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美国出现汉语热 
http://www.youtube.com/watch?v=asK5OHG3Rq8 

 
生词:  

1. 热衷  rèzhōnɡ               be fond of; crave 

2. 向往   xiànɡwǎnɡ           yearn for; look forward to 

3. 报道员   bàodàoyuán      reporter 

4. 天书                      tiānshū                 a book from heaven, which cannot be understood  

5. 一模一样  yìmúyíyànɡ          as like as two peas; be exactly alike 

6. 浸入   jìnrù                   immerse; immersion 

7. 公里  ɡōnɡlǐ                   kilometer (1 kilometer = 0.62 mile) 

8. 昂贵  ánɡɡuì        costly; expensive; dear 

9. 私立  sīlì                     privately-run; private 

10. 公立   ɡōnɡlì        established and maintained by government 

11. 迅猛   xùnměnɡ         swift and violent 

12. 趋势   qūshì           trend; tendency; drift; current 

13. 切换           qiēhuàn          changing-over; switch 

14. 模式    móshì        model; mode; pattern; type 

15. 摁                          èn                          press (with the hand or finger) 

16. 按钮                      ànniǔ                     button 

 

专名： 

圣迭戈                       Shènɡdiéɡē                  San Diego 

 

语言定式： 

1. 随着       as; along with 

随着中美往来的密切，美国人对于中国的关注越来越多。 

 



 

2. 走遍         go all over 

走遍美国 

3. 远远不止是       far beyond 

学习中文已经远远不止是一门兴趣 

一、问题：                              Time 
 
1. 根据这段视频，美国为什么会出现汉语热？         0’04 

2. 那些人每周四晚上在圣迭戈的茶馆里做什么？               0’12 

3. 在美国，你会发现哪些人学汉语？                      0’38 

4. 汉语学习在美国显现除了什么趋势？                 1’11 

二、填空： 

        随着中美往来的                   ，美国人对于中国的               越来越多，很自然在

美国就出现了汉语热了。 

（0’38）走遍美国，你会发现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学汉语，他们当中

有                     ，还有想挑战自己一下的                        ，他们都在努力学中文。 

        学习中文在美国                       是门兴趣，在圣迭戈郊区的湖边，水晶小学的一

个新锐汉语                 式学习项目吸引了家长们带着孩子从六十公里

外                     。在过去，加州只有学费                  的私立学校才提供汉语教育；在               

学校，水晶小学的校长奥林匹亚说，这里的孩子可以                 学习汉语。 

        同时，汉语学习在美国已经显现出了                的增长趋势。 

三、结构图： 

 

 

四、讨论： 

     请你介绍一下水晶小学的汉语学习项目。 

 

中美往来密切 
美国人对中国的关注 

兴趣 

学校的汉语

学习项目 

越来越多美国人 
开始学汉语 

汉语学习在美国显

现出迅猛增长 
的趋势 



 

 

2. 孔子学院发展迅猛 
http://www.youtube.com/watch?v=DEAcVQis6sk 

 
生词:  
 
1. 下属         xiàshǔ          subordinate; branch; underling 

2. 机构          jīɡòu           institution; organization 

3. 急剧  jíjù             rapid; sharp; sudden 

4. 非营利性        fēiyínɡlìxìnɡ      nonprofit 

5. 公益                ɡōnɡyì               public good; public welfare 

6. 园地                yuándì               garden plot; field; scope 

7. 称谓                chēnɡwèi           appellation; title 

8. 启蒙                qǐménɡ              impart fudimentary knowledge to beginners 

9. 浓郁                nónɡyù              rich; strong 

10. 吟诵                yínsònɡ             chant; recite; recitation 

11. 汉学家            hànxuéjiā          sinologist; sinologue 

12. 篆刻                zhuànkè            seal cutting 

13. 教学大纲        jiàoxuédàɡānɡ  syllabus 

14. 申办               shēnbàn             bid for 

 

专名： 

1. 教育部                 Jiàoyùbù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2. 国家汉办             Guójiā hànbàn   Hanban (National Chinese Office) 

 

一、问题： 

1. 孔子学院是谁办的？                                                                                              0’04 

2. 为什么要办孔子学院？                                                                                          0’20 

3. 孔子学院主要的功能是是什么？是传播孔孟思想吗？                                      0’50 



 

4. 孔子学院有没有教学大纲和教学计划？                                                              1’33 

二、填空： 

孔子学院是教育部                 的国家汉办和外国的教学机构一块儿                

的……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国际交往的日益                   ，世界各国对汉语学习的

需求                 增长。从 2004年开始，我国在借鉴英、法、德、西等国推广本民族

语言                 的基础上，探索在海外以教授汉语和传播中国文化为基础的                        

机构，取名为“孔子学院”。 

近年来，孔子学院建设快速发展，已成为世界多国人民学习汉语和了解中华文

化的                 。受到多国人民的欢迎。 

孔子学院只是一个                   ，并不是以传讲孔孟思想为主，课堂上主要进行

汉语                        。有不少孔子学院除了教汉语，已经开始用新的教学方式上课，

比如组织一系列具有                 的中国特色的文化活动……吸引越来越多的美国人                  

中国文化的魅力。有汉学家基础的大学重。点就放在中国传统文化，和当代文化的

研究方面。中医、武术、书法                 、烹饪、戏剧、少数民族服装等，现在都

成了孔子学院传播的内容。 

根据国家汉办提供的数据，                  2011年 12月，全世界共有 105个国家

开办了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其中，孔子学院总数达到了               所，而孔子课堂

达到了 500所。 

三、结构图： 

 

 

 

 

 

讨论：             

        你喜欢孔子学院的汉语课或者中国文化活动吗？你会参加吗？ 
 
 
 

孔子学院的

背景情况 
孔子学院的

功能 
孔子学院的

发展情况 

汉语课 中国特色的

文化活动 
回答学生的

任何问题 



 

3. 留学中国成外国留学生热门选择 
http://www.youtube.com/watch?v=lz_q9UkfhTY 

生词:  

1. 热门  rèmén              in great demand; hot 

2. 目的地   mùdìdì              destination 

3. 自费                      zìfèi                             self-paying 

4. 行政管理   xínɡzhènɡɡuǎnlǐ administration and management 

5. 贸易                      màoyì                          trade; commerce 

6. 动机  dònɡjī              motivation; intention 

7. 驱动力   qūdònɡlì             driving force 

8. 投资  tóuzī                         invest; investment 

9. 经贸  jīnɡmào    economy and trade 

10. 金融  jīnrónɡ               finance; banking 

11. 单纯   dānchún  purely 

 

专名： 

1.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Duìwàijīnɡjìmàoyìdàxué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y 

2. 欧力                          Ōulì                                   foreign student’s name 

3. 罗威                          Luówēi                             foreign student’s name 

4.  王立菲                       Wánɡ Lìfēi                       person’s name 

语言定式： 

日渐  day by day 

中国学生前往国外留学的人数日渐增多。 

 

一、问题：                                   Time 

以前来中国的留学生会学习一些什么，现在呢？         1’14 



 

二、对错题： 

1. 来中国留学的外国留学生越来越多。                                                          （        ） 

2. 欧力和罗威主要来中国学习汉语和中国传统文化。                                  （        ） 

3. 去年申请到中国留学的俄罗斯学生比欧美学生多。                                  （        ） 

4. 现在外国留学生到中国学习，主要是为了将来能和中国做生意。          （        ） 

三、填空： 

       中国学生前往国外留学的人数                   增多，反过来，来中国留学的外国学

生也越来越多了，中国正在成为一个                    的留学目的地。 

        欧力来自于                    ，学的专业是行政管理；来自美国芝加哥的罗威告诉记

者，他来中国，是学习中国的                                ，因为他的父亲正在和中国的公司

做贸易，学成后， 他将帮助父亲一起                        。 

        据了解，去年申请到中国留学的俄罗斯学生超过了                      人，欧美学生

达到了三万八千多人。专家指出，中国可能在                     之内，成为亚洲最大的

留学目的地。到 2020年，外国留学生来华的总数将会达到五十万人次。 

        王立菲：他们来学习呢，跟                    不太一样，早期来学习呢，是了解一

点                                 ，现在已经过了这个                      了，他们来学习的最大动机

和                           ，主要是了解中国的经济，中国的                   政策、投资环境，

将来能够跟中国做生意，这是他们的最大                       。所以很多留学生来了以后

呢，学习金融、经贸、管理，甚至中国的                     这些，而不是完全                     

地学习语言。 

讨论：             

        你想去中国留学吗？为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