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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zione 1 → Come avete fatto l’esame?

3. (1) B (2) A (3) B (4) C (5) A

4. (1) 平时

 (2) 嫉妒

 (3) 担心

 (4) 每次

 (5) 更

 (6) 翻译

 (7) 努力

 (8) 怕

5. (1) 我游泳游得不太好。

 (2) 他今天喝酒喝得多不多？/ 他今天酒喝得多不多？

 (3) 他这个句子翻译得不对。/ 这个句子他翻译得不对。

 (4) 我睡觉睡得很晚。

 (5) 他们起床都起得很早。

 (6) 弟弟学得很好。/ 弟弟的学习很好。

6. (1) 说汉语说得不错 / 不流利 / 不太好

 (2) 写汉字写得不错 / 不流利 / 不太好 / 不对

 (3) 读课文读得不错 / 不流利 / 不太好

 (4) 起床起得很早 / 晚

 (5) 睡觉睡得很早 / 晚

 (6) 考试考得不错 / 不太好

 (7) 发音发得不对 / 很准

9. (1) 这次他汉语口试考得不好。

 (2) 他每天早上都七点起床。

 (3) 我每天晚上睡觉睡得很晚。

 (4) 他们发音发得不准。

Chiave degli esercizi di grammat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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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平时我们翻译练习做得很少。/ 翻译练习我们平时做得很少。

 (6) 得100分的学生肯定是路易。

 (7) 我弟弟学得一直很努力。

 (8) 我们中国文化课上得不多。/ 中国文化课我们上得不多。

11  个 叫 也 的 是 得 和  的 要是

12 (1) 为了准备考试，他每天六点起床学习。

 (2) 语法和口语我学得不好，所以我最怕考试。

 (3) 要是今年我有很多钱，我想去中国看看。

 (4) 那个说意大利语说得 / 意大利语说得非常流利的中国学生是我的朋友。

 (5) 要是这次考试不及格，我得补考。

 (6) 你们别担心，笔试不难，但你们得准备。

 (7) 现在我在北京学习汉语和中国文学，我学得很好。

 (8) 这个句子你翻译得不太好。/ 你这个句子翻译得不太好。 

 Lezione 2 → Ieri dove sei andato?

3. A (1) 紧张 (2) 可惜 (3) 举行 (4) 发展   (5) 希望

  (6) 活动 (7) 专门 (8) 特别 (9) 了解   (10) 认识

 B (1) 知道 (2) 了解 (3) 认识 (4) 认识，了解，知道 (5) 办
  (6) 搞  (7) 举行 (8) 办，搞 (9) 觉得   (10) 以为

 C (1) 只好 (2) 只好 (3) 只有

  (4) 只是 (5) 只有 (6) 只是

 D (1) 又  (2) 再  (3) 再
  (4) 再  (5) 又  (6) 又，再

 E (1) 跟  (2) 对  (3) 给  (4) 给
  (5) 对  (6) 给  (7) 在  (8) 给

5. (1) e (2) c (3) e (4) c (5) e (6) c (7) e (8) c

6. (1) C (2) B (3) B (4) C (5) C (6) C

7. (1) 他们明天去我家做客。

 (2) 爸爸和妈妈知道我和保罗的事。

 (3) 这个展览帮助我们了解中国文化。

 (4) 我对中国人今天的生活不了解。

 (5) 昨天我去大使馆看展览了。

 (6) 我爸爸对我的男朋友不太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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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1) 我妈妈做的菜 / 饭好吃极了。

 (2) 因为昨天去得太晚了，所以我们只好明天再去。

 (3) A: 你给你弟弟打电话了吗？   B: 没有，因为今天我特别忙。

 (4) 昨天我去了大学，也去了图书馆，但是没去上课。

 (5) 爸爸总是很忙，他还没去看那个中国电影。

 (6) 我们很喜欢中国，但对中国文化不太了解 / 但不太了解中国文化。

 (7) 老师常常对我们说：你们要多听、多说、多写、多练习。

 (8) 我在朋友家做客的时候，他爸爸和妈妈对我热情极了。

 Lezione 3 → Abbiamo ascoltato un concerto

3. A (1) 一般 (2) 最好 (3) 要紧 (4) 已经 (5) 要不然

  (6) 见面 (7) 故意 (8) 约会 (9) 原因 (10) 习惯

 B (1) 平时 (2) 一般 (3) 吃醋 (4) 嫉妒

  (5) 礼貌 (6) 客气  (7) 专门 (8) 故意

 C (1) 总是 (2) 从来 (3) 一直

  (4) 一直 (5) 总是 (6) 总是

 D (1) 就  (2) 才  (3) 才  (4) 才  (5) 就
  (6) 才  (7) 才  (8) 就  (9) 才  (10) 才，就

 E (1) 就是 (2) 就  (3) 就
  (4) 只是 (5) 要是 (6) 就

4. (1) 今年八月我跟一个朋友一起去德国。/ 去年八月我跟一个朋友一起去了德国 / 

去德国了。

 (2) 这件事让我爸爸很生气。

 (3) 我们常常去他家玩儿。

 (4) 他昨天没来上课，今天又没来。

 (5) 我们八点上课，老师八点半才到。

 (6) 他们没去看展览，去逛商店了。

 (7) 他上课总是迟到。

 (8) 昨天晚上我一直在家，你为什么没给我打电话？

5. (1) A, D (2) A (3) A (4) B (5) A (6) D (7) B (8) B, C (9) B (10) D

7. (1) 今天早上我只喝了一杯咖啡。

 (2) 我跟他一起过了一个快乐的周末。

 (3) 你不在，我就自己去了。

 (4) 我问了老师很多问题。

 (5) 罗马人觉得迟到跟礼貌没关系。

 (6) 我们俩去市中心听了一个音乐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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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他的好朋友再也没来大学上课。

 (8) 我跟朋友约会从来不迟到。

8. 觉得 得 都 或者 要是 就 得 的

 个 在 都 了 和 就 跟 或者

9. (1) 我听说Roland和女朋友分手了。

 (2) 要是你的朋友约会迟到，你会生气吗？

 (3) 有时候，姑娘故意让她们的男朋友等她们一会儿。

 (4) 足球赛已经开始了，他才到家。

 (5) 还早，我们还可以再等一会儿。

 (6) 去年我去中国的时候，买了很多书和衣服。

 (7) 我给我弟弟买了一些CD, 还给他买了一台笔记本电脑。

 (8) A: 昨天晚上你们看电视了吗？

   B: 没有，我们有事，特别晚才回家。

 Lezione 4 → Sei stato in Cina?

3. A (1) 互相 (2) 过奖了  (3) 进修 (4) 作品

  (5) 方便 (6) 吸引  (7) 留下 (8) 中国通

 B (1) 旅行 (2) 旅游 / 旅行 (3) 游览 (4) 旅行

 C (1) 精美 (2) 漂亮 / 好看 (3) 好看 (4) 好看

 D (1) 而  (2) 但是  (3) 而且 (4) 而  (5) 而
 E (1) 时间 (2) 时期  (3) 时候 (4) 时间 (5) 时候

4. (1) 了  (2) 过  (3) 过  (4) 了  (5) 过 / 了

 (6) 了  (7) 过  (8) 了，过 (9) 了  (10) 了

5. (1) c (2) b (3) c (4) c  (5) b (6) a

7. (1) 小雨给我在罗马 / 在罗马给我找了几个中国朋友。

 (2) 我这次考试 / 这次考试我只考了60分。

 (3) 以后我们都打算去中国旅行。

 (4) 你是怎么准备考试的？

 (5) 这几天周老师 / 周老师这几天参观了很多古迹和博物馆。

 (6) 大部分移民是从中国南方来的。

 (7) 他们俩都给中国游客当过翻译。

 (8) 这里的博物馆我都看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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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1) 我去（过）中国了，是（去年）三月去的，我参观 / 游览了很多地方。

 (2) 罗马不但是意大利的政治中心，也是意大利的文化中心。

 (3) 大部分在意大利生活的中国人做买卖或者开餐馆。

 (4) 我是上个周末跟朋友去的威尼斯。

 (5) 为了练习汉语口语，我找了一个学意大利语的中国学生。

 (6) 我已经去过那儿，知道怎么去，不用你送我 / 带我去。

 (7) 我们班的学生（中）百分之九十是1990年生的。

 (8) 考试不及格的学生只占百分之十八。

 Lezione 5 → Questa è Piazza di Spagna

3. (1) 欣赏 (2) 四季 (3) 原来 (4) 其他 (5) 常客

 (6) 附近 (7) 有名 (8) 讨论 (9) 保留 (10) 品尝

4. (1) 拿着 (2) 挂着 (3) 站着 (4) 写着 (5) 穿着

 (6) 开着 (7) 坐着 (8) 放着 (9) 摆着 (10) 画着

5. (1) 了  (2) 了，了 (3) 过，过 (4) 了，了

 (5) 过  (6) 着  (7) 着  (8) 着 / 了

6. (1) b (2) a (3) b (4) b (5) a (6) a

7. (1) 我家客厅里挂着中国画儿。

 (2) 那本书上没写着我的名字。

 (3) 我们在中国照了很多相。

 (4) 西班牙广场附近有很多有名的时装店。

 (5) 文人和艺术家是这家咖啡馆的常客。

 (6) 十八世纪有很多外国人到过中国。

 (7) 妈妈手里拿着很多东西。

 (8) 这个咖啡馆是中国人开的。

8. A 过 是 的 只 过 得 不但 而且 着

 B. 请 了 过 着 再 得 再 真 跟 了

11. (1) 这个汉字我们没学过，我不知道怎么读。

 (2) 这个教室是2001 年建造的。

 (3) 我妈妈说，站着吃饭对身体不好。

 (4) 今天是中国的新年，门上贴着一个很大的汉字：“春” / 贴了一个大的汉

字：“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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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他穿着那件在希腊买的衬衫。

 (6) 他今天还保留着大量的外文书。

 (7) 我拿着花照了一张相。

 (8) (在)这家艺术博物馆里摆着 / 展览着很多名人的雕像。

 (9) 他们常常喝着咖啡讨论文学和艺术。

 (10) 很多游客喜欢在广场上散步、聊天 / 在广场上散步和聊天。

 Lezione 6 → Hai visto Marco?

3. A (1) 靠 (2) 参加 (3) 着急 (4) 各种

  (5) 机会 (6) 刚才 (7) 需要 (8) 另外

 B. (1) 一直 (2) 直接 (3) 差不多 (4) 大概

  (5) 紧张 (6) 着急 (7) 对不起 (8) 抱歉

 C. (1) 到 (2) 到 (3) 错 (4) 好 (5) 成
  (6) 错 (7) 懂 (8) 成 (9) 完 (10) 完
 D. (1) 看见 (2) 看见 (3) 看 (4) 看 (5) 看 (6) 看 

 E. (1) 听 (2) 听见 (3) 听见 (4) 听 (5) 听 (6) 听 

 F. (1) 买 / 找到 (2) 想到 (3) 搬到 (4) 找到 (5) 看到 (6) 学到

 G. (1) 写好 (2) 学好 (3) 约好 (4) 想好 (5) 吃好 (6) 考好

4. (1) b (2) a (3) b (4) a (5) a (6) b

5. (1) 我去了好几家书店才买到那本书。

 (2) 这本小说还没有翻译成意大利语。

 (3) 我们可以直接在网上跟他聊天儿

 (4) 在中国, 我可以天天说汉语。

 (5) 这盘录像带，你明天直接给他吧。

 (6) 现在大部分学生都有机会去中国留学。

6. (1) 这个电影没有中文字幕，我们没有都看懂。

 (2) 我去了很多/好几家商店，但是没有买到那张DVD。

 (3) 靠自己的 / 他的努力，他找到了一个很不错的工作。

 (4) 由于 / 因为我去德国进修汉语了，所以没有准备好二年级的汉语考试。

 (5) 过去学（会）说汉语需要五、六年的时间，现在三、四年差不多就够了。

 (6) 我只看过 / 了电影，没有读 / 看过小说。

 (7) 我们刚才去吃饭了。你找我们有什么事（吗）？

 (8) 对不起，你叫我了吗？我没听见，因为我正在听音乐。

 (9) 昨天我学会了写你的中文名字。你看，我写对了吗？

 (10) 你可以上网查资料，可以找到很多有用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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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zione 7 → Appena finito l’esame andiamo a cercare casa 

3. A (1) 决定 (2) 考虑 (3) 结婚 (4) 马上 (5) 没准儿

  (6) 传统 (7) 说服 (8) 同意 (9) 奇怪 (10) 反对

 B. (1) 得  (2) 地  (3) 的  (4) 的
  (5) 的  (6) 地  (7) 地  (8) 的，的

4. (1) 在  (2) 给  (3) 着 / 到 (4) 给 

 (5) 着 / 到 (6) 在  (7) 在  (8) 给

5. (1) 到  (2) 成，在 (3) 给  (4) 在，见

 (5) 见 / 懂 (6) 完  (7) 错  (8) 给

6. (1) B (2) C (3) A (4) B (5) C (6) B 

7. (1) a (2) b (3) c (4) b (5) a (6) a

10. (1) b (2) a (3) a (4) b (5) b

11. (1) 他们送给我们不少家具。

 (2) 你刚才说的话我没听懂。/ 我没听懂你刚才说的话.

 (3) 大学一毕业, 我就去中国找工作。

 (4) 我跟朋友住在一起。

 (5) 你们俩恋爱多长时间了？

 (6) 他们这么做会让人觉得不合适。

12. (1) 老师的话我没听懂。

 (2) 他一学汉语就着急。

 (3) 他一到家就开始做作业。

 (4) 我们下了课就回家。

 (5) 我给他买一件生日礼物。

 (6) 他对我客气地说：“谢谢你！”

 (7) 我知道他早晚一定会来找我。

 (8) 我同意他说的。

13. (1) 他不了解中国历史，所以想从下个星期开始去上中国历史课。

 (2) 我只跟他说过 / 了一次，他就同意 / 答应了。

 (3) 他一边走，一边着急地说：“快点儿！我们不能迟到。”

 (4) 我一看完足球赛就去睡觉。

 (5) 别着急！我们再等一会儿，他们早晚会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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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这件事就这样决定了 / 是这样决定的，你不同意也得同意。

 (7) 他喜欢一边听音乐，一边做作业。 

 (8) 他一到（了）那儿（马上）就看 / 参观了两个展览。

 (9) 我们俩一认识（马上）就成了好朋友。 

 (10) 去中国生活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决定以前，要好好考虑（考虑）。

 Lezione 8 → In tutto quanti anni dovete studiare?

3. A (1) 学期 (2) 认识 (3) 课程 (4) 知道 (5) 遗憾

  (6) 了解 (7) 自费 (8) 成语 (9) 职业 (10) 其他

 B. (1) 遍  (2) 次 (3) 遍  (4) 遍
  (5) 遍 / 次 (6) 遍 (7) 遍，遍 (8) 次 

 C. (1) 又……又…… (2) 又  (3) 又……又…… (4) 再
  (5) 又……又….. (6) 又  (7) 再   (8) 再

5. (1) C / D (2) D (3) D (4) D (5) D (6) C (7) C (8) C 

6. (1) 我每个星期只去三次大学。

 (2) 我是学经济管理的 / 我学的是经济管理。

 (3) 我弟弟去美国学了三个星期英语。

 (4) 他看了很长时间的书。

 (5) 我觉得又工作又学习很累。 

 (6) 他们在中国上过几年小学。

 (7) 中国菜又便宜又好吃。

 (8) 她是来进修意大利文学的。

7. (1) 我去过两次中国，第一次是我十二岁的时候跟爸爸妈妈一起去的，第二次是自己

去的，我在中国旅行了一个月。

 (2) 以前我们常去那家中国书店买书，有（的）时候每个月去两、三次。 现在（他

们）在我们学校旁边又开了一家书店，所以我们不常去那家书店了。

 (3) 马可一直学得不错，但这次汉语考试，他只得了65分，当然 / 肯定没有去中国

留学 / 学习的奖学金。真遗憾 / 可惜！

 (4) 我小的时候， 爸爸带我旅行了（世界的）很多地方，我去过很多欧洲国家，英

国、法国、德国、和西班牙等。我还没有去过中国和日本。明年我打算去中国学

习一个月汉语，然后去日本旅行一个星期。

 Lezione 9 → Dove appendiamo i quadri?

3. (1) 可口

 (2) 终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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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愿望

 (4) 留

 (5) 打扫

 (6) 道理

 (7) 朝, 朝, 朝

 (8) 休息

 (9) 位置

 (10) 实现

4. (1) 放到

 (2) 交给

 (3) 学好

 (4) 关上

 (5) 翻译成

 (6) 做完

5. (1) 我已经把那本小说还给图书馆了。

 (2) 我们把这两把椅子放到厨房里，好吗？

 (3) 你把“天”字写成“大夫”的“夫”字了。

 (4) 我把你的咖啡喝了。

 (5) 把那几本杂志放在桌子上了。 

 (6) 我到家的时候，他已经把晚饭做好了。

6. (1) b (2) a (3) a (4) a (5) a (6) b 

7. (1) 我吃完晚饭再去你家。

 (2) 把你的衣服挂在椅子上。

 (3) 他没找到钱包。

 (4) 把名字写在你的书上。

 (5) 是谁把你送到这儿的？ 

 (6) 昨天我给你发了一个邮件。

8. (1) 他把书看完了。

 (2) 他已经把衣服穿好了。

 (3) 我一定要把汉语学好。

 (4) 他们还没把作业做完呢。

 (5) 他把书放在桌子上。 

 (6) 昨天我们把他送到车站就回家了。

 (7) 我喜欢看书。

 (8) 我七点开始看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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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1) 希望你今天晚上做个好梦。

 (2) 请你先关上窗户 / 把窗户关上，然后把这幅画挂在墙上。

 (3) 睡觉以前，别忘了关电视 / 把电视关上。

 (4) 我早饭还没吃完 / 我还没把早饭吃完就去大学了。

 (5) 我们已经学到9课了，还有 / 差一课就学完了。 

 (6) 我觉得你没有道理。

 (7) 他还在睡觉，快点儿去把他叫醒。

 (8) 把家布置一下，就更漂亮了。

 Lezione 10 → Poi vieni spesso a trovarci

3. (1) 好奇

 (2) 相亲相爱

 (3) 白头到老

 (4) 祝贺

 (5) 环境

 (6) 周围

 (7) 答应

 (8) 孤独

 (9) 来往

 (10) 温馨

4. (1) a,b (2) b,b (3) a,b (4) a,a (5) b,b (6) a,a (7) b,a

5. (1) 来

 (2) 去，来

 (3) 去，去

 (4) 来

 (5) 去

6. (1) 上去

 (2) 下去

 (3) 下……去

 (4) 过……去

 (5) 出来 

 (6) 回去

7. (1) b (2) a (3) a (4) a (5) b (6) b (7) a (8)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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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1) 我还没跟他结婚呢!

 (2) 这件礼物是谁送给你的?

 (3) 你别下去拿东西了。

 (4) 把书拿来给我看看。

 (5) 我想把这个生日礼物送给他。 

 (6) 楼里搬来了一对年轻人

 (7) 你喜欢一个人住还是跟别人一起住。

 (8) 你能不能出来帮我拿一下。

10. (1) 他把本子和笔从书包里拿出来了。/ 他从书包里把本子和笔拿出来了。

 (2) 他从家里拿来了一本书。

 (3) 快上车去吧，他们在上面等你呢。

 (4) 你看，他向我们走来了。

 (5) 他昨天回意大利（来）了。

 (6) 她从商店出去了。

11. (1) 这幅画是他从中国买来的。

 (2) 我们还没学完30课 / 我们还没把30课学完。

 (3) 他如果做什么好吃的菜，肯定会叫我过去吃。

 (4) 他们俩想一起住 / 住在一起，但是他妈妈不答应 / 同意。

 (5) 他把照相机拿出来，给大家照了一张相，然后就把照相机放进包里（去）了。

 (6) 他给我买了牛奶和水，还买了一些别的东西。

 (7) 他刚出去，马上就又回来了。

 (8) 能去 / 来你家做客，我感到特别 / 非常高兴。

 (9) 你的房间布置得真漂亮！

 (10) 小雨（的）家在这座楼的四层8号。

 Lezione 11 → Il prossimo mese andrò a studiare in Cina

4. A. (1) 奖学金 

  (2) 宿舍

  (3) 花

  (4) 兴奋

  (5) 礼节

  (6) 情况

  (7) 方便

  (8) 留学

  (9) 保证

  (10) 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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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1) 要 

  (2) 必须

  (3) 必须

  (4) 应该

  (5) 要

  (6) 应该

 
 C. (1) 才

  (2) 就

  (3) 就

  (4) 就

 
 D. (1) 只要

  (2) 只有

  (3) 只有

  (4) 只要

5. (1) 新年快到了 / ……

 (2) 他快来了 / ……

 (3) 周末快到了 / ……

 (4) 快考试了 / ……

 (5) 飞机快到了 / ……

7. (1) 要是今年太热，我就买一个空调。

 (2) 我学汉语快两年了。

 (3) 只有去中国留学，才能学好汉语。

 (4) 只要你晚上不看电视，就有时间做作业。

 (5) 明年我就要上三年级了。

 (6) 新年快到了，你打算在哪儿过？

8. (1) ACB (2) CAB

9. (1) C (2) A, C

10. (1) B (2) C (3) B (4) D (5) D (6) A
 (7) D (8) C (9) B (10) C (11) A (12) C

11. (1) 要是 / 如果我是你，肯定 / 一定去中国学习。

 (2) 过几天你就要结婚了，肯定很兴奋。

 (3) 只有去北京，才能吃到真的北京烤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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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她的生日快到了，我们给他买什么？

 (5) 今天也堵车了，我们迟到了一刻钟。

 (6) 只有有护照和预订的飞机票，才能办去中国的旅游签证。

 (7) 填好表格以后，你们可以交给老师或者发 / 寄到中国的大学（去）。

 (8) 要是 / 如果学习上有问题可以找他，他肯定会帮助你。

 Lezione 12 → La prego di tirare fuori le cose che sono dentro

4. (1) 检查 (2) 接 (3) 取 (4) 换 (5) 电梯

 (6) 顺利 (7) 负责 (8) 发 (9) 安排 (10) 随便 

5. (1) 日程 (2) 课程 (3) 报名 (4) 注册 (5) 随便 (6) 方便 

6. A. (1) 从包里 

  (2) 从书店 

  (3) 从国外

  (4) 从他那儿

  (5) 从楼上

  (6) 从电梯里

  (7) 从外边

  (8) 从前边

  (9) 从银行

  (10) 从地上

 B. (1) 还回去 

  (2) 走进来

  (3) 送回去

  (4) 放回去

  (5) 寄过去 

  (6) 拿起来

  (7) 带过来

  (8) 搬下来

  (9) 取回来

  (10) 发过去

7. (1) 楼上

 (2) 马路这边

 (3) 大学

 (4) 外边

 (5) 家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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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1) 大家可以把书带回家去，在家看。

 (2) 那辆红色汽车已经开过桥去了。

 (3) 他看完了DVD就把它放回书架上去了。

 (4) 王老师刚从教室走出去了。

 (5) 我开车来飞机场接你。

 (6) 昨天我去大使馆取签证了。

10. (1) ACB (2) BCA

11. (1) C (2) A, A

12. (1) A (2) C (3) B (4) C (5) C
 (6) A (7) D (8) C (9) B (10) D

13. (1) 你不用站起来，我给你拿过去。

 (2) 要是你去图书馆，可以把我的这本书还回去吗？

 (3) 从火车上只（走）下来了两个人，然后火车慢慢地开过去了／开走了。

 (4) 把弟弟送到学校以后，我马上就去大学上课了。

 (5) 我看见马可从楼梯上跑下来了。

 (6) 书架上的杂志，看完了以后你们别忘了放回去。 

 (7) 我们在北京的旅行日程安排得很满，没有时间去看你。 

 (8) 你可以在这儿给我们照张相吗？ 

 Lezione 13 → Non si diventa grassi in un sol boccone

4. (1) 开学

 (2) 佩服

 (3) 掌握

 (4) 来得及

 (5) 自我

 (6) 计划

 (7) 告诉

 (8) 一下子

 (9) 由于

 (10) 印象

5. (1) 着急

 (2) 担心

 (3) 一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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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马上

 (5) 因为

 (6) 利用

 (7) 用

 (8) 自己

 (9) 自己

 (10) 自我

6. (1) 来得及

 (2) 看不清楚

 (3) 找得到

 (4) 听不懂

 (5) 完成不了 / 完不成

 (6) 来不了

 (7) 搬不动

 (8) 买不到

 (9) 起不来

 (10) 记不住

7. (1) c (2) b (3) b (4) b

9. (1) c (2) a (3) c (4) a (5) a (6) b

10. (1) 这课的生词太多了，课文的内容我一点也记不住。

 (2) 我做得完今天的作业。 / 今天的作业，我做得完。

 (3) 你的行李里放不下这些书吗？ 

 (4) 里边正在上课，我们不能进去。

 (5) 我第一次跟中国人说汉语的时候，一个词也听不懂。

 (6) 不打车去火车站，我们肯定来不及坐 / 赶不上十点的火车。 

11. (1) CBA (2) BAC

12. (1) D (2) B, A

13. (1) C (2) A (3) C (4) B (5) B  (6) C
 (7) D (8) A (9) C (10) A (11) B (12) D

14. (1) 老师都不着急，你着什么急？/ 老师一点儿也不着急，你为什么着急? 

 (2) 我担心（自己）对中国的饮食和气候习惯不了。

 (3) 一天三十个词，我们怎么掌握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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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他说的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5) 老师，对不起，我可以出去一下吗？

 (6) 我们班的同学来自世界各地：有的来自美国，有的来自欧洲，也有从非洲来的。 

 (7) 你一个人搬不动这张大桌子，让两个同学帮你搬吧！ 

 (8) 那个中国学生长得不太漂亮，但是很可爱，爱说，爱笑。 

 Lezione 14 → Oggi sono davvero sfortunato

4. (1) 打交道

 (2) 外号

 (3) 倒霉

 (4) 赶紧

 (5) 骗

 (6) 沉默

 (7) 接受

 (8) 结果

 (9) 提高

 (10) 缺点

5. (1) 办

 (2) 做

 (3) 办

 (4) 办

 (5) 搞

 (6) 干

 (7) 搞

 (8) 弄

6. (1) c (2) b (3) a (4) a (5) a (6) c (7) b (8) a

7. (1) 跟

 (2) 给

 (3) 从

 (4) 给

 (5) 对

 (6) 给

 (7) 跟

 (8)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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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1) 他的计算机被 / 让 / 叫我用坏了。

 (2) 房间被 / 让 / 叫他打扫干净了。

 (3) 他被 / 让 / 叫爸爸妈妈送到英国去留学了。

 (4) 这么多的钱都被 / 让 / 叫他花完了。

 (5) 这个字被 / 让 / 叫他看成那个字了。

 (6) 大桌子被搬走以后，这个房间更空了。

9. (1) 三轮车把马可撞了。

 (2) 小偷把我的护照偷走了。

 (3) 我把那块匹萨吃完了。

 (4) 我把眼镜摔坏了。

 (5) 把这几件衣服都洗好了。

 (6) 别人已经把这本书借走了。

9. (1) 我的车被开走了。

 (2) 我的照片照得不好。

 (3) 买机票的事被我忘了。

 (4) 今天的日记我没写完。

 (5) 你已经被警察罚了两次款了，别再把车停在大学门口了。

 (6) 朋友送了他很多礼物。

11. (1) ACB (2) ABC

12. (1) A (2) D, C

13. (1) C (2) A (3) D (4) D (5) B 
 (6) B (7) D (8) A (9) C (10) A

14. (1) 来不及了，我们快点儿走！

 (2) 你摔坏了，我把你送回家吧。

 (3) 我没想到考试能 / 会得这么好。 

 (4) 由于 / 因为我把车停在大学门口前边了，所以被警察罚了款。

 (5) 今天上午去上课的时候堵车堵得很厉害，我只好走着去大学。

 (6) 我搬了五个大箱子，累死了！ 

 (7) 我听说他被打了，你知道是谁打的他吗？ 

 (8) 我们见面的时间被他记错了。/ 他把我们见面的时间记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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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zione 15 → Studiare è più importante di sposarsi

4. (1) 作息

 (2) 失望

 (3) 刮风

 (4) 照顾

 (5) 注意

 (6) 似乎

 (7) 新闻

 (8) 认为

 (9) 脾气

 (10) 像话

5. (1) 二年级的语法比一年级的难。

 (2) 你学过的汉字比我学过的多。

 (3) 我觉得昨天比今天热。

 (4) 他歌唱得比我好。

8. (1) 她汉字写得比我好 / 她汉字比我写得好，但是我说得比她流利 / 我比她说得流

利。

 (2) 罗马的夏天没有北京热。

 (3) 我比我弟弟高一点儿。

 (4) 他汉字写得比你好多了。

 (5) 早上的空气比晚上新鲜得多。

 (6) 西方人没有中国人那么注意身体。

10. (1) ACB (2) BAC

11. (1) C  (2) A, C

12. (1) D  (2) A  (3) B  (4) C  (5) A
 (6) C  (7) D  (8) C  (9) B  (10) B

13. (1) 天还没亮，他就起来锻炼身体了。

 (2) 要是你想知道怎么打太极拳，最好早起一会儿，去体育场看看。

 (3) 意大利人没有德国人遵守时间。/ 意大利人不像德国人那么遵守时间。

 (4) 已经晚上十一点半了，你们要 / 应该去睡觉了。

 (5) 一年级的语法没有二年级的难。/ 一年级的语法不像二年级的那么难。

 (6) 冬天北京比罗马冷，夏天比罗马热。/ 北京的冬天比罗马的冬天冷，北京的夏天

   比罗马的夏天热。

 (7) 年轻人比老年人开放多了。

 (8) 他觉得现在学习比结婚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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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zione 16 → Mi sento come a casa mia

4. A (1) 便饭

  (2) 健康

  (3) 关系

  (4) 干杯

  (5) 说明

  (6) 感情

  (7) 好客

  (8) 讲究

  (9) 简单

  (10) 千万

 B (1) 请客

  (2) 好客

  (3) 做客

  (4) 好客

5. A (1) 越来越贵

  (2) 越来越冷 / 凉

  (3) 越来越暖和 / ……了

  (4) 越来越多

  (5) 越来越多

  (6) 越来越喜欢 

 B (1) 越刮越大

  (2) 越下越大

  (3) 越打 / 练越好

  (4) 越学越，越学越

  (5) 越喝越

  (6) 越紧张越考不好

 C (1) 不比

  (2) 比

  (3) 不如

  (4) 比

8. (1) 学生们的汉语水平越来越高了。

 (2) 跟日本人比，来欧洲旅行的中国人越来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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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你说得越快，我越听不懂。

 (4) 我跟他一样不喜欢音乐

 (5) 我认识的词跟你(认识的)一样多。

 (6) 我汉语说得不如他好。

9. (1) CAB (2) CBA

10. (1) C  (2) D, A 

11. (1) C  (2) A  (3) C  (4) C  (5) D   (6) A
 (7) C  (8) C  (9) B  (10) B  (11) B  (12) C

12. (1) 你的电脑和他的一样吗？

 (2) 学习汉语不像学习英语那么容易。

 (3) 爷爷的年纪 / 岁数越来越大了，我们应该常（常）去看看他。

 (4) 他喜欢和朋友（们）去喝酒，人越多越好。

 (5) 跟 / 和过去比，中国人的生活比以前好多了。

 (6) 我的专业和你的不一样。

 (7) 学汉语和学意大利语一样难。

 (8) 他（说）汉语说得跟 / 和中国人一样好。

 (9) 来我们大学注册的学生越来越多。

 (10) 我越跟他来往，越觉得他是一个不错的小伙子。

 Lezione 17 → Gara di lingua cinese

4. A (1) 标准

  (2) 吹牛

  (3) 奖

  (4) 其实

  (5) 相信 

  (6) 演出

  (7) 以及

  (8) 经历

  (9) 改革

  (10) 经过

 B (1) 不好意思

  (2) 意思

  (3) 有意义



© Ulrico Hoepli Editore S.p.A. – F. Masini et al. Il cinese per gli italiani. Corso intermedio – Chiave degli esercizi 23

  (4) 有意思

  (5) 有意思

  (6) 不好意思

5. (1) a (2) c (3) d (4) a (5) b/c  (6) d  (7) d  (8) c

6. (1) 我想不起来怎么读这个字了 / 这个字怎么读了。

 (2) 你说得越快我越听不懂。

 (3) 这个城市的交通越来越不好 / 糟糕 / ……。

 (4) 我们把这个句子在本子上写下来

 (5) 我没看出来他是谁。

 (6) 老师说的话我没有记下来。

8. (1) BAC (2) CAB

9. (1) B  (2) A, C

10. (1) A  (2) B  (3) B  (4) C  (5) D   (6) B 
 (7) B  (8) A  (9) B  (10) A  (11) B  (12) B

11. (1) 除了会说意大利语以外，他还 / 也会说英语和德语。

 (2) 昨天晚上，除了他以外，我们都去跳舞了。

 (3) 他想让我猜猜他是谁，五分钟以后我还没猜出来 / 我猜了五分钟也没猜出来。

 (4) 他汉语说得很好，别人听不出来他是一个外国人。

 (5) 我想把这个难忘的经历写出来 / 写下来。

 (6) 学生们快把晚会的节目准备好了。

 (7) 我们应该让学生更好地了解中国农业的发展情况和农民的生活。

 (8) 除了组织学生们参观故宫、爬长城和逛胡同以外，大学还组织大家参观了工厂。

 Lezione 18 → Mi fa male dappertutto

4. (1) 愿意，愿意

 (2) 改变

 (3) 适应

 (4) 立刻

 (5) 关心

 (6) 请假

 (7) 好好儿

 (8) 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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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以为

 (10) 水土不服

5. (1) 关心

 (2) 担心

 (3) 实在

 (4) 其实

 (5) 请假 

 (6) 放假 

 (7) 天气

 (8) 气候

 (9) 严重

 (10) 厉害

6. (1) 要

 (2) 愿意，愿意

 (3) 愿意

 (4) 要，要

 (5) 愿意

 (6) 愿意

9. (1) ……，他可不愿意了。

 (2) ……， 妈妈可为他着急了。

 (3) ……，对那里的气候可不适应了。

 (4) ……，我可佩服他了。

10. (1) 我以为爸爸不说话就是同意我留下来了。

 (2) 一定是空调开得太大了，所以你感冒了。

 (3) 我只是对这儿的气候和饮食不习惯，不是什么大事。

 (4) 我这次来中国是想学学中医。

 (5) 我这样做是想帮你。

11. (1) 我是来找老师问问题的。

 (2) 是看不出来的。

 (3) 是三天治不好的 / 三天是治不好的。

 (4) 我是来找大夫开药的。

13. (1) 你随便做吧，我吃什么都行。

 (2) 哪儿好玩儿，我们就去哪儿玩儿。

 (3) 你想什么就说什么，别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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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哪个题容易，我就做哪个题。/ 什么题容易，我就做什么题。

 (5) 我的手机坏了， 哪儿都 / 怎么都 / 怎么也买不到这种手机了。

 (6) 我喜欢谁就跟谁结婚。

14. (1) BAC (2) ACB

15. (1) A  (2) D, B

16. (1) A  (2) C  (3) C  (4) B  (5) D   (6) B
 (7) D  (8) C  (9) A  (10) D  (11) C  (12) C

17. (1) 谁想学太极拳都可以报名。

 (2) 他太喜欢他的儿子了,总是儿子要什么, 他就给什么。

 (3) 昨天晚上我觉得哪儿都不舒服，夜里怎么都 / 也睡不着。

 (4) 他的病不严重 / 厉害，休息一下儿就会好的 / 就行了。

 (5) 你什么时候(身体)好了，什么时候来上课。

 (6) 让他一个人去中国留学 / 学习，我真不放心。

 (7) 他在北京呆 / 生活了很长时间，已经习惯了那儿饮食和气候。

 (8) 大夫给我开了两个星期的中药，我只吃了三天，觉得已经好点儿了。

 (9) 这几天我一直没看见你，是不是不舒服（了）？

 (10) 你怎们不说话了？是不是有什么伤心（的）事？

 Lezione 19 → Il ristorante Cina si trova davanti al cinema

4. (1) 鞭炮

 (2) 丰富

 (3) 交流

 (4) 离开

 (5) 龙舟

 (6) 提供

 (7) 难过

 (8) 活跃

 (9) 理解

 (10) 爱情

5. (1) 离开

 (2) 离开, 留下

 (3) 交流

 (4) 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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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娱乐

 (6) 快乐

 (7) 不管

 (8) 不仅

6. (1) c (2) a (3) b (4) b (5) b (6) c

8. (1) 我怎么不着急?

 (2) ……, 怎么说不上来?

 (3) 他不是过几天就去中国了吗? 

 (4) 谁不知道他是我们班学得最好的学生?

 (5) 我去过好几次了，怎么不知道?

 (6) 老年人怎么看得惯年轻人过洋节?

10. (1) BAC (2) BCA

11. (1) B  (2) A, A

12. (1) C  (2) A  (3) B  (4) A  (5) B
 (6) D  (7) B  (8) B  (9) C  (10) D

13. (1) 七夕节是一个跟爱情有关系的节日。

 (2) 你不是想在美国学习三年吗？怎么才两年 / 怎么两年以后就回来了？

 (3) 世界上没有不爱孩子的母亲 / 母亲不爱孩子的。

 (4) 我见过他，他的样子 / 脸我记得清楚极了。

 (5) 几乎 / 大概没有人不知道中国长城。

 (6) 任何国家都不应该丢掉 / 忘掉自己的传统文化。

 (7) 不管你来不来，都给我打个电话 / 你来不来没关系，但要给我打个电话。

 (8) 这件事谁都知道，你怎么会 / 能不知道？ 

 (9) 他的汉语这么好是他努力的结果 / 靠的是自己的努力。

 (10) 他不但接受了大家送给他的生日礼物，而且非常喜欢。

 Lezione 20 → La vita da studenti stranieri sta per finire

4. (1) 接触

 (2) 即将

 (3) 不久

 (4) 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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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舍不得

 (6) 结束 

 (7) 研究

 (8) 抽

 (9) 相当

 (10) 耐心

 (11) 收获

 (12) 风俗

5. (1) 对

 (2) 对

 (3) 对

 (4) 给

 (5) 为

 (6) 给

 (7) 向

 (8) 跟

 (9) 给

 (10) 跟

 (11) 跟

 (12) 对

6. (1) 只

 (2) 只是

 (3) 了解

 (4) 认识

 (5) 一直

 (6) 总是

 (7) 组织

 (8) 安排

7. (1) 地

 (2) 的

 (3) 得

 (4) 得

 (5) 得

 (6) 得

 (7) 地

 (8)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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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1) 出 / 出来

 (2) 满

 (3) 回来

 (4) 上

 (5) 上

 (6) 到 

10. (1) ABC (2) BCA

11. (1) D (2) D, D

12. (1) B (2) A  (3) D  (4) D  (5) B  (6) A
 (7) C (8) C  (9) B  (10) D  (11) B   (12) C

13. (1) 毕业以后，我马上去西安和桂林了。

 (2) 从我认识他的那天起，从来没见过他生气 / 发火。

 (3) 我在这儿生活了这么长时间，对这个国家有了更好和更深刻的了解。

 (4) 跟中国人聊天， 我不但练习了口语，还 / 也了解了不少中国文化和风俗。

 (5) 去上了三次中国书法课以后，我现在进步很大。

 (6) 他总是很忙，周末也很难抽出 / 找到时间跟家（里）人在一起。

 (7) 我们班的那个同学不但参加了那个电视台举办的中文比赛，而且 / 还得了一等

奖 / 第一名。

 (8) 新的一年就要开始了，如果你有什么愿望，把它写在纸上，别告诉任何人 / 谁

也别告诉。

 (9) 我一直抽不出时间给你写信，请原谅！

 (10) 如果不是你告诉她的，她怎么会知道那封信是我给她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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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ave dei test 1

一、	(1) A (2) B (3) B (4) A (5) A
 (6) B (7). C (8). A (9). C (10). A

二、	(1) 过，过，了	 (2) 着	 (3) 了	 (4) 着，了，过	 (5) 着	 (6) 过

三、	(1) 给	 (2) 完	 (3) 错	 (4) 晚 (5)好
 (6) 成 (7). 在 (8). 见 (9). 懂 (10). 好

四、	(1) 去 (2) 来，去 (3) 来 (4) 去

六、	(1) 我爸爸从英国给我带来了一件礼物。

	 (2) 我今天是骑自行车来的大学 / 来大学的。

	 (3) 他一下课就回家去了。

	 (4) 你能不能把这两把椅子搬到外边去。

	 (5) 我已经在这儿等了她两个小时了。

七、 (1) c (2)a (3)c (4) b (5) a
 (6) c  (7). a (8). b (9). a (10). c

九、	(1) A (2) B (3) B (4) C (5) C (6) D (7) B
 (8) B (9) A (10) B (11) C (12) D (13) D (14) A (15) C

十、	(1) 笔试我准备得很好，得了93分，而口试考得不太好，我的中国男朋友肯定不高兴。

 (2) 今年暑假我去中国旅行了。我游览 / 参观了北京、上海和西安；我照了很多相，买了

很多东西。

 (3) 我已经看完了王老师借给我的文学书，明天我要还给他，但是不知道放在哪儿了。

 (4) 每个星期三上午10点我们有文学课，我们老师每次都到得很早，从来不迟到，今天10

分10点就到了。

 (5) 昨天你已经买了一大盒冰激凌，你把冰激凌放在了冰箱里，还没吃，今天怎么又买了

一盒，冰箱里没地方了。

 (6) 他手里拿着一本书，高兴地对我说：我买（到）了一本余华的小说：是在市中心的一

家大书店买（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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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你已经睡了10个小时了。（快）起来！你妈妈给你打了三次电话了，她很担心。

 (8). 我们要去大使馆看一个展览，他应该5点半到家，现在已经6点半了，他怎么还没回

来？他肯定把看展览的事忘了。

 (9). 罗马的房租很贵，我不能自己住，我跟（另外）三个学日语的学生一起住。我们常常

吵架，因为他们从来不打扫卫生间和厨房。

 (10). 我们都知道，你决定8月结婚，是马可告诉我们的。结婚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你还很

年轻，想好了吗？你爸爸妈妈同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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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ave dei test 2

一、 (1) C (2) B (3) B (4) A (5) B
 (6) D (7). C (8). B (9). A (10). B

二、	(1) 进去 (2)上来 (3)进来 (4) 出来 / 回来， 回去

三、	(1) 听得懂 (2)睡不着 (3)吃得了 / 吃得完

 (4)找不到 (5)回不去 / 回不来

四、	(1) 起来，下去 (2) 下来 (3) 出来 (4) 起来

五、	(1) 你放在桌子上的可乐被 / 让 / 叫马可喝了。

 (2) 糟糕！王老师的名字被 / 让 / 叫我写错了。

 (3) 我被 / 让 / 叫卖手表的人骗了，这块手表是假名牌。

 (4) 圆桌被 / 让 / 叫他搬到楼上去了。

 (5) 他的毕业论文被 / 让 / 叫我翻译成汉语了。

六、	(1) 保罗比米小雨大（一岁）。米小雨比保罗小（一岁）。

  米小雨没有保罗大。保罗比米小雨大一点儿。

  …….

 (2) 我的二手自行车跟马可的新自行车一样贵。

  我的二手自行车不比马可的新自行车便宜。

  ……

 (3) 日语的语法比汉语的语法难（多了 / 得多）。

  汉语的语法没有日语的语法难。

  …….

 (4) 北京的冬天比罗马冷（多了 / 得多）。

  罗马的冬天没有北京冷。

  ……

 (5) 他比我起的早。

  我不如他起的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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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1) X, V (2) V, X  (3) V, X (4) X, V (5) X, V 
 (6) X, V (7). X, V (8). X, V (9). V, X (10). X, V

九、	CAB

十、 D, A

十一、 (1) A (2) A (3) C (4) B (5)B
 (6) C (7). D (8). C (9). B (10).C

十二、	(1) 你看了昨天的新闻了吗？从下个月开始，去一些国家旅行不用 / 需要办签证了。

 (2) A: 我的论文快写完了，写完以后，你能帮我改吗？

  B: 我怎么能改？我的水平不高，让别人帮你改吧！

 (3) 认识了那个北京小伙子以后，他的汉语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 / 进步，现在他

比我说得好多了。

 (4) A: 你跟我们一起去看外国学生表演的节目吗？

  B: 我不能去。我觉得不舒服，头疼得厉害，哪儿都不想去。

 (5) 我把她的照相机用坏了，她难过极了，因为那是去年他爸爸给她的生日礼物。

 (6) 他70岁了？怎么可能？一点儿也看不出来 / 不像，我以为他只有50十来岁。

 (7). 春天和秋天（比），我更喜欢秋天，特别是我觉得秋天的颜色很浪漫。

 (8). 刚到北京的时候，我觉得北京人讲话太快了，我一点也不习惯，什么也听不懂，后

来，慢慢地习惯了，现在跟中国朋友交往没什么问题了。

 (9). 随着农村的改革，农民的生活比以前好多了，很多农民盖起了新房子。

 (10). 这个餐馆没有我没吃过的菜，咱们换换吧！哪个餐馆都行，只要没有辣的菜就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