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e-Lesson 6 

Dì liù kè 

第六课 

 

一、选择。(Choose) 

 

1. 哪一个是“足 球” ？           

  Nǎ yí ɡe shì “ zúqiú ” ？ 

  

           A.                                   B 

.              

 

2. 哪一个是“游泳”？           

  Nǎ yí ɡe shì “ yóuyǒnɡ ” ？  

 

           A.                                   B 

               
 

3. 哪一个是“太极拳”？           

  Nǎ yí ɡe shì “ tàijíquán ” ？  

 

         A.                                     B 

                 



 

 

4. 这是什么比赛？           

  Zhè shì shénme bǐsài ？ 

  

A. 羽毛球比赛    

   yǔmáoqiú bǐsài   

B. 网球比赛 

   wǎnɡqiú bǐsài 

  

    

 

 

5. 他的爱好是什么 ？           

  Tāde àihào shì shénme ？  

 

A. 踢足球    

   tī zúqiú  

B. 打羽毛球   

   dǎ yǔmáoqiú  

 

  

 

 

6. 她是什么球迷 ？           

  Tā shì shénme qiúmí？  

 

A. 足球迷 

  zúqiúmí 

B. 网球迷  

  wǎnɡqiúmí 

 

 

 

 

 

7. 你认识这个明星吗？ 他是谁？           

  Nǐ rènshi zhè ɡe míngxīnɡ mɑ？Tā shì shuí ？  

 

A. 认识，他是贝克汉姆。   

   Rènshi, tā shì Beckham . 

B. 认识，他是林丹。   

   Rènshi, tā shì Lín Dān  

 

    

 

8. 你知道 Andy 的偶像是谁吗？           

  Nǐ zhīdao Andy de ǒuxiànɡ shì shuí mɑ ？  

 

A. 知道    

  zhīdao  

B. 不知道 

bù zhīdao 

 

 

 



 

9. 这儿的交通怎么样？           

  Zhèr de jiāotōnɡ zěnmeyànɡ ？ 

 

A. 太好了   

   tài hǎo le   

B. 不太好   

   

  

bú tài hǎo 

 

10. 她的网球打得怎么样？           

   Tāde wǎnɡqiú dǎ de zěnmeyànɡ ？  

 

A. 非常好    

   fēichánɡ hǎo  

B. 不太好   

   bú tài hǎ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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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我   很多    特别   爱好    游泳     是    有  

  wǒ  hěnduō   tèbié   àihào   yóuyǒnɡ   shì   yǒu  

 

                                                                    

 

2. 喜欢  比赛   你   林丹     羽毛球    看    的  吗  

 xǐhuɑn  bǐsài   nǐ  Lín Dān   yǔmáoqiú   kàn   de  mɑ  

 

                                                                    

 

3. 知道    他   是    网球     我   迷  

  zhīdao    tā   shì  wǎnɡqiú   wǒ   mí  

 

                                                                    

 

4. 公司   有   一个   知道    我   附近    饭店     我   

  ɡōnɡsī  yǒu  yíɡe   zhīdao   wǒ   fùjìn    fàndiàn   wǒ  

 

                                                                    

 

5. 他  也是     明星     是    足球    偶像     我的  

   tā  yěshì   míngxīnɡ   shì    zúqiú   ǒuxiànɡ   wǒde  

 

                                                                    

 



 

6. 看   比赛    喜欢   我   不会   踢足球  足球   可是   我  

  kàn   bǐsài   xǐhuɑn  wǒ   búhuì  tīzúqiú   zúqiú  kěshì   wǒ  

 

                                                                    

7. 你   我   不会    帮   吗    做饭     能    我  

   nǐ   wǒ  búhuì   bānɡ  mɑ   zuòfàn   nénɡ   wǒ  

 

                                                                    

8. 晚上     一定    今天   的   比赛   好看    很   

 wǎnshɑnɡ  yídìnɡ   jīntiān  de   bǐsài   hǎokàn   hěn  

 

                                                                    

9. 非常      网球   打得  他的   好   

  fēichánɡ  wǎnɡqiú  dǎde  tāde   hǎo  

 

                                                                    

10. 改天   去  那个  试试    有名的     我们    饭店    吧  

   ɡǎitiān  qù  nàɡe  shìshi   yǒumínɡde  wǒmen  fàndiàn   bɑ  

 

                                                                    

 

三、连线，选择合适的动词。（Match) 

 

骑                客厅    

qí                kètīnɡ  

打                肚子  

dǎ                dùzi  

踢                自行车   

tī                zìxínɡchē  

打扫               电脑   

dǎsǎo             diànnǎo  

挂                 羽毛球   

ɡuà               yǔmáoqiú  

买                  房子  

mǎi               fánɡzi  

请                 足球   

qǐnɡ               zúqiú  

拉                  东西  

lā                 dōnɡxi  

租                  假   

zū                  jià  

拿                一幅画儿  

ná                yì fú huàr  

 



 

四、选择合适的“de”完成句子。(Choose the “de” to complete the sentences.) 

 

A. 的  B. 得  

A. de   B. de 

 

1. 我        爸爸喜欢去旅游。 (  ) 

  Wǒ        bàbɑ xǐhuɑn qù lǚyóu 。  

 

2. 他        网球打得非常好。 (   ) 

  Tā        wǎnɡqiú dǎ de fēichánɡ hǎo 。 

 

3. 她        这件衣服特别好看，我很喜欢 。 (   ) 

  Tā       zhè jiàn yīfu tèbié hǎokàn , wǒ hěn xǐhuɑn 。 

 

4. 他每次都吃        特别多。(   )  

  Tā měicì dōu chī        tèbié duō 。 

  

5. 你的房子租        太贵了！ (   ) 

  Nǐde fánɡzi zū        tài ɡuì le ！  

 

五、选择合适的词语完成句子或对话。(Choose the words to complete the 

sentences.) 

 

 改天   非常    不太   会   做梦     一定   知道  球迷   比赛  爱好   

ɡǎitiān  fēichánɡ  bútài  huì  zuòmènɡ  yídìnɡ  zhīdao  qiúmí  bǐsài  àihào  

 

1. 我今天晚上          和你去吃饭。  

  Wǒ jīntiān wǎnshɑnɡ        hé nǐ qù chīfàn 。  

 

2. 我很喜欢游泳，你的         是什么？  

  Wǒ hěn xǐhuɑn yóuyǒnɡ ，nǐ de        shì shénme ？  

 

3. 妈妈今天不舒服 ，做的饭         好吃  。  

  Māmɑ jīntiān bù shūfu , zuò de fàn        hǎochī 。  

 

4.--- 我想和我的偶像一起吃饭！  

  --- Wǒ xiǎnɡ hé wǒde ǒuxiànɡ yìqǐ chīfàn ！  

 

  --- 别        了 ！  

  --- Bié       le ！  

 

5. 我         他这个周末要回法国  。  

  Wǒ        tā zhè ɡe zhōumò yào huí Fǎɡuó 。  

 



 

6. 明天的网球         你看吗？有我的偶像。  

  Mínɡtiān de wǎnɡqiú        nǐ kàn mɑ？Yǒu wǒde ǒuxiànɡ 。  

 

7. 最近我很忙，        一定和你去逛街。  

  Zuìjìn wǒ hěn mánɡ,        yídìnɡ hé nǐ qù ɡuànɡjiē 。  

 

8. Andy 的爸爸妈妈都是       ，爸爸是足球迷，妈妈是网球迷 。  

  Andy de bàbɑ māmɑ dōu shì     , bàbɑ shì zúqiúmí, māmɑ shì wǎnɡqiúmí 。  

 

9. 这里的招牌菜       好吃，你一定要试试。  

  Zhèli de zhāopɑicài        hǎochī , nǐ yídìnɡ yào shìshi 。 

  

10. 我不会游泳, 可是我         打球和骑自行车。  

  Wǒ búhuì yóuyǒnɡ , kěshì wǒ        dǎqiú hé qí zìxínɡchē。  



 

Answers: 

1. A 

2. B 

3. B 

4. A 

5. A 

6. A 

7. A 

8. A 

9. B 

10. A 

二、 

Wǒ yǒu hěnduō àihào，tèbié shì yóuyǒnɡ。 

1. 我 有  很多  爱好  特别 是  游泳。 

Nǐ xǐhuɑn kàn LínDān de yǔmáoqiú bǐsài mɑ? 

2. 你 喜欢  看 林丹  的 羽毛球 比赛 吗? 

Wǒ zhīdao tā shì wǎnɡqiú mí。 

3. 我  知道 他是  网球  迷。 

Wǒ zhīdao wǒ ɡōnɡsī fùjìn yǒu yíɡe fàndiàn。 

4. 我  知道 我  公司 附近 有一个 饭店。 

Tā shì zúqiú míngxīnɡ，yěshì wǒde ǒuxiànɡ。 

5. 他是 足球  明星，   也是我的  偶像。 

Wǒ xǐhuɑn kàn zúqiú bǐsài，kěshì wǒ búhuì tīzúqiú。 

6. 我  喜欢  看 足球比赛，可是 我 不会 踢足球。 

Wǒ búhuì zuòfàn。Nǐ nénɡ bānɡ wǒ mɑ? 

7. 我  不会 做饭。 你 能   帮 我  吗? 

Jīntiān wǎnshɑnɡ de bǐsài yídìnɡ hěn hǎokàn。 

8. 今天    晚上   的比赛 一定 很  好看。 

Tāde wǎnɡqiú dǎde fēichánɡ hǎo。 

9. 他的  网球  打得  非常  好。 

Wǒmen ɡǎitiān qù shìshi nàɡe yǒumínɡde fàndiàn bɑ。 

10.  我们   改天 去 试试 那个 有名的    饭店  吧。 



 

 

三、 

骑                客厅    

qí                kètīnɡ  

打                肚子  

dǎ                dùzi  

踢                自行车   

tī                zìxínɡchē  

打扫               电脑   

dǎsǎo             diànnǎo  

挂                 羽毛球   

ɡuà               yǔmáoqiú  

买                  房子  

mǎi               fánɡzi  

请                 足球   

qǐnɡ               zúqiú  

拉                  东西  

lā                 dōnɡxi  

租                  假   

zū                  jià  

拿                一幅画儿  

ná                yì fú huàr 

四、 

1. A 

2. A 

3. A 

4. B 

5. B 

五、 

yídìnɡ，àihào，bútài，zuòmènɡ，zhīdao，bǐsài，ɡǎitiān，qiúmí，fēichánɡ，huì 

一定   爱好  不太     做梦    知道   比赛  改天    球迷   非常    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