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ВСЕРОССИЙСКАЯ ОЛИМПИАДА ШКОЛЬНИКОВ 
ПО КИТАЙСКОМУ ЯЗЫКУ 2018–2019 уч. г. 

ШКОЛЬНЫЙ ЭТАП. 7–8 КЛАССЫ 
 

АУДИРОВАНИЕ 
听力 

(За каждый правильный ответ – 1 балл) 
Задание 1. Прослушайте диалоги и ответьте на вопросы, выбрав 
правильный вариант (1–7). 
 
1. 下面哪句话对？ 

A. 男的没有世界地图 
B. 男的有两本新世界地图 
C. 男的喜欢这本地图 
D. 他们现在在书店 

 
2. 下面哪句话对？ 

A. 男的是外贸公司的经理 
B. 他是公司的职员 
C. 他的公司不卖日用品 
D. 他们公司只卖服装 

 
3. 下面哪句话对？ 

A. 女的有 27本书 
B. 这些书不都是女的 
C. 这些书大概有 20本 
D. 这些书都是朋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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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下面哪句话对？ 
A. 男的想买红衣服 
B. 他们喜欢这个商店的衣服 
C. 两个人都不喜欢衣服的颜色 
D. 他们不去第二个商店 

 
5. 女的上午去哪儿？ 

A. 医院 
B. 银行 
C. 商店 
D. 邮局 

 
6. 田芳星期天常做什么？ 

A. 看电视 
B. 去商店 
C. 在图书馆看书 
D. 在宿舍 

 
7. 李华跟谁一起回宿舍？ 

A. 田华 
B. 张东 
C. 老师 
D. 田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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Задание 2. Прослушайте диалог и определите, верны (对) или нет (不对) 
следующие утверждения, или в тексте нет об этом информации (没说) (8–15). 
8. 老师让他们下课以后听听力课的录音。 

a) 对      b) 不对      c) 没说 
 
9. 他们上课以前听综合课的录音。 

a) 对      b) 不对      c) 没说 
 
10. 老师让他们上课以前复习汉字。 

a) 对      b) 不对      c) 没说 
 
11. 这个女同学参加明天的比赛。 

a) 对      b) 不对      c) 没说 
 
12. 女同学的班派三名男同学参加比赛。 

a) 对      b) 不对      c) 没说 
 
13. 男同学的班有三个人参加比赛。 

a) 对      b) 不对      c) 没说 
 
14. 男的班只派男同学参加比赛。 

a) 对      b) 不对      c) 没说 
 
15. 男的要参加明天的比赛。 

a) 对      b) 不对      c) 没说 
 
 

Перенесите свои решения в БЛАНК ОТВЕТО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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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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人在放假的时候都出去旅行。我也是一个喜欢旅行的人，可是我不

喜欢参加旅行团，而喜欢跟两三个知心好友一起出去玩儿。夏天放假的时候我

常常跟朋友去旅游。今年夏天我们去了圣彼得堡。圣彼得堡是俄罗斯的经济文

化中心，也是旅游的好地方。圣彼得堡的名胜古迹特别多，所以每年有很多来

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到圣彼得堡参观游览。我有一个好朋友在圣彼得堡大学上

学，我们在圣彼得堡的时候，他做了我们的导游。我早就听朋友说，圣彼得堡

的冬宫特别漂亮，世界闻名，所以这次去圣彼得堡最高兴的是参观冬宫。以前

冬宫是俄国沙皇住的地方，现在是世界有名的欧洲艺术博物馆。除了冬宫以

外，我们还参观了俄罗斯博物馆，逛了涅瓦大街，在一个名字叫夏园的小公园

里散了散步。我在圣彼得堡拍了很多照片，还给莫斯科的朋友买了一些小礼

物。我觉得，这次圣彼得堡的旅行非常有意思。放寒假的时候我想再去圣彼得

堡，看看冬天的城市是什么样子。 
 
1. “我”喜欢怎么旅行？ 

a) 参加旅行团 
b) 跟好朋友一起出去旅行 
c) 一个人去旅行 
d) 跟爸爸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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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今年夏天“我”去了什么地方？ 
a) 世界各地 
b) 北京 
c) 莫斯科 
d) 圣彼得堡 

 
3. “我”听说，圣彼得堡的什么名胜古迹世界闻名？ 

a) 冬宫 
b) 夏园 
c) 涅瓦河 
d) 俄罗斯博物馆 

 
4. 以前冬宫是⋯⋯。 

a) 欧洲艺术博物馆 
b) 俄国沙皇住的地方 
c) 俄罗斯博物馆 
d) 中国皇帝住的地方 

 
5. 放寒假的时候“我”为什么想再去圣彼得堡？ 

a) 看看冬天的城市是什么样子 
b) 逛涅瓦大街 
c) 看看冬天的夏园是什么样子 
d) 参观冬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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Прочитайте текст и определите, верны (对 ) или нет (不对 ) следующие 
утверждения или в тексте нет об этом информации (没说) (6–10). 

山里有位老人，他家有个果园。老人在果园里劳动了一生。老人快死的

时候，把几个儿子叫到身边，对他们说：“孩子们，我已经老了，快要死了。

我留给你们的只有这个果园。果园下边有很多钱，你们想要的话，就去挖

吧。”说完老人就死了。 
几个儿子非常想得到那些钱，每天在果园里挖。他们从东挖到西，从西

挖到东，每一棵果树下都挖到了。可是一分钱也没挖出来。秋天到了。果树上

长满了水果，他们获得了丰收。他们带着的水果到城里去卖，卖出了好价钱。

这时候他们才知道，老父亲说的“果园下边有很多钱，你们想要的话，就去挖

吧”是什么意思。 
 

6. 山里的一位老人有几个儿子。 
a) 对      b) 不对      c) 没说 

 

7. 老人死了后，留给儿子的只有很多钱。 
a) 对      b) 不对      c) 没说 

 

8. 老人的几个儿子因为想找到水果，所以每天在果园里挖。 
a) 对      b) 不对      c) 没说 

 

9. 老父亲说的“果园下边有很多钱，你们想要的话，就去挖吧”是为了让儿子
知道钱是怎么来的。 

a) 对      b) 不对      c) 没说 
 

10. 卖出了水果，老人的儿子得到了很多钱，也有了机会结婚。 
a) 对      b) 不对      c) 没说 

 

Перенесите свои решения в БЛАНК ОТВЕТО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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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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几天(a)学习(b)太紧张，连(c)周末我(d)不能回家。（都） 
2. 第三十五课的生词(a)难(b)，我们(c)应该多联系(d)。（有一点儿） 
3. 他报名了(a)也不一定(b)能参加比赛，(c)我也(d)不是很想参加这个比赛。
（再说） 
4. (a)我(b)西安的名胜古迹(c)一点儿(d)也不清楚。（对） 
 

Заполните пропуски нижеприведенными словами (5–8), каждое из них 
можно использовать только один раз. 
 

a) 一会儿   b) 一下 c) 次        d) 一遍       e) 一个 
5. 第十八课的课文很难懂，我要再读⋯⋯。 
6. 我每⋯⋯来北京的时候都登长城。 
7. 她们要⋯⋯去俱乐部跳舞，你去不去？ 
8. 这是他前天在图书馆借的俄汉词典。- 我看⋯⋯，行不行？ 
 

Выберите грамматически правильный вариант (9–10). 
9. 

a) 展览大厅门口挂着新整个展区的一张地图。  
b) 展览大厅门口挂着整个展区的新一张地图。   
c) 展览大厅门口挂着一张展区的新整个地图。 
d) 展览大厅门口挂着一张整个展区的新地图。  

 

10. 
a) 第一次这是我在中国人家里过年。 
b) 这是我第一次在中国人家里过年。 
c) 这是我在中国人家里过第一次年。 
d) 这是我在中国人家里过年第一次。 

Заполните пропуски подходящими наречиями (11–14). 
a) 还 b) 再 c) 又 
11. 现在没有时间，咱们回家⋯⋯好好儿聊吧。 
12. 最近怎么样？- ⋯⋯行。 
13. 我想了⋯⋯想，一直没想出什么好办法。 
14. 一直到现在我⋯⋯没习惯上海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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Выберите правильный тональный рисунок (15). 
15. 降落 

a) 1,4  b) 4,1  c) 1,1  d) 4,4 
 
Укажите количество черт в данном иероглифе (16). 
16. 擁 

a) 14  b) 15  c) 16  d) 17 
 
Прочитайте текст, заполните пропуски (17–20) подходящими по смыслу 
словами из списка. 
 
a) 玫瑰花   b) 习惯  с) 意思    d) 热闹    e) 高兴 

上个周末，我和先生一起参加了秘书小张的婚礼。婚礼是在一家四星级

宾馆的二楼百合厅举行的。新娘穿着白色的连衣裙，新郎穿着黑色的西服，他

们都穿得非常漂亮。按照中国人的_17_，我们送给他们一个红包，还和他们一
起照了相。婚礼很_18_，来了二百个客人。大厅里摆着二十张桌子，每张桌子
中间放着一束_19_。大厅前面挂着他们的照片，墙上贴着一个很大的红双喜
字。我祝他们生活幸福。这是我和先生第一次参加中国人的婚礼。我们都觉得

很有_20_。 
 

Перенесите свои решения в БЛАНК ОТВЕТОВ! 
 

Максимум за работу 45 балло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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