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复旦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课程简介 

（填入课程代码） 汉语口语(9) 学分：2 学时：4学时/周 

  Spoken Chinese(9) 总学时：32 

预修课程：  

修读对象：掌握 4000左右汉语词汇及新 HSK达到 6级的学生 

中文课程简介（150字以内） 

本课程选取了当代中国的一些热点性话题，主要通过任务教学法来提高留学生的汉

语口语表达能力，引导学生进行具有一定内容和思想深度的表达。适合掌握 4000汉

语词汇及新 HSK达到 6级的学生。 

 

本课程教材为《拾级汉语社会焦点》第 9 级，共 8 课，共学习 136 个生词。每课包

括课前热身、背景介绍、焦点对话以及练习与活动等过程和环节，“练习与活动”

是每一课的重点部分，形式多样，约 25-40个练习与活动。 

英文课程简介 

This course selects several heated topics, and applies Task-based Language Teaching 
method to improve students’ spoken competency, and to guide students to express with 
some depth of thinking. It is designed for overseas students who have mastered 4000 
words or have achieved New HSK level 6. 
 
‘Ten level Chinese Social Focus’(level 9) will be used as the textbook. There are 8 lessons 
and 136 new words in total. Each lesson is composed of 4 parts: (1)Warm-up, (2)Topic 
Background, (3)Conversation, (4)Exercises & Activities. The Exercises & Activities part 
contains around 25-40 exercises each lesson.  

 
  



I 班口语教学周计划 Course Schedule 
 
周数 
Week 

课名 
Topic 

内容 
Contents 

生词 
New 

words 

口语练习和活动

Spoken Exercises 
&Activities 

第一周 第一课  什么

是男女平等 
本课包括课前热身、背景介绍、

焦点对话以及练习与活动等过程

和环节 

24 39 

第二周 第二课  谁造

成了“啃老

族” 

本课包括课前热身、背景介绍、

焦点对话以及练习与活动等过程

和环节 

21 35 

第三周 第三课  你知

道孔子吗 
本课包括课前热身、背景介绍、

焦点对话以及练习与活动等过程

和环节 

18 31 

第四周 第四课  少林

寺的 CEO 
本课包括课前热身、背景介绍、

焦点对话以及练习与活动等过程

和环节 

19 28 

第五周 第 五 课  房

奴：无奈还是

盲从 

本课包括课前热身、背景介绍、

焦点对话以及练习与活动等过程

和环节 

8 30 

第六周 第六课  网络

语言与汉语 
本课包括课前热身、背景介绍、

焦点对话以及练习与活动等过程

和环节 

18 32 

第七周 第七课  科学

和迷信之间 
本课包括课前热身、背景介绍、

焦点对话以及练习与活动等过程

和环节 

14 28 

第八周 第八课  地球

变暖了，人类

怎么办 

本课包括课前热身、背景介绍、

焦点对话以及练习与活动等过程

和环节 

14 25 

第九周 考试    
 



复 旦 大 学 国 际 文 化 交 流 学 院 课 程 简 介  

（填入课程代码） 报刊阅读(9) 学分：1 周学时：2 

  Newspaper Reading(9) 总学时：16 

预修课程：           

修读对象：已掌握 4000词左右汉语词汇的外国留学生 

中文课程简介（150 字以内） 

   本阶段适合汉语水平达到高级，如新 HSK6级以上的留学生，并已掌握 4000词左右汉语词

汇量。阅读文本主要是来自各大媒体，并不断更新。课文的技能训练主要是找出关键词、关键

句，概括文章等，从词语的理解，到段落的分析，至文章的总体把握。每课围绕一个专题,使学

生通过大量的阅读培养学生的阅读理解能力，阅读技巧和语感,并加深对当代中国的认识。 

 
 

英文课程简介 

  
This stage belongs to the first circulating levels of advanced reading, requiring that our foreign 

students should have at least got the New HSK 5 level and grasp at least 4000 words. The texts mainly 
come from the news or comments from a variety of media. The reading skills will mainly make the students 
find out the key words, key words, sum up the content, from the understanding of written words and format 
to the analysis summary paragraph, until the overall grasp of the article. Each text has two or three articles 
and around a special topic. We hope our students will gradually develop reading skills, improve reading 
level and deepen the understanding of contemporary China. 
 
 

Course Schedule  

Week 

周数 

Date 

日期 

Content 内容  

Week 1  Topic 话题：媒体 

介绍中国的媒体发展及中国比较盛

行的几类报刊，杂志及网站 

Written Language 

书面格式：  2 

 

Week 2  Topic 话题：养老 

阅读 1 银发“走婚族” 

阅读 2 退而不休 

阅读 3 外国机构或管理中国养老金 

Written Language 

书面格式 3 

 

  New Words 重点词语：15 （如“剧

增、接踵、限于”） 

Exercises 练习： 

技能与理解题目：15 



话题表达：3 

  Social background 社会背景:中国老

年人问题 

Homework 作业 

课外报刊阅读一篇，题材不

限 

Week 3  Topic 话题：就业 

阅读 1 漂一族 

阅读 2 你考公务员了吗？ 

阅读 3 毕业=毕剩客 

Written Language 

书面格式 ：3 

 

  New Words 重点词语：15 （如“迎

合、跃居、烘托”等） 

Exercises 练习： 

技能与理解题目：15 

话题表达：3 

  Social background 社会背景：中国

大学生就业问题 

Homework 作业 

课外报刊阅读一篇，题材不

限 

Week 4  Topic 话题：环保  

阅读 1 电影与环保 

阅读 2 居民区逐步实行垃圾分类 

阅读 3 无锡“蓝藻”暴发，居民断水 

Written Language 

书面格式 ：3 

 

  New Words 重点词语：15 （如“注

解褒贬、喜闻乐见”等） 

Exercises 练习： 

技能与理解题目：15 

话题表达：3 

  Social background 社会背景：中国

经济发展与环保的矛盾 

Homework 作业 

课外报刊阅读一篇，题材不

限 

Week 5  Topic 话题：体育 

阅读 1 举国制体育的弊病 

阅读 2 广场上的老太太们 

阅读 3 孩子们的体育课遭挤占 

Written Language 

书面格式 ：3 

 

  New Words 重点词语：15 （如“弊

病、改制、惬意、踊跃”等） 

Exercises 练习： 

技能与理解题目：15 

话题表达：3 

  Social background 社会背景：中国

体育与全民健身 

Homework 作业 

课外报刊阅读一篇，题材不

限 

Week 6  Topic 话题：教育 

阅读 1 挫折教育与幸福品质 

Written Language 

书面格式 ：3 



阅读 2 开学孩子要显宝 

阅读 3 高考之结：农村孩子离重点

大学欲行欲远 

 

  New Words 重点词语：15 （如“不

宜、有感而发、示弱”等） 

Exercises 练习： 

技能与理解题目：15 

话题表达：3 

  Social background 社会背景：中国

教育制度及症结 

Homework 作业 

课外报刊阅读一篇，题材不

限 

Week 7  Topic 话题：旅游 

阅读 1 旅游与自省精神 

阅读 2 中国消费者已成为全球旅游

零售领域最大消费群体 

阅读 3 旅游消费新势力 

Written Language 

书面格式 ：3 

 

  New Words 重点词语：15 （如“一

成不变、定位、平常心”等） 

Exercises 练习： 

技能与理解题目：15 

话题表达：3 

  Social background 社会背景：中国

旅游业发展的利与弊 

Homework 作业 

课外报刊阅读一篇，题材不

限 

Week 8  Topic 话题：职场 

阅读 1 逃离北上广 

阅读 2 从入职就开始的畅想 

阅读 3 奋斗安放在他乡 

Written Language 

书面格式 ：3 

 

  New Words 重点词语：15 （如“深

造、履行、缘于、凌乱”等） 

Exercises 练习： 

技能与理解题目：15 

话题表达：3 

  Social background 社会背景：当代

中国青年的职业发展与选择 

Homework 作业 

课外报刊阅读一篇，题材不

限 

  Final Exam  
Note: The arrangements are subject to the changes. 

 
 
 
 
 



复旦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课程简介 

（填入课程代码） 新闻听力（9） 学分：1 学时：2 学时/周 

  News listening （9） 总学时：16 

预修课程：                 

修读对象：已掌握 4000 汉语词汇或新 HSK6 级以上的学习者 

中文课程简介（150 字以内） 

在听力内容上，学习者应该可以听懂正常语速的常见题材的新闻广播，在包括社会、经济、

教育、健康等方面。新闻速度在 200~240 字/分钟。通过收听新闻，进一步了解中国社会和文化。

熟悉新闻广播的语速和结构，积累新闻词汇。听说结合，听后学习者可以发表自己的看法。听

与写相结合，学生应完成每周一篇新闻的听写内容，注重细节和词汇的学习。  

 
英文课程简介 

 This course is designed for learners who want to understand standard Chinese news on the topics 
of society, economy, education and health. The materials are at the speed of 200~240word/min. 
Learners can have more insights into Chinese society and culture by the means of listening news. They 
can also familiarize with the speed and structures and vocabulary of news, be more capable in 
listening. Learners are expected to learn news in an integrated way, which means they can express 
their opinions after listening and dictate the news to learn new words and details.   

Textbook: 《拾级汉语》新闻听力课本（9）,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10 Level Chinese, news listening (Book 9) ,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press 
 
Course policies: 
Attendance: is mandatory. Over 1/3 of absence will result in disqualification in final examine. 
Absence with doctor’s written proof will be exempted. Anyone who is late for more than 15 
minutes or leave 15 minutes earlier will be regarded as one period absent.  
Class Participation: All students are expected to participate actively in class activities every day. 
Class performance includes students’ participation in discussions, interactions between teachers 
and students. 
Homework: News dictation once a week. You are required to hand in the homework on time. 
Late ( for only one day) or incomplete homework will result in poor daily performance. 
Final Exam: Final exam covers what you have learned in this semester as well as the new 
materials designed to test your listening competence.  
Course Schedule  
 
 



 
Week Topic Content 

   News vocabularies Exercises 

   New words Key  
words 

Skill-focused  Comprehension
-focused  

Week 1 社会 
Society 

5 28 6 7 13 

Week 2 社会 
Society 

5 23 8 6 12 

Week 3 社会 
Society 

5 26 9 7 12 

Week 4 经济 
Economy 

5 21 9 8 13 

Week5 经济 
Economy 

5 23 9 8 11 

Week 6 经济 
Economy 

5 19 8 9 12 

Week 7 教育 
education 

5 25 9 9 12 

Week 8 教育 
education 

5 21 9 8 12 

 Final Exam   
 
 



复旦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汉语中心课程简介 

（填入课程代码） 汉语精读（9） 学分：4 周学时：8 

  Intensive Reading （9） 总学时：72 

预修课程：  

修读对象：已掌握 4000个汉语词汇的学习者 

中文课程简介（150字以内） 

 

本课程为高级汉语精读课程，旨在进一步扩展学习者的汉语词汇、句式，尤其

是书面语词汇和句式，提高学习者书面语的使用能力。 

本课程共 9 周，每周学习 1 个单元，共 8 个单元，第 9 周复习考试。每单元课

文长度约 1950 字，生词约 70 个，重点词语 10 个，语言点约 5 个，成语与文化点

约 3 个，练习约 110 题。 

 

英文课程简介 

This course is an advanced intensive reading class for foreign students who have 
learned 4000 Chinese words. It aims to help students expand their Chinese vocabulary 
and sentence patterns and develop their proficiencies in using written Chinese. 

The 9-week course has 8 units and one exam in the 9th week. Each unit is composed of  
one 1950-character text, approximately 70 new words, 10 important words, 5 grammar 
items, 3 idioms or cultural items and about 110 exercises.  

 



教材                                                                  

    《拾级汉语•第 9 级•精读课本》，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教学安排                                                              

周数 内容 

课文 词语 重点词语 语言点 成语与文化 练习 

第 1 周 令人痛恨

的“四大发

明” 

67 风靡、依次、 

纠缠、对付、 

私下、磨蹭、 

折射、麻木、 

嘀咕、断定 

1. -坛 

2. 可- 

3. 不时 

4. V 到这个

份儿上 

5. 真可谓 

1．司空见惯 

2．无 X 无 Y 

3．四大发明 

122 

第 2 周 跳槽 71 折腾、不堪、 

体面、满怀、 

交代、困惑、 

领悟、起劲、 

认可、取舍 

1． -然 

2． 莫非 

3． 越发 

4． 兴许 

1． 东 X 西 Y 

2． 五花八门 

3． 成语中的 

数字 

110 

第 3 周 宠物：情

感化的休

闲产品 

68 情感、看待、 

灵敏、加剧、 

性情、盛行、 

迎合、凝聚、 

衰落、寄托 

1． 前- 

2． 日 

3． X+adj.+

过+Y 

4． 乃至 

1．和身体部

位有关的成

语 

93 



5． 大体 

6． 基于  

第 4 周 忠告 76 流连、节制、 

放纵、屈服、 

正当、耍手

段、衬托、体

恤、提防、坚

韧 

1． 任凭 

2． 时不时 

3． 极其 

4． 不 A 不 B 

5． 跑龙套 

1． 无病呻吟 

2． 勇往直前 

3． “人”和 

“马” 

119 

第 5 周 吸烟是一

种男人秀 

68 呈现、排斥、 

侥幸、阻碍、 

涉及、生怕、 

妥当、背离、 

糟蹋、排除 

1． 非- 

2． 倘若 

3． 反之 

4． 多重复句 

1． 天衣无缝 

2． 似是而非 

3． 《明日 

歌》 

99 

第 6 周 80 年代的

婚礼 

72 忙不迭、上

演、规矩、暗

淡、粗糙、时

兴、老大难、 

出面、起哄、

拘谨 

1． 好在 

2． 总归 

3． ……，连

同…… 

4． 大 A 大 B 

1． X+YY 类

成 

语 

2． 有比喻意 

义的中国菜

名 

96 

第 7 周 环保的细

节 

69 触动、琢磨、 

对照、萌芽、

践踏、毁灭、

1．……，进

而…… 

2．一一 

1．随心所欲 

2．掉以轻心 

3．跟“药”有关

128 



名堂、牵涉、

改良、针对 

3．擅自 

4．大肆 

5．书面语 

的语言现象 

第 8 周 父子之战 67 惩罚、狭窄、

启动、美妙、

过关、训斥、

摆脱、发作、

就绪、理睬 

1． 极力 

2． 连连 

3． 连声 

4． 一律 

5． 专业词语

的一般化 

1． 黔驴技穷 

2． 明察秋毫 

113 

第 9 周 复习、考试 

 

成绩计算                                                                

出    勤：10%   

平时作业：30%  

考    试：60% 

 

其他要求                                                              

1 因故不能上课，须提前请假，并提交请假条，病假事后须提供医生诊疗证明。 

2 须按时提交作业，不接受迟交的作业。 

3 本课程统一考试，没有提前考试或补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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