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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想/ 马大夫的意见/ 爷爷/ 听

2. 得/ 她母亲/ 哭了/ 激动

3. 流行的/ 音乐/ 那是当时/ 最

4. 他/ 难受/ 觉得/ 肚子有点儿

5. 最好/ 拒绝别人的邀请/ 不要/ 直接

6. 外面的敲门声/ 吵醒了/ 他/ 被

7. 笑话/ 这是/ 一个关于/ 顾客和售货员的

8. 太大关系/ 职业和专业/ 并/ 没有

9. 出租车师傅/ 那位/ 非常熟悉/ 对这儿

10. 吗/ 饮料/ 火车上/ 提供免费的

11. 大使馆/ 我现在/ 办签证/ 去

12. 自己的/ 不要/ 能力/ 怀疑

13. 他们俩的/ 完全/ 相反/ 看法

14. 很有趣/ 讲的笑话/ 都/ 那个导游

15. 信用卡的/ 密码/ 妈妈/ 把/ 忘记了

16. 人与人/ 尊重/ 应该/ 相互/ 之间

17. 每个人/ 的/ 是/ 责任/ 保护地球

18. 她/ 很吃惊/ 这个消息/ 让

19. 要求/ 非常/ 黄师傅/ 对我们/ 严格

20. 终于/ 又能/ 正常/ 这台电脑/ 工作了

21. 友谊/ 为/ 我们的/ 干杯

22. 服务员/ 把/ 很干净/ 家具/ 擦得

23. 完成任务/ 必须/ 按时/ 我们

24. 狮子/ 森林里/ 住着/ 一群

25. 那位病人/ 严重/ 的/ 情况/ 吗

26. 很顺利/ 计划/ 得/ 进行

27. 所有的习惯/ 养成的/ 都是/ 慢慢

28. 推动/ 经济发展/ 鼓励竞争/ 能

29. 效果/ 弟弟的办法/ 很好的/ 取得了

30. 这篇报道/ 关注/ 引起/ 没有/ 人们的

31. 很精彩/ 刚才的/ 演出/ 真的

32. 是科学/ 无法解释/ 有些事情/ 的

33. 儿子/ 把/ 行李箱的/ 弄丢了/ 钥匙

34. 租邻居的房子/ 他/ 继续/ 愿意

35. 一张/ 中国地图/ 墙上/ 挂着

36. 儿童/ 1.2 米/ 免费乘车/ 以下的

37. 写/ 很详细/ 得/ 这篇报道

38. 你能帮我/ 当地的导游/ 请/ 一个/ 吗

39. 植物的/ 生长/ 阳光/ 离不开

40. 好习惯/ 要/ 写日记的/ 养成

41. 还/ 在/ 讨论/ 进行/ 继续

42. 售货员/ 给小云/ 一个好主意/ 出了

43. 敲门声/ 左小姐/ 被/ 吵醒了

44. 硕士/ 研究生/ 她是/ 马教授的

45. 沙发上/ 别/ 把/ 扔在/ 毛巾

46. 他的/ 警察的注意/ 那句话/ 引起了

47. 那儿/ 很/ 干燥/ 的/ 空气

48. 幽默的人/ 交到朋友/ 更/ 容易

49. 让/ 这个消息/ 激动/ 邻居/ 非常

50. 树上的/ 掉光了/ 叶子/ 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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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会弹钢琴的人/ 羡慕/ 很/ 她

52. 亚洲经济的/ 正在/ 逐渐/ 提高/ 增长速度

53. 专为老年人/ 提供的/ 这椅子/ 是

54. 中文/ 很流利/ 说得/ 他的

55. 已经/ 报名人数/ 900/ 超过了

56. 请/ 从小到大的顺序/ 按/ 排列/ 这些数字

57. 作者/ 很有名/ 小说的/ 那本

58. 合格的警察/ 最需要的/ 一个/ 是责任感

59. 代表们/ 结束/ 回忆/ 决定

60. 对/ 很熟悉/ 我/ 这个城市

61. 好处/ 抽烟/ 对身体/ 没有

62. 我/ 陪叔叔/ 去长城/ 看看/ 打算

63. 个/ 又脏又破/ 那/ 白色的盒子

64. 妹妹/ 弹钢琴的声音/ 吵醒了/ 把爷爷

65. 语言表达能力/ 经常阅读报纸/ 提高/ 能

66. 举行/ 这次电影艺术节/ 在北京/ 也许/ 会

67. 整理/ 儿子的复习笔记/ 得/ 很详细

68. 请假休息/ 重感冒/ 让他/ 不得不

69. 范围/ 他说的问题/ 今天讨论的/ 超出了

70. 告诉他/ 答案/ 你/ 最好/ 别

71. 爷爷/ 非常/ 感兴趣/ 对/ 京剧

72. 请/ 那张表格/ 把/ 两份/ 打印

73. 很详细/ 这个传真机的/ 写/ 得/ 说明书

74. 2009 年 7 月 8 号/ 我孙子/ 是/ 出生的

75. 亿元/ 许多家饭店的/ 都超过了/ 年收入

76. 保证/ 我/ 完成/ 按时/ 任务

77. 这个/ 没有/ 语法错误/ 句子

78. 马上/ 结束了/ 就要/ 这场足球比赛

79. 不知道/ 难道你/ 连这个规定/ 都

80. 顺利/ 祝/ 你们/ 这次访问/ 一切

81. 钥匙 里 在 塑料袋

82. 这次机会 把 教授 竟然 放弃了

83. 一头牛 看起来 那座山 像

84. 下雨 很湿润 后 空气

85. 招聘 银行 高级主管 决定 一名

86. 那位 深受 演员 观众的喜爱 著名的

87. 北京语音/ 标准音/ 普通话/ 以/ 为

88. 反对的/ 知道校长/ 原因/ 没人

89. 禁止/ 打电话/ 加油站/ 附近

90. 进行了/ 同学们/ 调查/ 在超市

91. 你/ 关了/ 把窗户/ 吗

92. 拉近/ 了/ 人与人之间的/ 手机/ 距离

93. 去年秋天/ 我孙子/ 出生/ 是/ 的

94. 打针/ 好/ 比吃药/ 效果

95. 这个城市/ 出租车的数量/ 决定/ 增加

96. 非常/ 大/ 影响范围/ 这场降水/ 的

97. 工具书/ 是/ 一本/ 现代汉语词典

98. 哥哥/ 睡不着觉/ 得/ 兴奋

99. 好处/ 抽烟对你/ 没有/ 一点儿

100. 完全/ 国家的/ 这么做/ 符合/ 法律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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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音乐/ 喜欢/ 流行/ 他/ 听

102. 有效/ 这种药/ 对/ 头疼/ 很

103. 更/ 南方/ 的/ 湿润/ 气候

104. 自己的/ 每个人/ 优点和缺点/ 都/ 有

105. 公司/ 机会/ 提供了/ 一些/ 学习的

106. 看懂/ 能/ 他/ 中文/ 说明书

107. 菜/ 的/ 怎么样/ 这个/ 味道

108. 内容/ 那本杂志/ 的/ 十分/ 丰富

109. 区别/ 发现/ 你/ 这两张照片的/ 吗/ 了

110. 符合/ 太/ 他的看法/ 不/ 实际

111. 能力/ 重要/ 比知识/ 更

112. 爱情/ 并/ 生命的全部/ 不是

113. 沙发/ 你的钥匙/ 在/ 上

114. 观众/ 那个电影/ 让/ 很失望

115. 她/ 一遍/ 又重新/ 检查了

116. 顺序/ 别/ 把/ 弄乱了

117. 了/ 寄出去/ 你的申请材料/ 吗

118. 一万公里/ 是/ 这两座城市/ 距离/ 的

119. 很成熟/ 制造技术/ 已经/ 这种电梯的

120. 印象/ 那位导游/ 很深的/ 给我/ 留下了

121. 有名/ 这本小说的/ 非常/ 作者

122. 提前/ 15 分钟/ 你最好/ 出发

123. 在加油站/ 危险/ 打电话/ 很

124. 准确/ 万先生的/ 一直/ 判断力/ 很

125. 她/ 说明书/ 仔细地/ 看了看

126. 我还剩/ 没/ 做完/ 几个填空题

127. 那篇报道/ 重视/ 引起了/ 校长的

128. 我的电子信箱里/ 把意见/ 请大家/ 发到

129. 的/ 弟弟/ 又脏又乱/ 房间

130. 200/ 估计报名人数/ 王老师/ 超过/ 会

131. 经验/ 积累了/ 丰富的/ 弟弟在工作中

132. 笑话/ 非常/ 父亲讲的/ 有趣

133. 汤/ 这儿的/ 免费的/ 是

134. 她们俩的/ 不一样/ 性格/ 完全

135. 我们/ 尊重/ 诚实的人/ 值得

136. 很/ 吃起来/ 香/ 东北大米

137. 传真号码/ 请把/ 您的/ 发给我

138. 还有/ 联系/ 你和/ 那位记者/ 吗

139. 儿童教育问题/ 谈/ 主要/ 这篇文章

140. 进行得/ 很/ 一切都/ 顺利

141. 我们/ 完成任务/ 保证/ 按时

142. 欢迎/ 那个/ 法律节目/ 很/ 受

143. 真/ 及时/ 下得/ 这场雨

144. 翻译/ 得/ 不对/ 这个句子

145. 每个人/ 别人的尊重/ 都/ 希望获得

146. 饮料/ 火车上/ 不提供/ 免费的

147. 弄脏了/ 她/ 把/ 裙子

148. 地球是/ 共同的/ 家/ 我们

149. 这个消息/ 大吃一惊/ 让/ 都/ 所有人

150. 提高/ 表达能力/ 坚持写日记/ 对/ 有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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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 你最好/ 一个密码/ 重新/ 换

152. 不允许/ 医院/ 抽烟/ 里

153. 看法/ 我/ 跟你的/ 差不多

154. 发生了/ 这儿究竟/ 什么/ 事情

155. 他/ 一个/ 美丽的/ 小城市/ 出生在

156. 房间/ 把/ 收拾得/ 姐姐/ 很整齐

157. 是/ 负责的/ 由李经理/ 这次调查

158. 反对这样做/ 大概/ 三分之二的人/ 有

159. 学校/ 去参观/ 长城/ 将/ 组织大家

160. 对/ 非常感谢您/ 理解和支持/ 我们工作的

161. 电梯/ 正常/ 使用了/ 已经可以

162. 乘坐我们的/ 航班/ 欢迎/ 您再次

163. 你们/ 解决问题的/ 方法了吗/ 商量出

164. 改变/ 第一印象往往/ 很/ 难

165. 消息/ 真是/ 这个/ 激动了/ 太让人

166. 共同语言/ 他们俩/ 许多/ 有

167. 这场/ 赢得/ 比赛/ 非常漂亮

168. 任何事情的/ 发生/ 有原因的/ 都是

169. 互联网/ 距离/ 人与人之间的/ 拉近了

170. 这篇文章/ 把/ 请/ 翻译成/ 中文

171. 就想/ 她从小/ 成为/ 一名演员

172. 儿童牙膏/ 十分/ 受欢迎/ 这种

173. 他/ 越来越/ 厉害/ 得/ 咳嗽

174. 先/ 调查一下/ 难道/ 你没有

175. 把/ 扔进/ 空瓶子/ 请/ 垃圾桶

176. 大家的/ 共同努力/ 保护环境/ 需要

177. 里/ 有两棵/ 张教授家的院子/ 苹果树

178. 大约/ 1084 公里/ 北京/ 离上海

179. 很快就被/ 亲戚朋友们/ 这个消息/ 知道了

180. 收入/ 比去年/ 今年公司的/ 增加了一倍

181. 吃光了/ 那盒饼干/ 被/ 儿子

182. 都进行得/ 顺利/ 很/ 所有的事

183. 解决/ 问题/ 发脾气/ 并/ 不能

184. 经验/ 慢慢/ 是需要/ 积累的

185. 词语的用法/ 区别/ 这两个/ 有什么

186. 这条/ 稍微/ 裤子/ 厚/ 有点儿

187. 不打算/ 留学/ 我暂时/ 还

188. 比去年/ 今年报名的/ 人数/ 减少了/ 一半儿

189. 能帮我/ 把/ 抬到客厅/ 吗/ 沙发

190. 降落在/ 飞机/ 首都机场/ 将于 15 分钟后

191. 不错/ 这台/ 质量/ 洗衣机的

192. 著名的/ 是/ 她丈夫/ 京剧演员

193. 我/ 客厅/ 把/ 收拾/ 好了

194. 两/ 公里/ 大概有/ 加油站离这儿

195. 发生/ 在/ 这个故事/ 上个世纪末

196. 意见和看法/ 谈了/ 大家/ 都/ 自己的

197. 要/ 好习惯/ 的/ 养成/ 节约用水

198. 普通话/ 他的/ 说得/ 不太标准

199. 出发还/ 吗/ 你现在/ 来得及

200. 排好队/ 按照/ 顺序/ 请同学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