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八课 我是匈牙利人

本课目标：

1. 核心词汇：掌握“哪”、“哪儿”、“呢”、“以前”、“现在”的使

用。

2. 语法：掌握结构助词“的”的用法。掌握用“哪”、“哪儿”的

特殊疑问句和用“呢”的一般疑问句。掌握“吗”和“呢”的

区别。

3. 交际功能：询问信息、表示感谢。

会话会话



匈牙利汉语教师用书

王老师：你好！

左 立：您好，王老师。

王老师：你叫什么名字？

左 立：我叫左立。

王老师：认识你很高兴！

左 立：我也很高兴。

王老师：你的汉语很好。

左 立：谢谢！

王老师：你是哪国人？

左 立：我是匈牙利人。

王老师：你住哪？

左 立：我住布达佩斯。您呢？

王老师：以前我住中国北京，现在我也住布达佩斯。

Wáng lǎoshī: Nǐ hǎo!

Zuǒ Lì: Nín hǎo, Wáng lǎoshī.

Wáng lǎoshī: Nǐ jiào shénme míngzi?

Zuǒ Lì: Wǒ jiào Zuǒ Lì.

Wáng lǎoshī: Rènshi nǐ hěn gāoxìng!

Zuǒ Lì: Wǒ yě hěn gāoxìng.

Wáng lǎoshī: Nǐ de Hànyǔ hěn hǎo.

Zuǒ Lì: Xièxie!

Wáng lǎoshī: Nǐ shì nǎ guó rén?

Zuǒ Lì: Wǒ shì Xiōngyálì ré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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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áng lǎoshī: Nǐ zhù nǎ?

Zuǒ Lì: Wǒ zhù Bùdápèisī. Nín ne?

Wáng lǎoshī: Yǐqián wǒ zhù Zhōngguó Běijīng, xiànzài wǒ

yě zhù Bùdápèisī.

生词生词

1. 的 de （助） 我的老师 她的学生

2. 汉语 Hànyǔ （名） 汉语老师

3. 哪 nǎ （代）

4. 国 guó （名） 哪国人

5. 人 rén （名）

6. 住 zhù （动）

7. 呢 ne （助）

8. 以前 yǐqián （名）

9. 现在 xiànzài （名）

专名专名

1. 匈牙利 Xiōngyálì

2. 左立 Zuǒ L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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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布达佩斯 Bùdápèisī

4. 中国 Zhōngguó

5. 北京 Běijīng

学习要点学习要点

1.“的”一般用在名词性成分前，表示它前面的成分是定语。例如：

我的老师 他的名字 她们的学生

2.“哪”是疑问代词，表示疑问，放在要提出问题的地方，句子语序不变。

例如：

① A：你是哪国人？ B：我是中国人。

② A：你住哪？ B：我住北京。

3.“呢”是语气助词，用在疑问句句尾，表示对情况的询问。例如：

① 你是哪国人呢？

② 她叫什么名字呢？

③ 我是中国人，你呢？

④ 她是老师，您呢？

注意：“吗”和“呢”的区别：

“吗”一般用于是非问句的末尾。“呢”一般用于是非问句以外的问句。

例如：

① 她是老师吗？

② 你是学生吗？

③ 你姓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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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换与扩展替换与扩展

1. A. 你是哪国人？ B. 我是中国人。

匈牙利 美国 英国

2. A. 你现在住哪？ B. 我现在住北京。

布达佩斯 华盛顿 伦敦

3. A. 你以前住哪呢？ B. 我以前住布达佩斯。

北京 华盛顿 伦敦

奇妙的汉字奇妙的汉字

国在过去，“国”的繁体字写成 ，这

个字更能体现古人造字的初衷。

里面是 ，其中“口”代表城市，“一”代

表城外的郊野， 指武器，用武力守卫

自己的边界。本来“或”就可以表示“国”

的意义了，后来又在“或”字外加了表示

围墙的“囗”形成了“國”字。现在， 简

化成“国”，部首是“囗”，看起来好像一个

君王住在属于自己的城堡中。

唐代长安（现在的西安）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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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汉
语
哪
国
人
住
儿
呢
以
前
现
在

书写汉字书写汉字

拼音练习拼音练习

一、听录音，选择听到的音节

1. a) běn

3. a) kǒu

5. a) zuǒbiɑn

7. a) shēngrì

9. a) pǎo

b) pén （ a）

b) hóu （ b）

b) yòubiɑn （ a）

b) chūshēng（ b）

b) mào （ a）

2. a) diànshì

4. a) fángzi

6. a) jīntiān

8. a) sìyuè

10. a) hòumiɑn

b) diànyǐng（ b）

b) pàngzi （ a）

b) míngtiān（ b）

b) shíyuè （ a）

b) qiánmiɑn（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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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听录音，练三声变调

1. měitiān

5. yǔyīn

9. dǎqiú

2. Běijīng

6. xiǎoshuō

10. měishù

3. chǎngzhǎng

7. yǔyán

4. lǎoshī

8. qǐchuáng

三、听录音，学唐诗

Yǒng É 咏鹅

É, é, é, 鹅，鹅，鹅，

qǔxiàng xiàng tiān gē. 曲项向天歌。

Báimáo fú lǜshuǐ, 白毛浮绿水，

hóngzhǎng bō qīngbō. 红掌拨清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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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文练习课文练习

一、完成对话

1. A：你是哪国人？

B：我是中国人/我是匈牙利人 。

2. A：你住哪儿 ?

B：我住布达佩斯。

3. A：以前你住哪？

B：以前我住中国北京 。

4. A：现在你住哪？

B：现在我住布达佩斯 。

二、用学过的疑问代词就画线部分提问

1. A：你是哪国人 ？

B：我是匈牙利人。

2. A：你住哪 ？

B：我住北京。

3. A：王老师是哪国人 ？

B：王老师是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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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A：现在左立住哪 ？

B：现在左立住布达佩斯。

三、把“的”放在句中正确的位置上

1. 王老师 A 是 B 我 C 汉语 D 老师。 （C）

2. 左立 A 汉语 B 很好 C。 （A）

3. 杜丽 A 是 B 王老师 C 学生 D。 （C）

4. 你 A 名字 B 是 C 什么 D？ （A）

四、看国旗，搭配正确的国家

匈牙利 中国 英国 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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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知识文化知识

汉语里的外国名字

汉语是中国人的语言，但是汉语中也有大量的外国名字。由于汉

语音节和其它语言的音节不相同，所以汉语里的外国译名就会发生适

当的变化。比如说，没学过匈牙利语的中国人不能发Zoltán、Szeged、Petőfi

等名字，所以汉语就以匈牙利语的标准读音为依据，找出发音相近的音

节及对应的规范汉字。这样Zoltán在汉语里变成了Zuǒ’ěrtǎn（佐尔坦），

Szeged 变成 Sàigédé（塞格德），Petőfi变成 Péi Duōfēi（裴多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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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汉语中国家译名翻译的主要原则也是“以音译为主”，也就是

以该国语言的标准读音为依据。但是由于受到英语语音的影响，汉

语里很多国家译名是从英语的发音而来，比如，England 翻译成“英格

兰”，Austria 翻译成“奥地利”。有些外国地名是用汉字书写的，一般

沿用其写法，不再音译，比如韩国、日本、越南。当然汉语地方译名的

情况非常复杂，不能一概而论。

对于学习汉语的外国人来说，一般是老师或朋友为他们取一个

中国式的名字。通常老师会先了解学生的原名发音，然后根据发音

找出有意义的汉字，取一个地道的汉语名字。这样学生的中文名字

与其本名听起来就有关系。像我们这本书里的左立（Zoli）、杜丽

（Dóri）、高博（Gábor）就是这样来的。当然也有中文名字与其本名完

全没有关系的，而是根据学生的性格及喜好来取名。但无论如何，有

一个真正的汉语名字是外国人变成“中国通”的第一步。

小作业：请你的老师给你取一个汉语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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