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亀

深文尋入

晰短文 (第一遍)回答同題

1.考研究生之前 ,声恩泳担心什久 ?

2.地的寺立是什久 ?

3.立余吋同地会倣些什久?

瞬短文 (第二遍)填室

剛弄始_考 研究生吋 ,声恩泳徹担心。土地一下子弄憧六 1‐並深 ,

而且是用中文 ,実在是太雄了,地急得不得了。_逮 吋地遇到了一位中国

学生 ,他是中国人民大学的国脈法研究生 ,_普 通活悦得イ艮林准 ,而且法

律方面的知沢也イ風キ富。在速位研究生的精助下 ,地的浜悟能力和法律方面的知

沢有了イ艮大的提高。 一年的刻苦努力 ,地終干考上 了人 民大学 ,成力径

済法寺並的一名研究生。

留学生活有苦也有示。 学刀圧カイ艮大 ,但地己径 了逮祥 的

生活。上余吋同,地会和同学佃一起去外辺吃仮。地愛吃的菜有:色香肉望、京

書肉笙、宮保鳩丁、糖酷里脊。_逮 些之外,地透愛吃火銀、烙鴨什久的。

有的吋候 ,地也会在 倣倣輔国莱 ,清地的老りT、 同学或朋友個来芸芸地

的手芭。地常常笑 自己傲菜的手芝不太好 ,比起娼娼差得太通了,清大家湊合着

吃肥。大家呪 ,忌是笑着回答 : “卵里卿里 ,挺不借的,_可 以在校「]口

弄珈 了。"

封稔

1.我個力什久要留学?

2.留学生活是苦述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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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篇 0第二冊

深文 因力金庸,走近中国

升学第一人,中 国人民大学像以葎一祥 ,た 出了 “皮迎新同学"的横

幅。i:江 叶,一企十分可愛的女核几え辻了姪芥法研究生的教.室 ,ォ晩 地向同

学佃点点1)に ,坐在了掌宙的位五上。

“夫家好 ,表 口」声思沐 ,来 白

♯日 ,・)計 多美照。"Jり璧会上 ,女 核

几用流利的中国活作着 白我介 %。

声思ネ均ャロ渚家 ,党 家子全后先

生的式侠小抗。高ヤニ年笈叶,16

夕的花季女核几在牟店随使翻看起

一本斗丈版的 《射昨美雄竹》,図 1

翻 了両更沈愛不希手。及比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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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力金庸 ,走近中国

金庸 Jin YOng(十 名)中 国著名武侠小悦家 (1924～ )。

中国人 民大学 ZhOnggu6 Rё nmfn DOxuё (キ 名)Renmin Univcrsity of China

中国一所著名的大学 ,位千北京市海淀区。

以往 yΥwёng (名 )befOК 以前。

他以往四点半就会口来。

学生的発え皮量ん以往夫有提高。

横幅 h6ngfl(名 )hanner;streamel・ 横的林悟。一般桂在路上或建筑物 1可 口上方。

径済法 iTngilfO(名 )eC()nOmi(:laW

研 究 生  y6ni10ShOng(名 )pOStgraduate

声恩泳 L山 Ёnyёng(1寺 名)人名。

班会 bOnhul(名 )(。f pupils or studcnts)(■ ass mccting 学校里以班力単位召弄

的会。

升班会

錆嫁 liёyu6n (劫 )fott ties(。 fa■ection,lriendship,ctc.)(因 力某紳原因)有

了一定的美系。

嫁千 yu6n ytt coril()ihn 来 自干。悦明一件事情是由千什久原因升始的。

武侠 woxio (名 )swordsman 武功高張 、寺日対付不人的人。

花季 huOil(名 )bl。。ming scasOn Lヒ 喩人 15～ 18夢 青春期前后的年蛉段。

花季夕女 ;花季少年

翻 fan(劫 )scani l)rowse 随便地、イ艮快地看手中的事、余志等。

翻キ;翻条恙

版 bёn(名 )verslon 事籍印刷吋用的底子或版本。

ヤ丈版;英丈版;曰 丈版

射離英雄侍 Shё DiOo Ⅵngxi6ng ZhuOn (寺 名 )〔あe Ltterl(1()f｀ 訪e Cr,I]あ 1・ Heroes

金庸的武侠小悦。

愛不経手 Oi b`Shl Shё U(茂 悟 )1)(‐ 3o fol・ l of sth.that onc coul(l hardly bCar tO put

it(1()wn 対某件木西十分喜愛 ,迭到了不思放下的程度。

地対那ス小豹麦不希手。

化対 |́う え対足愛不希手。

炊此 c6ngcΥ (副 )fl・om then on 炊速今吋候起。連接上下両句活或両段活。

他准四川屹 了一人え鶴 ,党得好口乞板 了。及比 ,化愛上了人鶴 ,几子各周屹二人。

物掲塔化兵了一本中国十代掟事的キ,キ ヤ有処的掟事性化十分着迷。八比,化沈有

了来中国的鳳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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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篇・第二冊

迷上了全席先生的小現 ,升始対中国速企昔老的国家九満タフ想。“真実,我

ス・
)美 了全店先生的二部小抗 ,仁年一部我部‐

,実 了二逍。高十一半上 ,我

沈向父母提 出到中国・)美 大学的・

'計

ネ,仁化イi]汰力我人小,不 能イR好地照顔

白已,没有同意。"后 来,声 思沐考辻了位子首な的一所大学,4希了滉活

寺上。

工然没能到中国・)糞 大学,仁声思沐的`む 子已t到 了中国。一年后 ,地実

在接捺不住,就休学一年,到北京学ヨ決悟。ガトえ 1999年 ,地第一次来中国。

“来中国え前 ,父母、景咸ゎ朋友都合不得性我来。可足我実本人想来

了,就対化佃元 : `中 国高斗国速久近 ,想 口来就口来,大容易了。■我去

嘔!'化佃也就ス好及我え了。当時,我没有中国朋友,因 力我的滉悟不好 ,

瑕中国人恢満彰R口乞ヵ。我滉的化ィ11チ不憧,他佃現的我也チ不'陸 。"致口今不

同了,声 思沐的中国活已姪抗得イR林准了。地上妥華チヤ丈歌わ看ヤ丈屯机

別来鰊ヨヤ丈。地イR喜皮中国的流行歌山,透愛看中国屯影。

声′熙沐第二人来ヤロ足 2001年 ,当 時地已姪足大学二年象的学生了 ,

地上劫ヤ‐
)計到青島大学倣了一年的交換生。 “青島井没有塔我在中国的感

′
;む ,因 力那里的斗国人役多,ヌF使休不会抗中国活,也可以生活得イR好。"

大学半止后 ,声 ′熙沐決定考研究生。速叶,一位教晨各地提了一企建洪 :

“日前中国的法律友及得ィた快,休可以去中国‐

'美

法学研究生,妥足能在中国人

民大学学■法律 卜沈史好了。"対十一企木科学ヤ丈的斗国学生未抗,■地本

几企月内考法学寺止的′研・先生,丼考辻享有盛名的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実

准足太堆了! 域 妥学ヨ民法、刑法、完法千 61¬ 米程,速些表以前及来没
4



因力金庸 ,走近中国

18迷 m千 (効 )|)(、 ill(燿 響 !ili:Ix=、 R(I(licl(、 (lt。 対某人或某一事物相当喜愛迭到了」卜常

高的程度。(劫同 )十 上 ,表示劫作升始井墾箋。

地チ了那位青年的歌以后 ,不分不党迷上了化。

口乞完後没多久,化又吃上了。

老人特別喜掟唱歌 ,没事就准家唱几旬。庶,現在又唱上了。

19位干 wё ly山 (効 )lxヽ 漁ヽ逍4Ⅲl(牟面悟 )位畳在……

位子北京的西北処;位子市中,じ

20首示 shё u'ёr(十名 )、く、機1 軒国首都。

21按捺 anno(劫 )(嘲〕11()|(無、cll 控制 (情緒 )。 否定式是 “接捺不住 "。

22休学 xttxu6 (功 )t(、町)。 r濾 |)(11,卜 (、 1緩=職
1卜 .I躊 1 因力生病或有事不得不萬升学校

一段吋同。

23之前 zhTqi6n(姥 ):絆 1鎌、 表示在某今吋同或赴所的前面。

多彙:舎不得 shёbude(劫 )1)cgl・lttge 不思意把 自己的末西給別人 ,或不忍心高升某人

或某地。

れ遼久好的な西容地 ,表可合不得。

我合不得 萬升遮ユ ,速ユ的人和不境我春イた喜掟。

多1拳:想……就……。 xiё ng¨・・̈ 脚……・ do as()il(1)il疑 t、cs 尽意倣島上就可以倣 ,イ艮随便 ,イ艮

容易。

在表イ11家想吃就屹 ,想喝就喝 ,十万別客宅。

学η可姜墜持 ,不能想学読学,不想学就不学。

26吃力 chTli(形 ):`、
1苺

:|ド |11メ 麟(残 i、 1:‖ l夕 =ガ
:。 11、 倣一件事情 (因力能力等原因)イ艮困荘。

化学ヨイた口乞力。

27流行 |1山xing(形 ):躊 1轟 議: 在某一段吋期内人個都喜次的或都逮祥倣的。

イR流行 ;流行者示;流行速脅款式

28歌曲 gё q首 (名 )、(響

ヤ丈歌山;校国歌山

29交 換 生  i100hUOnShOng(名 )(｀ k(llalll('ヽ 1凛購 lt

30法学 fёxuё (Z)tlヽ い (:i(ヽ 1障ヽ
`ヽ

11走湖

31本科 bё nkё (姥 )ti難 lcl継1(11ltit(ヽ

本科生;本科半」L

32享有 xttngyё u(効 )`鸞_1())在社会上取得 (枚利、声誉、威望等 )。

33盛名 shёngming(名 )grat r呻 ヒ菫ali。 :: イ艮高的声誉。

34法学院 fёxu6yuan(名 )ta、、(、。llcg(、

35 民法 minfё (名 )で 'ivil l轟く(.|、 ||(豪 (ヽ

36刑法 xingfё (名 )“ rilllinal iaぃ

37完法 xianfO(名 )(翻、血 ttiO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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ま,  跨越篇・第二冊

有接触辻。"第一年比的戌統丼不理想,仁地没有及弁,喬足意気民友地又

加入到考研的陳仁ヤ。

戌功恙え什情子那些不断努力的人。第二年,地来到人民大学,本一位

ヤロ法学願士研究生的希助下,地冬子以仇昇的戌鏡薇人民大学姪洋法寺上

永ネ了,品ユ地透え班ヱ撃一的留学生。由子え前有両年在中国晴保的姪

詮,所以ヤ丈損米対声思水未沈己姪不再え困准。上深叶,80%地都能折憧。

晨佐地准恙的え,去年第一人チ国際法深。 ``那位老りT併深叶地方口者イた

菫,一市保下来,我一旬活ネ没チ憧。后来,チヨ慣了也沈晴得憧一些了。

有一人上米叶,オ辺的中国同学日我 : `老 りT図:lオ 琉什久?'表告折了地 ,

地非常屹憶: `我都没チ清楚,体党然所得憧!'"

研究生升没的保丼不多,仁声思沐白已的・う呆程永キ姜排得満満的。 “因

力我没右学辻中国法律 ,所以在洗有寺上深的叶候 ,我沈去オチ真他深。"

学校的回堵え地毎人必須波1鬼的,因 ヵ在日蛯上,地可以我到上保的叶同
～

地点。■声思沐有些力准的え明年的半止・,各え。 “手上・ラ告丈必須両万字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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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力金庸 ,走近中国

意気民友 ylql fongfo(茂千 )dal・irlg襴(l(::)nergeti()形 容精神振脊 ,気概昂揚。

面対カヒ成,化意気ス友,十恙昴物。

遼些キ軽人杯着熟情,意気八友地え本人街上。

t中情 zhongq千ng(功 )1。ve 情感イ艮寺注。后辺常眼 “千"。

化対那位姑彙一几今情。

化今情子自己的事上。

在……的……下 zOI……de…・・・xiO with 表示声生某紳錆果的原因或条件。

准父母的支持下,地来到北京学ヨ江悟。

本朋友和家人的支持わ希助下,た辻一年的努力,他冬子升了一家自己的芥司。

碩士 shuёshl(名 )rnaster

仇昇 youyl(形 )ex(.ellent 特別好。

景取 1由qO(劫 )a(lmit 逸定 (考武合格的人 )。

永ユ了二今人;迪波永駆了

授深 shёukё (劫 )Lcach(事面活)沸深。

晨保吋同;麻 地点;晨深刺 〒

准忘 n6nwang(形 )uttbrgcttable 荘以忘氾。

堆恙的人;堆恙的事;准恙的初恋

国際法 gu6ilfё (ス )international law

口音 kёuyTn(名 )accent

上海口音;南方口音;右 口青;没口子

吃憶 chwng(効 )l)e shOcke〔 l 没想到会是速祥而受′陳。

イた吃憶;屹 了一:瞭

う果汗呈1表  kёch6ngb尚o (名 ) s(:h()()1/class schcdulc

芳瞬 pongtTng(効 )he a visitor or auditor at a meeting Or in a SCh00hlaSS・ etC・

オ嘴生;オ垢几 |コ 深

測覧 ||口 lёn(効 )glance over 快速地看一看。

測鬼一下国上的消鳥;測 鬼一下根久

力堆 w6in6n

(1)(形 )fecl awkward 感到不好倣,我不到合遺的理由拒絶。

我イR力雅,到嵐咳不咳帝他速企忙兎?

他的朋友釣他星期え出去おネ,可化姜子一定姜全家去看t影 ,化感到イR力准。

(2)(功 )make things dttcult i｀ or 給別人帯来麻煩。

別力准化,化図1来速几,什久也不分道。

本速几我没右朋友,ス好我悠来不/P,力摯悠了,真不好意思。

沿文 1由 nwёn(名 )thesis 寸沿或研究某神同題的文章。

写発丈;看発丈;参加・う0丈各針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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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篇・第二冊

上,喬我及来没有写辻両万多字的発丈,喬ユ得用滉悟写,実在有些害伯。"

不辻 ,晴同学佃悦写手上を丈典実丼洗右那久可伯,晨菫妥的え姜我准・,告丈

的題 日,題 日妥新、妥有倒新性 ;然后再我オロ泣的資料 ,所我的介料之キ富

逮好 ;晨后 ,休得善子恙錯,れ右用的介料留下来,作力休発史的依据,速

祥体的発丈説会有悦服力。地イR感謝同学佃容地介勿了速久多姪詮。地表示

会用`む 去写,半党速足研究生学■的恙渚,足二年研究水千的江損。

除了学巧え外,上余生活ヤ的地十分針情子 “屹 "。 “我来ヤ国以后畔

了,因 力♯国菜イに清漢,中 国菜水漢 ,繊ノR喜掟屹中国菜,所 以屹畔了。"

声思沐悦 , “♯国人晨喜掟中国的四道采足:立呑肉Z、 京者肉Z、 官保鳩

丁、糖酷二芥。除比え外,我迩特別喜友人郷わ渚嗚。"抗起屹未,声 思沐

高共得不得了,速吋逮企炎所了脅肴困准的タト国研究生,好像核子一祥,又

悦又実。

撲到未来的お算,声 思沐又交得芦粛走来。 ``我不想乃上我工作 ,我迩

想墾鉄考人人的姪芥法博士。姜想我到ん校理想的工作,我必須駆得博士学

位。"地元。

明年声思沐能否考上人人的博士,表■1述 不得喬弁,仁我佃泉′ぎ希望速

位可愛喬好学的♯国姑彙能修少想戌真。

8



因力金庸 ,走近中国

54 題目 tfmO(ジ笙)litie:、 tlhiC(｀ i110Pi(｀

作丈題曰;丈幸題日

55相皮 ×bngylng(劫 ).。 1・ resI)。 11(lirig;I(11(1、 翻: 互相呼庄或照庄;相通庄。

オロ泣的赤法;オロ泣的措花;オロ泣的対策

56善干 shany山 (劫 )|)eg。。(l at 在某方面具有特長。

善子,勾 通;善子言辞;善子合作

57依据 �由 (名 )1)tm(htion;銀 、1、 作力沿断前提或吉行基硼的事物。

(介 )ill a(Ic()r(濃豪ぅ、、lt11 表示以某紳事物作力沿断的前提或吉行的基硼。

(劫 )(・ ()叫 ,1、
‐.、、覇、 以某神事物力依据。

竜元依れ 依据不同情苑;依据刑法

58 )Ett hulbOo(功 )1■ )ori

工作
'E根

;作 ,E損 ;'離情死

59清淡 qTngdan(形 )lなht(顔色、気味)清而淡;不液。

口味清漱
=清

漢的仮采

60味 wёi(名 )「la、 or;taste

味イR漢 ;味イR及 ;味イR呑 ;床来味;四川味;上海味

61負香肉笙 Y山 ×iOng ROusT(寺 老)SIH ecidcd I)ol k、 vith(hi:(:Sauて (ヽ, 中国莱名。

62京音 肉笙 Jing J10ng Rё usT(寺 名 )Sttc(l SItrc(1(le(11‡ )()I・k with S、燎 )I Bcarl Saut.e

中国莱名。北京凩味的一道莱。

63宮保鳩丁 GOngbё o JTding(寺 名 )Klll13 11)ao(〕lli(,kell 中国菜名。

“

糖酷里脊 T6ng C由 晰i(寺名 )P()l・ kl・■i(,(1、 :L1l Sttar an(1｀ 'ilile鉾
l・ |)1・(ヽ iヽnド 中国菜名。

65博士 b6shl(Z)(lo山 l

・〕糞博士 ;博士生

66能否 nё ng fёu(欄 (・ (・lll n()t(牟面悟)能不能。

能否完戌速今任券 ,晨冬姜看我イ|]的 准各情死井何。

多67・……上 。……shang j几ごj(Y″ jηg ιんc`I#励 27,7“

“
ζノ
｀
イI,1(脅`“励

'ご
 表示劫作有了結果 ,速到

了一定的目的和林准。(劫同〉+上。

化佃住上了新房,,む ヱ高共れ了。

た辻近二十年的努力,中 国須界冬子え上了一条光明的道路。

68不得而知 btt d6 6r zhT(茂 悟 )tIIlknOヽ 1ヽ11日は|)le t()lin(1 0ttL 不能修知道。

化到ス什久吋候口国,表不得喬弁。

化愛不愛迪,表佃不得而井。

69好学 hёoxu6(形 )lxヽ 1補 (1()銭 銀ヽ〕il事:1)(ヽ caポ rto l(珈11 喜攻学刀,対学コ充満共趣。

他イた好学;好学的人

70炒想成真 mё ngxiё ng chё ng zhё n a(llal〕 1(.()In(、 st瀞 : 美好的想法交成了現実。

小雨一立想戌カー企空姐,表希望地少想戌真。

化一立想升一家自己的公司,今え冬子少想戌真了。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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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篇・第二冊

綜 コ

`朗

漢

1.朗漢下面的句子,注意停頓和悟凋

(1)升学第一人,中 国人民大学像以往一祥,桂出了 岐 迪新同学"的横幅。

(2)声 思水与中国錯家,尭家子全府先生的式侠小沈。

(3)来 中国え前,父母、未咸わ朋友都合不得■我来。

(4)中 国高弟国速久近,想口来沈口来,太容易了。

(5)本一位中国法学顔士研究生的希助下,比冬子以仇昇的戌須薇人民大学姪

汗法寺上永ユ了。

(6)■声思沐右些力准的え明キ的半立・,告丈。

(7)明キ声思沐能否考上人人的博士,我佃述不得而井。

2.朗漢下面的悟段,注意停頓和悟気

声思沐与中国錯家,党家子全府先生的式使小琉。高ヤニキ久叶,16夕 的花

季女核几本キ店随使翻看た一本♯丈版的 《射昨英雄待》,図1翻 了商更沈愛不希手。

八比,地迷上了全府先生的小沈,升始対中国il二 企十老的国家九満勾想。 “典実,

我ス・
'キ

了全府先生的二部小沈,仁年一部我都・〕糞了二邊。高十一半上,我読向父母

提出到中国・
'美

大学的・〕奇ネ,仁他佃汰力我太小,不能イR好地照願自己,没有同意。"

后未,声 思沐考辻了位子首な的一所大学,4峰了滉悟寺上。

」  参考洒素的注経和例句,理解新洞洒井逸揮填室

1

之后 /之上/之下/之中

(1)西姜日前的径汗矢力瑕上海オロレヒ,本上海_;仁 在所史丈化方面 ,

可以沈有一定的仇勢。

Zロリ

| >

例 :

[之]:指代某今吋同或姓所 a ce■ ain time or place

ネ市え前,人佃都妥未殉4多好吃的な凸。

(来ヤロ)え前 ,表一点几滉悟也不会。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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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力金庸 ,走近中国

(D我稀 鵬 癖 子不同,疇
―

,准式的意,H_。

(3)21年前,化大学半上了,揚党去了片ホ。_,沈 ■也澁有他的,首 .さ子。

(4)四キ姉 千製 摯 _,畔 久在一定比募不合進。

歌0昌 /歌頌/歌手/歌星 /歌声

(1)ヌド躊 ヤ国わホは オ曰当御 _。
(2)ヌト硼 _ィ 唯 ,ィR受キ軽枷 。

(3)化佃准歌声ヤ熟情地_自 己的掟多、れ国わ人民。

(4)側は 制 ,夫多鐵 _幸 稲動 。

(5)細
一

姥_,他 准我佃那几梃有名的。

淮況 /淮忘 /淮得 /淮題 /淮述 /淮受 /淮看 /淮晰

(1)働斡 雄 _了 ,チ得我イ驚_。
(2)慨 り嶼 は ,他イR_,嘲 赫 。

(3)化到ス能不能考上大学,嚇 イR_。
(4)  過上一企速久仇秀的学生,老りTイ |｀1都高米得不得了。

(5)対我来に 恋麦的対象承好不妥人_,仁 也不需要人好看,一般人

就行。

(6)轟 軸 一企_,え 先工作透足先考研究生?

（
６

L→ [歌]:同与音示的結合 song

例:我母未那一代人 ,当 然喜筑十共歌由了;品現在的核子,史欣党

流行歌山。

歌 曲

L→ [准]:1)不容易,如荘悦、雅忘、荘得、荘題 dttcult;hard

2)不好,不舒服,如荘道、荘受、荘看、荘瞬 bad;unpleasant

例:来到北京后 ,我過到了不少准恙的人矛事。

准忘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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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篇・第二冊

嘔妻1靭析近叉洞,井用括号里的洞洒完成句子

1.以往 以前

“以往 "張凋道去意的情況 ,不能用在表示吋同的名同后辺 ,如春市

以往、国庚市以往 ; “以前"表示某今吋同点之前 ,可以用在表示吋目的

名同后逸 ,如春市以前、国庚市以前。

例:以在化部足 7点半沈到力ヽ公室,今夭恙久了?

速企任券ネ市以前必須え戌。

(1)A: (以 在 )

B:現在化佃価史喜皮月末去郊区旅行。

(2)A: (以前)

B:叶同准交,社会在変,人当然と会交釣。

2.享有 拐有 占有 具有

“享有 "是指在社会上取得 ,宴悟多是枚利 、声誉 、威望等 ; “掘

有 "是指領有或具有 ,宴悟多是大的、貴的事物 ,如 土地 、人 口、財声

等 ; “占有"是指占据、赴在 (某紳地位 )或掌握 ,実悟可以是人也可以

是事物 ; “具有"的宴悟多是抽象名同 ,如功能、特点、凩格等。

例:本 ヤロ,男女享右千争的叔利。

対他来悦,調有美好的家庭わ麦情光棚有大量的全伐え位得珍惜。

他占有了別人的財声。

水止本中国的国民埜汗ヤ占有菫妥地位。

他占有公司股分的 1/4。

現在所有的水箱部具右市能的功戒。

(1)A:法律規定,本社会ヤ 。 (享有)

B:而事実上,れ聘叶,4多芥司丼不速久倣。

(2)A:速家公司 。 (枷有)

B:逮久多介金、速久多高久管理人ォ,オ自信化佃公司未来一定会有え

夫的友及。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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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力金庸 ,走近中国

(3)A:作 弁道ヤロ昔代十人李台喝?

B:当 然井i:曇 ,他在 。 (占 有)

。 (具有)(4)A:着介紹一下速台毛泥木屯脳

B:功 能イ風多。首先,走夫存榜 ,速台t脳オ曰当子 3台普通屯肪的4榜

量;典人,タト班イR叶 尚,とイた軽使;述有,t的 屯池使用叶同史K,

タト出旅行一人不九七也没日題。

3.渕覧  |〕周覧

“測覧"是指快速地看一看 ,不是特別仔鋼地看 ,日寸同比較短 ,后面常

常眼 “一下"; “回覧"是弔面悟 ,主要用千看事或扱妖、余志等。

例:与え吃え晩仮,化ホ妥到圏キ信岡鬼室減1児一下各
～
損久。

看一般性丈章不必太汰真,波ll鬼一下題日沈修了。

力了写好那篤・港丈,他 岡鬼了大量的キ籍。

同鬼キ根足谷各蝸蝸与え必徴的功深,他イ11的 オ'瞬也影崎了我佃。

(1)A:手軽人的 |)司
・〕美ヨ:瞬友生了イ降え的変化 ,他佃在往会在円上査岡所需

的信
`き。

B:没猪,我几子晩上口到家,元・,告多晩,         。 (測 児)

(2)A:解初色に本写小研夕年前          。 (岡 鬼)

B:准怪比的丈亀那久好。

恒ゴ 根据例句,用指定洞遇完成句子

1.愛不粋手

例:16夕 那キ,有一人地去キ店要キ,看到了全庸的 《射雌英雄仕》,図1翻 了

両更就愛不希手。

A:他及小読対キ九満共趣,工 然不決恢字,仁恙え今着キ翻未翻去。

B:現在依 1口 那祥,対別的没有共遂 ,

2.意気凩友

例:キ軽時期的毛幸な,本走立新中国的理想ヤ意宅ス友地わ自己的同伴佃春

斗着。

A:好久没几到小工了,他現在生活得恙祥?

B:好板了,化 自己亦了一企圏キ公司,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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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篇・第二冊

3.不得而知

例:明 キ地能否考上人人的博士生,表佃込不得品井。

A:考武錯呆什久叶候出来?

B:現在            ,年 一年再焼吼

4.炒想成真

例:雄都会有 白已的生活理想わ日林 ,仁尽苺企人都能在墜持ヤ看到少想咸真

的那一人。

A:化一立都想わ地結婚 ,多辻二十年的志愛K地 ,

B:真不容易!我恙以力化佃会分手,皓呆述足咸功了。真得れ稿化佃 !

嘔ヨ 用括号里的洞悟完成対活

(以往 )
Ａ

Ｂ

Ａ

Ｂ

2.A:

B:

我と同意体的意几,美掟現在述不足叶候。

等到什久叶候オ能茂兎?等到共友ネ台了嗜?

茂交一脅η慣丼不足件容易的事情,太急容易出事。

悠夫枕え什久吋候升始美注物理学的?

夫机え高十一年久嘔,那叶我的班主任え物理老りT,地排沐琲得非常好 ,

会

'｀

′` え事支L,                                    O あヽへ、ジしノ

A:我チ沈悠愛人也足物理学家,比え悠的高ヤ同学喝?

B:え的,我迷上物理的同時,地也迷上了物理。我佃両杢在 Jり里上的物理戌

統不足地第一流え我第一。高ヤ半上始 ,我佃術一同考上了北京大学物

理系。

3.A:姜扱た了,′むヱ有些准辻。

B:新癬 掟 シヒ現在的好,_ ?(合不得 )

A:合不得的な西多了,琢浣仇美、 ド々居わ宅、殉物看病方使等等。

(想……就……)

:え嗜,我的童キ差不多也足速祥皮辻的。

:我党得在那脅生活ヤK人的核子会有イR好的な象力。

:七十作滉得対,仁我不承肯定。半党我佃没有作辻遮方面的研究。

Ａ

Ｂ

Ａ

Ｂ

４

隧
～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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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力金庸,走近中国

5.A: ,表冬子り1瞑利地考上了′研究生。 (本 ……的……下)

B:可不可以速久沈,洗有父母的襲励わ指子,就没右今え的休?

A:足悔 ,当 然え速祥了。我八内`む 感激表的父母。

B:逮世界上晨元わ的愛恐`}台 読足 “父母え愛"了 嘔。

6.A:工姪理性我奉仕,文1姪理也注我希情,品ユホ妥速几ええ戌 ,真不弁道悠

久亦オ好。

(力 准)

:速会不会対我的未来友晨有影崎?

:不用速久想,澁有ヴ「企姪理会速久小宅,ス抑 佃琲清楚,他佃会理解的。

7.A:体え什久叶候升始対日外落戒着迷的?

(… …上 )

Ｂ

　

Ａ

　

Ｂ

B

A:速右没有影崎到体的学上?

B:影崎了,表不得不ヤ途追学,所以二今我透没有大学半上江キ。

“
“̀ブ画1逸揮填室

1.径道一年的努力学コ
,

つ

乙

A.化冬子考上了当地有名的大学

B。 他冬子考到了当地有姥的大学

C.化冬子考好了当地有名的大学

D.化冬子考下了当地有名的大学

A.化本板子わ十人的支持下

B。 在化板子わ未人的支持下

c。 本板子わ十人的支持下

D。 在他的支持下

3.只 看了一次京刷 ,

A.化波速一者老的別希迷上了

B.化沈迷上了速一古老的別脅

,他克服了重重困荘 ,取得了巨大的成鏡 。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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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遼一十老的別希読迷上化了

D.化れ速一古老的別脅迷上了

4.他恵是逮祥 ,炊不眼父母悦他去卿りL,

常常等他吃仮,他却没今人影。

A.一 下班就口家

B。 上了班読想た ,

C.想え就た

D。 屹了後読出去

,害得父母

5,小学六年象的吋候,他浅了一部金庸的武侠小悦 ,

A.八比沈一`む 想当式使

B.就一′む妥当式侠八比

C.八此一`む就妥当式侠

D.就一`む妥及比当式侠

啜ゴ1達句成段
大学半上始 ,声 ′熙来決定考研究生。選け,一位教晨塔地提了一企走洪 : ``曰

前中国的法律友晨衛 た快,休 可以去中国・〕糞法学研究生,妥足能在中国人民大学学

コ法律那就え好了。"対十一企木科学ヤ史的斗国学生来抗 ,■地在几企月内考法

学寺止的研究生,丼考辻字右盛名的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実本足太准了 !

上面逮段活中,第一句的主悟是 “声恩泳",之后的 “地 "、  “体 "、  “一企本科学中

文的輔国学生 "、  “地"都是指同一企人 ,即声恩泳。在浜悟中,速祥的用法口‖“照庄 ",

逮里是 “人称照庄",即一企人在一段活中可以用不同的同悟来互相解経。速是浜悟成段

表迭的特点 :不暇唆,筒清 ,清楚 ,成カー段完整的活。

漑蛛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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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力金庸 ,走近中国

用 “照度"的方法,格下面的句子連接成一段活 :

1.A.那一え,他 :断愧地対表悦 : ``休小叶候我老お休,真不対,教育方法人筒

羊,有同題,不足杢

…

。"

B.父未已た70夕 了,腿胸不像以往那祥利索了,仁活多,レヒ以前任何時候春多

c.品我戌Kヤ的十多小事,ええ化喜皮琉的

D.我口家吋我イ|]父子術有滉不え的活 ,え南海北,十今ヤ外,家 Kユ短,元

所不淡

E.我沈: “えよ不好好学■,お述え咳お的,♯注我那久不晴‐
)脅兎?"

2.A.核子的功手能力需要点滴培界,喬功手能力的培界え可夫夫鳥友智恙

B.雷雪不供学会了使用煤宅,品ユ述得到了一れ家 |｀1的 初匙,他佃毎次え出

家
'1叶

保良都注雷雪功手微「¬

c.保たゎ雷雷的生活逃入了新除段

D.所以几足雷雷能倣的事保良春妥他 自己功手去倣 ,劫手七可以界戌核子オ

功的示趣わ服外的精神

E.与え子上両人一たた床,一走洗腔刑オ,一走准各子仮

3.A.那一人,保え第一人力了一企昇性喬久久不能入睡

B.品ユ手指向リトユ,リトユ使爆出人花,比ふ升双属,ロ ヤ也能噴出熊熊人焔。

速性保良看得熟立沸勝,元光共春

c。 陸保え第一人麦上一企女核几え准市公姜学校的えネし堂ユ

D。 保た泥不清郡え一企什久市日,公姜学校着未市荼技囲泉演市日

E.速足保た第一人現看現場柔社泉 ,1菱 。整台泉演塔ぼ F象承深的足一企照永

少女,那少女面日俊美喬又神通声え,不仁翻緒駒 易キ皮掌

F.保 良読坐在側ネ辺的―ス小板発上,可以れ整企升台看得清清楚楚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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ヽＥ
ｒ
ｅ　
　
一

」ゞ 根据深文内容回答同題

1.声 思水足一企什久祥的女核几?

2.地因力什久対中国声生了共趣?

3.地班本的寺上瑕以前的寺立有什久不同?

4.対地来焼,及寺上え一件容易的事喝?力什久?

5.刺 来北京的地ゎ現在的地晨人的不同足什久?

6.地用什久特別的亦法未学η滉悟?体也速久倣喘?

7.地在北京盤銭合キ好兎,込ぇ口国我工作好兎?体的意几え什久?

ロゴ深堂河稔

1.休有没有為声思沐美似的掟事?・)計瑕夫家沈沈。

2.刑 到一本国家,因 力文化∠昇会有4多不迫,泣咳恙久克服?

嘔ゴ庇用妹羽
・)計瑕体的同Z或 同稟勁一勁 ,れ他 (地)来 中国留学友生的掟事写下来。

(300字左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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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展掘漢 (― )大尤

大尤的英文名字叫 Jo�an,但朋友個都刀慣叫他大尤。

取名大尤 ,是因力尤是中学民族逮今古老民族的 1冬|||な 。 “我

逐有姓的,我的一位美国的好朋友是隼併 ,他姓島 ,我就借用了

他的姓 ,起名島大尤。可是我的中文老師意是口‖我島大吟 ,后来

我就把姓省去了。逮次卿博悦我可以用他的姓 ,然后再改名叫小

尤 ,那我就真成名人了。"大尤所悦的 “姉偉 "是北京一家律卵

事努所的律卿李 肖森。大尤悦能決沢李律州 ,井来中国的律帰事

努所実可彼幸送。

2005年春市 ,李 肖森作力北京市律跡刑事丼ゲ:律岬代表困成

長去美国坊同。坊同期同 ,美国刑事井押委員会的一令老朋友 ,

向他推存了中文悦得 “イ艮溜"井対中国法律十分感共趣的大尤。

“当吋 ,我正好在俎釣 ,一接到老帰的通知 ,立刻就赳去兄李律

卯。李律用対我イ艮熱情 ,井承諾回国后就給我友逆清 1豹 。"毎次

提起与李律灯的相沢 ,大尤的激劫之情都溢干言表。

逮次是大尤第三次来中国了。

2000年 ,大尤第一次来到中国,当吋在北京教育学院学了両

今月的中文。之后 ,他到了英国的一所学校 ,主修中国政治学和

中国法律 ,速吋 ,他友現 自己対中国的法律イ艮感共趣。2002年
,

大尤第二次来到中国,在上海夏旦大学学可了一年。 “第一介学

期 ,我先学月中文 ,主要是学刀悟吉。第二企学期 ,我升始学コ

法律 ,但学校只允杵我逸三 l可 法律保 ,就是国際法、経済法、知

沢声枚法。''夏旦大学的深程箸東以后 ,大尤回到美国 ,到加州

西部法律学院墾数学刀法律。

今年是大尤学可的最后一介学期 ,力 了能修来中国実刀 ,他

早在去年暑似就提前修完了第三年的深程。美国法学院対学生実

コ的要求イ艮芦格 ,大尤在中国実刀期同 ,学校曽指派来中国政法

大学倣坊同学者的教用到中国的律姉事努所去了解実可情況。由

干中国現行法律規定 ,外 国人不能作力刑事訴沿的丼押人 (除ゴト

被告人是外国人的近来属 ),只能以非律卯的身分倣民事訴漆代

理人 ,大尤把大部分精力放在了研刀中国民事法律上。他在合同

因力金庸 ,走近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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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的学]上頗有心得 ,現在正在写一篇中美合同法対比研究的文

章。在律師事努所的実刀述程中,免借自己特有的仇勢 ,大尤力

所里処理的一些渉外案件提供了希助。在渉及美国某州的一今公

司的 ll党叔夕1翁案中,大尤与代理律卿一起探甘案情 ,他友現律姉

在引用法律上出現了同題。 ``イ艮巧 ,那位律師所査到的法規就在

那天被取消了,我立刻炊同上把相庄的新条款我了出来。"

大尤除了学刀理沿知沢外 ,逐眼着用博去芳瞬。大尤氾化最

深的是那次李律姉帯他去芳折一起合同多‖笏案 ,逮是他第一次去

法院労瞬 ,甚至都不知道去的是明『企法院。 “我党得法官挺有意

思的,原告和被告直接対活 ,他都不去制止 ,在美国逮可是不行

的。"他在具体実努中同 ,感受着中美法律的不同。

大尤的逮次 中国之行与前両次一祥 ,都是 自各 “根食 "来

的。員然他逐是今学生 ,但他汰力己径有能力券活 自己,所以没

有向父母要銭 ,両是申清助学貸款用以支付来中国的井梢。也正

因力如此 ,他在生活上特別市倫。今年 4月 28日 ,他到迭北京

吋正好赳上芳劫市 ,因力我不到朋友 ,也我不到房子住 ,就只好

先在律帰事努所的所在地
―

北京友塩宴傭住下了。 “可是 ,実

傭的費用太高了 ,我不能長吋同住在那里。"之后 ,律姉所的両

位律姉希大尤在知春里租了一套房子。

立余吋同大尤喜次去返秀水街和笙析市場。在上海生活了一

年的大尤 ,遇到上海人 ,述要和人家対上両句上海活。 “依是明『

国人 ?" ``依在速里倣嗜?'' “阿拉是美国人。"他甚至逐会用上

海活封俳込俳。

大尤在 中国的男一大牧荻就是我到了一介非常漂亮的女朋

友。帯着逮分愛情 ,8月 20日 ,他 回美国了。 “如果有机会的

活 ,我会回中国工作。"逮是他高弄北京前悦的最后一句活。

20

開漢后回答同題

1。 大尤是通辻什久方式来中国的つ

2.他炊什久日寸候升始対中国法律感来趣的つ

3.他力什久把主要精力放在中国民事法律上つ

4.在 中国律り雨事努所実コ日寸,他的仇勢是什久つ

5。 在中国生活他力什久彼市倫つ

6。 他力什久会悦上海活つ



(二 )我属鼠 ヮ属虎 ,属牛……

我在大学学浜悟吋有一今イ艮有趣的秘密 ,那就是我炊来没有

告訴通別人我的実際年始。対 自己的年齢撒慌是不庄核的,可我

在中国的大学学刀和以前的情況有点几不一祥 ,我在班里年蛉最

大 ,而且比同学個大イ艮多。我佃班同学几乎都在 20夢 上下 ,要

是他個知道了我的真実年始是 37夢 ,他個可能会量倒口巴。所以

我決定干脆購着 ,辻 自己表現得更接近他個的年始。

炊第一今学期升始 ,我就洸毎一令人猜我的年齢。元沿他個

急久悦 (那 吋 ,大部分 的人猜我是 26夢 到 28夢 ),我 都悦 :

“対 ,体猜得完全正碗。祢悠久猜得逮久准?"我逮久悦了以后他

個看上去都昆得イ艮得意。一次一企同学猜我只有 24夢 ,我真的

好高共冴 !

換了大学之后 ,我又汰沢了好多人。我意沢到辻人佃猜我的

年蛉 ,元沿他個 回答的是什久我都悦 “対 ",是越来越危隆了。

因力那些已径汰沢我的人 ,早晩会汰沢我的一些新同学 ,万一他

佃悦起我……那后果可想而知。太 冒隆了 !我必須碗定一今年

蛉。那吋我背着一介小背包 ,穿着返劫軽 ,看上去一副核子気 ,

所以人佃都猜我是 29夢 。

我在 29夢 和 30夢 之同逸拝。因力 30夢 属 “鼠",我不太喜

次逮金属相。如果我悦 28夢 ,那就意味着我属 “虎",逮不就太

棒了喝 !我非常喜次属 “虎 "。 同題是班里有令同学上今学期和

我同班 ,我氾得那吋我曽告折道他我是 29夢 ,所 以逮今学期要

悦 自己 28夢 ,看来有点几荘。

我決定悦 29夢 。イ艮昆然在班里我比進都大 ,但我党得逮今

年蛉逐不借。倣逮紳編造的事 ,我是第一次 ,完全没有径聡。在

瑞典 ,人個出千礼貌不会同体的年齢。在我的家多同一今人的年

蛉是イ艮元礼的,特別是同女人的年始。

可逮几是中国,人佃不供同体的年始 ,而且述要用不同的方

式在称皇元准各的情況下同今御底。最筒単的同法是 “体多大?"

有的述会悦 “邸年生的啄?"要不就是 “属什久啄?"人個直接同

“体多大"的吋候当然是最筒単的 ,我就宜裁了当地悦 29夢 。要

是他↑]同 “体明『年出生"吋就交得有点几荘了 ,我得快点几算一

算。如果有人同 “体属什久",那我筒宜就会被呼曇了 !

因力金庸,走近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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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吋候 了 ,我必須想亦法告訴人個 ,我 出生千明『年 ?属 什

久?我知道我得悦 自己是年底出生的,得和上今学期悦出的年船

一祥。因力春天吋眼人悦的是 29夢 ,悦生 日是年底的活 ,到年

底之前我偶然可以是 29夢 。最后径道周密思考 ,我決定了自己

的 “出生"日 期是 1973年 12月 3日 ,属 “牛 "。

我心里終干可以安稔了,但述得熟練到別人一同就能島上流

利地悦出来。要是別人同体 ,体述得停下来想想 ,人家要不党得

有同題オ怪呪。我努力鎌ヨ了一昨 ,終干能流利地滉出来了。

現在回想起来 ,我党得真是太有趣了,力了逮科区区小事我

党激哉了一場。我把逮事友郎件告訴給瑞典的朋友個 ,他個都感

到非常好笑。道了イ艮掟吋同 ,学刀己径錯束了,我オ把事情的真

相透露給那些同学和朋友佃 ,他佃眼我的瑞典朋友イ|]一祥 ,也党

得イ艮滑稽。

1.速今瑞典人属 “牛 "。

2.地最′
|｀自別人同地 “休属什久"。

3.地撒慌的原因是伯同学党得地老。

4.地不能告訴別人地属 “虎"是因力地以前

告訴辻別人地属 “牛 "。

5。 地上深吋背小牟包 ,穿返劫戦 ,辻人党得

地比実際年蛉要小。

6.地的出生日期是 1973年 12月 3日 。

フ.地―宣没有告訴別人速介秘密。

0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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