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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RST TEXT: 在新西兰的中国人
Read the text below. Use it to answer Question One.
Glossed Vocabulary
生活
shēnghuó
澳大利亚
ào dà lì yà
日本
rì běn
风景
fēngjǐng
开
kāi
饺子
jiǎozi

life / live      
Australia
Japan
scenery
run a business of … / open
Chinese dumpling

在新西兰, 有很多外国来的人在这里生活。他们有的人从英国, 美国和澳大利亚来, 也有
的人从中国, 日本和别的国家来。这些人住在新西兰, 在这里工作, 学习和生活。
和别的国家来的人一样, 有些中国人来新西兰住, 是因为新西兰的风景很漂亮, 还有很多
人喜欢在新西兰上学, 比如, 小学, 中学或者大学。
中国人可以在新西兰做很多工作。有的人的工作是医生, 有的人的工作是老师, 还有的人
的工作是工人。也有很多中国人在这里开饭馆, 开商店, 开水果店, 或者开书店。
中国人在新西兰生活, 也给新西兰带来了有意思的中国文化, 比如, 每年一次的中国春节
活动, 很多新西兰人都很喜欢的; 还有中国菜, 有大家都喜欢吃的炒面, 炒饭, 饺子和有名
的中国早茶点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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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OND TEXT: 文文的一篇博客
文文正在她的博客写一篇文章，比较她自己在两个国家的生活，和她的中国朋友分享她的
生活经历。
Wenwen is writing and comparing her life in two countries to share her experience on her blog with her
Chinese friends.
Read the blog below. Use it to answer Question Two.
Glossed Vocabulary
一篇博客
yī piān bó kè
羽毛球
yûmáoqiú
夏天
xiàtiān
室外
shìwài

a piece of writing from the blog
badminton
summer
outdoor

博客
我以前在中国上学的时候, 很喜欢打羽毛球。我常常在教室外面或者运动场, 和同学打
羽毛球。但是我在中国打球的时间不多, 因为学校的功课很多, 所以我每天只有在放学
以后, 有半个小时的打球时间。
我现在在新西兰上学, 因为功课不多, 所以我有很多时间打球。可是问题是,这里的天气
不好, 夏天常常刮风, 冬天常常下雨, 我不能在室外打球。打羽毛球要去体育馆, 又花钱
又不方便。现在, 我在新西兰已经不打羽毛球了, 开始喜欢游泳了。
在新西兰游泳很方便, 夏天可以去海边游泳, 冬天可以去游泳馆游泳。新西兰不但到处
都是游泳馆, 而且很多的游泳馆不用花钱。现在我常常和朋友去游泳, 我的朋友都说我
游泳进步很快, 游得很好！
[For copyright reasons, the background image cannot be reproduced here. See below.]

Source: http://www.wellington.govt.nz/eventsrec/recreation/images/overview-swim-lg.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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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RD TEXT: 北京公园的早晨
Tom 是一个来自新西兰的学生，他在北京学习中文。这是他记录他在北京的经历的日记
中的一篇。
Tom is a student from New Zealand who is learning Chinese in Beijing. This is one of his diary entries
recording his experience in Beijing.
Read the diary entry below. Use it to answer Question Three.
Glossed Vocabulary
北京
běi jīng
早晨
zǎo chén
太极拳 tàijíquán
甚至
shènzhì
跳舞
tiàowǔ
这样
zhèyàng

Beijing
early morning
taiji boxing
even
dance
this kind of

日记
今天是七月十五号, 天气很热。
我今天早上去公园里跑步。这个公园离我住的地
方很近。公园很大, 里面的人也很多。

ce
resour
is
h
t
,
s
eason
re.
yright r produced he
p
o
c
r
[Fo
be re
cannot ee below.]
S

我看见有很多老人在打太极拳, 也有一些人带他
们的狗在公园里玩, 还有些人在打球。
我还看见很多人在公园里看书, 一些人在练习说英语, 一些人在练习唱歌, 甚至还有人
在公园里一起跳舞, 很有意思! 在中国, 人们常常起床很早, 然后去公园里晨练。什么是
晨练? 中国人把早上做运动叫  “晨练”。中国人都觉得晨练很重要, 因为晨练对身体很
好。我的一个中国朋友告诉我, 在中国的每个城市里都可以看见这样的公园。

Source: http://www.waytobeijing.com/uploads/6/7/4/3/6743856/2217378.jpg?38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