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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vel 1 Chinese, 2016
90871 Demonstrate understanding of a variety 

of Chinese texts on areas of most immediate relevance

2.00 p.m. Wednesday 23 November 2016 
Credits: Five

RESOURCE BOOKLET

Refer to this booklet to answer the questions for Chinese 90871.

Check that this booklet has pages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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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龙的故事 / Jackie Chan’s Story

Read the following story about film star Jackie Chan. Use the text to 
answer Question One.

Glossed vocabulary
成龙		 Chéng Lóng             Jackie Chan’s Chinese name
功夫  gōng fu   Kung Fu 
演  yǎn    to act / perform
香港  xiāng gǎng  Hong Kong  
美国  měi guó   USA
明星  míng xīng   star

	 Jackie Chan的中文名字叫成龙。成龙从小学的时候，开始学习功夫。他每天早上

五点起床，练习功夫，练习唱歌，晚上十二点睡觉。他每天学习十二个小时，所以他进

步很快很大。成龙不但功夫好，而且唱歌也唱得很好。

	 十七岁以后，成龙开始演电影，他在香港演了很多电影，大家都喜欢看他的										

电影。后来他去了美国，可是他不会说英语，他要学习英语。但是成龙不喜欢去学校，

所以他让老师到家里教他英语。成龙每天学习英语五个小时，而且还看了很多英语电

影，听了很多英语歌。

	 在美国的时候，成龙每天和美国人在一起，练习说英语。现在他中文说得好，英

语也说得很好。他的功夫电影中国人喜欢看，外国人也喜欢看，他是一个大明星！

Source (image): http://a4.files.biography.com/image/upload/c_fill,cs_srgb,dpr_1.0,g_face,h_300,q_80,w_300/
MTE5NTU2MzE2NDE4MzExNjkx.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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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天, 你好!  我准备去长城, 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去长城。你可以告诉我, 

怎么去长城吗?  

天天

Sam

天天

Sam

很方便的, 从你住的地方出来,往右走, 走十分钟到东直门, 然后坐

916路公共汽车, 两个小时到怀柔, 公共汽车票十二块钱。到了怀柔

以后, 你可以坐小的公共汽车去长城, 小公共汽车票只要五块钱。

早上六点半。

天天

Sam 好, 如果我六点半坐公共汽车, 应该五点起床。

是的。	对了, 最近天气很冷, 你要穿一件暖和的	衣服。

天天

Sam 好的, 谢谢。

我明白了，我应该先从北京坐公共汽车到怀柔，然后从怀柔坐小公

共汽车到长城。我应该坐几点的公共汽车去怀柔?	

在长城上, 你会走很长时间, 会很累, 你要带水和吃的东西,	比如，面

包和水果。最好在北京买水和吃的东西, 不要在长城买, 长城的东西

很贵。

SECOND TEXT:  Sam 和天天的微信交流	/  
Sam and Tiantian’s WeChat communication

Sam is a Kiwi exchange student in Beijing. He is going to visit the Great Wall of China on his own. Before 
he goes, he asks his Chinese friend Tiantian, 天天, for advice about his trip. Use the text to answer 
Question Two.

Glossed vocabulary
东直门	  dōng zhí mén  the name of a place in Beijing
怀柔   huái róu   the name of a place close to Beij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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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天

Sam 好的, 我可以在学校旁边的商店买。

从长城下来以后, 你可以去吃午饭, 有一个饭馆叫	“山里人”, 	

那里的面条非常好吃, 你一定会喜欢。

太好了, 我最喜欢吃面条了!  谢谢你, 天天!S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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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RD TEXT:  Katie	给她中文老师的电子邮件 /  
Katie’s email to her Chinese teacher

Katie is a high school student from New Zealand on an exchange programme in Shanghai. She has 
emailed her Chinese teacher in New Zealand about her experiences in Shanghai. Use the text to answer 
Question Three and Question Four. 

Glossed vocabulary
数学		 shù xué 	 	 maths
李星		 Lǐ Xīng	 	 	 a Chinese boy’s name
药	 	 yào	 	 	 	 medicine

王老师:

	 您好！我来上海已经一个星期了。我在上海中学上学，这个学校很大，有五千多

个学生，比我们学校大多了。每天我有很多课，我觉得英语课很容易，上英语课的时

候，老师常常让我和同学们一起说英语，我很喜欢。但是数学课很难，中国学生的数学

都很好，所以他们常常帮助我。放学以后，学校里有很多活动，有的学生学习画画，有

的学生练习打球，有的学生跑步，有的学生练习唱歌，还有的学生练习写毛笔字。今天

下午我也去练习写毛笔字了，真好玩。

	 从星期一到星期四，我住在学校，从星期五晚上到星期天，我住在我的中国同学

家里，这个同学叫李星。上个星期五下午，放学以后，李星的父母来学校接我们，然后

带我们去饭馆吃晚饭。饭馆里的东西非常好吃，比学校的好吃多了，我吃了很多。但是

上个星期六，我生病了，早上我觉得很累，很晚起床。李星的妈妈给了我药，她还告诉

我要多休息，多喝开水，很快就会好。李星和我一起看电视，我一边看电视，一边喝开

水。虽然我很不喜欢喝开水，开水太热了，但是我喝了很多开水。吃过午饭以后，我去

睡觉，睡了一个小时，下午就觉得好多了。中国人生病了，都要喝开水，很有意思！	

李星和他的父母真好！我在他们家很高兴！

	 上海有很多好玩的地方，我下个星期告诉您吧！

																																											 	 	 	 	 	 	 	 	 	 您的学生：Kat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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