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十课 我要去北京了

本课目标：

1. 核心词汇：掌握“非常”、“带”、“从”、“到”的用法。掌握“出

租车”、“火车”、“飞机”、“火车站”等与交通有关的词汇。

2. 语法：掌握助动词“要”的用法。掌握用“什么”、“怎么”的

疑问句。

3. 交际功能：询问情况、表达祝福。

会话会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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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 丽：王老师，我有一个好消息！

王老师：什么好消息？

杜 丽：我要去北京了！

王老师：太好了！

杜 丽：我非常高兴，我的爸爸妈妈也很开心。

王老师：你去做什么呢？

杜 丽：我去北京外国语大学留学。

王老师：你怎么去？是坐飞机吗？

杜 丽：不，我坐火车。王老师，北京火车站有没有出租车？

王老师：有，北京火车站的出租车很多。

杜 丽：太好了！我要带很多衣服和书。

王老师：杜丽，从布达佩斯到北京，坐火车要几天？

杜 丽：九天。

王老师：时间很长，祝你一路平安！

Dù Lì: Wáng lǎoshī, wǒ yǒu yí ge hǎo xiāoxi!

Wáng lǎoshī: Shénme hǎo xiāoxi?

Dù Lì: Wǒ yào qù Běijīng le!

Wáng lǎoshī: Tài hǎo le!

Dù Lì: Wǒ fēicháng gāoxìng, wǒ de bàbɑ māmɑ

yě hěn kāixīn.

Wáng lǎoshī: Nǐ qù zuò shénme ne?

Dù Lì: Wǒ qù Běijīng Wàiguóyǔ Dàxué liúxué.

Wáng lǎoshī: Nǐ zěnme qù? Shì zuò fēijī mɑ?

Dù Lì: Bù, wǒ zuò huǒchē. Wáng lǎoshī, Běijī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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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ǒchēzhàn yǒu méiyǒu chūzūchē?

Wáng lǎoshī: Yǒu, Běijīng huǒchēzhàn de chūzūchē hěn

duō.

Dù Lì: Tài hǎo le! Wǒ yào dài hěn duō yīfu hé shū.

Wáng lǎoshī: DùLì,cóngBùdápèisīdàoBěijīng,zuòhuǒchē

yào jǐ tiān?

Dù Lì: Jiǔ tiān.

Wáng lǎoshī: Shíjiān hěn cháng, zhù nǐ yílù píng’ān!

生词生词

1. 消息 xiāoxi （名） 好消息

2. 要 yào （助/动） 要上课了

3. 非常 fēicháng （副） 非常冷 非常热

4. 开心 kāixīn （形） 非常开心 很开心

5. 留学 liúxué （动） 去中国留学

6. 怎么 zěnme （代） 怎么去

7. 飞机 fēijī （名） 坐飞机

8. 火车 huǒchē （名） 坐火车

9. 火车站 huǒchēzhàn （名） 在火车站 火车站里面

火车站广场

10. 出租车 chūzūchē （名） 坐出租车

11. 带 dài （动） 带东西 带一本书

12. 衣服 yīfu （名） 带衣服 一件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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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从 cóng （介）

14. 到 dào （动） 从家到学校

15. 一路平安 yílù píng’ān 祝你一路平安

专名专名

北京外国语大学 Běijīng Wàiguóyǔ Dàxué

学习要点学习要点

1.“什么”表示疑问，放在名词前，询问事物的情况。例如：

① 什么好消息？

② 这是什么学校？

2.“要”是助动词，放在动词之前。意思是将要，句末常加“了”。例如：

① 我要去中国了。

② 王老师要回家了。

“要”是助动词时，还表示做某事的愿望。否定式用“不要”。例如：

③ 我要带很多衣服和书。

④ A：你要不要喝一杯热咖啡？ B：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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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非常”是副词，放在动词或形容词前，表示程度极高。例如：

① 今天非常冷。

② 他的汉语非常好。

③ 我非常喜欢唱歌。

4.“怎么+动词”用来询问方式。例如：

① 你怎么去北京？

② 你怎么学汉语？

5.“从”表示起点，常常和“到”一起使用。例如：

① 从布达佩斯到北京坐火车要九天。

② 从我的家到学校要半个小时。

替换与扩展替换与扩展

1. 你有什么好消息？

这是 学校

那是 菜

这是一本 书

2. 我要去北京了。

和她一起看电影

给你打电话

喝一杯热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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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你怎么去北京？

安娜 学汉语

小雪 去游泳馆

4. 从布达佩斯到北京坐火车要九天。

上海 北京 坐飞机 两个小时

我家 学校 骑自行车 二十分钟

5. 祝你一路平安！

生日快乐

平安快乐

奇妙的汉字奇妙的汉字

安
安是由两部分组成，“宀”和“女”，“宀”是部首，意思是屋顶。在一

个屋子里坐着一个女子 。所以，“安”的本来意义是坐，甲骨文

字形中表示的就是一个女子在屋子里的坐姿。中国陕西西安秦始皇陵

出土的一种可以坐乘的车叫“安车”，就是用的“安”本义。这件文物距

离现在已经有二千多年了，从中也可见汉字的悠久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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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
息
要
非
常
开
心
留
飞
机
火
站
租
带
衣
从

书写汉字书写汉字

中国陕西西安兵马俑博物馆出土的“安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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拼音练习拼音练习

一、听写拼音，然后找出对应的汉字

1. tǔdòu 咖啡

2. huǒchē 火车

3. xiàyǔ 睡觉

4. shuǐguǒ 下雨

5. hòumiɑn 土豆

6. diànhuà 水果

7. shuìjiào 电话

8. kāfēi 后面

二、读拼音，写汉字

1. Nǐ jiào shénme?

你叫什么 ？

从
到
路
平
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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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Wǒmen míngtiān yìqǐ kàn diànyǐng bɑ.

我们明天一起看电影吧 。

3. Wǒ jīntiān méiyǒu Hànyǔ kè.

我今天没有汉语课 。

4. Duìbuqǐ, wǒ xiànzài bù néng qù xuéxiào.

对不起，我现在不能去学校 。

5. Wǒ yào qù Běijīng le.

我要去北京了 。

三、听录音，学歌谣

Liǎng zhī lǎohǔ, 两只老虎，

liǎng zhī lǎohǔ, 两只老虎，

pǎo de kuài, 跑得快，

Pǎo de kuài. 跑得快。

yì zhī méiyǒu ěrduo, 一只没有耳朵，

yì zhī méiyǒu wěibɑ, 一只没有尾巴，

zhēn qíguài, 真奇怪，

zhēn qíguài！ 真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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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文练习课文练习

一、根据下面的句子完成对话

1. A：你要去哪儿了 ？

B：我要去北京了。

2. A：你怎么去北京 ？

B：我坐火车去北京。

3. A：去北京留学你高兴吗 ？

B：去北京留学我很高兴。

4. A：从布达佩斯到北京坐火车要几天 ？

B：从布达佩斯到北京坐火车要九天。

5. A：北京火车站的出租车多不多 ？

B：北京火车站的出租车很多。

二、用“怎么”把下面的肯定句变成疑问句

1. 我们坐飞机去中国。

你们怎么去中国 ？

2. 这个字读 hǎo。

这个字怎么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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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今天我们骑自行车去游泳馆。

我们今天怎么去游泳馆 ？

4. 我会唱这首歌。

这首歌怎么唱 ？

三、用“要”回答下面的问题

1. A：今天下午你做什么？

B：今天下午我要去学校 。

2. A：杜丽为什么去北京？

B：杜丽要去北京留学 。

3. A：你想喝什么？

B：我要喝一杯热咖啡 。

4. A：王老师明天上午去哪儿？

B：王老师明天上午要去中国 。

四、根据课文回答问题

1. 杜丽有什么好消息？

2. 杜丽怎么去北京?

3. 北京火车站的出租车多不多？

4. 杜丽要带的东西多不多？

5. 杜丽的爸爸妈妈高兴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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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知识文化知识

从布达佩斯到北京

布达佩斯与北京相距 7300 公里，然而早在十四世纪起，就不断有

匈牙利人探索如何从匈牙利来到中国。

第一个到中国的匈牙利人是一位叫 Magyarországi György（匈牙

利·捷尔吉）的牧师。他当时是罗马教皇的代表，他于 1341 年去北京

和中国的皇帝见面。此后几百年中，还有几个匈牙利传教士去中

国。从 18 世纪开始，一些非神职的匈牙利人也陆续去中国。比如说，

原来是裁缝，后来成为旅游家的 Jelky András，他曾到过澳门和广州。

有名的还有 Benyovszky Móricz，他从俄罗斯堪察加半岛的监狱里逃

亡以后，在台湾待了几个星期。从 19 世纪起，有好几个匈牙利科学家

来到中国。其中 Kőrösi Csoma Sándo（乔玛）是西方藏学研究的创始

人。创建布达佩斯动物园的 Xántus János 曾在中国收集了丰富的自

然科学资料。Széchenyi Béla 是“最伟大的匈牙利人”—— 赛切尼的

儿子，他曾在中国旅游了近三年的时间，和地理学家 Lóczy Lajos 一起

绘制了中国南方的一些省区地图。而去中国最有名的匈牙利人当属

Stein Aurél（奥莱尔·斯坦因），他在 20 世纪初的中亚探险中，发掘古楼

兰遗址，运走敦煌莫高窟藏经洞中部分佛经、刺绣和绘画。这批敦煌

文物轰动整个欧洲。收藏家 Hopp Ferenc 也在这一时期访问了中国。

他去世的时候把在 Andrássy 大街的房产和收藏的艺术品捐赠给了国

家，建立了 Hopp Ferenc 东亚艺术博物馆。如果我们想了解古代中国

的艺术品，这个博物馆很值得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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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现代，大多数的旅行者是坐船去中国，这条线路要花好几个

月的时间。从 20 世纪初开始，人们可以坐火车穿过西伯利亚达到北

京，这大概需要一个多星期。当然最快捷的办法是坐飞机。从 2004

年开始，布达佩斯和北京之间有了直航，7300 公里的路程只要 10 个小

时就能到达。人们可以从北京再转飞到中国的其它城市。

另外，中国和匈牙利之间的时差夏天是 6 个小时，冬天是 7 个小

时。我们早上才刚刚起床，而在中国就已经是下午了。我们吃午饭

的时候，中国人可能正在吃晚饭。

小作业：问问你的朋友，他/她想坐火车去北京，还是坐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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