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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rkma, sönmez bu şafaklarda yüzen al sancak;  
Sönmeden yurdumun üstünde tüten en son ocak.  
O benim milletimin yıldızıdır, parlayacak;  
O benimdir, o benim milletimindir ancak.  
 

Çatma, kurban olayım, çehreni ey nazlı hilâl! 
Kahraman ırkıma bir gül! Ne bu şiddet, bu celâl? 
Sana olmaz dökülen kanlarımız sonra helâl. 
Hakkıdır Hakk’a tapan milletimin istiklâl. 
 

Ben ezelden beridir hür yaşadım, hür yaşarım. 
Hangi çılgın bana zincir vuracakmış? Şaşarım! 
Kükremiş sel gibiyim, bendimi çiğner, aşarım. 
Yırtarım dağları, enginlere sığmam, taşarım. 
 

Garbın âfâkını sarmışsa çelik zırhlı duvar,  
Benim iman dolu göğsüm gibi serhaddim var. 
Ulusun, korkma! Nasıl böyle bir imanı boğar, 
Medeniyyet dediğin tek dişi kalmış canavar? 
 

Arkadaş, yurduma alçakları uğratma sakın; 
Siper et gövdeni, dursun bu hayâsızca akın. 
Doğacaktır sana va’dettiği günler Hakk’ın; 
Kim bilir, belki yarın, belki yarından da yakın  

 

 

Bastığın yerleri toprak diyerek geçme, tanı:  
Düşün altındaki binlerce kefensiz yatanı. 
Sen şehit oğlusun, incitme, yazıktır, atanı: 
Verme, dünyaları alsan da bu cennet vatanı. 
 

Kim bu cennet vatanın uğruna olmaz ki feda? 
Şüheda fışkıracak toprağı sıksan, şüheda! 
Cânı, cânânı, bütün varımı alsın da Huda, 
Etmesin tek vatanımdan beni dünyada cüda. 
 

Ruhumun senden İlâhî, şudur ancak emeli: 
Değmesin mabedimin göğsüne nâmahrem eli. 
Bu ezanlar -ki şehadetleri dinin temeli-  
Ebedî yurdumun üstünde benim inlemeli. 
 

O zaman vecd ile bin secde eder -varsa- taşım, 
Her cerîhamdan İlâhî, boşanıp kanlı yaşım, 
Fışkırır ruh-ı mücerret gibi yerden na’şım; 
O zaman yükselerek arşa değer belki başım. 
 

Dalgalan sen de şafaklar gibi ey şanlı hilâl! 
Olsun artık dökülen kanlarımın hepsi helâl. 
Ebediyyen sana yok, ırkıma yok izmihlâl; 
Hakkıdır hür yaşamış bayrağımın hürriyyet;  
Hakkıdır Hakk’a tapan milletimin istiklâl! 

 
         Mehmet Âkif Ersoy 



 

GENÇLİĞE HİTABE 

 

Ey Türk gençliği! Birinci vazifen, Türk istiklâlini, Türk Cumhuriyetini, 

ilelebet muhafaza ve müdafaa etmektir. 

Mevcudiyetinin ve istikbalinin yegâne temeli budur. Bu temel, senin en 

kıymetli hazinendir. İstikbalde dahi, seni bu hazineden mahrum etmek 

isteyecek dâhilî ve hâricî bedhahların olacaktır. Bir gün, istiklâl ve cumhuriyeti 

müdafaa mecburiyetine düşersen, vazifeye atılmak için, içinde bulunacağın 

vaziyetin imkân ve şeraitini düşünmeyeceksin! Bu imkân ve şerait, çok 

namüsait bir mahiyette tezahür edebilir. İstiklâl ve cumhuriyetine kastedecek 

düşmanlar, bütün dünyada emsali görülmemiş bir galibiyetin mümessili 

olabilirler. Cebren ve hile ile aziz vatanın bütün kaleleri zapt edilmiş, bütün 

tersanelerine girilmiş, bütün orduları dağıtılmış ve memleketin her köşesi bilfiil 

işgal edilmiş olabilir. Bütün bu şeraitten daha elîm ve daha vahim olmak üzere, 

memleketin dâhilinde iktidara sahip olanlar gaflet ve dalâlet ve hattâ hıyanet 

içinde bulunabilirler. Hattâ bu iktidar sahipleri şahsî menfaatlerini, 

müstevlîlerin siyasî emelleriyle tevhit edebilirler. Millet, fakr u zaruret içinde 

harap ve bîtap düşmüş olabilir. 

Ey Türk istikbalinin evlâdı! İşte, bu ahval ve şerait içinde dahi vazifen, 

Türk istiklâl ve cumhuriyetini kurtarmaktır. Muhtaç olduğun kudret, 

damarlarındaki asil kanda mevcuttur. 

                       Mustafa Kemal Atatürk 







GİRİŞ

 Giderek artan uluslararası politik, ekonomik, ticari, tarihsel, kültürel 
ilişkiler ulusları kendi ana dilleriyle iletişim sağlamalarını yetersiz kılmış ve bu 
nedenle diğer ülkelerin dillerini öğrenme gereksinimi ortaya çıkmıştır.

 Dil, insanlar arasındaki ilişkilerin köprüsüdür. Yabancı dil ise; 
uluslararası iletişimin en etkin aracıdır. Bu araç, farklı dil ve kültürlerin ürettiği 
evrensel nitelikteki bilgi ve değerlerden bilişim teknolojilerini de kullanarak 
en kısa sürede yararlanmaya; bu bilgi, teknoloji ve değerleri anlayıp 
geliştirerek çağı yakalamaya imkân tanımaktadır.

 Çince, Çin-Tibet dil ailesinin içinde yer alır. Çin-Tibet dilleri Doğu Asya 
ve Güney Asya’ da konuşulur ve Çince, Doğu Asya’ nın büyük bir bölümünde 
yaygın bir şekilde kullanılır. Çince yalınlayan dillerin başlıca temsilcisi olarak 
gösterilir. Çince’ nin en büyük özelliği çekimin olmayışıdır. Sözcükler ek 
almadan, büküme uğramadan, değişmeden kalmakta, tümce içindeki 
yerleriyle ve başka sözcüklerle yan yana gelmeleriyle çeşitli anlam ve görev 
yüklenmektedir.

 Çince’ nin 7 temel diyalekti bulunmaktadır. Çince diyalektlerdeki 
sınıflandırma ses yapılarına göre yapılan bir karşılaştırmaya dayanır. En 
büyük farklılıklar sesbilimsel, sözdizimsel ve sözcük yapısı ile ülkenin güney 
bölgelerinde görülür. 

 Standart Çince Pekin diyalektidir. Pekin şehri tarih boyunca Çin’de 
önemli politik ve kültürel bir rol oynamıştır. Bu sebeple Çince’ nin Pekin ağzı 
Çin’ in standart dili olarak kabul edilmiştir. Çin 1955 yılına kadar genel bir dil 
uygulamasına gitmemiştir.

 1955' ten sonraysa Çin Halk Cumhuriyeti hükümeti Pekin ağzının 
telâffuzunu, kuzey gramerini ve sözcükleri standart dil olarak lan etmiştir. Bu 
ulusal dil “putonghua” olarak bilinir ve anlamı “Genelgeçer Dil” d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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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课   1 
 

 

 

 

 

 

 

 

 

 

 

 

 

 

 

 

         她去上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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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课   她去上海了 
 

 

 

 

 

 

 

 

 

 

 

 

（一） 

 

爱谢  :阿里，你来得真早。 

阿里  :刚才银行人少，不用排队。林娜，你今天穿得很漂亮啊。 

爱谢  :是吗？我来银行换钱，下午我还要去王府井买东西。 

阿里  :今天一英镑换多少人民币？ 

爱谢   :一英镑换十一块五毛七分人民币。明天我要去上海旅行，得用人民

币。 

阿里   :什么？明天你要去上海吗？你刚从西安回北京，你真喜欢旅行！在

西安玩儿得好不好？ 

爱谢  :我玩儿得非常好。 

阿里  :吃得怎么样？ 

爱谢  :吃得还可以。这次住得不太好。 

阿里  :你参观兵马俑了没有？ 

爱谢  :我参观兵马俑了。我还买了很多明信片，你到我那儿去看看吧。 

阿里  :好啊。我也很想去西安旅行，你给我介绍介绍吧。看，该你了。 

爱谢  :小姐，我想用英镑换人民币。这是五百英镑。 

工作人员 :好，给您五千七百八十五块人民币。请数一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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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词: 

1:得    de  

2:早   S  zǎo   Erken 

3: 银行  A  yínháng   Banka 

4:少  S  shǎo  Az 

5:排队  F  páiduì   Sıraya girmek 

      排  F  pái   Sıraya koymak 

      队  A  duì  Sıra, kuyruk 

6:换  F  huàn   Para bozdurmak, değiştirmek 

7:英镑  A  yīngbàng  Pound, İngiltere para birimi 

8:人民币  A  rén mín bì  Çin para birimi 

       民币  A  rén mín  Halk, İnsan 

9:得    děi   Zorunluluk 

10:用  F  yòng   Kullanmak 

11:刚  Zarf  gāng   Az önce, kısa zaman önce 

12:从    cóng   --den, --dan ( ayrılma hali ) 

13:非常  Zarf  fēicháng   Çok 

14:次   Ö.B  cì   Kez, defa 

15:参观   F  cānguān   Bir yeri ziyaret etmek 

16:兵马俑 A  bīngmǎyǒng  Yeraltı askerleri 

         兵  A   bīng   As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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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明信片 A  míngxìnpiàn  Kartvizit 

         信  A  xìn  Mektup 

18:该  F  gāi   --meli, -- malı 

19:工作人员 A  gōngzuò rényuán  Çalışan, işçi 

          人员 A   rényuán   Personel, çalışan 

20:千    qiān   Bin 

21:数  F  shǔ   Saymak, hesaplamak 

22:王府井 A  Wángfǔjǐng   

23: 西安  A  Xī ān     

 

（二） 

哈山  : 爱谢，早！好久不见，你回英国了吗？ 

爱谢  :我没有回英国，我去上海了。昨天刚回北京。 

哈山  :刚才阿赫迈特来了。他也问我，爱谢去哪儿了？ 

爱谢  :我给阿赫迈特写信了，他怎么不知道？他现在在哪儿？ 

哈山   :他回宿舍了。上海怎么样？听说这两年上海发展得非常快，是不

是？ 

爱谢   :是啊，上海很大，也非常漂亮。那儿银行多，商场也多，我很喜欢

上海。 

哈山  :上海东西贵不贵？ 

爱谢  :东西不太贵。上海人做衣服做得真好，我买了很多件。 

哈山  :上海人喜欢说上海话，他们普通话说得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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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谢  :他们普通话说得很好，年轻人英语说得也很流利。 

哈山  :你学没学上海话？ 

爱谢  :学了。我会说“阿拉勿懂”。 

哈山  :你说什么？我不懂。 

爱谢  :这就是上海话的“我不懂”。 

 

生词: 

 

 

1:好久不见   hǎojiǔ bújiàn  Uzun zamandır görüşmemek 

        好久   hǎojiǔ   Çok uzun zaman 

        见  F  jiàn   Görmek, görüşmek 

2:发展  F  fázhǎng   Gelişmek 

3:快  S  kuài   Çabuk 

4:话  A  huà   Söz, Laf 

5:普通话  A  pǔtōnghuà  Mandarin Çince 

6:年轻  S  niánqīng   Genç 

         轻  S  qīng  Küçük, genç 

7:流利  S  liúlì   Akıcı 

8:懂  F  dǒng   Anlamak 

9:就  Z   jiù   Ta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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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生词 

1:美元         A               měiyuán          ABD doları 

2:欧元  A  ōuyuán   Euro 

3:加元  A  jıāyuán   Kanada doları 

4:元    yuán   Çin para birimi 

5:亚洲学习 A  yàzhóuxuéxì  Asya çalışmaları bölümü 

6:汇率  F  huìlǜ   Değişim oranı 

7:现金  A  xiànjīn   Nakit 

8:信用卡  A  xìnyòngkǎ  Kredi kartı 

9:城市  A  chéngshì   Şehir 

10:地方  A  dìfang   Yer 

11:儿子  A  érzi   Erkek çocuk 

12:菜  A  cài   Yemek, yiyecek 

 

1:语法 

 

 

得 ( de ) ’nın kullanımları. 

 

 

 

 

名词 动词 谓语 动词 得 副词 形容词  

他 

她 

安卡拉 

他们 

老师 

 

 

 

 

说 

教 

 

 

 

汉语 

语法 

 

来 

住 

发展 

说 

教 

 

 

 

 

得 

 

 

很 

 

 

 

不 

早 

好 

快不快？ 

怎么样？ 

快。 

 

 

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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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会话练习 Anahtar Cümleler: 

早上好！好久不见了   Günaydın, ne zamandır görüşmedik 

我新年过得很愉快     Yıl başı çok eğlenceli geçti  

他去哪儿？     Nereye gidiyorsun? 

不太远      Çok uzak değil 

你回老家了吗？    Memlekete mi gittin? 

我没有回家、我去伊斯坦布尔了  Hayır, İstanbul’a gittim 

我刚从欧洲回来     Avrupa’dan yeni döndüm 

周末你有什么计划？   Hafta sonu için planın nedir? 

我没有去海边     Deniz kenarına hiç gitmedim 

你今天换美元多少里拉   Dolar bozduracağım, bugün dolar kaç lira? 

他花钱花得太多    Çok fazla para harcıyor  

你到他哪儿去看看吧！    Oraya gidip bakıver. 

你来得真早      Çok erken geldin 

 说得真好      Çok güzel konuştun 

跑得真快      Çok hızlı koşuyor 

土耳其人英语说得也很流利   Türkler İngilizceyi de akıcı konuşur 

我奶奶在爱琴海海边住、她做饺子作得很好吃  

Babaannem Ege’de, deniz kenarında yaşıyor, çok güzel mantı yapar. 

 城市里堵车堵得太厉害            Şehirde trafik çok sıkışık 

这里很安静     Burası çok sakin 

你去的地方给我们介绍一下  Gezdiğin yerleri bize anlatır mısın? 

开车得很慢     Çok yavaş kullanıy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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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练习: Alıştırmalar 

A: 

 

 

 

 

 A : 爱谢想去上海、她怎么去？ 

     ……………. 

     ……………. 

      …………… 

                …………… 

B: 阿里想回家、他怎么去？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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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看图说话 

 

 1: 

 

 

 

 2: 

 

 

 

             3:  

 

 

            

             4: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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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熟读下列短语 

1：学得怎么样  住得好不好       看得怎么样  写的怎么样 

       吃的还可以  写得漂亮        念得很快  睡得很早 

       谁的不晚  钱用得不多       学得不小  穿的很好 

       看得很慢  做得不好看       教得不对  买得很多 

2：回家了  回安卡拉了        去伊斯坦布尔了 买东西了 

       看书了  做作业了         学汉语了  用电脑了 

       看书了没有  买票了没有        打扫家了没有 回家了没有 

       去伊斯坦布尔了没有  写汉语了没有  听懂了没有 

       吃饭了没有  睡觉了没有          看到了没有  休息了没有 

       洗没洗衣服  看没看他           去没去安卡拉 参加没参加会议 

3：从家去学校  从安卡拉去伊兹密尔        从他那儿来  从公司租房子 

4：看看  听听   说说  介绍介绍 写写 

      看一看 听一听  说一说  写一些  问一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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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画字练习 

得                

排                

队                

刚                

从                

参                

观                

久                

发                

展                

懂                

轻                

欧                

流                

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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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课   2 
 

 

 

 

 

 

 

 

 

 

 

 

 

 

 

 

  我把这事儿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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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课  我把这事儿忘了 

 

 

 

 

 

 

 

 
 

 

（一） 
 

阿赫迈特 :这是北京图书馆。我们进去吧。 

阿里  :这个图书馆真大。 

阿赫迈特 :办公室在三楼，我们上楼去，先把借书证办了。 

阿里  :今天就可以借书吗？ 

阿赫迈特 :可以，一会儿下来借书……三楼到了。我看看，是这个办公室。 

阿里  :先生，我想办借书证。 

上作人员 :您带照片来了吗？ 

阿里  :带来了。 

工作人员 :请先填一张表。 

阿赫迈特 : 阿里，你从那儿拿一张表来。我告诉你怎么填。 

阿里  :我汉字写得太慢，你来填吧。 

阿赫迈特 :不行。现在你在中国生活，你应该自己填表。 

阿里  :好吧，我自己写。“姓名”？ 

阿赫迈特 :“ 阿里”。 

阿里  :“性别”写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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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赫迈特 :自己看。 

阿里  :自—己—看？啊，性别应该写“男”。“职业”呢？ 

阿赫迈特  :“学生”。好了。你把这张表和照片交了，一会儿那位先生就给你借书

证了。 

生词: 

1:把     bǎ  

2:忘  F   wàng    Unutmak 

3:图书馆  A   túshūguǎn   Kütüphane 

        图书 A   túshū    Kitaplar 

        管  A   guǎn    Dükkan, yer 

4:办公室  A   bànggōngshì   Ofis 

     办公   F   bànggōng   Çalışmak 

     室  A   shì    Oda 

5:上  F / S   shàng    Üstünde, en son 

6:先  Z   xiān    İlk 

7:借书证  A   jièshūzhèng   Kütüphane kartı 

       借  F   jiè    Ödünç almak 

       证  A   zhèng    Sertifika, kart, belge 

8:一会儿     yíhuìr    Biraz, zaman kavramı 

9:下  F / S   xià    Alt, Sonraki 

10:带  F   dài    Taşımak 

11:填  F   tıán    Doldurmak, yazm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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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表  A   biǎo    Tablo, Form 

13:拿  F   ná    Almak 

14:慢  S   màn    Yavaş 

15:不行  F   bùxíng    Olmaz, izin vermeme 

16:生活  F / A   shēnghuó   Yaşamak, hayat 

17:自己     zìjǐ    Kendi 

18:姓名  A   xìngmíng   İsim 

19:性别  A   xìngbié    Cinsiyet 

20:职业  A   zhíyè    Meslek, Meşguliyet 

21:交  F   jiāo    Eşlik etmek 

 

（二） 
 

阿赫迈特 :我们借书证办了多长时间？ 

阿里  :办了十五分钟，办得真快。 

阿赫迈特  :今天办证的人不多。阿里，听说你们上星期考

试了，你考得怎么样？ 

阿里   :我口语考得不错，可是翻译考得不太好，语法也有很多问题。我想

借新的汉语课本看看。 

阿赫迈特 :现在我们就去借书，我们从这儿出去。我得先把上次借的书还了。 

阿里  :这儿的书可以借多长时间？ 

阿赫迈特 :可以借一个月。先生，我还书。 

工作人员 :好。……您的书过期了，您得交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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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赫迈特 :真对不起，这个月太忙，我把这事儿忘了。罚多少钱？ 

工作人员  :一本书过期一天罚两毛，您借了四本书，过了十天，应该交八块

钱。 

阿赫迈特 :给您八块。请问汉语课本在哪儿？ 

工作人员 :那儿有电脑，您可以先查查。 

阿里  :有外国人学汉语的新课本吗？ 

工作人员 :有。您找一找《实用汉语课本》。 

 

生词: 

1:长  S  cháng   Uzun 

2:考试  F/A  kǎoshì   Sınav olmak/ Sınav 

        考 F  kǎo   Sınav olmak 

3:不错  S  búcuò   Fena değil 

4:翻译  F  fānyì   Tercüme etmek 

5:新  S  xīn   Yeni 

6:课本  A  kèběn   Ders kitabı 

7:出  F  chū   Dışarı gelmek/gitmek 

8:还  F  huán   Geri getirmek/ geri vermek 

9:过期    guòqī   Zamanını geçirmek, süresi bitme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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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  F  guò   Geçmek 

       期  A  qī   Zaman, dönem 

10:罚款 F/A  fákuǎn   Para cezasına çarptırılmak/ para cezası 

      罚  F  fǎ   Cezalandırılmak 

      款  A  kuǎn   Bir miktar para 

11:电脑 A  diànnǎo  Bilgisayar 

      电  A  diàn   Elektrik 

       脑  A  nǎo   Beyin, hafıza  

12:查  F  chá   Aramak, araştırmak 

13:实用 S  shíyòng  Pratik 

补充生词: 

1:阅览室  A  yuèlǎnshì  Okuma odası 

2:杂志   A  zázhì   Dergi 

3:问答   A  wèndá   soru-cevap 

4:预定   F  yùdìng   Ayırtmak, rezerve etmek 

5:房间   A  fángjiān  Oda 

6:国籍   A  guójí   Uluslararas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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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钥匙   A  yàoshi   Anahtar 

8:目录   A  mùlù   Katalog 

9:续借   F  xùjiè   Yenilemek 

10:年龄  A  niánlíng  Yaş, yaş aralığı 

11:广东  A  Guǎngdōng  Kanton bölgesi 

12:茶楼  A  chálóu   Çay evi 

13:老人  A  lǎorén   Yaşça büyük olan 

14:开始  F  kāishǐ   Başlamak 

15:孩子  A  háizi   Çocuk 

16:热闹  S  rènao   Sıcakkanlı 

 

1:语法 

“ba” ( 把 ) Cümlesi 

 

- 把子句  Ba cümlesi  

- 趋向补语 yönelme bildiren tümleçler 

 

 

 

 

 

名

词 

助动词 副词 把 宾语 动词 了等 

我 

你 

我 

你 

 

 

得 

 

 

 

先 

 

把 

把 

把 

把 

这件事儿 

那张照片 

上次借的书 

借书证 

忘 

交 

还 

办 

了。 

了吗 

了。 

了没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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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去 kullanımı. 

   

 

2:会话练习 Anahtar Cümleler: 

我们进去吧     İçeri girelim 

 我们上楼去、先把事儿办了  Yukarı çıkıp önce işimizi bitirelim 

 你带词典来了吗？   Sözlüğü getirdin mi? 

你应该自己填表    Formu mutlaka sen doldurmalısın. 

真对不起、最近太忙、我把这事儿忘了 Çok özür dilerim, bu sıralar çok meşgulüm, bu işi unutmuşum 

带下来     Aşağı getir 

带出去     Alıp götürmek 

上去     Yukarı çıkmak 

下来     Aşağı gelmek 

走出去     Dışarı çıkmak 

走进图书馆来    Kütüphaneden içeri girmek 

说出来     Söylemek 

请把表填了    Lütfen bu formu doldurun 

把卷子交给老师    Kağıdınızı öğretmene teslim edin 

我读完了这本杂志   Dergiyi okuyup bitirdim 

 

名词 副词 动词 宾语 来/去 助词 

我 

你 

他 

我们 

你们 

他们 

 

 

先 

 

没有 

明天 

 

进 

出 

上 

回 

拿不拿 

带没带 

 

 

 

楼 

家 

明信片 

照片 

去 

来 

去 

去 

来？ 

来？ 

吧 

了 

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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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练习: Alıştırmalar 

 

 A:看图说话 

 

  

 1:………………..   2:……………….. 

 

 

3:………………..   4:………………..           

 

 

 

5:………………..                 6:………………..   

 

 

 

 

 

    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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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填表 

 

 

 

 

 

 

 

 

 

 

 

 

C: 熟读下列短语: 

1:  现在马上来  然后再来  一会儿就来  现在去 

 星期一就去看他  上午就去学校上课  下午就去看电影 

2: 自己来 自己去 自己看 自己练习 自己看书 自己买 

 我自己去看电影  他自己去买东西  哈山自己租房子 

 爱谢自己去买衣服  阿里自己去图书馆  爱谢自己洗衣服 

3: 上来  上去  下来  下去  进来  进去 

 出来  出去 

 回家来 回家去 带照片来 带照片去 上楼来 上楼去

 从安卡拉来  到安卡拉去  拿一本书来  拿一本书去 

4: 把这本书看了 把钱换了  把礼物拿了  把衣服洗了  

 把茶喝了  把饭吃了  把图书馆的书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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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句型替换 

1: 现在几点？ 

 现在十二点 

他从安卡拉  回来了没有？ 

没有。他一会儿回来了。 

 

2： 古来是在吗？ 

 不在。 他上课去了。 

 他带语法书去了吗？ 

 他没有带语法书去。 

 

3: 那张表呢？ 

 他把那张表交了。 

 

4: 上星期三，你跟阿里一起去银行  换钱了吗？ 

 没有，我自己去了。 

 你等得多长时间？ 

 我等了一会儿。 

 

5： 下个月我就回中国去了。 

 是吗？这次你在中国要 

住多长时间？ 

 要住一年。 

8:30                办公室               出来 

09:10               上楼                  下来 

23:00                一楼                  上去 

   下楼                                               今天的报纸 

    回家                                              练习本子 

    到图书馆                                      借书证 

        他的药                       吃 

        他的咖啡                    喝 

         他写的信                   寄 

           邮局                   寄东西                      10 分钟 

           医院                    看病                          半小时 

           图书馆                还书                           5 分钟  

       明天                    回安卡拉                  三个月 

       这星期一            到伊斯坦布尔          五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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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画字练习 

把                 

忘                 

图                 

管                 

借                 

证                 

填                 

慢                 

交                 

还                 

罚                 

款                 

查                 

脑                 

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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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课   3 
 

 

 

 

 

 

 

 

 

 

 

 

 

 

 

 

      这件旗袍比那件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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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课  这件旗袍比那件漂亮 

 
 

 

 

 

 

 

 

 

 

（一） 
 

阿里  : 王小兰，哪儿卖中式衣服？ 

王小兰  :你不知道吗？你来北京多长时间了？ 

阿里   :我来北京半年了。可是你在北京已经二十年了，你

是北京人，你当然比我知道得多。 

王小兰   :你说得对。现在北京的商店和商场多极了，大商场

的东西比小商店的东西贵，可是小商店的东西不一

定比大商场的差。你为什么现在想买中式衣服？ 

阿里  :从下星期开始，我要学太极拳，我得穿一套中式衣 

  服。 

王小兰   :好极了！你穿中式衣服一定很帅。你喜欢什么颜色

的，黑的还是红的？ 

阿里  :我喜欢白的。 

王小兰  :我也喜欢白的，白的漂亮。你想买贵的还是买便宜的？ 

阿里  :我不要太贵的，也不要太便宜的。你说该去哪儿买？ 

王小兰  :去王府井吧。那儿东西多，可能贵一点儿。 

阿里  :贵一点儿没关系。我们下午就去吧，我还想去公园走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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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词: 

1:旗袍  A  qípáo  Geleneksel elbise 

2:比    bǐ  Daha 

3:卖  F  mài  Satmak 

4:中式  S  zhōngshì  Çin tarzı 

    式  A  shì  Tarz, stil 

5:已经  Zarf  yǐjing   Zaten 

6:商店  A  Shāngdiàn Dükkân 

商  A  shāng  Ticaret,iş 

店  A  diàn  Dükkân 

7:极（了） Zarf  jí (le)  Son derece 

8:一定  Zarf  yídìng  Mutlaka 

9:差  S  chà  Standartların altında, kötü 

10:开始  F  kāishǐ  Başlamak 

11:太极拳 A  tàijíquán  Taiji boksu 

12:套  Ö.B  tào  Takım, set 

13:帅  S  Shuài  Yakışıklı 

14:颜色  A  yánsè  Renk 

15:黑  S  hēi  Siyah 

16:红  S  hóng  Kırmızı 

17:白  S  bái  Beyaz 

18:便宜  S  piányi  Ucu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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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没关系   měi guānxi Sorun değil 

20:公园  A  gōngyuán Park, bahçe 

21:走  F  zǒu  Yürümek 

 

（二） 
 

阿赫迈特 :两个小时过去了，你要的衣服还没买。 

爱谢  :谁说我没有买？我已经买了衬衫了。 

阿赫迈特 :你要的旗袍呢？ 

林娜  :刚才看的旗袍都不错，我真想都买了。 

阿赫迈特 :我们还有时间，可以再多看看。这件绿的怎么样？ 

林娜  :啊，这件漂亮极了，颜色、样子都比刚才看的旗袍好。 

售贷员  :您可以试一试。 

林娜  :好。我觉得这件大点儿，是不是？ 

售货员   :我给您换一件小的。这件是三十八号，比那件小两号。您再拿去试

试吧。 

林娜  :这件比那件合适，阿赫迈特，你看怎么样？ 

阿赫迈特 :我觉得这件太短了。 

售货员   :对，您比我高，得穿长点儿的，我再给您找找。有了，这件红的比

那件绿的长两公分。您再试一试这件。 

林娜  :小姐，太麻烦您了，真不好意思。这件很合适。 

阿赫迈特 :这件红旗袍比那件绿的漂亮。 

林娜  :可是也贵多了。 

阿赫迈特 :比那件贵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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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娜  :贵九十块钱。 

阿赫迈特 :丝绸的当然贵一点儿。 

林娜   :好吧，我就买这件。阿赫迈特，现在该去买你的了。你穿多大号

的？想不想试试那套西服？ 

生词: 

1:小时  A  xiǎoshí  Saat 

2:过去  F  guòqù  Geçip gitmek 

3:衬衫  A  chēnshān  Gömlek 

4:绿  S  lǜ  Yeşil 

5:样子  A  yàngzi  Model 

6:售货员  A  shòuhuòyuán Tezgâhtar, Satış asistanı 

        售  F  shòu  Satmak 

        货  A  huò  Ürün 

7:式  F  shì  Denemek 

8:觉得  F  juéde  Düşünmek, --e göre 

9:合适  S  héshì  Uygun 

10:短  S  duǎn  Kısa 

11:高  S  gāo  Yüksek, uzun 

12:公分  A  gōngfēn  Santimetre 

13:麻烦  F  máfan  Zahmet vermek 

14:丝绸  A  sīchóu  İpek 

15:西服  A  xīfú  Batı tarzı kıyafet, takım elb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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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生词 

1:双   Ö.B  shuāng   Çift 

2:鞋子  A  xiézi   Ayakkabı 

3:头发   A  tóufa  Saç 

4:打折     dǎzhé   İndirimli satmak 

5:条   Ö.B  tiáo  Tane 

6:裤子   A  kùzi  Pantolon 

7:相声   A  xiàngsheng  Komik diyalog, fıkra 

8:了不起     liǎobuqǐ  Olağanüstü, müthiş 

9:薄  S  báo  İnce 

10:页  Ö.B  yè  Sayfa 

11:料子  A  liàozi  Kumaş, bez 

12:布  A  bù  Kumaş 

13:总是  Zarf  zǒngshì  Daima 

14:表  A  biǎo  Kol saati 

 

1:语法 

İsim Cümlesi  

 

 

用介词 `比` 表示比较 Karşılaştırma Cümleleri 

 

大商场的东西 

这件衣服 

阿里 

他哥哥 

 

 

比 

 

小商店的 

那件衣服 

他 

她 

多 

合适 

高 

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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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il Cümlesi 

你 

阿里 

他们 

 

 

汉语 

 

比 

我 

我 

我们 

知道    得     多 

翻译    得     好 

说        得     流利 

他的汉语 

 

跟 

 

我的 

 

一样 

 

 

2:会话练习 Anahtar Cümleler: 

你来这儿多长时间了吗？    Buraya geleli çok mu oldu? 

你喜欢什么颜色的、黑的还是红的?  Hangi rengi seversin? Siyah mı yoksa kırmızı mı? 

我已经买了衬衫了    Gömleği aldım  

这件红衣服比那件绿的漂亮   Bu kırmızı elbise yeşil olandan daha güzel. 

这件比那件长两公分    Bu ondan 2 cm daha uzun. 

这件比那件贵多了    Bu diğerinden daha pahalı. 

当然比我知道得多    Tabi ki benden daha çok biliyorsun. 

他的汉语跟你的一样   Onun Çincesi seninkiyle aynı 

3：练习: Alıştırmalar 

A:看图说话 

 

A:她说什么？ 

B:…………… 

 

     A:她想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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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A:她买了什么？ 

      B:…………… 

 

 A:他做什么？ 他做什么工作？ 

             B:………….. 

 

 

        A :他在那儿？ 她买了什么？  

        B:…………. 

 

         A:她在那儿？ 他跟谁一起来了买东西？ 她买了什么？ 

         B:…………… 

 

B: 看图说话 

这是什么东西？ 

              
 

 

 

 

1:………..                      2:………….              3:…………..                         4:……………. 

 

 

 

 

 

 

 

 

5:………….                    6:……………                   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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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比” 看图会话？ 

 

…………………….. 

 

 

……………………. 

 

 

 

    ..…………………… 

 

 

 

  …………………….. 

 

 

C: 熟读下列短语: 

1: 黑的 红的  白的  蓝的  绿的  快的 

慢的 早的  长的  短的  合适的 方便的 

中国的 外国的 外语的 汉语的 口语的 

老师的 医生的 女儿的 工作人员的 

2: 比他好 比我高 比你慢 比你念经 比今天热 

比作天冷 比我饿 比你累 比我来得早 比你来得晚 

比我们生活的愉快 比我这儿发展的快 比我说的流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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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便宜二十块钱  贵五十块钱  长四十公分  短二十公分 

     比我小一年  比我大二年  比我晚一个月 比他快半个小时 

4:   便宜多了  贵多了 长多了 短多了 好多了 早多了 

      晚多了  早多了 新多了 漂亮多了 合适多了 多多了 

     流利多了  年经多了 容易多了 方便多了  

D: 句型替换： 

 

1: 他 来  土耳其 已经多长时间了？ 

   他 来  土耳其 一年 了。 

 

 

 

2: 今天  比  昨天  冷吗？ 

我觉得 今天  不比 昨天  冷。 

 

 

 

3: 他比他朋友 来 得 早 吗？ 

    不、他朋友 比 他 来 得早。 

 

4: 你 课文 翻译 得 真 好。 

那里，我 翻译 得 不 好。 

她 翻译  课文 比我  翻译  得  好。 

  去              安卡拉                     一年 

  来              伊斯坦布尔             一个星期 

  去               图书馆                     半个小时 

   来              商店                         10 分钟 

  今天的考试                   昨天的考试                容易 

  你的个子                       他的个子                    高 

 上午                                下午                            热 

  这本书                            那本书                       贵 

          去                 晚 

         走                 快 

         吃                 多 

         汉语                 说                  流利 

         汉字                 写                  漂亮 

         口语                考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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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画字练习 

极                  

颜                  

色                  

黑                  

红                  

白                  

便                  

宜                  

  衬                  

衫                  

样                  

短                  

高                  

麻                  

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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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课   4 
 

 

 

 

 

 

 

 

 

 

 

 

 

 

 

 

     我听懂了,可是记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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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课  我听懂了，可是记错了 

 

 

 

 

 

 

 

 

 

（一） 

哈山  :小姐，我要寄这个包裹。 

工作人员 :好，我看一下。 

哈山   :这些书都是新的。这四本书是中文的，那两本书是英文的。这本大

词典是旧的…… 

工作人员 :好了，请包好。 

哈山  :对不起，这是我刚学的课文，我想练习练习。 

工作人员 :您汉语说得很流利。您要往哪儿寄？ 

哈山  :美国。 

工作人员 :您寄航空还是海运？ 

哈山  :寄航空比海运贵，可是比海运快多了。寄航空吧。 

工作人员 :邮费是一百零六块。请在这儿写上您的名字。 

哈山  :小姐，我还要取一个包裹。 

工作人员  :请把包裹通知单给我。对不起，您的包裹不在我们邮局取，您得去

海关取。 

哈山  :请问，海关在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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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人员 :在建国门。别忘了把您的护照带去。 

哈山  :谢谢。 

工作人员 :不客气。 

生词: 

1:寄  F  jì  Göndermek 

2:错  S  cuò  Hata 

3:包裹  A  bāoguǒ  Paket 

4:些  Ö.B  xiē  Biraz 

5:英文  A  Yīngwén  İngilizce 

6:词典  A  cídiǎn  Sözlük 

7:旧  S  jiù  Eski 

8:包  F  bāo  Paketlemek, sarmak 

9:往    wǎng  -- e doğru 

10:航空  A  hángkōng Havacılık, hava yolu 

         空  A  kōng  Hava, gökyüzü 

11:海运  A  hǎiyùn  Deniz yolu 

         海  A  hǎi  Deniz 

12:邮费  A  yóufèi  Posta ücreti 

         费  A  fèi  Ücret, fatura 

13:取  F  qǔ  Almak, Ulaşmak 

14:通知单 A  tōngzhīdān Talep mektubu 

        通知 F/A  tōngzhī  Talep etmek/ Talep, iste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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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  A  dān  Belge 

15:海关  A  hǎiguān  Gümrük 

16:别  Zarf  bié  Olumsuzluk eki 

17:护照  A  hùzhào  Pasaport 

18:客气  S  kèqi  Kibar 

19:建国门 A  Jiànguó Mén Jianguo Kapısı 

         门  A  mén  Kapı, giriş 

 

（二） 

阿里  : 哈山，现在该去海关办你的事儿了。从这儿怎么去海关？ 

哈山  :海关在……我想想，叫什么门。 

阿里  :看，这儿有八 0 三路公共汽车，经过前门。 

哈山  :对，好像是前门吧。车来了，咱们先上去。 

售票贝   :请大家往里走。下一站，前门。下车的乘客

请拿好自己的东西；刚上车的请买票。 

哈山  :小姐，请问海关是不是在前门？ 

售票员  :海关是在建国门，不是在前门。 

阿里  :我们坐错车了。 

售票员  :没关系，您可以在前门下车，在那儿换地铁到建国门。 

哈山  :没有坐错？好极了！买两张到前门的。 

售票员  :一块一张。您这是五块，找您三块。请拿好票。 

阿里  : 哈山，你说昨天邮局的工作人员告诉你了，你听懂了没有？ 

哈山  :我听懂了，可是记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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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  :我得查一查：你把护照带来了吗？ 

哈山  :当然带来了，你放心吧！ 

阿里  :包裹通知单呢？ 

哈山  :糟糕，我把包裹通知单忘了。 

 

生词:  

1:路   A  lù   Yol 

2:公共汽车  A  gōnggòng  qìchē Otobüs 

        公共  S  gōnggòng  Halka acık 

        汽车  A  qìchē   Araç, araba 

       车         A  chē   Otomobil 

3:经过   F  jīnguò   Geçmek, -- e doğru gitmek 

4:好像   F  hǎoxiàng  Benzemek 

       像   F  xiàng   Benzemek, …gibi görünmek 

5:咱们   Z  zánmen  Biz ( sen ve ben ) 

6:售票员  A  shòupiàoyuán  Bilet satıcısı, kondüktör 

        票  A  piào   Bilet 

7:大家   Z  dàjiā   Herkes 

8:里（边）  A  lǐ( bian)  İçerisi, iç taraf 

9:站   A  zhàn   Durak 

10:乘客  A  chéngkè  Yolc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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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乘  F  chéng   Binmek 

          客  A  kè   Misafir, yolcu 

11:地铁  A  dìtiě   Metro 

12:放心    fàngxīn  Rahat olmak 

13:糟糕  S  zāogāo   Çok kötü, çok fena 

14:前门  A  Qiánmén   Qianmen meydanı 

 

补充生词: 

 

1:公斤   Ö.B  gōngjīn  Kilogram 

2:邮票   A  yóupiào  Pul 

3:纪念   A  jìniàn   Anı, hatıra 

4:然后   Zarf  ránhòu   Sonra 

5:准备   A/F  zhǔnbèi  Hazırlamak 

6:聪明   S  cōngming  Zeki, akıllı 

7:儿子   A  érzi   Erkek çocuk 

8:封   Ö.B  fēng   Mektubun ölçü birim sözcüğü 

9:信封   A  xìnfēng  Zarf 

10:贴   F  tiē   Yapıştırmak 

11:孙子  A  sūnzi   Tor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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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语法 

 

 

Sonuç Bildiren Tümleçler 结果补语: 

 

 

2:会话练习 Anahtar Cümleler: 

我每天坐车回家     Eve her gün arabayla dönerim 

坐地铁      Metroya binerim 

开车或者坐班车     Arabayla mı yoksa servisle mi geliyorsun? 

你把书包忘了     Çantanı unuttun 

你把它的名字都忘了！不、还记得呢  Adını bile unuttun,hayır hatırlıyorum! 

你会说英语还是法语？    İngilizce mi yoksa Fransızca mı konuşabiliyorsun? 

 你坐汽车还是坐飞机?    Otobüsle mi yoksa uçakla mı gideceksin 

 这些书是英文的还是中文的？/ 这四本书是中文的、那两本是英文的 

Bu kitaplar Çince mi yoksa İngilizce mi? Bu dört kitap Çince, o iki kitap İngilizce. 

请你们拿好自己的东西    Herkes eşyalarına sahip çıksın 

请把票给我/ 别忘了吧您的身份证带去   Lütfen biletini bana ver. / Kimlik kartını yanına almayı 

unutma 

买两张到伊斯坦布尔的     Bunlar İstanbul biletleri 

下车的乘客请拿好自己的东西   Arabadan inerken eşyalarınıza sahip çıkın 

他准备好了行李吗?    Bavullarını topladı mı? 

我想都准备好了     Sanırım topladı  

我想他朋友不能去                Sanırım arkadaşı gelemeyecek 

我听懂了、可是记错了    Anladım ama yanlış hatırlıyorum 

拐弯 Köşeyi dönmek、左拐 Sola dönmek、右拐 Sağa dönmek、支走 Dosdoğru gitmek 

 

名词 动词 动词/ 

形容词 

了 宾语 了 

我 

她 

下车的乘客 

我们 

听 

包 

拿 

坐 

懂 

好 

好 

错 

了 

了 

 

那个包裹 

自己的东西 

车 

 

 

 

了 



44 

 

3：练习: Alıştırmalar 

A:看图说话 

 

A: 这件衣服是…………………….的, 

     那件衣服是…………………….的。 

                            B: 那件衣服是…………………….的, 

                                 这件衣服是…………………….的。   

 

 A:这本书是…………………….的, 

    那本书是…………………….的。 

 B:那本书是…………………….的, 

                          这本书是…………………….的。 

 

   A:这个地方是…………………….的， 

       那个地方是…………………….的。 

 

 

 

A: 这种沙发是…………………….的， 

     那种沙发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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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熟读下列短语 

1:一些书  一些咖啡 这些专业 那些医院 这些词典 

   买一些衣服 看一些书 吃一些中国菜  喝一些咖啡 

2: 往这儿看 往里走  往哪儿去 往土耳其寄 往宿舍走 

3:  咱们先走路  咱们一起上车  咱们一起去吃饭  

     咱们来念课文  咱们去看电影  咱们一起来喝咖啡 

4:  大家好 祝大家快乐 大家进来 大家都很高兴 大家来了 

     请大家放心 给大家问好 请大家帮助我 请大家来看电影 

    大家听懂了吗  大家看懂了吗  我们大家都说汉语 

5:  是新的 是我的  是我自己买的  是他送给我的 

是咱们的 是你们大家的 是中文的 是对的  是错的 

是贵的 是便宜的 是买的  是租的  是他的 

是吃饭的 是喝水的 是看书的 是参加的 

6:  写上名字 带上护照 那好车票 看懂中文 做错联系 

     听懂上海话 坐错公共汽车 写错汉字 穿错衣服 

 

 

C: 句型替换： 

 

1: 你  听  懂  他的话 了吗？ 

    我 听懂 了一些，一些没有听懂。 

 

        听                    老师讲的语法 

        听                    这个电影 

         看                    今天的课文 

         看                     这张通知单 



46 

 

 

2:他 写对  你的名字了没有？ 

    没有， 他写错了。 

 

 

 

3:这 张票 是不是 你买 的？ 

  这张票不是我买的 

  我买的是 下星期二 的。 

 

 

 

 

4: 那 本词典 是你的吗？ 

哪本词典？ 

那本 英文 的 

那不是我的，是 图书馆 的。 

 

             做对               练习               错 

             听错               他的话            对 

             坐错              公共汽车         对 

             打错               电话                对   

      (本) 书                   你错                   中文 

      (些) 练习               他做                    翻译 

      (些)苹果                你要                    红 

      (个)包裹                他取                    海运 

       ( 间)房子                   大                   我姐姐 

       ( 件)衬衫                   丝绸               我朋友 

       ( 套)西服                   新                    我哥哥 

       ( 个 )电脑                 白                     办公室 

       ( 张 )明信片              哈山                阿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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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画字练习 

极                

颜                

色                

黑                

红                

白                

便                

宜                

  衬                

衫                

样                

短                

高                

麻                

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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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课   5 
 

 

 

 

 

 

 

 

 

 

 

 

 

 

 

 

 

        中国画跟油画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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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课  中国画跟油画不一样 

 

 

 

 

 

 

（一） 

阿里  :咱们来早了，美术馆还没有开门呢。 

爱谢  :来早了比来晚了好。今天我一定要参观一个上午。 

阿里  :你真喜欢中国画！ 

爱谢  :是啊，我非常喜欢徐悲鸿画的马。 

阿里   :我跟你一样，也很喜欢中国画。从我十岁开始，妈妈就教我画中国

画。你说说，我中国画画了多少年了？ 

爱谢  :啊，已经画了十一年了！我真不知道您还是一位“老画家”。 

阿里   :不敢当。我爸爸跟我妈妈一样喜欢中国画，可是他自己不会画。我爸

爸也有很多爱好，他喜欢唱中国京剧。现在他在家还常常唱京剧。 

爱谢  :他唱得怎么样？ 

阿里  :他唱京剧跟我画中国画一样，马马虎虎。 

爱谢  :我想买一幅中国画。大画家画的一定很贵，是不是？ 

阿里  :徐悲鸿画的马当然贵极了。我认识一位“老画家”，他画的马不贵。 

爱谢  :这位老画家是谁？ 

阿里  :是阿里啊！我可以把我画好的马送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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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词: 

1:中国画  A  zhōngguóhuà  Çin resmi 

       画儿  A  huàr   Resim 

2:油画  A  yóuhuà   Yağlı boya  

       油  A  yóu   Yağ 

3:一样  S  yíyàng   Aynı 

4:美术馆  A  měishùguǎn  Sanat galerisi 

5:开门    kāimén   Kapı açmak, açılış 

6:画  F  huà   Resim yapmak 

7:老  S  lǎo   Yaşlı, tecrübeli 

8:画家  A  huàjiā   Ressam 

       家  A  jiā   Konusunda uzman kişi 

9:不敢当    bù gǎndāng  Gururlanmak/Onurlanmak  

10:爱好  A/F  àihào   Hobi 

11:唱  F  chàng   Şarkı söylemek 

12:京剧  A  jīngjù   Pekin operası 

13:马马虎虎 S  mǎmǎhūhū  Şöyle böyle, çok kötü değil 

          马虎 S  mǎhū   Çok kötü değil 

14:幅  Ö.B  fú   Resim, kumaş vs ölçü birimi 

15:徐悲鸿 A  Xú Bēihóng  Çinli Ünlü bir ress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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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阿里  :咱们已经看了一个半小时的画儿了，二

楼的还没有看呢。现在是不是坐电梯上

楼去？ 

爱谢  :好吧。阿里，你觉得中国画跟油 

                                画一样不一样？ 

阿里  :当然一样，都是画儿啊。 

爱谢  :别开玩笑。 

阿里  :我没有开玩笑，我是说中国画跟油画一样美。 

爱谢  :你说说哪儿不一样？ 

阿里  :你找对人了，我来告诉你吧。中国画和油画用的材料不一样。 

爱谢  :怎么不一样？ 

阿里  :中国画用纸，油画常常用布；中国画主要用墨和水画，油画一定要用

油彩画。 

爱谢  :对，还有别的吗？ 

阿里  :油画没有空白，中国画常常有空白。你看这幅徐悲鸿的画儿：画家只

画了一匹马，没有画别的。 

爱谢   :可是我们觉得还有别的东西。让我们来想像一下：那匹马往咱们这儿

跑来了。我觉得它跑得非常快，好像还有风。 

阿里   :对了。这就跟齐白石画的虾一样，它们游来游去，真可爱！你看，画

家画水了吗？ 

爱谢  :没画，可是我觉得有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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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  :中国画是不是跟油画很不一样？ 

爱谢  :谢谢你的介绍。可是我还想看看“老画家”画的马怎么样。 

生词: 

1:电梯   A  diàntī   Asansör 

2:开玩笑    kāiwánxiào  Şaka yapmak 

3:美    S  měi   Güzel 

4:材料   A  cáiliào   Materyal, malzeme 

5:纸   A  zhǐ   Kâğıt 

6:布   A  bù   Kumaş 

7:主要   S  zhǔyào   Temel, ana 

8:墨   A  mò   Çin mürekkebi 

9:油彩   A  yóucǎi   Yağlı boya 

10:别的  Z  biéde   Başka, diğer 

11:空白  A  kòngbái  Boş, boşluk 

12:只   Zarf  zhǐ   Sadece 

13:匹   Ö.B  pǐ   At ve benzeri hayvanlar ölçü birimi 

14:想象  F  xiǎngxiàng  Hayal etmek 

15:跑   F  pǎo   Koşm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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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它   Z  tā   O ( Cansız varlıklar ve hayvanlar ) 

17:风   A  fēng   Rüzgâr 

18:虾   A  xiā   Karides 

19:它们  Z  tāmen   Onlar (Cansız varlıklar ve hayvanlar) 

20:游   F  yóu   Yüzmek 

21:齐白石  A  Qí Báishí  Ünlü bir Çinli ressam 

补充生词 

1:骑   F   qí   Sürmek, binmek 

2:自行车  A  zìxíngchē  Bisiklet 

3:远   S  yuǎn   Uzak 

4:跑步     pǎobù   Koşmak 

5:书法   A  shūfǎ   Kaligrafi 

6:业余   S  yèyú   Amatör, yeni başlayan 

7:节目   A  jiémù   Program 

8:以前   Zarf  yǐqián   Önce 

9:瘦   S  shòu   Zayıf 

10:减肥    jiǎnféi   Zayıflamak, diyet yapm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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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管   F  guǎn   Disiplinli olmak 

12:生气  F  shēngqì  Sinirlenmek 

13:钢琴  A  gāngqín  Piyano 

14:孩子  A  háizi   Çocuk 

15:书店  A  shūdiàn  Kitapçı 

16:教育  F  jiàoyù   Öğretmek, eğitmek 

17:观点  A  guāndiǎn  Fikir, bakış açısı 

 

1:语法 

 

 

 

      Özne 

                                          Yüklem 

 

      跟 

 

              İsim 

 

（ 不 ） 一样  

 

    Sıfat/ Fiil-nesne 

中国画  

上海话 

这张票 

这个学生 

我爸爸  

      跟  
 

      跟 

      跟  

      

      跟  

      跟  

油画 
 

普通话 

那张票 

那个学生 

我妈妈 

      一样  
 

     不一样 

一样不一样 

一样 

一样 

 
 
 

 

名字 

喜欢 中国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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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会话练习 Anahtar Cümleler: 

美术馆还没有开门呢。   Güzel sanatlar müzesi henüz açılmadı 

现在咱们是不是坐电梯上楼去？  Şimdi biz asansörle yukarı çıkmıyor muyuz ? 

中国画主要用墨和水画.   Çin resminde fırça ve sulu boya kullanmak gerekir 

中国画跟油画一样不一样？  Çin resmi ve yağlı boya resmi aynı mıdır, değil 

midir? 

中国画跟油画一样美   Çin resmi ve yağlı boya resmi aynı güzelliktedir.  

我爸爸跟我妈妈一样喜欢中国画  Benim babam ile annem Çin resminden hoşlanır. 

你中国画画了多少年了？   Sen kaç yıldır Çin resmi yapıyorsun? 

3：练习: Alıştırmalar 

A:看图说话 

                      

   这张画 根 那张画 不 一样     

 

 

 

    A:爱谢住在安卡拉 

    B:阿里也住在安卡拉 

    C:…………………………… 

 

 

       A:第一个女生的衣服 蓝色 

       B:第二个女生 的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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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他们衣服的……………… 

 

 

       A: 她 跟 第二个女生 ……………… 

 

 

 

A: A 跟 B 一样…………. 

B:A 跟 B 不一样……….. 

 

 

B:读下边的短语 

1: 跟那个问题一样 跟他的车一样 跟我的家不一样          跟那个公司不一样 

    跟我一样岁  跟他一样学校 跟中国人一样流利        跟我一样会唱歌 

2:  汉语学习了半年了 他住了安卡拉一年了 锻炼了三十分钟了 

     散了一会儿步  睡了四个小时的觉  课文念了三十分钟了 

3:  我来说说 我来查一查 我来告诉你 我来打扫房子 我来帮助你 

      我来看你 他来学习汉语 你来吃饭 你来旅行  

4:  还没有吃饭呢  还没有开始 还没有看他 还没有睡觉 

     还没有呢 还没有看这个电影 还没有写好了 还没有办好呢 

     还没有懂呢 还没有开门呢  还没有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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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句型替换 

1:  这本词典 跟 那本一样吗？ 

      这本词典跟那本不一样 

      着本币那本  新。 

 

 

2:   你有没有爱好？ 

      我喜欢  学   中国画。 

       我跟你一样学中国画。 

 

3:  你每天怎么   回家 ？ 

     我每天  坐公共汽车  回家。 

 

 

4:  你用什么  写  课文？ 

      我用  电脑  写课文。 

 

 

5:  昨天你  锻炼  了多长时间？ 

      昨天我只锻炼了半个小时。 

      今天你锻炼了多长时间了？ 

      今天我锻炼了  一个小时  了。 

     你的电脑                      他的                     新 

     这儿的房租                  那儿的                 便宜 

     安卡拉的天气              伊斯坦布尔的      热 

      这件衣服                      那件衣服             颜色 

         打                          篮球 

          唱                          土耳其民歌 

          看                           电影 

          踢                           足球 

        来学校                             骑自行车 

        去办公室                        上公共汽车 

        回家                                  走路 

        到公司                             坐 408 路车 

           包                      书                            纸 

           做                      衣服                        丝绸 

            介绍                 上海                       汉语 

            跑                           一个小时 

            游                           四十分钟 

            走                            半个小时 

            参观                        三个小时 



58 

 

 

D: 画字练习 

画                 

样                 

爱                 

好                 

京                 

剧                 

梯                 

墨                 

空                 

白                 

匹                 

跑                 

虾                 

瘦                 

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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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课   6 
 

 

 

 

 

 

 

 

 

 

 

 

 

 

 

 

 

                过新年 

 

 
 

 

 



60 

 

第六课   过新年 
 

 

 

 

 

 

王小兰   :中午咱们都去阿赫迈特家吃火锅，他爸爸妈妈要我们跟他们一起过

新年。 

爱谢  :在北京过新年一定很有意思。小兰，为什么北京很多饭馆都有火

锅？是不是因为现在天气冷，所以北京人常吃火锅？ 

王小兰  :不是。北京人就爱吃火锅，主要是涮羊肉，天气热的时候也吃。北

京的涮羊肉跟北京烤鸭一样有名。 

爱谢  :过新年的时候北京人都吃涮羊肉吗？ 

王小兰  :不一定。 

爱谢  :你说说北京人怎么过新年。 

王小兰  :跟西方人一样，很多人去旅行。也可能开车去郊区玩儿，或者去锻

炼身体。 

爱谢  :晚上常常做些什么？ 

王小兰  :晚上看京剧、听音乐会或者跟朋友聚会。我说爱谢，快点儿吧！你

化妆化了半个小时了。咱们得早点儿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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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谢  :一会儿就好。今天晚上咱们还要去听音乐会，所以得正式一点儿。 

王小兰  :你知道吗？今天晚上听中国民乐，它跟西方音乐很不一样。 

爱谢  :我知道，中国民乐主要是用民族乐器演奏的中国音乐。刚来的时候

我不太习惯听民乐，可是现在我很爱听。 

王小兰  :你喜欢《春江花月夜》吗？ 

爱谢  :啊，《春江花月夜》美极了。我已经买了这个乐

曲的光盘，今天还要再买一些，给我朋友寄去。

咱们怎么去宋华家？坐出租车还是坐公共汽车？ 

王小兰  :今天路上的车一定很多。出租车比公共汽车快多 

  了，坐出租车吧。 

爱谢  :咱们还没有买礼物呢。送花儿是西方人的习惯，我们参加聚会的时

候也可以带吃的、喝的。中国人去朋友家的时候送什么？ 

王小兰  :过去常送一些吃的、喝的或者用的，现在的年轻人跟西方人一样，

也常送花儿。 

爱谢  :咱们买些花儿，再带些吃的吧。 

王小兰  :好。别忘了把照相机带去。 

爱谢  :我的照相机呢？ 

王小兰  :在电话旁边。 

爱谢  :哈山和阿里怎么不给咱们打个电话？ 

王小兰  :我不知道哈山能不能去，因为他要跟女朋友一起去旅行。阿里一定

去，他说要从这儿出发。 

爱谢  :再等一等他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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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兰  :好。咱们把陆雨平也叫去，让他写一篇文章，介绍留学生在中国怎

么过新年。 

 ＊ ＊ ＊ 

阿里  :小兰，爱谢 ，新年好！恭喜恭喜！ 

爱谢  :恭喜你！哈山呢？ 

阿里  : 哈山昨天晚上就坐火车去南方了。 

王小兰  :你又来晚了。 

阿里  :真不好意思。二位小姐别着急，出租车已经来了。 

王小兰  :你把出租车叫来了，太好了。咱们快走。 

阿里  :你给阿赫迈特带什么礼物去？ 

爱谢  :今年是马年，我又画了一匹马。你们看，画得怎么样？ 

 

生词: 

1:新年   A  xīnnián  Yeni yıl 

2:火锅   A  huǒguō  Hotpot 

       火       A      huǒ   Ateş 

      锅        A      guō   Tencere 

3: 饭馆  A  fànguǎn  Restoran  

4:因为   B  yīnwèi   Çünkü 

5:所以   B  suǒyǐ   Bu yüzd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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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爱   F  ài   Sevmek 

7:涮羊肉  A  shuànyángròu  İnce dilim kuzu eti 

        涮  F  shuàn   İnce ince dilimlemek 

        羊  A  yáng   Koyun, kuzu 

        肉  A  ròu   Et 

8:热   S  rè   Sıcak 

9:开车   F  kāichē   Araba kullanmak 

        开  F  kāi   Sürmek, açmak 

10:郊区  A  jiāoqū   Banliyö, dış mahalle 

11:或者  B  huòzhě   Ya da  

12:音乐会  A  yīnyuèhuì  Konser 

13:化妆  F  huàzhuāng  Makyaj yapmak 

          化  F  huà   Değiştirmek 

          妆  A  zhuāng   Makyaj 

14:正式  S  zhèngshì  Resmi 

15:民乐  A  mínyuè  Halk müziği 

16:西方  A  xīfāng   Batı kesi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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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  A  xī   Batı 

17:民族  A  mínzú   Ulus 

18:乐器  A  yuèqì   Müzik aleti 

          器  A  qì   Alet, makine 

19:演奏  F  yǎnzòu   Müzik aleti çalmak 

          演  F  yǎn   Çalmak 

          奏  F  zòu   Müzik aleti çalmak 

20:习惯  F/A  xíguàn   Alışmak 

21:乐曲  A  yuèqǔ   Beste 

          曲  A  qǔ   Melodi 

22:出租车  A  chūzūchē  Taksi 

           出租  F  chūzū   Kiralamak 

23:路上  A  lùshang   Yolda olmak 

24:画儿  A  huār   Çiçek 

25:过去  A  guòqù   Geçip gitmek 

26:照相机  A  zhàoxiàngjī  Fotoğraf makinesi 

           照相  F  zhàoxiàng  Fotoğraf çekme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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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  A  jī   Makine 

27:旁边  A  pángbiān  Yan, Yan taraf 

28:出发  F  chūfā   …ya/..dan başlamak 

29:篇   Ö.B.  piān   Metin, paragraf vs. ölçü birimi 

30:文章  A  wénzhāng  Metin 

31:恭喜    gōngxǐ   Tebrikler 

32:火车  A  huǒchē   Tren 

33:又   Z  yòu   Tekrar ( Geçmiş zaman ) 

34:着急  F/S   zháojí   Telaşlanmak 

35:春江花月夜  Chūn Jiāng Huā Yuè Yè  Ünlü bir Çin müzik bestesi 

          春  A  chūn    Bahar 

          江  A  jiāng   Nehir 

          月  A  yuè   Ay 

           夜  A  yè   Ge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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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会话练习 Anahtar Cümleler: 

伊斯坦布尔有几家中国饭馆     İstanbul’da çok sayıda Çin lokantası bulunur. 

请你把盐抵给我吧! Tuzu uzatır mısın? 

你喜欢吃什么? Hangi yemekleri seversin? 

 我喜欢吃西餐、 Batı mutfağını severim 

你喜欢吃你妈妈做的菜吗？ Annenin yemeklerini sever misin? 

你自己会做面条吗？        Makarna yapabiliyor musun?  
 

土耳其的面条和中国的不太一样。 Türk makarnası ile Çin makarnası pek benzemez.  

土耳其的跟意大利面一样、中国的有一点象我们家里做的拉面。 

Türkiye ile İtalyan makarnası birbirine benzerdir. Çin makarnası bizim erişteye benziyor. 

土耳其饺子跟中国的一样、只是稍微小一点。里面放的材料也不一样. 

Türk mantısı ve Çin mantısı birbirine benzerdir, yalnızca biraz küçüktür. İçindeki malzemeler de 

farklıdır.  

中国饺子各种各样的肉和蔬菜、土耳其只放牛肉。  

Çin mantısının içine koyun eti ve sebze bulunur, Türk mantısının sadece et koyulur. 

土耳其人做饭盐放得多。 Türk yemekleri pek tuzlu. 

土耳其甜食太好吃。 Türk tatlıları pek lezzetli. 

 

3：练习: Alıştırmalar 

A:看图说话 

 

  （不一样） 

 A：…………………………… 

土耳其菜        中国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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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给） 

    A：…………………………… 

 

        ( 买 ) 

   A：…………………………… 

 

 

           （坐出租车） 

         A：…………………………… 

 

               （不一样） 

         A：…………………………… 

 

中国画         西画 

B:读下边的短语 

1: 又感冒了 又来了  又过去了 又生病了 又去早了 

    又买了一件衬衫 又学了一百个汉字  又来晚了 

2: 开学的时候 看他的时候 到家的时候 上课的时候 睡觉的时候 

考试的时候 晚上的时候 打扫的时候 学汉语的时候 排队的时候 

他来我们家的时候 我在安卡拉的时候  他要去的时候 我们上课的时候 

银行休息的时候 我开始的时候 天气热的时候 他住院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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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开车开得不快  开车开了一个上午  把车开来 开车去安卡拉 

    开了三个小时的车 

C: 句型替换 

 

1:这个星期天你想去哪儿？ 

   我想去  美术馆  或者  图书馆。 

  上午去还是下午去 

  上午去。 

 

 

 

2: 你习惯了  吃  土耳其菜  吗？ 

我已经习惯了。 

阿里还有一点儿不习惯。 

 

 

 

 

3: 过新年  的时候，你做什么了？ 

过新年的时候，我跟朋友去 

饭馆吃饭了。 

 

 

 商场                     商店 

                 银行                      邮局 

                 公司                      朋友的家 

                 安卡拉大学           高中学 

        吃                            中国菜 

        听                            土耳其民歌 

        喝                            土耳其咖啡 

        用                            这个电脑 

        住                            在这个地方 

        坐                             公共汽车 

        看                            土耳其电影 

      过古尔班节                  给我父母打电话 

      过生日                          跟朋友们一起吃蛋糕 

      上语法课                      问老师问题 

      在他的家                     跟朋友们一起做饭 

      在外边                        跟女朋友去看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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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画字练习 

火               

锅               

肉               

郊               

演               

奏               

习               

惯               

照               

相               

机               

篇               

辆               

幸               

福               

 

 

 

 

 



70 

 

E: 唱歌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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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课   7 
 

 

 

 

 

 

 

 

 

 

 

 

 

 

 

  

      我们的队员是从不同 

       国家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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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课  我们的队员是从不同国家来的 

 
 

 

 

 

 

 

 

 

 

 

（一） 
 

陆雨平  :听说上星期你们留学生队赢了一场足球比赛。我想写一篇文章，介

绍一下留学生足球队的事儿。 

阿里  :太好了。你是怎么知道的？ 

陆雨平  :我是听你的同学说的。别忘了我是记者，我今天是来问你们问题

的。你们留学生队是跟谁比赛的？ 

阿里  :我们队是跟中国大学生队比赛的。 

陆雨平  :你们是在哪儿比赛的？ 

王小兰  :是在我们学校比赛的。 

陆雨平  :中国大学生队的水平比你们高吧？ 

阿里  :他们的水平比我们高多了。 

王小兰  : 阿赫迈特说，大学生队的教练是从国家队来的。 

陆雨平  :他是什么时候从国家队下来的？ 

王小兰  :他是去年从国家队下来的。这位教练来了以后，大学生队的水平提

高得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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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   :大学生队的十号踢得很好。左边的五号、右边的十二号跑得都很

快。 

陆雨平  :你们留学生队呢？ 

阿里  :我们的队员是从不同国家来的，我们不常练习。 

陆雨平  :你们是怎么赢的？ 

阿里  :上半场零比零。下半场他们帮助我们进了一个球，是一比零赢的。 

 

生词: 

 

1:队员  A  duìyuán  Takım üyesi 

       队  A  duì  Takım 

2:不同  S  bùtïng  Aynı değil, farklı 

3:国家  A  guïjiā  Ülke 

4:赢  F  yíng  Kazanmak 

5:场  Ö.B  chǎng  Set, Maçın periyotları 

6:足球  A  zúqiú  Futbol 

       足  A  zú  Ayak 

       球  A  qiú  Top 

7:比赛  A/F  bǐsài  Karşılaşma, müsabaka 

       赛  A/F  sài  Yarış, yarışmak 

8:同学  A  tïngxuã  Sınıf arkadaşı 

9:记者  A  jìzhě  Gazeteci 

10:大学生 A  dàxuãshēng Üniversite öğrenci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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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学校  A  xuãxiào   Okul 

12:水平  A  shuǐpíng  Seviye 

13:教练  A  jiàoliàn   Koç, antrenör  

14:去年  A  qùnián   Geçen yıl 

15:以后  A  yǐhîu   Sonra 

16:提高  F  tígāo   Artmak, gelişmek 

         提  F  tí   Yukarı kaldırmak 

17:踢   F  tī   Ayakla vurmak,     

         tekmelemek 

18:左边  A  zuǒbian   Sol taraf/ yön 

         左  A  zuǒ   Sol 

19:右边  A  yîubian   Sağ taraf/yön 

         右  A  yîu   Sağ 

 

（二） 
 

陆雨平  :我还要问问你们：你们去看哈山租的房子了没有？房子在哪儿？ 

王小兰  :去了，房子在学校东边，离学校不太

远。那儿叫花园小区，哈山住八号楼。 

陆雨平  :你们是怎么去的？ 

阿里  :我们是坐公共汽车去的。车站就在小区

前边。下车以后先往右拐，再往前走三

分钟，就到八号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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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雨平  :那儿怎么样？ 

阿里  :很好。八号楼下边是一个小花园，左边有一个商店，商店旁边是书

店。右边是银行和邮局。哈山的房子在八号楼九层，上边还有六层。 

陆雨平  :房子不大吧？ 

王小兰  :那套房子一共有五十六平方米。 

阿里  :进门以后，左边是卫生间，右边是客厅。 

陆雨平  :厨房在哪儿？ 

王小兰  :厨房在客厅北边，卧室在客厅东边。卧室外边有一个大阳台。 

阿里  :记者先生，你问了很多问题，你也要写一篇文章介绍马大为租的房

子吧？ 

陆雨平  :问问题是记者的职业习惯啊。 

 

生词: 

1:东边  A  dōngbian   Doğu yönü 

       东  A  dōng   Doğu 

2:离    lí   -den, …Dışında 

3:远  S  yuǎn   Uzak 

4:花园小区 A  huāyuán  xiǎoqū  Bahçe ilçesi 

       花园  A  huāyuán   Bahçe 

       区  A  qū   İlçe, bölge 

5:车站  A  chēzhàn   Otobüs durağı 

6:前边  A  qiánbian    Ön tara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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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A  qián   Ön 

7:拐  F  guǎi   Dönmek 

8:下边  A  xiàbian    Alt/aşağı taraf 

       下  A  xià   Alt / Aşağı 

9:书店  A  shūdiàn   Kitapçı 

10:上边  A  shàngbian   Üst taraf 

       上  A  shàng   Üst 

11:平方米 Ö.B  píng fāngmǐ  Metrekare 

       平方  Ö.B  píngfāng   Kare 

         平米 Ö.B  píngmǐ   Metrekare 

12:卫生间 A  wâishēngjiān  Lavabo, banyo 

         卫生 A  wèishēng   Hijyen 

13:客厅  A  kè tīng   Oturma /misafir odası 

14:北边  A  běibian   Kuzey yönü 

         北  A  běi   Kuzey 

15:卧室  A  wòshì   Yatak odası 

         卧  F  wò   Yatmak, uzanmak 

16:外边  A  wàibian   Dışarısı 

17:阳台  A  yángtái   Balk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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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生词 

1:电影院  A  diànyǐngyuàn   Sinema 

2:咖啡馆  A  kāfēiguǎn  Kafeterya 

3:南边  A  nánbian   Güney yönü 

4:足球场  A  zúqiúchǎng  Futbol sahası 

5:出差  F  chūchāi   İş seyahatine çıkmak 

6:后边  A  hîubian    Arka taraf 

7:输  F  shū   Kaybetmek 

8:天堂  A  tiāntáng   Gök tapınağı 

9:苏杭   A  SūHáng        Suzhou ve Hang zhou şehirleri 

       苏州  A  Sūzhōu   Suzhou 

       杭州  A  Hángzhōu  Hangzhou 

10:城市  A  chãngshì  Şehir 

11:山水  A  shāngshuǐ  Dağ,göl manzarası 

        山  A  shān   Değ, tepe 

12:园林  A  yuánlín   Park, bahçe 

13:修建  F  xiūjiàn   İnşa etmek 

14:诗人  A  shīrãn   Şair 

15:设计  F  shâjì   Dizayn etmek, tasarlamak 

16:建筑师 A  jiànzhùshī  Mim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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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语法 

 

 

是。。。的句。 

 

 

 

 

2:会话练习 Anahtar Cümleler: 

我们的队员是从一个班来的。  Bizim oyuncularımızın hepsi aynı sınıftandır.  

他们是在哪儿比赛的？  Nerede maç yapacaklar? 

我是去年从学校队下来的。  Geçen sene okul takımındaydım. 

我们是坐公共汽车去的。  Otobüsle gittik. 

我家里赛场不太远。  Evim spor sahasından çok uzakta değil. 

你会游泳吗.?   Yüzebilir misin?  

你跑得长吗？  Uzun koşabilir misin?  

他们俩是打篮球的、  Şu ikisi basketbol oynar. 

我们是踢足球的人  Bizler futbolcuyuz. 

我觉得他们踢球踢得不太好。  Bence pek güzel oynayamıyorlar. 

今天我们的队赢了。  Bugün bizim takım kazandı. 

 

 

 

名

词 

“是” 表示时间、地点的

词语 

动词 

 

“的” 

他 

你 

我 

是 

是 

不是 

去年 

在学校 

坐出租车 

来 

比赛 

去 

的 

的吗？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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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练习: Alıştırmalar 

A:看图说话 

 

卫生间在……………………………. 

客厅在……………………………. 

卧室在……………………………. 

门口在……………………………. 

 

 

 

 

  

 

     图 

     书 

     馆 

  

 

 

               安卡拉大学 

 

 

 

         书店 

   

           餐厅 

 

   

         医院 

  

     女生宿舍 
 

  

   小 

   商 

   店 

   

     男           

     生 

     宿 

     舍 

安卡拉大学在………………………… 

图书馆在………………………… 

书店在………………………… 

医院在………………………… 

女生宿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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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厅在………………………… 

男生宿舍在………………………… 

小商店在………………………… 

 

 

卫生间在……………………………. 

客厅在……………………………. 

卧室在……………………………. 

小卧室在…………………………. 

门口在……………………………. 

 

 

B:读下边的短语 

1:十分钟以后 一个小时以后 半个小时以后 一天以后 一个星期以后 

   看他以后 练习以后 复习以后 上课以后 认识你以后 

  写了以后 动了以后 考试考了以后 听了以后 提高了水平以后 

2: 离商店 离医院  离公司  离邮局  离北方 

    离家不远 离安卡拉很远  

3:以后再来 一个小时以后再去 明天再聊 复习了课文再睡觉 

   翻译了句子在休息  打了电话再来  

4: 前边有一个公园   右边有一个图书馆  后边有一个兵官   

左边有一个公司  里边是厨房 东边是银行 北边是邮局 

 南边是宿舍  西边是商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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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中式衣服不便宜吧  我们队的水平不太高吧 

 

 

C: 句型替换 

1:他去  安卡拉 了没有？ 

   他去安卡拉了 

   他是什么时候去安卡拉的？ 

   他是 昨天 去安卡拉的。 

   他先去安卡拉，在去 伊斯坦布尔。 

 

2: 他们是来  工作  的吧？ 

     他们不是来工作的。 

    他们是来  游泳  的。 

 

 

 

 

3:  卫生间  在  里边  吗？ 

      卫生间部在里边，在  外边。 

 

 

 

 

     土耳其              上个星期               中国 

     伊斯坦布尔      明天                       伊兹密尔 

     美国                    下个月                  德国 

     邮局                    下午二点              银行 

     学校                    上午 10 点           图书馆 

            学习                               参观 

           学汉语                            学英语 

           找你                                找哈山 

           踢足球                           看比赛 

           借书                                还书 

           看你                                 看我妈妈 

 

          阳台                  北边                     东边 

          银行                  南边                     北边 

         图书馆               西边                     南边 

         厨房                   右边                     左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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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画字练习 

队                    

员                    

踢                    

足                    

球                    

练                    

左                    

右                    

南                    

北                    

东                    

 西                    

 边                    

离                    

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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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课   8 
 

 

 

 

 

 

 

 

 

 

 

 

 

 

 

  

        你看过越剧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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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课   你看过越剧没有 

 

 

 

 

 

 

 

 
 

（一） 
 

阿赫迈特 : 爱谢，你看过越剧没有？ 

爱谢  :没有。来中国以后，我听过两次音乐会，看过一次京剧。我虽然去

过南方，但是没有看过越剧。昨天的报上说，南方的一个越剧团到北

京来了。 

阿赫迈特  :是啊，越剧是中国有名的地方戏。这个剧团是从上海来的，现在在

长安大戏院上演《红楼梦》。 

爱谢  :上演《红楼梦》吗？太好了！我知道《红楼

梦》是中国有名的古典小说，我看过一遍，是

用英文翻译的。 

阿赫迈特 :你觉得这部小说怎么样？ 

爱谢  :我觉得小说里的爱情故事非常感人。 

阿赫迈特  :你想不想再看一次越剧的《红楼梦》？我有

两张票。 

爱谢  :当然想看。是什么时候的票？ 

阿赫迈特 :是明天晚上七点一刻的。座位很好，楼下五排八号和十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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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谢  :我没去过长安大戏院。这个戏院在哪儿？ 

阿赫迈特  :我去过啊，长安大戏院离建国门不远，就在建国门的西边。咱们一

起打的去。 

爱谢  :好，明天见。 

 

生词: 

1:过    guo  -miş, -mış 

2:越剧  A  yuâjù  Shaoxing Operası 

       剧  A  jù  Opera 

3:虽然  B  suīrán  - e rağmen 

4:但是  B  dànshì  Fakat 

5:剧团  A  jùtuán  Opera, tiyatro grubu 

6: 地方戏 A  dìfāngxì  Bölgesel, yerel opera 

        戏  A  xì  Drama, oyun, şov 

7:上演  F  shàngyǎn Oyun sergilemek, performans 

       演  F  yǎn  Oynamak, performans ortaya 

                     koymak 

8:古典  S  gǔdiǎn  Klasik 

9:小说  A  xiǎoshuō  Masal 

10:遍  Ö.B  biàn  Kere, defa 

11:部  Ö.B  bù  Film, edebi çalışma ölçü birimi 

12:爱情  A  àiqíng  Aşk 

13:故事  A  gùshi  Hika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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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感人  S  gǎnrãn  Etkileyici 

15:座位  A  zuîwâi  Oturacak yer 

16:排  A  pái  Sıra, satır 

17:西边  A  xībian  Batı yönü 

18:打的    dǎdī  Taksi 

19:见  F  jiàn  Görmek, görüşmek 

20:长安大戏院 A    Cháng ān Dà Xìyuàn   Changan Tiyatrosu 

         戏院 A  xìyuàn  Tiyatro 

21:梦  A  mâng  Rüya 

         做梦 F  zuîmâng  Rüya görmek    

 

（二） 
 

阿赫迈特 :你觉得越剧《红楼梦》怎么样？ 

爱谢  :我从来没有看过这么感人的戏。两个主角演

得好极了。我觉得越剧的音乐特别优美，越

剧的风格跟京剧很不一样。 

阿赫迈特  :你说得很对。你可能还不知道，很早以前京

剧里没有女演员，都是男演员演女角色。越

剧跟京剧不同，以前没有男演员，让女演员

演男角色。所以越剧的风格跟京剧很不一

样。 

爱谢  :听说中国地方戏的种类很多，每个地方都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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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赫迈特  :是啊，每种地方戏都有自己的风格，每个地方的人都习惯看自己的

地方戏。但是京剧是全中国的，喜欢京剧的人特别多。 

爱谢  :中国京剧团两年以前到英国访问过，我跟爸爸妈妈一起去看过一

次。他们都觉得京剧很美。 

阿赫迈特  :很多外国朋友都喜欢中国京剧，一些外国留学生还到北京来学京

剧。现在他们有的人会唱京剧，有的人还会演京剧。 

爱谢  :我有一个朋友，也是土耳其留学生，他就会演京剧。 

阿赫迈特  :我还从来没听过外国留学生唱越剧。你这么喜欢越剧的音乐，应该

学一学越剧。 

爱谢  :我虽然喜欢越剧音乐，可是我觉得唱越剧太难了。 

阿赫迈特 :你的嗓子很好。你可以先多听听，再学唱。 

 

生词: 

1:从来  Z  cïnglái  Daima 

2:这么    zhâme  Böyle, böylece 

3:主角  A  zhǔjuã  Aktör, aktris 

4: 特别  Z  tâbiã  Özel 

5:优美  S  yōuměi  Güzel, dikkat çekici 

6:风格  A  fēnggã  Stil, tarz 

7:以前  A  yǐqián  Önce, önceden 

8:演员  A  yǎnyuán  Sanatçı, aktör, aktris 

9:角色  A  juãsã  Rol, karakter 

10:种类  A  zhǒnglâi  Tür, şek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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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种  A  zhǒng  Tür 

11:地方  A  dìfang  Yer 

12:访问  F  fǎngwân  Ziyaret etmek 

13:有的    yǒude  Bazı 

14:难  S  nán  Zor 

 

补充生词 

1:研究  F  yánjiū  Çalışmak, araştırmak 

2:顿  Ö.B  dùn  Yemeklerin ölçü birimi 

3:便饭  A  biànfàn  Basit yemek 

4:太太  A  tàitai  Eş ( bayan ) 

5:不怎么样   bù zěnmeyàng Aynı,farklı değil 

6:悲伤  S  bēishāng  Üzgün 

7:贾宝玉  A  Jiǎ Bǎoyù Ünlü bir karakter 

8:聪明  S  cōngming Zeki, akıllı 

9:林黛玉  A  Lín Dàiyù Ünlü bir karakter 

10:诗  A  shī  Şiir 

11:相爱  F  xiāngài  Âşık olmak 

12:结婚  F  jiãhūn  Evlenmek 

13:骗  F  piàn  Kandırmak 

14:烧  F  shāo  Yanmak 

15:哭  F  kū  Ağlam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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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死  F  sǐ  Ölmek 

17:回忆  F  huíyì  Anmak, hatırlamak 

18:离开  F  líkāi  Ayrılmak ( bir yerden ) 

 

 

1:语法 

  

 

Guo cümlesi `过`句造法。 

 

 

2:会话练习 Anahtar Cümleler: 

你周末有空吗？  Hafta sonu boş musun?  

我跟他约了时间。  Onunla randevulaştım. 

我搬家了、新地址告诉你。  Evimizi taşıdık sana adresimi söyleyeyim.  

你看过话剧没有？  Hiç tiyatro oyunu izledin mi? 

 来学校以后、我听过两次音乐会、  Okula geldikten sonra iki konser dinledim,  

看过一次话剧。  bir de oyun izledim.    

我从来没有看过这么感人的戏。  Hiç bu kadar etkileyici bir oyun izlememiştim. 

我觉得这个电影里的爱情故事非常感人。  Bence filmdeki aşk hikâyesi çok acıklı. 

我虽然看过话剧、可是我觉得唱话局非常难。 Opera izlesem de söyleyebileceğimi 

sanmıyorum. 

主语 副词 动词 过 宾语 没有 

他 

阿里 

我 

他 

你 

你 

 

在欧洲 

              没有 

    从来   没有 

 

以前 

看 

学 

开 

用 

唱 

去 

过

过

过

过

过

过 

 

话剧 

中国画 

车。 

电脑 

歌 

博物馆 

 

 

 

 

没有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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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想不想再看话剧吗？  Tekrar oyun izlemek ister misin? 

这部话剧比那个好呢！  Bu oyun diğerinden daha güzel. 

3：练习: Alıştırmalar 

A:看图说话 

 

   他看过这本书没有？   他锻炼过没有？ 

他…………………….   他……………………. 

他看过几遍？    他锻炼过多长时间？ 

 …………………….                      ……………………. 

                     

她去过看越剧没有？   他吃过药没有？ 

她…………………….   他…………………….  

她去过几次？    他吃过药几天？ 

 

                        她…………………….            …………………….  

B:读下边的短语 

1: 桌子上  书上          本子上   电影上  名片上 

    光盘上  报上  你填的表上 课本上  楼上  

2: 没有来过 没有去过 没有看过 没有买过 没有吃过 

没有开过 没有听过 没有参加过 没有写过 没有记过 

从来没听说过  从来没进去过 从来没开门过  从来没参加过 

从来没打扫过  从来没看过足球赛  从来没有穿过衬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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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这么忙 这么难  这么容易 这么远  这么近 

这么慢 这么快  这么新  这么老  这么念经  

这么喜欢 这么可爱 这么漂亮 这么爱 

4:  特别好 特别喜欢 特别爱  特别便宜 特别贵 

特别好看 特别漂亮 特别容易 特别难  特别想 

特别想 特别还记  特别习惯 特别放心 特别干净 

5:  有的人 有的朋友 有的学生 有的同学 有的本子 

     有的书 有的文章 有的专业 有的公司 有的国家 

     有的地方 有的衣服 有的颜色 有的课文 有的时候 

     有的电脑 有的课  有的学院 有的土耳其菜 

6:  听过一次  开过一次玩笑  去过一次安卡拉   

换过一次土耳其里拉   看过一遍 念过一遍文章   

写过一遍汉字   听过一遍生词 

 

C: 句型替换 

 

1:  你  看  过  京剧  吗？ 

     我看过京剧。 

 你是在哪儿看过盘京剧的？ 

  我是在  北京  看京剧的。 

        学                汉语                    中国 

        听                土耳其民歌        安卡拉 

        吃                中国菜                上海 

        喝                 土耳其咖啡       阿里的家 

        看                 书                       图书馆 

        买                 裤子                   爱谢的商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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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你  去  过  长安  没有？ 

    我没去过，我很想去。 

 

 

3:  这 课  汉字  你  写  过几遍了？ 

     我写过两遍了，我要再写一遍。 

 

 

D: 画字练习 

过                

越                

剧                

团                

演                

遍                

爱                

情                

梦                

特                

       学                        汉语 

       看                        这个电影 

       做                        作业 

       用                        他的词典 

      看                         这本书 

         本                 小说               看 

         个                 音乐               听 

         篇                 课文               念 

         部                 电影               看 

         种                  菜                  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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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                

聪                

明                

诗                

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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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课   9 
 

 

 

 

 

 

 

 

 

 

 

 

 

 

 

  

        我们爬上长城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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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课  我们爬上长城来了 
 

 

 

 

 

 

 

 

 

（一） 
 

月老师  :要放假了，同学们有什么打算？ 

爱谢  :有的同学去旅行，有的同学回家。 

月老师  :小兰，你呢？ 

王小兰  :我打算先去泰山，再回家看我爸爸妈妈。爱谢，你去过泰山没有？ 

爱谢  :泰山我去过一次了。这次我想去海南岛旅行。 

王小兰  :你跟阿赫迈特一起去吧？ 

爱谢  :是啊，去海南岛旅行就是他提出来的。 

王小兰  :你们坐飞机去还是坐火车去？ 

爱谢  :坐飞机去。机票已经买好了。阿里呢？去不去泰山？ 

王小兰  :去。他说他要从山下爬上去，再从山顶走下来。他还说，先爬泰

山，再去参观孔子教书的地方。 

爱谢  :对了，哈山想去哪儿？ 

王小兰  :小燕子建议哈山也去海南岛。她说现在那儿天气好，气温合适，能

去游泳，还可以看优美的景色。现在北京是冬天，可是在海南岛还可

以过夏天的生活，多有意思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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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谢  :小燕子是导游小姐，旅行的事儿她知道得很多，应该听她的。哈山

可以跟我们一起去。 

王小兰  :哈山还建议放假以前咱们一起去长城。月老师，您能不能跟我们一

起去？ 

月老师  :行。我很愿意跟你们一起去爬一次长城。 

 

生词: 

1:爬   F   pá   Tırmanmak 

2:放假   F  fàngjià   Tatile çıkmak 

       假  A   jià   Tatil, seyahat 

3:打算   F /A   dǎsuan   Plan, Planlamak 

4:提  F   tí   Kaldırmak 

5:飞机  A   fēijī   Uçak 

        飞  F   fēi   Uçmak 

        机  A   jī   Uçak, Makine 

6:山  A   shān   Tepe, dağ 

7:顶  A   dǐng   Tepe, uç nokta 

8:教书   F   jiāoshū   Öğretmek, ders vermek 

9:建议   F /A  jiànyì    Öneri, Öneride bulunmak 

10:气温  A   qìwēn   Hava durumu 

11:景色  A   jǐngsè   Manzara, Görüş açısı 

         景  A   jǐng   Manza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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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色  A   sâ   Manzara 

12:游泳   F   yïuyǒng   Yüzmek 

13:冬天   A   dōngtiān  Kış 

14:夏天  A   Xiàtiān   Yaz 

15:导游  A   dǎoyïu   Tur rehberi 

        导  F   dǎo   Rehberlik etmek 

        游  F   yïu   Seyahat etmek 

16:行  F   xíng   Tamam 

17:长城  A   Chángchãng  Çin seddi 

18:泰山  A   Tàishān   Taishang dağı 

19:海南岛 A   Hǎinán  Dǎo  Hai nan Adası 

20:孔子  A   Kǒngzǐ   Konfüçyüs 

21:小燕子 A   Xiǎo  Yànzi  Tur rehberinin ismi  

 

（二） 
 

王小兰  :月老师、爱谢，加油！快上来！ 

月老师  :阿里、哈山他们呢？ 

王小兰  :他们已经爬上去了。咱们也快 

  要到山顶了。 

月老师  :别着急。我觉得有点儿累，爱谢 

也累了，咱们就坐下来休息一会儿吧。先喝点儿水再往上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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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谢  :这儿的景色多美啊！长城好像一条龙。看，下边都是山，火车从山

里开出来了。我要多拍些照片寄回家去。 

王小兰  :你来过这儿吗？ 

爱谢  :来过。是秋天来的。那时候长城的景色跟现在很不一样。 

王小兰  :是啊。现在是冬天，今天还是阴天，要下雪了。 

爱谢  :在长城上看下雪，太美了。 

月老师  :今天这儿的气温是零下十度。可是你们知道吗？广州今天是零上二

十度。 

爱谢  :中国真大。北方还是这么冷的冬天，可是春天已经到了南方。你们

看，阿里怎么走下来了？ 

阿里  :喔，你们怎么还没上来？要帮忙吗？ 

王小兰  :不用。你不用跑过来，我们自己能上去。月老师，您休息好了吗？ 

月老师  :休息好了。小兰，你帮我站起来…‥ 

爱谢  :啊！我们爬上长城来了！ 

 

生词: 

1: 加油   F   jiāyïu   Hadi 

        加   F   jiā   Eklemek 

2:累  F   lâi   Yorulmak 

3:条  Ö. B.  Tiáo   Uzun nesneler için 

4:龙  A   lïng  Ejderha  

5:拍  F   pāi   (Fotoğraf) çekmek 

6:秋天  A   qiūtiān   Sonbah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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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阴天  A   yīntiān    Bulutlu, kapalı gün  

8:下雪  F   xiàxuě    Kar yağması 

       雪  A   xuě    Kar 

9:零下  A   língxià    Sıfırın altında 

10:度  Ö. B.  dù    Derece 

11:北方  A   běifāng    Kuzey yönü 

12:春天  A   chūntiān    İlk bahar 

13:帮忙  F   bāngmáng   Yardım etmek 

         帮  F   bāng    Yardım etmek 

14:站  F   zhàn    Durak 

15:起  F   qǐ    Kalkmak, yükselmek 

16:广州  A   Guǎngzhōu   Guang Zhou 

补充生词 

 

1: 天气预报 A   tiānqì yùbào   Hava durumu haberleri 

2:晴天  A   qǐngtiān    Güneşli gün 

3:中国民航 A   Zhōngguó  Mínháng  Çin Halk Bankası 

4:起飞  F   qǐfēi    Havalanmak 

5:停车场  A   tíngchēchǎng   Otopark 

6:菜单  A   càidān    Menü 

7:渴  F   kē    Susamak 

8: 熊  A   xiïng    Ay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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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害怕  F   hàipà    Korkmak 

10:棵  Ö. B.  kē    Ağaç, bitki ölçü birimi 

11:树  F   shù    Ağaç 

12:死  F   sǐ    Ölmek 

13:装  F   zhuāng    Kurmak 

14:动  F   dîng    Kıpırdamak, hareket etmek 

15:危险  S   wēixiǎn    Tehlikeli 

 

 

1:语法 

 

 

了`句造法。 

 

 

Yön bildiren tümleçler 常用趋向补语 

 上 下 进 出 回 过 起 

来 上来 下来 进来 出来 回来 过来 起来 

去 

 

上去 

 

下去 

 

进去 

 

出去 

 

回去 

 

过去 

 

 

 

 

 

主语 副词 要 V/A 宾语 了 

 

天气 

他们 

我们 

 

 

明天    就 

要 

要 

要 

要 

开学 

        热 

去 

到 

 

 

商店 

车站 

了 

了 

了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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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会话练习 Anahtar Cümleler: 

要放假了。  Tatile gireceğiz.  

我打算先去看我奶奶、再回家看我爸爸妈妈。 

Önce babaannemi sonra annemle babamı görmeyi planlıyorum. 

你有什么打算？  Ne planların var?  

我要去安塔丽娅呢。  Antalya’ya gideceğim. 

你去过伊斯坦布尔吗？  İstanbul’a gitmiş miydin?  

那就是我的梦想。  O benim hayalim.  

我们快要到家了。  Eve varmak üzereyiz.  

你跟谁一起去？   Kiminle birlikte  gidiyorsun? 

 他还有别的建议吗？  Onun başka bir önerisi mi var?  

这里的风景多美啊！  Burada manzara çok güzel.  

我要多排些照片寄回家去。  Biraz fotoğraf çekip eve göndermek istiyorum.  

车票已经买好了。  Otobüs biletimi çoktan aldım.  

我觉得有一点累、你也累的话、咱们坐下来休息吧。 

Ben biraz yoruldum, sen de yorulduysan oturup dinlenelim.   

有的学生去看比赛、有的回家了。  Bazı öğrenciler maç izlemeye bazıları eve gitti.  

今天天气很好。明天要热了。  Bugün hava pek güzel, yarın sıcak olacakmış.  

他们明天就要去商店了。  Yarın mağazaya gidecekler.  

我们快要到车站了。  Durağa gelmek üzereyiz.  

请进来  Lütfen içeri gir. 

我们出去  Dışarı çıkalım. 

他回来了吗？  Geri geldi 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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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练习: Alıştırmalar 

A:看图说话 

 

   ( 到) 

        新年 快要 到 了 

 

 

 

         （ 下雨 ） 

         ………………………………. 

 

 

               （生病） 

 ………………………………. 

 

 

 

             ( 死 ) 

 ………………………………. 

 

 

 

               （睡觉）  

 ………………………………. 

 

 

 

 

  （ 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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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读下边的短语 

1:  有一个打算  有什么打算 说你的打算 打算做什么 

     打算安卡拉  打算来北京 打算爬山 打算踢足球 

     打算看朋友  打算练习  打算打扫 

2:  建议去打工  建议多练习 建议停音乐 建议去看京剧 

    提建议  有一个建议 新建议  合适的建议 

3:  写好汉字  看好文章  复习好课文 借好书 

     拍好照片  填好表  组好房子 打扫好家 

     看好书  画好画儿  办好他的问题 打好电话 

4:  多好啊 多漂亮啊 多贵啊  多便宜啊 多热啊 

     多难啊 多容易啊 多快啊  多慢啊  多累啊 

     多高啊 多远啊  多近啊  多高兴啊  

5:  要开学了 要下雨了 快要哭了 要睡觉了 要看他了 

     要累了 快要到了 要考试了 要过新年了 要上课了 

     快要开门了 快要爬山了 要听他的话了 

 

 

C: 句型替换 

 

 

1:  现在几点？ 

     九点二十五分。 

     要 上课 了，快走吧。 

     等一下，我就来。 

 

 

       9:00              出发 

       10:15            上车 

       12:30           吃饭 

       01:20            去锻炼 

       3:40               踢足球 

       5:10               喝咖啡 

       7:45               看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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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谁从 长城上   走下来 了。 

     阿里从长城上走下来了 

 

 

 

 

3:  阿里  他们呢？ 

     他们  爬上  山去了 

 

 

 

 

 

4:  机票  已经  买 好了吗？ 

     还没有买好呢。 

     买机票多 难 啊。 

 

 

 

 

 

 

5:  旅行的事儿  他 知道  得  多  不

多？ 

     旅行的事儿他 知道得不多。 

 

 

 

 

        山下                 爬上来 

        楼里                 走出来 

        外边                  跑进来 

        前面                  走出来  

         爱谢                    走进                   饭馆 

         你朋友                跑下                   楼 

         你同学                住进                   宿舍楼 

          你妈妈                走回                  家  

     课文                 复习               不容易  

     客厅                 打扫                累 

      文章                 写                    难 

      饭                     做                     累 

     作业                  做                     难 

          土耳其语语法            考                   好 

          生活口语                      说                  流利 

          学过的汉子                  写                  漂亮 

          老师的问题                  回答              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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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画字练习 

爬                   

算                   

建                   

议                   

游                   

泳                   

加                   

油                   

冬                   

夏                   

秋                   

春                   

  站                   

帮                   

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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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课   10 
 

 

 

 

 

 

 

 

 

 

 

 

 

 

 

  

 

 你舅妈也开始用电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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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课  你舅妈也开始用电脑了 
 

 

 

 

 

 

 

 
 

 

（一） 
 

阿里  :小兰，火车快到了吧？ 

王小兰  :从上海到北京的Ｔ23 次八点四十分到，现在八点半，快到了。 

阿里  :你舅舅是农民吗？ 

王小兰  :是。他过去是上海郊区的农民，现在当蔬菜公司的经理了。 

阿里  :他来过北京吗？ 

王小兰   :他来过两次，可是我都不在。上次他来的时候，我正在南方旅行

呢。 

阿里  :看，那个人正在问路呢。我们过去看看，那是不是你舅舅。 

王小兰  :好像是吧。我十年以前见过他，这十年变化很大。不但他不认识我

了，而且我也可能不认识他了。 

阿里  :可不。那时候你还是个小孩，现在是大姑娘了。 

王小兰  :是啊，我舅舅也老了。那个人在看地图吗？ 

阿里  :他没在看地图，他好像在看照片。他向我们走过来了。 

王小兰  :他很像我舅舅。不错，是我舅舅。舅舅，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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舅舅  :小兰！十年不见，你是大学生了。你今年上几年级了？ 

王小兰  :上大学三年级了。 

舅舅  :有男朋友了吗？ 

王小兰  :舅舅，这是我同学阿里。他是土耳其留学生。 

阿里  :您好，路上辛苦了。快要下雨了，请上车吧！ 

 

生词: 

1:舅妈  A   jiùmā   Amcanın eşi 

2:舅舅   A   jiǔjiu   Amca 

3:农民  A   nïngmín  Çiftçi 

4:当  F   dāng   Olarak, olmak 

5:蔬菜  A   shūcài   Sebze 

       菜  A   cài   Yiyecek 

6:正在  Zarf   zhângzài  Şuan, şuanda 

       在  Zarf   zài   -de, -da, bulunma hali 

7:问路  F   wânlù   Yol,yön sormak 

8:变化  A   biànhuà   Değişiklik 

9:不但  B   búdàn   Sadece değil 

10:而且  B   ãrqiě   Ayrıca, daha başka 

11:可不    kěbù   Tamda 

12:小孩  A   xiǎoháir   Çocuk 

13:地图  A   dìtú   Harita 

14:向     xiàng   -e doğr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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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像  F   xiàng   Benzemek 

16:上  F   shàng   Üstünde 

17:年级   A   niánjí   Derece,sınıf 

18:大学  A   dàxuã   Üniversite 

19:辛苦  S   xīnkǔ   Zor, zahmetli 

20:下雨  F   xiàyǔ   Yağmur yağması 

         雨  A   yǔ   Yağmur 

 

（二） 
 

王小兰  :舅妈呢？怎么没有来？她说过要跟您一起来北京。 

舅舅  :你舅妈在种温室蔬菜呢。她现在很忙，这次不来了。 

王小兰  :现在你们种蔬菜的收入，怎么样？ 

舅舅  :我们种温室蔬菜，收入比以前好多了。 

王小兰  :家裹的生活怎么样？ 

舅舅  :生活还可以。前年我们盖了一座两层的小楼，去年还买了一辆汽

车。现在我们去别的城市也方便了。 

阿里  :您的生活水平比城里人的还高。 

舅舅  :我们村吃的、穿的、住的都不比城里差。问题是我们农民的文化水

平还比城里人的低一些。 

王小兰  :现在农民没有文化真不行。 

舅舅  :你说得很对，农民也都要学习新技术。温室蔬菜是用电脑管理的。

你舅妈也开始用电脑了。 

王小兰  :今年我一定要去看看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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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词: 

1: 种   F   zhîng   Ekmek, yetiştirmek 

2:温室  A   wēnshì   Botanik 

       温  S   wēn   Sıcak 

3:收入  A   shōurù   Gelir, kazanç 

       收  F   shōu   Almak, ulaşmak 

       入  F   rù   İçeri girmek 

4:前年  A   qiánnián  Önceki yıl 

5:盖  F   gài   İnşa etmek 

6:座  Ö. B.  zuî   Dağ, bina vs ölçü birimi 

7:辆  Ö. B.  Liàng   Araçların ölçü birimi 

8:城市  A   chãngshì  Şehir 

      城  A   chãng   Şehir 

9:方便  S   fāngbiàn  Uygun 

10:村  A   cūn   Köy 

11:文化  A   wãnhuà   Kültür 

12:低  S   dī   Düşük seviye, alt 

13:技术  A   jìshù   Teknoloji 

14:管理  F   guǎnlǐ   Yönetme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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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生词 

1:暖和  S   nuǎnhuo  Sıcak  

2:凉快  S   liángkuai  Soğuk 

3:机场  A   jīchǎng   Hava alanı 

4:接人  F   jiērãn   Birini bir yerden almak,karşılamak 

5:行李  A   xíngli   Valiz 

6:箱子  A   xiāngzi   Kutu 

7:一路平安   yílù  píng ān  İyi yolculuklar 

8:停  F   tíng   Durmak 

9:爱人  A   àirãn   Karı yada koca, eş 

10:士兵  A   shìbīng   Asker 

11:将军  A   jiāngjūn   General 

12:站岗  F  zhànggǎng  Nöbet tutmak 

13:冻  F   dîng   Donmak 

14:发抖  F   fādǒu   Sallanmak, titremek 

15:生火  F   shēnghuǒ  Ateş yakmak 

16:正常  S   zhângcháng  Normal 

17:声  A   shēng   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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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语法 

 

 

动作的进行 

 

 

2:会话练习 Anahtar Cümleler: 

我奶奶老了   Babaannem yaşlandı. 

他现在当蔬菜公司的经理  O şu anda sebze firmasında müdür. 

我爷爷都开始用电脑了  Dedem bile bilgisayar kullanmaya başladı.  

最近安卡拉变化很大   Ankara son yıllarda çok değişti.  

你是高中学生、今年几年级了？   Ortaöğretim öğrencisisin, bu yıl kaçıncı 

sınıftasın? 

看、那个人正在问路呢.   Şu adam şu anda yol soruyor. 

我们正在学汉语了  Şu anda Çince öğreniyoruz. 

他正在说话呢、   O şuanda konuşuyor. 

她正在看比赛、  O şuanda maç izliyor 

他们正在路上、正在回家呢。  Onlar şuanda yoldalar, eve dönüyorlar. 

你舅妈在种温室蔬菜吗？  Amcanın hanımı seracılık mı yapıyor?   

你爸爸还在看电视吗？  Baban hâlâ televizyon mu izliyor? 

你的同学正在做什么？  Arkadaşınız şu anda ne yapıyor? 

他在画画还是谈话呢？    Şuanda resim mi yapıyor, sohbet mi ediyor? 

名词 副词 动词 宾语 “呢” 

他 

我 

阿里 

伟里 

            在 

            在 

        正在 

        正在 

做 

写 

念 

看 

什么？ 

汉字 

课文 

电影 

 

呢 

呢 

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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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练习: Alıştırmalar 

A:看图说话 

 

 

 以前他很忙，现在他………………………… 

 

 

 

 

 

 

 

 昨天他们在家， 现在他们………………………… 

 

 

 

 

 

 

 

 以前他工作在飞机场，现在他………………………… 

 

 

 

 

 

 

 

 以前他们没有机会去长城，现在他们…………………… 

 

 

 

B:读下边的短语 

1:  当公司经理  当老师  当办公室工作人员 当教授 

     当医生 当服务员 当画家  当作家   当记者 

2:  从土耳其到中国 从我的家到你的家 从我们这儿到你们那儿 

     从安卡拉到伊斯坦布尔  从汉语系到英语系 从银行到邮局 

     从安卡拉大学到飞机场  从东边到南边  从八点到十二点 

     从夏天到秋天  从昨天到明天  从前年到去年 从昨天到今天 

     从上午到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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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学了  老了  热了  搞了  唱了 

     累了  买了  走了  对了  错了 

     丢了  赢了  输了  上大学了 当教授了 

      租新房子了 告诉了  上三年级了 有女朋友了 有孩子了 

      有变化了 有电脑了 有汉语课了 

4:  在说  在想  在用  在看  在找 

     在打电话 在打扫房子 在写呢  在画呢  在上课呢 

正在念呢 正在游泳呢 正在爬山呢 正在骑自行车 正在开车呢 

 

C: 句型替换 

 

 

1: 现在是 冬天。 

    是啊，天气 冷 了。 

 

 

 

2: 已经三点了，怎么还不 开始 呢？ 

我们在等爱谢呢。 

 她 有事儿，今天不 来 了 

 

 

3:  他正在做什么？ 

     他正在  看电影。 

     他跟谁一起看电影 

     他跟 他的朋友 一起看电影 

 

           夏天                   热 

           八月                   热 

           秋天                   刮风 

           春天                   暖和  

           一月                    冷 

出发                 病了                 去 

开车                 有点儿累        去参观 

比赛                  去看父母        能来参观 

         看足球赛             他同学 

         听音乐                 他的女朋友 

         游泳                      教练 

         拍照片                  他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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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你们下午从几点到几点上课？ 

     我们从两点到四点上课。 

 

 

D: 画字练习 

舅                    

农                    

民                    

蔬                    

菜                    

辛                    

苦                    

温                    

室                    

盖                    

城                    

市                    

暖                    

箱                    

正                    

 

 办公            1:00                   5:00 

  锻炼           12:30                 13:30 

  参观           14:40                 16:20 

  赛球           20:00                  2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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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课   11 
 

 

 

 

 

 

 

 

 

 

 

 

 

 

 

  

 

司机开着车送我们到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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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课  司机开着车送我们到医院 

 

 

 

 

 

 

（一） 

 

王小兰  : 阿赫迈特，你来帮我们一下，好吗？ 

阿赫迈特 :你们怎么了？现在你在哪儿？ 

王小兰  :爱谢被撞伤了，正在第三医院检查呢。 

阿赫迈特 :她伤了哪儿了？伤得重吗？ 

王小兰  :还没有检查完呢。你带点儿钱来。 

阿赫迈特 :好的，你们等着，我马上就来。 

(在第三医院) 

阿赫迈特 : 爱谢 ，你怎么样？伤得重不重？ 

爱谢  :伤得不太重。我的胳膊被撞伤了，右腿也有点儿疼。 

阿赫迈特 :你是怎么被撞伤的？ 

爱谢  :怎么说呢？下午我和小云看完电影，骑着自行车回学院。我们说

着、笑着，往右拐的时候没有注意，撞到了车上。那辆车停在路(旁)

边，司机正在从车上拿东西。 

阿赫迈特 :你们是怎么到医院来的？ 

爱谢  :那位司机看到我被撞伤了，就马上开着车送我们到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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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赫迈特 :那位司机真不错。 

爱谢   :我们带的钱不多，医药费都是他帮我们交的。他还给了我一张名

片。 

阿赫迈特  :真应该谢谢那位司机，明天我去把钱还他。刚才我还以为你被汽车

撞了。 

爱谢  :还好，汽车被我撞了。如果我被汽车撞了，就糟糕了。 

 

生词: 

1:着  Zarf   zhe   -erek, -arak  

2:送  F   sòng    götürmek 

3:被  Edat   bâi    tarafından 

4:撞  F   zhuàng    Devirmek, çarpışmak 

5:伤  F   shāng    Yaralanmak 

6:第    dì    -incı, -ıncı 

7:检查  F   jiǎnchá    Muayene olmak 

8:重  S   zhòng    Ağır, ciddi 

9:完  F   wán    Bitirmek 

10:马上  Zamir   mǎshàng   Hemen 

11:胳膊  A   gēbo    Kol 

12:腿  A   tuǐ    Bacak 

13:骑  F   qí    (Bisiklet) sürmek, binmek 

14:自行车 A   zìxíngchē   Bisiklet 

15:笑  F   xiào    Gülme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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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注意  F   zhùyì    Dikkat etmek 

17:停  F   tíng    Beklemek, durmak 

18:医药费 A   yī yào fèi   Tıbbi gider 

19:以为  F   yǐwãi    Sanmak, zannetmek 

20:如果  B   rúguǒ    Eğer 

 

（二） 

陆雨平  :哈山 ，爱谢宿舍的门开着，她躺着看电视呢。 

爱谢  :啊，陆雨平、哈山 ，快进来。 

哈山   : 爱谢，你怎么样？好点儿了吗？ 

爱谢  :好多了。你们这么忙，还带着花儿来看我，谢谢

你们。这束花儿真漂亮，放在桌子上吧。 

哈山   :检查的结果怎么样？ 

爱谢  :医生说没有大的问题，他让我躺在床上休息休息。哈山，你把电视

关了吧，咱们说会儿话。 

陆雨平  :现在胳膊还疼不疼？ 

爱谢  :不疼了。可是胳膊这么弯着，写字很不方便。上星期我汉字没有考

好，现在又撞伤了胳膊，真倒楣！这两天都是坏消息。 

哈山  :别着急，我有一个好消息。 

爱谢  :什么好消息？ 

哈山   :上星期六晚上，我的自行车被小偷偷走了。 

爱谢  :自行车被偷了，这是什么好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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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山   :你听着，来你这儿以前，派出所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让我去一下。 

爱谢  :你去派出所做什么？ 

哈山   :小偷被抓到了，我丢的车也找到了，现在在派出所呢。你说，这是

不是好消息？ 

林娜  :是个好消息。 

陆雨平  :真应该祝贺你！ 

 

生词: 

1: 躺  F   tǎng   Uzanmak 

2:电视  A   diànshì   TV 

      视  F   shì   Bakmak 

3:束  Ö. B.  shù   Buket( Çiçek ) 

4:放  F   fàng   Koymak 

5:桌子  A   zhuōzi   Masa 

6:结果  A   jiãguǒ   Sonuç 

7:关  F   guān   Kapatmak 

8:湾  F   wān   Bükmek, eğmek 

9:倒霉  S   dǎomãi   Kötü şans 

10:坏  S   huài   Bozulmak 

11:消息  A   xiāoxi   Haber 

12:小偷  A   xiǎotōu   Hırsız 

        偷  F   tōu   Çalmak 

13:派出所 A   pàichūsuǒ  Polis merkez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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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抓  F   zhuā   Yakalamak, ele geçirmek 

15:丢  F   diū   Kaybetmek 

补充生词 

1: 型号  A   xínghào   Model, tarz 

2:补  F   bǔ   İyileştirmek, yama 

3:信用卡  A   xìnyòngkǎ  Kredi kartı 

4:挂失  F   guàshī   Kayıp eşyaları rapor etmek 

5:项链  A   xiàngliàn  Kolye 

6:警车  A   jǐngchē   Polis arabası 

7:手机  A   shǒubiǎo  Kol saati 

8:突然  S   tūrán   Aniden 

9:刀   A   dāo   Bıçak 

10:警察  A   jǐngchá   Polis 

11:吓  F   xià   Korkutmak 

12:手  A   shǒu   El 

13:掉  F   diào   Düşürmek 

14:地上  A   dìshang   Yer, ze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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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语法 

 

 

  被`字句  “bei” edilgen yapısı 

 

 

 

2:会话练习 Anahtar Cümleler: 

他房间的门开着、他躺着看电视.  Odasının kapısı açık, yatağa uzanmış televizyon 

seyrediyor. 

你们整天说着、笑着。 Bütün gün sohbet edip gülüşüyorsunuz.  

我和我朋友奇着自行车回家。 Ben ve arkadaşım bisikletle eve döndük. 

我的胳膊被撞伤了。 Kolum çarpmadan dolayı incindi. 

我的自行车被小偷偷走了。 Bisikletim hırsızlarca çalındı. 

小偷被抓到了。 Hırsız yakalandı.  

大夫让我在床上躺着休息。 Doktor beni yatağa yatırtıp dinlendirdi. 

他没有死、还活着呢。 Ölmedi, hâlâ hayatta. 

 

 

 

 被 名词 动词  

他 

词典 

衣服 

被 

被 

被 

小偷 

我同学 

他 

偷 

借 

带 

 

走了 

去了 

走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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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练习: Alıştırmalar 

A:看图说话 

 

 

   

 

 

 ( 着 )       （着） 

…………………………..     ………………………….. 

 

   

 

 

 

 

 

 

             （ 被）            （ 被） 

…………………………..     ………………………….. 

 

 

 

 

 

 

 

 

         （ 被）               （ 被） 

…………………………..     ………………………….. 

 

 



124 

 

 

B:读下边的短语 

1:听着  写着   笑着  用着  想着 

   放着  等着   注意着  变化着  发展着 

  说着话   排着队  打着电话 踢着足球 开着车 

  开门着  电视开着 车停着  坐着说话 躺着休 

  看着课文回答问题  

2: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一天  第十二课 第四遍  

  第一部电影  第一本小说 第二语言 第一外语 第一件事儿 

3: 到学校去 到书店去 到饭馆去 到长城去 到城里去 

    到北方去 到他的家去 到你们那儿来 

4:  看到山 见到阿里 拿到他的书 买到中药 找到东西 

    租到房子 翻译到晚上 上到四年级 送到医院 学习到第二课 

5:  打完电话 喝完咖啡 复习完生词 对打完问题 写完课文 

检查完身体 办完借书证 办完事儿 拍坏了照片 穿坏了衣服 

用坏了乐器 

C: 句型替换 

 

 

1: 他 拿 着什么？ 

   他拿着照相机。 

 

 

 

 

2: 宿舍的门开着没有？ 

    宿舍的门没开着，我把它关了。 

 

 

 

           穿                 一件新衣服 

           洗                  衣服 

           吃                  饺子 

           带                  书和本子 

       汽车的门 

       卫生间的门 

       办公室的电脑 

       客厅的电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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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你的  自行车  在吗？ 

   不在，我的自行车被我同学 借走 了。 

 

 

 

 

 

4:它们 听 到 这个信息 没有？ 

    它们听到这个信息了。 

 

 

 

D: 画字练习 

着                

被                

送                

撞                

重                

腿                

马                

笑                

躺                

       照相机            拿去 

       练习课本         拿错 

       汽车                开走 

       词典                 丢  

      复习                  第二十三课 

      买                       那套西服 

      见                       那位演员 

      拍                      长城的景色 

      爬                        山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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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                

视                

束                

湾                

偷                

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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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课   12 
 

 

 

 

 

 

 

 

 

 

 

 

 

 

 

  

 

  你快要成“中国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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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课  你快要成“中国通”了 

 

 

 

 

 

 

 

 

 

阿赫迈特  : 爱谢，你来中国己经快一年了吧。你不但学习了汉语，而且还认识

了很多中国朋友，中国的情况又知道得不少，你快要成“中国通”

了。 

爱谢  :哪里，哪里，“中国通”真不敢当，还差得远呢。说实在的，我越来

越喜欢中国文化了。中国从南到北，从东到西，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

特点。 

阿赫迈特  :历史博物馆正在举办“2002—中国”展览，那儿有很多图片，有的是

我们见过的，有的是我们没见过的。你对中国文化这么感兴趣，我建

议你去看看。 

爱谢   :好极了，我一定去。今天我们有一个结业聚会，阿里他们快要来

了。你把这个消息告诉他们，我想他们也一定会非常感兴趣。 

阿赫迈特  :好啊。爱谢，你还记得吗？刚来的时候，你说过，如果每天都让你

吃中餐，你就会饿死。现在你不但喜欢吃中餐，而且还学会了做中国

菜。 

爱谢  :可不，现在如果一天不吃中餐，我就会觉得有点儿不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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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哈山进宿舍) 

 

哈山  :你们在聊什么呢？去哪儿吃中餐？我也去。 

阿赫迈特 :我们在说，你们这些老外快成“中国通”了。阿里当然就不用说了。 

阿里  :因为我妈妈是中国人，所以我早就有点儿中国化了。爱谢爱穿旗

袍，爱吃中国菜，还喜欢看越剧、听中国民乐，好像也有点儿中国化

了。 

爱谢  :我是到北京以后才开始中国化的。 

哈山  :我看这很容易，像有的留学生那样，找个中国姑娘做妻子。你找个

长得帅的中国小伙子做丈夫，每天在一起生活，就可以中国化了。 

爱谢  :别开玩笑。说真的，我现在觉得汉语语法不太难，可是汉字很难。 

哈山  :声调也不容易，我常常说错。 

阿赫迈特  :你们在中国才学习了一年，汉语水平就提高得这么快，主要是因为

你们学习都很努力。 

阿里  :这儿的老师教得特别认真，朋友们对我们也非常热情，常常帮助我

们学汉语，所以我们进步很快。 

爱谢  :一年的学习时间太短了。我虽然已经能听懂中国人说的一些话，可

是自己说汉语还说得不太流利，明年我还要来中国学习。 

哈山  : 爱谢，老师和同学们都在等着我们呢，我们走吧。 

阿里  :好，明年再中国化吧！ 

爱谢  : 阿赫迈特，明天你陪我去参观“2002—中国”展览，好吗？ 

阿赫迈特 :好，明天见！ 

爱谢  :不见不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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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词: 

1:成  F   chéng  Olmak 

2:中国通  A  zhōngguótōng Çin uzmanı 

3:情况  A  qíngkuàng Durum 

4:实在  S-Zamir  shízài  Dürüst-Gerçek 

5:越来越    yuèláiyuè -git gide dahada 

6:南  A  nán  Güney 

7:特点  A  tèdiǎn  Karakteristik 

8:历史  A  lìshǐ  Tarih 

9:博物馆  A  bówùguǎn Müze 

10:举办  F  jǔbàn  Davranmak-( takım ) tutmak 

11:展览  A  zhǎnlǎn  Sergi, gösteri 

12:图片  A  Túpiàn   Resim 

13:对  B  duì  -e doğru, - e karşı 

14:感兴趣   gǎnxìngqù bir şeye ilgili olmak 

          感  F  gǎn  Hissetmek, his 

          兴趣 A  xìngqù  İlgi, alaka 

15:结业  F  jiéyè  ( Kurs ) tamamlamak 

16:记得  F  jìde  Hatırlamak 

17:中餐  A  zhōngcān Çin yemeği 

18:俄  F  è  Acıkmak 

19:死  F  sǐ  Ölme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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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菜  A  cài  Yemek 

21:聊  F  liáo  Sohbet etmek 

22:老外  A  lǎowài  Yabancı 

23:中国化 F  zhōngguóhuà Çin’in değişimi, gelişimi 

         化  F  huà  Değiştirmek, döndürmek 

24:才  Zamir  cái  Ancak 

25:那样    nàyàng  Bunun gibi 

26:妻子  A  qīzi  Eş ( bayan ) 

27:小伙子 A  xiǎohuǒzi Delikanlı 

28:丈夫  A  zhàngfu  Eş ( erkek ), koca 

29:声调  A  shēngdiào Ses tonları 

30:努力  S  nǔlì  Azimli 

31:认真  S  rènzhēn  Ciddi 

32:热情  S  rèqíng  Sıcakkanlı 

33:进步  A-F  jìnbù  Adım adım 

34:明年  A  míngnián  Gelecek sene 

35:陪  F  péi  Eşlik etme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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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会话练习 Anahtar Cümleler: 

说实在的、我越来越喜欢中国文化了。 Aslında Çin kültürünü gittikçe daha çok seviyorum. 

你对中国文化这么感兴趣、我建议你去看看。 

Çin kültürüne böyle meraklıysan Çin’e gidip orayı görmelisin. 

哪里哪里！做老师我真不敢当、还差得远呢。 Nerede! Öğretmen olmak haddimize düşmez. 

我是到安卡拉以后才开始学汉语了。   Çince öğrenmeye ancak Ankara’ya geldikten sonra 

başladım. 

我在学校才学习了一年、汉语水平就提高得这么快。 

Daha bir yıl okumama rağmen , Çince seviyem bu kadar hızlı ilerledi. 

阿里当然不用说了 Ali’nin Çincesini söylemeye bile gerek yok. 

想你的朋友那样、找个中国朋友做老师了。 

Arkadaşların gibi sen de bir Çinli arkadaş bulup kendine öğretmen yapmalısın. 

老师和同学们都在等着我们。              Hoca ve öğrenciler bizi beklemekteler. 

3：练习: Alıştırmalar 

A:看图说话 

 

 

 

 

                  (着)        (正在) 

……………………………..   …………………………….. 

 

 

 

 

 

 （了）      （正在 – 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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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读下边的短语 

1:越来越好 越来越认真 越来越热 越来越冷 越来越努力 

   越来越习惯 越来越高兴 越来越热情 越来越便宜 越来越贵 

   越来越注意 越来越习惯吃中国菜 

2: 才五分钟 才四天  才一个月 才十点  才五块钱 

    才看了一遍 才去过一次 

3:  也记得 还记得  不记得  只记得  都记得 

     一定记得 记得什么时候 记得在哪儿 

4: 学会课文 学会游泳 学会管理 学会做中国菜  

5:  如果好就买 如果合适就要 如果喜欢就拿 如果方便就来  

    如果累就休息 如果你想学好汉语，就应该去中国 

 

C: 句型替换 

 

 

1: 这篇课文  难不难 ？ 

很难， 我  看 了三遍才 看懂。 

我觉得很容易, 我看了一遍就看懂了。 

 

 

2: 为什么他  声调   念   得不太  好  ？ 

    他   来北京才 两个月。 

 

   （个） 故事             听                 听懂 

   （些）汉字               写                写对 

   （个）声调               练                练对 

   （课的）语法           复习             复习好 

   车            开               好             学开车 

   汉字        写               漂亮          学中文 

   英语        说               流利          到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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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你觉得你们经理怎么样？ 

    他对  工作人员   非常   热情。 

 

 

 

 

4:他为什么明年还要来这儿？ 

   他对这儿的  生活   越来越  喜欢   了。 

 

 

D: 画字练习 

成                 

越                 

展                 

览                 

感                 

聊                 

妻                 

丈                 

         工作                        努力 

         技术                        了解 

         管理                         马虎 

    

      天气               习惯 

      文化               熟悉（shúxī） 

      变化               感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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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                 

声                 

调                 

真                 

努                 

进                 

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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