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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vel 2 Chinese, 2013
91111  Demonstrate understanding of a variety of  

written and / or visual Chinese text(s) on familiar matters

2.00 pm Monday 2 December 2013 
Credits: Five

RESOURCE BOOKLET

Refer to this booklet to answer the questions for Chinese 91111.

Check that this booklet has pages 2 – 4 in the correct order and that none of these pages is blank.

YOU MAY KEEP THIS BOOKLET AT THE END OF THE EXAM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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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RST TEXT:  中国生肖

Xiaopeng wrote an article for a Chinese community magazine. Read his comments on the Chinese 
zodiac. Use them to answer Question One and Question Two.

Glossed Vocabulary
生肖  shēngxiào   Chinese zodiac
蛇  shé    snake
希望  xīwàng   hope / wish
运气  yùnqì   luck
相信  xīangxìn   believe
龙  lóng    dragon

亲爱的朋友们，

我是小朋，蛇年好！在 2013 年,  您有什么新希望？蛇年出生的人今年要特别小心！因为

每十二年，如果是你的生肖，书上都说今年你可能会有不好的事情，比如说,  可能会生

病，花很多钱，等等。所以，蛇年出生的朋友们，千万不要去不安全的地方玩，开车的时

候也一定不要开得太快。

我有一个朋友丽丽，她是蛇年出生的。昨天下课以后, 她开车去饭馆打工, 可是, 开车到一

半, 汽车坏了。还有, 上个月, 她和大学同学们一起去公园野餐, 可是那天下大雨，运气很

差! 

我比丽丽大一岁，我是龙年出生的。书上说, 我今年的运气不错, 工作机会很好, 而且能有

很多钱,  也可能找到女朋友。可是,  我在超市上班几个月了, 挣钱很少,  丽丽也没有同意

当我的女朋友。

丽丽和我在蛇年的运气都很差，对我来说，我真的不知道应该不应该相信中国的生肖。你

的运气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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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OND TEXT:  中国和新西兰的生活

Tiantian and Meimei both have lived in New Zealand for a while. Now they are chatting online about their 
current lifestyle in New Zealand compared to how they lived in China. Use the text to answer Question 
Three.

Glossed Vocabulary
毛利  máolì   Māori
碰  pèng   touch

天天:  你来新西兰已经半年了，你觉得新西兰和中国，哪个国家比较好？

美美:  我觉得这两个国家都有好处和坏处，你觉得呢？

天天:  我觉得在中国的时候，用手机打电话和上网比在新西兰方便多了。

美美： 我真不明白，为什么在新西兰，上网不但慢而且贵。

天天:  是啊,  以前我觉得中国不好, 可是, 你知道, 在中国打电话和上网都很便宜。我现在

很想中国, 很想我的朋友们。

美美： 还有, 在中国, 到处都是公共汽车, 又便宜又方便。我很喜欢周末或者假期的时候, 

和我的好朋友们去商场买东西, 当然, 我平时也出去玩儿, 因为很多地方都很晚关

门。

天天:  同意! 而且在新西兰, 特别是新年, 很多商店不开门, 街上很安静, 平时也关门很早。

美美： 可是，新西兰有很多美丽的地方，比如说, 有很高的雪山，漂亮的海边，干净的空

气。现在我开始喜欢这里了, 想在假期的时候, 去一些有名的地方看看。

天天： 真的吗，太好了！以后我们有时间可以一起出去玩。不过, 我还是想中国，因为在

中国, 有意思和有历史的东西特别多。

美美： 新西兰也有很特别的‘毛利’文化啊，我非常喜欢看毛利人跳舞和唱歌，毛利人的

烤肉也挺好吃的。可是我不明白，为什么他们和朋友见面的时候，要用鼻子碰鼻

子？

天天： 这很有意思。我听说毛利人非常友好，他们和朋友见面的时候，总是喜欢离得近一

点。不像有的国家的人, 见面和说话的时候都离得很远。现在我越来越喜欢毛利朋

友！

3



THIRD TEXT:  打工的机会

Xiaoyu and Xiaowen are looking for part-time jobs. Read three job advertisements and a profile of each 
student, and then help the students decide which jobs to do. Use the text to answer Question Four.

Glossed Vocabulary
经验    jīngyàn   experience
除了... 以外  chúle ... yǐwaì  besides, apart from

打工的机会一

你好，我们有一个打工的机会，如果你会开车，能帮我们饭店送午饭，我们就要你。

你一定要有一些工作经验，比如, 在饭店或者面包店工作过，会做一些中餐。请给我们

打电话！

打工的机会二

你喜欢体育活动吗？你喜欢和小孩子一起玩吗？我们想找这样的人！你得是十三年级

学生或者是大学生，喜欢运动,  比如, 打篮球或者打网球。我们要找你帮助看小孩子。

你要告诉他们的父母，他们今天除了做作业以外, 还做了哪些运动。

打工的机会三

超市要你来工作！如果你的数学好，喜欢帮助别人，你应该来我们这儿工作。我们这

里有许多年轻人，大家都非常友好，你可以一边打工，一边认识新朋友。在这儿也可以

买便宜的东西吃，特别是好吃的面包和肉。

小雨

你好! 我是小雨 ，我最喜欢做饭，喜欢吃好吃的中国菜和面包，可是我从来没有打工

过, 也不会开车。我很喜欢学习，也希望可以有很多新朋友。在学校，我的数学和英文

最好。请你同意我来工作。谢谢！

小文

大家好，我叫小文。我非常喜欢运动，特别是打球。以前，我常常在学校和同学们一起

打球。现在有空的时候，我教一些老人打网球。要是有机会，我想教小学生或者中学

生， 因为我也非常喜欢年轻人。请你给我机会, 给我打电话，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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