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昂贵的电影
 áng guì  de  diànyœng

第3课

◆会话◆

小李	：	麻美，你		后天			晚上		有		没		有		时间？
   Mámåi,    nœ    hòutiãn  wänshang  yöu  méi  yöu   shíjiãn?

麻美	：	有	啊，你		有		什么		事儿	吗？
   Yöu  a,       nœ     yöu   shénme    shìr     ma?

小李	：	后天		我		想		请		你		去		看		电影，怎么样？
   Hòutiãn  wö  xiäng qœng   nœ     qù    kàn   diànyœng,  zånmeyàng?

麻美	：	太	好	了。不过，听说			中国		的		电影票			很	贵。
   Tài  häo   le.     Búguò,    tïngshuõ Zhõngguó de   diànyœngpiào hån  guì.

小李	：	别	担心。后天		是		星期二，电影票		半价。
   Bié dãnxïn.   Hòutiãn   shì     xïngqï’èr,   diànyœngpiào bànjià.

麻美	：	那	后天			晚上		六		点		半		在		电影院				门口		见。
   Nà  hòutiãn  wänshang  liù   diän  bàn    zài  diànyœngyuàn  ménköu  jiàn.

词汇1

会话 	听说 tïngshuõ     电影票 diànyœngpiào     别 bié     担心 dãnxïn     

半价 bànjià     电影院 diànyœngyuàn     语法要点 	让 ràng     背 bèi     

课文 kèwén     有意思 yöu yì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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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兼語文

1.	 我			想				今天				晚上					请		你		吃		饭。
 Wö xiäng  jïntiãn wänshang qœng nœ  chï  fàn.

2.	 老师			让				学生				背		课文。
 Läoshï ràng xuésheng bèi kèwén.

3.	 妈妈		不		让		我			抽			烟。
 Mãma bú rang wö chõu  yãn.

2  “越来越〜”

1.	 天气			越来越		热	了。
 Tiãnqì yuèláiyuè  rè  le.

2.	 汉语			越来越		有		意思	了。
 HànyŒ yuèláiyuè yöu  yìsi  le.

3  V＋“不起” * 第 11 課語法要点「可能補語」

1.	 		这样			的		菜		我		平时			吃不起。
 Zhèyàng  de  cài  wö píngshí  chïbuqœ.

2.	 	这么		贵	的		电视		我		买不起。
 Zhème guì de diànshì wö mäibuqœ.

4  对〜来说

1.	 对			我		来		说，这		个		电影				很		有		意思。
 Duì  wö  lái shuõ, zhè ge diànyœng hån yöu  yìsi.

2.	 对			很		多					中国人				来		说，				电影票				越		来		越		买不起		了。
 Duì  hån duõ Zhõngguórén lái shuõ, diànyœngpiào yuè  lái  yuè mäibuqœ  le.

◆语法要点◆

関連単語（ブランド）

奔驰（汽车）	Bënchí (qìchë)：ベンツ　爱马仕（丝巾）	Àimäshì (sïjïn)：エルメスのスカーフ
古奇（手提包）	GŒqí (shöutíbão)：グッチのバッグ　
路易威登（皮包）	Lùyìwëidëng (píbão)：ルイヴィトンのバッグ
劳力士（手表）	Láolìshì (shöubiäo)：ロレックスの時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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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			电影院			看		电影		的		大部分		是		年轻人，对		他们		来		说，

去		看		电影		是		一		种		主要		的		约会		方式。最近		几		年			中国		的			

	电影票			越来越		贵，一		张		普通		的		电影票		要		花		七八十		块钱。

很		多		人		说		他们		已经		看不起			电影		了。

16

Qù   diànyœngyuàn  kàn  diànyœng  de      dàbùfen     shì   niánqïngrén,  duì    tãmen    lái    shuõ, 

 qù    kàn  diànyœng  shì     yì   zhöng  zhŒyào   de    yuëhuì   fãngshì.   Zuìjìn     jœ     nián  Zhõngguó  de   

diànyœngpiào  yuèláiyuè   guì,      yì   zhãng  pŒtõng   de  diànyœngpiào  yào   huã     qï bãshí    kuàiqián.

Hån  duõ   rén   shuõ   tãmen     yœjing     kànbuqœ     diànyœng   le.       

◆短文◆

词汇2

花 huã：払う、費やす　　看不起 kànbuqœ：見ることができない

约会 yuëhuì：デート　　方式 fãngshì：方法、スタイ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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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次の空欄を埋めるのに最も適当なものを、それぞれ①～④の中から１つ選びなさい。

⑴ 你有（　　）事儿吗？	 ①什么　②怎么　③什么样　④怎么样

⑵ 这么贵的菜我吃（　　）。	 ①不起　②不了　③不到　④不惯

⑶ （　　）他能游五千米。	 ①听说　②听见　③听写　④听懂

⑷ 老师（　　）学生背课文。	 ①让　②被　③对　④在

2  日本語の意味になるように、それぞれ①～④の語句を並べ替えなさい。

⑴ 我们	　　　	　　　	　　　	　　　	吧。	 ①门口　②见　③超市　④在

⑵ 这是	　　　	　　　	　　　	　　　。	 ①主要的　②方式　③一种　④约会

⑶ 我	　　　	　　　	　　　	　　　。	 ①吃午饭　②想　③请　④他

⑷ 他的话，我	　　　	　　　	　　　	　　　。	 ①越　②越　③不明白　④听

3  リスニング

中国語の問いを聞き、答えとして最も適当なものを、それぞれ①～④の中から
１つ選びなさい。〔問い、答えを書き取ってみよう〕

⑴ ①　　　　②　　　　③　　　　④　　　　

⑵ ①　　　　②　　　　③　　　　④　　　　

⑶ ①　　　　②　　　　③　　　　④　　　　

⑷ ①　　　　②　　　　③　　　　④　　　　

◆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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