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佛罗里达州中文教学大纲 

中文四 

主题 词汇 短语 语法和句型 文化 

上中餐馆 名词：广东菜、四川菜、上海

菜、湖南菜、北京烤鸭、味精、

盐、糖、醋、酱油、老板、豆

腐、饺子、口味、味道、菜单、

小费、公筷母匙 

形容词: 清淡、油腻、香、嫩、

老、酸、甜、苦、辣、拿手 

动词：清蒸、煎、煮、炒、炸、

买单、结账、不如 

副词：其实、比如 

连词：要不然 

这就要看...，

特别是..，色香

味俱全 

 

1.  

 还+动词短语 

     迈克还在看电视。 

 已经+动词短语 

     我已经回家了。 

 主语+再+动词短语 

     你再说一遍。 

 主语+又+动词短语 

     他又说了一遍。 

 主语+（时间）+才+动

词短语 

     他今天八点才来上

班。 

 主语+（时间）+就+动

词短语 

      我今天六点就起床

了。 

2. 

 该+名词短语/动词短

语 +了 

     该上课了。 

 要+动词短语 +了 

     要上课了！ 

 能愿动词 + 动词短语

+了 

     我会说汉语了。 

中国传统服饰民族服

饰 

教育与就

业 

名词: 工作、同事、简历、广

告、面试、训练、机会、职业、

工人、工程师、律师、老师、教

授、会计、公务员、科学家、画

家、艺术家、作家、记者、医

生、经理、护士、农民、商人、

司机、演员、职员、服务员、秘

书、翻译、自由职业、家庭主

妇、退休、工作经验、学士、博

士、硕士、全职、兼职、家教、

零用钱、奖学金、银行、负担、

压力、工资/薪水、收入、学费、

贷款、政府、义工、社区、服

务、兴趣、机会、经验、广告、

面试、学位、专业、做法、补

望子成龙，望女

成凤，不是..而

是..，对..来

说，跟..打交

道、不是..就

是..，对…有兴

趣 

 

 

中国的教育系统和美

国的教育系统 

商务礼仪 



习、事业、看法、社会、知识、

书本、历史、地理、时间、金

融、经济、文章、学分、数字、

意见、化学、物理、大学先修

课、哲学、社团、交换学生、学

院、课外活动 

动词:上班、下班、计划、打算、

希望、准备、当/做、申请、赚

钱、毕业、失业、找工作、打

工、赚钱、零花钱、收入、工资/

薪水、休息、成功、存钱、借

钱、挣钱、影响、减轻、交、

付、照顾、看、适合、看管、留

学、尊重、选择、认为、反对、

理解、讨论、打交道、建议、决

定、选、 

形容词: 轻松、其他 

量词：门、 

副词:将来 

 不+动词短语+了 

     我不去了。 

 主语 +动词 +了+名词

+就/再+动词短语 

     我吃了饭再去。 

3. 

 主语+（没）+ 动词 +

过+名词短语 

     我去过中国。 

4. 

 动词 + 时量 

     我要在上海玩三天。 

 动词 + 时量 +了 

     我来北京三年了。 

 动词+ 了+ 时量 + 

(的)+ (名词) 

     我打了两个小时的网

球。 

 动词 + 了+ 时量 + 

(的)+ (名词) +了 

     我打了两个小时的网

球了。 

5. 

 动词 + 数量 +次/遍/

趟/回/顿 

     我去过三次上海。 

6. 

 A+比+B+更/还+形容词 

     今天比昨天还冷。 

节日和庆

典 

名词: 生日、婚礼、聚会、礼

物、中国新年/春节、除夕、圣诞

节、复活节、龙舟、端午节、月

饼、艺术节、传统、现代、感恩

节、元宵节、端午节、中秋节、

清明节、农历、阳历、年糕、元

宵、汤圆、红包、粽子、月饼、

惊喜、团圆、压岁钱、传统、火

鸡、年夜饭、晚会、蛋糕、面

线、寿桃、春联 

新年好、年年有

余、恭喜发财、

身体健康、万事

如意、大吉大利 

以茶代酒、是..

的 

 

中国传统节日和西方

传统节日 



形容词: 吉利、热闹 

动词：庆祝、过、放鞭炮、划龙

舟、舞龙/狮、拜年、放假、祝、

恭喜、干杯、余、发财 

 A+比+B + 形容词 + 

数量 

     我比弟弟大三岁。 

 A+比+B + 形容词 + 

数量 + 一点儿/一些/

多了 

     他的汉语比我好多

了。 

7. 兼语句 

 主语 + 请/让/叫 + 

某人 + 动词短语 

     我请王老师看电影。 

8.  

 主语 + 是 +时间

/location/means/per

son + 动词短语 + 的 

     我是在美国出生的。 

9.  

 先…, 再… 

     你先写作业，再看电

视。 

 因为…, 所以… 

     因为很忙，所以我没

去。 

 如果/要是…, 就… 

     如果下雨，我们就不

去了。 

 不但…, 而且… 

旅游 动词：旅游、参观、订、买、入

住登记、退房、买、购物、出

发、坐车、开车、租车、转机、

转车、检查、带、起飞、降落 

名词:旅行团、旅游车、门票、酒

店/饭店、露营、双人间、单人

间、纪念品、博物馆、长城、照

相机、旅行社、地图、行程、目

的地、旅游景点、火车站、飞机

场、出口、入口、单程、来回、

售票处、候车室、候机室、时刻

表、护照、签证、海关、行李、

航空公司、航班、 

形容词:安全、晚点 

介词:从…到 

 

禁止停车、禁止

入内、请勿拍

照、保持安静、

四季如春，人山

人海，风景如

画，如诗如画 

 

长城、故宫、兵马俑

等中国著名旅游景点

介绍 

事故 名词: 医院、急诊、交通事故、

救护车、救火车、火灾、地震、

车祸、 

动词:受伤、流血、灭火、打电

话、修路 

形容词: 危险、超速、 

 

禁止超车 中国古代四大发明 



     他不但学习汉语，而

且学习西班牙语。 

 虽然…, 但是… 

     虽然他生病了，但是

他今天还是来上学了。 

阅读 短文内容在短文内容在中文四的主题内，短文字数：300字左右。 

写作 主题在中文四的主题内。短文类型： 

记叙文 - 文中须有细节描写。 

应用文 - 电子邮件的发信或回信。说明须清楚有条理。 

说明文 - 说明清晰明白。字数：200字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