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W4 网课 

课程名称：W4 网课 

教学材料：自编教材 41-52 课，根据 12 个话题分类，由老师自主安排相应视听说教学材料。 

教学目标：1.能在无准备的情况下，用正常语速，自如地谈论熟悉的日常话题。 

2.经过准备和提示后，能详细介绍基本脱稿说明自己走进中国的缘由，描述事物发展和变迁、发现身边的美，探讨人与自然的关系、饮食与地域的关系、如

何发展低碳经济、如何推广自己关注的品牌、发现人们消费模式改变后的原因、如何挑战人类极限、如何发扬创业精神等话题。对上述话题，做到口述

有条理，语言接近没有语法错误、用词基本得体准确。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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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目标中的“详细介绍”的要求：能就一个话题连续表达至少三分钟，且内容充实、条理清楚、逻辑合理、用语准确、发音标准。 

教学要求：1. 每天选一位学生介绍发表成语故事和其他主题，5 分钟以内。 

          3. 每期看一部中国电影、电视剧或者综艺节目、一本书，做主题报告。 

考评方式：满分 100。平时成绩 35%，月考一 10%，月考二 10%，月考三 10%，期末成绩 35%。 

教学计划：S1:41-43 课，S2:44-46 课，S3:47-49 课，S4:50-52 课 

计划

周次 
话题及内容 课程目标 备注 进度 

1 
走进上海（中

国）的缘由 

1. 掌握重点词语: 

迫不及待、迫切、接触、天壤之别、意识

（到）、憋（在心里）、闹笑话、未知、心

理动词 

作业：熟练快速朗读本课缩写短

文 

 

 

周一：破冰活动；热身话题：你来上海的理由？ 

周二：你来中国留学前有什么想法？来之前和来

以后的看法对比。 

视频第一段，生词 1-4，……般的…… 



2. 运用重点句型： 

……般的………、恰恰是（重难点）…、 

3. 修辞：能够熟练掌握和使用排比句 

4. 功能性目标： 

1） 能详细介绍来上海留学的理由、说明出国

留学的意义、列举出国后遇到的问题以及

对未来的期望。 

口语周作业：列出多方面来上海

留学的优势 

周三：在上海留学生活（出国后）遇到的困难有哪

些？ 

视频第二段，生词 5-13 

周四：出国留学有什么意义？来上海留学有哪些

优势？ 

视频第三段，生词 14-22，恰恰是…… 

布置周作业：列出多方面来上海的优势。 

周五：你在上海留学对未来有什么期望？ 

生词 23-24，修辞：排比句； 

2 光阴的变迁 

1. 掌握重点词语： 

变迁、感触、折射、轨迹、演变、象征、

诞生、欣赏 

2. 运用重点句型： 

…（不）仅仅是…、所谓…就是…、随

着…，…、adj.+得像…似的  

3. 歇后语：芝麻开花——节节高 

4. 功能性目标： 

1） 能通过婚礼彩礼的变化介绍中国社会的发

展。 

2） 能详细描述自己国家日常生活的特点及变

化。 

作业：双人祖孙长对话演练 

 

口语周作业: 从…看人们生活方

式的变迁 

活动：参观上海城市历史陈列馆 

周一：导入话题：恋爱和结婚一样吗？ 

仅仅是……，不仅仅是…… 

结婚需要准备哪些东西？（按国别讨论） 

周二：中国 50 年代、60 年代、70 年代的婚恋观 

生词 1-15，所谓……就是…… 

周三：中国 80 年代、90 年代、21 世纪的婚恋观 

生词 16-21，随着……，adj 得像……似的 

周四：祖孙对话演练 

      从……看人们生活方式的变迁 

周五：活动，完成调查报告。 

3  发现身边之美 

1. 掌握重点词语： 

震撼、调侃、效率、投射、承载、零碎、

体验 

2. 运用重点句型： 

蛮+adj.+的 

作业：按照课文段落进行仿说。 

 

口语周作业：骑行/步行的好处 

活动：发现步行之美“漫步上海” 

  

周一：城市里的日常出行方式有哪些？各有什么

利弊？ 

周二：你见过哪些共享单车？你使用过吗？谈谈

你使用共享单车的一些经历。 

视频第一段（……就是自行车），生词 1-9，蛮 adj



3. 功能性目标： 

1) 能对共享单车发表看法，说明共享单车的

利弊。 

的 

周三：共享单车有哪些利弊？你对共享单车有什

么看法？ 

视频第二段（大概我在……），生词 10-15， 

周四：你们国家目前自行车的使用情况。骑行 or

步行有什么好处？ 

仿说练习（手机、电脑、相册、房子、电影） 

布置周作业 

周五：发现步行之美“漫步上海” 

4  
复习、总结、

主题汇报 

1.各话题复习 

2.总结性学习 

3.主题汇报：介绍一部中国电影 

 

 

 

周一：话题一 

周二：话题二 

周三：话题三 

周四：月考 1+ 

周五：主题汇报 

5 人与自然 

1. 掌握重点词语： 

提倡、亲力亲为、爱心、抵制、呼吁、虚

荣、残忍、挽救、关注、公益、猎杀（VS

狩猎） 

2. 运用重点句型： 

出于+原因，…，以…的身份……,  投身

于… 

3. 功能性目标： 

1） 针对社会上伤害野生动物的行为，发表自

己的看法。 

2）能向政府、社会和个人呼吁如何爱护野生

动物。 

口语周作业：如何抵制动物制品

（演讲） 

活动：设计保护动物海报及征集

标语 

周一：导入：你喜欢动物吗？你养过哪些动物？ 

周二：你们国家的野生动物有什么？有哪些保护

措施？ 

周三：穿皮草美不美？动物制品有哪些？为什么

有人会买？你会买吗？ 

视频一，生词 1-15，出于+原因 

周四：如何呼吁人们停止购买动物制品？ 

视频二，生词 16-24，以……身份，投身于…… 

布置周作业 



周五：设计保护动物海报，征集标语 

6 舌尖上的中国 

1. 掌握重点生词： 

快捷、…兼备、香气扑鼻、愉悦、精髓、

推崇、精致、心仪、长盛不衰 

2. 运用重点句型： 

A 而 B/A 而不 B、…利于…、…以…取胜 

3. 功能性目标： 

1） 能详细介绍中国各地（和本国）早餐的特

色、制作方法和口味。 

2） 能够准确的描述一种食物的味道和口感。 

口语周作业：味道的“原风景” 

——小时候妈妈的一道菜/你最

喜欢（最难忘）的一道菜 

活动：七宝评美食 

周一：导入：你早上吃早餐吗？一般吃什么？比较

各个国家的早餐。 

周二：描述食物的味道和口感。 

A 而（不）B， 

周三：中国各地的早餐（天津、重庆、苏州、武汉） 

视频第一部分（……早餐名片），生词 1-19，利

于…… 

周四：广州的早茶 

视频第二部分，生词 20-26，以……取胜 

布置周作业 

周五：七宝评美食 

7 旅游与度假 

1. 掌握重点生词： 

度假胜地、名胜古迹、狼狈、古朴、缩

影、异曲同工、络绎不绝、五花八门、大

有讲究 

2. 运用重点句型： 

打着…的旗号…、冲着…来/去的、…被誉

为“…” 

3. 修辞：押韵 

4. 功能性目标： 

1）能详细介绍某旅游地的特色（或发展瓶

颈），并能与另一相似地做对比。 

 

口语周作业：作为旅游大使，推

荐旅游目的地和产品 

 

活动：外滩“穷游” 

周一：导入：你去过哪些国家和地方？中国有哪些

名胜古迹？请描述一下特点。 

周二：你心目中江南水乡有哪些特点？  

视频粗听，生词 1-6，20-26 

周三：你喜欢逛夜市吗？ 

视频精听武大郎叫卖那段，生词 7-19 

押韵练习 

周四：谈谈旅行的意义 

布置周作业 

周五：穷游“外滩” 



8 
复习、总结、

主题汇报 

1.各话题复习 

2.总结性学习 

3.主题汇报：介绍一部电视剧或一档综艺节目 

 

 

 

周一：话题四 

周二：话题五 

周三：话题六 

周四：月考 2 

周五：主题汇报 

9 低碳经济 

1. 掌握重点生词： 

顾名思义、储物、便捷、显而易见、花

销、保养、趋势、价位、瓶颈、节能减

排、性价比、制约、亮点 

2. 运用重点句型： 

V+惯了[1] 

3. 功能性目标： 

1）能详细介绍新能源汽车的特点、前景及

挑战。 

作业：推销新能源汽车—成功地

卖出去 

口语周作业：新能源的机遇与挑

战 

周一：现在出现了哪些环保问题？怎么样从个人

出发支持环保？ 

周二：新能源有哪些？新能源汽车的优势 

视频粗听（……新事物），生词 1-10，V惯了 

周三：新能源汽车的劣势（挑战/瓶颈） 

视频粗听（到最后），生词 11-19 

周四：新能源汽车的机遇和挑战 

视频精听（重点句子复说，专家介绍，政府扶持政

策） 

布置周作业 

周五：推销新能源汽车—成功地卖出去 

推销准备，推销演练 

10 
人们消费模式

的改变 

1. 掌握重点生词： 

突破、迅猛、明显、刷新、跨境交易、抢

眼、显示、调整、预期、人满为患 

2. 运用重点句型： 

朝着……的目标、得益于…..、与此同

时……，从……的角度去考虑 

3. 功能性目标： 

口语周作业：你的消费观 

实体店比网购更有优势/网购比

实体店更有优势（辩论） 

活动：问卷调查分析 

 

周一：调查：你会在哪里购买下列产品？ 

布置本周调查活动，通过调查来分析现代人们的

一些消费行为（打车、外卖、支付方式、购物方式） 

周二：双十一的由来，双十一购物节的特点 

视频第一段（……到 12 万单），生词 1-25 

听数字练习 

周三：双十一反映出什么现象？造成了哪些麻

烦？ 



1） 能详细介绍网购的发展历程、现状。 

2）能阐述网购与实体店购物的各自利弊。 

视频第二段，生词 26-37， 

仿说练习 

周四：网购和实体店，哪个更有优势？ 

辩论 

谈谈你的消费观念 

布置周作业 

周五：绘制问卷调查结果图，汇报分析 

11 
经济全球化下

的品牌推广 

1. 掌握重点生词： 

德高望重、座无虚席、门庭若市、毅然决

然、雏形、规划、宗旨 

2. 运用重点句型： 

有幸…、只是…而已、围绕着…、把…作

为首选 

3. 俗语：脚踏两只船 

4. 功能性目标： 

1）能详细介绍某一品牌的创建过程及成功的

原因。 

口语周作业：介绍我喜欢的一个

品牌及它的成功原因 

周一：说说几个大众熟知的品牌，谈谈他们的品牌

形象。选择一个品牌，说说它是如何成功的？ 

周二：介绍吴国平和外婆家 

外婆家的成功之路—雏形期 

视频第一部分（……简单的想法），生词 1-8，有

幸，脚踏两只船 

周三：外婆家的成功之路-成熟期 

视频第二部分（……一个符号），生词 9-12 

概念、定位、服务宗旨、评价 

周四：外婆家的未来 

视频第三部分（……太散了），生词 13-15，围绕

着，只是……而已 

会不会受快销品牌的影响？ 

布置周作业 

周五：创立一个品牌，企业家需要考虑哪些事情？ 

视频第四部分（到最后） 

把……作为首选 



12 
复习、总结、

主题汇报 

1.各话题复习 

2.总结性学习 

3.主题汇报：介绍一本书 

 

 

 

周一：话题七 

周二：话题八 

周三：话题九 

周四：月考 3 

周五：主题汇报 

13 就业与创业 

1. 掌握重点词语： 

颇有建树、创办、人情债、考验、聚焦、

正能量、情有独钟、靠谱、任性、敏感、

严谨、案例、切入点 

2. 运用重点句型： 

钟情于…、倾向于…、…为主，…为辅 

3. 功能性目标： 

1） 能详细说明一个创业者的素质和需要考虑

哪些问题 

口语周作业：假如我创业……/我

的创业设计 

周一：导入：你知道“创客”是什么意思？你听说

过“大数据、风投、融资、营销、地推、团队建设”

等与创业有关的词语吗？ 

周二：一个创业者应该具备哪些素质？ 

视频第一部分（……积累中国大学生的信用），生

词 1-11，钟情于 

周三：创业者需要考虑哪些问题？ 

视频第二部分（……），生词 12-19， 

周四：如果你有一次创业的机会，你会选择哪个领

域，具体做哪些工作？ 

视频第三部分（另外呢……到最后），生词 20-21，

倾向于，……为主，……为辅 

布置周作业 

周五：补充视频，创业和找工作各有什么利弊（辩

论） 

14 挑战极限 

1. 掌握重点词语： 

出乎意料、挣扎、攀登、残酷、居高临

下、开阔、深厚、精疲力竭、心力交瘁、

激发、斗志、逆生长 

2. 运用重点句型： 

口语周作业：论述为什么需要冒

险挑战的精神？ 

周一：导入：性格调查问卷 

你喜欢冒险吗？你知道哪些极限运动？你做过哪

些？ 

周二：介绍王石（性格，经历，爱好等） 

视频第一段（……真的意义就在做的过程当中），



这就证明……、肩负着……、……，不就

是……吗？ 

3. 功能性目标： 

1）能详细介绍个人的特别体验（经历），并能

阐述个人的信仰。 

生词 1-4，这就证明，肩负着…… 

周三：冒险会遇到什么问题？会带来什么好处？ 

视频第二段（……是这样），生词 5-15，不就是……

吗？ 

周四：你曾经遇到过什么困难，是怎么战胜的？/

将来遇到困难，你会怎么挑战？ 

视频第三段（……做梦一样），生词 16-22 

布置周作业 

周五：王石的挑战经历给你什么人生启发？ 

视频第四段（到最后），生词 23-25 

采访王石 

15 
语言的艺术与

文化 

1. 掌握重点词语： 

远道而来、不远万里、动机、榜样、以文

会友、相通、把……逗乐、违反、规律、

别扭 

2. 运用重点句型： 

感官动词+着+感觉、不/没大+V./A. 

3. 功能性目标： 

1） 能介绍相声这种表演艺术的特点。能说一

段自编的小相声。 

作业：看一段相声视频，模仿表

演 

 

口语周作业：说话沟通需要注意

哪些问题 

周一：导入：你们国家有哪些语言艺术表演？中国

有哪些？（相声、小品、话剧）欣赏片段 

周二：相声知多少？（捧、逗、包袱）桌子的位置，

后面是捧，右侧是逗。相声是把一件本不搞笑的事

说得生动有趣，使人发笑。捧的是师父，逗的是徒

弟。捧的技巧 

视频（开场和过渡，……许多生活上的事儿都是相

通的），生词 1-8 

表演：开场介绍两人 

周三：生活中有哪些日常规律。 

视频（4 个一样），生词 9-16，V 着+感觉 

分组表演 

周四：各地的日常生活有哪些不同？ 1 个不一样 

视频（1 个不一样），生词 18-20，不/没大+V/A 



分组表演 

周五：结合自己的经历，聊聊说话的艺术 

说话沟通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动机、规律、别扭、把……逗乐，V 着+感觉，不

/没大+V/A 

16  总复习 
1.各话题复习 

2.总结性学习 

 

 

 

周一：第一单元复习 

周二：第二单元复习 

周三：第三单元复习 

周四：第四单元复习 

周五：期末考试 

 

注：此计划为规定教学内容，课堂进度可根据具体上课时间做出调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