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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школьный этап  
9-11 КЛАССЫ 

Письменный тур 
 

Время  выполнения всех конкурсов письменного тура– 100 минут.  
Максимальное количество баллов – 55 баллов 

 
Аудирование - 15 баллов (1 балл за правильный ответ), 25 минут 

 
Аудирование 

 
听力 

Прослушайте текст и определите, верны ли следующие утверждения (1–7). 

 

1. 我们可以知道是个宠物被偷走了。 

a) 对   b) 不对   c) 不知道 

2. 宠物的名字是麦克。 

a) 对   b) 不对   c) 不知道 

3. 于2018年8月31日它在南湖公园附近走失。 

a) 对   b) 不对   c) 不知道 

4. 校园里有很多小狗。 

a) 对   b) 不对   c) 不知道 

5. 宠物不喜欢吃牛肉。 

a) 对   b) 不对   c) 不知道 

 

6. 宠物已经换了三位主人。 

a) 对   b) 不对   c) 不知道 

7. 主人的电话号码是 13456238606，叫里阿姨。 

a) 对   b) 不对   c) 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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Прослушайте диалог и ответьте на вопросы, выбрав правильный вариант (8–15). 

 

8.  “熬夜”是什么意思？ 

a) 深夜不睡觉   b) 深夜吃点心  c) 深夜玩儿电脑

游戏 

9. 今天女的觉得怎么样？ 

a) 很困   b) 不舒服  c) 高兴 

10. 电影局的名称是什么？ 

a)琅琊榜   b) 兰花  c) 浪花 

11. 鱼尾纹是什么？ 

a) 青肿   b) 黑眼圈  c)眼外角的皱纹 

12. 男的已经看过这个电影局？ 

a) 对   b) 不对  c) 不知道 

13. 女的觉得电影局怎么样？ 

a) 没有什么意思  b) 很难  c) 很有意思 

14.  女的想男的自己看这个电影局。 

  a)不对    b)不知道   c)对 

15. 女的觉得她的眼睛怎么样？ 

  a)红了    b)疼死了   c)跟熊猫眼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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Чтение - 10 баллов (1 балл за правильный ответ), 30 минут 

 
Чтение 

 
阅读 

 

Определите, верны ли следующие утверждения или в тексте нет об этом информации (16-20). 

师傅“师傅”翻译成英语是 master，可是这两个词的意思却不完全一样。我听到

很多人称呼别人“师傅”，我觉得那些人不应该是师傅。比如，有一次，我去

看一个展览。那天看展览的人很多，我一边走一边。忽然听到后面有人喊了一

声：“师傅，让一下！”我不知道他在叫我，继续向前走。这时，后边的喊声

更大了：“师傅，让一下，让一下！”我回头一看，后边一辆装满了东西的小

车过来了，我挡住了它的路。我赶快说：“对不起，我不知道你们在说我。”

“没事儿。”说完他们就过去了。我觉得奇怪，他们不知道我是谁，为什么叫

我“师傅”呢？还有一次，我坐出租汽车。司机问我：“去哪儿，师傅？“我

说“北京大学”。司机看了看我，说：“你是留学生吧？”我说“对”。然后，

我们就聊了起来。我问他刚为什么叫我“师傅”。他说他没看出来我是留学生。

我又问他，中国人为什么常常称呼陌生人“师傅”，他说，“师傅”在汉语中

是一个敬称，也就是尊敬他人的称呼。我明白了，我说：“谢谢你，师傅。你

教会了我师傅，这个词。现在我知道'师傅'，也会用’师傅‘了。”  

 

16. “师傅”在韩语中是一个敬称。 

a)对      b) 不对       c)不知道 

17.  MASTER 与‘师傅’的意思却不完全一样。 

a)对      b) 不对       c)不知道 

18. 一个翻译家告诉“他”中国人为什么常常称呼陌生人“师傅”。 

a)对      b) 不对       c)不知道 

19. “我”是一个英国人。 

a)对      b) 不对       c)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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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我”现在已经会用’师傅‘。 

a)对      b) 不对       c)不知道 

Прочитайте текст, ответьте на вопросы (21–30) по тексту, выбрав ответ из 
нескольких предложенных. 

北京的四合院 

四合院是老北京人居住的主要建筑形式。四合院是由东，南，西，北四面房子

围起来形成的内院式住宅。它是封闭的，对外只有一个大门，非常适合一家人

居住。四合院里四周的房屋各自独立，房子的门都向院内开。四合院中，北面

的房子最好，叫做正房，是家中的长辈居住的地方。东西两边的房子比北房差

一些，是晚辈们居住的地方四合院大小不一样，有的相差很大。由四面房子围

起一个院子是四合院的一个单元，有的四合院有四个或者五个这样的单元，多

的还有九个单元的大四合院。北京的四合院很讲究绿化。院内的空地上常常种

树，种花，种草般在正房前左右两边各种两棵树，有海棠树，石榴树，枣树等。

春天这些树会开出漂亮的花，夏天人们可以在树下乘凉，秋天树上结出很多水

果。四合院中花草很多，有的大四合院还另有花园。每年春，夏，秋三季，园

中的鲜花五颜六色，十分漂亮。北京的四合院已经有几 uo 百年的历史了，它留

给人们的不只是一座座建筑，而且还是宝贵的文化遗产。  

21. 四合院四面有 

a)房子     b)书     c)令居 

22. 四合院内一般都？ 

a)  树，池 b) 学校    c)花，树 

23. 四合院都是 

a)一样的了  b)不一样的  c)上海的 

24. 四合院中北房是 

a)正方   b)厨房    c)门口 

25. 正房是谁住的地方 

a) 晚辈们   b)隔壁   c)长辈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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Лексико-грамматический тест - 20 баллов (1 балл за правильный ответ), 30 
минут 

 
 

Лексико-грамматический тест 
 

词汇语法测试», 
Заполните пропуски подходящими по смыслу конструкциями 

26. …病了，…多和热水。 
a) 要是……    就  
b) 虽然 ….. 但是 
c) 不但 ….  而且 
d) 因为…..   所以  

27. 他…. 中国人，….. 韩国人。 

a) 只有….   才 

b) 不是….   而是 

c) 要是 ….  就 

d) 因为 …..  所以 

Укажите место лексической единицы, приведенной в скобках 

28. A 那个人 B 是 C 著名的物理 D 科学家。   (原来) 
29. A 这件 B 事我 C 不太 D 熟悉。 (关于) 
30. A 这个餐厅 B 不错，C 我们可以 D 试试。(看起来) 
31. 他是 A 最伟大的 B 俄罗斯 C 作家 D。(之一) 

Выберите правильный вариант перевода данного числа 

32. 八千七百六十五万四千三百二十一 

a) 870654321 

b) 8765432 

c) 876543210 

d) 87654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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Укажите количество черт в иероглифе 

33. 鬱 

a) 28 

b) 29 

c) 25 

d)30 

Заполните пропуски подходящими по смыслу наречиями 

34. 我等了一分钟 ….买到票 。 

a)再    b) 才  c) 又     d) 就 

35. 想找到我非常喜欢的人…不容易。 

a)才     b)  又   c)最    d)可 

Заполните пропуски подходящими по смыслу результативными морфемами 

36. 你要的那本书我给你找___了。 

      a)着   b)好   c)完   d)住 

37. 昨天我们的作业很多，所以我晚上学___了十一点！ 

      a)完       b)到      c) 错      d)上 

38. 我们的作业就是把俄文句子翻译___中文。 

     a) 好      b)成   c)下   d)上 

Заполните пропуски соответствующими модификаторами направления 
движения 

39. 他一定是中国人，说的是中文，我一听就听___了。 

          a)出来      b)出去      c)起来     d) 下去 

40. 我想不 ___ 他叫什么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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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出来          b)  上去           c)  起来        d)下去 

41. 她 说得 大家都笑___了。 

         a) 下来  b) 出来    c) 过来     d)起来 

Заполните пропуски подходящими по смыслу предлогами 

42. 姐姐…这篇课文翻译成了俄文。 

a)被    b)把    c)对    d)用 

43. 我的词典 ___ 娜塔莎借去了。 

a) 比      b) 被        c)   跟          d)把 

Выберите грамматически правильный вариант 

44. 把你们这儿最好的菜 ___ 我们来两个。 

     a)给     b)  在   c)跟 

45. 我__他们签了两年的合同。 

      a)给   b)在   c) 跟 

 
 

ЛИНГВОСТРАНОВЕДЕНИЕ  тест - 10 баллов (1 балл за правильный ответ), 15 
минут 

 

Лингвострановедение 

Ответьте на вопросы, выбрав правильный вариант ответа (46-55):  

46. 中国的国土面积在世界上排在第几位？ 

A. 第一位 B. 第三位 C. 第二位 D.第四位  

47. 中国有____个直辖市。 
A. 3 B. 6  C. 2 D. 4              
 

48.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哪一年成立的？ 

A. 1945 年 B. 1949 年 C. 1950 年 D.195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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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中国气候的地域特点是南  北  ，属于大陆性季风气候。 

A. 暖、寒 

B. 寒 ,寒 

C. 暖、暖 

D. 寒 , 暖 

 

50. 中国现任国家主席是  ______   。 

A. 习近平 B. 孔子 C. 老舍 D.  普京 

51. 中国少数民族最多的省份是________。 

A．云南  В. 贵州  С.台湾   D.   广西 

52. 人民币是中国的法定货币，其货币符号是        。2015 年 11 月，国际货

币基金组织宣布正式将人民币纳入 SDR（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 

A.     B.  C.       D.  

53. 在中国       色表示吉祥喜庆。 

            a.黑 b.绿 c. 红 d. 橙  

54. 1980 年，中国话剧《茶馆》第一个走上国际舞台，在德国演出，获得

很大成功，《茶馆》的作者是        。 

            a. .老舍 b. 郭沫若 c. 习近平 d. 普京 

55. 人们把现代汉民族共同语称为“_______”。 

             a. 普通话 b. 广东话 c. 德语 d. 俄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