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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是 谁？
 Tā  shì  shéi?  

鱼快乐不快乐
 Yú  kuàilè   bú   kuàilè

选择带来的麻烦
Xuǎnzé dài   lái   de   máfan

愚 公 移 山
 Yú  gōng  yí  shān

丛林 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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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猫 为什么 要 捉 老鼠？
Māo wèishénme yào zhuō lǎoshǔ?

我们 准备 去旅游       
Wǒmen zhǔnbèi qù   lǚyó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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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ngkapi kalimat di bawah ini berdasarkan gambar.

Dinda_Keren

Dinda_Keren

根据情景完成句子

情景会话 

书写汉字

Percakapan

Menulis Huruf

A

B

第一课
Dì-yī kè

   Tā      shì       shéi?
他是谁？

欢迎

年轻

写汉字 （一）B.1 Menulis Huruf (1)

Putrijkt

Putrijkt

comments ...<

#新衣服 #新鞋 #运动鞋

这是谁给你买的衣服？ 
很漂亮。

这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这双运动鞋呢？
也是你妈妈给你买的吗？

不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Tulislah sesuai aturan guratan.
按笔顺写汉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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聪明

一定

一

一

一

清楚

世界

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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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奶

自己

去年

加油

比赛

 Menulis Huruf (2)写汉字（二）B.2

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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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

看汉字写拼音C.2 Tuliskan pinyin dari kata-kata yang ditandai  
di bawah ini.

1

2

3

4

5

词语 KosakataC

看拼音写汉字C.1

Tuliskan karakter Mandarinnya.

1

2

3

4

5

妹妹才九岁，但是她能         一个人去学校了。

八 姐

？

这

书 买吧

岁爷 姐你是

吗 的

会 十

？

？

你

了 多呢

聪

明

么那

爱因斯坦是一个很 的科学家。

公共汽车上 多人！我们还是坐出租车去吧。

如果去书店，我 会给你买那本书。 

他是 上很有名的画家。

Pergunakanlah pecahan-pecahan Tetris di bawah untuk  
menyusun 3 buah kalimat tanya di dalam grid Tetris di bawah.

把以下分散的汉字合起来组成三个问句

语法 Tata BahasaD

1

2

3

 (zìjǐ)

(yǒumíng)

(nàme)

(yídìng)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shìjiè)

他虽然 年轻 但是因为很聪明，所以二十三岁就已经当
大学老师了。

他 参加 过很多数学比赛，每次都拿到很好的成绩。

我是去年才开始喜欢看足球 比赛 的。 

这件衣服很漂亮，我 特别 喜欢。

她会不会跳舞，我也不 清楚。

爷

他 怎 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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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
阅读 MembacaE

1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 Tamara， 今天我请了 Sandy， 

他最近参加了我们学校的数学比赛，拿到了第一名。

* 根据这句话，我们可以知道：

c. Sandy 的数学和科学成绩都很好。

a. Sandy 的科学成绩很好

b. Sandy 的数学成绩很好。

2 小林请我去他家里参加他妹妹的生日会，我说我一定去。

* 根据这句话，我们可以知道：

a.  小林不能参加他妹妹的生日会。

b. 我会去参加小林妹妹的生日会。

c. 我不能参加小林妹妹的生日会。

5 他说他是要自己一个人来的，但是我看见他弟弟也来了。

* 根据这句话，我们知道：

a.  他是一个人来的

b. 他是跟他弟弟来的。

c. 他弟弟是一个人来的

4 他生病了，所以不能参加这个星期的马拉松比赛，但是下个

月他准备参加。

* 根据这句话我们知道：

a.  他下个月要参加马拉松比赛。

b. 他下个月不能参加马拉松比赛。

c. 他这个星期要参加马拉松比赛。

3 王力只有一个弟弟，小强不是他弟弟，小强是他弟弟的朋

友。 

* 根据这句话，我们知道：

a.  小强是王力的弟弟。

b. 小强是王力的朋友。

c. 小强是王力弟弟的朋友。

Pilihlah jawaban yang benar.选择正确答案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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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没到两岁的海伦•凯勒生病了。这场大病导致她的眼睛瞎了，

耳朵也聋了。 看不见东西听不见声音的她，也就不会说话了。     

小海伦六岁的时候，爸爸给她请来一名女老师。老师还很年轻， 

才20岁呢，叫安妮•苏利文(Anne Sullivan)。苏利文老师来的时候，

带来一个洋娃娃给小海伦，然后在她的手上写了doll。但是小海伦一

点儿也不懂。有一天，苏利文老师让水流到小海伦的手上，然后在

海伦的手上写了water。 

这时候，海伦突然明白，老师是想告诉她，每个东西都有名字， 

而这流到她手上的就叫“water”。从那天开始，海伦学习很多东

西。她学会了盲文，然后开始读很多盲文书。后来，她也学会了说

话。 

    1894年，24岁的海伦从美国很有名的哈佛大学毕业。

后来海伦成了很有名的演讲家。她去了很多国家，给很多人演讲。

她也写了不少书，是一名很有名的作家。 

Story of My Life 是她大学的时候写的书，讲的是自己从小到二十一

岁的生活。你们感兴趣也可以找来看！

*哈佛大学 Hāfó dàxué = Universitas Harvard

判断正误 Berdasarkan bacaan diatas, beri tanda (√ ) jika benar 

dan (X) jika salah.

__

__

__

__

__

海伦六岁的时候就学会说话了。

海伦学会的第一个词是 water。

海伦24岁的时候开始上大学。

Story of my Life 写的是安妮•苏利文从小到 

21岁的生活。

海伦•凯勒 （Hellen Keller）
海伦小时候生病了，导致她后来看不见东

西也听不见声音。 
1

2

3

4

4

Bacalah teks di bawah ini.阅读以下课文E.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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