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ntensive Advanced Chinese (I & II) 

Course: CHIN 260/CHIN 261 
Term: Spring 2017 
Duration: 13 weeks (with mid-term and final exams) 
Textbook: Road to Success 

Course Objectives 

This is an integrated course designed for foreign students who are with 
advanced Chinese level (including reading, writing, listening and 
speaking). This course emphasizes on providing training for mastering 
communications, reading comprehension and writing assignments in 
Chinese language effectively. 

Course Requirement: 1、 Class Preparation 

Students are required to do preparation for text readings. 2、 Class 
Participation 

Students are expected to be participative, including practicing 
pronunciations, dialogues and exercises on sentence structure. 

3、 Assignment: 

Students must submit the assigned homework according to the stated 
deadline, in particular the translation and writing exercises in textbooks 

4、 Review 
Students should do reviews after class. It can be done with tutor 

assigned or by oneself. 5、 Tests: 

• • • 



Weekly dictation/tests for sentences learned in class; Monthly tests on 
vocabularies and sentences; 

Mid-term and final examinations 

Pre-requisite: 
CHIN 104 or equivalent courses Attendance Policy: 

1. 2. 3. 

Students who are late for 10 minutes will be regarded as absence for the 
class. 

A 0.25% of one’s final grades will be deducted for lateness to each 1-
hour session of classes. 

A 0.5% of one’s final grades will be deducted for absence to each 1- hour 
session of classes. 

(Proof from doctor must be presented for sick leaves) Grading: 

Attendance 10% Class participation 10% Homework/Assignment 10% Quiz 
10% Exams 60% 

Textbook: 

“Road to success-lower intermediate”《 成功之路-提高篇》 by Huang 
danna 
Publisher: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press 

Class Schedule: 

Week 1 

Chapter 1/第一  一个北京家庭的一天 

句型与 :  看不  各+v+各的 除非 照例 各自 之  幸  配 了不起 一把手 
耽  敬  



	  

	  

:你 得 食和人的健康的关系  
作文:采 一个中国人,了解他家的一天是什么 儿的,和你家的一天有什么异    同。  

Week 2  

Chapter 2/第二  父 的   

句型与 :令 sb+adj v/adj+起来 并 意味着 毫不+V/Adj 而 反而 因 ...而...  

心苦  躁 胡思乱想 重重 耐 面  示弱 独特 遭遇 弱   

: 一件你遇到的不 心的事,并 当 你是怎么做的。 作文:采 三个人,
他 遇到困 的不同反 ,然后 你的看法。  

Week 3  

Chapter 3/第三  熊猫爸爸-潘文石  

句型与 :将 几乎 一  以便 来 而是 甚至 当 尽快 精力充沛 身影 油水 聚精会
神 流 警惕 不知不   

:你 得工作和生活的关系 是什么 子的。  
作文:采 两个人, 他喜 什么工作, 什么,并 他 他 工作和生活的    看
法。  

Week 4  

Chapter 4/第四  我 居当保   

句型与 : 常 任指用法 A里 AB 竟然 似的 V+上 V V那 保  大大咧咧 
常 精明 致 胃口 行情  无奈 有两下子 小心翼翼 大步流星 眼界  

:你 得中国或者你的国家各个地方的人在性格上,生活 上和 念上有什    
么不同。  
作文:介 一个你 的有意思的人。  

Week 5  

Chapter 5/第五  是 辛苦的人  

句型与 :不禁  于 按 大都 据+V/N/小句 得 非...不可 不妨  



	  

	  

不 而同 高采烈 气 疑 逃避 未必 付 担 特   

:从小 孩子培养那么多特 有什么利弊。 作文: 你的国家小学生教育状

况是怎 的。  

Week 6  

Chapter 6/第六  答案  

句型与 :明明 ......就 ...... 一心 再也 也不/也没/都...  明  打断 委屈 
 自言自  明 着 大  好好儿 脖子粗 一气之下 念念不忘  

: 一 你喜 的 物, 什么喜  作文:你的 好  

Mid-term Examination 
Week 7 
Chapter 7/第七  剩余的故事  

句型与 : 来 所 ......是指 ......来  由此可  
犹豫 一 眼 无影无踪 于心不安 脱口而出 僵局 无意 口 底  喜出望外 价 价  

: 你 剩余的理解 作文: 两个剩余的例子  

Week 8  

Chapter 8/第八  雪化了,就有路了  

句型与 :恰好 透气 一旦 V 透了 非得 看把......+V/ADJ+得 当面 正  只能 惹
是生非 狠狠 无地自容 礼道歉 心 之恨 大量 罪 解  

: 什么事儿 你 , 什么 作文: 一件你被 会的事,并 会是怎么

解决的。  

Week 9  

Chapter 9/第九  给儿子起名  

句型与 :尤其 不定 包含 A  A, ...... 是...... 倒 不已 甜滋滋  合
不 嘴 欲  矩 有  冲突 明了 坦 无私 内涵 一 惊人 一言九鼎 一
当先 一帆  一模一  如我所愿  



	  

	  

: 一件你的国家人名的特点 作文:采 两个朋友, 他 名字的含 。

中国和你的国家起名的不同。  

Week 10 
Chapter 10/第十  快 是什么  

句型与 :怎么......都...... 一  至于 哪+量 +......呢 无 无  支配 操心 一相情愿 
手足无措 成家立  困境 代价  

: 一 你感到快 的事。  
作文:采 两个朋友, 他 得快 是什么。  

Week 11  

Chapter 11/第十一  我叫姚明  

句型与 :没有......就没有...... 若...... ...... V/ADJ+得要命 与其......不如...... 固然 
竟  

着迷 无 有 自吹自擂 劣 嗤之以鼻 禁不住 言 其   

:努力重要 是运气重要 作文:采 你的朋友, 他 的偶像是 , 什么。  

Week 12  

Chapter 13/第十二  多年父子成兄弟  

句型与 :凡事 将...... 作...... 易 出于 跟...... 不去 疾言 色 践踏 栩栩如生 
究 穿街 巷 模式 没大没小  

:你理想的父子关系是怎么 的 作文:采 两个人, 他 跟父 的关系怎么

。  

Week 13 
Chapter 14/第十三  相 男女 
句型与 :可惜 偶  恨不得 替......着想  

上得 堂,下得厨房 首 告捷 不  愁眉苦  子 素   

:你 得相 能找到真正的 情 ?  



	  

	  

Final Examin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