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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一　身份认同

听力练习 3　健康和幸福（普通课程）

情境 ：2018 年 8 月，新加坡一个电视节目播放关于共享单车的新闻 

报道。

1. 选出五个正确的叙述。 [5]

□
□
□
□
□

A. 共享单车已经在新加坡投入使用一年多了。

B. 新加坡的公共交通体系比较完善。

C. 共享单车只能在地铁站附近找到。

D. 共享单车公司宣传共享单车是一种绿色出行方式。

E. 有的新加坡人认为骑共享单车有很多好处。

F. 新加坡人都把共享单车随意停放在路边。

G. 新加坡人都不用智能手机。

H. 新加坡人对共享单车有不同的看法。

选择正确的答案，在方框里打钩。

 观点是谁的？	 黄曼丽	 李先生	 陈阿婆

2. 骑共享单车比打车便宜。 □ □ □ [1]

3. 共享单车有的时候会影响市容。 □ □ □ [1]

4. 新加坡的天气不适合骑自行车。 □ □ □ [1]

5. 共享单车有可能引发交通安全问题。 □ □ □ [1]

6. 共享单车造型时尚。 □ □ □ [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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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一　身份认同

听力练习 4　健康和幸福（高级课程）

情境 ：兰兰与小白在饭馆讨论减肥的话题。 

回答下面的问题。

1. 在点菜的时候，小白想点什么？ [1]

 

2. 兰兰选了一家什么类型的餐厅和小白一起共进午餐？ [1]

 

3. 兰兰点了什么冷盘？选出两个正确的答案。 [2]

□
□

A. 五香烤鸭

B. 五香牛肉 

C. 麻婆豆腐

D. 水果盘

E. 海带丝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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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正确的答案，在方框里打钩。

	 含有什么营养？	 碳水化合物	 维生素	 蛋白质

4. 烤鸭 □ □ □ [1]

 含有什么营养？	 纤维	 脂肪	 蛋白质

5. 海带丝 □ □ □ [1]

 含有什么营养？	 纤维	 脂肪	 蛋白质

6. 豆腐 □ □ □ [1]

7. 选出三个正确的叙述。 [3]

□
□
□

A. 想要拥有健康的身体，只需要锻炼身体就行了。

B. 除了每日做运动外，还要按时吃好三餐。

C. 想要健康，不但要有健康的生活习惯，还应有开朗的生活

态度。

D. 兰兰与小白约好下周一一起去健身中心办一张健身卡。

E. 兰兰和小白将一起去健身中心做运动，锻炼身体。

F. 关于兰兰一起去健身中心锻炼身体的建议，小白说了一个

“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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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力练习 11    假日和旅行（普通课程）

TRANSCRIPT

情境：王大卫给西安飞达旅行社打电话咨询。

旅行社职员：您好！欢迎致电西安飞达旅行社。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的？

王大卫：您好！我叫王大卫。我和同学六月初的毕业旅行想去西安。

旅行社职员 ：我们旅行社在西安的旅游套餐有团队游、自由行、半自由

行，还有高端私人订制。您打算选哪一种？

王大卫：我们都没去过西安，又都是学生，想省点儿钱。另外，我们还想

有时间自由活动。

旅行社职员：那么我推荐您选择半自由行。我们旅行社的半自由行满 10

人就可以独立组团了。

王大卫：我们一共 12 个人。那旅游线路怎么安排？

旅行社职员：半自由行是八日深度游线路，上午旅游，下午和晚上自由活

动。第一天走东线去参观兵马俑，第二天走西线去法门寺，第三天走南线

去终南山，第四天走北线去参观壶口瀑布，第五天坐高铁去华山。后面三

天都是市内游，第六天去钟鼓楼和回民街，第七天去陕西博物馆，最后一

天去碑林博物馆和古城墙。住宿是四星级标准间。整个行程每人 3999 元。

王大卫：好的，我们就预订这个。请问怎么付款？

旅行社职员：付款的话，行程开始三天前通过我们旅行社官方微信付款或

者支付宝扫码转账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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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大卫：好的，我明白了。另外，我还想咨询一下，如果我们在市内自己

游览，什么交通方式最方便？

旅行社职员：市内的话，地铁和公交车都很方便，您可以买交通卡，也可

以用手机微信或者支付宝扫码支付，非常方便。如果想更舒服的话，也可

以预约出租车或者滴滴打车。

王大卫：好的，谢谢您。

旅行社职员：感谢您的预订，欢迎您来西安。如果还有什么问题，请再给

我们打电话。

听力练习 12    假日和旅行（高级课程）

TRANSCRIPT

情境：学生玛丽采访本校中文 TOK课的张老师。

玛丽：张老师，您好！我是汉语班的玛丽。得知您刚从中国旅行回来，非

常感谢您利用午休时间接受我的采访。主要是想请您谈谈对旅行的见解。

张老师：不客气，玛丽。我也很高兴能有机会用中文与你交流。你的汉语

越来越流利了！

玛丽：哪里，哪里！

张老师：你真棒啊！真是个小中国通了！

玛丽：谢谢张老师。我还要更努力地学汉语。听其他老师说，外出旅行是

您最大的爱好。请问张老师您对旅行的理解是怎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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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老师：好，咱们言归正传来谈谈旅行的意义吧！你说对了，我最大的爱

好就是旅行。我想这也和我所教的中文 TOK 有关。中文 TOK 不仅需要老

师有比较广的知识面，而且对世界要有良好的认知和深刻的思考。这样我

才能够通过生活中各类实例向学生分析、与学生研讨 TOK 中所涉及的各类

话题。每个人对于旅行的理解是不同的。有的人认为“读万卷书，行万里

路”，在家读书与出门旅行是互补的。这是中国古人教我们的，是旅行的

意义。有的人觉得在旅行时要把当地小吃吃个遍、买份喜欢的土特产、天

天睡到自然醒，旅行的意义在于带给人轻松、愉快与满足。

玛丽：那么您认为旅行的意义是什么呢？

张老师：旅行对我来说不仅仅是欣赏一路的风景、探索当地的人文地理、

感受不同的风土人情。我把旅行当成是上一所社会大学，通过结交新朋

友，学习新理念来不断充实自己，同时在旅行中我更能学会反思。我发

现世界是如此之广阔，世界就是一本百科全书，通过旅行，可以翻开每一

页。在旅行中可以不断汲取养分，扩大自己的知识面，增加自己的阅历，

发掘内在的自己，探寻人生的真谛。

玛丽：您说得太好了！现在我终于明白为什么张老师的中文 TOK 课这么多

年来一直是报名人数最多的课了！

张老师：你过奖了！有那么多同学喜欢上中文 TOK 课，让我感到很欣慰。

谢谢你们的支持，我会继续努力上好课，利用更多更通俗易懂的实例来讲

解知识论。

玛丽：非常感谢您，张老师。谢谢您今天接受我的采访。再见！

张老师：不客气。再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