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十课 你学习汉语吗

本课目标：

1. 核心词汇：掌握“学校”、“教室”、“桌子”、“椅子”等词汇。

掌握方位名词“里”、“上”的用法。掌握程度副词“太”及

量词“本”、“支”的使用。

2. 语法：掌握用“多少”的特殊疑问句。掌握正反疑问句。

3. 交际功能：询问情况、描述环境。

会话会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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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雪：嗨！左立，你去哪儿？

左 立：我去匈中双语学校。

小 雪：你学习汉语吗？

左 立：对，我学习汉语。

小 雪：你的学校大不大？

左 立：不太大。

小 雪：你们学校有多少个匈牙利学生？

左 立：三十五个。

（在匈中双语学校）

左 立：小雪，看，这是我的教室，教室里是桌子和椅子。

小 雪：那是不是你的桌子和椅子？

左 立：不是，我的桌子上有两本书和一支笔。

Xiǎoxuě: Hāi! Zuǒ Lì, nǐ qù nǎr?

Zuǒ Lì: Wǒ qù Xiōng-Zhōng Shuāngyǔ Xuéxiào.

Xiǎoxuě: Nǐ xuéxí Hànyǔ mɑ?

Zuǒ Lì: Duì, wǒ xuéxí Hànyǔ.

Xiǎoxuě: Nǐ de xuéxiào dà bú dà?

Zuǒ Lì: Bú tài dà.

Xiǎoxuě: Nǐmen xuéxiào yǒu duōshɑo ge Xiōngyálì xué-

sheng?

Zuǒ Lì: Sānshíwǔ 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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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ài Xiōng-Zhōng Shuāngyǔ Xuéxiào）

Zuǒ Lì: Xiǎoxuě, kàn, zhè shì wǒ de jiàoshì, jiàoshì li shì

zhuōzi hé yǐzi.

Xiǎoxuě: Nà shìbushì nǐ de zhuōzi hé yǐzi?

Zuǒ Lì: Bú shì, wǒ de zhuōzi shàng yǒu liǎng běn shū

hé yì zhī bǐ.

生词生词

1. 嗨 hāi （叹）

2. 去 qù （动） 去哪儿 去中国

3. 学校 xuéxiào （名） 我的学校 他的学校

4. 学习 xuéxí （动） 学习汉语

5. 大 dà （形） 大学校 小学校 很大

6. 太 tài （副）

7. 多少 duōshɑo （代） 多少人 多少学生

8. 教室 jiàoshì （名） 我的教室 大教室

9. 里 lǐ （名） 教室里 学校里

10. 桌子 zhuōzi （名） 一张桌子

11. 椅子 yǐzi （名） 两把椅子

12. 上 shàng （名） 椅子上 桌子上

13. 本 běn （量）

14. 书 shū （名） 一本书 那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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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支 zhī （量）

16. 笔 bǐ （名） 两支笔 这支笔

专名专名

1. 小雪 Xiǎoxuě

2. 匈中双语学校 Xiōng-Zhōng Shuāngyǔ Xuéxiào

学习要点学习要点

1.“嗨”是语气词，用来见面打招呼。

2.“太”是副词，放在动词或者形容词前，表示程度非常高，用于赞叹。“不

太+形容词/动词”是用来减少否定的程度，表示婉转的语气。例如：

① 我的学校不太大。

② A：你好吗？ B：不太好。

3.“大不大”是把谓语主要成分的肯定式和否定式并列起来的正反疑问

句。例如：

① A：他是不是老师？ B：是，他是老师。

② A：你是不是中国人？ B：不是，我不是中国人。

③ A：我的狗酷不酷？ B：酷，你的狗很酷。

注意：用正反问疑问句时，句末不能加“吗”。例如：

④ 他是不是老师吗？ （×）
⑤ 我的狗酷不酷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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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有”的正反疑问句形式是“有没有”。例如：

⑥ 你有没有狗？

⑦ 你们学校有没有中国学生？

4.“多少”是询问数量的疑问代词，放在要提出问题的地方，句子语序不

变。例如：

① 你们学校有多少个匈牙利学生？

② 北京有多少人？

注意：被问数量在 1～10 之间时，用“几”来提问，提问时“几”的后面应该

有量词。数量在 10 以上或难以估计时用“多少”来提问，提问时后面的

量词可以省略。例如：

③ A：你有几只狗？ B：我有两只狗。

④ A：你们学校有多少匈牙利学生？ B：三十五个。

5.“里”、“上”都是方位名词，放在名词后面，表示处所。反义词分别是

“外”、“下”。例如：

教室里 学校外 桌子上 椅子下

替换与扩展替换与扩展

1. 我学习汉语。

匈牙利语 英语

法语 德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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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我去匈中双语学校。

罗兰大学附属中学 李斯特音乐学院

3. 你去不去 学校？

认识不认识 王老师

是不是 匈牙利人

学习不学习 汉语

4. 桌子上有两本书和一支笔。

椅子下 一只狗

教室里 老师和学生

学校外 很多人

奇妙的汉字奇妙的汉字

习在甲骨文中，“习”写成 ，上面是鸟的翅膀 ，下面是太阳 ，

所以“习”最初的意思是鸟扇动翅膀，迎着太阳飞翔。现在从“习”

的繁体字是“習”还可以看出古代人造这个字的初衷。因为鸟飞翔时会

反复扇动翅膀，就像我们学习时需要反复记忆一样，所以后来“习”引申

为“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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嗨
去
校
习
太
大
多

书写汉字书写汉字

少
教
室
里
桌
椅
上
本
书
支
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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拼音练习拼音练习

一、听录音，选择听到的音节

1. a) bǐcǐ b) pícǎo （ b）

2. a) règǒu b) rìguāng （ a）

3. a) dǒngshì b) tóngshí （ b）

4. a) chóngbài b) zhōngbiāo （ a）

5. a) píjiǔ b) báijiǔ （ b）

6. a) bìngqiě b) biǎojiě （ a）

7. a) tàqīng b) tiánjìng （ a）

8. a) wénjiàn b) wǎng qián （ b）

9. a) biànhuàn b) pánghuáng （ a）

10. a) jiūfēn b) xiūfù （ b）

二、听录音，练儿化

1. xiǎobiànr 2. zhàopiānr 3. chàdiǎnr 4. yìdiǎnr

5. yǔdiǎnr 6. liáotiānr 7. lāliànr 8. gōngyuánr

9. biézhēnr 10. máhuā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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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听录音，学绕口令

Pōshɑng lìzhe yì zhī é, 坡上立着一只鹅，

pōxià jiùshì yì tiáo hé. 坡下就是一条河。

Kuānkuān de hé, 宽宽的河，

féiféi de é, 肥肥的鹅，

é yào guò hé, 鹅要过河，

hé yào dù é. 河要渡鹅。

Bù zhī shì é guò hé, 不知是鹅过河，

háishì hé dù é？ 还是河渡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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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文练习课文练习

一、填量词

1. 一（张）桌子、一（把）椅子 2. 四（本）书

3. 一（支）笔 4. 一（个）孩子

二、把括号里的词语放在句子中合适的位置

1. A 他 B 是 C 匈牙利人 D。 （也） （B）

2. A 学校 B 不 C 大 D。 （太） （C）

3. A 我 B 也 C 高兴 D。 （很） （C）

4. A 老师 B 学生 C 学习 D 汉语。（和）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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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完成对话

1. A：那是什么？ 2. A：这是什么 ？

B：那是两把椅子 。 B：这是一本书。

3. A：这是什么？ 4. A：这是什么 ？

B：这是一个教室 。 B：这是一只狗。

四、用正反问来改写下面的疑问句

1. 你是老师吗？

你是不是老师 ？

2. 左立学习汉语吗？

左立学习不学习汉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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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你的教室大吗？

你的教室大不大 ？

4. 他的狗酷吗？

他的狗酷不酷 ？

五、看图回答问题

问题：

1. 这个教室里有什么？

这个教室里桌子、椅子、笔、书、狗和学生。

2. 这张桌子上有什么？

这张桌子上有三支笔，四本书。

3. 那把椅子上有什么？

那把椅子上有一个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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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这个教室里有多少桌子和椅子？

这个教室里有四张桌子，四把椅子。

5. 那张桌子下有什么？

那张桌子下有一只狗。

6. 这个教室外有什么？

这个教室外有两个小孩子。

文化知识文化知识

匈中双语学校

你知道吗？在布达佩斯有这样一所小学，学生们可以同时学习

匈牙利语和汉语，这就是匈中双语小学。这所学校在布达佩斯的 15

区，是 2004 年 9 月由中国政府和匈牙利政府共同建立的。学校现在

有 8 个年级、10 个班，一共有 214 名学生，其中母语为汉语的学生 117

人，母语为匈牙利语和其它语言的学生 97 人。匈中双语学校教学是

按照匈牙利国家的标准进行的，学校除了正常的匈牙利语课程外，还

有专门的汉语、中文数学、中国艺术、音乐和太极拳等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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