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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速成课本·练习册   Chinesische Schriftzeichen lernen — mit System

一、同步练习　Übungen

1　写一写　Schreibübung

tā

tǐ

wèi

zhù

zuò

xìn

wǎng

第八课
Lektion Acht8

他 他他他他

体 体体体体

位 位位位位

住 住住住住

作 作作作作

信 信信信信

往 往往往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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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ktion Acht第八课8
hěn

de

2　大声朗读下面的词和短语，并记住它们的意思

 Lesen Sie die folgenden Wörter und Phrasen laut. Merken Sie sich die 
Bedeutung.

他们（sie <they>）   写信（einen Brief schreiben）

作业（Hausaufgaben）   回信（zurückschreiben）

工作（Arbeit, Job）   来信（eingetroffener Brief）

很近（sehr nahe）   觉得（meinen, finden） 
很努力（sehr fleißig）   上得去（hinaufgehen können ）
很高兴（sehr erfreut）   下得来（herunterkommen können）

      回得来（zurückkommen können）

一封信（ein Brief）    寄信（einen Brief schicken）

* 封 fēng（ZEW für Brief）  * 寄 jì（schicken, senden）

3　根据拼音写汉字，并想想句子的意思

 Tragen Sie die fehlenden Schriftzeichen ein. Was könnten die Sätze bedeuten?

（1）我学习　　　　（hěn）努力，我父母　　　　（hěn）高兴。

（2）这山不太高，我们　　　　（shàng de qù）。

（3）今天我们的汉字　　　　（zuòyè）不多。

（4）他的　　　　（gōngzuò）是看信。

（5）我　　　　（juéde）住在这儿比在家好。

4　写出带有下列偏旁的汉字

Schreiben Sie Schriftzeichen, die die folgenden Komponenten enthalten

：　　　　　　　　　　 ：　　　　　　　　　　

很 很很很很

得 得得得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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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写一写　Schreibübung

jiào

chī

chàng

ba

ne

tīng

6　大声朗读下面的词语，并记住它们的意思

Lesen Sie die folgenden Wörter laut. Merken Sie sich die Bedeutung.

听见（jemanden /etwas hören）    好吃（gut schmeckend, lecker）

听写（Diktat）         好听（schön klingend, schön anzuhören）

7　根据拼音写汉字，并想想句子的意思

 Tragen Sie die fehlenden Schriftzeichen ein. Was könnten die Sätze bedeuten?

（1）我　　　　　（jiào）王林，你　　　　　（jiào）什么？

叫 叫叫叫叫

吃 吃吃吃吃

唱 唱唱唱唱

吧 吧吧吧吧

呢 呢呢呢呢

听 听听听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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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ktion Acht第八课8
（2）这个很香，你　　　　　（chī）一点儿尝尝　　　　　（ba）。

（3）我去买点儿什么　　　　　（ne）？

（4）我　　　　　（chàng）得不　　　　　（hǎotīng）。

8　写一写　Schreibübung

shuō

yǔ

huà

rèn

shí

qǐng

kè

说 说说说说

语 语语语语

话 话话话话

认 认认认认

识 识识识识

请 请请请请

课 课课课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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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ì

ràng

gāi

9    大声朗读下面的词和短语，并记住它们的意思

 Lesen Sie die folgenden Wörter und Phrasen laut. Merken Sie sich die 
Bedeutung.

 听说（etw. gesagt bekommen, gehört haben）    认识（jmn. kennen）

课文（Lektionstext）                                   应该（sollen, müssen）

考试（Prüfung, prüfen）                         说明（erklären; Erläuterung）

说话（sprechen, reden）  汉语（Chinesisch）  上课 （Unterricht beginnen）

电话（Telefon）    日语（Japanisch）     下课 （Unterricht beenden）

10   根据拼音写汉字，并想想句子的意思

 Tragen Sie die fehlenden Schriftzeichen ein. Was könnten die Sätze bedeuten?

（1）你的　　　（Hànyǔ）说得很好。

（2）我听见有人在　　　（shuō huà）。

（3）我没看见　　　（shuōmíng），不会（huì，can）用这个机子。

（4）下午有汉字　　　（kǎoshì），我 　　　（yīnggāi）好好复习。

（5）我们每天八点　　　（shàng kè），十二点 　　　 （xià kè）。

（6）我的 　　　 （diànhuà）是 62375698。

11   写出带有下列偏旁的汉字

Schreiben Sie Schriftzeichen, die die folgenden Komponenten enthalten

口：　　　　　　　　　　 讠：　　　　　　　　　　

试 试试试试

让 让让让让

该 该该该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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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ktion Acht第八课8
12  写一写　Schreibübung

tā

jiě

mèi

nǎi

xìng

yào

shǐ

13  大声朗读下面的词语，并记住它们的意思

Lesen Sie die folgenden Wörter laut. Merken Sie sich die Bedeutung.

她们（sie <weiblich>）   姓名（Name; Familien- und Personenname）
姐姐（ältere Schwester）  要是（falls, wenn）
妹妹（jüngere Schwester）  要么（entweder, oder）
奶奶（Großmutter väterlicherseits） 开始（beginnen, anfangen） 

她 她她她她

姐 姐姐姐姐

妹 妹妹妹妹

奶 奶奶奶奶

姓 姓姓姓姓

要 要要要要

始 始始始始



68

汉字速成课本·练习册   Chinesische Schriftzeichen lernen — mit System

14  根据拼音写汉字，并想想句子的意思

 Tragen Sie die fehlenden Schriftzeichen ein. Was könnten die Sätze bedeuten?

（1）  　　　　（tāmen）是我的同学，是日本人。

（2）你　　　　（xìng）什么？叫什么名字？

（3）我　　　　（yào）去买东西，你去不去？

（4）我是从 1999 年　　　　（kāishǐ）学习汉语的。

15  写一写　Schreibübung

jiè

jīn

huì

qu1n

shè

shí

介 介介介介

今 今今今今

会 会会会会

全 全全全全

舍 舍舍舍舍

食 食食食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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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大声朗读下面的词语，并记住它们的意思

Lesen Sie die folgenden Wörter laut. Merken Sie sich die Bedeutung.

今天（heute）  食堂（Mensa, Kantine）   社会（Gesellschaft）

今年（dieses Jahr） 开会（Sitzung abhalten） * 社 shè   （Gesellschaft; 

Organisation）

17   写出带有下列偏旁的汉字

Schreiben Sie Schriftzeichen, die die folgenden Komponenten enthalten

女：　　　　　　　　  人：　　　　　　　　

18  写一写　Schreibübung

xiè

zuò

nǎ

yì

lèi

cān

谢 谢谢谢谢

做 做做做做

哪 哪哪哪哪

意 意意意意

累 累累累累

参 参参参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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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大声朗读下面的词和短语，并记住它们的意思

Lesen Sie die folgenden Wörter laut. Merken Sie sich die Bedeutung.

谢谢（danke, sich bedanken）  　 哪儿（wo） 　  
做作业（Hausaufgaben machen） 　意见（Ansicht, Meinung）

哪个（welche/-r/-s）                          非常累（sehr erschöpft sein）

注意（auf jmdn./etw. achten, beachten）  参加（teilnehmen） 
* 注 zhù（eingießen; sich konzentrieren）   * 加 jiā（hinzufügen）

20  根据拼音写汉字，并想想句子的意思

 Tragen Sie die fehlenden Schriftzeichen ein. Was könnten die Sätze bedeuten?

（1） 我　　　　（cānjiā）了 HSK 考试，可是考得不好。

（2） 我非常　　　　（lèi），要休息休息。

（3） 我要　　　　（zuò）作业了。

（4） 我打听一下，学七楼在　　　　（nǎr）？

（5） 房间里　　　　（nǎge）桌子是你的？

（6） 　　　　（xièxie）你常常来看我。

21  写一写　Schreibübung

xiǎng

xiāng

yīn

想 想想想想

相 相相相相

音 音音音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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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ktion Acht第八课8
shù

cūn

duì

22   大声朗读下面的词语，并记住它们的意思

Lesen Sie die folgenden Wörter laut. Merken Sie sich die Bedeutung.

相信（glauben; vertrauen） 村子（Dorf）     对不起（Entschuldigung!）

互相（gegenseitig, einander） 树林（Wald） 音乐（Musik）

* 互 hù（gegenseitig）     * 乐 yuè（Musik）

23   根据拼音写汉字，并想想句子的意思

 Tragen Sie die fehlenden Schriftzeichen ein. Was könnten die Sätze bedeuten?

（1）    我　　　　　（xiǎng） 周 日 去 南 京， 你　　　　　（xiǎng bu 

xiǎng）去？

（2） 我们一起学习汉语，要　　　　　（hùxiāng）帮助。

（3） 我　　　　　（xiāngxìn）你，你也　　　　　（xiāngxìn）我吗？

（4） 你家在十七楼，　　　　　（duì bu duì）？

（5） 村子前有一片（pi3n，ZEW）小　　　　　（shùlín）。

（6） 　　　　　（duìbuqǐ），我没听见你说什么。

树 树树树树

村 村村村村

对 对对对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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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本课复习 Wiederholung

他　　体　　位　　住　　作　　信　　往　　很

得　　叫　　吃　　唱　　吧　　呢　　听　　说

语　　话　　认　　识　　请　　课　　试　　让

该　　她　　姐　　妹　　奶　　姓　　要　　始

介　　今　　会　　全　　舍　　食　　谢　　做

哪　　意　　累　　参　　想　　相　　音　　树

村　　对　　

* 封　 * 寄　 * 社 　* 注　 * 加 　* 互　（* 乐）

1　把上面的汉字写在下面相应的结构后

 Ordnen Sie die im Kasten angegebenen Schriftzeichen den folgenden 
Strukturen zu

：　　　　　　　　　　　　　　　　　　

：　　　　　　　　　　　　　　　　　　

2　写出下列偏旁的笔画数

Geben Sie die Strichanzahl der folgenden Komponenten an

亻（　　）　彳（　　）　口（　　）　讠（　　）　女（　　）

3　写出带有下列偏旁的汉字

Schreiben Sie Schriftzeichen, die die folgenden Komponenten enthalten

亻：　　　　　　　　　  彳：　　　　　　　　　

口：　　　　　　　　　  讠：　　　　　　　　　

女：　　　　　　　　　

4　连线组字　Verbinden Sie die Komponenten zu Schriftzeichen

亻 　乃   亻  　　

彳 　斤   彳 　　尼

讠  　    讠 　　乍

口 　木   口 　　台

女 　果   女 　　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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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查字典，写出下列汉字的拼音和意思

 Schlagen Sie die folgenden Schriftzeichen in einem Wörterbuch nach. Schreiben 
Sie Pinyin und Bedeutung auf.

使（　　）　　　　　　　 记（　　）　　　　　　　

讲（　　）　　　　　　　 让（　　）　　　　　　　

词（　　）　　　　　　　 喝（　　）　　　　　　　

伴（　　）　　　　　　　 嘴（　　）　　　　　　　

6　根据拼音写汉字，并想想句子的意思

 Tragen Sie die fehlenden Schriftzeichen ein. Was könnten die Sätze bedeuten?

（1）你　　　　（rènshi）他吗？

（2）你住在　　　　（nǎr）？

（3）我是从 2000 年　　　　（k`ishǐ）学汉语的。

（4）  A：你的汉语说得很好！

       B：　　　　（xièxie）！

（5）    我家一共有七口人：父亲、母亲、　　　　（ji0jie）、弟弟、     
　　　　（mèimei）和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