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初级汉语综合（上）教案 

 

 

课程类型：汉语综合课 

授课对象：汉语言专业本科生 

所用教材：《汉语教程第三册》（上） 
 

 

 

 

 

 

 

 

 

 



课程说明 

（一）课程名称、所属专业、课程性质、学分： 

本课程为《初级汉语综合》（上），属于汉语言本科专业的汉语基础课，共

144课时，8个学分。 

（二）课程简介、目标与任务： 

本课程是在华留学生汉语言专业本科一年级上学期的必修课，其主要教学目

标是要求留学生掌握一定的汉语语言知识，具备初步的听、说、读、写能力，能

满足日常学习、生活和一般社交场合的交际需要，初步具备专业课程学习和专业

材料阅读的能力。同时也为他们深入高一年级打下基础。此外，根据课文涉及到

的内容适当增补一些文化背景知识，增长学生的视野，扩展汉语学习视野，提高

对中华文化的理解与运用能力。本课程的教学重点仍然是课文，其次是词语的用

法。教学的主要任务是：通过课文和词语的讲练，培养学生成段表达的能力，把

言语交际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三）先修课程要求、与先修课后续相关课程之间的逻辑关系和内容衔接： 

在学习本课程之前，要求学生已经过半年以上正规训练，已修完《汉语教程》

一、二册或其他零起点汉语课程。本课程在语言知识点及课文形式、难度上都是

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课程的重点仍是课文及词语例释，适当增加了同义词辨析

的词语学习。本课程在《汉语教程》一、二册的基础上，辅以初级汉语口语、初

级汉语阅读与初级汉语写作的学习，为升入二年级更加深入系统的学习奠定了比

较扎实的基础。 

（四）教材与主要参考书： 

初级汉语综合（上）以《汉语教程》第三册（上）（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为主要教材，参考书目如下： 

1、崔希亮等：《对外汉语综合课课堂教学研究》、《对外汉语综合课优秀教案

集》，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10年； 

2、卢福波：《对外汉语常用词语对比例释》，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00年； 

3、周健：《汉语课堂教学技巧 325例》，商务印书馆，2010年； 

4、吕叔湘等：《现代汉语八百词》（增订本），商务印书馆，2010年。 



 

第一课   离家的时候 

 

一、教学目的 

1.能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谈谈自己离家来中国留学的情景，最好能写出 200

字左右的作文。 

2.能独立完成课后的练习，并用“终于、一切、果然、说实话、对于、只好”

造句。 

二、教学时间 

8学时 

三、教学重点 

1.重点词语：终于、果然、对于、而 

2.重点用法及词语比较：对于——对、打算——考虑、以后——然后、改变—

—变 

四、教学步骤 

（一）新课导入 

提问：你什么时候离开家来到了中国？ 

快离开家的时候你都做了什么？ 

（二）生词学习 

1.朗读生词，纠正读音。 

2.重点生词讲解 

（1）终于：经过努力或长时间的等待，得到了希望得到的结果。 

例： 

他终于考上了大学。 

母亲的病终于好了。 

我终于看到了长城。 

（2）多半：很可能，大概。 

例： 



我如果现在告诉父母，他们多半不会同意。 

她现在不来，今天多半不会来了。 

（3）因此：表示结果。 

例： 

我的很多同学学了汉语以后都找到了工作，因此，我也想到中国去留学。 

（4）果然：然，是这样。结果是这样，表示事实与所说的或所预料的一样。 

例： 

天气预报说，今天有雨，你看，果然下起来了。 

（5）对于：表对象。 

例： 

对于有没有外星人的问题，科学家也说不清楚。 

对于这件事情，我有不同的看法。 

（6）而：连词。 

 A.连接两个形容词成分，表示两种性质或情况并列。(而且) 

例： 

眼睛大而明亮。 

这家商店卖的东西品种多而质量好。 

中国是一个古老而年轻的国家。 

B.连接两个形容词、动词、小句等，“而”后边带“不”、 “没有”或“却”，是

“但是”的意思。（但是） 

例： 

这种水果好看而不好吃。 

文章不长，而内容却很感人。 

比赛输了，我很难过，而他没有任何反应。 

（7）拼命：尽最大的力量，极度的。 

例：  

拼命记生词 

拼命读课文 

（8）恋恋不舍：成语，很留恋。 



例： 

我恋恋不舍地离开了家/父母/朋友。 

我离开的时候，真有点儿恋恋不舍。 

（9）以后 & 然后： 

A.都表示一件事情发生在另一件事情之后,但意思和用法不同，一般不能互换。

“然后”表示后一件事情紧接着前一件事情发生，“以后”表示某一时间或者某

一时期之后。 

例： 

我们这次去桂林，然后再去云南。 

（先去桂林，接着就去云南。） 

我们这次去桂林，以后再去云南。 

（这次去桂林，下次去云南。） 

B.“然后”只能用在前后两个分句之间，前一分句常用“先、首先”等；“以后”

可以用在单句中，可以单用，也可以用在其他词语之后。 

例： 

今天我们先去公园玩儿，然后再去买东西，好吗？ 

这件事我们以后再说吧。（单句） 

以后，我们就是朋友了。（单用） 

这里晚上十点以后就没有公共汽车了。（其他词语之后） 

C.“以后”是名词，可以作定语、介词宾语；“然后”不行。 

例： 

以后的事情以后再说吧。（定语） 

你有没有想过以后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定语） 

我们现在要开始为以后做打算了。（介词宾语） 

（10）改变&变： 

A.改变：多是人为的，可以带宾语。 

例： 

改变自己/发型 

B.变：强调是自然发生的，是客观事物发展的结果，不是人为的，可以用于自然



现象。“变”后面不能带宾语。 

例： 

天变蓝了。 

树变绿了。 

（三）课文串讲 

1. 请学生分段朗读课文，检查预习情况。 

2. 课文讲解 

（1）根据课文提问： 

A.“我”现在在哪儿？“我”为什么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 

B.“我”为什么要来中国？ 

C.“我”办留学手续为什么要瞒着父母？ 

D.父母为什么不太愿意“我”到中国来？后来为什么又同意了? 

E.父母对我提出了什么要求？ 

3. 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回答老师的问题： 

（1）课文中“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意思是非常高兴，你什么时候有过这

种情况？ 

（2）忙着办各种手续说说你来中国留学都办了哪些手续（办护照、签证来了

以后报名、安排住宿等） 

（3）“这一切都是瞒着我父母做的“：你有没有瞒着父母做过什么事？ 

（4）父母“总是嘱咐我要注意身体，注意安全。努力学习，愉快生活“。你

的父母是怎么嘱咐你的？（嘱咐：对你说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 

4. 口头表述：讲讲自己离家时的情况。 

（四）作业 

1.做课后练习。 

（1）生词练习，课后练习 3，重点是词语辨析。 

（2）造句练习，课后练习 5。 

（3）词语用法及语法练习，课后练习 7、9。 

2.预习下一课生词和课文。 

 

第二课   一封信 



 

一、教学目的 

1.要求学生在理解的基础上能流利地朗读并能回答课后的问题，并能把几张照

片的内容复述出来。 

2.能理解所学重点词语的意义和用法，并且能用“靠、各、表示、又…又…、  

分别”等造句。 

二、教学时间 

8课时 

三、教学重点 

1.重点词语：靠、各、表示、分别 

2.重点用法及比较：又……又……、每——各、表示——表达 

四、教学步骤 

（一）新课导入 

提问：来中国以后给爸爸妈妈写过信吗？打过电话吗？都说些什么？ 

（二）生词学习 

1.朗读生词，纠正读音。 

2.重点生词讲解 

（1）靠： 

教师做出靠在教室墙上的动作，学生用“靠”描述老师的动作。讲解“在家

靠父母，出门靠朋友”的意义。 

（2）各&每： 

各：在一个范围内的所有个体，用在名词或者量词之前。 

例： 

世界各国（用在名词前） 

请各位同学注意！（用在量词前） 

每：指的是总体中的任何一个个体，强调全体都一样，没有例外，一般跟“都”

连用。用在名词前时，常常要加量词。 

例： 

每个国家都派出了自己的代表。（指所有的国家） 



王刚对每个人都很热情。 

各：表示总体中不同的个体，强调的是不同，可以直接加在一些集体、组织、机

构、单位的名词前面。 

例： 

学生们欢迎来自各个国家的客人。（指不同的国家，不一定是所有的国家） 

各国、各省、各校、各学院、各民族、各行业 

（3）表示： 

A.动词。 

问：点头表示什么？ 

给女孩子玫瑰花表示什么？ 

B.名词。 

问：朋友送给你礼物时，你会有什么表示？ 

（4）又……又……：表示几种情况或几种性质同时存在。 

例： 

又说又笑、又唱又跳、又便宜又好吃、又大又圆 

（5）分别：副词，表示“各自、不一起”的意思。 

例： 

对不同的情况，要分别对待。  

他们都是我的学生，怎么能分别对待呢？ 

父母分别送了他一份生日礼物。 

（三）课文串讲 

1.请学生分段朗读课文，检查预习情况。 

2.课文讲解 

（1）按课文回答问题： 

A.玛丽现在在哪儿？ 

B.她现在生活得怎么样？ 

C.她参加了一个什么班？ 

D.她以前会用筷子吗？ 

E.她来中国多长时间了？ 



3.在课文的基础上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回答问题： 

（1）你来中国以后有没有什么不习惯的地方？现在习惯了吗？怎么适应的？ 

（2）讲一下你或你朋友在中国过生日的情景。 

（3）课文中的“拍下来”“照下来”以前已经学过，用什么“拍下来”“照下来”

了什么？“拍下来”“照下来”以后影像留在了什么地方？ 

（4）你什么情况下会“又高兴又不好意思”？ 

（四）作业 

1.做课后练习。 

（1）生词练习，课后练习 3。 

（2）造句练习，课后练习 4、5。 

（3）词语用法及语法练习，课后练习 7、9。 

2.预习下一课生词和课文。 

 

第三课   北京的四季 

 

一、教学目的 

1.掌握一些关于天气、气候的词语，结合自己本国或家乡的情况，说一说或写

一写，介绍一下自己国家的气候情况。 

2.能理解所学重点词语的意义和用法，并且能用“拿、动词＋下、 动词＋上、 

多么、也许”等造句。 

二、教学时间 

8学时 

三、教学重点 

1.重点词语：多么、充满、显得、数、也许 

2.重点用法及词语比较：拿……来说、动词+下、动词+上、热爱——亲爱——

爱 

四、教学步骤 

（一）新课导入 

提问：你最喜欢哪个季节？为什么？ 



        请说出表示天气的词语。 

（二）生词学习 

1.朗读生词，纠正读音。 

2.重点生词讲解 

（1）拿……来说 ：用……做例子，说明情况，“比如”的意思，还可以说“拿……

来看/讲”。 

例： 

这里的变化太大了，就拿交通来说吧，汽车增加了很多。 

（2）脱下/换上： 

动词+上 

A.表示动作有结果，合并在一起的意思。 

例：  

穿上衣服、关上窗户 

他爱上了这个地方。 

B.表示从低处到高处，或者达到了目的。 

例： 

他爬上了长城。 

孩子今年考上了大学。 

考试的时候我有一个汉字没写上。 

动词+下 

A.表示动作完成，有“分开、离开”的意思。 

例： 

脱下冬衣、取下手表、脱下皮鞋 

B.表示从高处到低处，或者离开高处，到达低处。 

例： 

她走下楼梯，去了客厅。 

他的眼泪一下子流了下来。 

他从车上跳下来，抓住了小偷。   

（3）充满：一般带抽象名词作宾语，很少带具体名词。 



例： 

充满欢乐/充满热情/信心/力量 

不说： 

大街上充满了车。 

我的桌子上充满了书。 

（4）显得：表现出（某种情形）。 

例： 

你穿上这件新衣服显得很漂亮。 

要考试了，大家显得很紧张。 

（5）情景：事情发生的当时的具体情况。 

例： 

你还记得你第一次来中国时的情景吗？ 

当时的情景我永远也忘不了。 

我们第一次见面时的情景我经常想起。 

（6）向往：后边的宾语是希望得到的事情或希望达到的地方。 

例： 

她向往着美好的未来。 

那是个令人向往的地方。 

（7）瑞雪兆丰年：谚语。瑞雪：吉祥、应时的好雪； 兆：预兆、预示； 丰年：

丰收的一年。适时的冬雪预示着下一年是丰收的一年。 

（8）数： 

A.数一数。 

例： 

你数一数，教室里现在有多少人。 

B.比较起来最……的。 

例： 

我们班数老师的年龄最大。 

他们班数麦克个子最高。 

（9）多么：后边与形容词连用。 



例： 

多么年轻/高兴/美丽 

（10）热爱：非常爱，对象一般是工作、学习、国家、人民等。 

不说： 

我很热爱你。 

我很热爱我的男/女朋友。 

（11）亲爱：形容词，在句中做定语。 

例： 

亲爱的妈妈/同学/朋友 

（12）愿：祝愿。 

例： 

愿同学们健康快乐，幸福平安。 

愿你们学习进步，成绩优秀。 

（三）课文串讲 

1.请学生分段朗读课文，检查预习情况。 

2.讲解课文 

（1）重点提示 

A.“就拿北京来说吧”，是口语中常用句式，用于举例说明，适当让学生练习。

“到处”是个副词，是所到之处的意思。 

B.“羡慕”、“向往”也是常用词，引导学生说一说“你羡慕什么”，“你向往什

么”，“你向往去什么地方旅行”等。 

（2）让学生再看一遍课文，老师给出关键词，让学生分别讲一讲北京的四季 

关键词。 

北京的春天：暖和  脱  打扮  充满  到处 

北京的夏天：热了  游泳  散步  愉快  轻松 

北京的冬天：比较  火锅  高高兴兴  下雪  像…一样  堆雪人  打雪仗  瑞

雪兆丰年 

北京的秋天：最好的  天气  鲜花  郊外 

（3）按课文回答问题： 



A.北京一年有几个季节？每个季节从几月到几月？你们国家呢？ 

B.北京的春天怎么样？ 

C．北京的夏天怎么样？ 

D.北京的秋天怎么样？ 

E.北京的冬天怎么样？ 

3．在课文的基础上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回答问题： 

你们国家或家乡的四季怎么样？请说一说。 

（四）作业： 

1.复习课文，写小作文《我们家乡的四季》。 

2.做课后练习。 

（1）生词练习，课后练习 3。 

（2）造句练习，课后练习 4、5。 

（3）词语用法及语法练习，课后练习 7、9。 

3.预习下一课生词和课文。 

 

 第四课   理想 

 

一、教学目的 

1.要求学生结合课文谈谈自己的理想，在出国留学的过程中遇到过什么困难，

是怎么克服的。课文要求能复述。 

2.理解所学重点词语的意义和用法，并且能用“一点儿也不/没、不过、简直、  

当然、从、动词＋着＋动词＋着”等造句。 

二、教学时间 

8学时 

三、教学重点 

1.重点词语：不过、简直、当然、从 

2.重点用法及词语比较：一点儿+也+不/没、赞成——同意、理想——梦想、

动+着+动+着 

四、教学步骤： 



（一）新课导入 

提问：你有什么理想？ 

（二）生词学习 

1.朗读生词，纠正读音。 

2.重点生词讲解 

（1）理想： 

A.名词，对未来事物的想象和希望。 

例： 

我的理想是将来当翻译。 

B.形容词，符合希望的，使人满意的。 

例： 

他这次考试的成绩不太理想。 

这是一个很理想的解决办法。 

理想”&“梦想： 

都可以做名词，但“梦想”有动词词性，可以带宾语；“理想”是形容词，

不能带宾语。“梦想”也有“理想”的意思，但通常表示不能实现的空想。 

例： 

我从小就梦想当一名演员。 

要找到一个理想的工作并不容易。 

我租的这套房子非常理想。 

你这次的考试成绩不是很理想。 

（2）专业： 

问：你们的专业用汉语怎么说？ 

（3）赞成：同意。 

例： 

我赞成你的意见。 

我赞成你们多去中国各地看看。 

我对你的看法投赞成票。 

赞成&同意： 



同意有“允许”、“愿意”的意思，可以带“了”，可以用“没有”否定。 

例： 

没有主人的同意，你们不能进他的房间。 

为了帮助同时，她同意放弃自己的工作。 

老师同意了我的要求，可是校长没有同意。 

（4）心事：心里面想的事情。 

例： 

今天马力好像有心事。 

你有什么心事可以跟朋友聊聊。 

（5）简直：强调“差不多(是)……”或“完全是……”，后面跟带有夸张的比喻

或动作。 

例： 

我们的学校简直是个大花园。 

他汉语说得简直跟中国人一样。 

（6）分别：动词，“离开”、“ 离别”的意思，后面不能带宾语。 

例： 

我们分别以后，一直没有联系。 

和他分别的时候，大家都很难过。 

（7）经历：可以是名词，也可以是动词，指亲身见过、做过或遭遇过（的事情）。 

例： 

他亲身经历了这场灾难。 

经历过很多事情之后，他长大了。 

很少人有他这样的经历。 

（8）酸甜苦辣：各种滋味和经历。虽然也包含幸福的经历，但偏重痛苦的遭遇。 

 例： 

生活中的酸甜苦辣 

（9）梦&梦见： 

例： 

我昨天晚上做了一个梦。 



我昨天晚上梦见了一个朋友。 

（10）选择： 

例： 

选择人生道路/专业/学校 

（11）当然： 

例： 

我可以试试吗？当然可以。 

我是学中文的，当然希望去中国留学。 

（12）动词+着+动词+着：       

表示一个动作正在进行，另一个动作接着发生。 

例： 

他哭着哭着突然笑了起来。 

他吃着吃着突然站起来说：“不吃了”。 

这个电影很不错，看着看着就忘记了上课。 

（三）课文串讲 

1.请学生分段朗读课文，检查预习情况。 

2.课文讲解 

（1）重点提示 

A.“我对南京一点儿也不了解”：你对南京（北京，上海，哈尔滨，兰州）了

解吗？如果了解，请他说，了解什么？如果不了解，让她说出：“我…一点儿也

不了解” 

B.“好像看出了我的心事”：怎么能看到别人有心事？别人有心事时有什么表

现或表情？ 

（2）让学生再看一遍课文，按课文回答问题： 

A.我为什么要学习中文？你呢？ 

B.我第一次来中国是什么时候？来做什么？ 

C．我在旅途中遇到了什么困难？是谁帮助了她？ 

D.我为什么还要来中国？我的理想是什么？你呢？ 

3.复述课文。 



（四）作业 

1.做课后练习。 

（1）生词练习，课后练习 3。 

（2）造句练习，课后练习 4、5。 

（3）词语用法及语法练习，课后练习 7、9。 

2.预习下一课生词和课文。 

 

第五课   回头再说 

 

一、教学目的 

1.要求学生通过课文讲练，在理解的基础上能流利地朗读并能回答课后的问题，

对老师就课文提出的问题能够做到听懂会答。最后要求学生能够复述课文。 

2.能理解所学重点词语的意义和用法，并且能用“再说、其实、实在、用得着、  

至于”等造句。 

二、教学时间 

    8学时 

三、教学重点 

1.重点词语：口头语、再说、其实、实在、临了 

2.重点用法及词语比较：没准儿——不一定、至于 

四、教学步骤： 

（一）新课导入 

“回头再说”是中国人在交际中的习惯用语，表示“委婉的拒绝，以后再办”的

意思，这种说法在国外很少，你们国家这么说吗？ 

（二）生词学习 

1.朗读生词，纠正读音。 

2.重点生词讲解 

（1）回头：副词，表示过一段时间以后，稍等一会儿。 

例： 

我们回头再聊。 



这件事回头再商量。 

（2）再说：这里的“说”是个代动词，根据不同的语境，表示不同的意思。 

例： 

今天没带钱，回头再说吧。（“说”是“买”的意思）  

最近我很忙，旅行的事回头再说吧。（“说”是“去”或“考虑”的意思） 

（3）其实：实际情况是。 

例： 

他就是不爱说话，其实他可聪明了。 

她看起来像中国人，其实她是日本人。 

（4）地道：没有异物、纯正无误的，正宗的、未掺杂的，多指吃的和生活类的；

（工作、活儿等）实在；够标准。 

例： 

要想说一口地道的汉语，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多说多练。 

这里的牛肉面味道很地道。 

（5）几乎：差不多，接近。 

例： 

今天我几乎迟到了。（没迟到） 

（6）同时： 

例： 

我俩是同时来中国的。 

他们俩几乎是同时来的。 

（7）实在： 

A. 真实，不虚假，形容词。 

例： 

他是个实在人，不会说谎。 

B.确实，毫无疑问，副词。 

例： 

这里的风景实在好。 

（8）至于：表示提起另外的事，引进另一个话题（一般和前一个话题有关系），



“至于”后面的词或短句就是新的话题。 

例： 

我知道他也是留学生，至于是哪国人，我就不知道了。 

（9）左顾右盼：左右两边看。 

例： 

考试的时候不能左顾右盼。 

（10）打招呼： 

例： 

我跟他打招呼，他没听见。 

（11）打交道： 

例： 

他不想跟陌生人打交道。 

（12）没准儿： 

A.表示可能的意思。 

例： 

没准儿会下雨=可能会下雨   

今天我没准儿能见到他。 

B.不确定，很容易改变。 

例： 

他今天来不来还没准儿呢。      

（13）见面： 

例： 

我想跟他见个面。 

昨天我跟他见了个面。 

（14）临了：表示结束的时候。 

例： 

临了，他送了我好多书。（快走的时候） 

小张一直以为这个秘密不会被人知道，可是临了，还是被人知道了。（最后） 

（三）课文串讲 



1.请学生分段朗读课文，检查预习情况。 

2.课文讲解 

（1）重点提示 

A.“你是去北京吗？”，明知故问，是中国人跟陌生人打招呼，希望认识，是

口语中常用句式，和“你吃了吗”“你去哪儿”的作用一样。 

B.“两个小伙子主动跟我打招呼，我没有理他们”为什么？要是你你会怎么做？ 

C.“听了他们的话，我心里一热”:你什么情况下有过这种感觉？说一说。 

D.“怎么这么不实在”：实在是一个人应该具有的品格，“说话算数”“信守诺

言”“一是一，二是二”。 

（2）让学生再看一遍课文，回答问题： 

A.作者是怎么认识第一个北京人的？ 

B.这个北京人的口头语是什么？ 

C．作者为什么打了三次电话才被邀请去他家？ 

D.他送给了作者什么？ 

E.作者第一次做地铁的时候，他要在哪里换车？ 

F．后来他怎么到了要去的地方？ 

G.作者坐车的时候为什么没说话？ 

3.复述课文。 

（四）作业 

1.复习课文，准备下节课说说你在中国遇到的愉快或不愉快的事。 

2.做课后练习。 

（1）生词练习，课后练习 3。 

（2）造句练习，课后练习 4、5。 

（3）词语用法及语法练习，课后练习 7、9。 

3.预习下一课生词和课文。 

 

第六课   吃葡萄 

 

一、教学目的 



1.要求学生通过课文讲练，在理解的基础上能流利地朗读并能回答课后的问题，

对老师就课文提出的问题能够做到听懂会答。最后要求学生能够复述课文。 

2.能理解所学重点词语的意义和用法，并且能用“不料、一＋动词、竟然、只

是、并、一…一…”等造句。 

二、教学时间 

    8学时 

三、教学重点 

1.重点词语：不料、竟然、只是、并 

2.重点用法及词语比较：时间+以来、一+动词、一……一……、不料——竟 

四、教学步骤： 

（一）新课导入 

 文章通过生活中遇到的小事，揭示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疏远和淡漠的社会现象。 

（二）生词学习 

1.朗读生词，纠正读音。 

2.重点生词讲解 

（1）（以）来：从过去一个时间直到现在。 

例： 

半年以来，他的身体越来越差。 

（2）半死不活：死又死不了，活又活不旺，也形容人没有精神，没有活力。 

例： 

这棵树半死不活的，今年肯定不会结桃子了。 

他就这样半死不活地躺着，也不出去工作，真气人！ 

（3）不料：连词，用在第二个分句前面。它前面不能有主语，不能说“我/他不

料……”。 

例： 

我刚想给他打电话，不料他的电话就来了。 

（4）竟然：出现的结果和情况是事先没有想到的。 

例： 

刚才还是晴天，这会儿竟然下起雨来了。 



（5）不料&竟然： 

都有“没想到，出乎意料”的意思。“不料”是连词，用在第二个分句前。

“竟然”是副词，放在动词或形容词前作状语。 

例： 

他病了，我想他不会来上课了，不料他早早就来了。 

他病了，我想他不会来上课了，不料他竟然早早就来了。 

……，竟然他早早就来了。（×）   

我想看今天晚上的电影，不料票早卖完了。 

我想看今天晚上的电影，没想到票竟然早卖完了。 

……，我不料票早卖完了。（×） 

（6）一+动词：经过一个短暂的动作就得出结果。 

例： 

他说这种水果很贵，我一看，竟然 200元一斤。 

这件事太麻烦，我一想，还是不告诉老师了！ 

（7）分享：让别人跟自己一起享受好的东西，如快乐、幸福、成果等。 

例： 

我想让朋友们分享我的快乐。 

有了好吃的东西，要跟大家一起分享。 

有什么好消息，跟大家分享一下吧！ 

我愿意和你一起分享你的快乐！ 

（8）白：副词，用在动词前作状语。有不付钱的意思，还表示没有效果，没有

作用的意思。 

例： 

白吃、白喝、白给、白看 

白等了两个小时，他也没来。 

（9）并：用在否定词前边，强调否定，有反驳的语气（认为别人的想法是错误

的，表示不同意）。 

例： 

从他脸上的表情看得出，他并不相信我说的话。 



你说他笨，其实他并不笨。 

他说他回国了，其实他并没有回国，是去旅行了。 

我并没有对他说过这件事，不知道他是怎么知道的。 

（10）摘： 

例： 

摘苹果、摘葡萄、摘帽子 

（11）捏： 

例： 

捏一捏，是软的还是硬的。 

（12）表情： 

问：人有什么表情？ 

（13）意外： 

A.形容词。 

例： 

这件事很意外。 

这是一个意外事故。 

B.名词。 

例： 

这是一个意外。 

你不要开快车，以免发生意外。 

（14）尴尬： 

A.处于两难境地无法摆脱 

例： 

处境尴尬 

尴尬的局面 

这一来,我倒有些尴尬了,下面的话怎么说呢! 

B.行为、态度不正常的 

例： 

她显得有些尴尬。 



表情尴尬 

问：什么情况下人很尴尬？ 

（15）跳&蹦： 

跳：两脚离地全身向上或向前的动作。 

例： 

跳水、跳高、跳远、跳舞 

蹦：两脚并着跳。 

例： 

蹦高、欢蹦乱跳 

（三）课文串讲 

1.请学生分段朗读课文，检查预习情况。 

2.课文讲解 

（1）重点提示 

A.“他吃了我的葡萄，但是从他脸上的表情看得出来，他并不相信我的话。”

这个句子要启发学生说说，从一个人的面部表情都能看出什么？复习一下“看得

出来”“看不出来”“看出来了” 

B.“我很尴尬，忙说这是自己家的树上摘下来的葡萄，很甜，很好吃。”这个

句子的忙时很快，马上的意思。 

C.“她的丈夫更是一脸的警惕。”这个句子有些特别，名词“脸”在这里是量

词，一有满的意思。比如：一脸汗，一身土，一桌子菜，一屋子烟。这里的意思：

一脸警惕的样子。 

D.“没想到，那天晚上他们家就传来了吵架声”要让学生想一想，他们说了什

么 

（2）让学生再看一遍课文，按课文回答问题： 

A.作者为什么要把葡萄送给别人吃？ 

B.作者送的第一个是什么人？他是什么态度？ 

C．作者送的第二个是什么人？他为什么问“你有什么事要办吗”？ 

D.作者送的第三个是什么人？他们为什么吵架？ 

E. 作者送的第四个是什么人？他是什么态度？ 



3.本课课文不长，给学生十五分准备，要求背说，或者让学生分别以“做生意的

朋友”“领导”“漂亮的女邻居”的身份，说一段话。 

4.老师领读一遍课文。说一下课文的意义：通过一件小事，揭示了人与人之间关

系疏远和淡漠的社会现象。作者想呼唤一种人间真情的回归。 

（四）作业 

1. 做课后练习。 

（1）生词练习，课后练习 3。 

（2）造句练习，课后练习 4、5。 

（3）词语用法及语法练习，课后练习 7、9。 

2.预习下一课生词和课文。 

 

第七课   成语故事 

 

一、教学目的 

1.要求学生通过课文讲练，能理解这两个成语故事的意思，掌握这两个成语的

用法，并且能复述。 

2.能理解所学重点词语的意义和用法，并且能用“动词＋下、根本、入迷、偷

偷、为了、不管…都/也、其中、既然”等造句。 

二、教学时间 

8学时 

三、教学重点 

1.重点词语：滥竽充数、自相矛盾、根本、入迷 

2.重点词语用法及比较：动词+下、一齐——一起、偷偷——悄悄、从前——

以前、不管……都/也、既然……就 

四、教学步骤： 

（一）新课导入 

提问：你们知道不知道中国的成语？ 

（二）生词学习 

1.朗读生词，纠正读音。 



2.重点生词讲解 

（1）滥竽充数：不会吹竽的人,混在吹竽的乐队里充数。比喻没有真才实学的人

混在行家里面充数,或是以次货充好货。也用作自谦之词。 

例： 

我不会踢球，可是昨天的比赛，我们班缺一个人，我只好上场滥竽充数。 

（2）一齐&一起： 

一起： 

A.同一个地方。 

例： 

他们两个人坐在一起。 

B.一同。 

例： 

明天我们一起去博物馆吧。 

一齐：同时。 

例： 

各班一齐出发。 

人和行李一齐到了。 

（3）入迷： 

例： 

她看电视看得入迷了。 

他最近对电脑游戏入了迷。 

不说： 

我入迷电影/电脑游戏。 

（4）吹牛：说大话，夸口。 

——我会写一千个汉字。 

——别吹牛了！ 

问：你们知道什么是“吹牛”？ 

（5）根本：简直，从来，完全。 

例： 



我根本不会唱歌。 

他以前根本没有学过汉语。 

（6）自相矛盾：比喻自己跟自己（说的话，做的事）矛盾。 

例： 

他一会儿说喜欢这部电影，一会儿又说这部电影很无聊，真是自相矛盾！ 

他说自己是一个热心的人，可别人有了困难他从来不肯帮助，这不是自相矛盾

吗？ 

（7）无比： 

A.形容词，可作谓语。 

例： 

这个人力大无比。 

B.用在形容词前面作状语。 

例： 

无比高兴/无比兴奋 

（8）不管： 

A.“不管”后边只能是具有选择性的情况（条件）或任何情况（条件）。 

例： 

不管你去不去，我都要去。 

不管明天天气好不好，我们都得去。 

B.“不管”后边常常跟表示任指的疑问代词，构成“不管+谁/什么/哪儿/怎样……，

都……”结构。 

例： 

不管天气怎么样，我们都要出发。 

不管你怎么说我也不信。 

不管你什么时候来我都高兴。 

（9）既然：  

“既然”表示某种情况和结果已经发生，已经是这样了，常和“就、也、还”等

搭配使用。 

例： 



既然你不想去就别去了。 

我既然来中国留学，就一定要把汉语学好。 

既然你知道，就告诉我吧。 

（三）课文串讲 

1.请学生分段朗读课文，检查预习情况。 

2.课文讲解 

（1）重点提示 

A.“骗过国王”的“过”不是表示经历，是动词，有“通过”“达到目的”的

意思，在这里是结果补语。可以组成可能补语“骗得过”“骗不过”。 

B.“混不下去”是可能补语，复习趋向补语“下去”的引申意义。 

C.“刺得透”和“刺不透”最好演示一下：用铅笔刺薄纸和黑板，让学生说。 

D.“其中一个人站出来问他”，要问学生为什么是“站出来”而不是“站起来”？

从什么地方出来可以说“站出来”（不是一个人，而是很多人） 

E.“这个卖矛和盾的人，被问得说不出话来”就是上一节课学过的：很尴尬。

问学生：他为什么说不出话来 

（2）让学生再看一遍课文，按课文回答问题： 

A.南郭先生为什么能混进乐队里？ 

B.后来南郭先生为什么溜走了？ 

C．那个卖矛又卖盾的人是怎么叫卖的？ 

D.别人问了他一个什么问题？ 

3.复述课文。 

（四）作业 

1.做课后练习。 

（1）生词练习，课后练习 3。 

（2）造句练习，课后练习 4、5。 

（3）词语用法及语法练习，课后练习 7、9。 

2.预习下一课生词和课文。 

 

第八课   恋爱故事 



 

一、教学目的 

1.要求学生通过课文讲练，在理解的基础上能流利地朗读并能回答课后的问题，

对老师就课文提出的问题能够做到听懂会答。最后要求学生能够复述课文。 

2.能理解所学重点词语的意义和用法，并且能用“任何、尽量、立刻、一连、  

仍然”等造句。 

二、教学时间 

8学时 

三、教学重点 

1.重点词语：任何、尽量、立刻、一连、仍然 

2.重点词语用法及比较：心爱——热爱、立刻——马上、尽量——尽情、遗憾

——可惜 

四、教学步骤： 

（一）新课导入 

提问：你谈过恋爱吗？有没有自己的恋爱故事？ 

（二）生词学习 

1.朗读生词，纠正读音。 

2.重点生词讲解 

（1）大方： 

A. (举止)自然不俗气；无拘束。 

例： 

他有一个漂亮大方的女儿。 

B. 对于财物不计较、不吝啬，不小气。 

例： 

他很大方，这些钱他不在乎的。 

（2）开朗：性格豁达、乐观。 

例： 

他爱说爱笑，性格很开朗。 

（3）心爱：非常喜爱的，心中喜欢的（作定语）。 



例： 

孩子把自己心爱的玩具送给了小朋友。 

他很高兴又回到了心爱的母校。 

他做梦都想和心爱的人在一起。 

（4）滋味： 

A.味道。 

例： 

菜的滋味 

B.感受、感觉。 

例： 

痛苦的滋味 

（5）尽量：尽最大努力地。 

例： 

你身体不好，走路尽量慢一些。 

同屋已经睡着了，他尽量不弄出声音来。 

上课时要尽量多开口说话 

尽量&尽情： 

尽情：不受限制。   

例： 

放假了，我们可以尽情地玩儿了． 

（6）忽然&突然： 

“忽然”是副词，强调没想到，在意料之外。“突然”是形容词，强调事情发生

得十分迅速。“突然”是形容词，可以用“很、非常”等修饰；“忽然”是副

词，没有这样的用法。 

例： 

公共汽车忽然停住了。（突然） 

这件事太突然了，大家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第一次碰到这么突然的情况。 

（7）一连：用“一连”时，句子里常常带数量词。 



例： 

上午一连上了四节课，我觉得很累。 

昨天晚上我一连学了三个小时。 

雨一连下了两天。 

（8）不知不觉：没有注意或没有察觉到，没有意识到。 

例： 

不知不觉来中国快一年了。 

综合课很有意思，不知不觉就下课了。 

（9）默默：不说话。 

例： 

我默默地流泪。 

他默默地听着我说。 

（10）翻来覆去：睡不着觉来回翻身。 

例： 

昨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 

问：人在什么时候会这样？ 

（11）甩：抛开，抛弃。 

例： 

他让女朋友甩了。 

他把女朋友甩了。 

（12）仍然： 

例： 

昨天他没来上课，今天仍然没有来。 

（13）遗憾&可惜 

A.“可惜”常用于东西的丢失和损坏，也可以用于机会的失去；“遗憾”多用于

失去机会。 

例：  

你把这么好的东西弄坏了，真可惜！ 

昨天晚上你没和我们一起去，太遗憾了！（可惜） 



 B.“遗憾”可以做状语，“可惜”不能做状语，但能做补语。 

例： 

他遗憾地告诉我，票已经卖完了。 

他这么年轻，死得太可惜了。 

（三）课文串讲 

1.请学生分段朗读课文，检查预习情况。 

2.课文讲解 

（1）重点提示 

A.“说不出的滋味”是什么滋味，是很难解释或回答的。“只可意会，不可言

传” 

B.“无聊的呆在家里”要问一下学生，什么时候会感到无聊？无聊的表现是什

么？ 

C.“我感动得泪快流出来了”：要问学生你有没有这样的时候？ 

  D.“翻来覆去睡不着”要让学生想一想，什么时候会这样？ 

E.“心里很矛盾”正好是上一课学过的“矛盾”一词的活用。问学生“矛盾的

心情”是什么心情？你有过这种心情吗？ 

F.“除了陪他喝酒以外，我还能做什么呢？”反问句，意思是什么都不能做，

帮不了朋友的忙。 

G.“赵霞有男朋友的消息很快就在班上传开了”：什么叫“传开了”？ 

H“你们是怎么走到一起的”要解释一下。 

（2）让学生再看一遍课文，按课文回答问题： 

A.赵霞是一个什么样的女孩儿？你遇到过这样的女孩儿吗？ 

B.为什么我看到余辉和赵霞在一起，心里就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你尝过这种

滋味吗？ 

C．我为什么尽量不跟他们在一起？ 

D.我病了，为什么还觉得很开心？ 

E.赵霞到底喜欢谁？ 

F.当知道赵霞喜欢自己时，我是什么感觉？ 

G.我的心里为什么很矛盾？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办？ 



H.赵霞跟我好的消息是什么时候公开的？ 

I.我处理问题的方法你赞成吗？为什么？ 

3.让学生分别以“我”“余辉”“赵霞”的身份来讲述课文大意。 

（四）作业 

1.做课后练习。 

（1）生词练习，课后练习 3。 

（2）造句练习，课后练习 4、5。 

（3）词语用法及语法练习，课后练习 7、9。 

2.预习下一课生词和课文。 

 

第九课   幸福的感觉 

 

一、教学目的 

1.要求学生通过课文讲练，在理解的基础上能流利地朗读并能回答课后的问题，

对老师就课文提出的问题能够做到听懂会答。最后要求学生能够复述课文。 

2.能理解所学重点词语的意义和用法，并且能用“曾经、到底、算、原来、装、  

对……来说”等造句。 

二、教学时间 

    8学时 

三、教学重点 

1.重点词语：曾经、到底、算、原来、装 

2.重点词语用法及比较：到底——终于、权利——权力、拥有——有、对……

来说、只要……就、感激——感谢——谢谢 

四、教学步骤 

（一）新课导入 

提问：你什么时候有幸福的感觉？ 

（二）生词学习 

1.朗读生词，纠正读音。 

2.重点生词讲解 



（1）到底：表示追问。 

例： 

昨天你说去，今天你又说不去了，你到底去不去？ 

到底什么是幸福？ 

*到底/终于：两者都表示经过较长的过程最后出现某种结果，“终于”多用于书

面，“到底”书面、口语都常用。“到底”用在动词前必须带“了”，还可用于问

句，表示追究，“终于”不能。 

例： 

问题到底解决了。 

他到底来不来？ （√） 

他终于来不来？ （×）  

（2）拥有：多带抽象宾语，意思是有（大量的事物）。 

例： 

中国拥有 13亿人口。 

我拥有一部手机。（×） 

（3）权力/权利 

权力：指某种影响力和支配力。 

例： 

中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权力机关。 

在这个国家总统有很大的权力。 

这件事我解决不了，我没有那么大的权力。 

权利：指公民或法人依法应享有的权力和利益。 

例： 

每个人都有受教育的权利。 

公民都有参加选举的权利。 

（4）算：可以说是，可以被认为。后面可以加名词、动词、形容词。 

例： 

这几天不算太冷。 

你的汉语说得还算流利。 



（5）只要：表示必要的条件，后边与“就、便”呼应。 

例： 

只要有钱就能买到。 

只要努力就能学好。 

（6）回忆： 

A.动词。 

例： 

我回忆不起来了。 

你回忆一下。 

B.名词。 

例： 

美好/难忘的回忆     

（7）离婚： 

例： 

我姐姐跟他丈夫离婚了。 

（8）抚养：养育儿女。对象是人，不能是动物。 

例： 

抚养子女 

（9）只要 A，就（便）B： 

表示如果有了 A（条件），就会产生 B（结果）。 

例： 

这个菜的做法很简单，只要煮一下就可以吃了。 

只要你说得对，他们就会同意的。 

（10）感激/感谢/谢谢 

感激：多用于叙述,较少用于当面向对方说。 

例： 

我很感激他。  

感谢：用于叙述，可以当面向对方说出。 

例： 



我很感谢他。 我很感谢你。 

谢谢：不用于叙述，一般用于当面向对方说出。 

例： 

谢谢你！ 

“感激、感谢”可以用“非常、很”修饰，可以带补语。“谢谢”只能用“太”，

不能带补语。“感激、感谢”在句中可以做主语、宾语、定语，“感激”还可以做

状语，“谢谢”都不行。 

例： 

很（非常）感激    很（非常）感谢    太谢谢你了 

感激极了    感谢得很    感激得眼泪都快要流出来了 

感激的心情   感谢的话语   感激地说 

（三）课文串讲 

1.请学生分段朗读课文，检查预习情况。 

2.课文讲解 

（1）重点提示 

A.“现在我吃什么喝什么都没有了那种甜到心里的感觉”这个句子里的“什么”

表示任何食品和饮料。 

B.“那笑容可不是装出来的”句子里的“可”表示强调的语气，不用的话意思

不变。 

（2）让学生再看一遍课文，按课文回答问题： 

A.作者对“幸福”的看法是什么？ 

B.怎么样才能得到幸福？ 

C.那个富翁为什么要帮助别人？ 

D.“我”的邻居觉得什么是幸福？ 

E.请说说你幸福的感觉？ 

3.课文讲完以后，可以组织学生发言，像开记者招待会一样，请几个学生上台谈

谈自己幸福的感觉，暂时不发言的同学要向发言的同学提问，要有问有答。 

（四）作业 

1.做课后练习。 



（1）生词练习，课后练习 3。 

（2）造句练习，课后练习 4、5。 

（3）词语用法及语法练习，课后练习 7、9。 

2.预习下一课生词和课文。 

 

第十课   提高自己 

 

一、教学目的 

1.理解课文内容，流畅朗读并能复述课文；能就相关话题进行表达。 

2.能理解所学重点词语的意义和用法，并且能用“弄、搞、甚至、以后、却、

偶然”等造句。 

二、教学时间 

8课时 

三、教学重点 

1.重点词语：弄、甚至、以后、却、偶然、埋怨 

2.重点词语用法及比较：弄——搞、头儿——领导、后来——以后、但是——

却、既……又…… 

四、教学步骤 

（一）新课导入 

提问：知道提高自己时什么意思吗？怎么样才能提高自己？ 

（二）生词学习 

1.朗读生词，纠正读音。 

2.重点生词讲解 

（1）头儿：口语化，非正式的称呼。指老板或领导，前面的定语使用复数代词

“我们”、“你们”、“他们”。 

例： 

我们头儿出差了，所以大家都休息了。 

我们头儿是个特别厉害的人。 

谁是你们的头儿？ 



（2）改天：以后不太久的某一天。 

例： 

今天没有时间，这件事改天再说吧。 

（3）弄：做，办、干，搞（口语），具体的意思要根据语境判断。 

例： 

弄清楚  弄好  弄到  弄开 

（4）甚至：表示更进一层的连接词。 

例： 

参加这次冬泳比赛的人很多，甚至八十多岁的老人也参加了。 

刚来中国时，我甚至连最简单的话都不会说。 

（5）既……又……：两种情况都有可，以连接两个词（一般是双音节词），也可

以连接两个短语或小句。 

例： 

我们教室及干净又安静。 

他既会说英语又会说法语。 

他既能唱又能跳。 

（5）从此：从这时/那时开始。 

例： 

我是上大学时对中国武术产生兴趣的，从此，我每天都坚持练习。 

（6）偶然：突然的，不是经常的；意想不到的。 

A. 形容词。 

例： 

事情发生得很偶然。 

这是一次偶然事故。 

B.副词。 

例： 

我的房间里偶然会发现蟑螂。 

这本书是我在书店偶然看到的。 

（7）刮目相看：指别人已有进步，不能再用老眼光去看他。 



 例： 

他去中国留学过一年，汉语说得很流利，真让人对他刮目相看。 

（8）担当：书面语，接受并负起责任。后面一般不跟表示具体工作职务的宾语。 

例： 

他是一个可以担当重任的人。 

不管多么艰巨的工作，他都勇于担当。 

担当班长 ×    担任班长 √      当班长 √ 

（9）埋怨：因为事情不如意而不满意或怨恨。 

例： 

埋怨父母/朋友 

（10）不（没）把…放在眼里：意思是看不起或不重视某人。 

例： 

他根本就没把我放在眼里。 

（11）对…拍桌子：对某人表示不满，发火儿，表达自己的愤怒。 

（三）课文串讲 

1.请学生分段朗读课文，检查预习情况。 

2.课文讲解 

（1）重点提示 

A.“改天我要对他拍桌子”这个句子里的“拍桌子”表示生气、气愤。 

B.“还常常开夜车”句子里的“开夜车”表示在夜里工作或学习，夜里玩儿、

娱乐不能说“开夜车”。 

（2）让学生再看一遍课文，按课文回答问题： 

A.这个人为什么想辞职？ 

B.他的朋友向他提出了什么建议？ 

C．他听从了朋友的建议没有？ 

D.一年以后这个人为什么又不想辞职了？ 

E.领导为什么对他刮目相看？ 

3.复述课文。 

（四）作业 



1.做课后练习。 

（1）生词练习，课后练习 3。 

（2）造句练习，课后练习 4、5。 

（3）词语用法及语法练习，课后练习 7、9。 

2.预习下一课生词和课文。 

 

第十一课   我看见了飞碟 

 

一、教学目的 

1.理解课文内容，流畅朗读并能复述课文；能够谈论相关话题。 

2.能理解所学重点词语的意义和用法，并且能用“大约、不约而同、只见、无

奈、十分、形容词＋下去”等造句。 

二、教学时间 

8课时 

三、教学重点 

1.重点词语：大约、不约而同、只见、无奈、十分 

2.重点用法及词语比较：悬——挂、连忙——急忙、快速——快、降落——落、

非常——十分、入睡——睡觉、形容词+下去 

四、教学步骤： 

（一）新课导入 

提问：你们知道什么是飞碟吗？ 

（二）生词学习 

1.朗读生词，纠正读音。 

2.重点生词讲解 

（1）急促：形容词，着急的，很快的，短促的。 

例： 

急促的敲门声/脚步声  呼吸急促  急促地呼喊 

（2）连忙：副词，赶紧，动作很快地，迅速地。 

例： 



看到一位老人上了车，他连忙站起来让座。 

看到他的表情，我连忙说这是自己家种的葡萄，很甜，想请他尝尝。 

（3）意识： 

A：名词，人的大脑对客观事物的反映。 

例： 

发生车祸以后，他失去了意识。 

B：动词，觉察，感觉。 

例： 

时间过得真快，看到树叶变黄了，我才意识到已经是秋天了。 

听了老师的话，他意识到这个问题可能很严重。 

（4）惊呆：因忽然出现或来临而不知所措。 

例： 

当我看到考试成绩时，我惊呆了。 

问：你“惊呆”过吗？发生了什么情况？ 

（5）不约而同：作状语，放在动词前边，不能作谓语。 

例： 

一听老师说下星期要考试，同学们不约而同地紧张起来。 

（6）只见：不能有主语，不说“我只见……”。同样，“只听……”也不能有主

语。因为主语不言自明，就是说话人。 

（7）快速：副词，很快地。 

例： 

要练习快速阅读中文的能力。 

（8）悬&挂： 

例： 

气球悬在空中。 

地图挂在墙上。 

（9）耀眼：强烈的光线使人目眩。 

例： 

灯光/阳光很耀眼。 



（10）整个： 

例： 

我吃不了整个馒头，只能吃一半。 

（11）无奈： 

A：形容词，没有办法，不得不，也可以说“无可奈何”。 

例： 

我怎么说他都不明白，我很无奈。 

我无奈地说：“就这样吧。” 

B：连词，用在转折句的句首。 

例： 

我们打算今天去爬山，无奈天下起雨来。 

姐姐希望我回国参加她的婚礼，无奈我马上要考试了，参加不了。 

问：什么情况下会很无奈？ 

（12）傻瓜：不聪明，笨的人。 

（13）手忙脚乱：形容做事情慌张，没有条理。 

问：什么时候你会手忙脚乱？ 

（14）难得：很难得到或很难做到，少有的，珍贵的。 

例： 

这个机会很难得。 

今天很难得你下厨房。 

（15）降落：可以指飞机等，是人可以控制的动作。 

不说： 

太阳降落了。树叶降落了。 

（16）恢复：回到了原来的状况。 

例： 

身体恢复得怎么样？（问病人） 

（17）痛快： 

A.非常高兴。 

例： 



今天看了一场精彩的球赛，真痛快！ 

B.尽兴。 

例： 

放假了，我痛痛快快地玩了三天。 

C.直率，不犹豫。 

例： 

班长痛快地答应了我的要求。 

（18）入睡：进入睡眠状态。 

例： 

昨天晚上我很晚还没有入睡。 

天热得让人无法入睡。 

宿舍楼里吵得无法入睡。 

（三）课文串讲 

1.请学生分段朗读课文，检查预习情况。 

2.课文讲解 

（1）重点提示 

A.新疆跟北京的时差是多少？当时北京是几点？ 

B.飞碟出现在什么位置？东北还是西北？ 

C.飞碟像什么？ 

D.后来变成了什么样子？ 

E.他们把飞碟照下来了吗？为什么？ 

F.作者当时的心情怎么样？ 

（2）让学生再看一遍课文，按课文回答问题 

A.故事发生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 

B.那儿的风景怎么样？ 

C．大刘叫我的时候我在做什么？ 

D.大刘为什么叫我？ 

E.他们看见了什么东西？ 

F.课文是怎么描述飞碟的？ 



3.复述课文。 

（四）作业 

1.做课后练习。 

（1）生词练习，课后练习 3。 

（2）造句练习，课后练习 4、5。 

（3）词语用法及语法练习，课后练习 7、9。 

2.预习下一课生词和课文。 

 

第十二课   好人难当 

 

一、教学目的 

1.理解课文内容，流畅朗读并能复述课文；能够谈论相关话题；并能就相关话

题进行写作。 

2.能理解所学重点词语的意义和用法，并且能用“尽管、难免、恐怕、免得、 

以为、来”等造句。 

二、教学时间 

8学时 

三、教学重点 

1.重点词语：尽管、难免、恐怕、免得、以为、来 

2.重点词语用法及比较：难免——不免、以为——认为、道歉——抱歉、更加

——更 

四、教学步骤 

（一）新课导入 

问：你们理解“好人难当”是什么意思吗？ 

（二）生词学习 

1.朗读生词，纠正读音。 

2.重点生词讲解 

（1）尽管：有虽然的意思，后面常常跟“可是、但是、还是”等。 

例： 



尽管我非常努力，可是成绩总是不好。 

尽管我们是一个班的，但是我并不了解他。 

（2）难免： 

A.意思是很难避免或避免不了（不如意的事情发生），后边一般跟表达消极意思

的词语和句子。 

例： 

难免迟到/出问题 

B.“难免”后边可以是肯定，也可以是否定，肯定和否定的意思是一样的。 

例： 

难免不迟到（可能迟到）/难免不出问题（可能出问题） 

你这么不认真难免出问题/不出问题。（可能要出问题） 

C.难免&不免 

“难免”是形容词，后面可以直接跟否定形式，“不免”不能。 

例： 

刚来到中国，难免不适应。（×不免） 

遇到这样的事，难免不开心。（×不免） 

D.“难免”是形容词，可以用在“是……的”句型中，也可以作定语，“不免”

是副词，不能这样用。 

例： 

生活中遇到困难，这是难免的事。（×不免） 

外国人刚开始学汉语，发音不准确是难免的。（×不免） 

（3）吃力不讨好：俗语，费了好大力气，也得不到表扬。 

 问：你们有没有发生过吃力不讨好的情况？ 

（4）心疼： 

A.疼爱。 

例： 

妈妈非常心疼小儿子。 

B.舍不得。 

例： 



新买的手机摔坏了，真让人心疼。 

（5）走运：遇事随自己心愿，有好运气。 

问：在什么情况下可以说自己走运？ 

（6）以为： 

例： 

A：今天是不是星期三？ 

B：今天是星期四。 

A：我以为今天是星期三呢！ 

（7）免得：省得 

例： 

看样子要下雨，带上一把伞吧，免得挨淋。 

这事不要告诉父母，免得他们担心。 

（8）道歉&抱歉： 

“道歉”，动词，意思是说对不起。“抱歉”，形容词，心里觉得对不起。 

例： 

是我错了，我向你道歉。（×抱歉） 

这么做伤害了你，我很抱歉。（×道歉） 

问：道歉时应该怎么说？ 

（9）道谢： 

问：应该如何道谢？ 

（10）好不：“很”的意思，后面的动词或形容词必须是双音节的。 

例： 

好不羡慕（好羡慕） 

（11）更加：书面语，“更”的意思，一般用在双音节形容词或动词前面。 

例： 

更加美好、更加热爱 

（三）课文串讲 

1.请学生分段朗读课文，检查预习情况。 

2.课文讲解 



（1）重点提示 

A.“这次没摔伤算你走运”意思是“这次你没把我的孩子摔伤，你算是走运的

（不用送医院，赔医药费等）” 

B.“心一横就上前说了”心一横的意思是下定决心不顾一切去干什么事。一般

是很紧急的情况下，才这么做。比如，喜欢一个女孩子，想了很久不敢向对方表

白，后来“心一横”就说出了“我爱你”等。 

（2）让学生再看一遍课文，按课文回答问题： 

A.那个孩子的妈妈为什么对他吼？ 

B.朋友们为什么说他是个“马大哈”？ 

C．在公园里他为什么被误解？ 

D.他是怎么把姑娘的自行车胎打爆的？ 

3.复述课文。 

（四）作业 

1.做课后练习。 

（1）生词练习，课后练习 3。 

（2）造句练习，课后练习 4、5。 

（3）词语用法及语法练习，课后练习 7、9。 

2.预习下一课生词和课文。 

 

第十三课    百姓话题 

 

一、教学目的 

1.理解课文内容，流畅朗读并能复述课文；能够谈论相关话题。 

2.理解所学重点词语的意义和用法，并且能用“总之、总得、够、哪怕、敢、 

好在、为难、反而、一……就是……”等造句。 

二、教学时间 

8学时 

三、教学重点 

1.重点词语：总之、总得、够、哪怕、敢、好在、为难、反而 



2.重点词语用法及比较：出事——有事、反而——但是、成就——成绩、一……

就是…… 

四、教学步骤 

（一）新课导入 

问：你们平时都谈论什么话题？你对什么话题感兴趣？ 

（二）生词学习 

1.朗读生词，纠正读音。 

2.重点生词讲解 

（1）总之：前面一定说了几种情况，然后用“总之”来概括。 

 例： 

听说很重要，读写也很重要，总之听说读写都很重要。 

（2）总得：必须，一定要。 

例： 

要考试了，总得把课文语法复习复习吧？ 

（3）为难：对不容易解决的事感到苦恼。 

例： 

这件事让我感到很为难。 

问：你们有没有感到为难的时候？ 

（4）哪怕：表示让步的连词,相当于“即使”、“就算”。 

例： 

哪怕不睡觉，我也得把这篇小说看完。 

哪怕再难，我也要把这件事办成。 

（5）好在：幸好、幸亏。 

例： 

离开他以后，我一直很想他，好在他常常给我来电话。 

（6）反而：表示和客观情况或上文意思相反，出乎意料、 

例： 

春天来了，反而下起雪来。 

他住的地方离学校最远，反而来得最早。 



开始的时候，他学习很吃力，后来反而成了我们班学得最好的学生。 

（7）伤心： 

问：人在什么情况下会伤心？ 

（三）课文串讲 

1.请学生分段朗读课文，检查预习的情况。 

2.课文讲解 

（1）重点提示 

A.“我在家是老大，下面还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这里的下面意思是“比我

年龄小的”。 

B.“这对我也是个锻炼”这个句子可以结合学生的实际，让学生明白，对他们

来说，出国留学，到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国家学习，对自己也是一个锻炼。锻炼自

己独立生活的能力，锻炼自己与各国留学生相处的能力。 

C.“我自己的事三年内不考虑”这个句子“自己的事”就是指“再婚”。“等孩

子大一点儿，懂事了再说”，复习一下在这里“再说”是什么意思？（再考虑） 

（2）让学生再看一遍课文，按课文回答问题： 

A.打工青年高明为什么觉得自己“挺难的”？ 

B.电视台编辑李文的日子过得怎么样？他现在为什么不想解决自己的个人问

题？ 

C．歌手克风为什么不把母亲接到自己身边？他是不孝吗？ 

3.复述课文。 

（四）作业 

1.做课后练习。 

（1）生词练习，课后练习 3。 

（2）造句练习，课后练习 4、5。 

（3）词语用法及语法练习，课后练习 7、9。 

2.预习下一课生词和课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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