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各位：今年夏天过得怎么样？汉语学习是否有所进步？请继续加油吧！                       

9 月的学习资料是用 7、8 月的生字造句，下面是筑紫野班佐伯同学的投稿，经

过大幅度的修改，作为参考资料推荐给大家。请阅读、练习一下吧。 

N   

我去拿东西，请等一下。                   宝满川流经哪些城市呢？  

那是我妹妹。                             我以前在博多湾坐过纳凉船。 

她是安娜。                               钠玻璃是什么样的？        

失败乃成功之母。                         给婴儿吃奶。 

这件事我们实在是无可奈何。               这种植物耐寒。 

日本歌舞伎的女角色是男扮女装。           澳大利亚在南半球。 

我觉得俄语很难学。                       向遇难者哀悼。 

罪犯已成为囊中之物。                     你别恼我！ 

脑力劳动者。                             我的孩子身体好，很少闹病。 

人呢？都到哪儿去了？                     包括我在内，一共七个人。 

婴儿皮儿嫩。                             这儿不能抽烟。 

这里原来是一座尼姑庵。                   我做萝卜泥。 

你是谁？。                               这座城市拟定了远景规划。 

一艘船逆流而上。                         瑞雪兆丰年。 

这篇课文刚开始学，还念不好。             正月回娘家。 



那里有一座酿酒厂。                        树上的小鸟叫得很好听。 

给婴儿换尿布。                            饺子皮要这样捏。 

老师，您早。                              这一带夜晚很宁静。 

酸奶有凝固的，也有液体的。                红茶里放一片柠檬。 

把瓶盖儿拧开吧。                          牛郎织女鹊桥相会 。 

她扭过头来向后看。                        这件上衣有三个纽扣。 

我的表兄弟是农民。                        这种花香味儿很浓。 

退休后弄弄花草的，也是一种乐趣。          现在房奴、车奴很多。 

他干话儿很努力。                          他真是怒不可遏。 

她终于成为一名女航天员了。                天气渐渐暖和了。 

人挪活，树挪死。                          对人不能轻易许诺。   

 L  

不要乱倒垃圾。                           这里的拉面很有名。 

学校组织啦啦队为选手们助威。              早上喇叭花开得很漂亮。 

腊梅花是初春开的花。                      用蜡染布做窗帘。 

麻婆豆腐是麻辣。                          街上人来人往，非常热闹。 

你吃过莱阳梨吗？                          这事全赖我，跟他没关系。 

院子里开着不知名的兰花。                  请不要阻拦我。 

 



不要随便越过栏杆。                       我的生日石是蓝宝石。 

篮球比赛个子高占优势。                   明年去中国游览名胜古迹吧。 

勤奋与懒惰是成功与否的关键。 

水果腐烂后就不能吃了。                   不够就不够，不要滥竽充数。 

古代讲究的是郎才女貌。                   听说狼在日本已经灭绝了。 

不要在走廊上大声讲话。                   晴朗的天空没有一丝云彩。 

海面上风平浪静。                         那些人在河里捞水草。 

参加义务劳动。                           这些词你要牢牢记住。 

尊老爱幼是美德。                         新年快乐。 

你必须悬崖勒马。                         我睡了五个小时。 

今天下了雷阵雨。                         她流下了激动的泪水。 

实现全人类的和平。                       每天累得精疲力尽。 

现在冷冻食品很畅销。                     她愣了半天没说话。 

把裤子缩短两厘米。                       糖水梨对肺部很好。 

学校离火车站有一公里。                   耕牛犁田的景象很少见了。 

用玻璃杯喝水。                           黎明即将来临。 

孩子们期待着圣诞节的礼物。               桃李满天下。 

请往里走。                               他的行为常常不被人理解。 

日本的神社池塘里大多有锦鲤。             他的话很有说服力。 



了解中国历史对学习汉语很有帮助。          新来的老师很严厉。 

路旁立着一个标识牌。                      风和日丽的好天气。 

凡事有利必有弊。                          学校每年奖励优秀学生。 

请举例说明这个问题。                      不做金钱的奴隶。 

这种药每天吃 1 粒。                        茉莉花茶有人喜欢有人嫌。 

你们俩去哪儿？                            忙得连吃午饭的时间都没有。 

这种门帘儿很实用。                        他们是同病相怜。 

莲花开得很美。                            每天都有全国联播节目。 

那个商店的商品价廉物美。                  那孩子圆圆的脸，大大的眼睛。 

多说多练是学习外语的好方法。              他每天坚持锻炼身体。 

大家恋恋不舍地挥手告别。                  这是母亲留给我的项链儿。 

要做个有良心的人。                        在院子里洒点儿水凉快。 

他是公司的顶梁柱。                        筑後平原是九州的大粮仓。 

人们三三两两地来了。                      他天一亮，就起床去散步。 

最近他买了一辆电动汽车。                  今年夏天降雨量很大。 

辽阔的大地。                              这种病只能使用化学疗法。 

聊天儿也是一种解压的好办法。              日语说“同僚”，汉语叫“同事”。 

你了解这件事吗？                          这附近有日本料理店吗？ 

我排在最后一列。                          这次选举他处于劣势。 



孩子们兴高采烈地出发了。                他喜欢打猎。 

地震使道路出现了裂缝。                  一衣带水的邻邦。 

这一带都是人工林。                      感谢您的光临。 

散步时被雨淋湿了衣服。                  给蔬菜上磷肥。 

那个孩子心灵手巧，一学就会。            这个工艺品小巧玲珑。 

凌晨，船扬帆启航了。                    上课铃响前要进入教室。 

这一带古陵很多。                        藏羚羊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列车零点出发。                          这项运动适合高龄者。 

公司白领阶层心理压力很大。              越过崇山峻岭。 

军人必须服从命令。                      这个问题另行处理。 

到了冬天可以去溜冰。                    中国人姓刘的很多。 

汗从脸上流下来。                        你留下来等他们吧。 

这个温泉是硫磺泉。                      是良性肿瘤，放心吧。 

又到了柳絮飞扬的季节了。                你就是有三头六臂也不行。 

端午节赛龙舟。                          春节时各家各户挂起了红灯笼。 

外面雷声隆隆。                          企业垄断影响经济的发展。 

领导者应该学会拢住人心。                大城市都是高楼林立。 

这个房子漏雨。                          卢布是俄罗斯的货币。 

河岸芦草繁茂。                          室外大雪纷飞，室内炉火正旺。 



他是个粗鲁人、请别见怪。                  台风在东南部登陆了。 

现在录音磁带已经很少见了。                奈良公园的鹿群很有名。 

他已过惯了碌碌无为的生活。                这路公交车到天安门。 

这件事总有一天会暴露的。                  骑驴看账本，走着瞧吧。 

旅行可以增长知识，开阔视野。              现在铝制品很少见了。 

罪犯每天过着如覆薄冰的日子。              生活有规律是健康的关键。 

遇事一定要多加考虑。                      力争提高工作效率。 

那一带青山绿水，是旅游的好去处。          氯化纳就是盐。 

自来水都经过了过滤。                      蛇是卵生动物。 

面对突发事故，他的脑子像一团乱麻。        世上还有掠夺，烧杀的地方。 

关于这件事我也略知一二。                  他总是穿得不伦不类。 

骑三轮车的人几乎看不到了。              关于新冠病毒的论文已有几十万篇。 

海面上帆船星罗棋布。                    榴莲和菠萝蜜不一样。 

海上警察日夜巡逻。                      海螺的种类非常多。 

现在裸婚在年轻人中非常流行。           洛阳的牡丹很有名。 

活动经络是养生方法之一。               行走在丝绸之路上的骆驼队。 

几次拼搏，今年总算没有名落孙山。   

  G  

时间不早了，我们该走了。              目前只好改变计划了。 



女性应该注意加钙。                      农田灌溉是非常重要的。 

这项基本概念必须理解。                  新疆盛产葡萄干儿。 

甘蓝也叫卷心菜，洋白菜，大头菜。        大动肝火影响身体健康。 

他是公司里有名的笔杆子。                为了赶头班车，他每天4点半起床。

年轻人敢作敢为。                        这个故事很感人。 

现在日本的高龄者工作起来干劲儿十足。     这一带冈峦起伏。 

他刚从外面进来。                        这是今年的教学大纲    

这里原来是一座炼钢厂。                  鱼缸里游着漂亮的热带鱼。    

 这是他的上岗证。                       香港的夜景世界闻名。  

 他是世界体操赛双杠项目的冠军。 

在公共场所不要高声大叫。                  这项实验不太好搞。 

我平常发言不打草稿儿。                    这项工作终于告一段落了。 

戈壁滩上一般看不到沙子。                  他的哥哥和我姐姐是同学。 

你怎么胳膊肘儿往外拐呀？                  鸽子被看作是和平的象征。 

又到了割麦子的季节。                      唱歌有助于健康。 

苏州庭园里有很多亭台楼阁。                企业必须不断改革、不断创新。

这个商品不合格。                          两个人隔河相望。 

听说葛根汤对治疗感冒有效。                这是个人隐私，不要多问。 

各国的奥林匹克选手来到了日本。            请马上给他发短信吧。 



拔草时一定要连根拔。                      请跟我来。 

排球比赛中间可以更换选手。                他想自己耕地种粮。 

今年夏天更热了。                          这个艺术品真是巧夺天工。 

他左右开弓，转眼间就摘了一篮子樱桃。      不能公私混淆。 

无论做什么，练好基本功都是关键。         A 队向 B 队发起了攻势。 

现在口罩已供大于求了。                   听说故宫有近一万个房间 。 

恭贺新禧。                               巩固河堤，防止水灾。 

这里风景秀丽，特别是这座拱桥更有特点。   千里共婵娟。 

为社会做贡献。                          盂兰盆节前供果就上市了。 

他们以往的情谊就这样一笔勾消了。        九寨沟的美景用语言难以形容。 

他长着一副鹰钩鼻子。                    狗咬耗子多管闲事。 

人体构造是很复杂的。                    去超市购买日用品。 

她真够朋友。                            地震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 

泉水咕都咕都地往外冒。                  父亲的姐妹是姑姑。 

他已过惯了孤独的生活。 

香菇的营养价值很高。                    这里自古以来就是鱼米之乡。 

五谷杂粮对人体很好。                    听说中国的股民很多。 

缺钙就会骨质疏松。                      节日里锣鼓声声，热闹非凡。 

这座大桥很坚固。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人做事不能无所顾忌。                    中国叫黄瓜，日本叫胡瓜。 

暴风刮了一天一夜。                      他是个沉默寡言的人。 

墙上挂着一幅世界地图。                  古代以占卦预测战争胜负。 

从前面的信号灯往右拐。                  这事可真怪。 

下雨了，快关上窗户吧。                  这里谢绝参观。 

毕业典礼上学生们衣冠整齐，表情严肃。    听说中国的博物馆一律免费。 

这里的管理很严格。                  日本有很多初中高中一贯制的私立学校。 

良好的生活习惯很重要。              农家引水灌田的技术很先进。 

罐装啤酒很有人气。                  场上正在进行乒乓球夺冠赛。 

您好，欢迎光临。                    广阔的草原一望无边。 

逛街是一种消遣。                    那个艺术品终于物归原主了。 

现在养宠物龟的人很多。              学生必须遵守学校的规章制度。 

听说硅是一种重要的半导体材料。      人工卫星进入轨道。 

年轻人不要做胆小鬼。                礼品柜台在 3 楼。 

人贵有自知之明。                    地震造成了滑坡，山石滚了下来。 

少林棍法也很有名。                  人们都知道东郭先生的故事。 

四川火锅在日本也很有名。            为国争光是体育选手的心愿。 

苦瓜开花结果了。                    把这个包裹寄往日本。 

过去的事不要一味追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