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90871R

Level 1 Chinese, 2015
90871 Demonstrate understanding of a variety
of Chinese texts on areas of most immediate relevance
2.00 p.m. Monday 30 November 2015
Credits: Five

RESOURCE BOOKLET
Refer to this booklet to answer the questions for Chinese 90871.
Check that this booklet has pages 2 – 5 in the correct order and that none of these pages is blank.
YOU MAY KEEP THIS BOOKLET AT THE END OF THE EXAMINATION.

© New Zealand Qualifications Authority, 2015.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by any means without the prior permission of the New Zealand Qualifications Authority.

2

FIRST TEXT: 李小文的微博 / Li Xiaowen’s blog
Li Xiaowen is a Chinese student who is studying in New Zealand. He is writing on his blog about his life
at his new school. Use the text to answer Question One.
Glossed vocabulary
着急
zháojí

worry

参加

cān jiā

to participate

附近

fù jìn

nearby

马路

mǎ lù

road

      新西兰的学校每天只有五节课, 比中国学校的课少很多, 而且晚上也不去学校, 作业
也不多, 老师和同学都很友好, 我都很喜欢, 可是我常常听不明白老师和同学说什么? 我
有点着急。
      新西兰的学校放学很早, 很多学生放学以后参加很多运动。我觉得每天放学以后去
运动很好, 所以我准备每天去跑步, 因为我最喜欢跑步。在新西兰跑步很方便, 第一, 我
可以在早上跑步, 也可以在放学以后跑步; 第二, 我可以在我家附近的马路上跑步, 也可
以在我家旁边的公园里跑步, 我还可以在学校的运动场跑步。在中国上学的时候我每天
功课都很多, 没有时间做运动, 所以在新西兰我一定要多做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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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OND TEXT: Jacque和李雨心的微信 / Jacque’s WeChat with Li Yuxin
Jacque is a high school student in New Zealand. She is going to China soon. Her Chinese friend Li Yuxin
is contacting her through WeChat in regard to Jacque’s trip. Use the text to answer Question Two.
Glossed vocabulary
房间
fángjiān

room

大衣

dàyī

coat

上次

shànɡ cì

last time

参加

cān jiā

to participate

绿茶

lǜ chá

green tea

李雨心

Jacque

李雨心

Jacque, 最近上海非常冷, 而且常常下雨。你要带一些毛衣, 因为房间里很

冷, 你要穿毛衣。你还要带大衣, 外面比房间里冷。
什么? 毛衣? 我不喜欢穿毛衣, 而且我没有好看的毛衣。
你忘了吗? 去年我和我的家人去新西兰的时候, 送给你一件红色的毛衣,
你说你很喜欢。
哦, 那件毛衣啊, 是很漂亮! 上次Sarah的生日, 我穿了那

Jacque

件毛衣去参加她的生日会, 大家都说很好看。好吧, 我带
这件红色的毛衣去中国。到中国以后我想去买衣服, 听说
中国的衣服又漂亮又便宜。

李雨心

太好了, 我不但可以带你去买衣服, 而且还要带你去很多好玩的地方,
吃很多好吃的东西。
谢谢你! 我给你妹妹买了一张Lorde的CD, 我想她一定会喜欢。

Jacque

我还给你妈妈买了新西兰的绿茶, 因为你说你妈妈天天喝绿茶。
你爸爸喜欢运动, 我给他买了一件运动衣。

李雨心

真的吗? 你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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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RD TEXT: 王老师的通知 / Ms Wang's announcement
A Chinese teacher from Auckland is calling for students to join a trip to China. The teacher has put the
notice on the school’s website. Read the announcement below. Use the text to answer Question Three.
Glossed vocabulary
旅行
lǚ xínɡ
西安
xī ān
呆
dāi
故宫
ɡù ɡōnɡ
文化
wén huà
兵马俑
bīnɡ mǎ yǒnɡ
奥克兰
ào kè lán
一共
yí ɡònɡ

travel
a city in China
stay
The Forbidden City
culture
terracotta warriors
Auckland
in total

      同学们,
今年我们准备去中国旅行三个星期, 我们准备去北京, 上海和西安三个大城市。
      我们先到上海, 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城市, 而且上海旁边有很多好玩的地方, 所以我们
要在上海呆一个星期, 然后从上海坐火车到北京, 中国的火车非常快, 从上海到北京只要
六个小时!
大家都知道去北京可以看长城, 故宫这些有名的地方。在北京我们还要去一个学校
上课, 学习汉语,也可以学习中国文化。我们要在北京呆十天, 然后从北京坐飞机去西安
看看兵马俑, 因为我知道大家都非常想看兵马俑。我们会在西安呆三天, 然后从西安坐
飞机到上海, 在上海坐飞机回奥克兰。
      飞机票一共是两千三百块钱, 在中国,  吃、住、玩, 要两千七百块。中国是一个买
东西的好地方, 如果你想买东西, 还要带一些钱。
      想去中国的同学请在星期五午饭时间到中文教室开会。
王老师
二 一五年三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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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URTH TEXT: 给饭馆老板的信 / Letter to the boss of a restaurant
Ruben and his family recently had a meal at a restaurant. Ruben later wrote this letter to the boss of the
restaurant. Use the text to answer Question Four.
Glossed vocabulary
尊敬
zūn jìng
更多              ɡènɡ duō
等等
děnɡ děnɡ

respectful form of address to people in a letter
even more
etc

尊敬的王先生：
      您好！
      我是一个新西兰的学生, 现在正在学习中文。上个星期六, 我和我的家人去您的饭
馆吃饭了, 因为我的中文老师告诉我, 您的饭馆是城里最好的中国饭馆。
      那天下午五点, 我们到了饭馆。饭馆里面人很多，饭菜都很好吃，我们都吃了很
多。我妈妈说, 您的饭菜是她吃过的最好的中国菜。
      所以, 张先生, 我很想去您的饭馆工作。我会说英文, 也会说一点中文。我的中国朋
友都说我的中文很好。我觉得，如果我在您的饭馆工作, 一定会有更多新西兰人来您的
饭馆吃饭。还有, 来这里吃饭的中国人也会喜欢我, 因为我可以用中文告诉他们, 在新西
兰很多好玩的地方, 很多好吃的东西, 等等。
      如果您觉得我可以在您的饭馆工作, 请您给我打电话。我的手机号是: 0212889966。
      祝好!
                                                                                                                                      
Ruben

二 一五年八月八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