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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课 她去上海了

（一）

林  娜：力波，你來得真早。

丁力波： 剛才銀行人少，不用排隊。林

娜，你今天穿得很漂亮啊。

林  娜： 是嗎？我來銀行換錢，下午我

還要去王府井買東西。

丁力波：今天一英鎊換多少人民幣？

林  娜： 一英鎊換十一塊五毛七分人民

幣。明天我要去上海旅行，得

用人民幣。

丁力波： 什麽？明天你要去上海嗎？你

剛從西安回北京，你真喜歡旅

行！在西安玩兒得好不好？

林  娜：我玩兒得非常好。

丁力波：吃得怎麽樣？

林  娜： 吃得還可以。這次住得不太好。

丁力波：你參觀兵馬俑了没有？

林  娜： 我參觀兵馬俑了。我還買了很多

明信片，你到我那兒去看看吧。

丁力波： 好啊。我也很想去西安旅行，你

給我介紹介紹吧。看，該你了。

林  娜： 小姐，我想用英鎊換人民幣。

這是五百英鎊。

工作人員： 好，給您五千七百八十五塊

人民幣。請數一數。

（二）

馬大爲： 林娜，早！好久不見，你回英

國了嗎？

林  娜： 我没有回英國，我去上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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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剛回北京。

馬大爲： 剛才宋華來了。他也問我，林娜

去哪兒了？

林  娜： 我給宋華寫信了，他怎麽不知

道？他現在在哪兒？

馬大爲： 他回宿舍了。上海怎麽樣？聽

説這兩年上海發展得非常快，

是不是？

林  娜： 是啊，上海很大，也非常漂亮。

那兒銀行多，商場也多，我很喜

歡上海。

馬大爲：上海東西貴不貴？

林  娜： 東西不太貴。上海人做衣服做得

真好，我買了很多件。

馬大爲： 上海人喜歡説上海話，他們普通

話説得怎麽樣？

林  娜： 他們普通話説得很好，年輕人英

語説得也很流利。

馬大爲：你學没學上海話？

林  娜：學了。我會説“阿拉勿懂”。

馬大爲：你説甚麽？我不懂。

林  娜：這就是上海話的“我不懂”。

第十六课  我把這事兒忘了

（一）

宋  華：這是北京圖書館。我們進去吧。

丁力波：這個圖書館真大。

宋  華： 辦公室在三樓，我們上樓去，先

把借書證辦了。

丁力波：今天就可以借書嗎？

宋  華：可以，一會兒下來借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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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樓到了。我看看，是這個

辦公室。

丁  力  波：先生，我想辦借書證。

工作人員：您帶照片來了嗎？

丁  力  波：帶來了。

工作人員：請先填一張表。

宋    華： 力波，你從那兒拿一張表

來。我告訴你怎麽填。

丁  力  波：我漢字寫得太慢，你來填吧。

宋    華： 不行。現在你在中國生活，

應該自己填表。

丁  力  波：好吧，我自己寫。“姓名”？

宋    華：“丁力波”。

丁  力  波：“性别”寫甚麽？

宋    華：自己看。

丁  力  波： 自——己——看？啊，性别應

該寫“男”。“職業”呢？

宋    華： 寫“學生”。好了。你把這

張表和照片交了，一會兒那

位先生就給你借書證了。

（二）

宋    華：我們借書證辦了多長時間？

丁  力  波：辦了十五分鐘，辦得真快。

宋    華： 今天辦證的人不多。力波，

聽説你們上星期考試了，你

考得怎麽樣？

丁  力  波： 我口語考得不錯，可是翻譯

考得不太好，語法也有很多

問題。我想借新的漢語課本

看看。

宋    華： 現在我們就去借書，我們從

這兒出去。我得先把上次借

的書還了。

丁  力  波：這兒的書可以借多長時間？

宋    華： 可以借一個月。先生，我

還書。

工作人員： 好。……您的書過期了，您得

交罰款。

宋    華： 真對不起，這個月太忙，我把

這事兒忘了。罰多少錢？

工作人員： 一本書過期一天罰兩毛，您借

了四本書，過了十天，應該交

八塊錢。

宋    華： 給您八塊。請問漢語課本在

哪兒？

工作人員：那兒有電腦，您可以先查查。

丁  力  波：有外國人學漢語的課本嗎？

工作人員： 有。您找一找《新實用漢語

課本》。

第十七课  這件旗袍比那件漂亮

（一）

丁力波：小雲，哪兒賣中式衣服？

王小雲： 你不知道嗎？你來北京多長時

間了？

丁力波： 我來北京半年了。可是你在北京

已經二十年了，你是北京人，當

然比我知道得多。

王小雲： 你説得對。現在北京的商店和商

場多極了，大商場的東西比小商

店的东西貴，可是小商店的東西

不一定比大商場的差。你爲甚麽

現在想買中式衣服？

丁力波： 從下星期開始，我要學太極拳，

我得穿一套中式衣服。

王小雲： 好極了！你穿中式衣服一定很

帥。你喜歡甚麽顔色的，黑的還

是紅的？

丁力波：我喜歡白的。

王小雲： 我也喜歡白的，白的漂亮。你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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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好的還是買便宜的？

丁力波： 我不要太貴的，也不要太便宜

的。你説該去哪兒買？

王小雲： 去王府井吧。那兒東西多，可

能貴一點兒。

丁力波： 貴一點兒没關係。我們下午就

去吧，我還想去公園走走。

（二）

宋  華： 兩個小時過去了，你要的衣服

還没買。

林  娜： 誰説我没有買？我已經買了襯

衫了。

宋  華：你要的旗袍呢？

林  娜： 剛才看的旗袍都不錯，我真想

都買了。

宋  華： 我們還有時間，可以再多看

看。這件緑的怎麽樣？

林  娜： 啊，這件漂亮極了，顔色、樣

子都比剛才看的旗袍好。

售貨員：您可以試一試。

林  娜： 好。我覺得這件大點兒，是

不是？

售貨員： 我給您換一件小的。這件是

三十八號，比那件小兩號。您

再拿去試試吧。

林  娜： 這件比那件合適，宋華，你看

怎麽樣？

宋  華：我覺得這件太短了。

售貨員： 對，您比我高，得穿長點兒

的，我再給您找找。有了，這

件紅的比那件緑的長兩公分。

您再試一試這件。

林  娜： 小姐，太麻煩您了，真不好意

思。這件很合適。

宋  華：這件紅旗袍比那件緑的漂亮。

林  娜：可是也貴多了。

宋  華：比那件貴多少？

林  娜：貴九十塊錢。

宋  華：絲綢的當然貴一點兒。

林  娜： 好吧，我就買這件。宋華，現在

該去買你的了。你穿多大號的？

想不想試試那套西服？

第十八课  我聽懂了，可是記錯了

（一）

馬  大  爲：小姐，我要寄這個包裹。

工作人員：好，我看一下。

馬  大  爲： 這些書都是新的。這四本書是

中文的，那兩本書是英文的。

這本大詞典是舊的……

工作人員：好了，請包好。

馬  大  爲： 對不起，這是我剛學的課文，

我想練習練習。

工作人員： 您漢語説得很流利。您要往哪

兒寄？

馬  大  爲：美國。

工作人員：您寄航空還是海運？

馬  大  爲： 寄航空比海運貴，可是比海運

快多了。寄航空吧。

工作人員： 郵費是一百零六塊。請在這兒

寫上您的名字。

馬  大  爲：小姐，我還要取一個包裹。

工作人員： 請把包裹通知單給我。對不

起，您的包裹不在我們郵局

取，您得去海關取。

馬  大  爲：請問，海關在哪兒？

工作人員： 在建國門。別忘了把您的護照

帶去。

馬  大  爲：謝謝。

工作人員：不客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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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丁力波： 大爲，現在該去海關辦你的事

兒了。從這兒怎麽去海關？

馬大爲： 海關在……我想想，叫甚麽門。

丁力波： 看，這兒有八○三路公共汽

車，經過前門。

馬大爲： 對，好像是前門吧。車來了，

咱們先上去。

售票員： 請大家往裡走。下一站，前

門。下車的乘客請拿好自己的

東西；剛上車的請刷卡，没卡

的請買票。

馬大爲： 小姐，請問海關是不是在前門？

售票員： 海關是在建國門，不是在前門。

丁力波：我們坐錯車了。

售票員： 没關係，您可以在前門下車，

在那兒換地鐵到建國門。

馬大爲： 没有坐錯？好極了！買兩張到

前門的。

售票員： 一塊一張。您這是五塊，找您

三塊。請拿好票。

丁力波： 大爲，你説昨天郵局的工作人

員吿訴你了，你聽懂了没有？

馬大爲：我聽懂了，可是記錯了。

丁力波： 我得查一查：你把護照帶來

了嗎？

馬大爲：當然帶來了，你放心吧！

丁力波：包裹通知單呢？

馬大爲：糟糕，我把包裹通知單忘了。

第十九课  中國畫跟油畫不一樣

（一）

丁力波： 咱們來早了，美術館還没有開

門呢。

林  娜： 來早了比來晩了好。今天我一

定要參觀一個上午。

丁力波：你真喜歡中國畫！

林  娜： 是啊，我非常喜歡徐悲鴻畫的馬。

丁力波： 我跟你一樣，也很喜歡中國畫。

從我十歲開始，媽媽就教我畫中

國畫。你説説，我中國畫畫了多

少年了？

林  娜： 啊，已經畫了十一年了！我真不

知道您還是一位“老畫家”。

丁力波： 不敢當。我爸爸跟我媽媽一樣喜

歡中國畫，可是他自己不會畫。

我爸爸也有很多愛好，他喜歡唱

中國京劇。現在他在家還常常唱

京劇。

林  娜：他唱得怎麽樣？

丁力波： 他唱京劇跟我畫中國畫一樣，馬

馬虎虎。

林  娜： 我想買一幅中國畫。大畫家畫的

一定很貴，是不是？

丁力波： 徐悲鴻畫的馬當然貴極了。我認識

一位“老畫家”，他畫的馬不貴。

林  娜：這位老畫家是誰？

丁力波： 是丁力波啊！我可以把我畫好的

馬送你。

（二）

丁力波： 咱們已經看了一個半小時的畫兒

了，二樓的還没有看呢。現在是

不是坐電梯上樓去？

林  娜： 好吧。力波，你覺得中國畫跟油

畫一樣不一樣？

丁力波：當然一樣，都是畫兒啊。

林  娜：別開玩笑。

丁力波： 我没有開玩笑，我是説中國畫跟

油畫一樣美。

林  娜：你説説哪兒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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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力波： 你找對人了，我來吿訴你吧。中國

畫和油畫用的材料不一樣。

林  娜：怎麽不一樣？

丁力波： 中國畫用紙，油畫常常用布；

中國畫主要用墨和水畫，油畫

一定要用油彩畫。

林  娜：對，還有别的嗎？

丁力波： 油畫没有空白，中國畫常常有

空白。你看這幅徐悲鴻的畫

兒：畫家只畫了一匹馬，没有

畫别的。

林  娜： 可是我們覺得還有别的東西。

讓我們來想象一下：那匹馬往

咱們這兒跑來了。我覺得它跑

得非常快，好像還有風。

丁力波： 對了。這就跟齊白石畫的蝦一

樣，它們游來游去，真可愛！

你看，畫家畫水了嗎？

林  娜：没有畫，可是我覺得有水。

丁力波： 中國畫是不是跟油畫很不一樣？

林  娜： 謝謝你的介紹。可是我還想看

看“老畫家”畫的馬怎麽樣。

第二十课 （複習）

                    過新年

王小雲： 中午咱們都去宋華家吃火鍋，

他爸爸媽媽請我們跟他們一起

過新年。

林  娜： 在北京過新年一定很有意思。

小雲，爲甚麽北京很多飯館都

有火鍋？是不是因爲現在天氣

冷，所以北京人常吃火鍋？

王小雲： 不是。北京人就愛吃火鍋，主

要是涮羊肉，天氣熱的時候也

吃。北京的涮羊肉跟北京烤鴨

一樣有名。

林  娜： 過新年的時候北京人都吃涮羊

肉嗎？

王小雲：不一定。

林  娜：你説説北京人怎麽過新年。

王小雲： 跟西方人一樣，很多人去旅行。

也可能開車去郊區玩兒，或者去

鍛煉身體。

林  娜：晩上常常做些甚麽？

王小雲： 晩上看京劇、聽音樂會或者跟朋

友聚會。我説林娜，快點兒吧！

你化妝化了半個小時了。咱們得

早點兒走。

林  娜： 一會兒就好。今天晩上咱們還

要去聽音樂會，所以得正式一

點兒。

王小雲： 你知道嗎？今天晩上聽中國民

樂，它跟西方音樂很不一樣。

林  娜： 我知道，中國民樂主要是用民族

樂器演奏的中國音樂。剛來的時

候我不太習慣聽民樂，可是現在

我很愛聽。

王小雲：你喜歡《春江花月夜》嗎？

林  娜： 啊，《春江花月夜》美極了。我

已經買了這個樂曲的光盤，今天

還要再買一些，給我朋友寄去。

咱們怎麽去宋華家？坐出租車還

是坐公共汽車？

王小雲： 今天路上的車一定很多。出租

車比公共汽車快多了，坐出租

車吧。

林  娜： 咱們還没有買禮物呢。送花兒是

西方人的習慣，我們參加聚會的

時候也可以帶吃的、喝的。中國

人去朋友家的時候送甚麽？

王小雲： 過去常送一些吃的、喝的或者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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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現在的年輕人跟西方人一

樣，也常送花兒。

林  娜： 咱們買些花兒，再帶些吃的吧。

王小雲：好。别忘了把照相機帶去。

林  娜：我的照相機呢？

王小雲：在電話旁邊。

林  娜： 大爲和力波怎麽不給咱們打個

電話？

王小雲： 我不知道大爲能不能去，因爲他

要跟女朋友一起去旅行。力波一

定去，他説要從這兒出發。

林  娜：再等一等他吧。

王小雲： 好。咱們把陸雨平也叫去，讓

他寫一篇文章，介紹留學生在

中國怎麽過新年。

 *    *     *     *     *     *    
丁力波： 小雲，林娜，新年好！恭喜

恭喜！

林  娜：恭喜你！大爲呢？

丁力波： 大爲昨天晩上就坐火車去南

方了。

王小雲：你又來晩了。

丁力波： 真不好意思。二位小姐别着

急，出租車已經來了。

王小雲： 你把出租車叫來了，太好了。

咱們快走。

林  娜：你給宋華帶甚麽禮物去？

丁力波： 今年是馬年，我又畫了一匹

馬。你們看，畫得怎麽樣？

第二十一课  我們的隊員是從
         不同國家來的

（一）

陸雨平： 聽説上星期你們留學生隊贏了

一場足球比賽。我想寫一篇文

章，介紹一下留學生足球隊的

事兒。

丁力波：太好了。你是怎麽知道的？

陸雨平： 我是聽你的同學説的。别忘了我是

記者，我今天是來問你們問題的。

你們留學生隊是跟誰比賽的？

丁力波： 我們隊是跟中國大學生隊比賽的。

陸雨平：你們是在哪兒比賽的？

王小雲：是在我們學校比賽的。

陸雨平： 中國大學生隊的水平比你們高吧？

丁力波：他們的水平比我們高多了。

王小雲： 宋華説，大學生隊的教練是從國

家隊來的。

陸雨平：他是甚麽時候從國家隊下來的？

王小雲： 他是去年從國家隊下來的。這位

教練來了以後，大學生隊的水平

提高得很快。

丁力波： 大學生隊的十號踢得很好。左邊

的五號、右邊的十二號跑得都

很快。

陸雨平：你們留學生隊呢？

丁力波： 我們的隊員是從不同國家來的，

我們不常練習。

陸雨平：你們是怎麽贏的？

丁力波： 上半場零比零。下半場他們幫

助我們進了一個球，是一比零

贏的。

（二）

陸雨平： 我還要問問你們：你們去看大爲

租的房子了没有？房子在哪兒？

王小雲： 去了，房子在學校東邊，離學校

不太遠。那兒叫花園小區，大爲

住八號樓。

陸雨平：你們是怎麽去的？

丁力波： 我們是坐公共汽車去的。車站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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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區前邊。下車以後先往右

拐，再往前走三分鐘，就到八

號樓了。

陸雨平：那兒怎麽樣？

丁力波： 很好。八號樓下邊是一個小花

園，左邊有一個商店，商店旁

邊是書店。右邊是銀行和郵

局。大爲的房子在八號樓九

層，上邊還有六層。

陸雨平：房子不大吧？

王小雲： 那套房子一共有五十六平方米。

丁力波： 進門以後，左邊是衛生間，右

邊是客廳。

陸雨平：厨房在哪兒？

王小雲： 厨房在客廳北邊，卧室在客廳東

邊。卧室外邊有一個大陽臺。

丁力波： 記者先生，你問了很多問題，

你也要寫一篇文章介紹馬大爲

租的房子吧？

陸雨平：問問題是記者的職業習慣啊。

第二十二课  你看過越劇没有

（一）

宋  華：林娜，你看過越劇没有？

林  娜： 没有。來中國以後，我聽過兩

次音樂會，看過一次京劇。我

雖然去過南方，但是没有看過

越劇。昨天的報上説，南方的

一個越劇團到北京來了。

宋  華： 是啊，越劇是中國有名的地方

戲。這個劇團是從上海來的，

現在在長安大戲院上演《紅樓

夢》。

林  娜： 上演《紅樓夢》嗎？太好了！

我知道《紅樓夢》是中國有名

的古典小説，我看過一遍，是用

英文翻譯的。

宋  華：你覺得這部小説怎麽樣？

林  娜： 我覺得小説裏的愛情故事非常

感人。

宋  華： 你想不想再看一次越劇的《紅樓

夢》？我有兩張票。

林  娜：當然想看。是甚麽時候的票？

宋  華： 是明天晩上七點一刻的。座位很

好，樓下五排八號和十號。

林  娜： 我没去過長安大戲院。這個戲院

在哪兒？

宋  華： 我去過啊，長安大戲院離建國門

不遠，就在建國門的西邊。咱們

一起打的去。

林  娜：好，明天見。

（二）

宋  華：你覺得越劇《紅樓夢》怎麽樣？

林  娜： 我從來没有看過這麽感人的戲。

兩個主角演得好極了。我覺得越

劇的音樂特别優美，越劇的風格

跟京劇很不一樣。

宋  華： 你説得很對。你可能還不知道，

很早以前京劇裹没有女演員，都

是男演員演女角色。越劇跟京劇

不同，以前没有男演員，讓女演

員演男角色。所以越劇的風格跟

京劇很不一樣。

林  娜： 聽説中國地方戲的種類很多，每

個地方都有吧？

宋  華： 是啊，每種地方戲都有自己的風

格，每個地方的人都習慣看自己

的地方戲。但是京劇是全中國

的，喜歡京劇的人特别多。

林  娜： 中國京劇團兩年以前到英國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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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出過，我跟爸爸媽媽一起

去看過一次。他們都覺得京

劇很美。

宋  華： 很多外國朋友都喜歡中國京

劇，一些外國留學生還到北京

來學京劇。現在他們有的人會

唱京劇，有的人還會演京劇。

林  娜： 我有一個朋友，也是英國留學

生，他就會演京劇。

宋  華： 我還從來没聽過外國留學生唱

越劇。你這麽喜歡越劇的音

樂，應該學一學越劇。

林  娜： 我雖然喜歡越劇音樂，可是我

覺得唱越劇太難了。

宋  華： 你的嗓子很好。你可以先多聽

聽，再學唱。

第二十三课  我們爬上長城來了

（一）

陳老師： 要放假了，同學們有甚麽打算？

林  娜： 有的同學去旅行，有的同學

回家。

陳老師：小雲，你呢？

王小雲： 我打算先去泰山，再回家看我

爸爸媽媽。林娜，你去過泰山

没有？

林  娜： 泰山我去過一次了。這次我想

去海南島旅行。

王小雲：你跟宋華一起去吧？

林  娜： 是啊，去海南島旅行就是他提

出來的。

王小雲：你們坐飛機去還是坐火車去？

林  娜： 坐飛機去。機票已經買好了。

力波呢？去不去泰山？

王小雲： 去。他説他要從山下爬上去，

再從山頂走下來。他還説，先

爬泰山，再去參觀孔子教書的地

方。

林  娜：對了，大爲想去哪兒？

王小雲： 小燕子建議大爲也去海南島。她

説現在那兒天氣好，氣溫合適，

能去游泳，還可以看優美的景

色。現在北京是冬天，可是在海

南島還可以過夏天的生活，多有

意思啊！

林  娜： 小燕子是導遊，旅行的事兒她知

道得很多，應該聽她的。大爲可

以跟我們一起去。

王小雲： 大爲還建議放假以前咱們一起去

長城。陳老師，您能不能跟我們

一起去？

陳老師： 行。我很願意跟你們一起去爬一

次長城。

（二）

王小雲：陳老師、林娜，加油！快上來！

陳老師：力波、大爲他們呢？

王小雲： 他們已經爬上去了。咱們也快要

到山頂了。

陳老師： 别着急。我覺得有點兒累，林娜

也累了，咱們就坐下來休息一會

兒吧。先喝點兒水再往上爬。

林  娜： 這兒的景色多美啊！長城好像一

條龍。看，下邊都是山，火車從

山里開出來了。我要多拍些照片

寄回家去。

王小雲：你來過這兒嗎？

林  娜： 來過。是秋天來的。那時候長城

的景色跟現在很不一樣。

王小雲： 是啊。現在是冬天，今天還是陰

天，要下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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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  娜：在長城上看下雪，太美了。

陳老師： 今天這兒的氣溫是零下十度。

可是你們知道嗎？廣州今天是

零上二十度。

林  娜： 中國真大。北方還是這麽冷

的冬天，可是春天已經到了南

方。你們看，力波怎麽走下

來了？

丁力波： 喂，你們怎麽還没上來？要幫

忙嗎？

王小雲： 不用。你不用跑過來，我們自

己能上去。陳老師，您休息好

了嗎？

陳老師： 休息好了。小雲，你幫我站起

來……

林  娜：啊！我們爬上長城來了！

第二十四课  你舅媽也開始用
       電腦了

（一）

丁力波：小雲，火車快到了吧？

王小雲： 從上海到北京的 D 308次七點

十九分到，現在七點，快到了。

丁力波：你舅舅是農民嗎？

王小雲： 是。他過去是上海郊區的農民，

現在當蔬菜公司的經理了。

丁力波：他來過北京嗎？

王小雲： 他來過兩次，可是我都不在。

上次他來的時候，我正在南方

旅行呢。

丁力波： 看，那個人正在問路呢。我們

過去看看，那是不是你舅舅。

王小雲： 好像是吧。我十年以前見過

他，這十年變化很大。不但他

不認識我了，而且我也可能不

認識他了。

丁力波： 可不。那時候你還是個小孩儿，

現在是大姑娘了。

王小雲： 是啊，我舅舅也老了。那個人在

看地圖嗎？

丁力波： 他没在看地圖，他好像在看照

片。他向我們走過來了。

王小雲： 他很像我舅舅。不錯，是我舅

舅。舅舅，您好！

舅  舅： 小雲！十年不見，你是大學生

了。你今年上大学幾年級了？

王小雲：上大三了。

舅  舅：有男朋友了嗎？

王小雲： 舅舅，這是我同學丁力波。他是

加拿大留學生。

丁力波： 您好，路上辛苦了。快要下雨

了，請上車吧！

（二）

王小雲： 舅媽呢？怎麽没有來？她説過要

跟您一起來北京。

舅  舅： 你舅媽在種溫室蔬菜呢。她現在

很忙，這次不來了。

王小雲：現在你們種蔬菜的收入怎麽樣？

舅  舅： 我們種溫室蔬菜，收入比以前好

多了。

王小雲：家里的生活怎麽樣？

舅  舅： 生活還可以。前年我們蓋了一座

兩層的小樓，去年還買了一輛

汽車。現在我們去别的城市也

方便了。

丁力波：您的生活水平比城里人的還高。

舅  舅： 我們村吃的、穿的、住的都不比

城里差。問題是我們農民的文化

水平還比城里人的低一些。

王小雲：現在農民没有文化真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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舅  舅： 你説得很對，農民也都要學習新

技術。溫室蔬菜是用电脑管理

的。你舅媽也開始用电脑了。

王小雲：今年我一定要去看看你們。

第二十五课  司機開着車送我
      們到醫院

（一）

王小雲： 宋華，你來幫我們一下，好嗎？

宋  華：你們怎麽了？現在你在哪兒？

王小雲： 林娜被撞傷了，正在第三醫院

檢查呢。

宋  華：她傷了哪兒了？傷得重嗎？

王小雲： 還没有檢查完呢。你帶點兒

錢來。

宋  華： 好的，你們等着，我馬上就來。

（在第三醫院）

宋  華： 林娜，你怎麽樣？傷得重不重？

林  娜： 傷得不太重。我的胳膊被撞傷

了，右腿也有點兒疼。

宋  華：你是怎麽被撞傷的？

林  娜： 怎麽説呢？下午我和小雲看完

電影，騎著自行車回學院。我

們説着、笑着，往右拐的時候

没有注意，撞到了車上。那輛

車停在路（旁）邊，司機正在

從車上拿東西。

宋  華：你們是怎麽到醫院來的？

林  娜： 那位司機看到我被撞傷了，就

馬上開着車送我們到醫院。

宋  華：那位司機真不錯。

林  娜： 我們帶的錢不多，醫藥費都是

他幫我們交的。他還給了我一

張名片。

宋  華： 真應該謝謝那位司機，明天我

去把錢還他。剛才我還以爲你被

汽車撞了。

林  娜： 還好，汽車被我撞了。如果我被

汽車撞了，就糟糕了。

（二）

陸雨平： 大爲，林娜宿舍的門開着，她躺

着看電視呢。

林  娜：啊，陸雨平、大爲，快進來。

馬大爲：林娜，你怎麽樣？好點兒了嗎？

林  娜： 好多了。你們這麽忙，還帶着花

兒來看我，謝謝你們。這束花兒

真漂亮，放在桌（子）上吧。

馬大爲：檢查的結果怎麽樣？

林  娜： 醫生説没有大的問題，他讓我躺

在床上休息休息。大爲，你把電

視關了吧，咱們説會兒話。

陸雨平：現在胳膊還疼不疼？

林  娜： 不疼了。可是胳膊這麽彎着，寫

字很不方便。上星期我漢字没有

考好，現在又撞傷了胳膊，真倒

楣！這兩天都是壞消息。

馬大爲：别着急，我有一個好消息。

林  娜：甚麽好消息？

馬大爲： 上星期六晩上，我的自行車被小

偷偷走了。

林  娜： 自行車被偷了，這是甚麽好消息？

馬大爲： 你聽著，來你這兒以前，派出所給

我打了一個電話，讓我去一下。

林  娜：你去派出所做甚麽？

馬大爲： 小偷被抓到了，我丢的車也找到

了，現在在派出所呢。你説，這

是不是好消息？

林  娜：是個好消息。

陸雨平：真應該祝賀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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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六课   （複習）
                        你快要成“中國
                        通”了

宋  華： 林娜，你來中國已經快一年了

吧。你不但學習了漢語，而且

還認識了很多中國朋友，中國

的情況又知道得不少，你快要

成“中國通”了。

林  娜： 哪裡，哪裡，“中國通”真不敢

當，還差得遠呢。説實在的，

我越來越喜歡中國文化了。中

國從南到北，從東到西，每個

地方都有自己的特點。

宋  華： 歷史博物館正在舉辦一个中國文

化展覽，那兒有很多圖片，有的

是我們見過的，有的是我們没見

過的。你對中國文化這麽感興

趣，我建議你去看看。

林  娜： 好極了，我一定去。今天我們

有一個結業聚會，力波他們快

要來了。你把這個消息吿訴他

們，我想他們也一定會非常感

興趣。

宋  華： 好啊。林娜，你還記得嗎？剛

來的時候，你説過，如果每天

都讓你吃中餐，你就會餓死。

現在你不但喜歡吃中餐，而且

還學會了做中國菜。

林  娜： 可不，現在如果一天不吃中餐，

我就會覺得有點兒不舒服。

（丁力波、馬大爲進宿舍）

馬大爲： 你們在聊甚麽呢？去哪兒吃中

餐？我也去。

宋  華： 我們在説，你們這些老外快成

“中國通”了。力波當然就不

用説了。

丁力波： 因爲我媽媽是中國人，所以我

早就有點兒中國化了。林娜愛

穿旗袍，愛吃中國菜，還喜歡

看越劇、聽中國民樂，好像也

有點兒中國化了。

林  娜： 我是到北京以後才開始中國化

的。

馬大爲： 我看這很容易，像有的留學生

那樣，找個中國姑娘做妻子。

你找個長得帥的中國小夥子做

丈夫，每天在一起生活，就可

以中國化了。

林  娜： 别開玩笑。説真的，我現在覺

得漢語語法不太難，可是漢字

很難。

馬大爲：聲調也不容易，我常常説錯。

宋  華： 你們在中國才學習了一年，漢

語水平就提高得這麽快，主要

是因爲你們學習都很努力。

丁力波： 這兒的老師教得特别認真，朋

友們對我們也非常熱情，常常

幫助我們學漢語，所以我們進

步很快。

林  娜： 一年的學習時間太短了。我雖然

已經能聽懂中國人説的一些話，

可是自己説漢語還説得不太流

利，明年我還要來中國學習。

馬大爲： 林娜，老師和同學們都在等着

我們呢，我們走吧。

丁力波：好，明年再“中國化”吧！

林  娜： 宋華，明天你陪我去參觀中國文

化展覽，好嗎？

宋  華：好，明天見！

林  娜：不見不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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