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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对象

《发展汉语•中级口语》（Ⅱ）与《发展汉语•中级口语》（Ⅰ）相衔接。适合已经具有中级汉

语水平，具备中级汉语口语入门水平，已掌握基本汉语语法和2000-2500常用词的汉语学习者使

用。

教材目标

本教材的核心目标是，全方位提高汉语学习者的口语表达能力，特别是基于日常对话和语篇语

段的口语综合表达能力。具体如下：

（1）通过招牌句和语法结构句的训练，使学习者形成正确的语音和语调。

（2）通过词语解析和运用，使学习者能够熟练地运用中级汉语常用词语和相关句式。

（3）通过具体语境中的问答对话和功能项目训练，使学习者能够运用常用句式进行清楚、准

确、得体的对话和表达。

（4）通过对社会生活中一般话题（如学习工作、家庭生活、社会热点等）的学习和讨论，使学

习者形成初步的成段表达能力和活用目标语言的能力。

特色追求

本教材以实用性的选文、内容、练习、体例为学习者建立一个口语训练平台，编写过程中努力

突出了以下四个特色：

（1）选文的广泛性和时代性

社会在不断发展，语言生活也随之变化。在教材编写过程中，我们尽可能选择当前报纸、网

络、杂志、书籍、广播电视中的热点话题和焦点问题。选文立足“中国事情”，突出中国元素，同

时也兼顾世界性的话题和跨文化交际问题，力求使课文内容充满现代气息，便于课堂讨论。

（2）编排的科学性和实用性

教材在体例上设计为六个部分：课文、词语练习、实用招牌句、功能项目练习、交际活动与任

务、自主学习日积月累。力求体现以学习者为中心的设计理念，充分考虑学习者的需求、兴趣、能

力和学习习惯。采取“小步快走，随学随练”的方式，多角度、多层次地对学习者进行口语知识的

传授和口语技能的训练。课文和练习，注重突出口语风格；注重话题、对话和情景的可复制性，以

保证学习内容的实用性。

（3）练习的交际性和任务性

交际性练习追求情景的真实性，凸显话题的交际性，将词语、句式的运用置于具体情景中，以

确保学习者在较为真实的环境中灵活运用一些高频词和口语常用格式。通过口语交际技能训练，使

学习者在成句表达的基础上，逐步具备以话题交际为基础的初步成段表达能力。

任务性练习确保任务条件、任务要求的设计完善，以便有利于学习者在自助和互动中完成具体

的语言任务，如采访调查、即兴对话等。

编写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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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建议

（1）本书共15课，建议每课用6课时完成。

（2）教材的体例安排基本与课堂教学环节相吻合。教师可根据教学内容，适当安排学生走出课

堂，利用所学的语言内容和交际知识完成具体的语言任务。

（3）“交际活动与任务”中的部分练习可适当安排学生提前准备，以检查预习的方式完成。但

“小组活动”要求课堂完成，学生可以在横线上简单记录对话内容。

（4）每课课后的“自主学习、日积月累”，供学习者记录自主学习的语言知识、文化知识、交

际心得等，教师可适当加以指点和引导。

特别期待

◎ 认真预习和复习。

◎ 坚信“保持沉默”绝对学不好口语。

◎ 坚信“多问多说”就能学好口语。

◎ 自主学习，寻找一切机会跟中国人说汉语。

◇ 结合教学内容不断激发学习者的表达欲望。

◇ 坚信只要学习者用汉语说就是口语的进步。

◇ 帮助学习者把话说下去，而不是忙于纠正言语偏误。

◇ 不断营造适合学习者表达的和谐氛围，而不是忙于讲解。

 

                                    《发展汉语》（第二版）编写委员会及本册教材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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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法术语及缩略形式参照表
Abbreviations of Grammar Terms

Grammar Terms 
in Chinese

Grammar Terms 
in pinyin 

Grammar Terms 
in English

Abbreviations

名词 noun n. / 名

代词 pronoun pron. / 代

数词 numeral num. / 数

量词 measure word m. / 量

动词 verb v. / 动

助动词 auxiliary aux. / 助动

形容词 adjective adj. / 形

副词 adverb adv. / 副

介词 preposition prep. / 介

连词 conjunction conj. / 连

助词 particle part. / 助

拟声词 onomatopoeia onom. / 拟声

叹词 interjection int. / 叹

前缀 prefix pref. / 前缀

后缀 suffix suf. / 后缀

成语 idiom idm. / 成

主语 subject S

谓语 predicate P

宾语 object O

补语 complement C

动宾结构 verb-object VO

动补结构 verb-complement  VC

动词短语 verbal phrase VP

形容词短语 adjectival phrase 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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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指南

1
朋友间互助

家用小电器

饭馆点菜

……，要不……

……或者……

在……下

A 是 A，可是……

千万

再说

哪能……呢

1.  在家靠父母，出门靠

  朋友。

2. 我想办张银行卡。

3. 附近有超市吗？

4. 真拿你没办法！

5. 有什么忌口的吗？

6. 服务员，这个菜打包。

1.  介绍(人/事物)

2. 感谢

3. 问路

2
中国的家庭

现代离婚

现代婚姻形式

对……来说

难道……吗

……或是……

因为/由于……的关系

……上

在……看来

1. 这要看怎么说。

2. 为什么这么说呢？

3. 我也有同感。

4. 那倒不是。

5. 有什么办法呢？

4. 推论

5.  表示无奈、

  没有办法(1)

6. 叙述

7. 选择

3
去银行办卡

会员卡

卡的时代

此外

v. + 上
好不容易

不管……，都/也……

这个……那个……

……来……去

1. 请问您要办理什么业务？

2. 请填一下这张表。

3. 天上掉馅饼。

4. 这有什么难的？

5. 你想得太简单了。

6. 弄得我一晚上都没睡好。

8. 表示排除

9. 说明

10. 双重否定

11.  表示吃惊、

奇怪

4
啃老族现象

说说啃老族

网上评论

不是……而是……

难怪

反正

动不动

和……相比

在……程度上

1. 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2. 值得注意的是，……

3. 这种说法站不住脚。

4. 高不成，低不就。

5. 戴着有色眼镜看问题。

6. 站着说话不腰疼。

12.  转告、转述

13. 批评

14. 表示同情

15.  表示反对、

不赞成

5
出租车司机

超车和并线

酒后开车

不如

万一

看/瞧把……得

A（点儿）就 A 点儿吧

否则

鉴于此

1. 有这回事儿吗？

2. 哪有心思聊天儿？

3. 给您停哪儿？

4. 这样开车太危险了。

5. 那是两回事儿。

6.(可是/不过)话又说回来，  

  ……

16.  表示无奈、没

有办法(2)

17. 改变话题

18. 表示担心

19. 表示不在乎

内容/话题 语言点     实用招牌句       功能课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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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猎人和狮子

不顺的一天

因小失大

毫无

说什么/怎么着也得……

v./adj. + 过来

顺便

好在……不然/否则……

再……不过

1.  这肯定是一个陷阱。

2.  很久才明白过来。

3.  出什么事儿了？

4.  换成你，你不生气吗？

5.  看来，只能这样了。

6.  再合适不过。

23. 表示相信

24.  表示不必、没

   有必要

25. 表示庆幸

26. 解释（1）

8
中学生的一天

采访校长

什么是教育

恨不得

除了……还是……

不妨

A也不是，不A也不是

乍看起来/乍看上去/

乍一……

反之

1. 真是太不像话了！

2. ……沾着枕头就睡着了。

3. 能谈谈您（你）的看法吗？ 

4. 对不起，我想插一句，……

5. 这么说，……

6. 如果有时间，我们以后

  再聊。

27. 责备

28. 插话

29. 结束交谈（1）

9
面试谈话

面试经验

我工作我快乐

从……来看

对……有兴趣/感兴趣

是……，但/可……

免得

实际上

究竟

一大早/一肚子/一口气

……死

1.  能不能占用您几分钟时

间？

2.  需要的话，我们给你打

电话。

3.  我们就谈到这儿吧。

4. 俗话说，……

5. 隔行如隔山。

30.  表示喜欢/不

   喜欢

31. 表示谦虚

32. 结束交谈（2）

33. 表示羡慕

10
南北差别

怎么读书

地域与文化

不……不……

A也好/也罢，B也好/也罢

过于

反而/反倒

一旦

莫过于

1.  旁观者清，当局者迷。

2.  你能举个例子吗？

3.  你的意思是说，…… 

4.  各打五十大板。

5.  多挤点儿时间，多读点儿书。

6.  每座城市都有自己的文

  化特色。

34.   表示看不起、

轻视

35. 估计

36. 建议

37. 列举

内容/话题        语言点     实用招牌句       功能课号

6
音乐的力量

逛音像店

邓丽君的歌

之所以……，是因为……

总之

v. 着v.着就……

v. + 起来

没有任何……能……

不仅仅……更……

1. 生活中不能没有音乐。

2. ……经典中的经典。

3. 你喜欢听什么音乐？

4. 他们是全国连锁的。

5. 什么风格的都有。

6. 场面非常火暴！

20.  概括

21.  评价

22.  表示同意、

赞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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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说说慢活族

模特的背后

低碳生活

亏

以[介]

……什么……什么

白/白白

相当于

与其……不如……

1.  真叫人难以相信。

2.  亏你想得出来。

3.  不好驳……的面子。

4.  我早就有这个愿望。

5.  要什么有什么。

6.  ……不是一句空话。

42. 表示不相信

43. 表示希望

44.  表示愿意/不

愿意

45. 开始话题

13
无纸化阅读

网上购物

虚拟时代

再也……

不但……反而/反倒……

够……的（了）

先……再说

因……而……

以至/以至于

1. 这个不是问题。

2. 这种可能性太小了。

3. 我觉得这是早晚的事儿。

4. 话不能这么说。

5.  你有把握吗？

6.  我迷上了……

46. 退出交谈

47. 表示有把握/

   没有把握

48. 纠正

49. 表示信任/不

   信任

15
用红笔改作业

与孔子交流

孟母三迁

代之以

话是这么说，不过……

能……吗

皱眉头/紧皱眉头/皱了一

下眉头/眉头一皱/皱皱眉头

一会儿……一会儿……

1.  我不这么认为。

2.  这不是小题大做嘛！

3.  这是两码事。

4.  我打一个比方。

5.  另外，我再补充一点，

  ……

6.  是有这么回事儿。

53.  提醒

54. 请对方重复

55. 安慰

56. 表示释然

14
富翁和渔夫

这山望着那山高

富翁的诡计

而已

前者……后者……

这……那……

宁可……也不……

简直

以[连]

1. 知足者常乐。

2.  那你以为我现在在干什

么呢？

3. 这山望着那山高。

4. 这也不好那也不好。

5. 站着说话不腰疼。

50. 劝告

51.  解释(2)

52.  警告

内容/话题   语言点           重点句       功能课号

11
我是市长

代表的问题

城市化

以便

怎么……怎么……

何况

没有……就没有……

远远/大大/好好

以致

1. 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

2.  俗话说：说起来容易做

起来难。

3.  不怕做不到，就怕想

不到。

4. 好，我一定会考虑。

5. 头都大了。

6.  算了，我还是当普通老

百姓吧。

38. 保证

39. 引起注意

40.  表示顿悟、突

   然明白了

41. 表示害怕

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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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 1

大卫：你这个周末有时间吗？

王楠：应该没什么事儿，需要我帮忙吗？

大卫：我想办张银行卡，要不买东西太不方便了。

王楠：我周六、周日都有时间。

大卫：办卡麻烦吗？

王楠：不麻烦，带上你的护照和学生证，去银行填张表就行了。

大卫：你觉得哪家银行比较可靠？

课  文 02

大卫是美国留学生，在美国学过三年汉语，来中国已经几个月了。王楠是新闻专

业的研究生，在美国留学时认识了大卫。这次，大卫想请王楠帮他办张银行卡。



2

Intermediate Speaking Course Ⅱ中级口语Ⅱ

1
王楠：我个人觉得都差不多。

大卫：是不是国有银行比较好？

王楠：�国有、非国有都一样，就去中国银行

吧。我的卡就是在那儿办的。

大卫：那你看周六可以吗？

王楠：�可以，到时候提前给我打电话或者发

短信。

大卫：真是太谢谢你了。

王楠：嗨，跟我你还客气什么！

想一想，说一说

1. 办银行卡需要带哪些证件？ 

2. 星期六，王楠和大卫怎么联系？

3. 大卫为什么想办银行卡？

4. 王楠什么时候有空儿？         

读一读，试一试

1. 我想办张银行卡，要不买东西太不方便了。（ ……，要不……）

（1）我得在公司附近租间房子，要不上下班太不方便了。

（2）把剩下的饭菜打包吧，                                          。

（3）我想买本电子词典，                                          。

（4）                                          ，要不他们俩准得吵起来。

2. 可以，到时候提前给我打电话或者发短信。（……或者……）

（1）外国学生办银行卡，需要带着护照、学生证或者其他有效证件。

（2）方便的时候你来找我吧，                                            都可以。

（3）                                          ，你说去哪儿，咱们就去哪儿。

（4）如果不知道坐什么车，                                          ，他们两个肯定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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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 1

大卫：王楠，附近有超市吗？

王楠：�刚办了张卡就想消费，现在是金融危机，要省钱！

大卫：不是，我得去买个变压器。

王楠：�对了，来之前忘了告诉你了，中国的电压是220伏。

大卫：�是啊，有些电器用不了。插头也不一样，电脑也用不了。

王楠：�那就再买个多功能插头或插座，以后到哪儿都能用。

大卫：我还想买条长点儿的网线，我房间的太短了。

王楠：你的电脑不能无线上网吗？

大卫：能是能，可是无线上网有时会掉线，不如有线上网稳定。

王楠：你看，前面的路口往左拐就有一家超市，你自己去吧，我有点儿累了。

大卫：你陪我一起去吧。你刚去美国的时候，换钱都得拉着我给你当翻译。

课  文 04

在王楠的帮助下，大卫去中国银行办了一张卡。回来的路上，他想去超市买些东

西。可王楠有点儿累了，不想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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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楠：好，真拿你没办法！

大卫：�这不叫“没办法”，用中国话说，这叫“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

想一想，说一说

1. 大卫想去超市买什么？ 

2. 大卫为什么要买网线？  

3. 王楠为什么不想去超市了？     

4. 说说王楠刚到美国时的情况。

5. 说说你房间里常用电器的名称。

读一读，试一试

1. 在王楠的帮助下，大卫去中国银行办了一张卡。（在……下）

（1）在就业这么困难的情况下，你能找到这么好的工作，祝贺你！

（2）在我的劝说下，                                           。

（3）                                    ，我们只能依靠自己的努力。

（4）                                    ，公司顺利渡过了难关。

2. 能是能，可是无线上网有时会掉线，不如有线上网稳定。（A是A，可是……）

（1）批评他，应该是应该，但不能把所有责任都推给他一个人。

（2）他们俩吵架是吵架，                                           。

（3）                                    ，可是穿上显得特别帅，有精神。

（4）                                    ，可是我没有时间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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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员：欢迎光临，二位里面请。

王� 楠：请给我们找个靠窗户的地方。

（服务员帮他们找了一张靠窗户的桌子。）

服务员：这是菜单，请二位点菜。

大� 卫：来个水煮牛肉。

王� 楠：这是辣的，你吃得惯吗？

大� 卫：没问题，我在美国的中餐馆也常常吃辣的。

王� 楠：清炒西蓝花。

大� 卫：再点一个宫保鸡丁。

王� 楠：再来一个素菜，凉拌苦瓜。

服务员：请问二位喝点儿什么？

大� 卫：来一瓶青岛啤酒。你喝什么？

课  文 06

王楠陪大卫去银行办了卡，然后又去超市买了多功能插头和插座。从超市出来，

已经快七点了，大卫要请王楠吃饭。他们提着买的东西，去饭馆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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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楠：一杯果汁。

服务员：主食吃什么？

王� 楠：两碗米饭。

服务员：二位有什么忌口的吗？

王� 楠：我没有。

大� 卫：我有！请告诉厨房的师傅，千万不要放香菜，我不吃香菜！

王� 楠：大卫，入乡随俗，试试吧。

大� 卫：不行不行。这就像你吃不了七成熟的牛肉一样！

（王楠和大卫吃完了饭，准备离开。）

王� 楠：服务员，买单！这个菜打包。

服务员：请二位稍等。

大� 卫：等等。我说了我请客，再说你帮了我这么大的忙，哪能让你破费呢？

王� 楠：还是我请你吧，你刚来中国，我给你接风。

大� 卫：那就让你破费了，下次我再请你。

想一想，说一说

1. 除了课文中说到的中国菜，你还知道哪些中国菜？

2.  大卫和王楠一起去银行（      ）了一张银行卡，然后又去超市买了一些东西。

（      ）表示感谢，大卫要请王楠的客。他们让饭馆服务员找了一张（      ）

窗户的桌子。大卫（      ）的是荤菜，王楠要了两个素菜。他们还要了一

（      ）啤酒、一（      ）果汁、两（      ）米饭。王楠（      ）忌口

的，但大卫有忌口的，他不吃香菜。本来是大卫请客，（      ）最后却是王楠买

的单，她说算是（      ）大卫接风。

读一读，试一试

1. 请告诉厨房的师傅，千万不要放香菜，我不吃香菜！（千万）

（1） 最近股票市场（ , stock market）非常不稳定，你要买股票的话，

千万要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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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模仿例子说出更多的词语。

例：金融危机：经济危机    信任危机    感情危机 

1. 素菜：                               

2. 网线：                               

3. 变压器：                               

4. 银行卡：                               

二、选择词语填空。

            专业    填    忌口    稍等    稳定    破费

1. 我从小就不喜欢金融，我才不会选择这个（  ）呢！

词语练习

（2）明天上午八点，会议准时开始，                                   。

（3）                                   ，千万不要告诉任何人。

（4）                                   ，千万不要大意。

    

2. 我说了我请客，再说你帮了我这么大的忙，哪能让你破费呢？（再说）

（1）他不是有意的，再说，他也承认了自己的错误，我们不要再批评他了。

（2）时间太晚了，                                   ，还是明天再去找她吧。

（3）                                   ，再说，大卫一直想去看京剧，这张票还是送给大卫吧。

（4）                                     ，再说我对球赛从来都没什么兴趣，                                   。

3. 我说了我请客，再说你帮了我这么大的忙，哪能让你破费呢？（哪能……呢）

（1）他哪能这么说话呢？明明是他自己做错了，还对别人说三道四。

（2）这都是粮食，                                            ？真可惜！

（3）你哪能说辞职就辞职呢？                                             。

（4）你是大卫！我哪能忘记呢？当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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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你们（  ）一下，我上楼拿个东西，很快就下来。

3. 这个地方你（  ）错了，在旁边改一下吧。

4. 这次让你（  ）了，下次我们再请你。

5. 我希望找一份（  ）的工作，不想今天干这个明天干那个。

6. 我没有什么（  ）的，什么都吃，但不要太咸（ , salty）了。

三、根据拼音写汉字，然后读一读，并说说这些词语的意思。

1. 今天的网络非常不稳定，老是 （        ）。

2. 你为什么总是点 （        ）啊？

3.  英语中说“到了罗马就要遵守罗马的法律”，汉语中的“ （             ）”

    也有这个意思。

4. （        ）牛肉是辣的，你吃得惯吗？

用一用，练一练

1. A：你好，                       ？

  B：噢，你一直往前走，在前边那个路口左拐，再往前走50米，就有一家。

2. A：                       ，买单，给我开张发票。

  B：好的，请稍等一下。

1. 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

2. 我想办张银行卡。

3. 附近有超市吗？（附近哪儿有超市？）

4. 真拿你没办法！

5. 有什么忌口的吗？

6. 服务员，这个菜打包。

招牌句
实用

大声读，背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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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我给你介绍一下。

  我给你介绍一下；我帮你介绍一下；让我给你介绍一下；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大卫和王楠去参加一个朋友的生日晚会。王楠要让大卫和她的几个朋友明珠、

王兰、玛丽、山田互相认识。

  王楠：                                                      ，这是大卫，美国人，……

  大卫：大家好！很高兴认识你们。

  王楠：大卫，                                                      ，这是明珠，这是王兰，……

  （2）大卫不知道地铁的情况，王楠告诉他。

  王楠：                                                      。北京的地铁一共有10条，……

  例：真是太谢谢你了。

  真是太谢谢你/您了；非常感谢；实在太感谢了；真不知怎么感谢你/您才好

 王楠帮大卫买了一本词典，大卫表示感谢。

大卫：                                                            。

王楠：不客气。 

功能项目练习

1. 介绍（人/事物）

2. 感谢

3. A：请问，                       ？

  B：对了，差点儿忘了告诉你，一定不要放香菜，还有辣椒。

4. A：哎呀，你就和我一起去吧，求你了！

  B：好吧，                       。

5. A：你好，请问您要办理什么业务？

  B：                       。

6. A：这次来中国，真是多亏你帮忙了。

  B：                       ，朋友之间互相帮助是应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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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 根据情景完成对话，然后读一读。

我想吃饺子

（在饭馆）

服务员：请问您想吃点儿什么？

大  卫：有饺子吗？

服务员：有，                                              ？（馅儿）

大  卫：牛肉的和三鲜的各来三两。

服务员：                                              ？（忌口）

大  卫：没有。

服务员：好，                                              ？（还是）

大  卫： 不要速冻（ , quick-frozen）的，要手工（ , hand-made）的，我

喜欢吃现做的饺子。

服务员：手工的需要等一会儿。

大  卫：                                      ？（多长）

服务员：十五分钟左右。

交际活动与任务

  例：王楠，附近有超市吗？

  附近有……吗；请问，哪儿有……；去……怎么走；去……坐什么车；……离这儿多远

  （1）大卫想去银行，但不知道在哪儿，他要找一个人问问。

  大卫：你好，                                                               ？

  （2）大卫想去家乐福超市，但不知道怎么去，他要找一个人问问。

  大卫：你好，请问                                                               ？

  （3）大卫想去健身房，不知道远不远，他问王楠。

  大卫：王楠，                                                               ？

  王楠：不远，走路10分钟就到。

3. 问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