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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现代汉语语法的特点

（练习略）

第二章
词的分类

第一节　名　词

一、填空

（一）用所给的方位名词填空

上　　中　　下　　之前　　东　　西

1. 生活（　　），她是一个很好相处的人。

2. 在公务员考试的过程（　　），我体会到平时的积累非常重要。

3. 在裁判的劝说（　　），队员之间停止了争吵。

4. 运动会的闭幕式（　　），运动员代表的发言很精彩。

5. 一到周末，大哥就去宽阔的操场（　　）踢足球。

6.  “纸上谈兵”的意思是，只谈理论是没有用的，关键要在实践（　　）

解决问题。

7. 太阳每天从（　　）边升起，（　　）边落下。

8. 记者采访（　　）要对采访对象有充分的了解。

上　　中　　下　　之前　　东　　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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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　　前面　　以内　　以上　　以下　　以外　　前后

1. 不少旅游景点规定身高 1.3 米（　　）的孩子不能免票。

2. 请不要在火车的车厢（　　）吸烟。

3. 春运（　　），火车票特别难买。

4. 你必须找到除了爱情（　　）能够使你坚强的东西。

5. 一周岁（　　）称为婴儿期。

6.  《现代汉语词典》 （　　）查不到这个字。

7. 这项工作必须在一个小时（　　）完成。

8.  汽车的牌照号码（　　）都有一个汉字，如“京”“沪”“苏”等，那

是车辆所在省市的简称。

（二）在括号中填方位名词，组成方位短语

球场（　　）　　十斤（　　）　　天亮（　　）　　划船（　　）

政治（　　）　　零度（　　）　　开学（　　）　　停车场（　　）

房屋（　　）　　十八岁（　　）　群众（　　）　　谈判（　　）

阅览室（　　）　恋爱（　　）　　黑板（　　）　　菜单（　　）

二、句中哪些括号里可以加“们”

1. 这个网站可以帮助网友了解明星（　　）的信息。

2. 这位男生的父母（　　）都是从事京戏表演的。

3. 从船上走下来几位船员（　　），最前面那位好像是船长。

4. 婚礼上，新郎和新娘（　　）互相交换了戒指。

5. 各位参赛选手（　　）依次上场。

6.  哈尔滨的冬天基本上都在零下 15℃—零下 30℃，考生（　　）一定

要注意保暖。

7. 记者（　　）都快速地赶到了新闻现场。

8. 不同的游客（　　）喜欢的景点也不同。

9. 海豚（　　）的精彩表演赢得了观众的热烈喝彩。

10. 老王很为自己的一双儿女（　　）感到骄傲。

里　　前面　　以内　　以上　　以下　　以外　　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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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词的分类

三、判断下列名词哪些可以重叠，写出其重叠形式

人（　　） 家（　　） 上（　　） 户（　　） 国（　　）

年（　　） 书（　　） 事（　　） 人民（　　） 山（　　）

老汉（　　） 前后（　　） 炉子（　　） 时刻（　　） 科学（　　）

四、改错

1. 汉语是世界里最古老的语言之一。

2. 听说这入场券很少，我托了很多人前后才搞到。

3. 这条船只看起来不大，却能装很多货物。

4. 在中国，法律规定男的 22 周岁上、女的 20 周岁上才可以结婚。

5. 父子们美滋滋地品尝着奶茶。

6. 他是家里的老小，做事常常模仿两个哥哥们。

7. 《唱响亚运》这首歌我去年在亚运会听过。

8. 一到上下班高峰期，地铁就有很多人。

9. 剧场边上那家早餐店的粥和包子太棒了，难怪每天都有很多人们。

10. 请把这幅图画挂在托儿所的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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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连词成句

1. 照片　到　怎么　博客里　上传

2. 旁边　一家　有　学校　复印店

3. 耳机　二手　有　市场上　的　卖　吗

4. 这里　红酒　进口的　出售

5. 柜台　是　的　调味品　北边的　卖

6. 登出了　海外　中国商品　报刊上　的　广告

7. 水　什么　是　里　装的　瓶子

8. 答案　师傅　先　不　告诉　我们　故意

9. 班里　你们　翻译　有　俄语　吗

10. 这个　在听众中　引起　节目　很大的　反响

第二节　动　词

一、判断下列哪些动词前可以加“很”

（　　）想 （　　）跑 （　　）吃 （　　）有

（　　）爱 （　　）等 （　　）做 （　　）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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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习参考答案

第一章

现代汉语语法的特点

（答案略）

第二章

词的分类

第一节　名　词

一、填空

（一）用所给的方位名词填空

上　　中　　下　　之前　　东　　西

1. 上　　　2. 中　　　3. 下　　　4. 上

5. 上　　　6. 中　　　7. 东　　西　　8. 之前

里　　前面　　以内　　以上　　以下　　以外　　前后

1. 以上　　　2. 里　　　3. 前后　　　4. 以外

5. 以下　　　6. 里　　　7. 以内　　　8. 前面

（二）在括号中填方位名词，组成方位短语

上 以上 / 以下 以前 / 以后 / 之前 / 之后 之前

上 以下 / 以上 以前 / 以后 / 前后 上

里 以前 / 以后 中 中

里 中 上 上

上　　中　　下　　之前　　东　　西

里　　前面　　以内　　以上　　以下　　以外　　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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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句中哪些括号里可以加“们”

1. 们　　2. —　　3. —　　4. —　　  5. —

6. 们　　7. 们　　8. —　　9. —　　10. —

三、判断下列名词哪些可以重叠，写出其重叠形式

人（ 人人 ） 家（家家） 上（ — ） 户（ 户户 ） 国（ — ）

年（ 年年 ） 书（ — ） 事（ 事事 ） 人民（ — ） 山（ — ）

老汉（ — ） 前后（ 前前后后 ） 炉子（ — ） 时刻（时时刻刻） 科学（ — ）

四、改错

1. 汉语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语言之一。

2. 听说这入场券很少，我托了很多人后才搞到。

3. 这条船看起来不大，却能装很多货物。

4. 在中国，法律规定男的 22 周岁以上、女的 20 周岁以上才可以结婚。

5. 父子俩美滋滋地品尝着奶茶。

6. 他是家里的老小，做事常常模仿两个哥哥。

7. 《唱响亚运》这首歌我去年在亚运会上听过。

8. 一到上下班高峰期，地铁上就有很多人。

9. 剧场边上那家早餐店的粥和包子太棒了，难怪每天都有很多人。

10. 请把这幅图画挂在托儿所的墙上。

五、连词成句

1. 照片怎么上传到博客里？ / 怎么上传照片到博客里？

2. 学校旁边有一家复印店。

3. 市场上有卖二手耳机的吗？

4. 这里出售进口的红酒。

5. 北边的柜台卖的是调味品。/ 北边的柜台是卖调味品的。

6. 海外报刊上登出了中国商品的广告。

7. 瓶子里装的是什么水？

8. 师傅故意先不告诉我们答案。

9. 你们班里有俄语翻译吗？

10. 这个节目在听众中引起很大的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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