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Míngzì: Lǐ kǎ duō 
Niánlíng:  27 suì 
Àihào: Zuò yùndòng, lǚyóu, chūqù wán, hē píjiǔ. 
Guójí: Xībānyá rén, dànshì xiànzài zhù zài běijīng. 
Gōngzuò: Xībānyá wén lǎoshī/yǒu de shíhou gōngzuò zài yījiā xībānyá fànguǎn er 
Yǔyán: Xībānyá yǔ, hànyǔ, yīngyǔ 
*Wǒ xiǎng zhǎo péngyǒu qù lǚyóu. 

名字:  里卡多 

年龄: 27 岁 

爱好: 做运动， 旅游，出去玩， 喝啤酒。 

国籍: 西班牙人， 但是现在住在北京。 

工作: 西班牙文老师/ 有的时候工作在一家西班牙饭馆儿 

语言: 西班牙语，汉语，英语 

*我想找朋友去旅游。  

 
Míngzì: Nán xī 
Niánlíng 21 suì 
Àihào: Gēn péngyǒu chūqù wán, hējiǔ, qù mǎi yīfú. 
Guójí: Yībàn měiguó rén yībàn fàguó rén. 
Gōngzuò: Bù gōngzuò yě bù xuéxí. Míngnián yào kāishǐ xuéshēng yì. 
Yǔyán: Yīngyǔ, fǎyǔ, yī diǎndiǎn xībānyá yǔ. 

*Wǒ fùmǔ hěn yǒu qián, wǒ xiǎng zhǎodào yī wèi hěn yǒu qián de zhàngfū. 

名字:  楠溪 

年龄: 21 岁 

爱好: 跟朋友出去玩， 喝酒， 去买衣服。 

国籍: 一半美国人一半法国人。 

工作:  不工作也不学习。明年要开始学生意。  

语言:  英语， 法语， 一点点西班牙语。   

*我父母很有钱， 我想找到一位很有钱的丈夫。   

 

 



 
Míngzì: Yùmǐ 
Niánlíng: 23 suì 
Àihào: Huìhuà. 
Guójí: Rìběn rén. 
Gōngzuò: Xué yìshù. 
Yǔyán: Rìyǔ, yīdiǎn hànyǔ. 
*Tā zhǎo yǔyán jiāohuàn de péngyǒu, kěyǐ jiào tā yīngyǔ。 

名字:  玉米 

年龄:  23 岁 

爱好:  绘画, 去卡拉 OK 玩儿 。 

国籍: 日本人。 

工作:   学艺术。  

语言:  日语， 一点汉语。   

*他找语言交换的朋友， 可以教他英语。    

  
Míngzì: Jīmì 
Niánlíng 37 suì 
Àihào: Kànshū, kàn diànyǐng (xǐjù piàn, kǒngbù piàn, dòngzuò piàn, àiqíng piān, 
jīngsǒng piàn) zìjǐ qù lǚxíng, qù yuǎnzú, tī zúqiú. 
Guójí: Déguó rén. 
Gōngzuò: Zuòjiā, shèyǐng shī. 
Yǔyán: Dé wén, yīngwén, fǎwén. 
*Wǒ zhǎo yǒuyìsi de rén, kěyǐ jiào wǒ hěnduō dōngxi. 

名字:  机密 

年龄:  37 岁 

爱好:  看书，看电影 (喜剧片，动作片，爱情片, 惊悚片)，自己去旅行， 去远足， 踢

足球。 

国籍: 德国人。 

工作:   作家，摄影师。  

语言:  德文，英文，法文。   

*我找有意思的人， 可以叫我很多东西。    



 
Niánlíng 35 suì 
Àihào: Xué yǔyán, tā de gōngzuò. 
Guójí: Yībàn èluósī rén yībàn móluògē rén. 
Gōngzuò: Shèhuì gōngzuò rényuán yǒu zìjǐ de yímín xiéhuì. 
Yǔyán: Èyǔ, ālābó yǔ, yīngyǔ, fǎyǔ, yìdàlì yǔ, xībānyá yǔ, rìyǔ. 
*Wǒ zhǎo yīgè hǎo nán péngyǒu. Tā háishì xǐhuan wǒ de gōngzuò. 

名字:  那提亚 

年龄:  35 岁 

爱好:  学语言， 她的工作。 

国籍: 一半俄罗斯人 一半摩洛哥人。 

工作:   社会工作人员。 有自己的移民协会。  

语言:  俄语，阿拉伯语， 英语，法语， 意大利语， 西班牙语， 日语。   

*我找一个好男朋友。他还是喜欢我的工作。    

 
Míngzì: Mǐ kè 
Niánlíng: 29 Suì 
Àihào: Dǎ wǎngqiú, qímǎ, qù hěn guì de fànguǎn er chīfàn. 
Guójí: Àodàlìyǎ de. 
Gōngzuò: Chūkǒu bù jīnglǐ, chángcháng qù fàguó zuò shēngyì. 
Yǔyán: Yīngyǔ. 
*Wǒ zhǎo yīgè piàoliang de qīzi. 

名字:  米克 

年龄:  33 岁 

爱好:  打网球， 骑马， 去很贵的饭馆儿吃饭。 

国籍: 澳大利亚的。 

工作:   出口部经理， 常常去法国做生意。  

语言:  英语。   

*我找一个漂亮的妻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