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V Capital of northeast China’s Jilin Prov-
ince, known as “Spring City of Northland.”

V Confucius' hometown in Shandong 
province of China.

汉语课堂 CHINESE CLASS 

填字游戏 
CROSSWORD

横向 ：
1、中国著名篮球运动
员，在美国 NBA 休斯
顿火箭队效力。

2、成语，比喻随口乱说。

3、拜访或访问时用的
小卡片，上面印有个人
的姓名、电话号码等。

4、对著名球类运动员
的称呼。

5、指全国各地。

6、有强烈的节奏、简
单的曲调，广为传唱的
现代音乐作品。

7、中国名山，位于安
徽省。

8、成语。像山一样高
耸，如水一般长流。比
喻恩德深厚。

9、中国妇女穿的一种
长衣。由满 族 旗 人 的
长袍演变而来。

10、春节时贴在门上
的对联。

CROSS: 

1. Famous Chinese basketball player who 
plays for the Houston Rockets of the Na-
tional Basketball Association (NBA).

2.  Chinese idiom, meaning speak carelessly.

3. Card bearing name, address and tele-
phone numbers for business and visits.

4.  Famous athletes. 

5.  Meaning everywhere 

6.  Popular songs with strong rhythem and 
simple melodies. 

7. A famous mountain in China’s Anhui Prov-
ince. 

8. A Chinese idiom, meaning high as moun-
tains and long as rivers, or lasting influence. 

DOWN:

I A card that can be 
sent by mail with-
out an envelope, 
usually printed and 
published by state 
post departments. 

II  The national fla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II  A line in a Tang 
poem, following the 
line “The sun beyond 
the mountain glows.”

纵向 ：
I 不用信封就可以直接
邮寄的卡片，一般由国
家邮政部门印制发行。

II 中国国旗。

III 唐诗《登鹳雀楼》中，
“白日依山尽”的下一句。

IV 中国吉林省的省会，
素有“北国春城”的美
誉。

V 孔 子 故 里， 位于 中
国山东省。

9. A close-fitting woman's dress with high 
neck and long skirt with a slit up the side.

10.  Couplets pasted on gateposts or door 
panels during Spring Festiv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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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         明                               黄        山        高       水         长            

            信        口        开        河                                          春        联

名         片                               入

            五        湖       四          海  

球        星                               流        行        歌        曲

            红                                                                  阜  

            旗        袍    

答案 Answer

1.姚明

2.信口开河 

3.名片 

4.球星 

5.五湖四海 

6.流行歌曲 

7.黄山 

8.山高水长 

9.旗袍 

10.春联

I明信片 

II五星红旗 

III黄河入海流             
IV长春 

V 曲阜 



CHINESE CLASS 

趣味成语 

词语接龙 

FUN IDIOMS

WORD RELAY

HUMOUR

一位女子开出的征婚条件有两点：一、要帅；二

要有车。她把条件输入征婚网站，搜寻的结果是：

中国象棋。

知识背景 
中国象棋是一种二人对阵的棋类项目。棋盘为长方形，由九条竖线和十条

横线相交组成。共有九十个交叉点，棋子摆在交叉点上。

棋子共有 32 个，分为红黑两组，各有 16 个。对弈的双方各执一组。棋子

按兵种分为七种：帅（将）、仕、相（象）、车、马、炮、兵（卒）。

其中，帅（将）是棋中的首脑，是双方竭力争夺的目标。车（jū）在象棋中

威力最大，无论横线、竖线均可行走，步数不受限制。

__ 鸣惊人       提示 ：比喻平时没有突出的表现，一下子做出惊人的成绩。

__ 彩缤纷      提示 ：指颜色繁多，色彩绚丽。

__ 仙过海，    提示 ：比喻做事各有各的一套办法。

  各显神通               也比喻各自拿出本领互相比赛。

 __ 全 __ 美    提示 ：十分完美，毫无欠缺。

__ 年好合   提示 ：祝福夫妻永远和好之意。

__ 载难逢       提示 ：一千年里也难碰到一次。形容机会非常难得。
__ 家灯火        提示 ：家家点上了灯。形容城市夜晚的景象。

生活 —（）（）—（）（）— 气氛

波浪 —（）（）—（）（）— 园林

乐趣 —（）（）—（）（）— 道理

气球 —（）（）—（）（）— 员工

愤怒 —（）（）—（）（）— 山水

幽默一刻

参考答案 Answer

成语答案：

1.一

2.五

3.八

4.百

5.千

6.万

gu shang hua zhi hu
鼓上画只虎，    

po le na bu bu
破了拿布补。

bu zhi bu bu gu
不知布补鼓，

hai shi bu bu hu
还是布补虎。

ABOUT XIANGQI
Xiangqi is a Chinese board game for two players in the same family as Western chess. 

The traditional Xiangqi board is a grid of ten horizontal and nine vertical lines. The pieces are 
placed on the intersections, which are known as points. 

The games has 32 pieces in red and black. Either side has 16 pieces. There are 7 kinds 
of pieces on the board: Shuai(General), Shi(Body Guard), Xiang (Elephant), Ju (Cart), Ma 
(Horse), Pao (Cannons), Bing (Guard). Shuai is the head of the pieces. The game ends when 
one player captures the other's Shuai. Ju is the strongest piece on the board, which can move 
one or more spaces horizontally or vertically provided that all positions between the original 
and final positions are empty.

词语接龙

1.活力，力气

2.浪花，花园

3.趣味，味道

4.球队，队员

5.怒火，火山

绕口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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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图/CF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