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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RST TEXT: 到机场接我 / Pick me up from the airport
Emily is a New Zealand girl. She is flying to Beijing tomorrow. Her Chinese friend Lili and her mother are
going to pick her up from the airport. But Emily and Lili have never met. They are trying to work out how
to identify each other on WeChat. Read their messages below. Use them to answer Question One.
Glossed vocabulary

零下
度
准备
颜色
上衣
裤子
免费
微信
联系
哈哈

líng xià

less than zero

dù

degree

zhǔnbèi

prepare

yán sè

colour

shàng yī

tops

kù zi

pants

miǎn fèi

free of charge

wēi xìn

a mobile text and voice messaging communication tool

lián xì

contact

hāha         	

LOL (laugh out loud)

Emily，北京现在很冷，零下十度。你上飞机的时候要带冬天的衣服。
真的吗？我们现在是夏天，天气很热。我现在穿夏天的衣服。
后天我要穿冬天的衣服了，真有意思！
是啊。你明天准备穿什么颜色的上衣和裤子？
我明天准备穿一件红色的上衣，黑色的裤子。你可以很容易看到我。

好的。我会穿一件绿色的上衣，和黑色的裤子。你也会很容易看到我。
太好了。Lili, 北京飞机场有免费的Wifi吗？
北京飞机场那么大，一定会有免费的Wifi。你下了飞机就用微信联系我。
好的 Lili。真想马上看到你！
我也想马上看到你！对了Emily, 你的手机是什么颜色的？
我的手机是白色的，为什么问我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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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RST TEXT continued
我想如果后天有人和你穿一样颜色的上衣和裤子，我可以看手机的颜色。

对对对。这是一个好主意。那你的手机是什么颜色的？
哈哈，我的手机颜色和你的一样，也是白色的！
真的吗？！这太好玩了。那后天如果我看到一个穿绿色上衣，
黑色裤子，手上拿着一个白色手机的中国女孩，那一定是你！
如果我看到一个穿红色上衣，黑色裤子，手上拿着一个白色手机的外国
女孩，那一定是你！
太好了，后天见！
后天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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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OND TEXT: Jesse的 QQ 信息 / Jesse's QQ message
Jesse is a New Zealand student who is doing a student exchange in Shanghai. One day, he got lost and
his phone was flat. So he went into a hotel to ask for help. The receptionist helped Jesse to get onto the
internet. Now Jesse is getting hold of his homestay friend through QQ (a Chinese chatting software most
commonly used by Chinese people). Use the text to answer Question Two.
Glossed vocabulary

迷路
路
酒店
地铁
接
别着急

mí lù
lù
jiǔ diàn
dì tiě
jiē
bié zháo jí

get lost
road or street
hotel
subway
pick up someone
don’t worry

李东，我迷路了。
什么？！你迷路了！你现在在哪儿？
我现在在北京路的一个饭店。这个饭店的名字叫新星酒店。
啊，你怎么跑了那么远？那里离我们家很远。。。
我今天早上坐地铁出来，去了很多商店，看到很多好玩的东西。。。。。
。然后就迷路了。
对不起，Jesse，我现在不能去接你，因为我奶奶生病
了，我现在在医院。但是别着急，我妈妈工作的商店离
新星酒店不远。她现在正在上班，你可以去那里找她。
我让妈妈下班带你回家。
好的，你奶奶现在怎么样了？
她现在好多了。医生说她今天晚上可以回家。你从新星酒店
出来，往左拐，然后往前走，走十分钟，你会看到山东路，
往右拐，再走五分钟，你会看到一个运动鞋商店，我妈妈就
在那里工作。我会打电话给她，告诉她你马上去找她。
好的，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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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RD TEXT: Jack的网上交流 / Jack's virtual exchange
Jack is a New Zealand student who is learning Chinese. He is doing a virtual exchange with a Chinese
student, Mingming. Below is Jack’s first message to Mingming. Use the text to answer Question Three.
Glossed vocabulary

美术
跟
美
骑马

měi shù

art

gēn

with or following

měi

beautiful

qí mǎ

horse riding

明明：
你好！
我叫Jack. 我是一个新西兰的中学生，我每天有五节课。我喜欢的课有数学，英文，科
学，中文和美术。我最喜欢美术和中文。我喜欢画画，我从五岁开始学习画画，现在我的
美术老师说我画得很好看。我现在正在学习中文，我想认识很多中国朋友，跟他们练习中
文，这样我的中文就会进步很快。我觉得学习中文很有用，也很好玩。我的中文老师给我
看过一些中国画，我觉得中国画太美了！
我每天放学以后都很忙，因为我做很多运动。我喜欢踢足球，打板球和骑马。冬天的时
候，我踢足球，每个星期踢三次；夏天的时候，我打板球，我不但自己打板球，而且还教
小孩子打板球，因为我板球打得非常好。星期六我常常和爸爸一起去骑马。
明明，我听说中国学生的功课都很多，是真的吗？你们有时间做运动吗？你喜欢什么运
动？
祝
学习进步！
你的新西兰朋友： J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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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URTH TEXT: 王天的故事 / Wang Tian's story
Read the story below. Use it to answer Question Four.
Glossed vocabulary

吃药
跳舞
不错
主意
不好意思
面前
为了
决定

chī yào

take medicine

tiào wǔ

dance

bú cuò

pretty good

zhúyì

idea

bùhǎoyìsi

embarrassing

miàn qián

in front of

wèi le

in order to / for

jué dìng

decide

王天是一个北京的中学生，今年十七岁。两年以前，他的妈妈身体很不好，常常生病，
吃药。医生让妈妈多运动，但是妈妈不喜欢运动。王天觉得妈妈可以去公园跳舞，因为北
京的公园里每天都有很多人跳舞，这是一个不错的运动，但是妈妈觉得去公园跳舞不是个
好主意，因为她跳得不好，不好意思在很多人面前跳舞。
为了妈妈的身体，王天决定自己每天去公园学跳舞，然后回家教妈妈跳舞。一年以后，妈
妈开始每天去公园跳舞了，因为她觉得自己跳得很好，喜欢在很多人面前跳舞了。妈妈在
公园里还认识了很多朋友，非常开心。现在妈妈不但跳舞跳得很好，而且身体也很好，不
生病，也不吃药了。妈妈说王天不但是一个好儿子，而且是一个好老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