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多提意见
qing1 duo1 ti2 yi4jian4

你们来了！ 欢迎，欢迎！ 快请进！
ni3men lai2 le！ huan1ying2 ，huan1ying2！ kuai4 qing3 jin4！

张教授， 这是给您的花儿。
zhang1 jiao4shou4 ， zhe4 shi4 gei3 nin2 de huar1。

谢谢。你们太客气了。请坐， 喝点儿什么？
xie4xie 。ni3men tai4 ke4qi4 le 。qing3 zuo4 ， he2 dian3 er2 shen2me？

喝茶吧。您的书房很有特色：墙上挂着中国字画，书架上放
着这么多古书，桌上放着文房四宝， 外边还整整齐齐地摆？
he1 cha2 ba 。nin2 de shu1fang2 hen3 you3 te4se4 ：qiang2 shang4 gua4 zhao2 Zhong1guo2 zi4
hua4 ，shu1jia4 shang4 fang4 zhao2 zhe4me duo1gu3 shu1 ，zhuo1 shang4 fang4 zhao2 wen2
fang2 si4 bao3 ， wai4bian hai2 zheng3zheng3 qi2qi2 di4 bai3 ？

这么多花儿，还有盆景呢。
zhe4me duo1 huar1, hai2you3 pen2 jing3 ne.

这些花儿真漂亮，都是您种的吗？
zhe4xie huar1 zhen1 piao4liang ，dou1 shi4 nin2 zhong4 de ma ？

不，都是买的。 不过它们在我这儿长得越来越好，现在也开
花儿。
bu4, dou1 shi4 mai3 de. bu4guo4 ta1men zai4 wo3 zher4 chang2 de2 yue4lai2yue4 hao3, xian4zai4
ye3 kai1huar1.

这叫君子兰吧？长长的绿叶，红红的花，真好看。
zhe4 jiao4 jun1zi lan2 ba ？chang2 chang2 de lue4 ye4 ，hong2 hong2 de hua1， zhen1 hao3kan4.

是叫君子兰。这种花很好养，开花的时间也比较长。
shi4 jiao4 jun1zi lan2 。zhe4zhong3 hua1 hen3hao3 yang3 ，kai1 hua1 de shi2jian1 ye3 bi3jiao4

chang2 。

养花是有意思，可是你能养好的？
yang3 hua1 shi4 you3yi4si ，ke3shi4 ni3 neng2 yang3 hao3de ？

当然能养好！我看，养花没有学汉语那么难吧？
dang1ran2 neng2 yang3 hao3 ！wo3 kan4 ,yang3 hua1 mei2you3 xue2 han4yu3 na4me nan2 ba ？

养花是不太难。不过，要把花养好，那就不容易了。
人们长说“故娘爱花”，林哪喜欢养花，我想她一定能养好。
yang3 hua1 shi4 bu4 tai4 nan2 。bu4guo4 ，yao4 ba3 hua1 yang3 hao3 ，na4 jiu4 bu4rong2 yi4 le.
ren2men chang2 shuo1 “gu4 niang2 ai4 hua1”, lin2 na3 xi3huan yang3 hua1, wo3 xiang3 ta1
yi1ding4 neng2 yang3 hao3.

谢谢，张教授，我也是这样想的。
xie4xie ，zhang1 jiao4shou4 ，wo3 ye3 shi4 zhe4yang4 xiang3 de 。

这些盆景都是您自己的作品吧？
zhe4xie pen2 jing3 dou1 shi4 nin2 zi4ji3 de zuo4pin3 ba ？

是的。工作累的时候，我就到外边去浇浇花，把这些盆景修
整修整。这是很好的休息。
shi4de 。gong1zuo4 lei4 deshi2hou4 ，wo3 jiu4 dao4 wai4bian qu4 jiao1 jiao1 hua1, ba3 zhe4xie
pen2 jing3 xiu1 zheng3 xiu1 zheng3 。zhe4 shi4 hen3hao3 de xiu1xi 。

盆景是一种艺术，听说，种盆景很不容易。张教授，您这真
是一位园艺师呢！
pen2 jing3 shi4 yi1 zhong4 yi4shu4 ，ting1shuo1 ，zhong4 pen2 jing3 hen3bu4 rong2yi4 。zhang1
jiao4shou4 ，nin2 zhe4 zhen1shi4 yi1 wei4 yuan2yi4 shi1 ne!

我哪儿是园艺师？这只是一点儿爱好。
wo3 na3r5 shi4 yuan2yi4 shi1? zhe4 zhi3shi4 yi1dianr3 ai4hao4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