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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概念汉语 2  课本参考答案 

 

Lesson2 我是今年来中国的 

1 参照例子填词语。 

（1）车站  

（2）开公共汽车 坐公共汽车 公共汽车站 

（3）开火车 坐火车 火车站  

（4）开飞机 坐飞机 飞机场  

（5）开出租车 坐出租车   

（6）骑自行车  

2 模仿例子，提问并回答。 

（1） 本杰明后天跟谁一起去西安？  

本杰明后天跟金美英一起去西安。 

（2） 刘老师明天跟谁一起去大使馆？      

刘老师明天跟张老师一起去大使馆。 

（3） 于小姐周末跟谁一起去故宫？                  

于小姐周末跟同事一起去故宫。   

（4） 爸爸晚上跟谁一起去吃饭？    

爸爸晚上跟经理一起去吃饭。 

（5） 哥哥常常跟谁一起去爬山？                 

哥哥常常跟朋友一起去爬山。 

 

 

Lesson4 我要退房 

1 选择填空 

（1）        ③        两     e     房间  

（2）        ①/②     一     b      伞 

（3）        ②/③     三     a      飞机票  

（4）        ⑤        一     d       行李 

（5）        ①/②/③/④     六     c      车  

（6）        ①/②/④        五     d      衣服 

2 模仿例子，看图说话。 

（1） 复印两块钱一张。     

复印不是一块钱一张吗？ 

（2） 餐厅在一层。         

餐厅不是在二层吗？   

（3） 刘先生十点去故宫。   

刘先生不是九点去故宫吗？ 

（4） 他是王先生。         

他不是刘先生吗？          

（5） 马经理要订火车票。  

马经理不是要订飞机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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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son6 安妮汉语说得很流利 

1 参照例子填词语。 

早 早上 早饭 早餐 

上 上午 / / 

中 中午 午饭 午餐 

下 下午 / / 

晚 晚上 晚饭 晚餐 

 

2 模仿例子，提问并回答。 

（1） 早上弟弟吃得多吗？  

早上弟弟吃得很多。 

早上妹妹吃得多不多？ 

早上妹妹吃得不多。 

（2） 昨天你睡得好吗？  

昨天我睡得很好。  

昨天她睡得好不好？ 

昨天她睡得不好。 

（3） 周末你休息得好吗？  

周末我休息得很好。 

周末他休息得好不好？  

周末他休息得不好。 

（4） 今天王小姐穿得漂亮吗？  

今天王小姐穿得很漂亮。 

今天李小姐穿得漂亮不漂亮？ 

今天李小姐穿得不漂亮。 

（5） 星期六大卫玩儿得高兴吗？  

星期六大卫玩儿得很高兴。  

星期六阿里玩儿得高兴不高兴？ 

星期六阿里玩儿得不高兴。 

 

 

 

Lesson8 你会用筷子吗 

 

1 参照例子连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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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模仿例子，提问并回答 

（1） 你会拉小提琴吗？                 

我会拉小提琴，还会弹钢琴。           

（2） 你喜欢唱中文歌吗？ 

我喜欢唱中文歌，还喜欢画中国画。 

（3） 你有哥哥吗？          

我有一个哥哥，还有一个姐姐。             

（4） 王小姐买衣服了吗？                  

王小姐买衣服了，还买鞋了。 

（5） 丁先生订飞机票了吗？    

丁先生订飞机票了，还订车了。           

（6） 林秘书去银行了吗？                   

林秘书去银行了，还去邮局了。 

 

 

Lesson10 这儿能不能停车 
 

1 参照例子填词语 

a  b  b  c  b  b  d  

 

2 模仿例子，提问并回答。 

（1） 你要做什么？            

我要停一下车。                   

（2） 你要做什么？   

我要洗一下手。   

（3） 你要做什么？ 

我要查一下字典。 

（4） 你要做什么？                        

我要换一下人民币。       

（5） 你要做什么？    

我要收拾一下行李。 

 

 

Lesson12 太阳出来了 
 

1 参照例子填词语。 

 上 下 进 出 回 过 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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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 上来 下去 进来 出来 回来 过来 起来 

去 上去 下去 进去 出去 回去 过去 / 

 爬上来 走下来 跑进来 走出来 跑回来 游过来 飞起来 

 爬上去 走下去 跑进去 走出去 跑回去 游过去 / 

 

2 模仿例子，提问并回答。 

（1） 老师出来了吗？老师出来了。                          

学生出来了吗？学生没出来。           

（2） 爷爷上去了吗？爷爷上去了。 

奶奶上去了吗？奶奶没上去。 

（3） 哥哥下来了吗？哥哥下来了。                      

姐姐下来了吗？姐姐没下来。            

（4） 弟弟跑进来了吗？弟弟跑进来了。 

妹妹跑进来了吗？妹妹没跑进来。 

（5） 安妮游过去了吗？安妮游过去了。                    

阿里游过去了吗？阿里没游过去。 

 

 

Lesson14 方方听不懂西班牙语 
 

1 选择填空。 

（1）b  （2）e, f  （3）g （4）c, f  （5）a, f （6）d, g  （7）b, f  （8）h  

 

2 

（1） 火车票你买得到买不到？                    

火车票我买得到。                                   

火车票我买不到。                    

（2） 那双鞋你找得到找不到？   

那双鞋我找得到。   

那双鞋我找不到。 

（3） 这些衣服你洗得完洗不完？                       

这些衣服我洗得完。                                  

这些衣服我洗不完。                

（4） 他们的名字你记得住记不住？ 

他们的名字我记得住。 

他们的名字我记不住。 

（5） 她的回答你听得清楚听不清楚？                  

她的回答我听得清楚。                   

她的回答我听不清楚。 

 

 

Lesson16 你把车停在哪儿了 

 

1 参照例子连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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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to take a taxi  

（2）to give a discount  

（3）to make a phone call  

（4）to open  

（5）to play basketball  

（6）to do shadow boxing（tàijí） 

（7）to plan  

（8）to sweep  

 

2 模仿例子，提问并回答。 

（1） 你是不是把手机放在桌子上了？ 

我没把手机放在桌子上。 

你把手机放在哪儿了？ 

我把手机放在包里了。 

（2） 你是不是把大衣挂在衣柜里了？ 

我没把大衣挂在衣柜里。 

你把大衣挂在哪儿了？ 

我把大衣挂在门后面了。 

（3） 你是不是把护照放在书柜里了？ 

我没把护照放在书柜里。 

你把护照放在哪儿了？ 

我把护照放在桌子上了。 

（4） 你是不是把那些书搬到外面了？ 

我没把那些书搬到外面。 

你把书搬到哪儿了？ 

我把书搬到书房里了。 

（5） 你是不是把车停在车库里了？ 

我没把车停在车库里。 

你把车停在哪儿了？ 

我把车停在楼下了。 

 

 

Lesson18 明天会下雨吗 
 

1 找出翻译侧，并连线。 

（1）赢—输（2）脱—穿   （3）早—晚  （4）进去—出来   （5）快—慢 

（6）大—小（7）高—矮   （8）多—少  （9）好—坏        （10）远—近 

 

2 模仿例子，提问并回答。 

（1） 爷爷买什么了？                 

爷爷什么也没买。              

（2） 李小姐说什么了？ 

李小姐什么也没说。 

（3） 周末你去哪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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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我哪儿也没去。 

（4） 你看见谁了？    

我谁也没看见。   

（5） 谁在这儿拍照了？           

谁也没在这儿拍照。 

 

 

Lesson20 你学了几门外语 

 

1 参照例子填词语。 

 国 人 话 菜 文 语 

中 中国 中国人 中国话 中国菜 中文 汉语 

英 英国 英国人 英国话 英国菜 英文 英语 

法 法国 法国人 法国话 法国菜 法文 法语 

德 德国 德国人 德国话 德国菜 德文 德语 

 

2 模仿例子，提问并回答。 

（1） 她在跟谁学西班牙语？                            

她在跟朋友学西班牙语。            

（2） 小明在跟谁学画画儿？ 

小明在跟王老师学画画儿。 

（3） 跟谁要电话号码？      

姐姐在跟男朋友要电话号码。 

（4） 你是跟谁要的这张照片？                   

我是跟小双要的这张照片。 

（5） 大卫是跟谁借的那本杂志？  

大卫是跟方方借的那本杂志。 

（6） 小李是跟谁借的伞？                   

小李是跟同事借的伞。 

 

 

Lesson22 我打了三次电话 

1 参照例子填词语。 

天 前天 昨天 今天 明天 后天 

年 前年 去年 今年 明年 后年 

月 / 上个月 这个月 下个月 / 

星期 / 上个星期 这个星期 下个星期 / 

 

2 模仿例子，提问并回答。 

（1） 他想请谁吃晚饭？    

他想请女朋友吃晚饭。 

他想请女朋友做什么？       

他想请女朋友吃晚饭。 

（2） 你想请谁参加周末的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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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请林木参加周末的聚会。 

你想请林木做什么？                   

我想请林木参加周末的聚会。 

（3） 你想请谁跳舞？  

我想请那位漂亮的女士跳舞。 

你想请那位漂亮的女士做什么？    

我想请那位漂亮的女士跳舞。            

（4） 老师叫谁回答这个问题？ 

老师叫安妮回答这个问题。    

老师叫安妮做什么？     

老师叫安妮回答这个问题。        

（5） 她让谁明天早上八点来？      

她让我明天早上八点来。     

她让你做什么？           

她让我明天早上八点来。 

  

 

Lesson24 王老师教了十年汉语了 
 

1 参照例子，给下列词语归类。 

（1）Season：a、f、g、m    

（2）Weather：d、j、l    

（3）Day：b、c、e、h、i、k、n  

 

2 模仿例子，提问并回答。 

（1） 今天早上你做什么了？ 

今天早上我练书法了。 

你练了几个小时书法？ 

我练了一个小时书法。 

（2） 今天上午安妮做什么了？ 

今天上午安妮练口语了。                    

她练了几个小时口语？                    

她练了三个小时口语。 

（3） 昨天中午小李做什么了？  

昨天中午小李打乒乓球了。 

他打了几个小时乒乓球？ 

他打了一个半小时乒乓球。 

（4） 昨天下午李小姐做什么了？ 

昨天下午李小姐拉小提琴了。                    

她拉了几个小时小提琴？                    

她拉了半个小时小提琴。 

（5） 前天晚上金美英做什么了？    

前天晚上金美英听相声了。                    

她听了几个小时相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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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听了两个小时相声。 

 

 

Lesson26 这个城市比那个城市暖和 
 

1 找出反义词，并连线。 

（1） 胖—瘦；  长—短；  对—错；  冷—热；  开—关 

（2） 前面—后面；  出去—进来；  上来—下去；  上去—下来；  打开—关上 

 

2 模仿例子，提问并回答。 

（1） 哥哥高还是弟弟高？  

哥哥比弟弟高。 

弟弟没有哥哥高。 

（2） 姐姐漂亮还是妹妹漂亮？  

姐姐比妹妹漂亮。 

妹妹没有姐姐漂亮。  

（3） 昨天热还是今天热？  

昨天比今天热。                                                                          

今天没有昨天热。   

（4） 这件衣服便宜还是那件衣服便宜？  

这件衣服比那件衣服便宜一点儿。 

这件衣服比那件便宜一点儿。 

那件衣服没有这件便宜。 

那件衣服没有这件衣服便宜。 

（5） 这个商场近还是那个商场近？               

这个商场比那个商场近一点儿。 

这个商场比那个近一点儿。 

那个商场没有这个商场近。 

那个商场没有这个近。                                                                  

               

 

Lesson28 今天的节目跟昨天一样精彩 

 

1 参照例子，为图片选择词语。 

  b；g；a；f；c；h；d；e  

 

2 模仿例子，提问并回答。 

（1） 妹妹看电视的时候喜欢做什么？  

妹妹看电视的时候喜欢吃东西。     

（2） 小李走路的时候喜欢做什么？  

小李走路的时候喜欢唱歌。               

（3） 丁律师坐地铁的时候喜欢做什么？     

丁律师坐地铁的时候喜欢看书。 

（4） 爸爸吃早饭的时候喜欢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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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吃早饭的时候喜欢看报纸。                  

（5） 哥哥开车的时候喜欢做什么？    

哥哥开车的时候喜欢听音乐。 

 

 

Lesson30 你去过多少个国家 

 

1 参照例子填词语。 

员：销售员；邮递员；安检员；广播员；服务员 

馆：茶馆儿；咖啡馆儿；饭馆儿；大使馆；体育馆；游泳馆 

（“馆”和“馆儿”的区别：“馆儿”一般用于轻松、休闲、面积较小的场所，如“咖啡馆儿”；

工作场所或较正式的、面积大的场所则多用“馆”，如“大使馆”。） 

 

2 模仿例子，提问并回答。 

（1）你来过中国吗？    （2）你去过长城吗？    （3）你吃过炸酱面吗？ 

我来过中国。           我去过长城。           我吃过炸酱面。 

你来过几次中国？       你去过几次长城？       你吃过几次炸酱面？ 

我来过两次中国。       我去过一次长城。       我吃过三次炸酱面。 

他来过中国吗？         他去过长城吗？         他吃过炸酱面吗？ 

他没来过中国。         他没去过长城。         他没吃过炸酱面。 

 

（4）你听过京剧吗？   （5）你看过中国话剧吗？ 

我听过京剧。         我看过中国话剧。 

你听过几次京剧？     你看过几次中国话剧？ 

我听过两次京剧。     我看过很多次中国话剧。 

他听过京剧吗？       他看过中国话剧吗？ 

他没听过京剧。       他没看过中国话剧。 

 

 

Lesson32 警察罚了我一百块钱 

 

1 为下列词语中的“生”选择合适的意思。 

  （1）a  （2）d  （3）e  （4）b  （5）a  （6）b  （7）c  （8）a  

 

2 模仿例子，看图说话。 

（1）刘小双送安妮一盒巧克力。  

（2）秘书给王经理一张火车票。 

（3）本杰明还方方自行车。      

（4）大家叫他老张。 

（5）老于告诉吴明玉一件事儿。 

 

 

Lesson34 这个菜有点儿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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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照例子，为图片选择词语。 

（1）e        （2）k        （3）f       （4）b          （5）d          （6）i        

（7）g        （8）h        （9）l        （10）c        （11）a        （12）j  

 

2 模仿例子，提问并回答。 

（1） 你租这个房子吗？   

如果您能便宜一点儿，我们就租这个房子。      

如果您不能便宜，我们就不租。                 

（2） 你们去爬山吗？    

如果天气好，我们就去爬山。      

如果天气不好，我们就不去。     

（3） 您去大使馆吗？   

如果我有时间，就去大使馆。 

如果我没有时间，就不去。 

（4） 咱们去看画展吗？              

如果买得到票，就去看画展。 

如果买不到票，就不去。                                                            

（5） 你去应聘销售员吗？   

如果收入高，我就去应聘销售员。            

如果收入不高，我就不去。         

 

 

Lesson36 我想试试那件蓝色的毛衣 
 

1 参照例子，给下列词语归类。 

（1）Leisure Activities：c g j m  

（2）Learning Activities：b e f I l  

（3）Sports：a d h k 

  

2 模仿例子，提问并回答。 

（1） 大卫为什么没来上课？    

因为他生病了，所以没来上课。            

（2） 你为什么迟到了？ 

因为我起晚了，所以迟到了。 

（3） 你为什么不去逛街？  

因为我要洗衣服，所以不去逛街。                

（4） 他为什么不睡觉？ 

因为他要看足球比赛，所以不睡觉。 

（5） 你为什么没买那条领带？ 

因为我不喜欢那条领带的颜色，所以没买。 

 

 

Lesson38 菜单被服务员拿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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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选择填空。 

（1）c   （2）a   （3）e   （4）d   （5）f   （6）b  

 

2 模仿例子，提问并回答。 

（1） 他的手怎么了？    

他的手被刀划破了。                   

（2） 你的自行车怎么了？ 

我的自行车被出租车撞坏了。 

（3） 你的眼镜怎么了？     

我的眼镜被弟弟摔坏了。                

（4） 你怎么了？ 

我被警察罚了五百块钱。 

（5） 她怎么了？ 

她被那个年轻人骗了。 

 

 

Lesson40 飞机马上就要起飞了 

 

1 为下列词语中的“上”选择合适的意思。 

（1）b （2）e （3）c （4）d （5）f （6）c         

（7）f  （8）e （9）e （10）a （11）a （12）d  

 

2 模仿例子，提问并回答。 

（1） 哥哥毕业以后有什么打算？    

哥哥毕业以后打算当律师。       

（2） 大卫回国以后有什么打算？  

大卫回国以后打算找个工作。             

（3） 小张出国以后有什么打算？  

小张出国以后打算学习音乐。          

（4） 马经理下个月有什么打算？  

马经理下个月打算休假。            

（5） 刘小姐假期有什么打算？   

刘小姐假期打算去杭州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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