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iv kolegija: Čitanje i pisanje 1 i 2
ECTS: 3 + 3
Trajanje: 2 semestra
Satnica: 2 sata tjedno
Jezik: kineski
Status: Izborni kolegij za studente druge godine.

Opis kolegija:
Kolegij je namijenjen studentima druge godine koji su odslušali Jezične vježbe 1 i 2. Kao nadopuna
vježbama, nadovezuje se na njihov sadržaj, koristeći iste ili slične riječi, fraze, strukture i teme, ali u
različitim kontekstima/tekstovima. Na kolegiju se koriste različite metode čitanja, kao što su čitanje
u sebi, pogađanje značenja riječi iz njihovih konteksta, razumijevanje glavnog smisla cijelog teksta,
čitanje na preskok i usredotočavanje na bitne dijelove.
Doseg i cilj kolegija:
Studenti će nakon odslušanog kolegija učvrstiti svoje znanje znakova, te uporabu riječi i fraza s
kojima su se susreli na vježbama, a naučiti će i nove kombiniranjem poznatih znakova u višesložne
riječi. Također, vježbanjem različitih metoda čitanja, poboljšat će se njihova brzina čitanja kao i
razumijevanje tekstova s puno nepoznatih riječi. Zadaci povezani s interpretacijom teksta kao i
pitanja nastavnika pridonijet će i boljoj sposobnosti razumijevanja i izražavanja, a kontinuirani rad
na pisanom jeziku učvrstit će i osjećaj za jezik.
Udžbenik:
《汉语阅读教程》（修订本）第二册
Sadržaj kolegija:
Studenti će se na kolegiju susreti s rječnikom povezanim s različitim temama, kao što su: hobiji,
četiri godišnja doba, sportovi, akupunktura, kineske bajke, sigurnost u prometu, kineski pisci,
vjenčanja, tradicionalna arhitektura, putovanja avionom, tradicionalna opera, itd.

课程名称：初级汉语阅读教程
ECTS分值：4分
周课时数：2节（1个半小时/周）
总课时数：2节×24周（第二学年）
教学进度：一周半到两周一课，共一学年，可完成14-15课左右。
使用教材：《汉语阅读教程》（修订本）第二册
教学目标：1、本书是结合《汉语教程》语言技能课本编写的，其中分为生字、词组和
课文三大主要内容，这三块都是重复出现《汉语教程》语言技能课本相应课目中的内
容，目的是让学生能够加强识记汉字的能力以及词组中汉字之间的组合关系，更加牢
固地掌握各课词组的用法。
2、通过阅读改编后的课文，让处于汉语阅读起步阶段的学生能够学习到汉语书面语
的阅读方法，例如默读法、猜词法、总体领悟法、跳读法等。课后的练习注重培养学生
的理解能力，并且通过教师的提问和引导，也锻炼了学生的表达能力和听说能力。
3、通过长期的书面语阅读，培养学生的汉语语感。
第一课

一、生字：变、暑、城、市…
二、词组：变化、暑假、城市、增加…
三、课文：张华的爱好（读后判断正误）
四、练习
五、课外练习（阅读歌词：爱的奉献）

第二课

一、生字：夜、季、春、夏…
二、词组：季节、春天、夏天、秋天…
三、课文：北京的四季（根据短文判断正误）
四、练习
五、课外练习（阅读短文：二十四节气）

第三课

一、生字：滑、冰、乡、风…
二、词组：滑冰、滑雪、家乡、风景…

三、课文：我爱好体育运动（根据短文判断正误）
四、练习
五、课外练习（阅读短文：学滑冰）
第四课

一、生字：送、讨、向、捎…
二、词组：研讨、研讨会、辛苦、麻烦…
三、课文：汉字比赛（根据短文判断正误）
四、练习
五、课外练习（阅读短文：师傅）

第五课

一、生字：甜、摸、脉、按…
二、词组：按摩、针灸、扎针、曾经…
三、课文：针灸（根据短文判断正误）
四、练习
五、课外练习（阅读短文：《梁祝》）

第六课

一、生字：导、社、组、织…
二、词组：导游、旅行社、组织、老板…
三、课文：我的课余生活（根据短文判断正误）
四、练习
五、课外练习（阅读短文：老板）

第七课

一、生字：护、签、证、交…
二、词组：护照、签证、口袋、丢三落四…
三、课文：听讲座（根据短文判断正误）
四、练习
五、课外练习（阅读短文：汉字的笔画）

第八课

一、生字：洗、闭、油、倍…
二、词组：油画、事故、眼镜、倒霉…
三、课文：注意交通安全（根据短文判断正误、回答问题）
四、练习
五、课文练习（阅读短文：骑自行车要遵守交通规则）

第九课

一、生字：各、奋、架、抽…

二、词组：兴奋、书架、除了、于是…
三、课文：鲁迅（根据短文判断正误、回答问题）
四、练习
五、课外练习（阅读短文：钥匙链）
第十课

一、生字：议、务、戴、副…
二、词组：会议、会议厅、议会、服务…
三、课文：婚礼（根据短文判断正误、回答问题）
四、练习
五、课外练习（阅读短文：“礼帽”与“礼貌”）

第十一课

一、生字：空、棵、枣、尝…
二、词组：越…越…、越来越…、住宅、遗憾…
三、课文：北京的四合院（根据短文判断正误、回答问题）
四、练习
五、课外练习（阅读短文：北京的胡同）

第十二课

一、生字：亲、把、它、布…
二、词组：亲手、布置、管理、管理员…
三、课文：布置房间（根据短文判断正误、回答问题）
四、练习
五、课外练习（阅读短文：对联）

第十三课

一、生字：乘、登、续、李…
二、词组：登机、登机牌、手续、行李…
三、课文：北京首都国际机场（根据短文判断正误、回答问题）
四、练习
五、课外练习（阅读短文：旅客登机程序）

第十四课

一、生字：腿、街、被、伤…
二、词组：上街、要紧、骨头、小偷…
三、课文：儿子帮爸爸戒烟（根据短文判断正误、回答问题）
四、练习
五、课外练习（阅读短文：五日戒烟法）

第十五课

一、生字：猜、武、脸、谱…
二、词组：武打、精彩、脸谱、性格…
三、课文：京剧脸谱（根据短文判断正误、回答问题）
四、练习
五、课外练习（阅读短文：中国的地方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