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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课  听说你搬家了

精 听 部 分

词  语

1. 堵车 dǔ chē v. 6. 比较 bǐjiào v.

2. 退休 tuì xiū v. 7. 推销 tuīxiāo v.

3. 闷闷不乐 mènmèn-búlè 8. 烫（头） tàng (tóu) v.

4. 失落 shīluò adj. 9. 操心 cāo xīn v.

5. 集体 jítǐ n.

练  习

听说你搬家了

一、连续听两遍录音，然后选择正确答案。

Listen to the recording twice in succession, and then choose the right 
answers.
1. 张丽搬家多长时间了？  2. 搬家以后，张丽早上几点出门？

A. 一天        A. 6：40
B. 三四天         B. 6：50
C. 半年了        C. 7：50
D. 一个月了        D. 8：00

3. 现在张丽怎么去上班？  4. 张丽现在的家离单位有多远？
A. 坐地铁        A. 十分钟的路

B. 坐出租车         B. 半小时的路

C. 骑自行车        C. 一小时的路

D. 坐公交车        D. 两小时的路

精 听 部 分

词  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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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  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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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级汉语听力（下）

5. 关于张丽，可以知道什么？
A. 经常打不着车

B. 经常遇上堵车

C. 现在来得比以前早

D. 总是提前半小时出门

二、再听一遍录音，然后回答下列问题。

Listen to the recording again, and then answer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1. 张丽现在搬到哪儿去了？和以前住的地方比怎么样？ 
2. 张丽现在每天出门早不早？为什么？ 
3. 张丽每天到单位早不早？为什么？
4. 张丽每天上班那条路的交通状况怎么样？

三、说一说。

Talk about it.
谈谈你住的地方的交通状况。

原来是因为退休啊

一、连续听两遍录音，然后回答下列问题。

Listen to the recording twice in succession. Then answer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1. 张丽刚才干什么了？
2. 张丽有什么心事？
3. 张丽的爸爸最近心情怎么样？
4. 张丽的爸爸以前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5. 张丽的爸爸最近为什么跟换了个人似的？
6. 李明的爸爸退休的时候怎么样？
7. 李明的爸爸现在怎么样？为什么？
8. 张丽有什么打算？

二、说一说。

Talk about it.
你还有什么办法能让张丽的爸爸重新高兴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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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七课     听说你搬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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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买篮球

一、连续听两遍录音，然后回答下列问题。

Listen to the recording twice in succession. Then answer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1. 他们宿舍想买什么？怎么买？
2. 大家打算怎么做？
3. 听到篮球的价格，王明他们为什么摇头？
4. 推销员为什么很高兴？
5. 推销员说的“集体”和王明他们说的一样吗？

二、再听一遍录音，边听边填空。

Listen to the recording again. Fill in the blanks while listening.
1. 我们宿舍决定　　　　　买个篮球。
2.  （我们）见有人正　　　　　篮球，就上前问了问。
3. 王明推了推眼镜，  　　　　　地说：“我们 6 个人集体买一个！”

新 HSK 实战演练

一、根据你所听到的，判断句子的正误（对的画√，错的画 ×）。
Decide whether the following sentences are right (√) or wrong (×)  
according to what you hear.
1. 王明没去过西安。     （　　）
2. 他在等人。      （　　）
3. 他很喜欢自己的新发型。    （　　）
4. 他一定能拿第一。     （　　）
5. 李老师显得很大。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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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级汉语听力（下）

二、根据对话，选择正确答案。

Choose the right answers according to the dialogues.
1. A. 古巴      2. A. 吵架了 

B. 巴西          B. 走散了

C. 阿根廷          C. 离婚了

D. 西班牙          D. 分手了

3. A. 商场      4. A. 男的

B. 学校          B. 女的

C. 邮局          C. 李美

D. 书店           D. 王颜

5. A. 自习      6. A. 有点儿肥

B. 上课          B. 有点儿瘦

C. 找手机          C. 有点儿长

D. 借手机          D. 非常合适

7. A. 得意      8. A. 觉得可惜

B. 嘲笑          B. 不太满意

C. 羡慕          C. 不想爬山

D. 责怪          D. 喜欢爬山

9. A. 看书    10. A. 已经三十了

B. 散步          B. 想找女朋友 
C. 看电影          C. 还没有结婚

D. 看电视          D. 工作非常忙

三、根据你所听到的，选择正确答案。

Choose the right answers according to what you hear.
1. A. 没人接她      2. A. 上课

B. 要去北京          B. 陪朋友

C. 她认识秘书         C. 找朋友

D. 秘书认识她         D. 去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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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七课     听说你搬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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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A. 比他好    4. A. 种类太少

B. 不太好        B. 价格太高

C. 比他差        C. 数量很多

D. 和他一样        D. 非常干净

5. A. 发音简单

B. 大家都这样

C. 喜欢中文名字

D. 没有英文名字

泛 听 部 分

锻炼身体的最佳时间

词  语

1. 呼吸 hūxī v. 4. 高峰期 gāofēngqī n.

2. 消除 xiāochú v. 5. 污染 wūrǎn v.

3. 疲劳 píláo adj.

练  习

    连续听两遍录音，边听边填空。

Listen to the recording twice in succession. Fill in the blanks while 
listening.
1. 多年来，人们习惯于　　　　　起来呼吸新鲜空气，活动活动， 　　

　　　后散散步消除一天的疲劳。
2. 一般情况下空气污染每天有两个高峰期，一个是　　　　　前，一个

是　　　　　，特别是冬天。
3. 每天上午　　　　　左右和下午　　　　　左右空气比较洁净，是一

天中两个最佳时间。

泛 听 部 分

词  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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