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W3 综合汉语教学计划 

课程名称：W3 综合汉语 

教学材料： 《生活汉语 3》，第 26-30 课，共 5课。鲁洲、张艳、杨逸鸥著，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8年。 

         《生活汉语 4》，第 31-40课，共 10课。 

能力目标：1.能准确使用汉语完成介绍某个经历，谈谈感兴趣的运动、介绍一道菜的做法、在网上买东西、谈论一部电影、组织安排一场活动的

交际。能在有准备的情况下，用正常语速，自如地谈论我的理想、评价社交软件的利弊、讨论工作难找的话题并给于就业建议、讨

论不同家庭对生二胎看法以及介绍主要节日的特点和习俗。谈论旅行计划与安排、保持卫生健康的方法、垃圾分类的意义、在线教

育的利弊、自己的压力与解决办法等。 

2. 能听懂及理解与以上话题相关的、日常电视或网络中播放的访谈类、讨论辩论类节目、纪录片、新闻，通过仿说、复述、讨论、辩

论、演讲等训练，掌握和运用汉语表达策略、实现使用规范得体的汉语进行有效交际。 

3. 能阅读介绍运动、一道菜的做法、一部喜欢的电影等内容的说明类的文章。能看懂名人关于理想的文章、网上的介绍的自我介绍、

招聘广告和求职信、传统节日介绍、旅游计划和宣传广告、有关卫生习惯宣传、垃圾分类标准等。能阅读与以上话题相关的文章，

文体包括记叙文、说明文、议论文、新闻文本。 

4.能根据要求和关键词写出连贯、得体、较为准确的有关上面相关内容的作文，并能简要写出自己的观点。 

考评方式：平时成绩 35%、月考 30%，期末考试 35%， 

 

教学计划： 



计划

周次 

话题及内

容 
课程目标 活动 进度 

1 

课程介绍 

& 

第 26 课、

我对跑步

很感兴趣 

 

课程介绍、师生互动、热身 

第 26 课、我对跑步很感兴趣 

1.掌握重点生词 

不如、得、为了、后来、到底、必不可少 

2.掌握重要语言点 

1）那可不 

2）哪有.....的？ 

3）下来 

4）不是......也不是......而是......   

5）像......似的 

6）既......又......  

7）上 

8）来 

3.功能性目标 

1）能介绍一项爱好的运动 

2）能听懂简单的体育新闻 

3）能表达运动的感受 

4）能总结运动的好处 

作文：我感兴趣的一项

运动 

 

 

周一：课程介绍、师生介绍、热身活动。 

说说喜欢的运动 

周二：学习生词一 

      自学生词和句型 

周三：学习课文一，生词二 

用生词介绍喜欢的运动 

周四：学习课文二，总结运动的好处      

周五：综合任务、复习总结，在线答疑，完成小测试，个

人发表。 

2 

第 27 课、

老师教我

做中国菜 

 

第 27 课、老师教我做中国菜 

1.掌握重点生词 

开、家、成、接、熟、当 

2.掌握重要语言点 

1）把字句总结 

2）结果补语：熟、干净、好 

作文：自己最喜欢的一

道菜 

 

视频：录制制作一道菜

的过程 

 

周一：热身活动。 

说说番茄炒鸡蛋的步骤 

周二：学习生词一 

      自学生词和句型 

周三：学习课文一，生词二 



3）复合趋向补语引申义：看起来、做起来、接下来 

4）特别是 

5）不但……而且…… 

3.功能性目标 

1）能听懂简单的中国菜的做法，包括材料、方法等 

2）能简单评价菜的味道、营养等 

3）能介绍西红柿炒鸡蛋的做法 

复述课文一 

周四：学习课文二，仿照课文说说一个菜的做法      

周五：综合任务、复习总结，在线答疑，完成小测试，个

人发表。 

3 

第 28 课、

怎么还没

发货？ 

第 28 课、怎么还没发货？ 

1.掌握重点生词 

着急、催、尽快、安排、既然、补、查、 

2.掌握重要语言点 

1）兼语句 

2）都......了 

3）可能补语：......不上、......不到、……不了 

4）哪怕......，也/还...... 

3.功能性目标 

1）能听懂快递客服关于商品、发货、运费的信息 

2）能提出快递发货的要求 

3）能描述寄快递的过程 

 

作文：一次网购的经历 

 

活动：模拟网购，总结会

遇到的问题及解决方法 

 

周一： 热身活动。 

学习看懂快递单 

周二：学习生词一 

      自学生词和句型 

周三：学习课文一，生词二 

用生词叙述寄快递的过程 

周四：学习课文二，复述      

周五：综合任务、复习总结，在线答疑，完成小测试，个

人发表。 

4 

第 29 课、

这部电影

很感人 

 

第 29 课、这部电影很感人 

1.掌握重点生词 

可、见面、特殊、发现、其实、接近 

2.掌握重要语言点 

1）状态补语 

2）多重修饰语 

3）......来着 

 

作文：一次看电影的经

历 

 

活动：介绍一部最喜欢

的中国电影的片段 

 

周一：热身活动。 

听懂电影导演、演员、片子类型等简单的信息。 

周二：学习生词一 

      自学生词和句型 

周三：学习课文一，生词二 

复述电影《归来》 



4）被 V 走 

3.功能性目标 

1）能听懂电影（视）的导演、演员、片子类型等简单

的信息 

2）能描述看电影（视）时的感受 

3）能介绍一部喜欢的电影（视） 

月考 1 周四：学习课文二，介绍喜欢的电影      

周五：综合任务、复习总结，在线答疑，完成小测试，个

人发表。 

5 

 

第 30 课、

我们一起

演个小品

吧 

 

第 30课、我们一起演个小品吧 

1.掌握重点生词 

作为、才、倒、而且、包、比如、遍 

2.掌握重要语言点 

1）数......最好  

2）……多了 

3）......是......，但是...... 

4）离合词 

5）地字修饰语 

3.功能性目标 

1）能表达怎么组织活动，安排任务 

2）能描述一场活动或演出 

3）能听懂节目的类型、名字等信息 

4）能看懂和写节目单 

 

作文：介绍一次你参加

过的演出 

 

周一：热身活动。 

学习节目的类型、名字等信息 

周二：学习生词一 

      自学生词和句型 

周三：学习课文一，生词二 

复述课文 

周四：学习课文二，描述参加过得活动或者演出      

周五：综合任务、复习总结，在线答疑，完成小测试，个

人发表。 

6 我的理想 

1. 掌握重点生词： 

毫不、尤其、何况、最终&终于 

2. 运用重点句型： 

一点儿也不……，就这样，越……越…… 

3. 功能性目标： 

1） 能听懂俞敏洪关于理想的访谈。 

 

口语：说说一个名人的

理想。  

作文：我的理想 

 

 

周一：热身活动。分清楚理想、梦想、幻想 

周二：学习课文 

自学生词和语法：一点儿也不……，就这样，越……

越…… 

周三：复述课文和听力练习 



2） 能读懂关于个人理想的故事 

3） 能就理想的话题进行讨论 

4） 能写出关于自己理想的事 

周四：情景讨论和综合任务 

      自学生词：情景短文和任务短文 

周五：复习总结，在线答疑，完成小测试，个人发表。 

7 网上社交 

1. 掌握重点生词： 

款、分享、发布、成为、达到、多达、占、

近、表示、承认、方式、约、曾经、互相、只

有、重视、何、万一、立刻 

2. 运用重点句型： 

于、由……推出、……之一、分数的读法、为…… 

3. 功能性目标： 

1） 能读懂关于微信、Tinder 等软件的介绍 

2） 能听懂介绍社交软件使用感受的访谈 

3） 能评价社交软件的利弊 

4） 能设计、推广一款有特色的社交软件 

作文：介绍常用的社交

软件 

口语周作业：说说交友

软件的利弊 

周一：热身活动。 

自学关于性格的词语 

周二：学习阅读一、阅读三 

   自学生词和句型：由……推出、……之一、为…… 

周三：学习阅读二 

自学生词和分数的读法 

周四：听力练习      

周五：综合任务、复习总结，在线答疑，完成小测试，个

人发表。 

8 求职应聘 

1. 掌握重点生词： 

到底、景气、有意、从事、优势、眼下、关注&

关心、迫不及待、培养、提升、节奏、发挥、

打拼、融入 

2. 运用重点句型： 

不利于/有利于……，进一步……，固然……，

但是……，一般来说，相对于…… 

3. 功能性目标： 

1) 能读懂有关求职难的文章 

2) 能听懂关于在大、小城市工作利弊的讨论 

口语周作业：介绍你感

兴趣的工作 

作文：求职信 

 

月考 2 

周一：热身活动 

     自学生词一中关于就业的词语 

周二：学习课文 

自学生词和句型：不利于/有利于……，进一步……， 

周三：阅读简历和学写简历 

      自学生词 

周四：听力练习 

自学生词和句型：固然……，但是……，一般来说，

相对于…… 

周五：综合任务、复习总结，线答疑，完成小测试，个人



3) 能撰写个人简历及求职信 

4) 能讨论工作难找的话题并给于就业建议 

发表。 

9 家庭关系 

1. 掌握重点生词： 

实行、毕竟、费、缺乏、依靠、责任心、况

且、负担、不至于、未必、面对、引发 

2. 运用重点句型： 

……以来、总算、以……为、考虑到……、说

实在的、不得了 

3. 功能性目标： 

1） 能读懂并讨论不同家庭对生二胎看法 

2） 能听懂两个中外不同孩子教育方式的故事 

3） 能听懂不同国家鼓励生育的做法 

4） 能写出自己家家庭关系的文章 

口语周作业：在多子家

庭中，怎么处理兄弟姐

妹之间的矛盾？ 

作文：我和我的家庭 

周一：热身练习 

      自学生词：关于家庭关系的词语. 

周二：学习课文第一部分 

     自学生词和句型：……以来、总算、以……为、考虑

到…… 

周三：学习课文第二部分 

自学生词和句型：说实在的、不得了 

周四：讨论-孔融让梨和听力练习 

周五：综合任务、复习总结，在线答疑，完成小测试，个

人发表。 

10 传统佳节 

1. 掌握重点词语： 

满头大汗、激烈、时刻、简直、在行、束、

步、情有独钟、通常&常常、逐渐&渐渐、演变

&变化、事业有成、望子成龙、热烈&激烈、持

续&继续 

2. 运用重点句型： 

尽管……还是……、受……影响、一步步

地……、提起……、相当…… 

3. 功能性目标： 

1） 能写出介绍自己国家节日及风俗的文章 

口语周作业：说说你们

国家关于节日的一些礼

仪和习俗。  

作文：我最喜欢的传统

节日 

周一：热身练习，认识中国的传统节日 

周二：学习对话 

      自学生词 

周三：学习课文 

自学生词和句型：尽管……还是……、受……影

响、一步步地……、提起……、相当…… 

周四：听力练习 

周五：综合任务、复习总结，在线答疑，完成小测试。 



2） 能介绍主要节日的特点和习俗 

3） 能听懂中国端午节的介绍 

4） 能读懂不同国家关于端午节的介绍 

11 行万里路 

4. 掌握重点生词： 

历史古迹、推荐、开阔、眼界、途径、囧、出乎意

料、临、线路、车次、周边、车次、行程、预

定、目的地、一票难求、与众不同、量身定制 

5. 运用重点句型： 

幸亏、甚至、随着、再三 

6. 功能性目标： 

5） 能听懂中国一位旅游达人介绍经历的采访 

6） 能介绍、写出自己的旅游经历 

7） 能看懂旅游广告等信息并发表看法 

8） 能制定一份符合要求的旅行计划 

口语周作业：我最喜欢 

的旅行方式 

作文: 我印象最深刻的

一次旅行（游记） 

 

周一：完成热身练习部分，能说出自己喜欢的旅行目的地，

以及旅行中遇到的趣事  

周二：阅读第二部分课文及生词，总结旅行的意义和好处，

并说明一次“囧途”的经历 

周三：根据第三部分的旅游广告，制定相关旅行路线、行

程计划。 

周四：完成第四部分的听力训练以及旅行方式的阅读材

料，讨论各种旅行方式的利弊，并说明自己喜欢的旅行方

式。 

周五：完成周测（笔试+口试），完成第五部分综合任务，

为有着不同要求的不同人群设计旅行计划。 

12 卫生习惯 

4. 掌握重点生词： 

病毒、传播、教训、身心安定、干净整洁、免疫

力、忽视、危害、相反、过度、循序渐进、量

力而行、局限于、风险、在……内、发起、及

早、寻求、偶尔、困扰 

5. 运用重点句型： 

被称为…、相反…、A 可以说（是）B、…不过、并

+不/没、以......身份 

6. 功能性目标： 

5） 能看懂有关卫生习惯的宣传 

口语周作业：如果遇到

身心健康问题，我怎么

办？ 

作文:健康生活 

 

月考 3 

周一：完成热身练习部分，能说出与卫生健康相关标志的

意思，并且说出自己国家相关卫生健康宣传的方式，同时

阅读 WHO 的 10 大健康标准进行词语辨析。 

周二：完成第二部分视频和第三部分听力 

说出自己为了保证身体健康，有什么样的卫生习惯？这些

卫生习惯有什么好处？ 

周三-周四：完成第四部分 3 篇阅读。写出运动的好处和

过量运动的坏处以及心理健康的重要性。改编《健康歌》

歌词，制定心理健康宣传计划 



6） 能听懂关于健康生活方式的介绍 

7） 能读懂香港宣传心理健康活动的介绍 

8） 能写出介绍健康生活的文章 

周五：完成周测（笔试+口试），完成第五部分综合任务，

根据某个国家的卫生习惯提出问题和对策，为小学生制定

宣传身心健康的计划。 

13 垃圾分类 

4. 掌握重点生词： 

循环、再利用、回收、投放、厨余垃圾、混淆、裸

投、定时定点、不便、腐烂、大有学问、普及 

5. 运用重点句型： 

A 对 B 褒贬不一、A 对 B 议论纷纷 

6. 功能性目标： 

1） 能看懂垃圾分类的一般标准 

2） 能说明垃圾分类的意义 

3） 能列出垃圾分类需要解决的问题 

4） 能制定垃圾分类的宣传方案 

口语周作业：你是垃圾

分类的支持者还是反对

者 

作文：垃圾处理与环境

保护 

 

周一：完成热身练习部分，说明上海垃圾分类标准，讨论

垃圾分类的好处。 

周二：完成第二部分视频，总结中国进行垃圾分类的过程

中遇到哪些难点？并讨论各自国家推行垃圾分类会遇到

什么难点，以及解决办法。 

周三：完成第三部分课文及生词，归纳对垃圾分类支持者

和反对者的观点，并说明自己的看法。 

周四：完成第四部分的听力训练，讨论如何解决快递和外

卖垃圾污染的问题。 

周五：完成周测（笔试+口试），完成第五部分综合任务，

总结一个城市的垃圾分类问题，提出对策，并设计宣传标

语及口号。  

14 在线教育 

4. 掌握重点生词： 

便利、节约、节省、优势、趋势、鱼龙混杂、绝

对、偶尔、展示 

5. 运用重点句型： 

得到……发展、成为……趋势、不然、毕竟 

6. 功能性目标： 

1） 能听懂有关线上教育话题的讨论 

2） 能就线上教育的利弊发表看法 

口语周作业：你喜欢在

线教育还是线下教育？ 

作文: 我对在线教育的

看法 

周一：完成热身练习部分，介绍自己学习汉语的方法，比

较在线教育与线下教育的利弊。 

周二：完成第二部分阅读，总结在线教育的优势，以及自

己在线教育的收获。 

周三：完成第三部听力训练，总结在线教育的优缺点，讨

论如何解决在线教育的不足。 

周四：完成第四部分的视频，总结视频中两位学生的网课



3） 能针对线上教育的问题提出解决方案 

4） 能制定一份具体的线上教育改进计划 

体验，并说明自己网课的体验。 

周五：完成周测（笔试+口试），完成第五部分综合任务，

提出改进线上教学的建议。 

15 压力山大 

4. 掌握重点词语： 

差距、手忙脚乱、灵活、乐意、阴霾、低落、面

临、排解、欠缺、抱怨、承担、怂 

5. 运用重点句型： 

看似…、专门… 

6. 功能性目标： 

5） 能看懂现代人生活压力的节目 

6） 能将年轻人生活压力进行分类并说明原因 

7） 能就年轻人的不同压力提出解决办法 

8） 能制定一份职场新人缓解工作压力的计划 

口语周作业：我家人的

不同压力 

作文：我的压力 

周一：完成热身练习部分，讨论不同人群面临的不同压力，

以及自己最大的压力。 

周二：完成第二部分视频，总结大学生遇到的压力有哪

些？可以怎样缓解压力？并采访班上同学说明压力的来

源。 

周三：完成第三部视频，总结职场年轻人的压力来源，讨

论解决办法。 

周四：完成第四部分阅读的课文和生词，对缓解职场新人

的压力提出建议。 

周五：完成周测（笔试+口试），完成第五部分综合任务，

帮助小王调整工作计划与顺序，并说明原因。 

16 复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