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伐利亚中文学校教学大纲
（版本 V03-2014）

教学目标
 在十年内（不含学前班）掌握中文的听说读写基本能力，力争接近并达到中国小
学毕业班的中文程度。
 了解中国的基本概况，包括历史，文化，地理，传统，民俗。
 给有意愿进一步学习的学生提供相应初中程度的课程及相关国学知识进一步普及。

教材
采用中国暨南大学华文学院编篡的《中文》（修订版）共十二册及《拼音》。

教学要点
课堂语言：
采用普通话教学，在课堂上尽量不用或少用德语。
使用简化汉字，适当介绍繁体汉字，汉字的古体和演变。
家庭作业：
由于学生的上课时间有限，家庭作业是教学非常重要的环节。
所有在练习册 A 和 B 上的作业都要布置。老师应认真批改作业。
同时要协同家长督促检查学生的家庭作业。
布置寒暑假作业，以作文为主，如每两星期一篇，每个假期不超过三篇。文体和字
数参见具体教学目标和特点。
考试：
学年成绩以单元测验成绩为主，参考平时测验（主要为听写）和课堂口头练习的参
与情况。单元测验成绩占 65%，平时测验成绩占 25%，口头及其他占 10%。
评分标准分为 5 档，优（≥ 90）良（≥ 80）中（≥ 70）及格（≥ 60）不及格（
< 60）。
单元测验以教材单元为基础，每单元进行一次测验，以本单元内容为主。
每学年最后一次单元测验的试题中应含有本学年前几个单元的学习内容。

毕业班的考核不局限于单元测验；除对基础知识进行考核外，还体现在对学
生综合能力的测试上。
任课教师应客观公平地评定学生的成绩，并将各次成绩记录在案，以备查询。
学年成绩单由任课教师上报学校理事会，并校长和任课教师共同签发。
考试可根据德文学校的考试日期和德国节假日的特点做适当的安排。
奖励制度：
按当年的评奖标准对学生进行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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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校教学进度

年级
学前班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起点
幼儿快速识字第一册
第1册第1课
拼音
第3册第4课
第4册第4课
第5册第7课
第6册第10课
第8册第1课
第9册第4课
第10册第7课
第11册第10课

终点
第2册第6课
第3册第3课
第4册第3课
第5册第6课
第6册第9课
第7册第12课
第9册第3课
第10册第6课
第11册第9课
第12册第12课

课数
18
9+拼音
12
15
15
15
15
15
15
15

说明:
 每册书均有十二课，分为四个单元。拼音教学为一个单元。
 一至三年级每课上三个学时，四年级起每课上四到四点五个学时。拼音教学为十
二个学时。每单元安排复习和测验各一学时。
 每堂课教学时间 45 分钟。

各年级具体教学目标和特点（请各位教师修改补充）：
低年级（学前班~二年级）要点：听懂，认字，写字，拼音。
中年级（三年级~六年级）要点：认字，查字典，组词，造句，朗读，阅读，尝试写作。
高年级（七年级~十年级）要点：作文，专题报告，阅读。
各年级应参照相应德国学校的作文教学情况，适当调整本年级的作文教学。
年级
学前班

教学目标
学会听懂课堂用语，并用简单句型表达自
己。学会大声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
认知并会端正书写汉字笔画 12 个。学写 50
个单体象形汉字，做到正确握笔，能按笔
画顺序端正书写并默出。能认知简单合体
字的偏旁。学会正确书写自己的中文名字。
能认读 300 个左右的汉字及其广泛的组词，
并在家长指导下开始简易课外阅读。养成
按时完成家庭作业，课前预习，课后复习
的好习惯。懂得遵守课堂纪律，培养积极
展现自我，同时顾及他人，并善于和团队
合作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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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特点
快速识字和趣味性教学相结合，以儿
歌、音乐、图像和肢体游戏来设置语
言环境，帮助消化课文内容。课堂讲
授，小组活动，个体辅导，家长监督
相结合。互动式教学，力求人人参与。

一年级

二年级

三年级

四年级

五年级

掌握正确的写字姿势和执笔方法，
掌握汉字书写笔顺规则，并会数笔画，
认识汉字的结构，掌握常用的偏旁部首，
学会 206 个汉字（第一册共 133 个生字）
学习汉语拼音，扩大识字量，学会组词，
并了解中文词语的构词方法与分类，造简
单句，
学会汉字 133 个汉字（第二册共 146 个生
字
复习巩固汉语拼音。正确、流利地朗读课
文。初步学会分析汉字的字形结构。会熟
练地组词，造比较完整的句子。常用量词
的运用，掌握偏旁部首，为学查字典做准
备。
根据大纲识 149 个汉字。

读儿歌，做对话练习，朗读课文。

要求会拼读拼音，能正确读出拼音写
出相应的汉字，会给汉字标注拼音。

重点放在区分和把握汉语拼音与德文
的不同之处。识字卡片，以字带词，
增加多媒体教学。

诗歌体裁的课文要会背诵 和默写
（包括标点符号）。
根据大纲认识 202 个汉字。
在以字带词的基础上，加强以词带句
训练运用关联词写 2-4 句的联句。
练习，字-词-句递进方式。扩展练习，
一字组多词，一词造多句。
学习 216 个生字，会读、会写、会组词、
努力培养学生的独立能力，教会学生
会造句；阅读课文里的 87 个生字要求会认， 利用工具书或网络解决学习中问题。
懂得意思。
精简课文同时，逐步加强阅读训练，
课文会流利并有感情的朗读，读准意群和
为开始写作做准备。
句群，好句好段要求会背。
教学生会分析课文内容，总结段落大意和
开始接触各种小便条，小通知，小广
课文中心思想。
告的训练及逐步了解私人和官方信函
阅读课文能够迅速阅读，至少能在老师讲
的书写格式。
解之后懂得 70%-80%。
会熟练造句，学习并熟练掌握查字典。

要求学生掌握课文里出现过的量词和一些
词语的同义词、反义词。
不继续用具体字数多少来规范写作标准，
对孩子的要求用 3-6 个句子简单扼要阐明
主题，用词合理，句式通顺。40-100 字都
可以。逐步增加写作技巧的培训。
六年级

开始逐步练习造复杂句。
继续增加朗读训练及适量阅读练习。
根据大纲认识 239 个汉字。
开始尝试写简单记叙文，题材选取尽量结

掌握一些词语的近义词、反义词。
学习课文结构分析。
保证完成教学大纲前提下，可以适当
补充地理历史知识方面的阅读。

合单元课文内容。掌握记叙文六要素，语
句通顺，条理顺畅，120-180 字。每学期 1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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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学生写作兴趣，写作后让学生参
与文章的点评，相互指出亮点和不足，
而后补充，修改，完善。

七年级

八年级

增加阅读,积累词汇.
增加作文指导,提高写作水平.
每学期举行一次演讲会,提高口语表达及独
立思考的能力.
根据大纲认识 232 个汉字。
适当加强写作练习到每学期 2 篇文章，文
体加入写事作文，简单加入感情表述。范
文讲解，分析，要求文章结构逐渐清晰完
整。200-280 字

正确运用所学的词汇。使作文
内容有一定的丰富多层性，提
高写作水平。
7，8 年级扩充文化方面的阅读，普及
文学常识方面知识。
有条件情况下增加写作文章的篇幅。

以阅读为基础，听说读写有机结合，培养
整体语文能力。

文章的分析和理解。模拟 HSK 考试

根据大纲认识 253 个汉字。

如书评，影评，游记等练习。

2 篇文章每学期，文章中加强成语的应用，
力求语言表达丰富准确，融入更多感情表
达内容。300-350 字。
九年级

系统复习所学的实用文体，注重把所学的
词语，成语，句型和句式应用到作文的练
习中去。
根据大纲认识 331 个汉字。

重点练习论说文。
9，10 年级阅读方面增加历史方面的
内容。

考虑每学期 3 篇文章，其中 1 篇论说文，
十年级

每篇 350 至 500 字左右，涉猎文体广泛。
注重口语表达和即兴发言的训练，要求语
言简洁，准确和多样性，整体表达的逻辑
性。根据大纲认识 323 个汉字。
继续加强实用文体的写作练习，根据文体
的形式，可定字数 500-800 字。

重点进行专题报告的练习。
针对本年级学生的特点和教学重点
（所学基础知识的实际应用：作文，
报告，）布置一些其他形式的作业
（日记，周记，作文，阅读文章，上
网查找与教学有关的背景知识材料，
等）作为练习册的补充和替代。

学年教学计划
各班任课教师应在学期开始后两周内提交本学年教学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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