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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is the 2014 WACE Examination in Chinese: Second Language Stage 3, Section One:
Listening and responding.
Listen to the short audio text which is printed in your Question/Answer Booklet. This may help
you to become familiar with the speakers’ voices. There are no questions for this text and it is
worth no marks.

A: 请问，你是哪国人？
B：我是澳大利亚人，你呢？
A：我是日本人。
B：你的汉语说得很好。
A：我在中国学过汉语，在北京大学。
B：我也在北大学过汉语。
A：哦,世界真小！

Turn over and begin Section 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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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 will hear five texts in Chinese. Each text will be read twice. There will be a short
pause between the first and the second readings of each text, and a longer pause after
the second reading. Listen to each text carefully.
You may read the questions and make notes while listening to them. Your notes will not
be marked. Then answer the questions in the spaces provided on this paper.

Text 1: First Reading
A telephone message.
男： 小红，对不起，今天放学我不能和你一起做功课，我要去工作面试

[30 seconds silence]

Text 1: Second Reading
男： 小红，对不起，今天放学我不能和你一起做功课，我要去工作面试

Now answer the questions for Text 1.

[90 seconds sil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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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xt 2: First Reading
A conversation about school life in China.
杰克：萨拉，你去中国交换学习去了多久?
萨拉：三个月。
杰克：过得怎么样，在中国读书一定很好玩， 很轻松。
萨拉：有什么好玩的， 一天到晚学习很紧张， 考试很多， 每个星期都有。中国学生个个学习都
很用功。 因为我是澳大利亚交换生，学校对我没有那么严。
杰克：学一些什么科目？
萨拉：都是一些很难的科目像数学，物理，化学，生物，政治，语文等。
杰克：“语文”是什么？
萨拉：“语文”就是中文，当然比我们的中文要难很多。
杰克：有没有摄影，音乐，美术，体育，戏剧等那些又好玩又有意思的科目？
萨拉：除了体育，高中基本没有这些好玩的科目。
杰克：可以在这些科目中挑选吗？
萨拉：不可以！每个学生都学一样的科目！而且中学生不可以谈恋爱！
杰克：哇！没有科目挑选，不可以谈恋爱，考试又多！去中国交换学习真不容易，还是在
澳大利亚读书比较好， 又自由又轻松！

[30 seconds silence]

Text 2: Second Reading
杰克：萨拉，你去中国交换学习去了多久?
萨拉：三个月。
杰克：过得怎么样，在中国读书一定很好玩， 很轻松。
萨拉：有什么好玩的， 一天到晚学习很紧张， 考试很多， 每个星期都有。中国学生个个学习都
很用功。 因为我是澳大利亚交换生，学校对我没有那么严。
杰克：学一些什么科目？
萨拉：都是一些很难的科目像数学，物理，化学，生物，政治，语文等。
杰克：“语文”是什么？
萨拉：“语文”就是中文，当然比我们的中文要难很多。
杰克：有没有摄影，音乐，美术，体育，戏剧等那些又好玩的又有意思的科目？
萨拉：除了体育，高中基本没有这些好玩的科目。
杰克：可以在这些科目中挑选吗？
萨拉：不可以！每个学生都学一样的科目！而且中学生不可以谈恋爱！
杰克：哇！没有科目挑选，不可以谈恋爱，考试又多！去中国交换学习真不容易，还是在
澳大利亚读书比较好， 又自由又轻松！

Now answer the questions for Text 2.

[90 seconds sil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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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xt 3: First Reading
A conversation about Chinese traditions.
大咏：本，明天是很特别的日子，中秋节又是国庆节，我妈要我请你去我家过节。
本： 大咏,太感谢了！我今天放学后去买点小礼物。
大咏：又不是庆祝生日不要买礼物， 你还是个中学生就更不要买了。
本： 那你爸爸妈妈叫什么名字？
大咏：你不需要知道他们的名字。
本： 那怎么行？我进门怎么称呼呀？太没礼貌了吧！
大咏：去中国朊友家里做客，要叫朊友的爸爸妈妈“伯父，伯母”或“叔叔，阿姨”，不可以叫
他们的名字的，叫名字很不礼貌。
本： 哦，幸亏你告诉我。

[30 seconds silence]

Text 3: Second Reading
大咏：本，明天是很特别的日子，中秋节又是国庆节，我妈要我请你去我家过节。
本： 大咏,太感谢了！我今天放学后去买点小礼物。
大咏：又不是庆祝生日不要买礼物， 你还是个中学生就更不要买了。
本： 那你爸爸妈妈叫什么名字？
大咏：你不需要知道他们的名字。
本： 那怎么行？我进门怎么称呼呀？太没礼貌了吧！
大咏：去中国朊友家里做客，要叫朊友的爸爸妈妈“伯父，伯母”或“叔叔，阿姨”，不可以叫
他们的名字的，叫名字很不礼貌。
本： 哦，幸亏你告诉我。

Now answer the questions for Text 3.

[90 seconds sil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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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xt 4: First Reading
A discussion between a mother and her son.
母亲：儿子呀，选课的的事，想好了没有？下星期的老师家长会，你爸爸不在家，我和你爷爷一
起去你们学校。
儿子：想好了。我打算将来学戏剧表演。
母亲：什么， 学戏剧表演？学了这个有什么用？将来能做什么？靠这个能养活自己？
儿子：养活不了自己？当演员也是工作呀！不但很有意思而且还能使生活丰富多彩。
母亲：这是什么工作，是玩。
儿子：那你和爸爸还有爷爷为什么过去那么支持我学戏剧表演？
母亲：我们从来就认为戏剧就是唱唱歌，跳跳舞，可以锻炼身体。学习紧张时
可以让你放松放松，帮助学习； 把它当职业就不行了。你这么聪明，应该学牙医。
儿子：我才不喜欢当牙科医生呢，整天就是看着别人张着嘴巴， 露着牙齿，想想都觉得很难
受。
母亲：那就学法律当律师，受人尊敬工资又高。
儿子：妈妈，当律师一天到晚坐在办公室里，看着一大堆的文件，也不行。我喜欢戏剧。我已经
不是小孩了，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可以为自己的人生作决定了。

[30 seconds silence]

Text 4: Second Reading
母亲：儿子呀，选课的的事，想好了没有？下星期的老师家长会，你爸爸不在家，我和你爷爷一
起去你们学校。
儿子：想好了。我打算将来学戏剧表演。
母亲：什么， 学戏剧表演？学了这个有什么用？将来能做什么？靠这个能养活自己？
儿子：养活不了自己？当演员也是工作呀！不但很有意思而且还能使生活丰富多彩。
母亲：这是什么工作，是玩。
儿子：那你和爸爸还有爷爷为什么过去那么支持我学戏剧表演？
母亲：我们从来就认为戏剧就是唱唱歌，跳跳舞，可以锻炼身体。学习紧张时
可以让你放松放松，帮助学习； 把它当职业就不行了。你这么聪明，应该学牙医。
儿子：我才不喜欢当牙科医生呢，整天就是看着别人张着嘴巴， 露着牙齿，想想都觉得很难
受。
母亲：那就学法律当律师，受人尊敬工资又高。
儿子：妈妈，当律师一天到晚坐在办公室里，看着一大堆的文件，也不行。我喜欢戏剧。我已经
不是小孩了，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可以为自己的人生作决定了。

Now answer the questions for Text 4.

[90 seconds sil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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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xt 5: First Reading
An interview about youth issues.

白小红：你好， 我是中文报纸记者白小红， 请问你叫什么名字？
王大明：你好，我叫王大明，我是十二年级学生。
白小红：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也就是青年人喝的酒问题。
王大明：好， 我一定好好回答你。前不久我还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
白小红：你爸爸常常喝酒吗？他喜欢在哪儿喝酒？
王大明：他很少喝酒，只是在节日和他生日的时候喝一点儿。我爸爸只在家喝酒。
白小红：你爸爸不在饭馆喝酒，为什么？
王大明：爸爸说， 在饭馆喝酒一是可能会喝得太多，二是可能会不安全。
白小红：你爸爸说得对，酗酒已经成了一个社会问题， 尤其是青年人酒后开车的问题。
王大明：是啊， 上次我在家过生日，很多同学都来参加我的生日晚会。
白小红：我知道了， 生日会上是不是有的同学想喝酒？
王大明：是啊，有的同学看到了我爸爸的一箱啤酒, 就忍不住想喝一点儿。
白小红：那你怎么办？
王大明：我告诉他们绝对不行! 中学生不能喝酒， 因为我们都没到 18 岁。
白小红：你不让你的同学们喝酒， 他们生气了吗？
王大明：他们没有生气， 他们喝了很多果汁和可乐， 玩得非常开心。
白小红：你做得对。那么你 18 岁以后会喝酒吗？
王大明：不会， 因为我非常讨厌酒的气味， 喝酒对身体也不好！
白小红：谢谢你回答我的问题，再见， 有时间我请你喝咖啡。
王大明：好的，谢谢。
[30 seconds silence]

Text 5: Second Reading

白小红：你好， 我是中文报纸记者白小红， 请问你叫什么名字？
王大明：你好，我叫王大明，我是十二年级学生。
白小红：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也就是青年人喝的酒问题。
王大明：好， 我一定好好回答你。前不久我还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
白小红：你爸爸常常喝酒吗？他喜欢在哪儿喝酒？
王大明：他很少喝酒，只是在节日和他生日的时候喝一点儿。我爸爸只在家喝酒。
白小红：你爸爸不在饭馆喝酒，为什么？
王大明： 爸爸说， 在饭馆喝酒一是可能会喝得太多，二是可能会不安全。
白小红：你爸爸说得对，酗酒已经成了一个社会问题， 尤其是青年人酒后开车的问题。
王大明：是啊， 上次我在家过生日，很多同学都来参加我的生日晚会。
白小红：我知道了， 生日会上是不是有的同学想喝酒？
王大明：是啊，有的同学看到了我爸爸的一箱啤酒, 就忍不住想喝一点儿。
白小红：那你怎么办？
王大明：我告诉他们绝对不行! 中学生不能喝酒， 因为我们都没到 18 岁。
白小红：你不让你的同学们喝酒， 他们生气了吗？
王大明：他们没有生气， 他们喝了很多果汁和可乐， 玩得非常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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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小红：你做得对。那么你 18 岁以后会喝酒吗？
王大明：不会， 因为我非常讨厌酒的气味， 喝酒对身体也不好！
白小红：谢谢你回答我的问题，再见， 有时间我请你喝咖啡。
王大明：好的，谢谢。
Now answer the questions for Text 5.

[90 seconds silence]

This is the end of Section One.
You may continue with the rest of the paper.
Supervisors, please turn off the sound equipment.

RECORDING SCRIP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