjiā yào bànge xiǎoshí。 

4.  从  公司  开车 回家 要  半个 小时。 

Wǒ míngtiān jǐdiǎn qù jīchǎng jiē nǐ ne? 

5.  我  明天  几点 去 机场 接 你呢? 

Wǒ xiàge xīngqī zuò fēijī qù Běijīng。 

6. 我 下个 星期  坐飞机去 北京。 

Bùhǎoyìsi，fēijī wǎndiǎn le yíge xiǎoshí。 

7. 不好意思，飞机 晚点 了一个 小时。 

    Bùhǎoyìsi，wǒ bù xǐhuan hē kāfēi。 

8. 不好意思，我 不 喜欢  喝咖啡。 

Wǒ qù jīchǎng de lùshang hěn dǔchē。 

9. 我 去  机场 的  路上  很 堵车。 

    Yīnwèi jīntiān xià yǔ，suǒyǐ fēijī wǎndiǎn le。 

10.  因为  今天 下 雨，所以飞机 晚点  了。 

三、 

1. B  A 

2. A  B 

3. B  A 

4. B  A 

5. A  B 

四、 

děng，dǔchē，wǎndiǎn，tīngshuō，kāichē，zhènghǎo，dǎsuan，jiē，jīchǎng，pài 

等    堵车   晚点     听说    开车     正好     打算  接   机场   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