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BC 2050 Advanced Chinese Conversation I 
  
Please Note: This is a sample syllabus, and the course schedule is subject to change. 
Students will receive the updated syllabus prior to the start of first class. 
 
Credit Hours: 3.0 
Class Times: 3.75 hours per week (5 class sessions at 45 minutes = 225 minutes) 
Instructor: TBD  
E-mail:  academics@thebeijingcenter.org 
 

Required Textbook  
发展汉语（第 2 版）高级口语（Ⅰ） 

王淑红 编著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Course Description  
This is an integrated course designed for students who are with advance Chinese level 
(including reading, writing, listening and speaking). This course covers twelve pieces of 
real authentic materials about different aspects of the society in modern China, such as 
Different Culture, Parents and Children, Face the Desert, etc. and emphasizes on 
improving the ability of the learners to use Chinese for communications, reading 
comprehension and writing assignments. Through plenty of special trainings, students 
will be strong in oral Chinese, know how to talk over social phenomenon with Chinese 
natives in real life with a good understanding of China. 
  
  

Course Requirements  
1. Private tutoring   
Success in your classes will depend on your commitment to regular review and practice. 
TBC has a language tutor program (available free of charge) and you are strongly 
encouraged to make regular appointments with your own assigned language tutor, to 
review vocabulary and practice writing and reading. You should expect to spend no less 
than an additional 6 hours per week on revision and practice. 
 
2. Attendance Policy  
Attendance is mandatory and will count towards the final grade. Absences will be 
calculated as follows: 
 0.25% of students' final grade will be deducted for lateness (more than 10 minu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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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ssion of classes. 



 
 

  

 Medical absence: students with illness must present a doctor’s note to be excused 
from absences. As far as possible, it is courteous to advise your instructor in advance 
if you will be missing class due to illness. 

  
3. Grading   
1) Attendance (10%)  
2) Quiz for each chapter(10%) 
3) Class participation (10%) 
4) Homework and assignments (10%)   
5) Midterm exam including oral test and written test (30%)  
6) Final exam including oral test and written test (30%)  

 
A: 94% or above 
A-: 90-93% 
B+: 87-89% 
B: 84-86% 
B-: 80-83% 
C+: 77-79% 
C: 74-76% 
C-: 70-73% 
D+: 67-69% 
D: 60-66% 
F: Below 60% 
 

4. Academic Honesty Statement  
Please click the following link to see The Beijing Center’s policy on Academic 
Integrity: http://thebeijingcenter.org/academic-integrity  
  
  

Course Schedule  
Week 1  
第一课:我们为什么要爱护野生动物  

一、听短文填空 

二、 

I.生词 

涉及 观赏 陪伴 动听 繁荣 狩猎 竞赛 规模 创办 基金 面目 自在 

陪伴 积极分子 

 
II. 成语  

知之甚少 拍案而起 实事求是 相依为命 追悔莫及 

 
III.句法结构 

1. 出于:表示做事情时所考虑的主要因素。 

例:我决定到北京来学汉语是出于工作的需要。 

2. 随着:用在句首或动词前面,表示动作、行为或事件的发生所依赖的条件。 

例:随着秋天的到来,树叶变红了。 

3. 毫无:一点儿也没有。毫无+名词 

http://thebeijingcenter.org/academic-integrity


 
 

  

例:毫无希望;毫无关系;毫无准备 

4. 算:当做;算做 例:这次考试成绩还算可以,不过,听力考得不如上次。 

5. 既------又------:表示两种情况都有。 例:这工作既轻松又挣钱,他当然乐意。 

6. 按------来------:按照(标准、要求、规则)等做事情。 例:我们一定要按要求来完成 

任务。 

7. 而:(1)连接两个并列的成分,前后两个成分互相补充。多连接两个形容词。 例:这 

里的工作紧张而(又)快乐。 

(2)连接状语和中心语,状语表示目的、原因等。 例:我要为学好汉语而努力。 

(3)表示转折,前后两部分意思相对或相反。 例:这衣服质量是很好,而价格却实在让 

我接受不了。 

 
IV. 课后练习 第八页——第十五页 

 
V 作业 课堂讨论、作文 

 
 
Week 2  
第二课:学会放手  

一、听短文填空  

二、 

I.生词 

放手 培养 娱乐 吓一跳 反常 溜 出色 尴尬 具体 琢磨 预防针 心里 

双方 回想 频率 

 
II. 成语  

依依不舍 一举一动 筋疲力尽 粗心大意 

 
III.句法结构 

1. 再三:一次又一次。再三+动词 

例:他走的时候再三对我表示感谢。 

2. 居然:表示出乎意料。 例:他居然忘了考试。 

3. 一向:表示从过去到现在。一向+(动、形) 例:他的作品一向最受年轻人的喜爱。 

4. 只管:(1)尽管 例:有什么事你只管告诉我,我一定会帮你的。 

(2)只顾 例:他不理我,只管坐在那儿看电视。 

5. 巴不得:非常希望。 例:我巴不得他赶紧走呢。 

6. 迟早:或早或晚,早晚。 例:他迟早会理解你的。 

 
IV. 课后练习 第二十六页——第三十三页 

 
V 作业 课堂讨论、作文 

 
 
Week 3  
第三课:说话的技巧  



 
 

  

一、听短文填空  

二、 

I.生词 

   技巧    愣    得罪    无心    国画    拜访    仰慕    告辞    久仰    提拔    收容所    聘请     

请示    做主    自负    喝彩    忽视   

 
II. 成语  

无心之失 听命于人    直截了当    莫名其妙 

 
III.句法结构 

1. 暗暗:心情、想法不表现出来。 例:听到这个消息他心里暗暗着急。 

2. 应:表示满足要求、允许、接受。应邀 例:应北京大学的邀请,张教授将于四月份访 

问北大。 

3. 不料:没想到 例:我本来以为半个小时就可以到了,不料竟用了两个小时。 

4. 随即:随后就;立刻 例:听到这个消息,他吃了一惊,随即冲了出去。 

5. 猛然:忽然。 例:节日期间鲜花的需求量猛然增加,价格上涨了 10%。 

6. 八成儿:很有可能。 例:我看这件事八成儿会惹他不开心。 

7. 归功于:把功劳归于某人某事。 例:他把成绩归功于全体工作人员。 

 
IV. 课后练习 第四十八页——第五十四页 

 
V 作业 课堂讨论、作文   

 
 
Week 4  
第四课:发现步行之美  

一、听短文填空  

二、 

I.生词 

   步行    结构    进化    标志    直立    以致    欣赏    心灵    情景    风格    展示    源泉     

反省    冷静    思考    体会 

 
II. 成语  

不翼而飞  安步当车    横七竖八    昂首阔步  怡然自得  独善其身  

 
III.句法结构 

1. 以+动词:(1)(表示方式)按照;根据。 例:他的成绩已经很不错了,我们不能以专业运 

动员的标准来要求他 

(2)(表示凭借)用;拿。 例: 我们要以实际行动保护自然环境。 

2. 以致:表示后边的事实是上文的原因所形成的结果。 例:这张照片拍得实在太美了, 

以致让人怀疑它的真实性。 

3. 纷纷:许多人或事物,一个接一个地。 例:这次活动吸引了很多留学生,大家纷纷报 

名参加。 

4. 为------所------:被动句,用在书面语中。 例:他在工作上很有成绩,以致为大家所尊 



 
 

  

敬。 

5. 不要说------,只要------,就------:“不要说”指出它后边的事实不成问题, “只要-----,就-- 

----”指出一个相对较低的条件,在这种条件下结果仍然成立。 这是一种递进关系。 

例:不要说是节日,就是平时,这儿也是这么热闹。 6. 简直:强调完全如此或差不多如 

此,有夸张语气。 

例:他累坏了,简直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了。 

  
IV. 课后练习 第六十八页——第七十五页  

 
V 作业 课堂讨论、作文 

 
 
Week 5  
第五课:海尔的美国之路  

一、听短文填空  

二、 

I.生词 

   有限公司    创新    提供    规格    本土化    如何    连锁店    品牌    推销    包围    利润     

国际化 

 
II. 成语  

冥思苦想 大名鼎鼎  默默无闻  费尽心机 

 
III.句法结构 

1. 有意:(动)有心思。 例:他们有意购买我们公司的设备,只是价格让他们有点儿犹豫。 

(副)故意。 

例: 他不是有意要上海你,他这个人就是不太会说话。 

2. 特地:表示专为某件事。 例:听说这儿新开了一家博物馆,特地来看看,可是让人有 

点儿失望。 

3. 难以:不容易;不易于。难以+动词 例:我离开一年,这儿竟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真是 

让人难以相信。 

4. 从而:表示结果或目的,用在后一个小句的开头,上句是原因、方法等,下 句是结果、目

的等。 

例:经过多年研究,他们终于找出了这种病的原因,从而为彻底治好这种病 创造了条件。 

5. 这样一来:(插入语)表示由某一事件引起的结果。 例:昨天老张有事请假了,这样一 

来,我们肩上的担子就更重了。 

6. 随后:表示紧接某种情况或动作之后。 例:今天是晴天,随后两天的气温会下降,出 

现降雨。 

7. 无非:只;只不过是。 例:人活着,无非是两个问题:为什么活?怎么活? 

 
IV. 课后练习 第八十八页——第九十四页 

 
V 作业 课堂讨论、作文 

 



 
 

  

Week 6  
第六课:我用石头砸开了 IBM 的门  

一、听短文填空 

二、 

I.生词 

   砸    面试    实习    简历    调试    指引    拐弯    天花板    泡    条纹    记性    测试    智 

力    提交 

 
II. 成语 

   如愿以偿    鬼使神差    忐忑不安    实话实说    不知所措 

 
III.句法结构 1. 顺:沿着。 

例:你顺着这条路一直往前走,就可以看到那家店了。 

2. 偏偏:(1)表示故意跟客观要求或客观情况相反。用在主语后。 

例:我让他做作业,他偏偏要看电视 (2)表示事实跟所希望或期待的恰恰相反。可以 

用在主语前,但不能 

换做“偏”。   例:偏偏这时候下雨,真讨厌。 

3. 好歹:多用于口语。 (1)表示不管怎么样,无论如何。 

例:要是有个同伴就好了,遇到事情好歹有个人可以商量。 (2)表示随便,不讲究。 

例:时间太紧张了,好歹吃点儿赶紧走吧。 4. 看------了:表示决定因素,靠-----来决定。 

  例:这个项目是不是能像我们预想的那样,就全看你的了。 

 
IV. 课后练习 第一百零八页——第一百一十四页 

 
V 作业 课堂讨论、作文 

 
Week 7 Midterm Exam  
 
Week 8 No class in spring/fall break  
 
Week 9  
第七课:陈寿亭  

一、听短文填空  

二、 

I.生词 

   扑鼻    喜色    优越    能人    自强    冷落    感慨    掌柜    口气    开窍    凑    吉祥 

 
II. 成语  

能说会道  井井有条   知书达理 

 
III.句法结构 

1. 顺手:随意地一伸手;随手。 

例:他进来的时候顺手把门关上了。 2. 忍不住:控制不住自己。 

例:看到这张照片,她忍不住笑了。 



 
 

  

3. 算得了什么呢:反问句,表示“不算社么”、“没什么了不起”。 

例:为了能让妈妈的病好起来,我累点儿算的了什么呢? 4. 稍:表示数量不多或程度不 

深。 

例:请稍等一下,我马上就来。 

5. 凡是:总括某个范围里的所有事物。 

  例:凡是需要帮助的人,他都会尽全力去帮助。 

 
IV. 课后练习 第一百二十八页——第一百三十四页 

 
V 作业 课堂讨论、作文 

 
 
Week 10  
第八课:因为金庸,走近中国  

一、听短文填空 

二、 

I.生词 

   以往    班会    缘于    从此    位于    吃力    钟情    录取    难忘    汇报    相应    好学     

能否 

 
II. 成语  

不得而知  意气风发   爱不释手 

 
III.句法结构  

1. 以往:以前。 

例:他以往四点半就会回来。 

2. 从此:从这个时候起。连接上下两句话或两段话。 

  例:他在四川吃了一次火锅,觉得好吃极了。从此,他爱上火锅,几乎每     周吃一次。 

3. 舍不得:不愿意把自己的东西给别人,或不忍心离开某人或某地。 例:把这么好的东 

西给她,我可舍不得。 

4. 想------就------:愿意做马上就做,很随便,很容易。 例:在我们家想吃就吃,想喝就喝, 

千万别客气。 

5. 为难:(1)(形)感到不好做,找不到合适的理由拒绝。 例:我很为难,到底该不该帮他 

这个忙呢? 

(2)(动)给别人带来麻烦。 例:别为难他,他刚来这儿,什么也不知道。 

 
IV. 课后练习 第十页——第十八页 

 
V 作业 课堂讨论、作文 

 
 
Week 11  
第九课:登山  

一、听短文填空  



 
 

  

二、 

I.生词 

   登山    要素    过时    衡量    本钱    疑问    驱使    海拔    疲劳    表情    以及    艰苦     

珍惜    相对 

II. 成语 豪言壮语 

   宠辱不惊    提心吊胆    不测之祸 

III.句法结构 

1. 以及:连接并列的词或短语。前边往往是主要内容。 

例:来到学校以后,他立刻买了文具、词典以及日用品,为开学作准备。 2. 相对:与某 

种特定条件比。 

例:北京消费价格相对来说比其他中等城市更高。 3. 使得:(意图、计划、事物)引起 

一定的结果。 

例:观众热情的掌声,使得音乐家们一次又一次地谢幕。 4. 再------也------:表示无论多 

大多强,都不会改变一个人的决心。 

例:再苦再累,为了家,妈妈也会忍受。 5. 白白:没有价值,没有效果。 

例:交了钱,却不上课,学费白白浪费了,真可惜。  

 
IV. 课后练习  第三十二页——第三十九页  

 
V 作业  课堂讨论、作文 

 
 
Week 12  
第十课:北京话 

一、听短文填空  

二、 

I.生词 

   城镇    内外    无法    年间    议事    交往    自身    清脆    赶考    真切    同化    包含     

魅力 

 
II. 成语  

家喻户晓   雅俗共赏    字正腔圆    得天独厚 

 
III.句法结构 

1. 以------为-------:把-----当做------ 

  例:凡事要以国家利益为重。 

2. 便于:方便做某事。 例:为了便于大家交往,需要来自各地的人都说普通话。 

3. 彼此:互相。 例:他们俩彼此相爱,彼此信任。 

4. 与------有关:跟-----有关系。 例:他的病与工作有关。 

5. 不仅仅----更-----:表示进一步说明情况。 例:这样做不仅仅是为了你,更是为了全家 

,你明白不明白?  

 
IV. 课后练习 第五十四页——第六十二页 

 



 
 

  

V 作业 课堂讨论、作文 

 
 
Week 13  
第十一课:节约  

一、听短文填空  

二、 

I.生词 

   总工    富足    幸运    具备    差别    外表    自责    极其    天下    淡忘    成本    有限     

必备    分量 

 
II. 成语  

记忆犹新 

 
III.句法结构 

1. 说到底:(插入语)其实。 

例:他身体那么好,说到底是锻炼的结果,只吃不锻炼,身体肯定好不了。  

2. 相比:与-----比较。 

例:相(比北京的生活节奏,中小城市的节奏似乎慢多了。  

3. 在意:放在心上;留意。 

例:这些小事他是不会在意的。 

4. 能------则(就)-----:如果能-----,就-------。 

例:能吃则吃,能写则写 

5. -------是关系到-----的-----:--------关联、牵涉、影响到------。 

  例:高考是关系到学生前途的大事。 

6. 在----看来:站在----的立场上来看。 例:在我看来,一个人要成就一番事业,最重要的 

是得有恒心,其次才是能力。 

 
IV. 课后练习 第七十八页——第八十六页 

 
V 作业 课堂讨论、作文 

 
 
Week 14  
第十二课:隔条马路看风景  

一、听短文填空  

二、 

I.生词 

   无瑕    留校    不乏    可取    之处    此    生来    当初    一同    忠诚    良心    尊严    发 

怒    朦胧 

 
II. 成语  

心照不宣   小巧玲珑    迫不及待    愤愤不平    心惊肉跳 

 



 
 

  

III.句法结构 

1. 不乏:不缺少。表示由相当数量。 

例:在这群孩子中不乏未来之星。 

2. 可取:可以采纳接受,值得学习或赞许。 

例:她的意见有可取之处。  

3. 不已:继续不停。 

例:听了他的讲解,大家一下子清楚了,对他的方法赞叹不已。  

4. 嫌:厌恶,不满意。 

例:大家都嫌他脾气太急了。  

5. 反倒-:反而。 

例:弟弟 7 岁,哥哥 10 岁,弟弟反倒比哥哥高。 

6. 随意:按自己的意思去做。 例:这是合同,不能随意改动;要改动的话,得双方同意才 

行。 

 
IV. 课后练习 第一百零六页——第一百一十五页 

 
V 作业 课堂讨论、作文 

 
 
Week 15 Final Exa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