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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级汉语教学大纲(初稿) 

 

一 教学目标和要求 

1. 认知: 学习汉语拼音____个, 汉字____个, 词语____个, 并会正确书写. 

2. 汉语朗读: 会流利认读所学的汉语拼音以及带有汉语拼音的词语, 句子, 儿歌和

小   

                         短文. 

3. 掌握和运用: 在认识和学习汉语拼音, 生字词语的基础上, 掌握并会运用其技能,  

如: 会用汉语拼音拼写字, 词, 句; 并进一步会所学的字词句造句.(简  

单句,要求把话讲清楚即可.) 

4. 情感: 通过学习母语, 激发低年级学生对自己祖国语言的学习兴趣, 并逐步了解中 

                 国文化. 

 

二 教学重点 

1. 汉语拼音: 声母____个, 韵母____个, 整体认读音节____个, 四声声调的学习. 

2. 汉字教学: 独体字____个, 简单的合体字____个,  

3. 词语教学: 第一册中学生学习并且必须掌握的相关词语. 

4. 句子教学: 简单句的学习(课文中的, 或从课文引伸的句子) 

5. 课文教学: 读通课文, 读懂课文, 知道课文讲了什么. 

 

三 教学难点 

1. 拼音: 后鼻韵母, 四声的发音, 标声调的方法(有a标上, 无a找o , e , i , u 在一起,   

                 声调标在后), ü的特殊情况(ü见j, q, x, y, 脱帽行个礼) 以及用汉语拼音的拼  

                 写技能. 

2. 汉字: 独体字(笔画名称和笔顺的学习), 合体字(偏旁部首, 字型结构和书写规则) 

3. 词语: 对词义的正确理解和运用(如: 造句) 

4. 句子: 基本句型: 谁是……/ 谁在干什么? / 什么时候, 谁在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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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课文: 课文的正确朗读,不读错字, 不读破句.  

 

 

 

二年级汉语教学大纲(初稿) 

 

一 教学目标和要求 

1. 认知: 学习生字____个, 词语____个, 句子_____句, 课文_____篇. 

2. 课文朗读: 会借助汉语拼音流畅地朗读课文以及补充的阅读材料. 

3. 掌握和运用: 

 (1) 会书写, 默写(听写)课文中所学词语和句子. 

 (2) 会运用所学词语造句(如: 用关联词来造因果关系, 递进关系, 转    

           折含意的合成句等) 

       (3) 能根据不同的情况正确使用词句.( 如: 数量词, 形容词, 疑问句,  

            反问句等) 

       (4) 能简单复述课文内容  

 

4. 情感: 学习和了解中国的传统节日, 知道其来历和风俗习惯(中秋, 腊八, 春节等) 

 

二 教学重点 

1. 汉字教学: (1) 教难认读的拼音需要进一步加强练习, 拼音教学穿插在课文教学中. 

                         (2) 生字的字型结构的学习(上下结构, 上中下结构, 左右结构, 左中右 

结构, 半包围结构, 全包围结构), 以及书写( 由一年级的正确书写向                        

字迹工整, 结构合理分配过渡) 

2. 词语教学: 第二册中出现的近义词, 反义词, 数量词和关联词, 不仅会读会写而且 

                         要会正确运用( 词语的使用技巧) 

3. 句子教学: 第二册课文中有的好句能在老师的指导下品味其涵义, 化为己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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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课文教学: 对课文的学习和进一步理解,即: 品词品句(备课中设计在课文中直接

或 

                        简接可以找到答案的深浅不同的若干问题, 启发引导学生去读课文,寻 

                        找答案) 逐步由泛读向略读的层次过渡, 为中高年级的精读(即: 阅读分  

                        析) 打基础.  

 

三 教学难点 

1. 词语: 对近义词, 反义词, 数量词和关联词词义的正确理解和运用(如: 选词填空,   

i. 连线或 造句) 

2. 课文: 在对课文内容理解的基础上学会简单地复述课文.  

3. 书写: 汉字书写教学中的偏旁部首的识记和掌握.   

 

四 教具使用 

1. 常规教具: 字卡, 课文录音. 

2. 自备补充教具: 根据课文内容和教案设计而定(如: 生动形象的多媒体, 看相关的

电影, 动画片等.) 

 

五 教学课时安排 

1. 字词教学_____课时 

2. 课文教学_____课时 

3. 书写练习_____课时 

4. 机动安排_____课时(即: 课外补充的阅读等) 

(教学课时的安排一般根据自己班级的学生学习进度和学习能力自行而定) 

 

 

建议: 由于一、二年级已有了拼音的基础, 可指导学生运用电脑来复习拼音和识字, 

基础好的学生可以用电脑打课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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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级汉语教学大纲(初稿) 

 

一 教学目标和要求 

1. 认知: 学习 生字____个, 词语____个, 新的句型____个，课文_____篇。          

2. 汉语朗读: 会借助汉语拼音流畅地朗读课文以及课外补充的阅读材料。 

3. 掌握和运用:  

• 字： 

要求掌握153个新字并能区别与之相关的形近字，音近字（包括同音字），多 音

字的用法。熟悉更多的偏旁部首，基本掌握形声字的结构，较熟练的通过形

旁，声旁辨认汉字 。强调写字的笔画顺序。 

• 词语： 

学习由新字组成的常用词语，掌握由单音节词和双音节词组成的反义  词，    强

调量词的正确使用。 

• 句子： 

通过4个单元14篇课文的学习，掌握动词重叠式的用法，介绍汉语虚词的不同词

性，掌握助词，介词和连词的用法。开始由简单句过度到复句。能替换改写陈

述句和疑问句。 

• 写作： 

（1）听写，通过最初的写作训练，熟悉文字的书写。 

（2）听后写，通过听与课文相关的小故事，用自己学过的句型来组织文章（最

好没有生字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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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情感: 通过课本中的篇章，了解中国古代历史文化和历史人物。 （孔融让梨 ，

蔡伦造纸，中国古代四大发明） 

 

二 教学重点 

1. 汉字教学: 学习生字的音，形，意，偏旁部首和汉字的基本结构。 

2. 词语教学:与生字  相关的组词语，近义词，反义词，量词，介词，副词的运

用。 

3. 句子教学: 从简单句过度到复句的学习(课文中的, 或从课文引伸的句子)，介

词，副词，动词重叠，疑问句式的用法。 

4. 课文教学: 流利地朗读课文并且正确理解课文的含义。 

 

三 教学难点 

1. 汉字: 注意区别读音相同或相近的字，注意区别形近字。 

2. 词语: 介词，结构助词，副词在句子中的正确运用，近义词，反义词，量词的掌

握。 

3. 句子: 复句句型: 一边….一边….. ，      一……就…. ， 又……又….。 

 

四 教具使用 

1. 常规教具: 字卡, 课文录音. 

2. 自备补充教具: 根据课文内容和教案设计而定(如: 生动形象的多媒体, 看相关的

电影, 动画片等.) 

 

五  教学课时安排 

1. 汉语拼音_____课时    汉字教学_____课时     课文教学_____课时 

2. 书写练习_____课时    机动安排_____课时 

(教学课时的安排一般根据自己班级的学生学习进度和学习能力自行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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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级汉语教学大纲(初稿) 

 

一 教学目标和要求 

1. 认知: 学习 生字____个, 词语____个, 新的句型____个，课文_____篇。          

2. 汉语朗读: 会借助汉语拼音流畅地朗读课文以及课外补充的阅读材料。 

3. 掌握和运用:  

• 字： 

要求掌握149个新字并能区别与之相关的形近字，音近字（包括同音字），多 音字

和多义字的用法。强调对旧字的记忆辨认和写字的笔画顺序，建议教学生查字典。 

• 词语： 

掌握由新字组成的常用词语和双音节词组成的反义 词，进一步介绍汉语的双音节形

容词，副词和关联词语的用法。帮助学生辨析和选择适当的形容词，使他们能理解

词义并正确使用。学会正确使用成语并且进一步积累成语词汇。仍然在不断的积累

和使用量词。 

• 句子： 

通过4个单元14篇课文的学习，重点掌握“把”字句句式的用法。分析带有介词结

构的句子，要求学生在使用介词结构时注意避免语法上的错误。汉语中特有的一个

结构成分补语也开始出现。 

• 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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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读后写，读完文章并且理解后自己重新组织语言，要求语句通顺，上下文连接正

确，符合汉语的表达方式。 

（2）日常应用文的简单写作，如：留言条。 

 

4. 情感: 通过课本中的篇章，了解中国古代文化和中国历史上的名人。（如，司马

光，齐白石） 

 

二 教学重点 

1. 汉字教学:  

2. 词语教学:  学习由新字组成的常用词语，反义词的应用，双音节形容词，副词

和关联词语的用法。 

3. 句子教学: 学习介词结构的句子，“把”字句的讲解。复句句型的积累。 

4. 课文教学: 流利有情感的朗读课文。理解课文的含义，并且能在教师的帮助下

归纳文章的段落大意，了解文章的不同的体裁。 

 

三 教学难点 

 

1. 汉字: 注意区别读音相同或相近的字，注意区别形近字。 

2. 词语: 介词，结构助词，副词在句子中的正确运用，近义词，反义词，量词的掌

握。 

3. 句子: “把“字句是教学中的重点也是难点。介词结构的句子也注意语法上的错

误。 

 

四 教具使用 

1. 常规教具: 字卡, 课文录音. 

2. 自备补充教具: 根据课文内容和教案设计而定(如: 生动形象的多媒体, 看相关的

电影, 动画片等.) 

 

五 教学课时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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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汉语拼音_____课时    汉字教学_____课时     课文教学_____课时 

2. 书写练习_____课时    机动安排_____课时 

(教学课时的安排一般根据自己班级的学生学习进度和学习能力自行而定) 

 

 

 

五年级汉语教学大纲(初稿)  

一 教学目标和要求  

1. 认知: 学习 生字____个, 词语____个, 新的句型____个，课文_____篇。          
2. 汉语朗读: 流畅，有感情地朗读课文以及课外的阅读材料。  
3. 掌握和运用:  

• 字： 

要求掌握185个新字并能区别与之相关的形近字，音近字（包括同音字），多 音字
的用法。积累熟悉更多的偏旁部首，掌握形声字的结构，较熟练的通过形旁，声旁

辨认汉字 。仍然要求正确地书写新字的笔画顺序。至少学会一种查字典的方法。 

• 词语： 

学习由新字组成的常用词语，掌握双音节词组成的反义词并且能正确使用，复习汉

语虚词的用法 ，  能正确使用量词和熟悉动量词与动词的搭配。 

• 句子： 

通过4个单元14篇课文的学习，掌握量词重叠和名词重叠式的用法，掌握汉语虚词
的不同词性，掌握助词，介词和连词的用法。开始学习大量的不同的复句形式。 

• 写作： 

（1）听后写，通过听与课文相关的小故事，用自己学过的句型来组织文章（最好       
没有生字词） 

（2）读后写，把课文的内容规定在一定的字数内进行缩写。 

（3）日常应用文的简单写作，如：请假条，通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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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情感: 通过课本中的篇章，了解中国古代历史文化和历史人物，熟悉中国的名胜
古迹。  

  

二 教学重点  

1. 汉字教学: 学习生字的音，形，意，偏旁部首和汉字的基本结构。  
2. 词语教学:与生字  相关的组词语，近义词，反义词，量词，介词，副词的运
用。  

3. 句子教学: 复句的学习(课文中的, 或从课文引伸的句子)，介词，副词，量词和
名词重叠，动量词和动词的搭配疑问句式的用法。状语和补语作为句子成分的

分析和正确用法。  
4. 课文教学: 流利地朗读课文并且正确理解课文的含义，与学生进行互动，有问
有答，加深对课文的理解和记忆。  

  

三 教学难点  

1. 汉字: 注意区别读音相同或相近的字，注意区别形近字和组词。  
2. 词语: 介词，结构助词，副词在句子中的正确运用，近义词，反义词，量词的掌
握。  

3. 句子: 假设复句，承接复句 ，因果复句。结果补语，简单趋向补语，复合趋向
补语，动量词在句中做补语以及可能补语的否定形式。汉语中特有的一个结构

成分补语在本年级的的语法学习中成为重点也是难点之一。  

  
  
四 教具使用 

1. 常规教具: 字卡, 课文录音. 

2. 自备补充教具: 根据课文内容和教案设计而定(如: 生动形象的多媒体, 看相关的

电影, 动画片等.) 

 

五 教学课时安排 

1. 汉语拼音_____课时    汉字教学_____课时     课文教学_____课时 

2. 书写练习_____课时    机动安排_____课时 

(教学课时的安排一般根据自己班级的学生学习进度和学习能力自行而定) 

 



旅荷华侨总会乌特勒支中文学校2007/2008教学大纲初稿 
 

 

 

 

 

六年级汉语教学大纲(初稿) 

一  教学目标和要求  

1. 认知:   学习 生字____个, 词语____个, 新的句型____个，课文_____篇。          

2. 汉语朗读:   能流畅，有感情地朗读课文以及课外阅读材料，能自由读中文作为     

第二语言的第一级阅读材料。（中国语言大学趣味阅读） 

3. 掌握和运用:  

• 字： 

要求掌握189个新字并能区别与之相关的形近字，音近字（包括同音字），多 音

字的用法。积累熟悉更多的偏旁部首，掌握形声字的结构，熟练的通过形旁，

声旁辨认汉字，为自由阅读打下基础 。仍然要求正确地书写新字的笔画顺序。

至少学会一种查字典的方法。  

 

• 词语： 

学习由新字组成的常用词语，并能熟练辨认与之相关的形近形容词的词义，掌

握不同的用法，进一步巩固关联词语的知识，介绍他们在汉语复句中的作用。

继续学习汉语虚词的用法 仍然在积累不同的量词。 

 

• 句子： 

通过4个单元14篇课文的学习，掌握形容词重叠式以及在句子中的用法，掌握汉

语虚词的不同词性，掌握助词，介词和连词的用法。开始学习大量的不同的复

句形式。大量的语法现象开始出现，动词及动词词组作宾语，形容词及形容词

词组作宾语，主谓词组作定语，动词及动词词组作定语，形容词及形容词词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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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定语，名词及名词词组作定语，形容词及形容词词组作状语，名词及名词词

组作状语等等。 

• 写作： 

（1）读后写，把课文的内容规定在一定的字数内进行缩写。 

（2）日常应用文的简单写作，如：短信，小日记等。 

（3）要求学生了解和尝试写短小篇幅的记叙文和散文。 

 

4. 情感: 通过课本中的篇章，了解中国古代历史文化和历史人物，熟悉中国的名胜

古迹。  

 

二  教学重点 

1. 汉字教学: 学习生字的音，形，意，偏旁部首和汉字的基本结构。 

2. 词语教学: 强调理解和记忆与生字相关的词语以及用法。 

3. 句子教学: 条件复句的学习(课文中的, 或从课文引伸的句子)，虚词和形容词重

叠以及在句子中的正确用法。名词及词组，形容词及词组，动词及词组作为句

子成分的分析和正确用法。 

4. 课文教学: 流利地朗读课文并且正确理解课文的含义，与学生进行互动，有问

有答，加深对课文的理解和记忆。 

 

三  教学难点 

1. 汉字: 注意区别读音相同或相近的字，注意区别形近字和组词。 

2. 词语: 介词，副词在句子中的正确运用，大量词语的记忆和正确运用。 

3. 句子: 条件复句，祈使句，程度补语，双宾语，“别”，“连….也….”句式的

不同用法。名词及词组，形容词及词组，动词及词组作为句子成分的分析和正

确用法. 

四  教具使用 

1. 常规教具: 字卡, 课文录音. 

2. 自备补充教具: 根据课文内容和教案设计而定(如: 生动形象的多媒体, 看相关的

电影, 动画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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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教学课时安排 

1. 汉语拼音_____课时    汉字教学_____课时     课文教学_____课时 

2. 书写练习_____课时    机动安排_____课时 

(教学课时的安排一般根据自己班级的学生学习进度和学习能力自行而定) 

  

 

七年级汉语教学大纲(初稿)  

一 教学目标和要求  

1. 认知: 学习 生字____个, 词语____个, 新的句型____个，课文_____篇。          
2. 汉语朗读: 能流畅，有感情地朗读课文以及课外阅读材料，能自由读中文作为
第二语言的第一级阅读材料。（1000字，中国语言大学趣味阅读材料和阶梯阅
读材料）  

3. 掌握和运用:  

•  字： 

要求掌握189个新字并能区别与之相关的形近字，音近字（包括同音字），多 音
字的用法。积累熟悉更多的偏旁部首，掌握形声字的结构，熟练的通过形旁，

声旁辨认汉字，为自由阅读打下更好的基础。仍然要求正确地书写新字的笔画

顺序。至少学会第二种查字典的方法。  

•  词语： 

学习由新字组成的常用词语，能熟练辨认与之相关的形近形容词，动词的词

义，掌握不同的用法，进一步巩固关联词语的知识，介绍他们在汉语复句中的

作用。继续学习汉语虚词的用法，为运用汉语复句打好基础。  

• 句子： 

通过4个单元14篇课文的学习，学习新的并且复习大量的不同的复句形式。巩固
学习过的语法，学习新的一些语法现象，如，主谓词组作主语，连动句，被动

句，还有一些固定格式的用法。 

• 写作： 

（1）看图作文，看一幅画或几幅连环画，让学生根据自己的想象写出故事来。
（2）日常应用文的写作，如：申请书，个人简历。 



旅荷华侨总会乌特勒支中文学校2007/2008教学大纲初稿 
 

（3）要求学生尝试写短小篇幅的记叙文和散文。  

4. 情感: 通过课本中的篇章，了解中国古代历史文化和历史人物，熟悉中国的名胜
古迹，中国的地理位置和一些重要城市的风土人情。  

  

二 教学重点  

1. 汉字教学: 学习并且记忆生字的音，形，意，偏旁部首和汉字的基本结构。  
2. 词语教学: 强调理解和记忆与生字相关的词语以及用法。  
3. 句子教学: 选择复句，递进复句，并列复句，假设复句，条件复句，转折复
句，承接复句，因果复句的学习(课文中的, 或从课文引伸的句子)，划分句子成
分，提高修改病句的能力，训练学生缩写和扩展句子，加强对句子结构的认

识。  
4. 课文教学: 流利地朗读课文并且正确理解课文的含义，与学生进行互动，有问
有答，加深对课文的理解和记忆，初步学习归纳段落大意。  

  

三 教学难点  

1. 汉字: 学习和记忆新的生字，注意区别读音相同或相近的字，注意区别形近字和
组词。  

2. 词语: 介词，副词在句子中的正确运用，大量词语的记忆和正确运用。  
3. 句子: 正确运用和掌握大量的复句形式，副词的“终于”的用法，连动句式，以

“……的”词组作宾语，主谓词组作主语的句子，以及持续态的用法。  

  
  
  
四 教具使用 

1. 常规教具: 字卡, 课文录音. 

2. 自备补充教具: 根据课文内容和教案设计而定(如: 生动形象的多媒体, 看相关的

电影, 动画片等.) 

 

五 教学课时安排 

1. 汉语拼音_____课时    汉字教学_____课时     课文教学_____课时 

2. 书写练习_____课时    机动安排_____课时 

(教学课时的安排一般根据自己班级的学生学习进度和学习能力自行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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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年级汉语教学大纲(初稿)  

一 教学目标和要求  

1. 认知: 学习 生字____个, 词语____个, 新的句型____个，课文_____篇。          
2. 汉语朗读: 能流畅，有感情地朗读课文以及课外阅读材料，能自由读中文作为
第二语言的第一至第二级阅读材料。（1000----1750字，中国语言大学趣味以及
阶梯阅读材料）  

掌握和运用:  

      字：要求掌握186个新字并能区别与之相关的形近字，音近字（包括同音
字），多音字的用法。积累熟悉更多的偏旁部首，掌握形声字的结构，熟练的

通过形旁，声旁辨认汉字，为自由阅读打下更好的基础。能正确地书写新字的

笔画顺序。会熟练地查字典。 

           词语： 

学习由新字组成的常用词语，能熟练辨认与之相关的名词，形容词，动词的的

近义词词义，掌握不同的词性在句子中充当不同的语法成分，继续学习汉语复

句。学习了解成语。  

           句子： 

通过4个单元14篇课文的学习，继续学习新的并且复习复句形式。巩固学习过的
语法，学习新的一些语法现象，如，主谓词组作状语，形容词作主语，双重否

定句式，“是”“可”等作为副词的用法，还有一些固定格式的用法。 

            写作： 

（1）看录像或电影片段后，让学生根据自己看到的情节写出故事来。 

（2）日常应用文的写作，如：简单的学习总结，调查报告，演讲辞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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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要求学生尝试写有一定字数篇幅的记叙文和散文。  

4. 情感: 通过课本中的篇章，了解中国古代历史文化和历史人物，熟悉中国的名胜
古迹，中国的地理位置和一些重要城市的风土人情。  

  

二 教学重点  

1. 汉字教学: 学习并且记忆生字的音，形，意，偏旁部首和汉字的基本结构。  
2. 词语教学: 强调理解和记忆与生字相关的词语以及用法。  
3. 句子教学: 选择复句，递进复句，目的复句，条件复句，让步复句，承接复句的学
习(课文中的, 或从课文引伸的句子)，划分复杂的句子成分，提高修改病句的能
力，训练学生缩写和扩展句子，加强对复句句子结构的认识。  

4. 课文教学: 流利地朗读课文并且正确理解课文的含义，与学生进行互动，有问
有答，加深对课文的理解和记忆，正确总结归纳段落大意。  

  

三 教学难点  

1. 汉字: 学习和记忆新的生字，注意区别读音相同或相近的字，注意区别形近字和
组词。  

2. 词语: 实词和虚词和其词组在句子中充当句子成分的正确运用，大量词语的记忆
和正确运用。  

3. 句子: 正确运用和掌握大量的复句形式，副词的“是”“可”的用法，固定格式的用
法，主谓词组作状语的句子，“把”字句的复习（第三册学过）。  

  
  
  
四 教具使用 

3. 常规教具: 字卡, 课文录音. 

4. 自备补充教具: 根据课文内容和教案设计而定(如: 生动形象的多媒体, 看相关的

电影, 动画片等.) 

 

五 教学课时安排 

3. 汉语拼音_____课时    汉字教学_____课时     课文教学_____课时 

4. 书写练习_____课时    机动安排_____课时 

(教学课时的安排一般根据自己班级的学生学习进度和学习能力自行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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