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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外语高起点（I）》教学大纲

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 名称 第二外语高起点（I）
Second Foreign Language for Advanced

Learners (I)

课程 编号 1412008005

课程 性质 通识必修课 适用 专业 俄语

选用 教材 郑树棠.新视野大学英语.第二版.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1.

总学 时 60

理论 学时 60 实践 学时 0

学分 4 开课 学期 第 1学期

前导 课程 无

后续 课程 第二外语高起点（II）

一、课程目标

本课程能够使学生达成如下目标：

1. 提高学生词汇和语法的应用能力，培养学生英语遣词造句的能力。（支撑专业

毕业要求指标点 2.6-6）

2. 掌握英语国家的文化习俗，培养对不同文化现象的理解和尊重意识，培养跨

文化交际能力。（支撑专业毕业要求指标点 2.6-6）

3. 了解英语语言在实践中的规范使用，具备词汇和知识的应用能力。（支撑专业

毕业要求指标点 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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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课程与专业毕业要求的支撑关系

课程目标与专业毕业要求的支撑关系：

专业毕业要求 专业毕业要求指标点
课程目标

1 2 3

2.6 能够理解俄语口语和

书面语传递的信息，能够

准确得地运用俄语表达思

想和情感，能够借助语言

工具和相关资源进行俄汉

互译，能够对语言现象进

行分析与解释，具有一定

的第二外语应用能力。

2.6-6 具有一定的第二外

语应用能力

√ √ √

课程对专业毕业要求的支撑度：

专业毕业要求 指标点 2.6-6

第二外语高起点（I） H

三、课程学时分配与教学内容

课程学时分配：

课程内容 支撑的课程目标 理论学时 实践学时

Unit 1 Learning a Foreign

Language
课程目标 1，2，3 8 0

Unit 2 Deep Concern 课程目标 1，2，3 8 0

Unit 3 AGood Heart to Lean On 课程目标 1，2，3 8 0

Unit 4 How to Make a Good

Impression
课程目标 1，2，3 8 0

Unit 5 The Battle Against AIDS 课程目标 1，2，3 8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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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t 6 The Trashman 课程目标 1，2，3 10 0

Unit 7 Face to Face with Guns 课程目标 1，2，3 10 0

总学时 60 0

课程教学内容：

Unit 1 Section A: Learning a Foreign Language

教学内容：

1. Comprehension of the text

2. Vocabulary

3. Grammar

4. Structured writing

5. Reading skills

本章教学重点：

1. Usage of new words, phrases and expressions

2. Word building, reading skills and structured writing

3. Writing technique of a general statement supported by a problem-solution pattern

4. Techniques to find out word meanings

本章教学难点：

1. Writing technique of a general statement supported by a problem-solution pattern

2. Techniques to find out word meanings

Unit 2 Section A: Deep Concern

教学内容：

1. Comprehension of the text

2. Vocabulary

3. Grammar

4. Structured writing

5. Background knowledge

6. Reading skills

本章教学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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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Usage of new words, phrases and expressions

2. Word building, reading skills and structured writing

3. Writing technique of a general statement supported by examples

4. Techniques to distinguish between facts and opinions

本章教学难点：

1. Writing technique of a general statement supported by a problem-solution pattern

2. Techniques to distinguish between facts and opinions

Unit 3 Section A: AGood Heart to Lean On

教学内容：

1. Comprehension of the text

2. Vocabulary

3. Grammar

4. Structured writing

5. Reading skills

本章教学重点：

1. Usage of new words, phrases and expressions

2. Word building, reading skills and structured writing

3. Writing technique of detailed description of sequential actions.

4. Techniques to read for the key ideas in sentences

本章教学难点：

1. Writing technique of a general statement supported by a problem-solution pattern

2. Techniques to read for the key ideas in sentences

Unit 4 Section A: How to Make a Good Impression

教学内容：

1. Comprehension of the text

2. Vocabulary

3. Grammar

4. Structured writing

5. Reading ski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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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教学重点：

1. Usage of new words, phrases and expressions

2. Word building, reading skills and structured writing

3. Writing technique of a general statement supported by a problem-solution pattern

4. Techniques to read for the main ideas in paragraphs

本章教学难点：

1. Writing technique of a general statement supported by a problem-solution pattern

2. Techniques to read for the main ideas in paragraphs

Unit 5 Section A: The Battle Against AIDS

教学内容：

1. Comprehension of the text

2. Vocabulary

3. Grammar

4. Structured writing

5. Background knowledge

6. Reading skills

本章教学重点：

1. Usage of new words, phrases and expressions

2. Word building, reading skills and structured writing

3. Writing technique of a general statement supported by a problem-solution pattern

4. Techniques to find out the major details while reading

本章教学难点：

1. Writing technique of a general statement supported by a problem-solution pattern

2. Techniques to find out the major details while reading

Unit 6 Section A: The Trashman

教学内容：

1. Comprehension of the text

2. Vocabulary

3. Grammar

4. Structured wri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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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Reading skills

本章教学重点：

1. Usage of new words, phrases and expressions

2. Word building, reading skills and structured writing

3. Writing technique of a general statement supported by examples

4. Techniques to understanding idiomatic expressions

本章教学难点：

1. Writing technique of a general statement supported by examples

2. Techniques to understanding idiomatic expressions

Unit 7 Section A: Face to Face with Guns

教学内容：

1. Comprehension of the text

2. Vocabulary

3. Grammar

4. Structured writing

5. Background knowledge

6. Reading skills

本章教学重点：

1. Usage of new words, phrases and expressions

2. Word building, reading skills and structured writing

3. Technique of writing a paragraph that consists of a set of sequential actions

4. Reading techniques of reading between the lines

本章教学难点：

1. Writing technique of a paragraph that consists of a set of sequential actions

2. Reading techniques of reading between the lines

四、课程教学方法

本课程使用的教学方法主要包括：基于内容的教学法、基于问题式教学、探

究式教学、研讨式教学及任务型教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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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课程教学评价

评价

方式

占期末总评

比例
评价目的及计分方式

课程目标

1 2 3

作业 30%

1.考核学生对每章节知识点的理解和掌握

程度。

2.每次作业按 15分制单独评分，两次作业

累加作为此环节的最终成绩。

√ √ √

阶段

考试
20%

1.考查学生对所学知识的掌握程度。

2.阶段考试两次，每次按 10分计，累加计

入总评成绩。

√ √ √

期末

考试
50%

1.考查学生对课程总体内容的掌握程度，以

及对知识的灵活运用能力。

2.卷面成绩 100分，折合 50%计入课程总

评成绩。

√ √ √

合计：100分

六、考核评价标准

参见文末附件

七、推荐阅读

1.参考教材：

[英]亚历山大（L.g.Alexander），何其莘. 新概念英语 2（新版）[M]. 北京: 外

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97.

2.参考资源：

（1）胡全生. 新视野大学英语 1(综合训练)[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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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德军. 新视野大学英语 1（学习指南）[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

社, 2013.

大纲修订人：苏兴莎、富饶、苏奕华 修订日期： 2019年 9月 8日

大纲审定人： 审定日期：

主管院长：



9

附件：《第二外语零起点 I》考核评价标准

课程目标

评分标准

90-100 80-89 70-79 60-69 0-59

优 良 中 及格 不及格

提高学生词汇和语法的

应用能力，培养学生英语

遣词造句的能力。（支撑

专业毕业要求指标点

2.6-6）

完全具备词汇和语法

的应用能力，完全具备

英语遣词造句的能力。

具备词汇和语法的应

用能力，具备英语遣词

造句的能力。

具备一定的词汇和语

法的应用能力，具备一

定的英语遣词造句的

能力。

具备基本的词汇和语

法的应用能力，具备基

本的英语遣词造句的

能力。

不具备词汇和语法的应

用能力，不具备英语遣

词造句的能力。

掌握英语国家的文化习

俗，培养对不同文化现象

的理解和尊重意识，培养

跨文化交际能力。（支撑

专业毕业要求指标点

2.6-6）

非常熟练地掌握英语

国家的文化习俗，完全

具备对不同文化现象

的理解和尊重意识及

跨文化交际能力。

熟练地掌握英语国家

的文化习俗，具备对不

同文化现象的理解和

尊重意识及培养跨文

化交际能力。

比较熟练地掌握英语

国家的文化习俗，具备

一定的对不同文化现

象的理解和尊重意识

及培养跨文化交际能

力。

基本掌握英语国家的

文化习俗，基本具备对

不同文化现象的理解

和尊重意识及培养跨

文化交际能力。

不能掌握英语国家的文

化习俗，不具备对不同

文化现象的理解和尊重

意识及培养跨文化交际

能力。

了解英语语言在实践中

的规范使用，具备词汇和

非常了解英语语言在

实践中的规范使用，完

了解英语语言在实践

中的规范使用，具备词

比较了解英语语言在

实践中的规范使用，具

基本了解英语语言在

实践中的规范使用，基

不了解英语语言在实践

中的规范使用，不具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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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的应用能力。（支撑

专业毕业要求指标点

2.6-6）

全具备词汇和知识的

应用能力。

汇和知识的应用能力。 备一定的词汇和知识

的应用能力。

本具备词汇和知识的

应用能力。

词汇和知识的应用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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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外语零起点（I）》教学大纲

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 名称 第二外语零起点（I）
Second Foreign Language for Beginners

（Ⅰ）

课程 编号 1412008183

课程 性质 通识必修课 适用 专业 俄语

选用 教材
李桂兰.《零起点大学英语基础教程 1》.（修订版）.上海:外语教

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9.

总学 时 60

理论 学时 60 实践 学时 0

学分 4 开课 学期 第 1学期

前导 课程 无

后续 课程 第二外语零起点（II）

一、课程目标

本课程能够使学生达成如下目标：

1.掌握英语语音系统，具备英语音标的辨识、拼读、书写能力。（支撑专业毕业

要求指标点 2.6-6）

2.领会英语各种词性的基本用法，掌握 400左右核心词汇，掌握简单的英语搭配

和基本句式，掌握一般现在时等五个基本英语时态，具备运用基本英语词汇和

句式进行简单的口头和书面表达的能力。（支撑专业毕业要求指标点 2.6-6）

3.具备理解英语书面语简单段落传递的信息的能力，具备对简单汉英句子进行互

译的能力。（支撑专业毕业要求指标点 2.6-6）

4.了解西方英语国家文化基本常识。（支撑专业毕业要求指标点 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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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课程与专业毕业要求的支撑关系

课程目标与专业毕业要求的支撑关系：

专业毕业要求 专业毕业要求指标点
课程目标

1 2 3 4

2.6 能够理解俄语口语和书面语

传递的信息，能够准确得体地运

用俄语表达思想和情感，能够借

助语言工具和相关资源进行俄汉

互译，能够对语言现象进行分析

与解释，具有一定的第二外语应

用能力。

2.6-6 具有一定的第二外语

应用能力

√ √ √ √

课程对专业毕业要求的支撑度：

专业毕业要求 指标点 2.6-6

第二外语零起点（I） M

三、课程学时分配与教学内容

课程学时分配：

课程内容 支撑的课程目标 理论学时 实践学时

Unit 1 课程目标 1/2 6 0

Unit 2 课程目标 1/2/3/4 6 0

Unit 3 课程目标 1/2/3/4 6 0

Unit 4 课程目标 1/2/3/4 6 0

Unit 5 课程目标 1/2/3/4 6 0

Unit 6 课程目标 1/2/3/4 6 0

Unit 7 课程目标 1/2/3/4 6 0

Unit 8 课程目标 1/2/3/4 6 0

Unit 9 课程目标 1/2/3/4 6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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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t 10 课程目标 1/2/3/4 6 0

总学时 60 0

课程教学内容：

Unit 1

教学内容：

1. Alphabet

2. Phonemes and Phonetic Symbols

3. Grammar: pronoun

4. New words

5. Pattern Practice

6. Language Practice

本章教学重点：

Phonemes and Phonetic Symbols

本章教学难点：

Phonemes and Phonetic Symbols

Unit 2

教学内容：

1. Phonetics

2. New words

3. Grammar: The usage of “Be”

The plural form of Nouns

4. Dialogue: “What’s This in Enlgish?”

5. Text: “The Munsters”

6. Pattern Practice

7. Language Practice

8. Reading Practice: “The Students in My English Class”

本章教学重点：

The usage of “Be”

The plural form of Nou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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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教学难点：

Phonetics

Unit 3

教学内容：

1. Phonetics

2. New words

3. Grammar: The simple present tense

The possessive case of nouns

4. Dialogue: “Are You a Party Person?”

5. Text: “A Very Outgoing Person”

6. Pattern Practice

7. Language Practice

8. Reading Practice: “Mr. Dicarlo’s Life”

本章教学重点：

The simple present tense

The possessive case of nouns

本章教学难点：

Phonetics

Unit 4

教学内容：

1. Phonetics

2. New words

3. Grammar: There Be Structure

The Usage of pronoun and numeral

4. Dialogue: “Is There a Room Available?”

5. Text: “My Village”

6. Pattern Practice

7. Language Practice

8. Reading Practice: “A Supermarket”

本章教学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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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e Be Structure

The Usage of pronoun and numeral

本章教学难点：

Phonetics

Unit 5

Language Revision

Unit 6

教学内容：

1. Phonetics

2. New words

3. Grammar: Comparative & Superlative Degree of Adjectives and Adverbs

4. Dialogue: “Which Is More Interesting?”

5. Text: “The Quarrel Between the Sun and the Wind”

6. Pattern Practice

7. Language Practice

8. Reading Practice: “The Moon”

本章教学重点：

The dialogue and the text

本章教学难点：

Comparative & Superlative Degree of Adjectives and Adverbs

Unit 7

教学内容：

1. New words

2. Grammar: The Simple Past Tense

Imperative Sentences

3. Dialogue: “How did You Spend Your Saturday Evening?”

4. Text: “Be Careful With English Idioms”

5. Pattern Practice

6. Language Practice

7. Reading Practice: “Late for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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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教学重点：

The dialogue and the text

The Simple Past Tense

本章教学难点：

Imperative Sentences

Unit 8

教学内容：

1. New words

2. Grammar: The Continuous Tense

3. Dialogue: “What Were You Doing When I Called You?”

4. Text: “At the Seaside”

5. Pattern Practice

6. Language Practice

7. Reading Practice: “Housewife at Home”

本章教学重点：

The dialogue and the text

The Continuous Tense

本章教学难点：

The Continuous Tense

Unit 9

教学内容：

1. New words

2. Grammar: The Perfect Tense

The usage of reflective pronoun

3. Dialogue: “What Do You Want to Do?”

4. Text: “A Very Dedicated Doctor”

5. Pattern Practice

6. Language Practice

7. Reading Practice: “Sunday ----- the First Day or the Last?”

本章教学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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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ialogue and the text

The Perfect Tense

本章教学难点：

The past participles

Unit 10

Language Revision

四、课程教学方法

本课程使用的教学方法主要包括：基于内容的教学法、案例教学法、归纳法

教学及演绎法教学。

五、课程教学评价

评价

方式

占期末总

评比例
评价目的及计分方式

课程目标

1 2 3 4

作业 20%

1.考查学生对所学知识的掌握程度。

2.作业成绩以十分制，或百分计，乘以

其在总评成绩中所占的比例计入总

评成绩。作业次数由任课教师根据

学生实际情况灵活掌握。

√ √ √ √

测验 20%

1.考查学生对所学知识的掌握程度；

2.测验成绩以十分制，或百分计，乘以

其在总评成绩中所占的比例计入总

评成绩。测验次数由任课教师根据

学生实际情况灵活掌握。

√ √ √ √

期末

考试
60%

1.考查学生对课程总体内容的掌握程

度，以及对知识的灵活运用能力。

2.卷面成绩 100分，折合 60%计入课程

总评成绩。

√ √ √ √

合计：10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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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考核评价标准

参见文末附件

七、推荐阅读

1.参考教材：

亚历山大（L.G.Alexander）（英），何其莘. 新概念英语 1 [M]. 北京: 外语教学与

研究出版社, 1997.

2.参考资源：

（1）各类中、大型英语词典。

（2）各类互联网资源。

大纲修订人： 周苹 修订日期： 2019年 9月 8日

大纲审定人： 审定日期：

主管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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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第二外语零起点 I》考核评价标准

课程目标

评分标准

90-100 80-89 70-79 60-69 0-59

优 良 中 及格 不及格

1. 掌握英语语音系统，具备

英语音标的辨识、拼读、

书写能力。（支撑专业毕业

要求指标点 2.6-6）

非常了解英语语音系

统，完全具备英语音标

的辨识、拼读、书写能

力。

了解英语语音系统，具

备英语音标的辨识、拼

读、书写能力。

比较了解英语语音系

统，具备一定的英语音

标的辨识、拼读、书写

能力。

基本了解英语语音系

统，具备基本的英语音

标的辨识、拼读、书写

能力。

不了解英语语音系统，

不具备基本的英语音标

的辨识、拼读、书写能

力。

1 领会英语各种词性的基本

用法，掌握 400左右核心

词汇，掌握简单的英语搭

配和基本句式，掌握一般

现在时等五个基本英语时

态，具备运用基本英语词

汇和句式进行简单的口头

和书面表达的能力。（支撑

专 业 毕 业 要 求 指 标 点

完全领会英语代词、名

词、介词、数词、形容

词和副词的基本用法，

完全掌握 400左右核心

词汇，完全掌握简单的

英语搭配和 There Be

结构等基本句式，完全

掌握一般现在时等五

个基本英语时态，完全

领会英语代词、名词、

介词、数词、形容词和

副词的基本用法，掌握

400左右核心词汇，掌

握简单的英语搭配和

There Be 结构等基本

句式，掌握一般现在时

等五个基本英语时态，

具备运用基本英语词

比较了解英语代词、名

词、介词、数词、形容

词和副词的基本用法，

比较了解400左右核心

词汇，比较了解简单的

英语搭配和 There Be

结构等基本句式，比较

了解一般现在时等五

个基本英语时态，具备

基本领会英语代词、名

词、介词、数词、形容

词和副词的基本用法，

基本掌握 400左右核心

词汇，基本掌握简单的

英语搭配和 There Be

结构等基本句式，基本

掌握一般现在时等五

个基本英语时态，基本

不了解英语代词、名词、

介词、数词、形容词和

副词的基本用法，未能

掌握 400 左右核心词

汇，未能掌握简单的英

语搭配和 There Be结构

等基本句式，不了解一

般现在时等五个基本英

语时态，不具备运用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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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6）

标

具备运用基本英语词

汇和句式进行简单的

口头和书面表达的能

力。

汇和句式进行简单的

口头和书面表达的能

力。

一定的运用基本英语

词汇和句式进行简单

的口头和书面表达的

能力。

具备运用基本英语词

汇和句式进行简单的

口头和书面表达的能

力。

本英语词汇和句式进行

简单的口头和书面表达

的能力。

4. 具备理解英语书面语简单

段落传递的信息的能力，

具备对简单汉英句子进行

互译的能力。（支撑专业毕

业要求指标点 2.6-6）

完全具备理解英语书

面语简单段落传递的

信息的能力。完全具备

简单汉英句子的互译

能力。

具备理解英语书面语

简单段落传递的信息

的能力。具备简单汉英

句子的互译能力。

具备一定的理解英语

书面语简单段落传递

的信息的能力。具备一

定的简单汉英句子的

互译能力。

基本具备理解英语书

面语简单段落传递的

信息的能力。基本具备

简单汉英句子的翻译

能力。

不具备理解英语书面语

简单段落传递的信息的

能力。不具备简单汉英

句子的翻译能力。

6. 了解西方英语国家文化基

本常识。（支撑专业毕业要

求指标点 2.6-6）

非常了解西方英语国

家文化基本常识。

了解西方英语国家文

化基本常识。

比较了解西方英语国

家文化基本常识。

基本了解西方英语国

家文化基本常识。

不了解西方英语国家文

化基本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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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外语高起点（II）》教学大纲

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 名称 第二外语高起点（II）
Second Foreign Language for Advanced

Learners（II）

课程 编号 1412008005

课程 性质 通识必修课 适用 专业 俄语

选用 教材
郑树棠.新视野大学英语 II.第二版.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1.

总学 时 72

理论 学时 72 实践 学时 0

学分 4 开课 学期 第 2学期

前导 课程 第二外语高起点（I）

后续 课程 第二外语高起点（III）

一、课程目标

本课程能够使学生达成如下目标：

1.领会英语各种词性的基本用法，掌握 800个左右核心词汇，理解并掌握英语中

复杂句式。（支撑专业毕业要求指标点 2.6-6）

2.具备三段式与五段式作文写作能力，并在写作中能够运用新学词汇与复杂句

式。具备汉英复杂句式与段落的互译能力。（支撑专业毕业要求指标点 2.6-6）

3.了解西方英语国家文化基本常识。（支撑专业毕业要求指标点 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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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课程与专业毕业要求的支撑关系

课程目标与专业毕业要求的支撑关系：

专业毕业要求 专业毕业要求指标点
课程目标

1 2 3

2.6 能够理解俄语口语和书面

语传递的信息，能够准确得地

运用俄语表达思想和情感，能

够借助语言工具和相关资源

进行俄汉互译，能够对语言现

象进行分析与解释，具有一定

的第二外语应用能力。

2.6-6 具有一定的第二外语应用

能力

√ √ √

课程对专业毕业要求的支撑度：

专业毕业要求 指标点 2.6-6

第二外语高起点（II） M

三、课程学时分配与教学内容

课程学时分配：

课程内容 支撑的课程目标 理论学时 实践学时

Unit 1 Time-Conscious Americans 课程目标 1，2，3 10 0

Unit 2 Learning the Olympic

Standard for Love

课程目标 1，2，3
10 0

Unit 3 Marriage Across Nations 课程目标 1，2，3 12 0

Unit 4 A Test of True Love 课程目标 1，2，3 10 0

Unit 5 Weeping for My Smoking

Daughter
课程目标 1，2，3 10 0

Unit 6 As His Name Is, So Is He 课程目标 1，2，3 1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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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t 7 Lighten Your Load and

Save Your Life
课程目标 1，2，3 10 0

总学时 72 0

课程教学内容：

Unit 1 Section A: Time-Conscious Americans

教学内容：

1. Comprehension of the text

2. Vocabulary

3. Grammar

4. Structured writing

5. Reading skills

本章教学重点：

1. Usage of new words, phrases and expressions

2. Word building, reading skills and structured writing

3. Writing technique of a general statement supported by a problem-solution pattern

4. Techniques to find out word meanings

本章教学难点：

1. Writing technique of a general statement supported by a problem-solution pattern

2. Techniques to find out word meanings

Unit 2 Section A: Learning the Olympic Standard for Love

教学内容：

1. Comprehension of the text

2. Vocabulary

3. Grammar

4. Structured writing

5. Background knowledge

6. Reading skills

本章教学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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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Usage of new words, phrases and expressions

2. Word building, reading skills and structured writing

3. Writing technique of a general statement supported by examples

4. Techniques to distinguish between facts and opinions

本章教学难点：

1. Writing technique of a general statement supported by a problem-solution pattern

2. Techniques to distinguish between facts and opinions

Unit 3 Section A: Marriage Across Nations

教学内容：

1. Comprehension of the text

2. Vocabulary

3. Grammar

4. Structured writing

5. Reading skills

本章教学重点：

1. Usage of new words, phrases and expressions

2. Word building, reading skills and structured writing

3. Writing technique of detailed description of sequential actions.

4. Techniques to read for the key ideas in sentences

本章教学难点：

1. Writing technique of a general statement supported by a problem-solution pattern

2. Techniques to read for the key ideas in sentences

Unit 4 Section A: ATest of True Love

教学内容：

1. Comprehension of the text

2. Vocabulary

3. Grammar

4. Structured writing

5. Reading ski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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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教学重点：

1. Usage of new words, phrases and expressions

2. Word building, reading skills and structured writing

3. Writing technique of a general statement supported by a problem-solution pattern

4. Techniques to read for the main ideas in paragraphs

本章教学难点：

1. Writing technique of a general statement supported by a problem-solution pattern

2. Techniques to read for the main ideas in paragraphs

Unit 5 Section A: Weeping for My Smoking Daughter

教学内容：

1. Comprehension of the text

2. Vocabulary

3. Grammar

4. Structured writing

5. Background knowledge

6. Reading skills

本章教学重点：

1. Usage of new words, phrases and expressions

2. Word building, reading skills and structured writing

3. Writing technique of a general statement supported by a problem-solution pattern

4. Techniques to find out the major details while reading

本章教学难点：

1. Writing technique of a general statement supported by a problem-solution pattern

2. Techniques to find out the major details while reading

Unit 6 Section A: As His Name Is, So Is He

教学内容：

1. Comprehension of the text

2. Vocabulary

3. Grammar

4. Structured wri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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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Reading skills

本章教学重点：

1. Usage of new words, phrases and expressions

2. Word building, reading skills and structured writing

3. Writing technique of a general statement supported by examples

4. Techniques to understanding idiomatic expressions

本章教学难点：

1. Writing technique of a general statement supported by examples

2. Techniques to understanding idiomatic expressions

Unit 7 Section A: Lighten Your Load and Save Your Life

教学内容：

1. Comprehension of the text

2. Vocabulary

3. Grammar

4. Structured writing

5. Background knowledge

6. Reading skills

本章教学重点：

1. Usage of new words, phrases and expressions

2. Word building, reading skills and structured writing

3. Technique of writing a paragraph that consists of a set of sequential actions

4. Reading techniques of reading between the lines

本章教学难点：

1. Writing technique of a paragraph that consists of a set of sequential actions

2. Reading techniques of reading between the lines

四、课程教学方法

本课程使用的教学方法主要包括：基于内容的教学法、基于问题式教学、探

究式教学、研讨式教学及任务型教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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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课程教学评价

评价

方式

占期末总

评比例
评价目的及计分方式

课程目标

1 2 3

测试 30%

1.考核学生对课文知识点的掌握程度。

2.每次测试按 10分制单独评分，三次测试

累加作为此环节的最终成绩。

√ √ √

阶段

考试
20%

1.考查学生对所学知识的掌握程度。

2.阶段考试一次，总分 20分。
√ √ √

期末

考试
50%

1.考查学生对课程总体内容的掌握程度，以

及对知识的灵活运用能力。

2.卷面成绩 100分，折合 50%计入课程总评

成绩。

√ √ √

合计：100分

六、考核评价标准

参见文末附件

七、推荐阅读

1.参考教材：

[英]亚历山大（L.g.Alexander），何其莘. 新概念英语 3（新版）[M]. 北京: 外

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97.

2.参考资源：

（1）胡全生. 新视野大学英语 2(综合训练)[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1.

（2）王德军. 新视野大学英语 2（学习指南）[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

社,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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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纲修订人：田野 魏艳辉 修订日期： 2019年 6月 1日

大纲审定人：魏艳辉 审定日期： 2019年 7月 15日

主管院长：黄萍

院教指委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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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第二外语高起点 II》考核评价标准

课程目标

评分标准

90-100 80-89 70-79 60-69 0-59

优 良 中 及格 不及格

领领会英语各种词性的

基本用法，掌握 800个左

右核心词汇，理解并掌握

英语中复杂句式。（支撑

专业毕业要求指标点

2.6-6）

完全领会英语各种词

性的基本用法，掌握

800个左右核心词汇，

理解并掌握英语中复

杂句式。

比较好地领会英语各

种词性的基本用法，掌

握 700 个左右核心词

汇，理解并掌握英语中

复杂句式。

基本领会英语各种词

性的基本用法，掌握

600个左右核心词汇，

理解并掌握英语中复

杂句式。

能够领会英语各种词

性的基本用法，掌握

500个左右核心词汇，

理解并掌握英语中复

杂句式。

不能领会英语各种词性

的基本用法，掌握 400

个左右核心词汇，理解

并掌握英语中复杂句

式。

具具备三段式与五段式作文

写作能力，并在写作中能够

运用新学词汇与复杂句式。

具备汉英复杂句式与段落的

互译能力。（支撑专业毕业要

求指标点 2.6-6）

十分熟练地具备三段

式与五段式作文写作

能力，并在写作中能够

运用新学词汇与复杂

句式，并十分熟练地具

备汉英复杂句式与段

落的互译能力。

比较熟练地具备三段

式与五段式作文写作

能力，并在写作中能够

运用新学词汇与复杂

句式，并比较熟练地具

备汉英复杂句式与段

落的互译能力。

能够具备三段式与五

段式作文写作能力，并

在写作中能够运用新

学词汇与复杂句式，并

能够进行汉英复杂句

式与段落的互译能力。

基本具备三段式与五

段式作文写作能力，并

在写作中能够运用新

学词汇与复杂句式，并

基本具备汉英复杂句

式与段落的互译能力。

不具备三段式与五段式

作文写作能力，不能在

写作中运用新学词汇与

复杂句式，不具备汉英

复杂句式与段落的互译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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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西方英语国家文化

基本常识。（支撑专业毕

业要求指标点 2.6-6）

非常了解西方英语国

家文化基本常识。

了解西方英语国家文

化基本常识。

比较了解西方英语国

家文化基本常识。

基本了解西方英语国

家文化基本常识。

不了解西方英语国家文

化基本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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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外语零起点（II）》教学大纲

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 名称 第二外语零起点（II）
Second Foreign Language for Beginners

（ⅠI）

课程 编号 1412008183

课程 性质 通识必修课 适用 专业 俄语

选用 教材
李桂兰.《零起点大学英语基础教程 2》.（修订版）.上海:外语教学

与研究出版社, 2009.

总学 时 72

理论 学时 72 实践 学时 0

学分 4 开课 学期 第 2学期

前导 课程 第二外语零起点(I)

后续 课程 第二外语零起点（III）

一、课程目标

本课程能够使学生达成如下目标：

1.领会英语各种词性的基本用法，掌握 600左右核心词汇，掌握简单的英语搭配,

掌握情态动词、被动语态、不定式、状语从句、定语从句、直接引语、间接引

语、名词性从句，以及掌握一般将来时等基本语法。（支撑专业毕业要求指标

点 2.6-6）

2.具备运用基本英语词汇和所学句式就一般性话题进行口头和书面表达的能力。

具备理解英语书面语简单段落传递的信息的能力。具备对简单汉英句子与段落

进行互译的能力。（支撑专业毕业要求指标点 2.6-6）

3.了解西方英语国家文化基本常识。（支撑专业毕业要求指标点 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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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课程与专业毕业要求的支撑关系

课程目标与专业毕业要求的支撑关系：

专业毕业要求 专业毕业要求指标点
课程目标

1 2 3

2.6 能够理解俄语口语和书面语

传递的信息，能够准确得体地运

用俄语表达思想和情感，能够借

助语言工具和相关资源进行俄汉

互译，能够对语言现象进行分析

与解释，具有一定的第二外语应

用能力。

2.6-6 具有一定的第二外语

应用能力 √ √ √

课程对专业毕业要求的支撑度：

专业毕业要求 指标点 2.6-6

第二外语零起点（II） M

三、课程学时分配与教学内容

课程学时分配：

课程内容 支撑的课程目标 理论学时 实践学时

Unit 1 课程目标 1/2/3 6 0

Unit 2 课程目标 1/2/3 6 0

Unit 3 课程目标 1/2/3 6 0

Unit 4 课程目标 1/2/3 8 0

Unit 5 课程目标 1/2/3 10 0

Unit 6 课程目标 1/2/3 6 0

Unit 7 课程目标 1/2/3 8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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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t 8 课程目标 1/2/3 6 0

Unit 9 课程目标 1/2/3 6 0

Unit 10 课程目标 1/2/3 10 0

总学时 72 0

课程教学内容：

Unit 1

教学内容：

1. New words

2. Grammar: The Future Tense

3. Dialogue: “What Are You Going to Do This Summer?”

4. Text: “After a Heavy Snowstorm”

5. Pattern Practice

6. Language Practice

7. Reading Practice: “Across the Channel”

本章教学重点：

1. The dialogue and the text

2. The Future Tense

本章教学难点：

The Future Tense

Unit 2

教学内容：

1. New words

2. Grammar: Modal Verbs and Articles

3. Dialogue: “Could I Speak to Jim, Please?”

4. Text: “Air Travel”

5. Pattern Practice

6. Language Practice

7. Reading Practice: “The Saha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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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教学重点：

1. The dialogue and the text

2. Modal Verbs and Articles

本章教学难点：

Articles

Unit 3

教学内容：

1. New Words

2. Grammar: The Passive Voice

3. Dialogue: “Have You Heard About Helen?”

4. Text: “A Noble Gift”

5. Pattern Practice

6. Language Practice

7. Reading Practice: “Water, Steam and Ice”

本章教学重点：

1. The dialogue and the text

2. The Passive Voice

本章教学难点：

The Passive Voice

Unit 4

教学内容：

1. New Words

2. Grammar: The Infinitive

3. Dialogue: “Have You Heard About Helen?”

4. Text: “Christmas”

5. Pattern Practice

6. Language Practice

7. Reading Practice: “Thanksgiving Day”

本章教学重点：

1. The dialogue and the 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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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The Infinitive

本章教学难点：

The Infinitive

Unit 5

Language Revision

Unit 6

教学内容：

1. New Words

2. Grammar: The Adverbial Clause

3. Dialogue: “Everyday Talk”

4. Text: “Good Manners”

5. Pattern Practice

6. Language Practice

7. Reading Practice: “The Stone on the Road”

本章教学重点：

1. The dialogue and the text

2. The Adverbial Clause

本章教学难点：

The Adverbial Clause

Unit 7

教学内容：

1. New Words

2. Grammar: The Attributive Clause

3. Dialogue: “What a Hot Day!”

4. Text: “Great Events”

5. Pattern Practice

6. Language Practice

7. Reading Practice: “What Does Friendship Mean to You?”

本章教学重点：

1. The dialogue and the 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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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The Attributive Clause

本章教学难点：

The Attributive Clause

Unit 8

教学内容：

1. New words

2. Grammar: “ The Direct Speech and Indirect Speech”

3. Dialogue: “ I’m Getting Heavier Nowadays!”

4. Text: A Job Interview

5. Pattern Practice

6. Language Practice

7. Reading Practice: “ A Perfect Excuse”

本章教学重点：

1. The dialogue and the text

2. The Continuous Tense

本章教学难点：

The Direct Speech and Indirect Speech

Unit 9

教学内容：

1. New words

2. Grammar: The Noun Clause

3. Dialogue: “How Much Later Are They Going to Be”

4. Text: “You Are What You Give”

5. Pattern Practice

6. Language Practice

7. Reading Practice: “A Letter on Reading”

本章教学重点：

The dialogue and the text

The Noun Clause

本章教学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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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Noun Clause

Unit 10

Language Revision

四、课程教学方法

本课程使用的教学方法主要包括：基于内容的教学法、案例教学法、归纳法

教学及演绎法教学。

五、课程教学评价

评价

方式

占期末总

评比例
评价目的及计分方式

课程目标

1 2 3

作业 20%

1.考查学生对所学知识的掌握程度。

2.作业成绩以十分制，或百分计，乘以其在

总评成绩中所占的比例计入总评成绩。作

业次数由任课教师根据学生实际情况灵

活掌握。

√ √ √

测验 20%

1.考查学生对所学知识的掌握程度；

2.测验成绩以十分制，或百分计，乘以其在

总评成绩中所占的比例计入总评成绩。测

验次数由任课教师根据学生实际情况灵

活掌握。

√ √ √

期末

考试
60%

1.考查学生对课程总体内容的掌握程度，以

及对知识的灵活运用能力。

2.卷面成绩 100分，折合 60%计入课程总评

成绩。

√ √ √

合计：100分

六、考核评价标准

参见文末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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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推荐阅读

1.参考教材：

亚历山大（L.G.Alexander）（英），何其莘. 新概念英语 1 [M]. 北京: 外语教学

与研究出版社, 1997.

2.参考资源：

（1）各类中、大型英语词典。

（2）各类互联网资源。

大纲修订人：魏艳辉 修订日期：2019年 6月 1日

大纲审定人：周萍 审定日期：2019年 7月 15日

主管院长：黄萍

院教指委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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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第二外语零起点 II》考核评价标准

课程目标

评分标准

90-100 80-89 70-79 60-69 0-59

优 良 中 及格 不及格

领会英语各种词性的基

本用法，掌握 600左右核

心词汇，掌握简单的英语

搭配,掌握情态动词、被动

语态、不定式、状语从句、

定语从句、直接引语、间

接引语、名词性从句，以

及掌握一般将来时等基

本语法。（支撑专业毕业

要求指标点 2.6-6）

完全领会英语各种词

性的基本用法，掌握

600左右核心词汇，掌

握简单的英语搭配 ,掌

握情态动词、被动语

态、不定式、状语从句、

定语从句、直接引语、

间接引语、名词性从

句，以及掌握一般将来

时等基本语法。

领会英语各种词性的

基本用法，掌握 600左

右核心词汇，掌握简单

的英语搭配,掌握情态

动词、被动语态、不定

式、状语从句、定语从

句、直接引语、间接引

语、名词性从句，以及

掌握一般将来时等基

本语法。

比较了解领会英语各

种词性的基本用法，掌

握 600左右核心词汇，

掌握简单的英语搭配,

掌握情态动词、被动语

态、不定式、状语从句、

定语从句、直接引语、

间接引语、名词性从

句，以及掌握一般将来

时等基本语法。

基本领会英语各种词

性的基本用法，掌握

600左右核心词汇，掌

握简单的英语搭配,掌

握情态动词、被动语

态、不定式、状语从句、

定语从句、直接引语、

间接引语、名词性从

句，以及掌握一般将来

时等基本语法。

不能领会英语各种词性

的基本用法，掌握 600

左右核心词汇，掌握简

单的英语搭配 ,掌握情

态动词、被动语态、不

定式、状语从句、定语

从句、直接引语、间接

引语、名词性从句，以

及掌握一般将来时等基

本语法。

具备运用基本英语词汇

和所学句式就一般性话

题进行口头和书面表达

完全具备运用基本英

语词汇和所学句式就

一般性话题进行口头

具备运用基本英语词

汇和所学句式就一般

性话题进行口头和书

比较具备运用基本英

语词汇和所学句式就

一般性话题进行口头

基本具备运用基本英

语词汇和所学句式就

一般性话题进行口头

不具备运用基本英语词

汇和所学句式就一般性

话题进行口头和书面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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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能力。具备理解英语书

面语简单段落传递的信

息的能力。具备对简单汉

英句子与段落进行互译

的能力。（支撑专业毕业

要求指标点 2.6-6）

和书面表达的能力。具

备理解英语书面语简

单段落传递的信息的

能力。具备对简单汉英

句子与段落进行互译

的能力。

面表达的能力。具备理

解英语书面语简单段

落传递的信息的能力。

具备对简单汉英句子

与段落进行互译的能

力。

和书面表达的能力。具

备理解英语书面语简

单段落传递的信息的

能力。具备对简单汉英

句子与段落进行互译

的能力。

和书面表达的能力。具

备理解英语书面语简

单段落传递的信息的

能力。具备对简单汉英

句子与段落进行互译

的能力。

达的能力。具备理解英

语书面语简单段落传递

的信息的能力。具备对

简单汉英句子与段落进

行互译的能力。

了解西方英语国家文化

基本常识。（支撑专业毕

业要求指标点 2.6-6）

非常了解西方英语国

家文化基本常识。

了解西方英语国家文

化基本常识。

比较了解西方英语国

家文化基本常识。

基本了解西方英语国

家文化基本常识。

不了解西方英语国家文

化基本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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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外语高起点(III)》教学大纲

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 名称 第二外语高起点（III）
Second Foreign Language for Advanced

Learners (III)

课程 编号 1412008007

课程 性质 通识必修课 适用 专业 俄语

选用 教材
郑树棠.新视野大学英语.第二版.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1.

总学 时 72

理论 学时 72 实践 学时 0

学分 4 开课 学期 第 3学期

前导 课程 第二外语高起点（II）

后续 课程 第二外语高起点（IV）

一、课程目标

本课程能够使学生达成如下目标：

1. 提高学生语言理解与分析能力，培养学生英语口头和书面表达能力。（支撑专

业毕业要求指标点 2.6-6）

2. 掌握英语国家的文化背景知识，培养对不同文化现象的敏感和尊重意识，培

养跨文化交际能力。（支撑专业毕业要求指标点 2.6-6）

3. 了解英语语言在实践中的创造性使用，具备扩充个人词汇量的知识和能力。

（支撑专业毕业要求指标点 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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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课程与专业毕业要求的支撑关系

课程目标与专业毕业要求的支撑关系：

专业毕业要求 专业毕业要求指标点
课程目标

1 2 3

2.6 能够理解俄语口语和书面语

传递的信息，能够准确得体地运用

俄语表达思想和情感，能够借助语

言工具和相关资源进行俄汉互译，

能够对语言现象进行分析与解释，

具有一定的第二外语应用能力。

2.6-6 具有一定的第二外语

应用能力

√ √ √

课程对专业毕业要求的支撑度：

专业毕业要求 指标点 2.6-6

第二外语高起点（III） H

三、课程学时分配与教学内容

课程学时分配：

课程内容 支撑的课程目标 理论学时 实践学时

Unit 1 Love Without Limitations 课程目标 1、2、3 12 0

Unit 2 Iron and the Effects of

Exercise

课程目标 1、2、3
10 0

Unit 3 Where Principles Come

First
课程目标 1、2、3 10 0

Unit 4 Five Symbols of American

Culture
课程目标 1、2、3 10 0

Unit 5 Graceful Hands 课程目标 1、2、3 10 0
Unit 6 How to Prepare for

Earthquakes
课程目标 1、2、3

1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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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t 7 Bill Gates 课程目标 1、2、3 10 0

总学时 72 0

课程教学内容：

Unit 1 Love Without Limitations

教学内容：

1. Text: Love Without Limitations

2. Text analysis: structure analysis, difficult sentences

3. Text structure: A problem-response-evaluation

4. Narrative point of view--first person narration

5. Theme interpretation: love without limitations

6. Characterization--the disabled brother Jimmy

7. Moral reasoning and reasonable judgments about the disabled

8. Cultural considerations and connotation

本章教学重点：

1. Text: Love Without Limitations

2. Text analysis: structure analysis, difficult sentences

3. Text structure: A problem-response-evaluation

4. Narrative point of view-first person narration

5. Characterization--Jimmy

6. Moral reasoning and reasonable judgments about the disabled

本章教学难点：

1. A problem-response-evaluation

2. Narrative point of view-first person narration

3. Moral reasoning and reasonable judgments

Unit 2 Iron and the Effects of Exercise

教学内容：

1. Text: Iron and the Effects of Exercise

2. Writing style--expos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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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Text analysis: structure analysis, difficult sentences

4. Text structure analysis--cause and effect

5. Understanding the findings of the study by the researchers of Purdue University

6. Understanding the relation between health and exercise

本章教学重点：

1. Text: Iron and the Effects of Exercise

2. Writing style--exposition

3. Text analysis: structure analysis, difficult sentences

4. Text structure analysis--cause and effect

5. Understanding the essay that deals with the relation between health and exercise

本章教学难点：

1. Essay writing methods

2. Text structure--cause and effect

3. Writing style--exposition

Unit 3 Where Principles Come First

教学内容：

1. Text: Where Principles Come First

2. Text analysis: structure analysis, difficult sentences

3. Text structure analysis--a general statement supported by an example

4. The principles followed by The Hyde School in school running

5. The feedbacks from the students and parents on the principles

6. The main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Hyde School and traditional schools

本章教学重点：

1. Text: Where Principles Come First

2. Text analysis: structure analysis, difficult sentences

3. Text structure analysis--a general statement supported by an example

4. The principles followed by The Hyde School in school running

5. The feedbacks from the students and parents on the principles

6. The problems that the school is faced w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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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教学难点：

1. Text structure analysis--a general statement supported by an example

2. Feedbacks from the students and parents on the principles

3. The main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Hyde School and traditional schools

Unit 4 Five Famous Symbols of American Culture

教学内容：

1. Text: Five Famous Symbols of American Culture

2. Text analysis: structure analysis, difficult sentences

3. Text structure analysis--time sequence

4. Introducing five famous symbols of American culture

5.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considerations

6. Significance of the symbols

本章教学重点：

1. Text: Five Famous Symbols of American Culture

2. Text analysis: structure analysis, difficult sentences

3. Writing technique--time sequence (narration, first thing first)

4. Introducing five famous symbols of American culture

5.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considerations of the symbols

本章教学难点：

1. The time sequence--first thing first
2. Narration and description

3. Identifying time markers

Unit 5 Graceful Hands

教学内容：

1.Text: Graceful Hands

2.Text Analysis: structure analysis, difficult sentences

3.Characterization---What kind of person Mrs. Clark is.

3.Text Structure: Dominant Impression Supported by Details

4.Theme Interpretation: What does death mean?

5.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ife and de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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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教学重点：

1.Text Analysis: structure analysis, difficult sentences

2.Characterization---What kind of person Mrs. Clark is.

3.Theme Interpretation: What does death mean?

本章教学难点：

1.The chronological arrangement of details

2.The philosophical explan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ife and death

Unit 6 How to Prepare for Earthquakes

教学内容：

1.Text: How to Prepare for Earthquakes

2.Text Analysis: structure analysis, difficult sentences

3.Text Structure: General Statement Supported by Details

4.Theme Interpretation: People should have some common sense for earthquake

5. Those details of the preparations for earthquakes

本章教学重点：

1. Text Analysis: structure analysis, difficult sentences

2.Text Structure: General Statement Supported by Details

3.The preparations for earthquakes including those English terms

本章教学难点：

1. Those English terms for earthquake preparation

2. How to arrange your details in narration.

Unit 7 Bill Gates

教学内容：

1.Text: Bill Gates

2.Text Analysis: structure analysis, difficult sentences

3.Text Structure: General Statement Supported by Details

4. Narrative point of view--third person narration

5.Theme Interpretation: The reasons why Bill Gates can succeed

6. The devotions Bill Gates does to the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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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教学重点：

1.Text Analysis: structure analysis, difficult sentences

2.Text Structure: General Statement Supported by Details

3. Narrative point of view--third person narration

4.Theme Interpretation: The reasons why Bill Gates can succeed

本章教学难点：

1.Narrative point of view--third person narration

2.The devotions Bill Gates does to the world.

四、课程教学方法

本课程使用的教学方法主要包括：基于问题式教学、探究式教学、任务型教

学法、基于内容的教学法、研讨式教学、归纳法教学及演绎法教学。

五、课程教学评价

评价

方式

占期末总

评比例
评价目的及计分方式

课程目标

1 2 3

作业 20%

1.考核学生对课文内容、写作方法的

掌握程度。

2.每次作业按 100分制单独评分，取

各次成绩的平均值乘以 20%计入

课程总评成绩。作业次数由任课

教师灵活掌握。

√ √ √

阶段

考试
20%

1.考查学生对所学课文内容和写作

方法的掌握程度；

2.阶段考试成绩以百分计，乘以其在

总评成绩中所占的比例计入总评

成绩。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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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末

考试
60%

1.考查学生对总体内容的掌握程度，

以及灵活运用语言的能力。

2.卷面成绩 100分，折合 60%计入课

程总评成绩。

√ √ √

合计：100分

六、考核评价标准

参见文末附件

七、推荐阅读

1.参考教材：

郑树棠. 新视野大学英语读写教程 3（教师用书）[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

出版社, 2011.

2.参考资源：

（1）胡全生. 新视野大学英语 3(综合训练) [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1.

（2）王德军. 新视野大学英语 3（学习指南）[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

社, 2013.

大纲修订人：镡冬玲、沈莹、冉宁 修订日期：2019年 9月 16日

大纲审定人： 审定日期：

主管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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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第二外语高起点（III）》考核评价标准

课程目标

评分标准

90-100 80-89 70-79 60-69 0-59

优 良 中 及格 不及格

提高学生语言理解与分

析能力，培养学生英语口

头和书面表达能力。（支

撑专业毕业要求指标点

2.6-6）

非常熟练地掌握语言

理解与分析能力，以及

英语口头和书面表达

能力。

熟练地掌握语言理解

与分析能力，以及英语

口头和书面表达能力。

比较熟练地掌握语言

理解与分析能力，以及

英语口头和书面表达

能力。

基本掌握语言理解与

分析能力，以及英语口

头和书面表达能力。

不具备语言理解与分析

能力，以及英语口头、

书面表达能力。

掌 掌握英语国家的文化背景

知识，培养对不同文化现

象的敏感和尊重意识，培

养跨文化交际能力。（支撑

专 业 毕 业 要 求 指 标 点

2.6-6）

非常熟悉国家的文化

背景知识，能够非常有

效地提高对不同文化

现象的敏感性和尊重

意识，从而培养非常高

超的跨文化交际能力。

熟悉英语国家的文化

背景知识，能够有效地

提高对不同文化现象

的敏感性和尊重意识，

从而培养高超的跨文

化交际能力。

了解英语国家的文化

背景知识，能够比较有

效地提高对不同文化

现象的敏感性和尊重

意识，从而培养比较高

超的跨文化交际能力。

基本了解英语国家的

文化背景知识，能够基

本有效地提高对不同

文化现象的敏感性和

尊重意识，从而培养一

定的跨文化交际能力。

不了解英语国家的文化

背景知识，不能够提高

对不同文化现象的敏感

性和尊重意识，无法培

养跨文化交际能力。

了解英语语言在实践中

的创造性使用，具备扩充

非常熟悉英语语言在

实践中的创造性使用，

熟悉英语语言在实践

中的创造性使用，充分

比较了解英语语言在

实践中的创造性使用，

基本了解英语语言在

实践中的创造性使用，

不了解英语语言在实践

中的创造性使用，不具



50

个人词汇量的知识和能

力。（支撑专业毕业要求

指标点 2.6-6）

非常充分地具备扩充

个人词汇量的知识与

能力。

地具备扩充个人词汇

量的知识和能力。

比较充分地具备扩充

个人词汇量的知识与

能力。

具一定的扩充个人词

汇量的知识和能力。

备扩充个人词汇量的知

识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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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外语零起点（III）》教学大纲

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 名称 第二外语零起点（III）
Second Foreign Language for Beginners
（Ⅲ）

课程 编号 1412008003

课程 性质 学科基础课程 适用 专业 俄语专业

选用 教材
李桂兰.零起点大学英语基础教程 3(修订版)[M].北京：外语教学与

研究出版社，2009.8

总学 时 72

理论 学时 72 实践 学时 0

学分 4 开课 学期 第 3学期

前导 课程 第二外语零起点（I），第二外语零起点（II）

后续 课程 第二外语零起点（IV）

一、课程目标

本课程能够使学生达成如下目标：

1. 具有英语听说读写译的能力，能够运用语言综合应用能力。（支撑专业毕业要

求指标点 2.6-6）

2. 能够通过自主学习对知识进行更新和提高，具有终身学习和适应发展的能力。

（支撑专业毕业要求指标点 2.9-1）

3. 具有终身学习英语的意识，通过持续的学习提高，适应社会和个人的可持续

性发展。（支撑专业毕业要求指标点 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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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课程与专业毕业要求的支撑关系

课程目标与专业毕业要求的支撑关系：

专业毕业要求 专业毕业要求指标点
课程目标

1 2 3

2.6 具有较强的沟通表达能力。

能够通过口头和书面表达方式与

同行、社会公众进行有效沟通；

2.6-6 具有一定的第二外语

应用能力
√ √ √

2.9 具有终身学习意识和自我管

理、自主学习能力，能够通过不

断学习，适应社会和个人可持续

发展。

2.9-1 具有自主学习和进行

知识更新的意识
√ √ √

2.9-2 具有终身学习和适应

发展的能力 √ √ √

课程对专业毕业要求的支撑度：

专业毕业要求 指标点 2.6-6 指标点 2.9-1 指标点 2.9-2

第二外语零起点（III） M M M

三、课程学时分配与教学内容

课程内容 支撑的课程目标 理论学时 实践学时

Unit one

The three wishes 课程目标 1、2、3 8 0

Unit two

Keeping a diary 课程目标 1、2、3 8 0

Unit three

Insurance 课程目标 1、2、3 8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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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t four

Vitamins 课程目标 1、2、3 8 0

Unit five

Language revision 课程目标 1、2、3 4 0

Unit six

The prince of programmers-Bill

Gates

课程目标 1、2、3 8 0

Unit seven

“Only a madman chooses to live

in a large modern city”
课程目标 1、2、3 8 0

Unit eight

Long walk to freedom 课程目标 1、2、3 8 0

Unit nine

Pandora’s box 课程目标 1、2、3 8 0

Unit ten

Language revision 课程目标 1、2、3 4 0

总学时 72 0

课程教学内容：

Unit 1 The Three Wishes

教学内容：

1. Dialogue: At a Restaurant

2. The text

3. Sentence patterns：Do you mind if I sit here? / they kept hoping…/ how I wish I

had…/she would let them have three wishes.

本章教学重点：

The four types of subjunctive mood

本章教学难点：

Subjunctive m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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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t 2 Keeping a Diary

教学内容：

1. Dialogue: Going through a Customs

2. the text

3. Sentence patterns: not only because…, but because…/ there is no doubt that

paper is patient./ nor is it so./ In order to enhance in my mind’s eye the picture.

本章教学重点：

The use of “It”

本章教学难点：

Neither…nor…

Unit 3 Insurance

教学内容：

1. Dialogue: keep working on it.

2. The text

3. Sentence patterns: can’t…until…/ be of help/ remind sb. that / would rather talk

about...than…

本章教学重点：

Verb-ing Form: finish cleaning the garden/ getting angry/ the girl standing at the door

is my teacher’s daughter. / Being ill, Tom has to stay in bed.

本章教学难点：

The words involved in verb-ing form

Unit 4 Vitamins

教学内容：

1. Dialogue: Do you Set a Table?

2. The text

3. Sentence patterns： has something to do with…/ no extra vitamins are needed,

providing you eat proper fo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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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教学重点：

Verb-ed Form

本章教学难点：

The usage of verb-ed

Unit 5 Language Revision

教学内容：

1. The revision of the grammar learned in the previous units

2. The tone of reading poems

本章教学重点：

Useful expressions: enjoy life, make a wish, lack patience, make up one’s mind,

boiling water

本章教学难点：

Grammatical Error correction

Unit 6 The Prince of Programmers—Bill Gates

教学内容：

1. Dialogue： when can you start?

2. The text

3. Sentence patterns： it was because of his passion for programming that he later

dropped out of Harvard. / despite his wealth and marriage, Gates hasn’t slowed

down.

本章教学重点：

Grammar-- inversion

本章教学难点：

Different types of reversion: complete reversion, and partial inversion

Unit 7 “Only a Madman Chooses to Live in a Large Modern City”

教学内容：

1. Dialogue:



56

2. The text

3. Sentence patterns: what’s the matter with them? /wherever you look, it’s people,

people, people.

本章教学重点：

Punctuation marks

本章教学难点：

Some special punctuation usage

Unit 8 Long Walk to Freedom

教学内容：

1. Dialogue: what do you dislike about him?

2. The text

3. Sentence patterns: not only was I not free, but (also) my brothers and sisters were

not free.

本章教学重点：

Parallelism and emphatic sentence

本章教学难点：

How to keep the subject and predicate consistent

Unit 9 Pandora’s Box
教学内容：

1. Dialogue: would you like me to explain how to use it

2. The text

3. Sentence patterns: she could resist the temptation no longer and she opened the box.

/out poured all the evils that have caused so much misery. / it has been hope that has

made it possbilbe.

本章教学重点：

Explain some expression in other words

本章教学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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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bine sentences

Unit 10 Language Revision

教学内容：

1. The revision of the grammar learned in the previous units

4. The tone of reading poems

本章教学重点：

Useful expressions: chain stores, withdraw money, resist the temptation, cost of living,

precious memories.

本章教学难点：

Grammatical Error correction

四、课程教学方法

本课程使用的教学方法主要包括：基于内容的教学法、参与式教学法。

五、课程教学评价

评价

方式

占期末总

评比例
评价目的及计分方式

课程目标

1 2 3

课堂

测试
40%

1.学期中通过多次作业及测试，考核

学生对每章节知识点的理解和

掌握程度以及教学效果。

2.总分 40分，计入期末总评成绩。

√ √ √

期末

考试
60%

1.考查学生对课程总体内容的掌握

程度，以及对知识点的灵活运用

能力。

2.卷面成绩 100分，折合 60%计入

课程总评成绩。

√ √ √

合计：10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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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考核评价标准

参见文末附件

七、推荐阅读

1.参考教材：

(1) 何其莘.新概念英语 2 实践与进步.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7. 10

2.参考资源：

https://www.putclub.com/ 普特英语学习网

大纲修订人：李颖娜 修订日期：2019年 6月 1日

大纲审定人： 魏艳辉 审定日期：2019年 7月 15日

主管院长：黄萍

院教指委主任：

https://book.jd.com/publish/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_1.html
https://www.putclub.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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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第二外语零起点（III）》考核评价标准

课程目标

评分标准

90-100 80-89 70-79 60-69 0-59

优 良 中 及格 不及格

具有英语听说读写译

的能力，能够运用语言

综合应用能力。（支撑

专业毕业要求指标点

2.6-6）

具有非常好的英语

听说读写译的能力，

能够非常好地运用

语言综合应用能力。

具有较好的英语听

说读写译的能力，能

够很好地运用语言

综合应用能力。

具有必要的英语听

说读写译的能力，能

够运用语言综合应

用能力。

具有一定的英语听

说读写译的能力，能

够在一定程度上运

用语言综合应用能

力。

不具有英语听说读

写译的能力，不能够

运用语言综合应用

能力。

能够通过自主学习对

知识进行更新和提高，

具有终身学习和适应

发展的能力。（支撑专

业毕业要求指标点

2.9-1）

能够非常好地通过

自主学习对知识进

行更新和提高，具有

终身学习和适应发

展的能力。

能够较好地通过自

主学习对知识进行

更新和提高，具有终

身学习和适应发展

的能力。

能够通过自主学习

对知识进行更新和

提高，具有终身学习

和适应发展的能力。

能够在一定程度上

通过自主学习对知

识进行更新和提高，

具有终身学习和适

应发展的能力。

不能够通过自主学

习对知识进行更新

和提高，不具有终身

学习和适应发展的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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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终身学习英语的

意识，通过持续的学习

提高，适应社会和个人

的可持续性发展。（支

撑专业毕业要求指标

点 2.9-2）

具有非常好的终身

学习英语的意识，通

过持续的学习提高，

适应社会和个人的

可持续性发展。

具有较好的终身学

习英语的意识，通过

持续的学习提高，适

应社会和个人的可

持续性发展。

具有必要的终身学

习英语的意识，通过

持续的学习提高，适

应社会和个人的可

持续性发展。

具有一定的终身学

习英语的意识，通过

持续的学习提高，适

应社会和个人的可

持续性发展。

不具有终身学习英

语的意识，不能通过

持续的学习提高，不

能适应社会和个人

的可持续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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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俄语（I）》教学大纲

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 名称 基础俄语（I） Basic Russian I

课程 编号 1912008003

课程 性质 专业必修课 适用 专业 俄语专业

选用 教材
荣洁主编. 俄语 1（全新版）普通高等学校“十一五”国家级规划

教材.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 5月.

总学 时 210学时

理论 学时 210 学时 实践 学时 0 学时

翻转、案例 、

实践 、创 新

翻转：0 学时；案例：0 学时

实践：0 学时；创新：0 学时

学分 11 学分 开课 学期 第 1学期

前导 课程

后续 课程 基础俄语（II）

一、课程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能够使学生达成如下的目标：

1.能够初步掌握俄语的语言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简要了解俄语国家文化习

俗以及文学等相关人文社会科学的知识。（支撑毕业要求 2.2-1）

2.能够初步掌握俄语听、说、读、写、译等基本技能应用俄语语言知识，在

一定场合就日常话题用俄语进行简单的交流。（支撑毕业要求 2.6-1; 2.6-2）

3.具有对俄语语言的敏感度和逻辑辨析能力，能够对语言现象、概念等要素

进行合理分析、评价、解读。（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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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课程与专业毕业要求的支撑关系

课程目标与专业毕业要求的支撑关系：

专业毕业要求 专业毕业要求指标点
课程目标

1 2 3

2.2 2.2系统地掌握俄语专业知识，能够理

解俄语文学作品的内容和主题思想，

欣赏文学作品的特点、风格和语言艺

术，熟悉中国语言文化知识，了解人

文社会科学基础知识。

2.2- 2.2-1 系统地掌握俄语语音、

词汇、语法、篇章和修辞等

语言知识，了解语言研究的

基础理论和方法，能够对语

言现象进行分析与解释。

√

2.6能够理解俄语口语和书面语传递

的信息，能够准确得体地运用俄语表

达思想和情感，能够借助语言工具和

相关资源进行俄汉互译，能够对语言

现象进行分析与解释，具有一定的第

二外语应用能力。

2.6-1 能够听懂一般话题的俄

语口头表达及新闻报道、影视

作品等

√

2.6-2 能够用俄语口头表达思

想和情感 √

2.3具有对俄语语言的敏感度和逻辑

辨析能力，能够对语言现象、背景、

概念等要素进行合理分析、评价、解

读，对多样化的语言现象敢于提出自

己的质疑和见解；具有运用思辨能力

自觉反思和调节自己思维过程、行为

方式以及自觉改进的能力

2.3-1 具有对俄语语言的敏感

度和逻辑辨析能力，能够对语

言现象、背景、概念等要素进

行合理分析、评价、解读，对

多样化的语言现象敢于提出

自己的质疑和见解

√

课程对专业毕业要求的支撑度：

专业毕业要求
指标点

2.2-1

指标点

2.6-1

指标点

2.6-2

指标点

2.3-1

基础俄语（I） H M H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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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课程学时分配与教学内容

课程学时分配：

课程内容 支撑的课程目标 理论学时 实践学时

Урок 1 （语音课）

1. 元音[а], [о], [у]

2. 辅音[м], [н], [к], [т], [п]

课程目标 2 10 0

Урок 2 （语音课）

1. 元音[э], [ы]
2. 辅音[г], [д], [б]
3. 浊辅音在词末尾的弱化

4. 元音[а], [о]的弱化

课程目标 2 10 0

Урок 3 （语音课）

1. 元音[и]
2. 辅音[с], [ф], [х], [в], [з]
3. 调型 1

课程目标 2 10 0

Урок 4 （语音课）

1. 辅音[j]
2. 元音字母я, ё, ю, е
3. 熟悉硬辅音和软辅音概念

4. 软辅音[м΄], [н΄], [к΄]

课程目标 2 10 0

Урок 5 （语音课）

1. 辅音[ш], [ж], [ц]
2. 软辅音 [с΄], [ф΄], [т΄], [п΄]
3. 词的节律和语段

4. 前置词和后面词的连读

5. 调型 2（1）

课程目标 2 10 0

Урок 6 （语音课）

1. 硬辅音[р]
2. 辅音[р]和软辅音后[а], [э]的弱化

3. 清浊辅音的对应和同化

4. 调型 2（2）

课程目标 2 10 0

Урок 7 （语音课）

1. 软辅音[г΄], [д΄], [б΄], [в΄] [з΄]
2. 某些辅音音组的读法（1）

课程目标 2 10 0



64

3. 调型 3（1）

Урок 8 （语音课）

1.软辅音 [ч΄], [щ΄], [р΄] [л΄]
2.某些辅音音组的读法（2）
3.调型 3（2）

课程目标 2 10 0

Урок 9 （语音课）

1. 元音[а]，[о]，[э]在[ж]，[ш]，[ц]

后的弱化

2. 带или的选择疑问句语调

3. 掌握调型 4（1）

课程目标 2 10 0

Урок 10 （语音课）

1. 掌握调型 4（2）

2. 熟悉未完结语调和完结语调

3. 熟悉俄罗斯人的名字和父称的读

音特点

4.俄语的词类

课程目标 2 10 0

Урок 11 （语音课）

1. 掌握列举语调和对别语调

2. 熟悉名词的性

3. 语音小结，熟悉并总结语音规则

课程目标 2 10 0

Урок 12 （语音课）

1. 掌握部分外来词的读法

2. 熟悉形容词的性和复数

3. 语调小结

4. 熟悉生词和词组

课程目标 2 10 0

Урок 1（基础课）

Наш университет
课程目标 3 10 0

Урок 2（基础课）

Наша семья
课程目标 3 10 0

Урок 3（基础课）

На занятиях
课程目标 3 1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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Урок 4（基础课）

В гостинице
课程目标 3 10 0

Урок 5（基础课）

Времена года
课程目标 3 10 0

Урок 6（基础课）

Мой день
课程目标 1 10 0

Урок 7（基础课）

Хобби
课程目标 1 10 0

Урок 8（基础课）

Город Харбин
课程目标 1 10 0

Урок 9（基础课）

Праздник Весны
课程目标 3 10 0

总学时 210 0

课程教学内容：

Урок 1 （语音课）

教学内容：

1. 元音[а], [о], [у]

2. 辅音[м], [н], [к], [т], [п]

3. 熟悉音节和重音

4.了解俄语中清浊辅音的概念

本课教学重点：掌握元音和辅音的区别

本课教学难点：元音[о]的发音，注意嘴型，不要移动

Урок 2 （语音课）

教学内容：

1. 元音[э], [ы]

2. 熟悉浊辅音在词末尾的弱化

3.元音[а], [о]的弱化

4.了解字母的连写

本课教学重点：浊辅音在词末尾的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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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教学难点：元音[а], [о]的弱化

Урок 3 （语音课）

教学内容：

1. 掌握元音[и]

2. 掌握辅音[с], [ф], [х], [в], [з]

3. 调型 1

4. 熟悉移行规则

本课教学重点：掌握元音[и]和辅音[с], [ф], [х], [в], [з]
本课教学难点：调型 1

Урок 4 （语音课）

教学内容：

1. 辅音[j]
2. 元音字母я, ё, ю, е
3. 熟悉硬辅音和软辅音概念

4. 软辅音[м΄], [н΄], [к΄]

5. 了解软音符号和硬音符号

6. 了解移行规则（2）
本课教学重点：硬辅音和软辅音的区别

本课教学难点：软辅音的发音

Урок 5 （语音课）

教学内容：

1. 辅音[ш], [ж], [ц]
2. 软辅音 [с΄], [ф΄], [т΄], [п΄]
3. 词的节律和语段

4. 前置词和后面词的连读

5. 调型 2（1）
本课教学重点：调型 2（1）
本课教学难点：词的节律和语段

Урок 6 （语音课）

教学内容：

1. 硬辅音[р]
2. 辅音[р]和软辅音后[а], [э]的弱化

3. 清浊辅音的对应和同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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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调型 2（2）

本课教学重点：硬辅音[р]和软辅音后[а], [э]的弱化

本课教学难点：硬辅音[р]

Урок 7 （语音课）

教学内容：

1. 软辅音[г΄], [д΄], [б΄], [в΄] [з΄]
2. 某些辅音音组的读法（1）
3. 调型 3（1）

本课教学重点：调型 3
本课教学难点：某些辅音音组的读法

Урок 8 （语音课）

教学内容：

1.软辅音 [ч΄], [щ΄], [р΄] [л΄]
2.某些辅音音组的读法（2）
3.调型 3（2）

本课教学重点：软辅音 [ч΄], [щ΄], [р΄] [л΄]
本课教学难点：某些辅音音组的读法

Урок 9 （语音课）

教学内容：

1. 元音[а]，[о]，[э]在[ж]，[ш]，[ц]后的弱化

2. 带или的选择疑问句语调

3. 掌握调型 4（1）

本课教学重点：带или的选择疑问句语调

本课教学难点：元音[а]，[о]，[э]在[ж]，[ш]，[ц]后的弱化

Урок 10 （语音课）

教学内容：

1. 掌握调型 4（2）

2. 熟悉未完结语调和完结语调

3. 熟悉俄罗斯人的名字和父称的读音特点

4.俄语的词类

本课教学重点：未完结语调和完结语调

本课教学难点：俄罗斯人的名字和父称的读音特点

Урок 11（语音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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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内容：

1. 掌握列举语调和对别语调

2. 熟悉名词的性

3. 语音小结，熟悉并总结语音规则

本课教学重点：列举语调和对别语调

本课教学难点：名词的性

Урок 12 （语音课）

教学内容：

1. 掌握部分外来词的读法

2. 熟悉形容词的性和复数

3. 语调小结

4. 熟悉生词和词组

本课教学重点：语调小结

本课教学难点：形容词的性和复数

Урок 1（基础课）

教学内容：

1. 掌握名词的复数

2. 掌握代词的性、复数

3. 掌握人称代词

4. 熟悉课文Наш университет
本课教学重点：名词、代词复数第一格

本课教学难点：形容词、代词与名词复数第一格的一致

Урок 2（基础课）

教学内容：

1．掌握动词第一式变位

2．掌握主语和谓语，定语

3．掌握副词的用法

4. 熟悉课文Наша семья
本课教学重点：动词第一式变位

本课教学难点：主语与谓语的搭配

Урок 3（基础课）

教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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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掌握动词第二式变位

2.掌握名词单数第六格

3.掌握前置词 о , в, на（1）

4.熟悉课文На занятиях

5.针对所学内容进行适当的汉俄互译。

本课教学重点：动词第二式变位

本课教学难点：前置词о , в, на（1）的用法

Урок 4（基础课）

教学内容：

1．掌握名词复数第六格

2．掌握形容词、代词单、复数第六格

3．掌握动词过去式

4. 熟悉课文В гостинице
本课教学重点：名词形容词、代词、复数第六格

本课教学难点：动词过去式

Урок 5（基础课）

教学内容：

1．及物动词和不及物动词

2．阴性名词和形容词、代形容词阴性的单数第四格

3. 前置词в, на（2）
4．言语范例、问答、课文、对话中的积极词语和用语

本课教学重点：及物动词和不及物动词

本课教学难点：前置词в, на

Урок 6（基础课）

教学内容：

1．动物名词和非动物名词

2．阳性、中性名词单数第四格，形容词、代形容词的阳性、中性单数第四格

3. 俄罗斯的姓和名的第四格

4．言语范例、问答、课文、对话中的积极词语和用语

本课教学重点：阳性、中性名词单数第四格，形容词、代形容词的阳性、中性单

数第四格

本课教学难点：俄罗斯的姓和名的第四格

Урок 7（基础课）

教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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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掌握未完成体动词将来时

2. 掌握动词быть的用法

3. 掌握状语概念及用法

4. 熟悉课文Хобби
本课教学重点：未完成体动词将来时的构成与用法

本课教学难点：动词быть的用法

Урок 8（基础课）

教学内容：

1.掌握名词复数第四格

2.掌握形容词、代形容词复数第四格

3.掌握与第四格连用的前置词

4.熟悉课文Город Харбин
本课教学重点：名词复数第四格

本课教学难点：第四格连用的前置词

Урок 9（基础课）

教学内容：

1. 掌握名词、形容词、代词单数第二格

2. 第二格的用法（1）

3. 要求第二格的前置词

4. 熟悉课文Праздник Весны
本课教学重点：名词、形容词、代词单数第二格

本课教学难点：第二格的用法

四、课程教学方法

本课程采用传统授课、启发式、讨论式教学、小组合作学习等方法进行教学，

充分、合理地利用多媒体、网络等现代化教学手段辅助俄语教学，提高俄语教学

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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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课程教学评价

评价

方式

占期末总

评比例
评价目的及计分方式

课程目标

1 2 3

平时

成绩
10%

1.主要考核学生对部分知识点的掌握程度；

2.根据平时作业和课堂听写、小测评分，取各

次成绩的平均值作为此环节的最终成绩。

√ √

期中

考试
30%

1.结合教学进度安排期中考试，考查学生对相

关知识的掌握程度；

2.期中考试成绩以百分计，乘以其在总评成绩

中所占的比例计入总评成绩。

√ √ √

期末

考试
60%

分为笔试（占 50%）和口试（占 10%）

1.笔试主要考核学生整个学期所学的语言知识

点的掌握和运用能力，以闭卷形式进行，考

试题型为：填空题、选择题、造句题、翻译

题和作文等。卷面成绩 100分，以卷面成绩

乘以 50%计入课程总评成绩。

2.口试考查学生应用语言知识的口头表达能

力；教师根据学生口头表达内容和语言流利

准确度评分，评分以 10%计入课程总评成绩。

√ √ √

合计：100分

六、考核评价标准

参见文末附件

七、推荐阅读

1.参考教材：

史铁强主编，大学俄语（1）[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年 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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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参考资源：

（1）高等学校俄语专业教学大纲[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2年 10

月

（2） 黄颖，新编俄语语法[M].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7年 6月。

（3） 张会森，俄语语法[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 8月。

大纲修订人：吴琼 修订日期：

大纲审定人： 审定日期：

主管院长：

院教指委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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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基础俄语（I）考核评价标准

课程目标

评分标准

90-100 80-89 70-79 60-69 0-59

优 良 中 及格 不及格

能够初步掌握俄语的语

言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

简要了解俄语国家文化

习俗以及文学等相关人

文社会科学的知识。（支

撑毕业要求 2.2-1）

非常了解俄语的语言

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

简要了解俄语国家文

化习俗以及文学等相

关人文社会科学的知

识。

了解俄语的语言基础

知识和基本理论，简要

了解俄语国家文化习

俗以及文学等相关人

文社会科学的知识。

比较了解俄语的语言

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

简要了解俄语国家文

化习俗以及文学等相

关人文社会科学的知

识。

基本了解俄语的语言

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

简要了解俄语国家文

化习俗以及文学等相

关人文社会科学的知

识。

不了解俄语的语言基础

知识和基本理论，简要

了解俄语国家文化习俗

以及文学等相关人文社

会科学的知识。

能够初步掌握俄语听、

说、读、写、译等基本技

能应用俄语语言知识，在

一定场合就日常话题用

俄语进行简单的交流。

（支撑毕业要求 2.6-1；

2.6-2）

具有很好的俄语听、

说、读、写、译等基本

技能应用俄语语言知

识，在一定场合就日常

话题用俄语进行简单

的交流。

具有良好的俄语听、

说、读、写、译等基本

技能应用俄语语言知

识，在一定场合就日常

话题用俄语进行简单

的交流。

具有俄语听、说、读、

写、译等基本技能应用

俄语语言知识，在一定

场合就日常话题用俄

语进行简单的交流。

具有基本的俄语听、

说、读、写、译等基本

技能应用俄语语言知

识，在一定场合就日常

话题用俄语进行简单

的交流。

不具有俄语听、说、读、

写、译等基本技能应用

俄语语言知识，不能就

日常话题用俄语进行简

单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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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对俄语语言的敏感

度和逻辑辨析能力，能够

对语言现象、概念等要素

进行合理分析、评价、解

读。（2.3-1）

非常具备自主学习和

知识更新的意识，具有

终身学习和适应发展

的能力。

具备自主学习和知识

更新的意识，具有终身

学习和适应发展的能

力。

比较具备自主学习和

知识更新的意识，具有

终身学习和适应发展

的能力。

基本具备自主学习和

知识更新的意识，具有

终身学习和适应发展

的能力。

不具备自主学习和知识

更新的意识，具有终身

学习和适应发展的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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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俄语（II）》教学大纲

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 名称 基础俄语（II） Basic RussianⅡ

课程 编号 1412008131

课程 性质 专业必修课 适用 专业 俄语专业

选用 教材 何文丽. 俄语 2（全新版）.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

总学 时 180学时

理论 学时 180学时 实践 学时 0 学时

翻转、案 例 、

实践 、创 新

翻转：16学时；案例：0学时

实践：0学时； 创新：0学时

学分 10 学分 开课 学期 第二学期

前导 课程 基础俄语（Ⅰ）

后续 课程 基础俄语（Ⅲ）

一、课程目标

本课程能够使学生达成如下目标：

1.掌握俄语的语言基础知识，了解俄语国家文化习俗以及政治、历史、文学

等相关人文社会科学的知识。（支撑毕业要求 2.2-4; 2.2-5）

2.应用俄语语言知识，对俄语语言现象进行分析，在不同场合就日常话题和

一般社会文化题材用俄语进行交流讨论，形成良好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支撑毕

业要求 2.6-1; 2.6-2）

3.具有良好的思辨能力，能够用书面俄语阐述观点和表达情感，熟悉俄语表

达的基本规范和方法，具备综合的俄语运用能力。（支撑毕业要求 2.3-1; 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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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课程与专业毕业要求的支撑关系

课程目标与专业毕业要求的支撑关系：

专业毕业要求 专业毕业要求指标点
课程目标

1 2 3

2.2 系统地掌握俄语专业知

识，能够理解俄语文学作品的

内容和主题思想，欣赏文学作

品的特点、风格和语言艺术，

熟悉中国语言文化知识，了解

人文社会科学基础知识。

2.2-4 掌握词汇学、语用学、文体学

等语言学分支的基本内容和研究方

法，具备俄语语言学综合系统的知识

架构和对俄语语篇的综合分析能力。

√

2.2-5 掌握俄语国家和区域的政治、

经济、历史、社会、地理等文化知识

与相关国情知识;

√

2.3 具有对俄语语言的敏感

度和逻辑辨析能力，能够对语

言现象、背景、概念等要素进

行合理分析、评价、解读，对

多样化的语言现象敢于出自

己的质疑和见解；具有运用思

辨能力自觉反思和调节自己

思维过程、行为方式以及自觉

改进的能力。

2.3-1 具有对俄语语言的敏感度和逻

辑辨析能力，能够对语言现象、背景、

概念等要素进行合理分析、评价、解

读，对多样化的语言现象敢于提出自

己的质疑和见解； √

2.6 能够理解俄语口语和书

面语传递的信息，能够准确得

体地运 用俄语表达思想和情

感，能够借助语言工具和相关

资源进行俄汉互译，能够对语

2.6-1 能够准确有效地获取和理解用

口头或书面俄语传递的信息和表达

的思想，具备推断、概括信息的能力

和细致观察和辨别语言的能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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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现象进行分析与解释，具有

一定的第二外语应用能力。

2.6-2 能够准确有效地用口头或书面

俄语表达和传递信息和表达思想，了

解俄语交际功能和俄语思维习惯，熟

悉表达的基本规范和方法，具备综合

的俄语运用能力，能达到较高的准确

度和流畅度；

√ √

课程对专业毕业要求的支撑度：

专业毕业要求
指标点

2.2-4

指标点

2.2-5

指标点

2.3-1

指标点

2.6-1

指标点

2.6-2

基础俄语（II） H M M H H

三、课程学时分配与教学内容

课程学时分配：

课程内容 支撑的课程目标 理论学时 实践学时

第一课 课程目标 1；2；3 12 0

第二课 课程目标 1；2；3 12 0

第三课 课程目标 1；2；3 12 0

第四课 课程目标 1；2；3 12 0

第五课 课程目标 1；2；3 12 0

第六课 课程目标 1；2；3 12 0

第七课 课程目标 1；2；3 12 0

第八课 课程目标 1；2；3 12 0

第九课 课程目标 1；2；3 12 0

第十课 课程目标 1；2；3 12 0

第十一课 课程目标 1；2；3 12 0

第十二课 课程目标 1；2；3 1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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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课 课程目标 1；2；3 12 0

第十四课 课程目标 1；2；3 12 0

总学时 180 0

课程教学内容：

第一课

教学内容：

1．名词、形容词、代词复数第二格

2. 第二格的用法(2)

3. 数词 1—20

4. 不定人称句

5. 言语范句、对话示例、课文中的积极词语和用语

本课教学重点：

名词的复数二格、二格的用法（2）、不定人称句

本课教学难点：

名词的复数二格、二格的用法（2）

第二课

教学内容：

1．动词的体及完成体动词过去时

2. 动词体的意义和用法

3. 说明从属句

4. 联系用语与连接词

5. 言语范句、对话示例、课文中的积极词语和用语

本课教学重点：

完成体动词过去时，说明从属句

本课教学难点：

动词体的意义和用法，说明从属句

第三课

教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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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完成体动词将来时

2. 动词体的对应形式

3. 及物动词加-ся

4. 言语范句、对话示例、课文中的积极词语和用语

本课教学重点：

完成体动词将来时

本课教学难点：

动词体的对应形式

第四课

教学内容：

1．动词命令式

2. 人称代词第三格

3. 定向动词与不定向动词

4. 言语范句、对话示例、课文中的积极词语和用语

本课教学重点：

动词命令式、定向动词与不定向动词

本课教学难点：

定向动词与不定向动词

第五课

教学内容：

1．名词第三格

2. 代词第三格

3. 形容词第三格

4. 言语范句、对话示例、课文中的积极词语和用语

本课教学重点：

名词第三格、形容词第三格

本课教学难点：

名词第三格

第六课



80

教学内容：

1．名词复数第三格

2. 形容词复数第三格

3. 代词复数第三格

4. 连接词чтобы的用法

5. 言语范句、对话示例、课文中的积极词语和用语

本课教学重点：

名词、形容词及代词的复数第三格

本课教学难点：

连接词чтобы的用法

第七课

教学内容：

1．数词 21——100

2. 年龄表示法

3. 钟点表示法

4. 言语范句、对话示例、课文中的积极词语和用语

本课教学重点：

年龄表示法、钟点表示法

本课教学难点：

年龄表示法

第八课

教学内容：

1．动词第一人称命令式

2. 动词第三人称命令式

3. 时间表示法

4. 言语范句、对话示例、课文中的积极词语和用语

本课教学重点：

动词第一人称命令式、时间表示法

本课教学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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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词第三人称命令式

第九课

教学内容：

1．数量数词 1—100的变格

2. 钟点表示法（2）

3. 时间表示法

4. 言语范句、对话示例、课文中的积极词语和用语

本课教学重点：

数量数词 1—100的变格、时间表示法

本课教学难点：

数量数词 1—100的变格

第十课

教学内容：

1．名词、形容词、代词单数第五格

2. 人称代词第五格

3. 第五格的用法

4. 言语范句、对话示例、课文中的积极词语和用语

本课教学重点：

名词、形容词、代词单数第五格，第五格的用法

本课教学难点：

第五格的用法

第十一课

教学内容：

1. 名词、形容词、代词复数第五格

2. 第五格的前置词

3. быть的用法小结

4. 言语范句、对话示例、课文中的积极词语和用语

本课教学重点：

名词、形容词、代词复数第五格，第五格的前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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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教学难点：

第五格的前置词

第十二课

教学内容：

1. 第二格的用法

2. 言语范句、对话示例、课文中的积极词语和用语

本课教学重点：

第二格的用法

本课教学难点：

第二格的用法

第十三课

教学内容：

1. 数词 101——1000及其变格

2. 掌握年、月、日的表示法

3. 言语范句、对话示例、课文中的积极词语和用语

本课教学重点：

数词 101——1000及其变格、年、月、日的表示法

本课教学难点：

数词 101——1000的变格

第十四课

教学内容：

1. 带который的限定从属句

2. 动词过去时体的用法

3. 言语范句、对话示例、课文中的积极词语和用语

本课教学重点：

带который的限定从属句

本课教学难点：

动词过去时体的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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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课程教学方法

本课程采用传统授课、启发问答式、讨论式教学、小组合作学习等方法进行教学，充分、

合理地利用多媒体、网络等现代化教学手段辅助俄语教学，提高俄语教学质量，同时对学生

进行线上线下辅导，为学生答疑解惑。

五、课程教学评价

评价

方式

占期末总

评比例
评价目的及计分方式

课程目标

1 2 3

平时

成绩
10%

1.主要考核学生对部分知识点的掌握程度。

2.根据平时的课堂听写、小测评分，取各次

成绩的平均值作为此环节的最终成绩。

√ √ √

期中

考试
30%

1.结合教学进度安排期中考试，考查

学生对相关知识的掌握程度和语

言运用能力。

2.期中考试成绩以百分计，乘以其在

总评成绩中所占的比例计入总评

成绩。

√ √ √

期末

考试
60%

分为笔试（占 50%）和口试（占 10%）

1.笔试主要考核学生整个学期所学

的语言知识点的掌握和运用能力，

考试题型为：填空题、选择题、造句题、翻

译题和作文等。卷面成绩 100分，以卷面成

绩乘以 50%计入课程总评成绩。

2.口试考查学生应用语言知识的口

头表达能力；教师根据学生口头表

达内容和语言流利准确度评分，评

分以 10%计入课程总评成绩。

√ √ √

合计：10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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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考核评价标准

参见文末附件

七、推荐阅读

1.参考教材：

刘素梅，大学俄语（2）[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0年.

2.参考资源：

高等学校俄语专业教学大纲[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2年.

大纲修订人： 修订日期：

大纲审定人： 审定日期：

主管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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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基础俄语（II）》考核评价标准

课程目标

评分标准

90-100 80-89 70-79 60-69 0-59

优 良 中 及格 不及格

握 掌握俄语的语言基础知

识，了解俄语国家文化习

俗以及政治、历史、文学

等相关人文社会科学的知

识。（支撑毕业要求 2.2-4;

2.2-5）

系统掌握了本课程的

主要语言知识点；非常

熟悉俄语国家文化习

俗以及政治、历史、文

学等相关人文社会科

学的知识。

基本掌握了本课程的

主要语言知识点；熟

悉俄语国家文化习俗

以及政治、历史、文

学等相关人文社会科

学的知识。

基本掌握了本课程的

核心语言知识点，但存

在个别盲点；比较熟悉

俄语国家文化习俗以

及政治、历史、文学等

相关人文社会科学的

知识。

大致了解本课程的核心

语言知识点，但有一些

知识点掌握不准确，存

在盲点；了解一些俄语

国家文化习俗以及政

治、历史、文学等相关

人文社会科学的知识。

没有掌握本课程的核心

语言知识点；不了解俄

语国家文化习俗以及政

治、历史、文学等相关

人文社会科学的知识。

应用俄语语言知识，对俄

语语言现象进行分析，在

不同场合就日常话题和

一般社会文化题材用俄

语进行交流讨论，形成良

好的跨文化交际能力。

熟练掌握了俄语听、

说、读、写、译等基本

技能。能够根据语境，

准确得体地应用语言

知识，进行言语交际。

比较熟练地掌握了俄

语听、说、读、写、

译等基本技能。能够

根据语境，比较准确

得体地应用语言知

识，进行言语交际。

基本掌握了俄语听、

说、读、写、译等基本

技能。能够根据语境，

基本准确得体地应用

语言知识，进行言语交

际。

部分掌握了俄语听、说、

读、写、译等基本技能。

能够根据语境，部分地

应用语言知识，进行言

语交际。

没有掌握俄语听、说、

读、写、译等基本技能。

不能准确得体地应用语

言知识，进行言语交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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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撑毕业要求 2.6-1;

2.6-2）

具有良好的思辨能力，能

够用书面俄语阐述观点

和表达情感，熟悉俄语表

达的基本规范和方法，具

备综合的俄语运用能力。

（支撑毕业要求 2.3-1;

2.6-2）

具有很好的思辨能力，

能够很熟练地用书面

俄语阐述观点和表达

情感，很熟悉俄语表达

的基本规范和方法，具

备综合的俄语运用能

力。

具有较好的思辨能

力，能够比较熟练地

用书面俄语阐述观点

和表达情感，比较熟

悉俄语表达的基本规

范和方法，具备综合

的俄语运用能力。

具有基本的思辨能力，

能够相对熟练地用书

面俄语阐述观点和表

达情感，相对熟悉俄语

表达的基本规范和方

法，基本具备综合的俄

语运用能力。

具有一些思辨能力，能

够基本做到用书面俄语

阐述观点和表达情感，

熟悉大部分俄语表达的

基本规范和方法，具备

一定的综合俄语运用能

力。

缺少思辨能力，不能做

到用书面俄语阐述观点

和表达情感，没有掌握

俄语表达的基本规范和

方法，不具备综合俄语

运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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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俄语（III）》教学大纲

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 基础俄语（Ⅲ） Elementary Russian （Ⅲ）

课程编号 1912008005

课程性质 学科基础课 适用专业 俄语专业

选用教材
黄东晶主编，俄语 3（全新版），普通高等学校“十一五”国家级

规划教材，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 11月

总学时 144学时

理论学时 144 学时 实践学时 0 学时

翻转、案例、

实践、创新

翻转： 0 学时；案例： 0 学时

实践： 0 学时；创新： 0 学时

学分 8 学分 开课学期 第 3 学期

前导课程 基础俄语（Ⅱ）

后续课程 基础俄语（Ⅳ）

一、课程目标

本课程能够使学生达成如下目标：

1. 能够通过学习系统掌握俄语的语言基础知识，了解俄语国家文化习俗以及政

治、历史、文学等相关人文社会科学的知识。（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2.2-1）
2. 能够应用俄语语言知识，在不同场合就日常话题和一般社会文化题材用俄语

进行交流讨论，形成良好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2.6-1；
2.6-2）

3. 具有良好的思辨能力，能够对俄语语言现象进行分析，能够理解、评论俄语

文章的主题思想，用俄语阐述观点和表达情感。（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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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课程与专业毕业要求的支撑关系

课程目标与专业毕业要求的支撑关系：

专业毕业要求 专业毕业要求指标点
课程目标

1 2 3

2.2系统地掌握俄语专业知识，能够理

解俄语文学作品的内容和主题思想，

欣赏文学作品的特点、风格和语言艺

术，熟悉中国语言文化知识，了解人

文社会科学基础知识。

2.2-1 系统地掌握俄语语

音、词汇、语法、篇章和

修辞等语言知识，了解语

言研究的基础理论和方

法，能够对语言现象进行

分析与解释。

√

2.3 具有对俄语语言的敏感度和逻辑

辨析能力，能够对语言现象、背景、

概念等要素进行合理分析、评价、解

读，对多样化的语言现象敢于提出自

己的质疑和见解；具有运用思辨能力

自觉反思和调节自己思维过程、行为

方式以及自觉改进的能力。

2.3-1 具有对俄语语言的

敏感度和逻辑辨析能力，

能够对语言现象、背景、

概念等要素进行合理分

析、评价、解读，对多样

化的语言现象敢于提出

自己的质疑和见解。

√

2.6 能够理解俄语口语和书面语传递

的信息，能够准确得体地运用俄语表

达思想和情感，能够借助语言工具和

相关资源进行俄汉互译，能够对语言

现象进行分析与解释，具有一定的第

二外语应用能力。

2.6-1 能够听懂一般话

题的俄语口头表达及新

闻报道、影视作品等。

√

2.6-2 能够用俄语口头

表达思想和情感。
√

2.6-3 能够理解俄语书

面语传递的信息。

2.6-4 能够用俄语进行

常见文体的写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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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对专业毕业要求的支撑度：

专业毕业要求 指标点 2.2-1 指标点 2.3-1 指标点 2.6-1 指标点 2.6-2

基础俄语（Ⅲ） H M M H

三、课程学时分配与教学内容

课程学时分配：

课程内容 支撑的课程目标 理论学时 实践学时

Урок 1 课程目标 1，2，3 12 0

Урок 2 课程目标 1，2，3 12 0

Урок 3 课程目标 1，2，3 12 0

Урок 4 课程目标 1，2，3 12 0

Урок 5 课程目标 1，2，3 12 0

Урок 6 课程目标 1，2，3 12 0

Урок 7 课程目标 1，2，3 12 0

Урок 8 课程目标 1，2，3 12 0

Урок 9 课程目标 1，2，3 12 0

Урок 10 课程目标 1，2，3 12 0

Урок 11 课程目标 1，2，3 12 0

Урок 12 课程目标 1，2，3 12 0

总学时 36 0

课程教学内容：

Урок 1
教学内容：

1．俄语时间状语的表达法

2．表达时间关系的俄语前置词的用法

3．言语范句、对话示例、课文中的积极词语和用语

4. 与俄罗斯人交往的言语礼节，并将其转化为言语技能

教学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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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掌握本课的积极词汇和常用结构、对话及课文内容

2. 熟练掌握俄语时间状语的表达法、表达时间关系的俄语前置词的用法

3. 了解相关的国情知识

重点难点：

本课教学重点：时间状语表达法，与俄罗斯人交往的言语礼节

本课教学难点：表达时间关系的俄语前置词的区别

学时分配：

语法部分 1：Выражение обстоятельства времени 2学时

语法部分 2：Предлоги, обозначающие время 2学时

言语范例和问答： 2学时

课文：Как правильно общаться с русскими 4学时

对话：Изучение иностранных языков 2学时

Урок 2
教学内容：

1．俄罗斯人的姓名构成及其变格

2．非俄罗斯人的姓名变格

3．言语范例、问答、课文、对话中的积极词语和用语

教学要求:

1. 掌握本课的积极词汇和常用结构、对话及课文内容

2. 熟练掌握俄罗斯人的姓名构成及其变格，熟悉非俄罗斯人的姓名变格

3. 了解相关的国情知识

重点难点：

本课教学重点：俄罗斯人的姓的变格

本课教学难点：俄罗斯人的姓的变格

学时分配：

语法部分 1：Русские имена, отчества и фамилии и их их склонение 2学时

语法部分 2：Склонение нерусских имён и фамилий 2学时

言语范例和问答： 2学时

课文：О русских именах 4学时

对话：Встреча с интересным человеком 2学时

Урок 3
教学内容：

1．俄语形容词的类型

2．俄语形容词短尾的构成和用法

3．言语范例、问答、课文、对话中的积极词语和用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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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要求:

1. 掌握本课的积极词汇和常用结构、对话及课文内容

2. 熟练掌握俄语形容词短尾的构成和用法

3. 了解相关的国情知识

重点难点：

本课教学重点：俄语形容词短尾的构成和用法

本课教学难点：俄语形容词长尾和短尾形式的区别

学时分配：

语法部分 1：Качественные прилагательные и относительные прилагательные
2学时

语法部分 2：Краткая форма прилагательных 2学时

言语范例和问答： 2学时

课文：Как дружат в разных странах 2学时

对话：Разговор в библиотеке 2学时

Урок 4
教学内容：

1．俄语谓语的类型

2．俄语动词性合成谓语和名词性合成谓语的构成和用法

3．言语范例、问答、课文、对话中的积极词语和用语

教学要求:

1. 掌握本课的积极词汇和常用结构、对话及课文内容

2. 熟练掌握俄语动词性合成谓语和名词性合成谓语的构成和用法

3. 了解相关的国情知识

重点难点：

本课教学重点：动词性合成谓语和名词性合成谓语

本课教学难点：系词和表语

学时分配：

语法部分 1：Типы сказуемых 2学时

语法部分 2：Составное сказуемое 2学时

言语范例和问答： 2学时

课文：МодаⅩⅩⅠ века 2学时

对话：В магазине 2学时

Урок 5
教学内容：

1．俄语形容词的比较级和最高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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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俄语副词的比较级和最高级

3．言语范例、问答、课文、对话中的积极词语和用语

教学要求:

1. 掌握本课的积极词汇和常用结构、对话及课文内容

2. 熟练掌握俄语形容词、副词的比较级和最高级的构成、用法

3. 了解相关的国情知识

重点难点：

本课教学重点：俄语形容词和副词的比较级

本课教学难点：俄语简单式比较级的构成和用法

学时分配：

语法部分 1：Сравнительная степень прилагательных и наречий 2学时

语法部分 2：Превосходная степень прилагательных и наречий 2学时

言语范例和问答： 2学时

课文：Эрмитаж 2学时

对话：На выставке 2学时

Урок 6
教学内容：

1．俄语说明从属句的用法

2．直接引语和间接引语

3．言语范例、问答、课文、对话中的积极词语和用语

教学要求:

1. 掌握本课的积极词汇和常用结构、对话及课文内容

2. 熟练掌握俄语说明从属句的用法、掌握将直接引语转化成间接引语的方法

3. 了解相关的国情知识

重点难点：

本课教学重点：俄语说明从属句的指示词和连接词

本课教学难点：俄语说明从属句连接词的使用、将直接引语转换成间接引语

学时分配：

语法部分 1：Изъяснительное придаточное предложение 2学时

语法部分 2：Прямая и косвенная речь 2学时

言语范例和问答： 2学时

课文：Мужчина и женщина 2学时

对话：У врача 2学时

Урок 7
教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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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俄语名词限定从属句

2．俄语代词限定从属句

3．言语范例、问答、课文、对话中的积极词语和用语

教学要求:

1. 掌握本课的积极词汇和常用结构、对话及课文内容

2. 熟练掌握俄语名词限定从属句和代词限定从属句

3. 了解相关的国情知识

重点难点：

本课教学重点：俄语限定从属句

本课教学难点：俄语限定从属句连接词的使用

学时分配：

语法部分 1：Типы сказуемых 2学时

语法部分 2：Составное сказуемое 2学时

言语范例和问答： 2学时

课文：О русском гостеприимстве 2学时

对话：В гостях у русского друга 2学时

Урок 8
教学内容：

1．俄语带ни- 的否定代词

2．俄语带ни- 的否定副词

3．言语范例、问答、课文、对话中的积极词语和用语

教学要求:

1. 掌握本课的积极词汇和常用结构、对话及课文内容

2. 熟练掌握俄语带ни- 的否定代词和否定副词

3. 了解相关的国情知识

重点难点：

本课教学重点：俄语带ни- 的否定代词、否定副词

本课教学难点：俄语带ни- 的否定代词、否定副词

学时分配：

语法部分 1：Отрицательное местоимение с ни- 2学时

语法部分 2：Отрицательное наречие с ни- 2学时

言语范例和问答： 2学时

课文：Что такое здоровое питание 2学时

对话：Праздничная поездка 2学时

Урок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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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内容：

1．俄语带не- 的否定代词

2．俄语带не- 的否定副词

3．言语范例、问答、课文、对话中的积极词语和用语

教学要求:

1. 掌握本课的积极词汇和常用结构、对话及课文内容

2. 熟练掌握俄语带не- 的否定代词和否定副词

3. 了解相关的国情知识

重点难点：

本课教学重点：俄语带не- 的否定代词、否定副词

本课教学难点：俄语带ни- 和带не-的否定代词、否定副词的区别

学时分配：

语法部分 1：Отрицательное местоимение с не- 2学时

语法部分 2：Отрицательное наречие с не- 2学时

言语范例和问答： 2学时

课文：Человек и природа 2学时

对话：Сегодня День лесопосадок 2学时

Урок 10
教学内容：

1．俄语带 -то, -нибудь, кое- 的不定代词

2．俄语带 -то, -нибудь, кое- 的不定副词

3．言语范例、问答、课文、对话中的积极词语和用语

教学要求:

1. 掌握本课的积极词汇和常用结构、对话及课文内容

2. 熟练掌握俄语带-то, -нибудь, кое- 的不定代词和不定副词

3. 了解相关的国情知识

重点难点：

本课教学重点：俄语带 -то, -нибудь, кое- 的不定代词、不定副词

本课教学难点：俄语带 -то和带-нибудь的不定代词、不定副词的区别

学时分配：

语法部分 1：Неопределённые местоимения с -то, -нибудь, кое- 2学时

语法部分 2：Неопределённые наречия с -то, -нибудь, кое- 2学时

言语范例和问答： 2学时

课文：Наши увлечения 2学时

对话：Выходной день 2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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Урок 11
教学内容：

1．俄语反身代词的用法

2．俄语限定代词的用法

3．言语范例、问答、课文、对话中的积极词语和用语

教学要求:

1. 掌握本课的积极词汇和常用结构、对话及课文内容

2. 熟练掌握俄语反身代词和限定代词的用法

3. 了解相关的国情知识

重点难点：

本课教学重点：俄语反身代词、限定代词的变格和用法

本课教学难点：俄语反身代词себя和限定代词сам的区别

学时分配：

语法部分 1：Возвратное местоимение 2学时

语法部分 2：Определительное местоимение 2学时

言语范例和问答： 2学时

课文：Выбор профессии 2学时

对话：Кем быть 2学时

Урок 12
教学内容：

1．俄语动词假定式的用法

2．俄语地点从属句和条件从属句

3．言语范例、问答、课文、对话中的积极词语和用语

教学要求:

1. 掌握本课的积极词汇和常用结构、对话及课文内容

2. 熟练掌握俄语动词假定式的构成和用法、俄语地点从句、条件从句的用法

3. 了解相关的国情知识

重点难点：

本课教学重点：俄语假定式的用法、条件从属句

本课教学难点：现实条件句和非现实条件句的区别

学时分配：

语法部分 1：Сослагательное наклонение глагола 2学时

语法部分 2：Придаточноые предложения места и условия 2学时

言语范例和问答： 2学时

课文：Размышление о будущем 2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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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На собеседование 2学时

四、课程教学方法

本课程采用传统授课、启发问答式、讨论式教学、小组合作学习等方法进行

教学，充分、合理地利用多媒体、网络等现代化教学手段辅助俄语教学，提高俄

语教学质量，同时对学生进行线上线下辅导，为学生答疑解惑。课堂教学注重和

学生的互动，以学生为主体，精讲多练，练习形式多样化，如师生对话、生生对

话、学生口头表述等多种形式开展教学活动。

五、课程教学评价

评价

方式

占期末总

评比例
评价目的及计分方式

课程目标

1 2 3

平时

成绩
10%

1. 考查学生对部分知识点的掌握情况，题型为

词形变化（考核课程目标 1的达成度）、听写

和翻译（考核课程目标 2 的达成度）。

2.根据平时的课堂听写、单元测试成绩，按照所

占比例折合后计入总评成绩。

√ √

期中

考试
20%

1.结合教学进度安排期中考试，考查学生对相关

知识的掌握程度和语言运用能力，题型为：填

空题和选择题（考核课程目标 1的达成度）、

造句题和翻译题（考核课程目标 2的达成度）。

2.期中考试以闭卷形式进行，成绩以百分计，乘

以其在总评成绩中所占的比例计入总评成绩。

√ √

期末

笔试
50%

1.笔试主要考核学生整个学期所学的语言知识

点的掌握、运用能力以及思辨能力。考试题型

为：填空题、选择题、完形填空（考核课程目

标 1的达成度）造句题、翻译题（考核课程目

标 2的达成度）、阅读和作文（考核课程目标

3的达成度）等。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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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以闭卷形式进行，卷面成绩 100分，以卷面成

绩乘以 50%计入课程总评成绩。

口试 20%

1. 口试考查学生应用语言知识的口头表达能力

和思辨能力。题型为：口头造句、口头翻译（考

核课程目标 2的达成度）和口头表述（考核课

程目标 3的达成度）

2. 教师根据学生口头表达内容和语言流利准确

度评分，评分以 20%计入课程总评成绩。

√ √

合计：100分

六、考核评价标准

参见文末附件

七、推荐阅读

1.参考教材：

（1）黄玫，大学俄语（3）[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0.

（2）孙晓薇，大学俄语（一课一练）[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1.

（3）杨雷英，新编俄语教程(3)[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2.

2.参考资源：

高等学校俄语专业教学大纲[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2.

大纲修订人： 赵 洁 修订日期：

大纲审定人： 审定日期：

主管院长：

院教指委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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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基础俄语（Ⅲ）》考核评价标准

课程目标

评分标准

90-100 80-89 70-79 60-69 0-59

优 良 中 及格 不及格

能够通过学习系统掌握俄语

的语言基础知识，了解俄

语国家文化习俗以及政

治、历史、文学等相关人

文社会科学的知识。（支撑

毕业要求指标点 2.2-1）

能够通过学习系统掌

握俄语的语言基础知

识，非常了解俄语国家

文化习俗以及政治、历

史、文学等相关人文社

会科学的知识。

能够通过学习系统掌

握俄语的语言基础知

识，了解俄语国家文化

习俗以及政治、历史、

文学等相关人文社会

科学的知识。

能够通过学习系统掌

握俄语的语言基础知

识，比较了解俄语国家

文化习俗以及政治、历

史、文学等相关人文社

会科学的知识。

能够通过学习系统掌

握俄语的语言基础知

识，一般了解俄语国家

文化习俗以及政治、历

史、文学等相关人文社

会科学的知识。

不能通过学习俄语的语

言基础知识，了解俄语

国家文化习俗以及政

治、历史、文学等相关

人文社会科学的知识。

能够应用俄语语言知识，

在不同场合就日常话题

和一般社会文化题材用

俄语进行交流讨论，形成

良好的跨文化交际能力。

（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2.6-1；2.6-2）

能够很好地应用俄语

语言知识，在不同场合

就日常话题和一般社

会文化题材用俄语进

行交流讨论，形成很好

的跨文化交际能力。

能够较好地应用俄语

语言知识，在不同场合

就日常话题和一般社

会文化题材用俄语进

行交流讨论，形成良好

的跨文化交际能力。

基本能够应用俄语语

言知识，在不同场合就

日常话题和一般社会

文化题材用俄语进行

交流讨论，形成一定的

跨文化交际能力。

能够部分应用俄语语

言知识，在不同场合就

日常话题和一般社会

文化题材用俄语进行

交流讨论，形成部分的

跨文化交际能力。

不能应用俄语语言知

识，不能在不同场合就

日常话题和一般社会文

化题材用俄语进行交流

讨论，没有形成跨文化

交际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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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良好的思辨能力，能

够对俄语语言现象进行

分析，能够理解、评论俄

语文章的主题思想，用俄

语阐述观点和表达情感。

（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2.3-1）

具有很好的思辨能力，

能够对俄语语言现象

进行分析，能够很好地

理解、评论俄语文章的

主题思想，用俄语阐述

观点和表达情感。

具有良好的思辨能力，

能够对俄语语言现象

进行分析，能够较好地

理解、评论俄语文章的

主题思想，用俄语阐述

观点和表达情感。

具有基本的思辨能力，

能够对俄语语言现象

进行分析，基本能够理

解、评论俄语文章的主

题思想，用俄语阐述观

点和表达情感。

具有一定的思辨能力，

能够对俄语语言现象

进行分析，能够部分理

解、评论俄语文章的主

题思想，用俄语阐述观

点和表达情感。

不具有良好的思辨能

力，不能对俄语语言现

象进行分析，不能理解、

评论俄语文章的主题思

想，无法用俄语阐述观

点和表达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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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俄语（IV）》教学大纲

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 名称 基础俄语（IV） Basic Russian IV

课程 编号 1912008006

课程 性质 专业必修课 适用 专业 俄语专业

选用 教材
赵为主编，俄语 4（全新版），普通高等学校“十一五”国家级规

划教材，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 11月.

总学 时 144学时

理论 学时 144 学时 实践 学时 0 学时

翻转、案例 、

实践 、创 新

翻转： 0 学时；案例： 0 学时

实践： 0 学时；创新： 0 学时

学分 8 学分 开课 学期 第 4学期

前导 课程 基础俄语（III）

后续 课程 基础俄语（V）

一、课程目标

本课程能够使学生达成如下目标：

1.系统掌握俄语的语言基础知识，了解俄语国家文化习俗以及政治、历史、

文学等相关人文社会科学的知识。（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2.2-1）

2.能够应用俄语语言知识，在不同场合就日常话题和一般社会文化题材用

俄语进行交流讨论，以书面形式表达思想，形成良好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支撑

毕业要求指标点 2.6-1；2.6-2；2.6-4）

3.具有良好的思辨能力，能够对俄语语言现象进行分析，能够理解、评论

俄语文章的主题思想，用俄语阐述观点和表达情感。（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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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课程与专业毕业要求的支撑关系

课程目标与专业毕业要求的支撑关系：

专业毕业要求 专业毕业要求指标点
课程目标

1 2 3

2.2系统地掌握俄语专业知识，能够

理解俄语文学作品的内容和主题思

想，欣赏文学作品的特点、风格和语

言艺术，熟悉中国语言文化知识，了

解人文社会科学基础知识。

指标 2.2-1系统地掌握俄语语

音、词汇、语法、篇章和修辞

等语言知识，了解语言研究的

基础理论和方法，能够对语言

现象进行分析与解释

√

2.6能够理解俄语口语和书面语传递

的信息，能够准确得体地运用俄语表

达思想和情感，能够借助语言工具和

相关资源进行俄汉互译，能够对语言

现象进行分析与解释，具有一定的第

二外语应用能力。

指标 2.6-1能够听懂一般话题

的俄语口头表达及新闻报道、

影视作品等

√

指标 2.6-2能够理解俄语书面

语传递的信息
√

指标 2.6-4能够用俄语进行常

见文体的写作
√

2.3具有对俄语语言的敏感度和逻辑

辨析能力，能够对语言现象、背景、

概念等要素进行合理分析、评价、解

读，对多样化的语言现象敢于提出自

己的质疑和见解；具有运用思辨能力

自觉反思和调节自己思维过程、行为

方式以及自觉改进的能力

指标 2.3-1具有对俄语语言的

敏感度和逻辑辨析能力，能够

对语言现象、背景、概念等要

素进行合理分析、评价、解读，

对多样化的语言现象敢于提

出自己的质疑和见解

√

课程对专业毕业要求的支撑度：

专业毕业

要求

指标点

2.2-1

指标点

2.6-1

指标点

2.6-2

指标点

2.6-4

指标点

2.3-1

实践俄语（IV） H M H M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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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课程学时分配与教学内容

课程学时分配：

课程内容 支撑的课程目标 理论学时 实践学时

Урок 1 课程目标 1，2，3 2 10

Урок 2 课程目标 1，2，3 4 8

Урок 3 课程目标 1，2，3 4 8

Урок 4 课程目标 1，2，3 2 10

Урок 5 课程目标 1，2，3 4 8

Урок 6 课程目标 1，2，3 2 10

Урок 7 课程目标 1，2，3 2 10

Урок 8 课程目标 1，2，3 2 10

Урок 9 课程目标 1，2，3 1 11

Урок 10 课程目标 1，2，3 4 8

Урок 11 课程目标 1，2，3 2 10

Урок 12 课程目标 1，2，3 1 11

总学时 30 114

课程教学内容：

Урок 1
教学内容：

1．带 -ся动词

2．不定式句

3．言语范句、对话示例、课文中的积极词语和用语

4. 与俄罗斯人交往的言语礼节，并将其转化为言语技能

教学重点:
带-ся动词, 不定式句的意义和用法

教学难点：

带-ся动词及与不带-ся动词的意义区别

Урок 2
教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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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副动词

2．动名词

3．言语范例、问答、课文、对话中的积极词语和用语

教学重点：

副动词

教学难点：

副动词的构成及使用

Урок 3
教学内容：

1．主动形动词

2．言语范例、问答、课文、对话中的积极词语和用语

教学重点：

主动形动词的构成和用法

教学难点：

主动形动词和带который从句的替换

Урок 4
教学内容：

1．同位语

2．比较短语;比较从属句

3．言语范例、问答、课文、对话中的积极词语和用语

教学重点：

比较短语和比较从属句的使用

教学难点：

比较短语固定表达式

Урок 5
教学内容：

1．被动形动词

2．原因从属句;目的从属句

3．言语范例、问答、课文、对话中的积极词语和用语

教学重点：

被动形动词的构成及用法

教学难点：

被动形动词的特殊形式

Урок 6
教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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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被动形动词短尾

2．动词的被动态

3. 说明从属句

4．言语范例、问答、课文、对话中的积极词语和用语

教学重点：

被动形动词短尾的构成和使用

教学难点：

动词被动态的构成及正确使用

Урок 7
教学内容：

1．谓语的类型

2．让步从属句

3．言语范例、问答、课文、对话中的积极词语和用语

教学重点：

让步从属句

教学难点：

让步从属句联系用语及动词体的使用

Урок 8
教学内容：

1．程度、行为方法从属句

2．结果从属句

3．言语范例、问答、课文、对话中的积极词语和用语

教学重点：

程度、行为方法从属句

教学难点：

程度、行为方法从属句的联系用语及用法

Урок 9
教学内容：

1．数词 1000—10亿
2．运动动词前缀

3．言语范例、问答、课文、对话中的积极词语和用语

教学重点：

数词 1000—10亿
教学难点：

数词 1000—10亿的构成及变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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Урок 10
教学内容：

1．集合数词

2．成语性复合句(1)
3．言语范例、问答、课文、对话中的积极词语和用语

教学重点：

集合数词的变格和使用

教学难点：

成语性复合句的运用

Урок 11
教学内容：

1．成语性复合句(2)
2．同等成分

3．言语范例、问答、课文、对话中的积极词语和用语

教学重点：

成语性复合句句式

教学难点：

成语性复合句中动词体的使用

Урок 12
教学内容：

1．呼语和插入语

2．无连接词复合句

3．言语范例、问答、课文、对话中的积极词语和用语

教学重点：

无连接词复合句

教学难点：

无连接词复合句分句间的关系及标点使用

四、课程教学方法

本课程采用传统授课、启发问答式、讨论式教学、小组合作学习等方法进行

教学，充分、合理地利用多媒体、网络等现代化教学手段辅助俄语教学，提高俄

语教学质量，同时对学生进行线上线下辅导，为学生答疑解惑。课堂教学注重和

学生的互动，以学生为主体，精讲多练，练习形式多样化，如师生对话、生生对

话、学生口头表述等多种形式开展教学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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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课程教学评价

评价

方式

占期末总

评比例
评价目的及计分方式

课程目标

1 2 3

平时

成绩
10%

1.主要考核学生对部分知识点的掌握程度；

2.根据平时的课堂听写、小测评分，取各次成

绩的平均值作为此环节的最终成绩。

√ √

期中

考试
30%

1.结合教学进度安排期中考试，考查学生对相

关知识的掌握程度和语言运用能力；

2.期中考试以闭卷笔试形式进行，成绩以百分

计，乘以其在总评成绩中所占的比例计入总

评成绩。

√ √

期末

考试
60%

分为笔试（占 50%）和口试（占 10%）

1.笔试主要考核学生整个学期所学的语言知

识点的掌握和运用能力，以闭卷形式进行，

考试题型为：填空题、选择题、造句题、翻

译题和作文等。卷面成绩 100分，以卷面成

绩乘以 50%计入课程总评成绩。

2.口试考查学生应用语言知识的口头表达能

力；教师根据学生口头表达内容和语言流利

准确度评分，评分以 10%计入课程总评成绩。

√ √ √

合计：100分

六、考核评价标准

参见文末附件

七、推荐阅读

1.参考教材：

黄玫主编. 大学俄语（4）[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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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参考资源：

高等学校俄语专业教学大纲[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2年 10月

大纲修订人： 蒋本蓉 修订日期：

大纲审定人： 审定日期：

主管院长：

院教指委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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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基础俄语（IV）》考核评价标准

课程目标

评分标准

90-100 80-89 70-79 60-69 0-59

优 良 中 及格 不及格

能够通过学习系统掌握

俄语的语言基础知识，了

解俄语国家文化习俗以

及政治、历史、文学等相

关人文社会科学的知识。

（支撑毕业要求 2.2-1）

能够通过学习系统掌

握俄语的语言基础知

识，非常了解俄语国家

文化习俗以及政治、历

史、文学等相关人文社

会科学的知识。

能够通过学习系统掌

握俄语的语言基础知

识，了解俄语国家文化

习俗以及政治、历史、

文学等相关人文社会

科学的知识。

能够通过学习系统掌

握俄语的语言基础知

识，比较了解俄语国家

文化习俗以及政治、历

史、文学等相关人文社

会科学的知识。

能够通过学习系统掌

握俄语的语言基础知

识，一般了解俄语国家

文化习俗以及政治、历

史、文学等相关人文社

会科学的知识。

不能通过学习俄语的语

言基础知识，了解俄语

国家文化习俗以及政

治、历史、文学等相关

人文社会科学的知识。

能够应用俄语语言知识，

在不同场合就日常话题

和一般社会文化题材用

俄语进行交流讨论，以书

面形式表达思想，形成良

好的跨文化交际能力。

（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能够很好地应用俄语

语言知识，在不同场合

就日常话题和一般社

会文化题材用俄语进

行交流讨论，以书面形

式表达思想，形成很好

的跨文化交际能力。

能够较好地应用俄语

语言知识，在不同场合

就日常话题和一般社

会文化题材用俄语进

行交流讨论，以书面形

式表达思想，形成良好

的跨文化交际能力。

基本能够应用俄语语

言知识，在不同场合就

日常话题和一般社会

文化题材用俄语进行

交流讨论，以书面形式

表达思想，形成一定的

跨文化交际能力。

能够部分应用俄语语

言知识，在不同场合就

日常话题和一般社会

文化题材用俄语进行

交流讨论，以书面形式

表达思想，形成部分的

跨文化交际能力。

不能应用俄语语言知

识，在不同场合就日常

话题和一般社会文化题

材不能用俄语进行交，

没有形成跨文化交际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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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1；2.6-2；2.6-4）

具有良好的思辨能力，能

够对俄语语言现象进行

分析，能够理解、评论俄

语文章的主题思想，用俄

语阐述观点和表达情感。

（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2.3-1）

具有良好的思辨能力，

能够对俄语语言现象

进行深入分析，能够深

入理解、评论俄语文章

的主题思想，流利用俄

语阐述观点和表达情

感。

具有较好的思辨能力，

能够对俄语语言现象

进行较深入地分析，能

够较深入理解、评论俄

语文章的主题思想，比

较地流利用俄语阐述

观点和表达情感。

基本具有一定的思辨

能力，基本能够对俄语

语言现象进行分析，能

够理解、评论俄语文章

的主题思想，用俄语阐

述观点和表达情感。

具有部分思辨能力，能

够对部分俄语语言现

象进行分析，能够理

解、评论部分俄语文章

的主题思想，用俄语阐

述观点和表达情感。

不具有思辨能力，不能

对俄语语言现象进行分

析，不能够理解、评论

俄语文章的主题思想，

不能用俄语阐述观点和

表达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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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俄语（Ⅰ）》教学大纲

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 名称 高级俄语（Ⅰ） Advanced Russian（Ⅰ）

课程 编号 1912008007

课程 性质 专业必修课 适用 专业 俄语

选用 教材
王铭玉主编，俄语 5（全新版），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

规划教材，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 10月

总学 时 108 学时

理论 学时 108 学时 实践 学时 0

翻转、案 例 、

实践 、创 新

翻转：0 学时； 案例：0学时

实践：0 学时； 创新：0学时

学分 6 学分 开课 学期 第 5学期

前导 课程 基础俄语（Ⅳ）

后续 课程 高级俄语（Ⅱ）

一、课程目标

本课程能够使学生达成如下目标：

1. 加深、巩固前期已经掌握的俄语语言基础知识，进一步了解俄语国家文化习

俗以及政治、历史、文学等相关人文社会科学知识。（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2.2-1）

4. 自如运用已掌握的俄语语言知识，在不同场合就日常话题和一般社会文化题

材用俄语进行交流讨论，形成良好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2.6-1；2.6-2；2-6.3；2.6-4）

5. 具有良好的思辨能力，在分析、理解俄语语言现象的基础上，评论俄语文章

的主题思想，用俄语准确表达思想，阐述观点。（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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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课程与专业毕业要求的支撑关系

课程目标与专业毕业要求的支撑关系：

专业毕业要求 专业毕业要求指标点
课程目标

1 2 3

2.2系统地掌握俄语专业知识，能够理

解俄语文学作品的内容和主题思想，

欣赏文学作品的特点、风格和语言艺

术，熟悉中国语言文化知识，了解人

文社会科学基础知识。

2.2-1 系统地掌握俄语语音、

词汇、语法、篇章和修辞等语

言知识，了解语言研究的基础

理论和方法，能够对语言现象

进行分析与解释

√

2.3 具有对俄语语言的敏感度和逻辑

辨析能力，能够对语言现象、背景、

概念等要素进行合理分析、评价、解

读，对多样化的语言现象敢于提出自

己的质疑和见解；具有运用思辨能力

自觉反思和调节自己思维过程、行为

方式以及自觉改进的能力。

2.3-1 具有对俄语语言的敏感

度和逻辑辨析能力，能够对语

言现象、背景、概念等要素进

行合理分析、评价、解读，对

多样化的语言现象敢于提出

自己的质疑和见解

√

2.6 能够理解俄语口语和书面语传递

的信息，能够准确得体地运用俄语表

达思想和情感，能够借助语言工具和

相关资源进行俄汉互译，能够对语言

现象进行分析与解释，具有一定的第

二外语应用能力。

2.6-1 能够听懂一般话题的

俄语口头表达及新闻报道、影

视作品等

√

2.6-2 能够用俄语口头表达

思想和情感
√

2.6-3 能够理解俄语书面语

传递的信息

2.6-4 能够用俄语进行常见

文体的写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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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对专业毕业要求的支撑度：

专业毕业要求
指标点

2.2-1

指标点

2.3-1

指标点

2.6-1

指标点

2.6-2

指标点

2.6-3

指标点

2.6-4

高级俄语（Ⅰ） M M M H H M

三、课程学时分配与教学内容

课程学时分配：

课程内容 支撑的课程目标 理论学时 实践学时

Урок 1 课程目标 1，2，3 12 0

Урок 2 课程目标 1，2，3 12 0

Урок 3 课程目标 1，2，3 12 0

Урок 4 课程目标 1，2，3 10 0

Урок 5 课程目标 1，2，3 10 0

Урок 6 课程目标 1，2，3 12 0

Урок 7 课程目标 1，2，3 10 0

Урок 8 课程目标 1，2，3 10 0

Урок 9 课程目标 1，2，3 10 0

Урок 10 课程目标 1，2，3 10 0

总学时 108 0

课程教学内容：

第一课

教学内容：

课文： «Современная молодежь»
教学要求:

1. 掌握本课的积极词汇、常用结构及课文内容

2. 了解相关的国情知识

重点难点：

本课教学重点：了解俄罗斯当代青年人的所思、所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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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教学难点：就“当代青年人”这一话题深入思考、表达自己的观点

学时分配：

课文讲解与训练 10学时

转述与翻译 2学时

第二课

教学内容：

课文：«Мендельсон отдыхает»
教学要求:

1. 掌握本课的积极词汇、常用结构及课文内容

2. 了解相关的国情知识

重点难点：

本课教学重点：了解俄罗斯人的婚姻观

本课教学难点：能就婚姻、家庭话题进行对话、叙述

学时分配：

课文讲解与训练 10学时

转述与翻译 2学时

第三课

教学内容：

课文：Как стать счастливым
教学要求:

1. 掌握本课的积极词汇、常用结构及课文内容

2. 了解相关的国情知识

重点难点：

本课教学重点：了解俄罗斯对“幸福”的理解与阐释

本课教学难点：能就“什么是幸福”“如何成为一个幸福的人”等相关话题

进行对话、叙述，表达自己的思想

学时分配：

课文讲解与训练 10学时

转述与翻译 2学时

第四课

教学内容：

Русская культура в современном мире
教学要求:

1. 掌握本课的积极词汇、常用结构及课文内容

2. 了解相关的国情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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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难点：

本课教学重点：了解俄罗斯文化的特色、俄罗斯的文学、音乐、绘画、在世

界上的地位，以及俄罗斯文化的发展趋势等

本课教学难点：能就上述主题进行对话、叙述，表达自己的思想

学时分配：

课文讲解与训练 8学时

转述与翻译 2学时

第五课

教学内容：

Формы получения образования
教学要求:

1. 掌握本课的积极词汇和常用结构、对话及课文内容

2. 了解相关的国情知识

重点难点：

本课教学重点：了解俄罗斯的教育层级、学制、高等教育改革等内容。

本课教学难点：能就上述主题进行对话、讲述

学时分配：

课文讲解与训练 8学时

转述与翻译 2学时

第六课

教学内容：

Я есть, ты есть, он есть
教学要求:

1. 掌握本课的积极词汇和常用结构、对话及课文内容

2. 了解相关的国情知识

重点难点：

本课教学重点： 本课为俄罗斯当代著名作家的作品节选。反映当代社会存

在的夫妻关系以及父母与子女的代沟问题。

本课教学难点：就家庭、代沟等问题进行对话、叙述，表达自己的看法。

学时分配：

课文讲解与训练 10学时

转述与翻译 2学时

第七课

教学内容：

Как гены лягу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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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要求:

1. 掌握本课的积极词汇和常用结构、对话及课文内容

2. 了解相关的国情知识

重点难点：

本课教学重点：课文的主要内容：基因决定人的性情、行为特点；不同的孩

子有不同特点，不等对孩子的成长过于急躁

本课教学难点：按照所列出的内容进行转述

学时分配：

课文讲解与训练 8学时

转述与翻译 2学时

第八课

教学内容：

Детство лицом в монитор
教学要求:

1. 掌握本课的积极词汇和常用结构、对话及课文内容

2. 了解相关的国情知识

重点难点：

本课教学重点：课文内容是孩子需要懂得电脑操作，利用电脑学习；家长不

能惧怕电脑影响孩子而不让他们接触电脑、网络。

本课教学难点：按照课文中的主要内容进行对话、转述，表达自己的思想。

学时分配：

课文讲解与训练 8学时

转述与翻译 2学时

第九课

教学内容：

Хочу за границу
教学要求:

1. 掌握本课的积极词汇和常用结构、对话及课文内容

2. 了解相关的国情知识

重点难点：

本课教学重点：课文是当代文学作品节选，讲述前苏联办事效率低、过于强

调意识形态。一个高校老师办理出国手续遇到的各种麻烦。

本课教学难点：就课文中涉及的相关内容进行对话，叙述，表达自己的想法。

学时分配：

课文讲解与训练 8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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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述与翻译 2学时

第十课

教学内容：

Двадцать первый век
教学要求:

1. 掌握本课的积极词汇和常用结构、对话及课文内容

2. 了解相关的国情知识

重点难点：

本课教学重点：课文内容讲述对 21世纪的展望，涉及医学、交通工具、技

术进步、人类对宇宙更深入的认知等内容。

本课教学难点：就相关话题进行对话、叙述，表达自己的思想。

学时分配：

课文讲解与训练 8学时

转述与翻译 2学时

四、课程教学方法

本课程采用传统授课、启发问答式、讨论式教学、小组合作学习等方法进行

教学，充分、合理地利用多媒体、网络等现代化教学手段辅助俄语教学，提高俄

语教学质量，同时对学生进行线上线下辅导，为学生答疑解惑。

五、课程教学评价

评价

方式

占期末总

评比例
评价目的及计分方式

课程目标

1 2 3

平时

成绩
20%

1.考核学生对部分知识点的掌握程度及运用能

力。

2.根据平时作业完成情况进行考核。

√

期末

笔试
50%

1.笔试主要考核学生整个学期所学的语言知识

点的掌握和运用能力，考试题型为：填空题、

选择题、造句题、翻译题和作文等。

2.卷面成绩 100分，以卷面成绩乘以 60%计入

课程总评成绩。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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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试 30%

1. 口试考查学生应用语言知识的口头表达能

力。

2.教师根据学生口头表达内容和语言流利准确

度评分，评分以 30%计入课程总评成绩。

√

合计：100分

六、考核评价标准

参见文末附件

七、推荐阅读

1.参考教材：

（1） 史铁强主编，大学俄语东方（新版）（5）[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

出版社，2011年 8月；

（2） 邓军 主编，俄语（5）[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5年

12月.

2.参考资源：

（1） 高等学校俄语专业教学大纲[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2

年 10月.

（2） https://sinonim.org 为俄文网址，可以查找俄语同义词、搜索需要的

句子。

大纲修订人：吴丽坤 修订日期：

大纲审定人： 审定日期：

主管院长：

院教指委主任：

https://sinonim.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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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高级俄语（Ⅰ）》考核评价标准

课程目标

评分标准

90-100 80-89 70-79 60-69 0-59

优 良 中 及格 不及格

加深、巩固前期已经掌

握的俄语语言基础知

识，进一步了解俄语国

家文化习俗以及政治、

历史、文学等相关人文

社会科学知识。（支撑

毕 业 要 求 指 标 点

2.2-1）

通过加深、巩固前期

已经掌握的俄语语

言基础知识，非常了

解俄语国家文化习

俗以及政治、历史、

文学等相关人文社

会科学的知识。

通过加深、巩固前期

已经掌握的俄语语

言基础知识，了解俄

语国家文化习俗以

及政治、历史、文学

等相关人文社会科

学的知识。

通过加深、巩固前期

已经掌握的俄语语

言基础知识，比较了

解俄语国家文化习

俗以及政治、历史、

文学等相关人文社

会科学的知识。

通过加深、巩固前期

已经掌握的俄语语

言基础知识，一般了

解俄语国家文化习

俗以及政治、历史、

文学等相关人文社

会科学的知识。

没有掌握俄语的语

言基础知识，不了解

俄语国家文化习俗

以及政治、历史、文

学等相关人文社会

科学的知识。

自如运用已掌握的俄

语语言知识，在不同场

合就日常话题和一般

社会文化题材用俄语

进行交流讨论，形成良

通过学习能够很好

地运用已掌握的俄

语语言知识，在不同

场合就日常话题和

一般社会文化题材

能够较好地运用已

掌握的俄语语言知

识，在不同场合就日

常话题和一般社会

文化题材用俄语进

基本能够运用已掌

握的俄语语言知识，

在不同场合就日常

话题和一般社会文

化题材用俄语进行

能够部分运用已掌

握的基础俄语语言

知识，在不同场合就

日常话题和一般社

会文化题材用俄语

不能应用俄语语言

知识，不能在不同场

合就日常话题和一

般社会文化题材用

俄语进行交流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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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跨文化交际能力。

（支撑毕业要求指标

点 2.6-1；2.6-2；2-6.3；

2.6-4）

用俄语进行交流讨

论，形成很好的跨文

化交际能力。

行交流讨论，形成良

好的跨文化交际能

力。

交流讨论，形成一定

的跨文化交际能力。

进行交流讨论，形成

部分的跨文化交际

能力。

没有形成跨文化交

际能力。

培养良好的思辨能力，

在分析、理解俄语语言

现象的基础上，评论俄

语文章的主题思想，用

俄语准确表达思想，阐

述观点。（支撑毕业要

求指标点 2.3-1）

具有很好的思辨能

力，在分析、理解俄

语语言现象的基础

上准确评论俄语文

章的主题思想，用俄

语流畅表达思想，阐

述观点。

具有良好的思辨能

力，在分析、理解俄

语语言现象的基础

上评论俄语文章的

主题思想，用俄语表

达思想，阐述观点。

具有基本的思辨能

力，在分析、理解俄

语语言现象的基础

上评论俄语文章的

主题思想，用俄语较

为恰当地表达思想，

阐述观点。

具有一定的思辨能

力，能够对俄语语言

现象进行分析，部分

理解、评论俄语文章

的主题思想，用俄语

阐述观点。

不具有良好的思辨

能力，不能对俄语语

言现象进行分析，不

能理解、评论俄语文

章的主题思想，无法

用俄语阐述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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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俄语（II）》教学大纲

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 高级俄语（II） Advanced Russian （II）

课程编号 1912008008

课程性质 专业必修课 适用专业 俄语专业

选用教材
何文丽主编，俄语 6（全新版），普通高等学校“十一五”国家级

规划教材，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 6月

总学时 108学时

理论学时 108 学时 实践学时 0 学时

翻转、案例、

实践、创新

翻转： 0 学时；案例： 0 学时

实践： 0 学时；创新： 0 学时

学分 6学分 开课学期 第 6 学期

前导课程 高级俄语（I）

后续课程 高级俄语（III）

一、课程目标

本课程能够使学生达成如下目标：

1. 具有丰富的俄语词汇、语法、俄罗斯国情知识，能够全方位、多视角地了解

俄罗斯的历史、文化与现状。（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2.2-1）

2. 具有完善的言语交际能力，学生听、说、读、写、译五项基本功得到进一步

的加强，学生能够用俄语正确表述自己的思想和感情。（支撑毕业要求指标

点 2-6.2；2.6-3；2.6-4）

3. 学生在掌握词汇、句子结构的基础上，能够对各种题材和体裁的课文进行语

言学分析，具有良好的思辨能力，能够分析评论俄语文章的主题思想。（支

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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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课程与专业毕业要求的支撑关系

课程目标与专业毕业要求的支撑关系：

专业毕业要求 专业毕业要求指标点
课程目标

1 2 3

2.2系统地掌握俄语专业知识，能够

理解俄语文学作品的内容和主题思

想，欣赏文学作品的特点、风格和语

言艺术，熟悉中国语言文化知识，了

解人文社会科学基础知识。

2.2-1系统地掌握俄语语音、

词汇、语法、篇章和修辞等

语言知识，了解语言研究的

基础理论和方法，能够对语

言现象进行分析与解释。

√

2.3具有对俄语语言的敏感度和逻辑

辨析能力，能够对语言现象、背景、

概念等要素进行合理分析、评价、解

读，对多样化的语言现象敢于提出自

己的质疑和见解；具有运用思辨能力

自觉反思和调节自己思维过程、行为

方式以及自觉改进的能力。

2.3-1具有对俄语语言的敏感

度和逻辑辨析能力，能够对

语言现象、背景、概念等要

素进行合理分析、评价、解

读，对多样化的语言现象敢

于提出自己的质疑和见解。

√

2.6能够理解俄语口语和书面语传递

的信息，能够准确得体地运用俄语表

达思想和情感，能够借助语言工具和

相关资源进行俄汉互译，能够对语言

现象进行分析与解释，具有一定的第

二外语应用能力。

2.6-2能够用俄语口头表达思

想和情感。
√

2.6-3能够理解俄语书面语传

递的信息。
√

2.6-4能够用俄语进行常见文

体的写作。

课程对专业毕业要求的支撑度：

专业毕业要求
指标点

2.2-1

指标点

2.3-1

指标点

2.6-2

指标点

2.6-3

指标点

2.6-4

基础俄语（Ⅲ） H M H H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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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课程学时分配与教学内容

课程学时分配：

课程内容 支撑的课程目标 理论学时 实践学时

Урок 1 课程目标 1，2，3 10 0

Урок 2 课程目标 1，2，3 10 0

Урок 3 课程目标 1，2，3 10 0

Урок 4 课程目标 1，2，3 10 0

Урок 5 课程目标 1，2，3 10 0

Урок 6 课程目标 1，2，3 10 0

Урок 7 课程目标 1，2，3 12 0

Урок 8 课程目标 1，2，3 12 0

Урок 9 课程目标 1，2，3 12 0

Урок 10 课程目标 1，2，3 12 0

总学时 108 0

课程教学内容：

第一章 Урок 1 Как стать бизнесменом?
教学内容：

1. Работа над словами и конструкциями:
прибегать-прибегнуть
обнажить
дифференцировать
русло
с целью чего или что делать
иметь в виду кого-что
рассчитывать-рассчитать на кого-что
платить долг с процентами
пускать деньги в оборот
не дай бог
подчинять—подчинит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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краеугольный камень
2. Обсуждение вопросов:
1) Можно ли родиться настоящим бизнесменом? Обоснуйте свое мнение.
2) Что такое «Кодекс поведения бизнесменов»? Назовите его положения.
3) Какое из положений, на ваш взгляд, является наиболее значимым?
Обоснуйте свой выбор.
4) Какими качествами должен обладать бизнесмен? Почему?
5) Какой человек может получить от работы и удовлетворение, и
материальный выигрыш? Почему?
教学要求:
1. 掌握教师在讲解过程中提示的重点词汇及其用法；

2. 牢记生词表中的全部词汇，熟练掌握文中出现的积极词汇和固定结构；

3. 了解和掌握相关的国情知识；

4. 借助词典读懂辅助课文；独立完成课后练习，尤其是词汇方面和汉译俄的练

习。

重点难点：

本课教学重点：

прибегать-прибегнуть
обнажить
дифференцировать
русло
с целью чего или что делать
иметь в виду кого-что
рассчитывать-рассчитать на кого-что
платить долг с процентами
пускать деньги в оборот
не дай бог
подчинять—подчинить
本课教学难点：Что такое «Кодекс поведения бизнесменов»? Назовите его
положения.
学时分配：Работа над словами и конструкциями 2学时

Работа над текстом 4学时

Обсуждение вопросов 4学时

第二章 Урок 2 Зверские трудности перевода
教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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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Работа над словами и конструкциями:
подвергать—подвергнуть
стресс
полиглот
поощрение
новоиспечённый
изнурительный
привить
откачивать—откачать
задирать—задрать
баловать—избаловать
тормозить—затормозить
предвкушать—предвкусить
2. Обсуждение вопросов:
1) Почему животных, живущих в зоопарке, необходимо обучать
иностранному языку?

2) Почему животных обучают английскому языку?
3) Кто такой кипер? Чем он занимается?
4) Каковы правила общения с обезьянами?
5) Как научить животное иностранному языку? Какой метод обучения самый
эффективный?

教学要求:
1. 掌握教师在讲解过程中提示的重点词汇及其用法；

2. 牢记生词表中的全部词汇，熟练掌握文中出现的积极词汇和固定结构；

3. 了解和掌握相关的国情知识；

4. 借助词典读懂辅助课文；独立完成课后练习，尤其是词汇方面和汉译俄的练

习。

重点难点：

本课教学重点：

подвергать—подвергнуть
привить
откачивать—откачать
задирать—задрать
баловать—избаловать
тормозить—затормозит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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предвкушать—предвкусить
本课教学难点： Как научить животное иностранному языку? Какой метод
обучения самый эффективный?
学时分配：Работа над словами и конструкциями 2学时

Работа над текстом 4学时

Обсуждение вопросов 4学时

第三章 Урок 3 Слова-кентавры наступают
教学内容：

1. Работа над словами и конструкциями:
раздражение
засилье
Скандинавские страны
Португалия
Венесуэла
казус
саммит
имидж
дисплей
протестовать—опротестовать
паника
комфорт
рентабельный
междометие
дублировать
бильярд
2. Обсуждение вопросов:
1) Почему в языке появляются заимствованные слова? Назовите причины.
2) Можно ли обойтись без заимствованных слов?
3) Какие изменения происходят в значении заимствованных слов?
4) Как относиться к невиданной прежде активизации употребления
иноязычных слов?
教学要求:
1. 掌握教师在讲解过程中提示的重点词汇及其用法；

2. 牢记生词表中的全部词汇，熟练掌握文中出现的积极词汇和固定结构；

3. 了解和掌握相关的国情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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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借助词典读懂辅助课文；独立完成课后练习，尤其是词汇方面和汉译俄的练

习。

重点难点：

本课教学重点：

Скандинавские страны
Португалия
Венесуэла
протестовать—опротестовать
паника
комфорт
рентабельный
междометие
дублировать
本课教学难点：Почему в языке появляются заимствованные слова? Назовите
причины.
学时分配：Работа над словами и конструкциями 2学时

Работа над текстом 4学时

Обсуждение вопросов 4学时

第四章 Урок 4 Роль жестов, мимики и позы в общении
教学内容：

1. Работа над словами и конструкциями:
фиксировать—зафиксировать
оппонент
изогнуть
прищуривать—прищурить
расшифровывать—расшифровать
отучаться—отучиться
расправлять—расправит
растерянный
разъединять—разъединить
сработаться
фамильярный
хладнокровный
рукопожатие
интенсивны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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вялый
нервничать—понервничать
импровизировать—сымпровизировать
2. Обсуждение вопросов:
1) Зачем люди используют жестикулярно-мимические средства?
2) Что такое мимика? Какова роль мимики? Приведите примеры.
3) Что такое жест? Какими бывают жесты?
4) Всем ли людям свойственна жестикуляция? От чего это зависит?
5) Какой жест считается лучшим?
6) Какую информацию несет рукопожатие?
7) Попробуйте объяснить смысл эпиграфа? Согласны ли вы с ним?
Обоснуйте свою точку зрения.
教学要求:
1. 掌握教师在讲解过程中提示的重点词汇及其用法；

2. 牢记生词表中的全部词汇，熟练掌握文中出现的积极词汇和固定结构；

3. 了解和掌握相关的国情知识；

4. 借助词典读懂辅助课文；独立完成课后练习，尤其是词汇方面和汉译俄的练

习。

重点难点：

本课教学重点：时间状语表达法，与俄罗斯人交往的言语礼节

本课教学难点：表达时间关系的俄语前置词的区别

学时分配：Работа над словами и конструкциями 2学时

Работа над текстом 4学时

Обсуждение вопросов 4学时

第五章 Урок 5 Загадочная русская душа
教学内容：

1. Работа над словами и конструкциями:
ассоциироваться
актуальный
предосудительный
погружённый
разгадка
сопереживать--сопережить
созерцательный
бескорыстны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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авось
претензия
инфантильный
втемяшиться
меланхоличный
вальяжный
затейливый
бойкий
2. Обсуждение вопросов:
1) Попробуйте объяснить значение термина «загадочная русская душа». В чем
проявляется ее загадочность?

2) Что такое русскость?
3) Назовите положительные и негативные нравственные качества-ориентиры
русского человека.

4) Что такое «русский авось»?
5) Каково отношение русских к работе?
6) Каков русский мужик?
7) Какие вещи в системе ценностей у русских являются наиболее важными?
教学要求:
1. 掌握教师在讲解过程中提示的重点词汇及其用法；

2. 牢记生词表中的全部词汇，熟练掌握文中出现的积极词汇和固定结构；

3. 了解和掌握相关的国情知识；

4. 借助词典读懂辅助课文；独立完成课后练习，尤其是词汇方面和汉译俄的练

习。

重点难点：

本课教学重点：时间状语表达法，与俄罗斯人交往的言语礼节

本课教学难点：表达时间关系的俄语前置词的区别

学时分配：Работа над словами и конструкциями 2学时

Работа над текстом 4学时

Обсуждение вопросов 4学时

第六章 Урок 6 Широка... душа моя родная
教学内容：

1. Работа над словами и конструкциями:
умалчивать—умолчать
усыновлять—усыновит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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попечение
адаптация
обнюхивать—обнюхать
разминать—размять
объятие
изящный
детдом
изнурительный
намёк
ненароком
сражение
оттеснять—оттеснить
крохотный
выпалить—выпаливать
прорывать—прорвать
наперебой
ссылаться—сослаться
бедняга
объедаться—объесться
2. Обсуждение вопросов:
1) Актуальна ли поднятая в тексте проблема в наше время?
2) Что мы узнали о героях рассказа?
3) Почему Ирина удивилась, узнав, что Марина взяла на воспитание детей из
детского дома?

4) Что мы узнали о детях из детского дома?
5) Почему Марина взяла девочку Лизу? А почему решила усыновить и
малыша «того..., с топором»?

6) Как вели себя дети «на смотринах»? Почему?
7) Как вы поняли смысл названия рассказа? Предложите свои варианты
названия, обоснуйте их.

教学要求:
1. 掌握教师在讲解过程中提示的重点词汇及其用法；

2. 牢记生词表中的全部词汇，熟练掌握文中出现的积极词汇和固定结构；

3. 了解和掌握相关的国情知识；

4. 借助词典读懂辅助课文；独立完成课后练习，尤其是词汇方面和汉译俄的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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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

重点难点：

本课教学重点：时间状语表达法，与俄罗斯人交往的言语礼节

本课教学难点：表达时间关系的俄语前置词的区别

学时分配：Работа над словами и конструкциями 2学时

Работа над текстом 4学时

Обсуждение вопросов 4学时

第七章 Урок 7 Спутники детства
教学内容：

1. Работа над словами и конструкциями:
интеллект
престижный
вживаться—вжиться
побывать в чужой шкуре
копировать—скопировать
янтарь
мрамор
глина
погремушка
наследство
редкостный
искусствовед
изысканный
сентиментализм
этикет
приказчик
программист
моделировать
ядерный
реактор
сообразительный
комбинация
2. Обсуждение вопросов:
1) Какими были первые игрушки человека?
2) В чём особенность игрушек 17—19 веко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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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Какие игрушки господствовали в 19 веке в русском обществе? Почему?
4) С чем связано появление игрушечных солдатиков?
5) Как сделать русскую тряпичную куклу?
6) Как изменились игрушки в 20 веке?
7) В чём достоинства конструкторов?
8) Какие игры наиболее популярны сейчас?
9) Какая игра признана «игрой столетия»?
10) Что такое компьютерная игра? Каково её назначение?
教学要求:
1. 掌握教师在讲解过程中提示的重点词汇及其用法；

2. 牢记生词表中的全部词汇，熟练掌握文中出现的积极词汇和固定结构；

3. 了解和掌握相关的国情知识；

4. 借助词典读懂辅助课文；独立完成课后练习，尤其是词汇方面和汉译俄的练

习。

重点难点：

本课教学重点：时间状语表达法，与俄罗斯人交往的言语礼节

本课教学难点：表达时间关系的俄语前置词的区别

学时分配：Работа над словами и конструкциями 2学时

Работа над текстом 5学时

Обсуждение вопросов 5学时

第八章 Урок 8 Открытое письмо молодому человеку о науке жить
教学内容：

1. Работа над словами и конструкциями:
драматизировать
пессимизм
нейтральный
катастрофа
обитатель
преобразовывать—преобразовать
ремесло
искушение
алчный
привередливость
вслепую
плодотворн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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чтить
порождать—породить
подлинный
прогресс
деяние
2. Обсуждение вопросов:
1) Почему постоянное повторение конфликта поколений неизбежно?
2) Каковы причины его возникновения?
3)Какую позицию в этом конфликте должно занимать старшее поколение?
Почему?

4) О каких вечных истинах нельзя забывать?
5) В чём заключается величие человека? Какова его цель?
6) Почему верность—добродетель не из лёгких?
7) При каком условии государство процветает?
教学要求:
1. 掌握教师在讲解过程中提示的重点词汇及其用法；

2. 牢记生词表中的全部词汇，熟练掌握文中出现的积极词汇和固定结构；

3. 了解和掌握相关的国情知识；

4. 借助词典读懂辅助课文；独立完成课后练习，尤其是词汇方面和汉译俄的练

习。

重点难点：

本课教学重点：时间状语表达法，与俄罗斯人交往的言语礼节

本课教学难点：表达时间关系的俄语前置词的区别

学时分配：Работа над словами и конструкциями 2学时

Работа над текстом 5学时

Обсуждение вопросов 5学时

第九章 Урок 9 Письма из Русского музея
教学内容：

1. Работа над словами и конструкциями:
между прочим
раскопка
назло
Чего тут только нет!
служба
ошеломлять—ошеломит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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ослеплять—ослепить
архитектурный ансамбль
свойственный
соразмерный

привязанность
отдать предпочтение кому-чему
несравненно
тем не менеее.
слиться-сливаться
просветлеть
дать клятву что делать
уцелеть
в полной мере
напрягать-напрячь
розоветь—порозоветь
более того
упрекать-упрекнуть
Всякий кулик своё болото хвалит.
звать кого-что в свидетели
подобный чему
пестреть
путешествие во времени
Первое слово, которое приходит на ум ...
ограничиться-ограничиваться:
2. Обсуждение вопросов:
1) Почему автор отдаёт предпочтение Ленинграду перед Москвой?
2) Почему Москву называют «златоглавой»?
3) В чём своеобразие Москвы?
4) Почему, по мнению автора, современная Москва не имеет своего лица?
5) В чём проявляется индивидуальность Петербурга?
6) Почему автор утверждает, что Русский музей — это ещё и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ое понятие»?
7) Что вы узнали о Русском музее из текста?
3.Фоновые знания:
Петропавловская крепост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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монетный двор
Медный всадник
египетские сфинксы
площадь Декабристов
Исаакиевский собор
Дворцовая площадь
Зимний дворец
триумфальная арка
教学要求:
1. 掌握教师在讲解过程中提示的重点词汇及其用法；

2. 牢记生词表中的全部词汇，熟练掌握文中出现的积极词汇和固定结构；

3. 了解和掌握相关的国情知识；

4. 借助词典读懂辅助课文；独立完成课后练习，尤其是词汇方面和汉译俄的练

习。

重点难点：

本课教学重点：时间状语表达法，与俄罗斯人交往的言语礼节

本课教学难点：表达时间关系的俄语前置词的区别

学时分配：Работа над словами и конструкциями 2学时

Работа над текстом 5学时

Обсуждение вопросов 5学时

第十章 Урок 10 Все самое лучшее
教学内容：

1. Работа над словами и конструкциями:
незыблемый
торговаться—сторговаться
аукаться—аукнуться
брод
формулировка
роскошествовать
2. Обсуждение вопросов:
1) Как жить на Земле, чтобы быть счастливым и успешным?
2) Как сделать так, чтобы всё в мире нам помогало?
3.Знания по лингвострановедению:
С волками жить — по-волчьи выть.
В чужой монастырь со своим уставом не ходя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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Свою голову другому не приставишь.
Моя хата с краю.
Семь раз отмерь, один раз отрежь.
Что в лоб, что по лбу.
Снявши голову, по волосам не плачут.
Шапкой моря не вычерпаешь.
На вкус и цвет товарищей нет.
Не в свои сани не садись.
Лучшее — враг хорошего.
Любишь кататься — люби и саночки возить.
Не давши слова — крепись, а давши — держись.
Плати, да не переплачивай.
Как аукнется, так и откликнется.
Не зная броду, не суйся в воду.
На ошибках учатся.
От добра добра не ищут.
Не пили сук, на котором сидишь.
Решетом воды не вычерпаешь.
Дураки учатся на своих ошибках, умные — на чужих.
Всё подобно всему.
Выражение своих мнений:
1) Чтобы добиться каких-л. изменений в жизни, надо начать что-л. делать.
2) Здравый смысл — это гармония мира человека и мира природы.
3) Не всё в жизни мы можем проконтролировать и изменить.
4) Всему — своя мера.
5) За всё надо платить.
6) Всё в мире устроено по одним и тем же законам.
教学要求:
1. 掌握教师在讲解过程中提示的重点词汇及其用法；

2. 牢记生词表中的全部词汇，熟练掌握文中出现的积极词汇和固定结构；

3. 了解和掌握相关的国情知识；

4. 借助词典读懂辅助课文；独立完成课后练习，尤其是词汇方面和汉译俄的练

习。

重点难点：

本课教学重点：时间状语表达法，与俄罗斯人交往的言语礼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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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教学难点：表达时间关系的俄语前置词的区别

学时分配：Работа над словами и конструкциями 2学时

Работа над текстом 5学时

Обсуждение вопросов 5学时

四、课程教学方法

本课程采用传统授课、启发问答式、讨论式教学、小组合作学习等方法进

行教学，充分、合理地利用多媒体、网络等现代化教学手段辅助俄语教学，提

高俄语教学质量，同时对学生进行线上线下辅导，为学生答疑解惑。

五、课程教学评价

评价

方式

占期末总评

比例
评价目的及计分方式

课程目标

1 2 3

平时

成绩
20%

1.考核学生对部分知识点的掌握程度。

2.根据平时的课堂听写、单元测试成绩或

作文，按照所占比例折合后计入总评成绩。

√

期末

笔试
50%

1. 笔试主要考核学生整个学期所学的语

言知识点的掌握和运用能力，考试题型为：

填空题、选择题、造句题、翻译题和作文

等。

2. 以闭卷笔试形式进行，卷面成绩 100分，

以卷面成绩乘以 50%计入课程总评成绩。

√ √ √

口试 30%

1. 口试考查学生应用语言知识的口头表

达能力。

2.教师根据学生口头表达内容和语言流利

准确度评分，评分以 20%计入课程总评成

绩。

√

合计：10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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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考核评价标准

参见文末附件

七、推荐阅读

1. 参考教材：

（1）李向东，《俄语》第六册[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年；

（2）邓军，《高级俄语教程》[M]，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3年；

（3）因特网和俄罗斯主流媒体的参考资料

2. 参考资源：

高等学校俄语专业教学大纲[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2.

大纲修订人：黄东晶 修订日期：

大纲审定人： 审定日期：

主管院长：

院教指委主任：



138

附件：《高级俄语（II）》考核评价标准

课程目标

评分标准

90-100 80-89 70-79 60-69 0-59

优 良 中 及格 不及格

具有丰富的俄语词汇、语

法、俄罗斯国情知识，能够

全方位、多视角地了解俄罗

斯的历史、文化与现状。（支

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2.2-1）

很好地掌握俄语词

汇、语法、俄罗斯国

情知识，非常了解俄

罗斯的历史、文化与

现状。

较好地掌握俄语词汇、

语法、俄罗斯国情知

识，了解俄罗斯的历

史、文化与现状。

基本掌握俄语词汇、语

法、俄罗斯国情知识，

比较了解俄罗斯的历

史、文化与现状。

部分掌握俄语词汇、语

法、俄罗斯国情知识，

部分了解俄罗斯的历

史、文化与现状。

没有掌握俄语词汇、语

法、俄罗斯国情知识，

不了解俄罗斯的历史、

文化与现状。

具有完善的言语交际能力，

学生听、说、读、写、译五

项基本功得到进一步的加

强，学生能够用俄语正确表

述自己的思想和感情。（支

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2-6.2；

2.6-3；2.6-4）

具有完善的言语交际

能力，学生听、说、

读、写、译五项基本

功得到进一步的加

强，学生能够用俄语

正确表述自己的思想

和感情。

具有较好的言语交际

能力，学生听、说、读、

写、译五项基本功得到

加强，学生能够用俄语

较正确地表述自己的

思想和感情。

具有基本的言语交际

能力，学生听、说、读、

写、译五项基本功得到

加强，学生能够用俄语

表述自己的思想和感

情。

具有一定的言语交际

能力，学生具有听、说、

读、写、译五项基本功，

学生基本能够用俄语

表述自己的思想和感

情。

没有形成言语交际能

力，不具备听、说、读、

写、译五项基本功，不

能用俄语正确表述自己

的思想和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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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在掌握词汇、句子结构

的基础上，能够对各种题材

和体裁的课文进行语言学

分析，具有良好的思辨能

力，能够分析评论俄语文章

的主题思想。（支撑毕业要

求指标点 2.3-1）

具有很好的思辨能

力，能够很好地对俄

语语言现象进行分

析，在分析、理解俄

语语言现象的基础上

准确评论俄语文章的

主题思想，用俄语正

确表达思想，阐述观

点。

具有良好的思辨能力，

能够较好地对俄语语

言现象进行分析，在分

析、理解俄语语言现象

的基础上评论俄语文

章的主题思想，用俄语

正确表达思想，阐述观

点。

具有基本的思辨能力，

能够对俄语语言现象

进行分析，能够评论俄

语文章的主题思想，用

俄语较为恰当地表达

思想，阐述观点。

具有一定的思辨能力，

能够对俄语语言现象

进行分析，部分理解、

评论俄语文章的主题

思想，能够用俄语阐述

部分观点。

不具有良好的思辨能

力，不能对俄语语言现

象进行分析，不能理解、

评论俄语文章的主题思

想，无法用俄语阐述观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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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俄语（Ⅲ）》教学大纲

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 高级俄语（III） Advanced Russian（III）

课程编号 1912008009

课程性质 专业必修课 适用专业 俄语专业

选用教材
郑永旺、Г. П.Корчевская主编，《俄语 7》，普通高等教育“十一

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 1月

总学时 108 学时

理论学时 108 学时 实践学时 0 学时

翻转、案例、

实践、创新

翻转： 0 学时；案例： 0 学时

实践： 0 学时；创新： 0 学时

学分 4 学分 开课学期 第 7 学期

前导课程 高级俄语（II）

后续课程 高级俄语（IV）

一、课程目标

1．系统的掌握俄语的基础语法知识，掌握听、读的基本技能，能够听懂日常生

活口语，阅读一般社会文化题材的语料，具有良好的思辨能力，能够分析语

法现象，解读语篇内容。（支撑毕业要求 2.2-1）
2．具备说、写、译等基本技能，能够运用语言知识用俄语进行口语沟通，书面

表达，具备俄语写作能力，能用俄语表达观点和情感。（支撑毕业要求 2.6-2；
2.6-4；2.6-5）

3．具备跨文化交际能力，了解俄罗斯的国情、文化、历史等知识。具有国际视

野，了解国际动态，具有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的能力。（支撑毕业要求 2.8-2；
2.8-3）



141

二、课程与专业毕业要求的支撑关系

课程目标与专业毕业要求的支撑关系：

专业毕业要求 专业毕业要求指标点
课程目标

1 2 3

2.2 系统地掌握俄语专业知识，能够

理解俄语文学作品的内容和主题思

想，欣赏文学作品的特点、风格和

语言艺术，熟悉中国语言文化知识，

了解人文社会科学基础知识。

2.2-1系统地掌握俄语语音、

词汇、语法、篇章和修辞等

语言知识，了解语言研究的

基础理论和方法，能够对语

言现象进行分析与解释

√

2.6 能够理解俄语口语和书面语传

递的信息，能够准确得体地运用俄

语表达思想和情感，能够借助语言

工具和相关资源进行俄汉互译，能

够对语言现象进行分析与解释，具

有一定的第二外语应用能力。

2.6-2 能够用俄语口头表达

思想和情感
√

2.6-4 能够用俄语进行常见

文体的写作
√

2.6-5 能够运用翻译理论和

方法进行俄汉口笔译工作
√

2.8关注国际形势和全球重大问题，

具有世界主要国家和区域的基本认

知，具有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的能

力，掌握基本的跨文化理论知识和

分析方法，能帮助具有中俄文化背

景的人士进行有效的跨文化沟通。

2.8-2 具有开展国际交流与

合作的能力
√

2.8-3 掌握基本的跨文化理

论知识和分析方法，能帮助

具有中俄文化背景的人士

进行有效的跨文化沟通

√

课程对专业毕业要求的支撑度：

专业毕

业要求

指标点

2.2-1

指标点

2.6-2

指标点

2.6-4

指标点

2.6-5

指标点

2.8-2

指标点

2.8-3

高级俄

语（Ⅲ）
M H H H M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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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课程学时分配与教学内容

课程学时分配：

课程内容 支撑的课程目标 理论学时 实践学时

Тема1: Давайте говорить друг другу

комплименты

课程目标 1
18 0

Тема 2: Знакомство с китайской
чайной церемонией

课程目标 2 18 0

Тема 3: А зачем студенты учатся в
вузах?

课程目标 2 18 0

Тема 4: Жить безо всего 课程目标 2 18 0

Тема 5: Город, которого нет 课程目标 3 18 0

Тема 6: Гигант 课程目标 3 18 0

总学时 108 0

课程教学内容：

第一章 Давайте говорить друг другу комплименты

教学内容：

1. Чтение текста.

2. Объяснение текста.

3. Разбор новых слов и выражений

4. Обсуждение темы

教学要求：

Познакомиться с содержанием новой темы и текста. Отработать и закрепить

новую лексику, а также часто употребляемые лексические и грамматические

конструкции. Усовершенствовать навыки устной речи.

重点难点：

本课教学重点：Комплименты, семья, любовь, брак, судьба, межличност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本课教学难点： Обсуждение в ракурсе темы:

Гармонич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семье и социуме

Отношение русских к семейной жизн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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Социальное положение мужчин в России

学时分配：

1. Чтение текста 2学时

2. Объяснение текста 4学时

3. Разбор новых слов и выражений 2学时

4. Обсуждение темы 2学时

第二章 Знакомство с китайской чайной церемонией

教学内容：

1. Чтение текста.

2. Объяснение текста.

3. Разбор новых слов и выражений

4. Обсуждение темы

教学要求：

Познакомиться с содержанием новой темы и текста. Отработать и закрепить

новую лексику, а также часто употребляемые лексические и грамматические

конструкции. Усовершенствовать навыки устной речи.

重点难点：

本课教学重点：Философия китайской чайной церемонии.

本课教学难点： Традиции чаепития русского народа.

学时分配：

1. Чтение текста 2学时

2. Объяснение текста 4学时

3. Разбор новых слов и выражений 2学时

4. Обсуждение темы 2学时

第三章 А зачем студенты учатся в вузах?

教学内容：

1. Чтение текста.

2. Объяснение текста.

3. Разбор новых слов и выражений

4. Обсуждение тем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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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要求：

Познакомиться с содержанием новой темы и текста. Отработать и закрепить

новую лексику, а также часто употребляемые лексические и грамматические

конструкции. Усовершенствовать навыки устной речи.

重点难点：

本课教学重点：Трудоуcтройство, образование, престижная карьера, занятость,

гарантия

本课教学难点： Высшее образование России с высшим образованием в Китае

学时分配：

1. Чтение текста 2学时

2. Объяснение текста 4学时

3. Разбор новых слов и выражений 2学时

4. Обсуждение темы 2学时

第五章 Город, которого нет

教学内容：

1. Чтение текста.

2. Объяснение текста.

3. Разбор новых слов и выражений

4. Обсуждение темы

教学要求：

Познакомиться с содержанием новой темы и текста. Отработать и закрепить

новую лексику, а также часто употребляемые лексические и грамматические

конструкции. Усовершенствовать навыки устной речи.

重点难点：

本课教学重点：Современная проблема полезных ископаемых

本课教学难点： Энергетический кризис

学时分配：

1. Чтение текста 2学时

2. Объяснение текста 4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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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Разбор новых слов и выражений 2学时

4. Обсуждение темы 2学时

第六章 Гигант

教学内容：

1. Чтение текста.

2. Объяснение текста.

3. Разбор новых слов и выражений

4. Обсуждение темы

教学要求：

Познакомиться с содержанием новой темы и текста. Отработать и закрепить

новую лексику, а также часто употребляемые лексические и грамматические

конструкции. Усовершенствовать навыки устной речи.

重点难点：

本课教学重点：Плюсы и минусы высокого роста. Цена жизни.

本课教学难点： Физическое и психологическое здоровье

学时分配：

1. Чтение текста 2学时

2. Объяснение текста 4学时

3. Разбор новых слов и выражений 2学时

4. Обсуждение темы 2学时

第七章 Ночь феникса

教学内容：

1. Чтение текста.

2. Объяснение текста.

3. Разбор новых слов и выражений

4. Обсуждение темы

教学要求：

Познакомиться с содержанием новой темы и текста. Отработать и закрепить

новую лексику, а также часто употребляемые лексические и грамматические

конструкции. Усовершенствовать навыки устной реч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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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难点：

本课教学重点：Традиции празднования Нового года в 1940-ых годах.

本课教学难点： Образ феникса и его значение в русской культуре.

学时分配：

1. Чтение текста 2学时

2. Объяснение текста 4学时

3. Разбор новых слов и выражений 2学时

4. Обсуждение темы 4学时

四、课程教学方法

本课程采用传统授课、启发问答式、讨论式教学、小组合作学习等方法进行

教学，充分、合理地利用多媒体、网络等现代化教学手段辅助俄语教学，提高俄

语教学质量，同时对学生进行线上线下辅导，为学生答疑解惑。

五、课程教学评价

评价

方式

占期末总

评比例
评价目的及计分方式

课程目标

1 2 3

平时

成绩 10%
1.主要考核学生对部分知识点的掌握程度；

2．根据平时的作业和课堂听写、小测评分，取各

次成绩的平均值作为此环节的最终成绩。

√

期中

考试
30%

1．结合教学进度安排期中考试，考查学生对相关

知识的掌握程度；

2．期中考试以闭卷形式进行，成绩以百分计，乘

以其在总评成绩中所占的比例计入总评成绩。

√

期末

考试 60%

分为笔试（占 50%）和口试（占 10%）

1．笔试主要考核学生整个学期所学的语言知识点

的掌握和运用能力，以闭卷形式进行，考试题型

为：填空题、选择题、造句题、翻译题和作文等。

卷面成绩 100分，以卷面成绩乘以 50%计入课程

总评成绩。

2．口试考查学生应用语言知识的口头表达能力；

教师根据学生口头表达内容和语言流利准确度评

分，评分以 10%计入课程总评成绩。

√ √ √

合计：10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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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考核评价标准

参见文末附件

七、推荐阅读

1.参考教材：

郑永旺、Г. П. Корчевская主编，俄语 7[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2.参考资源：

（1）Крючкова Л. С., Мощинская Н. В, Практическая методика обучения

русскому языку как иностранному[M].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Флинта”(2-е

издание), 2011.

（ 2 ） Губиева И. Г., Яцеленко В.А., 50 русских текстов [M].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Русский язык, 2008.

（ 3）Глазунова О.И., Давайте говорить по-русски. Учебник по русскому

языку [M].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Русский язык (5-е издание), 2003.

大纲修订人： 徐睿 修订日期：

大纲审定人： 审定日期：

主管院长：

院教指委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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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高级俄语（Ⅲ）》考核评价标准

课程目标

评分标准

90-100 80-89 70-79 60-69 0-59

优 良 中 及格 不及格

系统的掌握俄语的基础

语法知识，掌握听、读的

基本技能，能够听懂日常

生活口语，阅读一般社会

文化题材的语料，具有良

好的思辨能力，能够分析

语法现象，解读语篇内

容。（支撑毕业要求 2.2-1）

较系统的掌握俄语的

基础语法知识，充分掌

握听、读的基本技能，

能够完全听懂日常生

活口语，阅读内容较复

杂社会文化题材的语

料，具有良好的思辨能

力，能够分析语法现

象，解读语篇内容。

掌握俄语的基础语法

知识，具备听、读的基

本技能，能够听懂日常

生活口语，阅读一般社

会文化题材的语料，具

有良好的思辨能力，解

读语篇内容。

掌握俄语的部分基础

语法知识，具备一定的

听、读的技能，能够在

一定程度上听懂日常

生活口语，阅读简单的

社会文化题材的语料，

具有基本的思辨能力，

解读语篇内容。

掌握简单的俄语基础

语法知识，具备一定的

听、读的技能，能够在

一定程度上听懂日常

生活口语，阅读简单的

社会文化题材的语料。

没有掌握基础语法知

识，不具备听、读技能，

无法进行日常沟通及阅

读简单语料。

具备说、写、译等基本技

能，能够运用语言知识用

俄语进行口语沟通，书面

表达，具备俄语写作能

力，能用俄语表达观点和

具备说、写、译等技能，

能够运用语言知识用

俄语进行无障碍的口

语沟通，书面表达能力

强，具备较强的俄语写

具备说、写、译等基本

技能，能够运用语言知

识用俄语进行口语沟

通，书面表达，具备俄

语写作能力，能用俄语

具备说、写、译等基本

技能，能够运用语言知

识用俄语进行简单的

口语沟通，书面表达，

能用俄语表达观点和

具备一定的说、写、译

等基本技能，能用俄语

表达简单的观点和情

感。

不具备说、写、译等基

本技能，不能用俄语表

达观点和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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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支撑毕业要求

2.6-2，2.6-4，2.6-5）

作能力，能用俄语充分

表达观点和情感。

表达观点和情感。 情感。

具备跨文化交际能力，了

解俄罗斯的国情、文化、

历史等知识。具有国际视

野，了解国际动态，具有

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的

能力。（支撑毕业要求

2.8-2， 2.8-3）

具备较强的跨文化交

际能力，了解大量的俄

罗斯国情、文化、历史

等知识。具有国际视

野，了解国际动态，具

有很强的开展国际交

流与合作的能力。

具备跨文化交际能力，

了解俄罗斯的国情、文

化、历史等知识。具有

国际视野，了解国际动

态，具有开展国际交流

与合作的能力。

具备一定的跨文化交

际能力，了解俄罗斯的

基本国情、文化、历史

等知识。了解国际动

态，具有一定的开展国

际交流与合作的能力。

具备跨文化交际的基

本能力，了解少量的俄

罗斯国情、文化、历史

等知识。

不具备跨文化交际能

力，不了解俄罗斯的国

情、文化、历史等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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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语法与修辞》教学大纲

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 名称 汉语语法与修辞 Chinese Grammar and Rhetoric

课程 编号 1712008001

课程 性质 专业必修课 适用 专业 俄语专业

选用 教材

黄伯荣、廖旭东主编，《现代汉语(第六版)》下册，十二五"普
通高等教育本科国家级规划教材，高等教育出版社，2017年 6
月

总学 时 30学时

理论 学时 30学时 实践 学时 0学时

翻转、案例 、

实践 、创 新

翻转：0学时；案例：0学时

实践：0学时；创新：0学时

学分 2 学分 开课 学期 第 2学期

前导 课程

后续 课程

一、课程目标

本课程能够使学生达成如下目标：

1.课程所要达到的教学目标旨在提高学生的汉语水平，为从事俄汉、汉俄翻

译奠定良好基础。课程侧重训练学生的汉语阅读能力和修辞水平以及语言的实际

运用能力。 （支撑专业毕业要求指标点 2.2-5、2.6-5）

2.培养和提高学生理解、运用汉语的能力，切实提高学生对汉语的书面运用

能力。掌握词类、短语、句子等方面的基本概念和理论知识;提高分析语法现象

的能力，特别是辨别异同和辨别正误的能力;掌握汉语语法规律，从而提高理解、

分析、运用语言的水平。掌握修辞的基本要求和修辞的基本知识，了解各种修辞

手段的特点、作用，并能分析修辞现象，运用各种修辞手段，提高语言运用技巧。

（支撑专业毕业要求指标点 2.2-5、2.6-5）

3.了解语言在交际、信息传递中的重要作用，文化对语言及语言运用的巨大

影响，认识语言表达和理解同角色、语境、文化、语句因素之间的密切联系，进

https://baike.so.com/doc/5569029-578420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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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提高语言运用――表达和理解的水平。 （支撑专业毕业要求指标点 2.2-5、

2.6-5）

二、课程与专业毕业要求的支撑关系

课程目标与专业毕业要求的支撑关系：

专业毕业要求 专业毕业要求指标点

课程目标

1 2 3

2.2系统地掌握俄语专业知识，能够理解俄

语文学作品的内容和主题思想，欣赏文学作

品的特点、风格和语言艺术，熟悉中国语言

文化知识，了解人文社会科学基础知识。

指标 2.2-5 熟悉中国语言

文化知识，了解人文学科

的基础知识
√ √ √

2.6 能够理解俄语口语和书面语传递的信

息，能够准确得体地运用俄语表达思想和情

感，能够借助语言工具和相关资源进行俄汉

互译，能够对语言现象进行分析与解释，具

有一定的第二外语应用能力。

指标 2.6-5 能够运用翻译

理论和方法进行俄汉口

笔译工作

√ √ √

课程对专业毕业要求的支撑度：

专业毕业要求 指标点 2.2-5 指标点 2.6-5

汉语语法与修辞 H M



152

三、课程学时分配与教学内容

课程学时分配：

课程内容 支撑的课程目标 理论学时 实践学时

汉语语法和修辞的理论知识，课堂写

作：文学性质的随笔
课程目标 1 2 0

语用学知识 课程目标 3 2 0

在外语学习过程中遇到的语用失误 课程目标 3 2 0

评价学生的文章作品，具体案例分析 课程目标 3 2 0
给出具体案例，进行理解、分析、评

价，考察学生应变、表达、分析、解

决问题的能力

课程目标 3 2 0

关注时事政治，关注民生热点，主流

媒体，增加语言素材
课程目标 1 4 0

点评学生们的写作内容并总结 课程目标 3 4 0

语法基础知识 课程目标 2 3 0

修辞基础知识 课程目标 2 3 0

即兴演讲，给出话题进行课堂实战 课程目标 1 2 0
经典作家的名篇，启发学生们的写作

灵感，情怀教育
课程目标 3 2 0

从古典诗词中，从经典文学作品中汲

取营养，丰富写作素材
课程目标 1 2 0

总学时 30 0

课程教学内容：

第一课

教学内容：

1.《现代汉语》下册概述，学习语法和修辞的意义

2.语法概说：什么是语法、语法有多种含义、语法系统、语法学习

教学要求：

1.对汉语语法与修辞这门课程有一个宏观整体的把握

2.对怎么学好这门课程有了一定的了解和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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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对语法和修辞的现实意义有了一定程度的认知

重点难点：

本课教学重点：在区分语法事实上的异同，辨别表达上的正误

本课教学难点：语用

学时分配：

教学内容 1，1学时

教学内容 2，1学时

第二课

教学内容：

1.词的分类（分类）：词类划分标准；词的语法类别；名词、动词、形容词

2.数词和量词；副词；代词；划分词类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教学要求:

1.掌握词的分类标准是语法功能，即根据词的充当句法成分的能力和组合功能来分类

2.掌握现代汉语的词从语法角度可分实词和虚词两大类十三小类

重点难点：

本课教学重点：词类划分标准；词的语法类别

本课教学难点：了解副词的特点及与形容词的区别。代词的类别及代词的活用

学时分配：

教学内容 1,1学时

教学内容 2,1学时

第三课

教学内容：

1.词的分类(下)：介词、连词、助词、语气词、叹词、象声词的特点

2.词类的辨析和词性的辨识

教学要求:

1.掌握介词的语法特点。常见介词的用法；连词的功能特点。常见连词的用法

2.掌握词类的辨析和词性的辨识

重点难点：

本课教学重点：词类的辨析和词性的辨识

本课教学难点：介词的用法；连词的功能特点。常见连词的用法

学时分配：

教学内容 1,0.5学时

教学内容 2,1.5学时

第四课

教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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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短语的类别

2.短语和合成词的分类

教学要求:

1.掌握短语从结构上分为十四类，从功能上分为三类

2.掌握短语和合成词的分类

重点难点：重点：掌握短语和合成词的分类

难点：短语从结构上的分类

学时分配：

教学内容 1,1学时

教学内容 2,1学时

第五课

教学内容：

1.短语的层次分析

2.短语中的结构助词

教学要求:

1.掌握短语的层次分析

2.掌握短语中的结构助词

重点难点：

本课教学重点：熟悉短语的切分原则，掌握直接成分分析法，能熟练地分析短语的结构

层次关系。

本课教学难点：短语中的结构助词

学时分配：教学内容 1,1课时

教学内容 2,1课时

第六课

教学内容：

1.句子和句子的类别

2.什么是句子：句子是人们交流思想的基本语言单位，具有表述性特点。句类：陈述句、

疑问句、祈使句、感叹句

教学要求:

1.掌握 句子和句子的类别

2.掌握句类：陈述句、疑问句、祈使句、感叹句

重点难点：

本课教学重点：句子和句子的类别

本课教学难点：句类：陈述句、疑问句、祈使句、感叹句

学时分配：教学内容 1,1课时

https://baike.so.com/doc/8882106-9207723.html
https://baike.so.com/doc/8882106-9207723.html
https://baike.so.com/doc/7864752-8138847.html
https://baike.so.com/doc/8882106-920772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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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内容 2,1课时

第七课

教学内容：

1.句型： 主谓句、非主谓句

2.句式：把字句、被字句的构成特点

教学要求:

1.掌握句型： 主谓句、非主谓句

2.掌握句式：把字句、被字句的构成特点

重点难点：

本课教学重点：主谓句、非主谓句

本课教学难点：把字句、被字句的构成特点

学时分配：教学内容 1,1课时

教学内容 2,1课时

第八课

教学内容：

1.单句分析：句子分析和句法分析、主谓句的分析、析句应注意的问题

2.句子的语义分析和语用分析、句子中常见的语法问题

教学要求:

1.掌握单句分析：句子分析和句法分析、主谓句的分析、析句应注意的问题

2.掌握句子的语义分析和语用分析、句子中常见的语法问题

重点难点：

本课教学重点：句子分析和句法分析、主谓句的分析、析句应注意的问题

本课教学难点：句子的语义分析和语用分析、句子中常见的语法问题

学时分配：教学内容 1,1课时

教学内容 2,1课时

第九课

教学内容：

1.复句分析：什么是复句、分句和分句之间的关系、关联词语、复句的类型、多重复句、

复句的紧缩

2.语气和口气、什么是语气和口气、语气词、疑问句、口气种种

3.标点符号

教学要求:

1.掌握分析复句的方法

2.掌握标点符号的用法

重点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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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教学重点：复句分析：什么是复句、分句和分句之间的关系、关联词语、复句的类

型、多重复句、复句的紧缩

本课教学难点：语气和口气、什么是语气和口气、语气词、疑问句、口气种种，了解标

点符号的类别和用法，对标点符号的规范性与灵活性有深入的认识。

学时分配：教学内容 1,1课时

教学内容 2,1课时

第十课

教学内容：

1.修辞概说：什么是修辞、修辞的基本要求

2.词语修辞：同义词语和反义词语、上下词语和模糊词语、列举和统扩

教学要求:

1.掌握修辞的基本要求

2.掌握同义词语和反义词语、上下词语和模糊词语、列举和统扩

重点难点：

本课教学重点：同义词语和反义词语

本课教学难点：模糊词语、列举和统扩

学时分配：教学内容 1,1课时

教学内容 2,1课时

第十一课

教学内容：

1.句子修辞：句子的安排、句式的选择

2.常用的修辞格

教学要求:

1. 掌握长句和短句、整句和散句、肯定句和否定句、口语句和书面语句的特点及运用

2. 掌握比喻、比拟、借代、反语、双关、仿词、反复、换算、设问、对偶、排比、层

递等辞格的特点、类别以及运用。

重点难点：

本课教学重点：长句和短句、整句和散句、肯定句和否定句、口语句和书面语句的特点

及运用

本课教学难点：比喻、比拟、借代、反语、双关、仿词、反复、换算、设问、对偶、排

比、层递等辞格的特点、类别以及运用。

学时分配：教学内容 1,1课时

教学内容 2,1课时

第十二课

教学内容：

https://baike.so.com/doc/3204710-3377382.html
https://baike.so.com/doc/6284431-6497902.html
https://baike.so.com/doc/5404724-5642456.html
https://baike.so.com/doc/6500610-6714325.html
https://baike.so.com/doc/5412053-5650176.html
https://baike.so.com/doc/3204710-3377382.html
https://baike.so.com/doc/6284431-6497902.html
https://baike.so.com/doc/5404724-5642456.html
https://baike.so.com/doc/6500610-6714325.html
https://baike.so.com/doc/5412053-565017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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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语言与交际：语言运用与言语交际、交际角色、弄清交际角色及与语言运用的关系

2.交际环境：语境对语言运用有重大影响

3.交际类型和语体

教学要求:

1.掌握语言运用与言语交际、交际角色、弄清交际角色及与语言运用的关系

2.交际环境：语境对语言运用有重大影响、交际类型和语体

重点难点：

本课教学重点：交际类型和语体

本课教学难点：语境对语言运用有重大影响

学时分配：教学内容 1,1课时

教学内容 2,1课时

第十三课

教学内容：

1.语言与文化：语言运用与文化渗透、语言的文化内涵

2.言语的文化制约：文化制约着交际角色的言语、文化是构成语境的重要因素

教学要求:

1.掌握文化和语言的相互关系

2.掌握在不同的语境下语言的使用所有不同，功能有所不同

重点难点：

本课教学重点：语言与文化：语言运用与文化渗透、语言的文化内涵

本课教学难点：言语的文化制约：文化制约着交际角色的言语、文化是构成语境的重

要因素

学时分配：教学内容 1,1课时

教学内容 2,1课时

第十四课

教学内容：

1.语用学知识、语言风格

2.语用能力的调查和分析

教学要求:

1. 掌握语用学知识，在不同的语言环境下，语言的实际应用性

2. 当代大学生的语用能力调查和分析，熟悉不同的语言风格

重点难点：

本课教学重点：语言风格、语体

本课教学难点：语用能力培养

学时分配：教学内容 1,1课时

https://baike.so.com/doc/59918-63021.html
https://baike.so.com/doc/4963603-5185753.html
https://baike.so.com/doc/59918-63021.html
https://baike.so.com/doc/4963603-5185753.html
https://baike.so.com/doc/59918-63021.html
https://baike.so.com/doc/4963603-518575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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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内容 2,1课时

第十五课

答疑，并激励学生做古诗词分享、广告分享。

四、课程教学方法

本课程是一门知识性和实践性都很强的课程，在讲清知识的基础上，要引导学生将知识

转化为技能。讲解知识时，多联系语言运用的实际，分析实例时多联系学到的知识，将理论

学习与实践应用结合起来。现代汉语讲的是语言的断代的知识，有些内容的讲授不可避免地

涉及到历史发展，如声调、文字结构、词义，补充讲授应适当。启发学生多观察语言现象，

发现语言事实，把不自觉地掌握语言规律变成自觉地掌握。重点在分析客观存在的语言事实，

不在术语上纠缠。对一些有争论的问题，应以教材说法为准，切忌将个人观点或其它教材观

点强加于学生，以免影响教学。

五、课程教学评价

评价

方式

占期末总

评比例
评价目的及计分方式

课程目标

1 2 3

平时 40%

1.课堂写作实践：主要评价学生对不同语体的灵活应

用程度、社会热点问题的关注意识和资料搜集能力

以及对文学写作的基础训练，以及课堂练习测试：

语言基础知识（语法与修辞方面）共 10分。

2.作业：每学期留 2次文学写作的练习，例如：情书、

演讲稿的写作，然后在课堂上进行点评，每次计 10

分，共 20分

3.课前报告，课前分享古诗词，制作 ppt，课前演讲

10分

√ √ √

期末

考试
60%

1.评价学生对应用文写作这门课，常见 14种应用文

书基本情况的掌握程度以及对语言的理解和运用程

度及对文学阅读、古诗词经典等语言知识的自主学

习能力。

2.期末考试采取闭卷的形式考核，总成绩以 100分计

算，折合 60%计入课程总评成绩。

√ √ √

合计：10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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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考核评价标准

参见文末附件

七、推荐阅读

1.参考教材：

刘月华等著，实用现代汉语语法（增订本），2003， 北京：商务印书馆。

邵敬敏主编，现代汉语通论（第二版），2007，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2.参考资源：

本课程的文字教材是《现代汉语》和《现代汉语学习指导书》。前者为编制

音像教材、组织教学和复习考试的主要依据;后者对《现代汉语》的重点、难点

作了阐述，并根据教学要求适当增补了一些内容。另外还有与主教材相配套的《现

代汉语综合练习》，指导学生进行实践，消化教学内容。

大纲修订人： 范云琪 修订日期：

大纲审定人： 审定日期：

主管院长： 院教指委主任：

https://baike.so.com/doc/5403408-5641104.html
https://baike.so.com/doc/5731167-594390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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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目标

评分标准

90-100 80-89 70-79 60-69 0-59

优 良 中 及格 不及格

课程所要达到的教学目

标旨在提高学生的汉语

水平，为从事俄汉、汉俄

翻译奠定良好基础。课程

侧重训练学生的汉语阅

读能力和修辞水平以及

语言的实际运用能力。

（支撑专业毕业要求指

标点 2.2-5、2.6-5）

学生具有很高的汉语

水平，为从事俄汉、汉

俄翻译奠定良好基础。

学生有很好的汉语阅

读能力和修辞水平以

及语言的实际运用能

力。

学生具有较高的汉语

水平，为从事俄汉、汉

俄翻译奠定良好基础。

学生有较好的汉语阅

读能力和修辞水平以

及语言的实际运用能

力。

学生具有基本的汉语

水平，为从事俄汉、汉

俄翻译奠定基础。学生

有基本的汉语阅读能

力和修辞水平以及语

言的实际运用能力。

学生具有一定的汉语

水平，为从事俄汉、汉

俄翻译奠定基础。学生

有一定的汉语阅读能

力和修辞水平以及语

言的实际运用能力。

学生没有相应的汉语水

平，为从事俄汉、汉俄

翻译奠定基础。学生没

有汉语阅读能力和修辞

水平以及语言的实际运

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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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词类、短语、句子等

方面的基本概念和理论

知识、分析语法现象的能

力，特别是辨别异同和辨

别正误的能力;掌握汉语

语法规律、修辞的基本要

求和修辞的基本知识，了

解各种修辞手段的特点、

作用，并能分析修辞现

象，运用各种修辞手段，

提高语言运用技巧。（支

撑专业毕业要求指标点

2.2-5、2.6-5）

全面掌握词类、短语、

句子等方面的基本概

念和理论知识、分析语

法现象的能力，特别是

辨别异同和辨别正误

的能力;全面掌握汉语

语法规律、修辞的基本

要求和修辞的基本知

识，非常了解各种修辞

手段的特点、作用，并

能分析修辞现象，运用

各种修辞手段，提高语

言运用技巧。

较好地掌握词类、短

语、句子等方面的基本

概念和理论知识、分析

语法现象的能力，特别

是辨别异同和辨别正

误的能力;较好地掌握

汉语语法规律、修辞的

基本要求和修辞的基

本知识，比较了解各种

修辞手段的特点、作

用，并能分析修辞现

象，运用各种修辞手

段，提高语言运用技

巧。

掌握词类、短语、句

子等方面的基本概念

和理论知识、分析语法

现象的能力，特别是辨

别异同和辨别正误的

能力;掌握汉语语法规

律、修辞的基本要求和

修辞的基本知识，了解

各种修辞手段的特点、

作用，并能分析修辞现

象，运用各种修辞手

段，提高语言运用技

巧。

基本掌握词类、短语、

句子等方面的基本概

念和理论知识、分析语

法现象的能力，特别是

辨别异同和辨别正误

的能力;基本掌握汉语

语法规律、修辞的基本

要求和修辞的基本知

识，基本了解各种修辞

手段的特点、作用，并

能分析修辞现象，运用

各种修辞手段，提高语

言运用技巧。

没有掌握词类、短语、

句子等方面的基本概念

和理论知识、分析语法

现象的能力 ;没有掌握

汉语语法规律、修辞的

基本要求和修辞的基本

知识，不了解修辞手段

的特点、作用，不能分

析修辞现象，运用各种

修辞手段提高语言运用

的技巧。

https://baike.so.com/doc/5569029-5784208.html
https://baike.so.com/doc/5569029-5784208.html
https://baike.so.com/doc/5569029-5784208.html
https://baike.so.com/doc/5569029-5784208.html
https://baike.so.com/doc/5569029-5784208.html
https://baike.so.com/doc/5569029-5784208.html
https://baike.so.com/doc/5569029-5784208.html
https://baike.so.com/doc/5569029-5784208.html
https://baike.so.com/doc/5569029-578420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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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语言在交际、信息传

递中的重要作用，文化对

语言及语言运用的巨大

影响，认识语言表达和理

解同角色、语境、文化、

语句因素之间的密切联

系，进一步提高语言运

用――表达和理解的水

平。 （支撑专业毕业要

求指标点 2.2-5、2.6-5）

非常了解语言在交际、

信息传递中的重要作

用，文化对语言及语言

运用的巨大影响，认识

语言表达和理解同角

色、语境、文化、语句

因素之间的密切联系。

比较了解语言在交际、

信息传递中的重要作

用，文化对语言及语言

运用的巨大影响，认识

语言表达和理解同角

色、语境、文化、语句

因素之间的密切联系。

了解语言在交际、信

息传递中的重要作用，

文化对语言及语言运

用的巨大影响，认识语

言表达和理解同角色、

语境、文化、语句因素

之间的密切联系。

基本了解语言在交际、

信息传递中的重要作

用，文化对语言及语言

运用的巨大影响，认识

语言表达和理解同角

色、语境、文化、语句

因素之间的密切联系。

不了解语言在交际、信

息传递中的重要作用，

文化对语言及语言运用

的巨大影响，认识语言

表达和理解同角色、语

境、文化、语句因素之

间的密切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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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俄语听力（I）》教学大纲

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 名称 基础俄语听力（Ⅰ） Elementary Russian Listening（Ⅰ）

课程 编号 1912008011

课程 性质 专业必修课 适用 专业 俄语

选用 教材
何芳.大学俄语听力教程 1.新版.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7年.

总学 时 36 学时

理论 学时 36学时 实践 学时 0学时

翻转、案例、

实践 、创 新

翻转：0学时；案例：0学时

实践：0学时；创新：0学时

学分 2 学分 开课 学期 第 2 学期

前导 课程 基础俄语（Ⅰ）

后续 课程 基础俄语听力（Ⅱ）

一、课程目标

本课程能够使学生达成如下目标：

1.掌握俄语语音、词汇与语法知识，并能够将基础知识加以理解和运用，领会知

识向能力的转化。（支撑专业毕业要求指标点 2.2-1）

2.能够听懂一般话题的俄语对话及短文，能够在不同场合就日常话题和一般社会

文化题材用语进行简单的交流讨论。（支撑专业毕业要求指标点 2.6-1；2.6-2）

3.了解俄语国家文化习俗以及政治、历史、文学等相关人文社会科学的知识。（支

撑专业毕业要求指标点 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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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课程与专业毕业要求的支撑关系

课程目标与专业毕业要求的支撑关系：

专业毕业要求 专业毕业要求指标点
课程目标

1 2 3

2.2 系统地掌握俄语专业知识，能

够理解俄语文学作品的内容和主

题思想，欣赏文学作品的特点、风

格和语言艺术，熟悉中国语言文化

知识，了解人文社会科学基础知

识。

2.2-1 系统地掌握俄语语

音、词汇、语法、篇章和

修辞等语言知识，了解语

言研究的基础理论和方

法，能够对语言现象进行

分析与解释。

√

2.2-3 熟悉俄语国家历史、

政治、社会文化等知识，

了解区域国别研究的基本

方法。

√

2.6 能够理解俄语口语和书面语

传递的信息，能够准确得体地运用

俄语表达思想和情感，能够借助语

言工具和相关资源进行俄汉互译，

能够对语言现象进行分析与解释，

具有一定的第二外语应用能力。

2.6-1能够听懂一般话题的

俄语口头表达及新闻报

道、影视作品等。

√

2.6-2 能够用俄语口头表

达思想和情感。 √

课程对专业毕业要求的支撑度：

专业毕业要求 指标点 2.2-1 指标点 2.2-3 指标点 2.6-1 指标点 2.6-2

基础俄语听力

（Ⅰ）
M M H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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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课程学时分配与教学内容

课程学时分配：

课程内容 支撑的课程目标 理论学时 实践学时

Урок 1 Немного о себе 课程目标 1，2，3 2 0

Урок 2 Семья 课程目标 1，2，3 2 0

Урок 3 Учёба 课程目标 1，2，3 2 0

Урок 4 Рабочий день 课程目标 1，2，3 2 0

Урок 5 В гостях 课程目标 1，2，3 2 0

Урок 6 Спорт 课程目标 1，2，3 2 0

Урок 7 Транспорт 课程目标 1，2，3 2 0

Урок 8 Климат, погода 课程目标 1，2，3 2 0

Урок 9 Отдых 课程目标 1，2，3 2 0
Урок 10 Разговор по

телефону
课程目标 1，2，3

2 0

Урок 11 У врача 课程目标 1，2，3 2 0

Урок 12 Магазин, покупка 课程目标 1，2，3 2 0

总学时 36 0

课程教学内容：

Урок 1 Немного о себе

教学内容：

1. Произношение: 清浊辅音的同化

2. Интонация: ИК-1

3. Новые слова и словосочетания

4. Диалог 1-5

5. Текст 1-2

本课教学重点：

清浊辅音的同化，自我介绍相关用语

本课教学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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ИК-1, 自我介绍相关用语

Урок 2 Семья

教学内容：

1. Произношение: 元音字母и, е, я, э的发音

2. Интонация: ИК-2

3. Новые слова и словосочетания

4. Диалог 1-5

5. Текст 1-2

本课教学重点：

元音字母и, е, я, э的发音，介绍家庭成员相关用语

本课教学难点：

ИК-2, 介绍家庭成员相关用语

Урок 3 Учёба

教学内容：

1. Произношение: 辅音[ш]的读法

2. Интонация: ИК-2 (2)

3. Новые слова и словосочетания

4. Диалог 1-5

5. Текст 1-2

本课教学重点：

辅音[ш]的读法，介绍学习情况相关用语

本课教学难点：

ИК-2 (2), 介绍学习情况相关用语

Урок 4 Рабочий день

教学内容：

1. Произношение: 辅音[ш]的读法

2. Интонация: ИК-3 (1)

3. Новые слова и словосочетания

4. Диалог 1-5

5. Текст 1-2

本课教学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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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音[ш]的读法，介绍工作日常相关用语

本课教学难点：

ИК-3 (1), 介绍工作日常相关用语

Урок 5 В гостях

教学内容：

1. Произношение: 辅音[ж]的读法

2. Интонация: ИК-3 (2)

3. Новые слова и словосочетания

4. Диалог 1-5

5. Текст 1-2

本课教学重点：

辅音[ш]的读法，介绍做客情况相关用语

本课教学难点：

ИК-3 (2), 介绍做客情况相关用语

Урок 6 Спорт

教学内容：

1. Произношение: 辅音[ш，]的读法

2. Интонация: ИК-4 (1)

3. Новые слова и словосочетания

4. Диалог 1-5

5. Текст 1-2

本课教学重点：

辅音[ш，]的读法，介绍体育运动相关用语

本课教学难点：

ИК-4 (1), 介绍体育运动相关用语

Урок 7 Транспорт

教学内容：

1. Произношение: 辅音[ш，]的读法

2. Интонация: ИК-4 (2)

3. Новые слова и словосочетания

4. Диалог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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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Текст 1-2

本课教学重点：

辅音[ш，]的读法，介绍交通方式相关用语

本课教学难点：

ИК-4 (2), 介绍交通方式相关用语

Урок 8 Климат, погода

教学内容：

1. Произношение: 辅音[ч，]的读法

2. Интонация: ИК-5 (1)

3. Новые слова и словосочетания

4. Диалог 1-5

5. Текст 1-2

本课教学重点：

辅音[ч，]的读法，介绍天气与气候相关用语

本课教学难点：

ИК-5 (1), 介绍天气与气候相关用语

Урок 9 Отдых

教学内容：

1. Произношение: 辅音[ч，]的读法

2. Интонация: ИК-5 (2)

3. Новые слова и словосочетания

4. Диалог 1-5

5. Текст 1-2

本课教学重点：

辅音[ч，]的读法，介绍休息方式相关用语

本课教学难点：

ИК-5 (2), 介绍休息方式相关用语

Урок 10 Разговор по телефону

教学内容：

1. Произношение: 辅音[ц]的读法

2. Интонация: ИК-6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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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Новые слова и словосочетания

4. Диалог 1-5

5. Текст 1-2

本课教学重点：

辅音[ц]的读法，打电话相关用语

本课教学难点：

ИК-6 (1), 打电话相关用语

Урок 11 У врача

教学内容：

1. Произношение: 辅音[ц]的读法

2. Интонация: ИК-6 (2)

3. Новые слова и словосочетания

4. Диалог 1-5

5. Текст 1-2а

本课教学重点：

辅音[ц]的读法，看医生相关用语

本课教学难点：

ИК-6 (2), 看医生相关用语

Урок 12 Магазин, покупка

教学内容：

1. Произношение: 辅音组合的读法

2. Интонация: ИК-6 (3)

3. Новые слова и словосочетания

4. Диалог 1-5

5. Текст 1-2

本课教学重点：

辅音组合的读法，购物相关用语

本课教学难点：

ИК-6 (3), 购物相关用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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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课程教学方法

本课程采用传统授课、启发问答式、讨论式教学、小组合作学习等方法进行教学，充分、

合理地利用多媒体、网络等现代化教学手段辅助俄语教学，提高俄语教学质量，同时对学生

进行线上线下辅导，为学生答疑解惑。

五、课程教学评价

评价

方式

占期末总

评比例
评价目的及计分方式

课程目标

1 2 3

平时

成绩
40%

1. 主要考核学生对部分知识点的掌握程度。

2.根据课堂测试评分，卷面成绩分别为 100分，

分别以卷面成绩乘以 40%计入课程总评成

绩。

√ √ √

期末

考试
60%

1.主要考核学生整个学期所学的语言知识点

的掌握和运用能力，以及对听力材料的理解

分析能力。

2.采用闭卷笔试形式，考试题型包括：填空题、

选择题、判断对错题、翻译题等。卷面成绩

100分，以卷面成绩乘以 60%计入课程总评

成绩。

√ √ √

合计：100分

六、考核评价标准

参见文末附件

七、推荐阅读

1.参考教材：

刘素梅.大学俄语（2）[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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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参考资源：

（1）高等学校俄语专业教学大纲[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2.

（2）张会森.当代俄语语法[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0.

大纲修订人：刘珣 修订日期：

大纲审定人： 审定日期：

主管院长：

院教指委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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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基础俄语听力（Ⅰ）考核评价标准

课程目标

评分标准

90-100 80-89 70-79 60-69 0-59

优 良 中 及格 不及格

1. 掌握俄语语音、词汇与语

法知识，并能够将基础知

识加以理解和运用，领会

知识向能力的转化。（支撑

专 业 毕 业 要 求 指 标 点

2.2-1）

全面系统地掌握了俄

语语音、词汇与语法知

识，并能够非常熟练地

将基础知识加以理解

和运用，能够非常好地

领会知识向能力的转

化。

掌握了俄语语音、词汇

与语法知识，并能够熟

练地将基础知识加以

理解和运用，能够较好

地领会知识向能力的

转化。

基本掌握了俄语语音、

词汇与语法知识，但存

在个别盲点；能够比较

熟练地将基础知识加

以理解和运用，能够领

会知识向能力的转化。

大致掌握了俄语语音、

词汇与语法知识，但有

一些知识点掌握不准

确；能够部分将基础知

识加以理解和运用，能

够大致领会知识向能

力的转化。

没有掌握俄语语音、词

汇与语法知识，不能够

将基础知识加以理解和

运用，不能够领会知识

向能力的转化。

能够听懂一般话题的俄

语对话及短文，能够在不

同场合就日常话题和一

般社会文化题材用语进

行简单的交流讨论。（支

撑专业毕业要求指标点

能够非常好地理解一

般话题俄语对话及短

文的主题和内容，能够

非常熟练地在不同场

合就日常话题一般社

会文化题材用语进行

能够较好地理解一般

话题俄语对话及短文

的主题和内容，能够熟

练地在不同场合就日

常话题一般社会文化

题材用语进行简单的

能够理解一般话题俄

语对话及短文的主题

和内容，能够较熟练地

在不同场合就日常话

题一般社会文化题材

用语进行简单的交流

能够大致理解一般话

题俄语对话及短文的

主题和内容，能够在不

同场合就日常话题一

般社会文化题材用语

进行简单的交流讨论。

不能够理解一般话题俄

语对话及短文的主题和

内容，不能够在不同场

合就日常话题一般社会

文化题材用语进行交流

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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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1；2.6-2） 简单的交流讨论。 交流讨论。 讨论。

了解俄语国家文化习俗

以及政治、历史、文学等

相关人文社会科学的知

识。（支撑专业毕业要求

指标点 2.2-3）

非常了解俄语国家文

化习俗以及政治、历

史、文学等相关人文社

会科学的知识。

了解俄语国家文化习

俗以及政治、历史、文

学等相关人文社会科

学的知识。

比较了解俄语国家文

化习俗以及政治、历

史、文学等相关人文社

会科学的知识。

大致了解俄语国家文

化习俗以及政治、历

史、文学等相关人文社

会科学的知识。

不了解俄语国家文化

习俗以及政治、历史、

文学等相关人文社会科

学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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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文写作》教学大纲

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 名称 应用文写作 Practical Writing

课程 编号 1712008002

课程 性质 专业必修课 适用 专业 俄语专业

选用 教材
徐中玉主编，《应用文写作(第五版)》，十二五"普通高等教育

本科国家级规划教材，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年 7月

总学 时 30学时

理论 学时 30学时 实践 学时 0学时

翻转、案 例 、

实践 、创 新

翻转：0学时；案例：0学时

实践：0学时；创新：0学时

学分 2 学分 开课 学期 第 2学期

前导 课程

后续 课程

一、课程目标

本课程能够使学生达成如下目标：

1. 掌握应用文写作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了解常用应用文文种的种类、写作结

构和写作要求，使学生能选择恰当的文种处理公务和日常事务，在写作实践

的基础上，找出应用文文体写作的基本规律，具备举一反三的写作能力。掌

握不同文体的行文规则和行文区别，加深对理论的认识，满足学生将来职业

生涯和日常生活、学习的需要。（支撑专业毕业要求指标点 2.2-5；2.6-5）

2. 培养学生必要的表达、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信息能力，培养积极主动地

收集信息和整理信息的能力，培养迅速准确地选择不同文体格式的能力。科

学思维的能力，对经典范文学习，提高其专业学习的效果。（支撑专业毕业要

求指标点 2.2-5；2.2-5）

3. 根据日常生活和工作的需要，撰写主题明确、材料准确翔实、结构完整恰当、

表达通顺合理的实用文书，具备撰写高质量应用文的能力。（支撑专业毕业要

求指标点 2.2-5；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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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课程与专业毕业要求的支撑关系

课程目标与专业毕业要求的支撑关系：

专业毕业要求 专业毕业要求指标点
课程目标

1 2 3

2.2系统地掌握俄语专业知识，能够理

解俄语文学作品的内容和主题思想，

欣赏文学作品的特点、风格和语言艺

术，熟悉中国语言文化知识，了解人

文社会科学基础知识。

指标 2.2-5熟悉中国语

言文化知识，了解人

文学科的基础知识 √ √ √

2.6 能够理解俄语口语和书面语传递

的信息，能够准确得体地运用俄语表

达思想和情感，能够借助语言工具和

相关资源进行俄汉互译，能够对语言

现象进行分析与解释，具有一定的第

二外语应用能力。

指标 2.6-5能够运用翻

译理论和方法进行俄

汉口笔译工作

√ √ √

课程对专业毕业要求的支撑度：

三、课程学时分配与教学内容

课程学时分配：

课程内容 支撑的课程目标 理论学时 实践学时

应用文写作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了解常

用应用文文种的种类、写作结构和写作要

求。

课程目标 1 2 0

专业毕业要求 指标点 2.2-5 指标点 2.6-5

应用文写作 H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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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用文书写作 课程目标 1 2 0
不同问题之间的区别、联系 课程目标 1 2 0
针对所给要求，写公文 课程目标 2 2 0
评价学生的文章作品，具体案例分析 课程目标 2 2 0
给出具体案例，进行理解、分析、评价，

考察学生应变、表达、分析、解决问题的

能力

课程目标 2 4 0

关注时事政治，关注民生热点，主流媒体，

针对热点写公文
课程目标 2 4 0

《之江新语》、《习近平用典》等，读名家

名篇
课程目标 3 3 0

提出自己的见解和解决问题的方法 课程目标 3 3 0
解说词、演讲稿、广告方案、条据、说明

书、简历、情书等，点评学生们的写作内

容并总结

课程目标 3 2 0

经典作家的名篇，启发学生们的写作灵

感，情怀教育
课程目标 3 2 0

从古典诗词中，从经典文学作品中汲取营

养，丰富写作素材
课程目标 3 2 0

总学时 30 0

课程教学内容：

第一课

教学内容：

1. 应用文写作概论，什么是应用文？什么是写作？写作与应用文的关系？

2. 那么为什么要开设这么课程？

3. 怎么样学好《应用文写作》这门课？

4. 应用文的产生、应用文写作的特性与功能、应用文写作的未来发展趋势

5. 应用文的分类。

教学要求:

1.对应用文写作这门课程有一个宏观整体的把握。

2.对怎么学好这门课程有了一定的了解和认识。

3.对应用文写作的现实意义有了一定程度的认知。

重点难点：



177

本课教学重点：应用文的功能

本课教学难点：应用文的分类

学时分配：

教学内容 1、2、3,1学时

教学内容 4、5,1学时

第二课

教学内容：

1．公文基础，概念、特点、种类、分类、作用、格式

2．行文规则、行文制度、写作要求、语言及专门用语

教学要求:

1. 掌握公文的基础知识，概念、特点等识记性知识点

2. 掌握公文行文规则、制度、写作要求、专门用语。

重点难点：

本课教学重点：公文行文规则、专门用语

本课教学难点：公文写作特定格式

学时分配：

教学内容 1,1学时

教学内容 2,1学时

第三课

教学内容：

1．应用文写作的表达方式

2．常用公文的讲解：通知、通报、公告、通告，并分析其不同，案例分析，并要求当

堂写作其中一种公文。

教学要求:

1. 掌握以上四种文书的理论知识，并能理解、分析、运用不同种类的公文处理实际事

务。

2. 了解并掌握公文写作的语言表达方式。

重点难点：

本课教学重点：公文表达方式

本课教学难点：常用公文的写作，相似公文的区别和联系

学时分配：

教学内容 1,0.5学时

教学内容 2,1.5学时

第四课

教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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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求职简历

2．情书的写作

教学要求:

1.实用应用文体的写作，了解其特点、了解用人单位的要求和需要，以诚待人，以德服

人，情书和简历都需要“诚”和“德”，自我推销类的实用文体写作。

2.语言需锤炼句子，运用多种修辞，达到言简意赅，情真意切。真实性、客观性、以情

动人。

重点难点：重点：对简历格式的把握。

难点：是否具有感染力

学时分配：教学内容 1,1学时

教学内容 2,1学时

第五课

教学内容：

1．报告与请示

教学要求:

1. 掌握报告和请示的概念、分类、写作要求

2. 掌握两者的区别，在何时使用

重点难点：

本课教学重点：概念属性

本课教学难点：区别

学时分配：教学内容 1,1课时

教学内容 2,1课时

第六课

教学内容：

1．批复、决定与意见的概念、性质、分类及写作要求

2．命令和决定的区别、批复和复函的区别

教学要求:

1. 掌握批复和复函的区别、掌握命令和决定的区别

2.掌握批复、决定、意见的概念、性质、分类和写作要求

重点难点：

本课教学重点：命令和决定的区别

本课教学难点：批复和复函的区别

学时分配：教学内容 1,1课时

教学内容 2,1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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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课

教学内容：

1．函与纪要

2．会议纪要和会议记录的区别

教学要求:

1. 掌握会议记录的写法

2. 掌握会议记录和会议纪要的区别

重点难点：

本课教学重点：会议记录的写法

本课教学难点：函的写作要求

学时分配：教学内容 1,1课时

教学内容 2,1课时

第八课

教学内容：

1. 计划、总结的概念性质，分类，写作要求，注意事项

2. 不同的计划和总结的写法

教学要求:

1. 掌握计划总结的概念，注意事项和写作要求

2. 掌握不同的计划和总结的写法，注意区别分类。

重点难点：

本课教学重点：计划、总结的写法

本课教学难点：区别分类

学时分配：教学内容 1,1课时

教学内容 2,1课时

第九课

教学内容：

1.辞职函、慰问函 贺信(电)、贺词

2.欢迎词、欢送词、答谢词

教学要求:

1. 掌握辞职函、慰问函、贺信（电）、贺词的性质概念、分类、注意事项、写作要求

2. 掌握欢迎词、欢送词、答谢词的性质概念、分类、注意事项、写作要求

重点难点：

本课教学重点：贺词

本课教学难点：辞职函

学时分配：教学内容 1,1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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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内容 2,1课时

第十课

教学内容：

1学术论文写作：学术论文的概念与特征、学术论文的选题

2.学术论文的写作过程、学术论文的写作方法

教学要求:

1.掌握学术论文写作的基本方法和步骤

2.掌握学术论文写作的格式及注意事项

重点难点：

本课教学重点：步骤

本课教学难点：格式

学时分配：教学内容 1,1课时

教学内容 2,1课时

第十一课

教学内容：

1. 财经文体的写作合同、市场调查报告、市场预测报告、标书

2. 诉讼文体的写作：起诉状、 上诉状、申诉书、答辩状

教学要求:

3. 了解财经文体的基本构成情况

4. 了解诉讼文体的基本构成情况

重点难点：

本课教学重点：概念、定义

本课教学难点：具体的应用文书的写作，做简单了解

学时分配：教学内容 1,1课时

教学内容 2,1课时

第十二课

教学内容：

1. 简报、规章制度的概念性质、分类，区别、作用、注意事项及写作要求

2. 消息、说明书的概念性质、分类，作用、区别、注意事项及写作要求

教学要求:

1. 掌握简报、规章制度的概念性质、分类，区别、作用、注意事项及写作要求

2. 掌握消息、说明书的概念性质、分类，作用、区别、注意事项及写作要求

重点难点：

本课教学重点：规章制度的种类

本课教学难点：简报的写法，做简单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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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时分配：教学内容 1,1课时

教学内容 2,1课时

第十三课

教学内容：

1. 介绍经典作家名篇

2. 全民阅读；民国时期的爱情书写

教学要求:

1. 读经典作家作品，感悟并做心得分享

2. 掌握民国时期经典作品中的爱情书写模式。

重点难点：

本课教学重点：民国作家的爱情书写

本课教学难点：为什么要读书？读书到底有没有用？怎么读书？推广全民阅读

学时分配：教学内容 1,1课时

教学内容 2,1课时

第十四课

教学内容：

1. 说明性条据的写法

2. 随堂写作请假条，点评

教学要求:

3. 掌握说明性、凭证性条据的写法，比如请假条、收条、领条、欠条、留言条、托事

条等的写法

4. 掌握条据在日常生活中的功能。

重点难点：

本课教学重点：说明性、凭证性条据的写法

本课教学难点：条据在日常生活中的功能

学时分配：教学内容 1,1课时

教学内容 2,1课时

第十五课

答疑，并激励学生做古诗词分享。

四、课程教学方法

按“理论够用，以实践为主”的原则组织教学，精讲多练，通过对范文的分析、摹拟写

作训练等实践教学环节，引导学生举一反三，触类旁通，逐步把书本知识转化为实际能力，

力争做到学生在课堂练习，教师当场指导，构建起全新的“教、学、写”一体、理论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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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体的课程教学模式，让学生了解掌握与未来生活、职业相关的应用文写作知识，具备初步

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运用多媒体课件授课。同时引激励学生课前作报告，理论与实践结合

更为紧密。

五、课程教学评价

评价

方式

占期末总

评比例
评价目的及计分方式

课程目标

1 2 3

平时 40%

1.课堂写作实践：主要评价学生对应用文写作不

同文体的积累和应用程度、对社会热点问题的关

注意识和资料搜集能力以及对相应技巧的应用

程度，共 10分。

2.作业：每学期留 2次实用应用文体的写作训练

作业，例如：请假条、广告、祝词等的写作，然

后在课堂上进行点评，每次计 10分，共 20分

3.课前报告，课前分享古诗词，制作 ppt，10分

√ √ √

期末

考试
60%

1.评价学生对应用文写作这门课，常见 14 种应

用文书基本情况的掌握程度以及对语言的理解

和运用程度及对文学阅读、古诗词经典等语言知

识的自主学习能力。

2.期末考试采取闭卷的形式考核，总成绩以 100

分计算，折合 60%计入课程总评成绩。

√ √ √

合计：100分

六、考核评价标准

参见文末附件

七、推荐阅读

1.参考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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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德胜. 应用文写作教程[M]. 天津: 天津教育出版社, 2013.

2.参考资源：

（1）华东理工大学长江学院《应用文写作》教学大纲，2017年 7月

（2）对《新编应用文写作实用教程》的商榷，袁月华，佳木斯职业学院学报[J]，

2018年 1月

大纲修订人： 范云琪 修订日期：

大纲审定人： 审定日期：

主管院长：

院教指委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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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目标

评分标准

90-100 80-89 70-79 60-69 0-59

优 良 中 及格 不及格

掌掌握应用文写作基本理论

和基本技能，了解常用应

用文文种的种类、写作结

构和写作要求，使学生能

选择恰当的文种处理公务

和日常事务，在写作实践

的基础上，找出应用文文

体写作的基本规律，具备

举一反三的写作能力。通

过该课程的学习，应使学

生掌握应用文写作的基本

原理，操作框架，通过对

常用文书的摹写实践和写

作语言的训练，掌握不同

全面掌握应用文写作

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

非常了解常用应用文

文种的种类、写作结构

和写作要求，使学生能

选择恰当的文种处理

公务和日常事务，在写

作实践的基础上，找出

应用文文体写作的基

本规律，具备举一反三

的写作能力。

掌握应用文写作基本

理论和基本技能，了解

常用应用文文种的种

类、写作结构和写作要

求，使学生能选择恰当

的文种处理公务和日

常事务，在写作实践的

基础上，找出应用文文

体写作的基本规律，具

备举一反三的写作能

力。

较好地掌握应用文写

作基本理论和基本技

能，了解常用应用文文

种的种类、写作结构和

写作要求，使学生能选

择恰当的文种处理公

务和日常事务，在写作

实践的基础上，找出应

用文文体写作的基本

规律，具备举一反三的

写作能力。

基本掌握应用文写作

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

了解常用应用文文种

的种类、写作结构和写

作要求，使学生能选择

恰当的文种处理公务

和日常事务，在写作实

践的基础上，找出应用

文文体写作的基本规

律，具备举一反三的写

作能力。

没有掌握应用文写作基

本理论和基本技能，不

了解常用应用文文种的

种类、写作结构和写作

要求，不能选择恰当的

文种处理公务和日常事

务，不具备举一反三的

写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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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体的行文规则和行文区

别，加深对理论的认识，

满足学生将来职业生涯和

日常生活、学习的需要。

（支撑专业毕业要求指标

点 2.2-5；2.6-5）

培养学生必要的表达、分

析、解决问题的能力。信

息能力，培养积极主动地

收集信息和整理信息的

能力，培养迅速准确地选

择不同文体格式的能力。

科学思维的能力，对经典

范文学习，提高其专业学

习的效果。（支撑专业毕

业要求指标点 2.2-5；

2.2-5）

具有很好的表达、分

析、解决问题的能力。

具有很好的收集信息

和整理信息的能力，迅

速准确地选择不同文

体格式的能力。

具有较好的表达、分

析、解决问题的能力。

具有较好的收集信息

和整理信息的能力，迅

速准确地选择不同文

体格式的能力。

具有基本的表达、分

析、解决问题的能力。

具有基本的收集信息

和整理信息的能力，迅

速准确地选择不同文

体格式的能力。

具有一定的表达、分

析、解决问题的能力。

具有一定的收集信息

和整理信息的能力，迅

速准确地选择不同文

体格式的能力。

不具备表达、分析、解

决问题的能力。没有收

集信息和整理信息的能

力，迅速准确地选择不

同文体格式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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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日常生活和工作的

需要，撰写主题明确、材

料准确翔实、结构完整恰

当、表达通顺合理的实用

文书，具备撰写高质量应

用文的能力。（支撑专业

毕业要求指标点 2.2-5；

2.6-5）

根据日常生活和工作

的需要，很好地撰写主

题明确、材料准确翔

实、结构完整恰当、表

达通顺合理的实用文

书，具备撰写高质量应

用文的能力。

根据日常生活和工作

的需要，较好地撰写主

题明确、材料准确翔

实、结构完整恰当、表

达通顺合理的实用文

书，具备撰写高质量应

用文的能力。

根据日常生活和工作

的需要，能够撰写主题

明确、材料准确翔实、

结构完整恰当、表达通

顺合理的实用文书，具

备撰写高质量应用文

的能力。

根据日常生活和工作

的需要，基本可以撰写

主题明确、材料准确翔

实、结构完整恰当、表

达通顺合理的实用文

书，具备撰写应用文的

能力。

不能撰写主题明确、材

料准确翔实、结构完整

恰当、表达通顺合理的

实用文书，不具备撰写

高质量应用文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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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俄语口语（Ⅰ）》教学大纲

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 名称 基础俄语口语（Ⅰ） Basic Spoken Russian (Ⅰ)

课程 编号 1912008013

课程 性质 专业必修课 适用 专业 俄语专业

选用 教材
黄枚，李岩主编，大学俄语口语教程 1 [M]，北京: 外语教

学与研究出版社,2012.

总学 时 36学时

理论 学时 0学时 实践 学时 36学时

翻转、案例、实

践、 创新

翻转：0 学时；案例：0 学时

实践：0 学时；创新：0 学时

学分 2学分 开课 学期 第 2学期

前导 课程

后续 课程 基础俄语口语（Ⅱ）

一、课程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能够使学生达成如下的目标：

4．能够准确有效地获取和理解用口头俄语传递的信息和表达的思想。（支撑毕

业要求 2.6-1）

5．掌握基本的俄语口语词汇、句型，掌握俄语口语对话能力和言语表达技能。

（支撑毕业要求 2.6-2）

6．掌握自我学习的方法，能够利用多种手段查询资料，进行梳理分析，提炼需

要的信息。具备不断学习和适应社会进步发展的能力。（支撑毕业要求 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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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课程与专业毕业要求的支撑关系

课程目标与专业毕业要求的支撑关系：

专业毕业要求 专业毕业要求指标点
课程目标

1 2 3

2.6 能够理解俄语口语和书面语

传递的信息，能够准确得体地运

用俄语表达思想和情感，能够借

助语言工具和相关资源进行俄汉

互译，能够对语言现象进行分析

与解释，具有一定的第二外语应

用能力。

2.6-1 能够听懂一般话题的

俄语口头表达及新闻报道、

影视作品等

√

2.6-2 能够用俄语口头表达

思想和情感 √

2.9 具有自主学习和进行知识更

新的意识，具有终身学习和适应

发展的能力。

2.9-2 具有终身学习和适应

发展的能力 √

课程对专业毕业要求的支撑度：

专业毕业要求 指标点 2.6-1 指标点 2.6-2 指标点 2.9-2

基础口语（Ⅰ） H H M

三、课程学时分配与教学内容

课程学时分配：

课程内容 支撑的课程目标 理论学时 实践学时

Урок 1 Кто это? 课程目标 2 0 4

Урок 2 Квартира № 2 课程目标 2 0 4

Урок 3 Наша мама в доме отдыха 课程目标 2 0 4

Урок 4 Кто куда идет утром? 课程目标 2 0 4

Урок 5 Кто лучше？ 课程目标 1 0 4

Урок 6 Вкусный обед 课程目标 1 0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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Урок 7 Ничего не забыл 课程目标 3 0 4

Урок 8 Семья и спорт 课程目标 1 0 4

Урок 9 Библиотека в квартире 课程目标 3 0 4

总学时 0 36

课程教学内容：

Урок 1 Кто это?
教学内容：

Конструкции: Кто это? Это ....
Что это? Это ....
Кто тот мужчина? Он ...
Это ..., а рядом ...
Скажите, где... ?

本课教学重点：掌握基本俄语句式

本课教学难点：掌握基本俄语句式

Урок 2 Квартира № 2
教学内容：

Конструкции: Что делает ...? Он ...
Что они делают?
Как дела?
Вы хорошо понимаете…?

Текст: 1. Квартира № 2
2. Они живут в Москве.

本课教学重点： 基本常用有关家庭成员的词汇

本课教学难点： 掌握基本问好句型

Урок 3 Наша мама в доме отдыха
教学内容：

Конструкции: Кто там сидит？
... хорошо говорит ... ？
Где работает/работают ... ？
Какой город Пекин？

Текст: 1. Наша мама в доме отдых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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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А вы понимаете по-русски?
本课教学重点：识记俄语动词第一变位法与俄语单词

本课教学难点：介绍城市的口语表达

Урок 4 Кто куда идет утром?
教学内容：

Конструкции: Скажите, где продаются ... ?
Ты учишься или работаешь?
Кто в чём.
Где вы побывали?

Текст: 1. Кто куда идет утром?
2. В субботу вечером.

本课教学重点：名词和形容词的第六格形式

本课教学难点：俄语单词和疑问句的固定表达法

Урок 5 Кто лучше？
教学内容：

Конструкции: Куда вы идёте/едешь?
Что вы любите делать в свободное время?

Текст: 1. Кто лучше？
2. Наш газетный киоск.

本课教学重点：第四格前置词的意义和用法

本课教学难点：俄语单词和与语言相关的固定表达法

Урок 6 Вкусный обед
教学内容：

Конструкции: Что вы возьмёте в столовой？

на первое..., на второе ....

Где вы были ？

Что вы делали？

Текст: 1. Олег рассказывает：Наш Академгородок...

2. Вкусный обед
本课教学重点：俄语动词过去式表达法

本课教学难点：俄语动词过去式表达法

Урок 7 Ничего не забы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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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内容：

Конструкции: Какой вид спорта вы любите？

Какая погода будет завтра？

Текст: 1. Ничего не забыл

2. А как вы отдыхаете？
本课教学重点：表示天气的形容词，体育运动相关词汇

本课教学难点：俄语单词和基本句型句式

Урок 8 Семья и спорт
教学内容：

Конструкции: Откуда вы приехали？

Вы китайцы？

Где вы родились？

Текст: 1. У нас во дворе

2. Семья и спорт
本课教学重点：带-ся 动词用法

本课教学难点：城市相关的俄语单词和基本句型句式

Урок 9 Библиотека в квартире
教学内容：

Конструкции: Как вы себя чувствуете？

Что это за праздник？

быть у кого в гостях

Текст: 1. Библиотека в квартире

2. Куда пойти учиться？

本课教学重点：быть у кого в гостях句型

本课教学难点：俄语单词和固定表达法

四、课程教学方法

本课程采用启发式、讨论式教学、小组合作学习等方法进行教学，充分、合理地利用多

媒体、网络等现代化教学手段辅助俄语教学，提高俄语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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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课程教学评价

评价

方式

占期末总

评比例
评价目的及计分方式

课程目标

1 2 3

平时

成绩
10%

1. 主要考核学生对部分知识点的掌握程度；

2. 根据平时的作业，课堂表现，小组讨论情况

等评分，取各次成绩的平均值作为此环节的最

终成绩。

√ √ √

期中

考试
30%

1. 结合教学进度安排期中考试，考查学生对相

关知识的掌握程度；

2. 期中考试采取口试形式，成绩以百分计，乘

以其在总评成绩中所占的比例计入总评成绩。

√ √

期末

考试
60%

口试考查学生应用语言知识的口头表达能力；

教师根据学生口头表达内容和语言流利准确度

评分。

√ √

合计：100分

六、考核评价标准

参见文末附件

七、推荐阅读

1.参考教材：

荣洁主编，俄语 1（全新版）[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

2.参考资源：

Русский язык для всех[M].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Русский язык»，1988 .

大纲修订人：田雨薇 修订日期：

大纲审定人： 审定日期：

主管院长：

院教指委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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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基础口语（Ⅰ）》考核评价标准

课程目标

评分标准

90-100 80-89 70-79 60-69 0-59

优 良 中 及格 不及格

能够准确有效地获取和

理解用口头俄语传递的

信息和表达的思想。（支

撑毕业要求 2.6-1）

能够准确有效地获取

和理解用口头俄语传

递的信息和表达的思

想。

能够有效地获取和理

解用口头俄语传递的

信息和表达的思想。

比较能够准确有效地

获取和理解用口头俄

语传递的信息和表达

的思想。

基本能够准确有效地

获取和理解用口头俄

语传递的信息和表达

的思想。

不能够准确有效地获取

和理解用口头俄语传递

的信息和表达的思想。

掌握基本的俄语口语词

汇、句型，掌握俄语口语

对话能力和言语表达技

能。（支撑毕业要求 2.6-2）

熟练掌握基本的俄语

口语词汇、句型，熟练

掌握俄语口语对话能

力和言语表达技能。

较熟练地掌握基本的

俄语口语词汇、句型，

掌握俄语口语对话能

力和言语表达技能。

掌握基本的俄语口语

词汇、句型，比较掌握

俄语口语对话能力和

言语表达技能。

掌握部分俄语口语词

汇、句型，部分掌握俄

语口语对话能力和言

语表达技能。

未掌握基本的俄语口语

词汇、句型，未掌握俄

语口语对话能力和言语

表达技能。

掌握自我学习的方法，能

够利用多种手段查询资

料，进行梳理分析，提炼

需要的信息。具备不断学

熟练掌握自我学习的

方法，能够熟练利用多

种手段查询资料，进行

梳理分析，提炼需要的

掌握自我学习的方法，

能够利用多种手段查

询资料，进行梳理分

析，提炼需要的信息。

比较熟练掌握自我学

习的方法，能够比较熟

练利用多种手段查询

资料，进行梳理分析，

基本掌握自我学习的

方法，能够基本熟练利

用多种手段查询资料，

进行梳理分析，提炼需

不能掌握自我学习的方

法，不能够利用多种手

段查询资料，进行梳理

分析，提炼需要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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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和适应社会进步发展

的能力。（支撑毕业要求

2.9-2）

信息。非常具备不断学

习和适应社会进步发

展的能力。

具备不断学习和适应

社会进步发展的能力。

提炼需要的信息。比较

具备不断学习和适应

社会进步发展的能力。

要的信息。基本具备不

断学习和适应社会进

步发展的能力。

不具备不断学习和适应

社会进步发展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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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俄语阅读（Ⅰ）》教学大纲

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 名称 基础俄语阅读（Ⅰ） Elementary Russian Reading（Ⅰ）

课程 编号 1912008014

课程 性质 专业必修课 适用 专业 俄语专业

选用 教材
杨志欣主编，俄语阅读（I），普通高等学校“十五”国家

级规划教材，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2012年 05月第 4版

总学 时 36学时

理论 学时 36学时 实践学时 0 学时

翻转、案 例 、

实践 、创 新

翻转： 0 学时；案例： 0 学时

实践： 0 学时；创新： 0 学时

学分 2学分 开课 学期 第 2 学期

前导 课程 基础俄语（I）

后续 课程 基础俄语阅读（II）

一、课程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能够使学生达成如下的目标：

7．培养广泛的阅读兴趣，独立的阅读能力、思辨能力和文学赏析能力，形成良

好的阅读习惯，学会运用多种阅读方法，能够利用多种手段查询资料，提高

外语综合能力。（支撑专业毕业要求指标点 2.4-1；2.5-2）

8．发展阅读素养，提高阅读速度和阅读理解能力。加强对篇章的宏观把握能力、

语言分析能力以及阅读策略的运用能力。（支撑专业毕业要求指标点 2.6-3）

9．系统掌握俄语的语言基础知识，拓展知识面，了解俄语国家文化、政治、经

济、历史等相关人文社会科学的知识，提升跨文化交际能力。（支撑专业毕业

要求指标点 2.2-3；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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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课程与专业毕业要求的支撑关系

课程目标与专业毕业要求的支撑关系：

专业毕业要求 专业毕业要求指标点
课程目标

1 2 3 4

2.2 系统地掌握俄语专业知识，能够理

解俄语文学作品的内容和主题思想，欣

赏文学作品的特点、风格和语言艺术，

熟悉中国语言文化知识，了解人文社会

科学基础知识。

2.2-3 熟悉俄语国家历

史、政治、社会文化等

知识，了解区域国别研

究的基本方法。

√

2.2-5 熟悉中国语言文

化知识，了解人文社会

科学的基础知识。

√

2.4 具备学科基本素养，掌握本专业必

备的研究方法，能运用俄语学科的研究

方法开展调查和研究，解决专业领域内

与语言、社会、文化相关的实际问题。

2.4-1 能够理解俄语文

学作品的内容和主题

思想。
√

2.5 具有获取、判断、分析并利用信息

的能力，能够恰当应用现代信息技术手

段和工具解决实际问题。

2.5-2 能够熟练运用文

献检索工具借助互联

网数据库查寻专业资

料，收集相关信息。

√

2.6 能够理解俄语口语和书面语传递的

信息，能够准确得体地运用俄语表达思

想和情感，能够借助语言工具和相关资

源进行俄汉互译，能够对语言现象进行

分析与解释，具有一定的第二外语应用

能力。

2.6-3 能够理解俄语书

面语传递的信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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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对专业毕业要求的支撑度：

专业毕业要求
指标点

2.2-3

指标点

2.2-5
指标点 2.4-1

指标点

2.5-2

指标点

2.6-3

基础俄语阅读

（Ⅰ）
M M M M H

三、课程学时分配与教学内容

课程学时分配：

课程内容 支撑的课程目标 理论学时 实践学时

第一章 课程目标 1 2 0

第二章 课程目标 1 2 0

第三章 课程目标 1 2 0

第四章 课程目标 2 2 0

第五章 课程目标 3 2 0

第六章 课程目标 3 2 0

第七章 课程目标 3 2 0

第八章 课程目标 3 2 0

第九章 课程目标 3 2 0

第十章 课程目标 2 2 0

第十一章 课程目标 2 2 0

第十二章 课程目标 2 2 0

第十三章 课程目标 2 2 0

第十四章 课程目标 2 2 0

第十五章 课程目标 3 2 0

第十六章 课程目标 3 2 0

第十七章 课程目标 3 2 0

第十八章 课程目标 3 2 0

总学时 36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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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教学内容：

第一章

教学内容：

1．КАК МУЖ ДОМА ХОЗЯЙНИЧАЛ
2．КУКЛА
3．СТАРИК И СТАРУХА
4. УТРО
5. МАКСИМ ГОРЬКИЙ ОБ АНТОНЕ ПАВЛОВИЧЕ ЧЕХОВЕ

本章教学重点：掌握基本词汇和语法知识。

本章教学难点：正确理解课文内容。

第二章

教学内容：

1．МОЙ ДЕНЬ
2．СТОЛОВАЯ
3．ОНА
4．В ГОРОДЕ У МОРЯ
5．НЕМНОГО О СЕБЕ
本课教学重点：掌握基本词汇和语法知识。

本课教学难点：正确理解和掌握国情文化知识。

第三章

教学内容：

1．БОЛЬШАЯ МЕДВЕДИЦА
2．АВТОГРАФ
3．СМОТРЕТЬ И ВИДЕТЬ
4．ВЕРЮ В ЛЮДЕЙ
5．КОРНИ ЯЗЫКА
本课教学重点：掌握基本词汇和语法知识，正确理解和掌握国情文化知识。

本课教学难点：借助构词知识猜测相关词义。

第四章

教学内容：

1．ПОЛЯРНЫЕ МАКИ
2．ТЕХНИКА ДОМА
3．Я НЕ МЕЧТАЛА СТАТЬ БАЛЕРИНОЙ
4．ПОДШУТИЛ
5．ЧЕТЫРЕ ЖЕЛАНИ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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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教学重点：学习和掌握常用词汇和主要语法知识。

本课教学难点：借助构词知识猜测相关词义。

第五章

教学内容：

1．ЛИСА И ЖУРАВЛЬ
2．МОСКВА
3．НЕ ВЕЗЁТ
4．КАША ИЗ ТОПОРА
本课教学重点：熟练掌握阅读课上出现的一些积极词汇、句式的用法，借助标题、

关键词、关键句（段）等篇章手段快速找到全篇的创作主旨。

本课教学难点：了解俄语的言语交际习惯，掌握解答阅读试题的技巧和基本技能。

第六章

教学内容：

1．КТО НАГРЕЛ МОРЕ
2．ВРЕМЕНА ГОДА
3．ОБЫКНОВЕННЫЙ ЧЕЛОВЕК
4．КАК Я УЧИЛСЯ КАТАТЬСЯ НА КОНЬКАХ
本课教学重点：熟练掌握阅读课上出现的一些积极词汇、句式的用法，借助标题、

关键词、关键句（段）等篇章手段快速找到全篇的创作主旨。

本课教学难点：了解俄语的言语交际习惯，掌握解答阅读试题的技巧和基本技能。

第七章

教学内容：

1．АИСТ И СОЛОВЕЙ
2．РАЗДЕЛИТЕ ТАК，КАК ДЕЛИЛИ РАБОТУ
3．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4．КЕМ БЫТЬ
本课教学重点：借助构词法知识和上下文推测生词词义，判断多义词的具体所指。

本课教学难点：把握文章的段落大意、重要事实，找出所需的信息。

第八章

教学内容：

1．ЛЕГЕНДА ОБ АНГАРЕ И ЕНИСЕЕ
2．ДОРОГА В КОСМОС
3．ФОНТАН СЛЁЗ
4. ПАСЬЯНС
本课教学重点：借助构词法知识和上下文推测生词词义，判断多义词的具体所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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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教学难点：找出文章的主要人物和关键情节，把握中心思想。

第九章

教学内容：

1．РЕЧНЫЕ КАМЕШКИ
2．НЕМНОГО О ГЕОГРАФИИ
3．ЧИМБА
4．НА БЕРЕГУ ЧЁРНОГО МОРЯ
本课教学重点：借助构词法知识和上下文推测生词词义，判断多义词的具体所指。

本课教学难点：把握文章的段落大意、重要事实，找出所需的信息。

第十章

教学内容：

1．О ЧЁМ ДУМАЛ ГЕРОЙ
2．МУЖ ИЖЕНА
3．О ХОРОШИХ МАНЕРАХ
4．ДЕВОЧКА ИЗ НОВОГО ДОМА
本课教学重点：借助构词法知识和上下文推测生词词义，判断多义词的具体所指。

本课教学难点：掌握语法知识和常用词汇、词组、惯用语。

第十一章

教学内容：

1．ТОВАРИЩИ ГОНЦОВЫ
2．ИЗУЧАЙТЕ РУССКИЙ ЯЗЫК
3．КАК СОХРАНИТЬ ЗДОРОВЬЕ
4．СОЛНЦЕ，ОБЯЗАТЕЛЬНО СОЛНЦЕ!
本课教学重点：通过阅读课文，使学生继续打好语言基本功，掌握积极结构。

本课教学难点：接触各种语体和题材的文章, 使学生了解、丰富语言与国情知识

扩大知识面。

第十二章

教学内容：

1．ДЕВОЧКА－МАСТЕР
2．ПОДАРОК
3．ПРИТОЧНАЯ ТРАВА
4．ЧЕЛОВЕК БУДУЩЕГО — КАКОВ ОН?
本课教学重点：借助构词法知识和上下文推测生词词义，判断多义词的具体所指。

本课教学难点：把握文章的段落大意、重要事实，找出所需的信息。

第十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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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内容：

1．ВСТРЕЧА С ДОЛГОЖИТЕЛЯМИ
2．КРУГЛЫЙ ОТЛИЧНИК
本课教学重点：借助构词法知识和上下文推测生词词义，判断多义词的具体所指。

本课教学难点：找出文章的主要人物和关键情节，把握中心思想。

第十四章

教学内容：

1．ТРИ ДОЧЕРИ
2．СЛУЧАЙ С КНИГОЙ
本课教学重点：进一步扩大学生的俄语词汇量，增加学生的语言、文化、社会知

识。

本课教学难点：提高学生分析、思考、判断和评价的综合思维及概括能力。

第十五章

教学内容：

1．ДЕД МОРОЗ ПРИШЁЛ НА БАМ
2．ВОЛАН
3．ЛЁТЧИК－ИСПЫТАТЕЛЬ
本课教学重点：熟练掌握阅读课上出现的一些积极词汇、句式的用法，借助标题、

关键词、关键句（段）等篇章手段快速找到全篇的创作主旨。

本课教学难点：了解俄语的言语交际习惯，掌握解答阅读试题的技巧和基本技能。

第十六章

教学内容：

1．МИШКА－АРТИСТ
2．ЧЁМ СЕКРЕТ УСПЕХА
3．БЕРИ ПРИМЕР С．．．
本课教学重点：熟练掌握阅读课上出现的一些积极词汇、句式的用法，借助标题、

关键词、关键句（段）等篇章手段快速找到全篇的创作主旨。

本课教学难点：借助构词法知识和上下文推测生词词义，判断多义词的具体所指。

第十七章

教学内容：

1．КАК Я ВОСПИТЫВАЛ ВОЛЮ
2．ЁЛКА
3．УЧЕНИК ОЛЬГА ПРОШКИН
本课教学重点：进一步扩大学生的俄语词汇量，增加学生的语言、文化、社会知

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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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教学难点：提高学生分析、思考、判断和评价的综合思维及概括能力。

第十八章

教学内容：

1．ПРОГУЛКА
2．ТОЛЬКО БЫ НЕ ЗАКРИЧАТЬ!
3．ВОСПОМИНАНИЕ
本课教学重点：熟练掌握阅读课上出现的一些积极词汇、句式的用法，借助标题、

关键词、关键句（段）等篇章手段快速找到全篇的创作主旨。

本课教学难点：提高学生分析、思考、判断和评价的综合思维及概括能力。

四、课程教学方法

本课程采用传统授课、启发问答式、小组合作学习等方法进行教学，充分、

合理地利用多媒体、网络等现代化教学手段辅助俄语教学，提高俄语教学质量，

同时对学生进行线上线下辅导，为学生答疑解惑。

五、课程教学评价

评价

方式

占期末总

评比例
评价目的及计分方式

课程目标

1 2 3

作业 40%

1.考核学生对每章节知识点的理解和掌握程

度。

2.每次作业按 10分制单独评分，取各次成绩

的平均值作为此环节的最终成绩。

√ √ √

期末

考试
60%

1.主要考核学生整个学期所学的语言知识点

的掌握和运用能力。

2.以闭卷笔试形式进行，考试题型为：选择题、

填空题、判断对错题、续句题、翻译题等。

卷面成绩 100分，以卷面成绩乘以 60%计入

课程总评成绩。

√ √ √

合计：10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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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考核评价标准

参见文末附件

七、推荐阅读

1.参考教材：

（1）王辛夷主编，俄语阅读教程（1）[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8月

（2）薛冉冉，王加兴主编，俄汉对照·缤纷俄语阅读[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

社，2015年 1月

（3）史铁强，叶丽娜，金铁峰著，俄语专业阅读教程[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

社，2006年 12月

2.参考资源：

（1）高等学校俄语专业教学大纲[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2年 10

月

（2）Материал для чтения[M]. Харбин:Издание Института иностранных языков,

1949.

大纲修订人： 孙秋花 修订日期：

大纲审定人： 审定日期：

主管院长：

院教指委主任：

http://210.46.107.77:8080/opac/openlink.php?title=%D0%9C%D0%B0%D1%82%D0%B5%D1%80%D0%B8%D0%B0%D0%BB+%D0%B4%D0%BB%D1%8F+%D1%87%D1%82%D0%B5%D0%BD%D0%B8%D1%8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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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基础俄语阅读（Ⅰ）考核评价标准

课程目标

评分标准

90-100 80-89 70-79 60-69 0-59

优 良 中 及格 不及格

培养广泛的阅读兴趣，

独立的阅读能力、思辨能

力和文学赏析能力，形成

良好的阅读习惯，学会运

用多种阅读方法，能够利

用多种手段查询资料，提

高外语综合能力。（支撑

专业毕业要求指标点

2.4-1；2.5-2）

具备非常广泛的阅读

兴趣，非常独立的阅读

能力、思辨能力和文学

赏析能力，形成良好的

阅读习惯，学会运用多

种阅读方法，能够利用

多种手段查询资料，提

高外语综合能力。

具备广泛的阅读兴趣，

独立的阅读能力、思辨

能力和文学赏析能力，

形成良好的阅读习惯，

学会运用多种阅读方

法，能够利用多种手段

查询资料，提高外语综

合能力。

具备较为广泛的阅读

兴趣，较为独立的阅读

能力、思辨能力和文学

赏析能力，形成较为良

好的阅读习惯，学会运

用多种阅读方法，能够

利用多种手段查询资

料，提高外语综合能

力。

具备阅读兴趣，基本独

立的阅读能力、思辨能

力和文学赏析能力，形

成较为良好的阅读习

惯，学会运用多种阅读

方法，基本能够利用多

种手段查询资料，提高

外语综合能力。

不具备阅读兴趣，独立

的阅读能力、思辨能力

和文学赏析能力，形成

较为良好的阅读习惯，

学会运用多种阅读方

法，不能够利用多种手

段查询资料，提高外语

综合能力。

发展阅读素养，提高阅读

速度和阅读理解能力。加

强对篇章的宏观把握能

力、语言分析能力以及阅

读策略的运用能力。（支

非常发展阅读素养，非

常提高阅读速度和阅

读理解能力。对篇章的

宏观把握能力、语言分

发展阅读素养，提高阅

读速度和阅读理解能

力。对篇章的宏观把握

能力、语言分析能力以

发展阅读素养，提高阅

读速度和阅读理解能

力。对篇章的宏观把握

能力、语言分析能力以

基本发展阅读素养，基

本提高阅读速度和阅

读理解能力。对篇章的

宏观把握能力、语言分

不能发展阅读素养，不

能提高阅读速度和阅读

理解能力。对篇章的宏

观把握能力、语言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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撑专业毕业要求指标点

2.6-3）

析能力以及阅读策略

的运用能力非常强。

及阅读策略的运用能

力强。

及阅读策略的运用能

力比较强。

析能力以及阅读策略

的运用能力一般。

能力以及阅读策略的运

用能力弱。

系统掌握俄语的语言基

础知识，拓展知识面，了

解俄语国家文化、政治、

经济、历史等相关人文社

会科学的知识，提升跨文

化交际能力。（支撑专业

毕业要求指标点 2.2-3；

2.2-5）

非常了解俄语的语言

基础知识，拓展知识

面，了解俄语国家文

化、政治、经济、历史

等相关人文社会科学

的知识，提升跨文化交

际能力。

了解俄语的语言基础

知识，拓展知识面，了

解俄语国家文化、政

治、经济、历史等相关

人文社会科学的知识，

提升跨文化交际能力。

比较了解俄语的语言

基础知识，拓展知识

面，了解俄语国家文

化、政治、经济、历史

等相关人文社会科学

的知识，提升跨文化交

际能力。

基本了解俄语的语言

基础知识，拓展知识

面，了解俄语国家文

化、政治、经济、历史

等相关人文社会科学

的知识，提升跨文化交

际能力。

不了解俄语的语言基础

知识，拓展知识面，了

解俄语国家文化、政治、

经济、历史等相关人文

社会科学的知识，提升

跨文化交际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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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俄语口语（II）》教学大纲

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 名称 基础俄语口语（II） Elementary Spoken Russian（II）

课程 编号 1412008132

课程 性质 专业必修课 适 用 专 业 俄 语 专 业

选用 教材 黄枚，李岩主编，大学俄语口语教程 1，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总学 时 36学时

理论 学时 36 学时 实 践 学 时 0 学 时

翻转 、案 例、

实践 、创 新

翻转： 0 学时；案例： 0 学时

实践： 0 学时；创新： 0 学时

学分 2 学分 开 课 学 期 第 3 学 期

前导 课程 基础俄语口语（I）

后续 课程 基础俄语口语（III）

一、课程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能够使学生达成如下的目标：

1．系统掌握俄语语音、语调、词汇、语法，发音正确，语调适当，用词准

确，语法规范。（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2.2-1）

2．能够准确有效地获取和理解用口头俄语传递的信息和表达的思想。（支撑

毕业要求指标点 2.6-1）

3．培养学生掌握基本的俄语口语词汇、句型，训练学生的俄语口语对话能

力和言语表达技能。（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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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课程目标与毕业要求的支撑关系

课程目标与专业毕业要求的支撑关系：

专业毕业要求 专业毕业要求指标点
课程目标

1 2 3

2.2系统地掌握俄语专业知识，能够

理解俄语文学作品的内容和主题思

想，欣赏文学作品的特点、风格和

语言艺术，熟悉中国语言文化知识，

了解人文社会科学基础知识。

2.2-1 系统地掌握俄语语音、

词汇、语法、篇章和修辞等语

言知识，了解语言研究的基础

理论和方法，能够对语言现象

进行分析与解释.

√

2.6 能够理解俄语口语和书面语传

递的信息，能够准确得体地运用俄

语表达思想和情感，能够借助语言

工具和相关资源进行俄汉互译，能

够对语言现象进行分析与解释，具

有一定的第二外语应用能力。

2.6-1 能够听懂一般话题的俄

语口头表达及新闻报道、影视

作品等

√

2.6-2 能够用俄语口头表达思

想和情感
√

课程对专业毕业要求的支撑度：

专业毕业要求 指标点 2.2-1 指标点 2.6-1 指标点 2.6-2

基础俄语口语（II） H M H

三、教学内容与学时分配

课程学时分配：

课程内容 支撑的课程目标 理论学时 实践学时

第一课 课程目标 1，2，3 4 0

第二课 课程目标 1，2，3 4 0

第三课 课程目标 1，2，3 4 0

第四课 课程目标 1，2，3 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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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课 课程目标 1，2，3 6 0

第六课 课程目标 1，2，3 6 0

第七课 课程目标 1，2，3 4 0

第八课 课程目标 1，2，3 4 0

总学时 36 0

课程教学内容：

第一课

教学内容：

.Тема 1. Урок - знакомство
Грамматика: закомиться с кем?
Речь: знакомство с этикетными конструкциями “Очень приятно”, “Спасибо”,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 Привет; До свидания/ Пока.
Основные виды учебной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грамматические игры “Кто больше?”,
составление мини-диалогов.
教学要求:

1. 掌握本课的积极词汇和常用结构、对话内容

2. 熟练掌握学习语言相关词汇

重点难点：

本课教学重点：分享学习语言经验、知识与技巧表达

本课教学难点：克服学习语言困难的表达

学时分配 : 4 课时

第二课

教学内容：

Тема 2. Моя семья. Хобби.
Грамматика: особенности спряжения глаголов с -ова-, -ева-; играть в/на;
Речь: работа с готовым текстом: выборочный пересказ, ответы на вопросы.
Создание собственных текстов о себе, своей семье по образцу. Рассказ о себе в
виде объявления в социальных сетях.

Основные виды учебной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немой диктант, тренировочные
упражнения по совершенствованию умений употреблять предлоги на /в с
глаголом играть; какографические упражнения; решение кроссвордов;
выборочный пересказ готового текста, создание собственных текстов по
образцу.
教学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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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掌握本课的积极词汇和常用结构、对话内容

2. 熟练掌握学习语言相关词汇

重点难点：

本课教学重点：分享学习语言经验、知识与技巧表达

本课教学难点：克服学习语言困难的表达

学时分配 :4 课时

第三课

教学内容：

Тема 3. Мой дом - моя крепость.
Грамматика: предложный падеж, предлоги в/на
Лексика: знакомство с лексикой по теме “Мой дом”, систематизация лексики по
теме.
Речь: работа с диалогами (допишите недостающую реплику), текстом (ответы на
вопросы, выборочный пересказ), составление рассказа о своей комнате.
Основные виды учебной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составление тематического словаря,
решение кроссвордов, тренировочные упражнения, рассказ о своей комнате по
опорным словам.
教学要求:
1. 掌握本课的积极词汇和常用结构、对话内容

2. 熟练掌握学习语言相关词汇

重点难点：

本课教学重点：分享学习语言经验、知识与技巧表达

本课教学难点：克服学习语言困难的表达

学时分配 :4 课时

第四课

教学内容：

Тема 4. Поговорим о погоде.
Грамматика: сложноподчиненные предложения с придаточным
обстоятельственным (союз потому что); предложный (где?) и винительный
(куда?) падежи
Лексика: систематизация лексики по теме “Погода. Времена года”.
Речь: работа с текстом (ответы на вопросы, выборочный пересказ), создание
собственного текста.
Основные виды учебной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лексические игры, составление
мини-диалогов, составление текста-обоснования (Какое время года я люблю?
Почему?). Рассказ о погоде в разных стилях: разговорный стиль и прогноз
погоды.
教学要求:
1. 掌握本课的积极词汇和常用结构、对话内容

2. 熟练掌握学习语言相关词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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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难点：

本课教学重点：分享学习语言经验、知识与技巧表达

本课教学难点：克服学习语言困难的表达

学时分配 :4 课时

第五课

教学内容：

Тема 5. Суп да каша - пища наша.
Грамматика: глаголы СВ/ НСВ
Лексика: систематизация лексики, составление тематического словаря
Речь: рассказ “Как приготовить ____”
Основные виды учебной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немой диктант, лексические игры,
тренировочные упражнения по употреблению глаголов СВ/НСВ, составление
коллективных рассказов.
教学要求:
1. 掌握本课的积极词汇和常用结构、对话内容

2. 熟练掌握学习语言相关词汇

重点难点：

本课教学重点：分享学习语言经验、知识与技巧表达

本课教学难点：克服学习语言困难的表达

学时分配 :6 课时

第六课

教学内容：

Тема 6. Спорт - это здоровье.
Грамматика: творительный падеж (заниматься чем?)
Лексика: знакомство с лексикой на тему “Виды спорта - спортсмены”
(презентация),
Речь: сочинение - миниатюра “Мой любимый вид спорта”,
Основные виды учебной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лексические игры, работа с текстом
(заполнение пропусков, ответы на вопросы, пересказ), составление собственного
текста по опорным словам
教学要求:
1. 掌握本课的积极词汇和常用结构、对话内容

2. 熟练掌握学习语言相关词汇

重点难点：

本课教学重点：分享学习语言经验、知识与技巧表达

本课教学难点：克服学习语言困难的表达

学时分配 : 6课时

第七课

教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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Тема 7. Мы купили в магазине.
Грамматика:количественные числительные; склонение прилагательных в ед.
числе, сравнительная степень имен прилагательных.
Лексика: Что можно купить в магазине? (презентация). Формулы вежливости
Будьте добры, Не могли бы вы, Я хотел бы....
Речь: составление диалогов.
Основные виды учебной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лексические игры, тренировочные
упражнения по употреблению числительных, какографические упражнения,
работа с готовыми диалогами, составление своих диалогов по образцу
教学要求:
1. 掌握本课的积极词汇和常用结构、对话内容

2. 熟练掌握学习语言相关词汇

重点难点：

本课教学重点：分享学习语言经验、知识与技巧表达

本课教学难点：克服学习语言困难的表达

学时分配 :4 课时

第八课

教学内容：

Тема 8. Интеллектуальная игра “Умники и умницы”
Цель: формировать у студентов способность к поиску и решению заданий в
условиях конкурса; воспитывать умение проявлять инициативу; воспитывать
интерес к русскому языку.
教学要求:
1. 掌握本课的积极词汇和常用结构、对话内容

2. 熟练掌握学习语言相关词汇

重点难点：

本课教学重点：分享学习语言经验、知识与技巧表达

本课教学难点：克服学习语言困难的表达

学时分配 : 4 课时

四、课程教学方法

本课程主要运用交际教学法，此外采用传统授课、启发式、讨论式教学、小

组合作学习等方法进行教学，充分、合理地利用多媒体、网络等现代化教学手段

辅助俄语教学，提高俄语教学质量。



212

五、课程教学评价

评价

方式

占期末总

评比例
评价目的及计分方式

课程目标

1 2 3

平时

成绩
10%

（1）主要考核学生对部分知识点的掌握程度；

（2）根据平时的作业，课堂表现，小组讨论情

况等评分，取各次成绩的平均值作为此环节的

最终成绩。

√ √ √

期中

考试
30%

（1）结合教学进度安排期中考试，考查学生对

相关知识的掌握程度；

（2）期中考试采取口试形式,成绩以百分计，

乘以其在总评成绩中所占的比例计入总评成

绩。

√ √ √

期末

考试
60%

口试考查学生应用语言知识的口头表达能力；

教师根据学生口头表达内容和语言流利准确度

评分。

√ √ √

合计：100分

六、考核评价标准

参见文末附件

七、推荐阅读

1. 参考教材：

（1）Ермаченкова В. С. Слово: пособие по лексике и разговорной практике[M]. -

2-ое изд., испр. и доп. - СПб.: Златоуст, 2010.

（2）Эсмантова Т. Л. Русский язык: 5 элементов: уровень В1 (базовый - первый

сертификационный) [M]. - 3-е изд. - СПб.: Златоуст, 2016.

（ 3） Акишина А. А.Русский язык в играх: Учебное пособие (раздаточный

материал)[M]. - М.: Русский язык. Курсы,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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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Казнышкина И. В. Коммуникативные игры на уроках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как

иностранного[M]. - М.: Русский язык. Курсы, 2012.

2. 参考资源：

（1）高等学校俄语专业教学大纲[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2.

（2）黄枚，大学俄语（3）[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0.

大纲修订人： 杨志欣 修订日期：

大纲审定人： 审定日期：

主管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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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基础俄语口语（II）考核评价标准

课程目标

评分标准

90-100 80-89 70-79 60-69 0-59

优 良 中 及格 不及格

系统掌握俄语语音、语

调、词汇、语法，发音正

确，语调适当，用词准确，

语法规范。（支撑毕业要

求 2.2-1）

非常系统地掌握俄语

语音、语调、词汇、

语法，发音正确，语

调适当，用词准确，

语法规范。

系统地掌握俄语语

音、语调、词汇、语

法，发音正确，语调

适当，用词准确，语

法规范。

比较系统掌握俄语语

音、语调、词汇、语法，

发音正确，语调适当，

用词比较准确，语法比

较规范。

系统掌握俄语语音、语

调、词汇、语法，发音

基本正确，语调基本适

当，用词基本准确，语

法基本规范。

不够系统地掌握俄语

语音、语调、词汇、语

法，发音不正确，语调

不适当，用词不准确，

语法不规范。

能够听懂一般话题的俄

语口头表达及新闻报道

与影视作品等。（支撑毕

业要求 2.6-1）

完全能够听懂一般话

题的俄语口头表达及

新闻报道与影视作品

等。

能够听懂一般话题

的俄语口头表达及

新闻报道与影视作

品等。

能够听懂多数一般话

题的俄语口头表达及

新闻报道与影视作品

等。

能够听懂部分一般话题

的俄语口头表达及新闻

报道与影视作品等。

能够听懂少数一般话

题的俄语口头表达及

新闻报道与影视作品

等。

能够用俄语口头表达思

想和情感。（支撑毕业要

求 2.6-2）

完全能够用俄语口头

表达思想和情感。

能够较好地用俄语

口头表达思想和情

感。

能够用俄语口头表达

思想和情感。

基本能够用俄语口头表

达思想和情感。

不能用俄语口头表达

思想和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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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俄语听力（Ⅱ）》教学大纲

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 名称 基础俄语听力（Ⅱ） Elementary Russian Listening（Ⅱ）

课程 编号 1912008016

课程 性质 专业必修课 适用 专业 俄语

选用 教材
郑文东,黄玫.大学俄语听力教程 2.新版.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

出版社，2015年.

总学 时 36 学时

理论 学时 36 学时 实践 学时 0 学时

翻转、案例 、

实践 、创 新

翻转：0 学时； 案例：0学时

实践：0 学时； 创新：0学时

学分 2 学分 开课 学期 第 3 学期

前导 课程 基础俄语听力（Ⅰ）

后续 课程 基础俄语听力（Ⅲ）

一、课程目标

本课程能够使学生达成如下目标：

1. 掌握俄语词汇与语法知识，并能够将基础知识加以理解和运用，掌握知识向

能力转化的技巧。（支撑专业毕业要求指标点 2.2-1）

2. 能够听懂一般话题的俄语对话及短文，能够在不同场合就日常话题和一般社

会文化题材用语进行交流讨论。（支撑专业毕业要求指标点 2.6-1；2.6-2）

3. 了解俄语国家文化习俗以及政治、历史、文学等相关人文社会科学的知识。（支

撑专业毕业要求指标点 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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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课程与专业毕业要求的支撑关系

课程目标与专业毕业要求的支撑关系：

专业毕业要求 专业毕业要求指标点
课程目标

1 2 3

2.2 系统地掌握俄语专业知识，能

够理解俄语文学作品的内容和主

题思想，欣赏文学作品的特点、风

格和语言艺术，熟悉中国语言文化

知识，了解人文社会科学基础知

识。

2.2-1系统地掌握俄语语音、

词汇、语法、篇章和修辞等

语言知识，了解语言研究的

基础理论和方法，能够对语

言现象进行分析与解释。

√

2.2-3 熟悉俄语国家历史、政

治、社会文化等知识，了解

区域国别研究的基本方法。
√

2.6 能够理解俄语口语和书面语

传递的信息，能够准确得体地运用

俄语表达思想和情感，能够借助语

言工具和相关资源进行俄汉互译，

能够对语言现象进行分析与解释，

具有一定的第二外语应用能力。

2.6-1能够听懂一般话题的俄

语口头表达及新闻报道、影

视作品等。

√

2.6-2 能够用俄语口头表达

思想和情感。 √

课程对专业毕业要求的支撑度：

专业毕业要求 指标点 2.2-1 指标点 2.2-3 指标点 2.6-1 指标点 2.6-2

基础俄语听力

（Ⅱ）
M M H M



217

三、课程学时分配与教学内容

课程学时分配：

课程内容 支撑的课程目标 理论学时 实践学时

Урок 1 Портрет, внешность

человека 课程目标 1，2，3 2 0

Урок 2 Характер человека 课程目标 1，2，3 2 0

Урок 3 Интересы и увлечения 课程目标 1，2，3 2 0

Урок 4 Путешествие 课程目标 1，2，3 2 0

Урок 5 Библиотека, книги 课程目标 1，2，3 2 0

Урок 6 Интернет 课程目标 1，2，3 2 0
Урок 7 Изучение иностранных

языков 课程目标 1，2，3 2 0

Урок 8 Радио и телевидение,

газеты и журналы 课程目标 1，2，3 2 0

Урок 9 Ресторан 课程目标 1，2，3 2 0

Урок 10 Выстаки, музеи 课程目标 1，2，3 2 0

Урок 11 Театр, кино 课程目标 1，2，3 2 0

Урок 12 Праздники 课程目标 1，2，3 2 0

总学时 36 0

课程教学内容：

Урок 1 Портрет, внешность человека

教学内容：

1. Диалоги

2. Текст 1 Мой старший брат

3. Текст 2 Как выглядел Пушкин

4. Домашние задания

本课教学重点：用俄语描述人的外貌

相关词汇和句式

本课教学难点：外国眼睛、头发颜色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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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课文的理解与分析

Урок 2 Характер человека

教学内容：

1. Диалоги

2. Текст 1 Человек настроения

3. Текст 2 Мой характер

4. Домашние задания

本课教学重点：人的性格特征

相关词汇和句式

本课教学难点：描述性格的形容词

对课文的理解与分析

Урок 3 Интересы и увлечения

教学内容：

1. Диалоги

2. Текст 1 Спорт в России

3. Текст 2 Мое увлечение - живопись

4. Домашние задания

本课教学重点：兴趣和爱好

相关词汇和句式

本课教学难点：各种描写兴趣爱好的动词

对课文的理解与分析

Урок 4 Путешествие

教学内容：

1. Диалоги

2. Текст 1 Золотое кольцо России

3. Текст 2 В доме у Леоновых

4. Домашние задания

本课教学重点：旅游的目的

相关词汇和句式

本课教学难点：俄罗斯各地名胜专有名词

对课文的理解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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Урок 5 Библиотека, книги

教学内容：

1. Диалоги

2. Текст 1 Как я люблю библиотеку

3. Текст 2 Подарки от отца

4. Домашние задания

本课教学重点：

相关词汇和句式

本课教学难点：

对课文的理解与分析

Урок 6 Интернет

教学内容：

1. Диалоги

2. Текст 1 Интернет и наша жизнь

3. Текст 2 Покупка по Интернету

4. Домашние задания

本课教学重点：

相关词汇和句式

本课教学难点：

对课文的理解与分析

Урок 7 Изучение иностранных языков

教学内容：

1. Диалоги

2. Текст 1 Как я изучал русский язык

3. Текст 2 Какой язык более востребован

4. Домашние задания

本课教学重点：

相关词汇和句式

本课教学难点：

对课文的理解与分析

Урок 8 Радио и телевидение, газеты и журналы



220

教学内容：

1. Диалоги

2. Текст 1 Интервью у Спилберга

3. Текст 2 Влияние телевидения на общество

4. Домашние задания

本课教学重点：

相关词汇和句式

本课教学难点：

对课文的理解与分析

Урок 9 Ресторан

教学内容：

1. Диалоги

2. Текст 1 Живите долго!

3. Текст 2 Русский пирог

4. Домашние задания

本课教学重点：

相关词汇和句式

本课教学难点：

对课文的理解与分析

Урок 10 Выстаки, музеи

教学内容：

1. Диалоги

2. Текст 1 Третьяковская галерея и Русский музей

3. Текст 2 ЭКСПО в Шанхае

4. Домашние задания

本课教学重点：

相关词汇和句式

本课教学难点：

对课文的理解与分析

Урок 11 Театр, кино

教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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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Диалоги

2. Текст 1 Эльдар Рязанов а фильме «Ирония судьбы»

3. Текст 2 Лю Хун и русский театр

4. Домашние задания

本课教学重点：

相关词汇和句式

本课教学难点：

对课文的理解与分析

Урок 12 Праздники

教学内容：

1. Диалоги

2. Текст 1 8-ое марта

3. Текст 2 9-ое Мая – День победы

4. Домашние задания

本课教学重点：

相关词汇和句式

本课教学难点：

对课文的理解与分析

四、课程教学方法

本课程采用传统授课、启发问答式、讨论式教学、小组合作学习等方法进行教学，充分、

合理地利用多媒体、网络等现代化教学手段辅助俄语教学，提高俄语教学质量，同时对学生

进行线上线下辅导，为学生答疑解惑。

五、课程教学评价

评价

方式

占期末总

评比例
评价目的及计分方式

课程目标

1 2 3

平时

成绩
40%

1.主要考核学生对部分知识点的掌握程度。

2.根据课堂测试评分，卷面成绩分别为 100
分，分别以卷面成绩乘以 40%计入课程总

评成绩。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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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末

考试
60%

1.主要考核学生整个学期所学的语言知识点

的掌握和运用能力，以及对听力材料的理

解分析能力。

2.采用闭卷笔试形式，考试题型包括：填空

题、选择题、判断对错题、翻译题等。卷

面成绩 100分，以卷面成绩乘以 60%计入

课程总评成绩。

√ √ √

合计：100分

六、考核评价标准

参见文末附件

七、推荐阅读

1.参考教材：

黄东晶主编，俄语 3（全新版），普通高等学校“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北京

大学出版社，2018年 11月。

2.参考资源：

（1）高等学校俄语专业教学大纲[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2.

（2）张会森.当代俄语语法[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0.

大纲修订人：王骁骞 修订日期：

大纲审定人： 审定日期：

主管院长：

院教指委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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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基础俄语听力（Ⅱ）》考核评价标准

课程目标

评分标准

90-100 80-89 70-79 60-69 0-59

优 良 中 及格 不及格

1. 掌握俄语词汇与语法知

识，并能够将基础知识加

以理解和运用，掌握知识

向能力转化的技巧。（支撑

专 业 毕 业 要 求 指 标 点

2.2-1）

全面系统地掌握俄语

词汇与语法知识，并能

够非常熟练地将基础

知识加以理解和运用，

很好地掌握了知识向

能力转化的技巧。

掌握了俄语词汇与语

法知识，并能够熟练地

将基础知识加以理解

和运用，较好地掌握了

知识向能力转化的技

巧。

基本掌握了俄语词汇与

语法知识，但存在个别

盲点；能够比较熟练地

将基础知识加以理解和

运用，基本掌握了知识

向能力转化的技巧。

大致掌握了俄语词汇与

语法知识，但有一些知

识点掌握不准确；能够

将基础知识加以理解和

运用，掌握了部分知识

向能力转化的技巧。

没有掌握俄语词汇

与语法知识，不能够

将基础知识加以理

解和运用，没有掌握

知识向能力转化的

技巧。

能够听懂一般话题的俄

语对话及短文，能够在不

同场合就日常话题和一

般社会文化题材用语进

行交流讨论。（支撑专业

毕业要求指标点 2.6-1；

2.6-2）

能够非常好地理解一

般话题俄语对话及短

文的主题和内容，能够

非常熟练地在不同场

合就日常话题一般社

会文化题材用语进行

交流讨论。

能够较好地理解一般

话题俄语对话及短文

的主题和内容，能够熟

练地在不同场合就日

常话题一般社会文化

题材用语进行交流讨

论。

能够理解一般话题俄语

对话及短文的主题和内

容，能够较熟练地在不

同场合就日常话题一般

社会文化题材用语进行

交流讨论。

能够大致理解一般话题

俄语对话及短文的主题

和内容，能够在不同场

合就日常话题一般社会

文化题材用语进行交流

讨论。

不能够理解一般话

题俄语对话及短文

的主题和内容，不能

够在不同场合就日

常话题一般社会文

化题材用语进行交

流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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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俄语国家文化习俗

以及政治、历史、文学等

相关人文社会科学的知

识。（支撑专业毕业要求

指标点 2.2-3）

非常了解俄语国家文

化习俗以及政治、历

史、文学等相关人文社

会科学的知识。

了解俄语国家文化习

俗以及政治、历史、文

学等相关人文社会科

学的知识。

比较了解俄语国家文

化习俗以及政治、历

史、文学等相关人文社

会科学的知识。

大致了解俄语国家文

化习俗以及政治、历

史、文学等相关人文社

会科学的知识。

不了解俄语国家文

化习俗以及政治、历

史、文学等相关人文

社会科学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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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俄语阅读（Ⅱ）》教学大纲

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 名称 基础俄语阅读（Ⅱ） Russian Reading（Ⅱ）

课程 编号 1912008017

课程 性质 专业必修课 适用 专业 俄语专业

选用 教材
孙淑芳、吴丽坤. 俄语阅读（二）. 第一版. 哈尔滨：哈尔滨工

业大学出版社，2006年 9月.

总学 时 36 学时

理论 学时 36 学时 实践 学时 0 学时

翻转、案 例 、

实践 、创 新

翻转： 0 学时；案例： 0 学时

实践： 0 学时；创新： 0 学时

学分 2 开课 学期 第 3学期

前导 课程 基础俄语阅读（Ⅰ）

后续 课程 基础俄语阅读（Ⅲ）

一、课程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能够使学生达成如下的目标：

1.了解俄语国家文化习俗以及政治、历史、文学等相关人文社会科学的知识。

（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2.2-5）

2.掌握俄语的语言基础词汇和语法知识，能够在不同场合就日常话题和一般

社会文化题材用俄语进行交流讨论，表明观点和情感。（支撑专业毕业要求指标

点 2.2-1）

3.具有良好的思辨能力，能够理解俄语文章的主题思想，并进行阐述、分析、

评论。（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2.6-3）

4.掌握自我学习的方法，能够利用词典和语法工具书，进行梳理分析，提炼

需要的信息。具备不断学习和适应社会进步发展的能力。（支撑专业毕业要求指

标点 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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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课程与专业毕业要求的支撑关系

课程目标与专业毕业要求的支撑关系：

专业毕业要求 专业毕业要求指标点
课程目标

1 2 3 4

2.2 系统地掌握俄语专业知

识，能够理解俄语文学作品

的内容和主题思想，欣赏文

学作品的特点、风格和语言

艺术，熟悉中国语言文化知

识，了解人文社会科学基础

知识。

2.2-1 系统掌握俄语的语言基础知

识，具有思辨能力，分析和解释俄

语语言现象，理解、评论俄语文章

的主题思想。

√

2.2-5 掌握俄语国家和区域的政

治、经济、历史、社会、地理等文

化知识与相关国情知识。

√

2.5 具有获取、判断、分析

并利用信息的能力，能够恰

当应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

和工具解决实际问题。

2.5-2 能够熟练运用文献检索工具

借助互联网数据库查寻专业资料，

收集相关信息。

√

2.6 能够理解俄语口语和书

面语传递的信息，能够准确

得体地运用俄语表达思想

和情感，能够借助语言工具

和相关资源进行俄汉互译，

能够对语言现象进行分析

与解释，具有一定的第二外

语应用能力。

2.6-3 能够理解俄语书面语传递

的信息

√

本课程对毕业要求的支撑度：

专业毕业要求 指标点 2.2-1 指标点2.2-5 指标点 2.5-2 指标点 2.6-3

基础俄语阅读(Ⅱ) M M M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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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课程学时分配与教学内容

课程学时分配：

课程内容 支撑的课程目标 理论学时 实践学时

第一章 课程目标 1 2 0

第二章 课程目标 1 2 0

第三章 课程目标 1 2 0

第四章 课程目标 2 2 0

第五章 课程目标 3 2 0

第六章 课程目标 3 2 0

第七章 课程目标 3 2 0

第八章 课程目标 3 2 0

第九章 课程目标 3 2 0

第十章 课程目标 2 2 0

第十一章 课程目标 2 2 0

第十二章 课程目标 2 2 0

第十三章 课程目标 2 2 0

第十四章 课程目标 2 2 0

第十五章 课程目标 3 2 0

第十六章 课程目标 4 2 0

第十七章 课程目标 4 2 0

第十八章 课程目标 4 2 0

总学时 36 0

课程教学内容：

第一章

1．Секрет смелости
2．Марина едет на работу

3．Прогулка за город
4. Знание – это ловкост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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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Моя учительница
重点难点：

本课教学重点：掌握本课阅读材料中的语法现象，重点词汇、重点句型。

本课教学难点：熟悉所学课文各段落的相关内容，正确理解中心思想，掌握国情

知识。

学时分配：

1．排除疑问、语法现象、重点词汇、重点句型、课后练习 2学时

第二章

教学内容：

1．Новая улица
2．Он показал мне солнце

3．Марсианин
4. Богач Витя
5. Цветные мелки
重点难点：

本课教学重点：掌握本课阅读材料中的语法现象，重点词汇、重点句型。

本课教学难点：熟悉所学课文各段落的相关内容，正确理解中心思想，掌握国情

知识。

学时分配：

1．排除疑问、语法现象、重点词汇、重点句型、课后练习 2学时

第三章

教学内容：

1．Как сохранить здоровье
2．С Новым годом

3．Пушкин и книги
4．Моя мечта
5．Молодежь о любви и браке
重点难点：

本课教学重点：掌握本课阅读材料中的语法现象，重点词汇、重点句型。

本课教学难点：熟悉所学课文各段落的相关内容，正确理解中心思想，掌握国情

知识。

学时分配：

1．排除疑问、语法现象、重点词汇、重点句型、课后练习 2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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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教学内容：

1．Лучше молчать, чем говорить
2．Если вас ждут друзья,

3．Это случилось в воздухе
4．Волшебное слово
5．Посещение театра
重点难点：

本课教学重点：掌握本课阅读材料中的语法现象，重点词汇、重点句型。

本课教学难点：熟悉所学课文各段落的相关内容，正确理解中心思想，掌握国情

知识。

学时分配：

1．排除疑问、语法现象、重点词汇、重点句型、课后练习 2学时

第五章

教学内容：

1．Артисты на чердаке
重点难点：

本课教学重点：掌握本课阅读材料中的语法现象，重点词汇、重点句型。

本课教学难点：熟悉所学课文各段落的相关内容，正确理解中心思想，掌握国情

知识。

学时分配：

1．排除疑问、语法现象、重点词汇、重点句型、课后练习 2学时

第六章

教学内容：

1．Куда уходит время
2．Вот и кончаются школьные годы

3．Посеешь имя – пожнешь судьбу
4．В гостинице
5．По пушкинским местам
重点难点：

本课教学重点：掌握本课阅读材料中的语法现象，重点词汇、重点句型。

本课教学难点：熟悉所学课文各段落的相关内容，正确理解中心思想，掌握国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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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

学时分配：

1．排除疑问、语法现象、重点词汇、重点句型、课后练习 2学时

第七章

教学内容：

1．Девочка с журавликом
2．Юный инженер

3．На уроке пения
4．Смелость – половина победы
5．Волшебная сила слова
重点难点：

本课教学重点：掌握本课阅读材料中的语法现象，重点词汇、重点句型。

本课教学难点：熟悉所学课文各段落的相关内容，正确理解中心思想，掌握国情

知识。

学时分配：

1．排除疑问、语法现象、重点词汇、重点句型、课后练习 2学时

第八章

教学内容：

1．Что такое счастье
2．Последний звонок

3．Немецкая овчарка сблизила нас
4．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5．Наша квартира
重点难点：

本课教学重点：掌握本课阅读材料中的语法现象，重点词汇、重点句型。

本课教学难点：熟悉所学课文各段落的相关内容，正确理解中心思想，掌握国情

知识。

学时分配：

1．排除疑问、语法现象、重点词汇、重点句型、课后练习 2学时

第九章

教学内容：

1．В театр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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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Мечты

3．Полкан
4．Птичка
5．Так нельзя, а так можно и нужно
重点难点：

本课教学重点：掌握本课阅读材料中的语法现象，重点词汇、重点句型。

本课教学难点：熟悉所学课文各段落的相关内容，正确理解中心思想，掌握国情

知识。

学时分配：

1．排除疑问、语法现象、重点词汇、重点句型、课后练习 2学时

第十章

教学内容：

1．Рассказ беспомощной матери
重点难点：

本课教学重点：掌握本课阅读材料中的语法现象，重点词汇、重点句型。

本课教学难点：熟悉所学课文各段落的相关内容，正确理解中心思想，掌握国情

知识。

学时分配：

1．排除疑问、语法现象、重点词汇、重点句型、课后练习 2学时

第十一章

教学内容：

1．Счастливый день

2．Братцы-кролики

3．Поверить в себя
4．Напиши мне ответ
5．Обычный день в семье Петровых
重点难点：

本课教学重点：掌握本课阅读材料中的语法现象，重点词汇、重点句型。

本课教学难点：熟悉所学课文各段落的相关内容，正确理解中心思想，掌握国情

知识。

学时分配：

1．排除疑问、语法现象、重点词汇、重点句型、课后练习 2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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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教学内容：

1．Мой отец
2．В доме-музее Л. Н. Толстого

3．Моя профессия
4．Великий сын русского народа
5．Они тоже плачут(1)
重点难点：

本课教学重点：掌握本课阅读材料中的语法现象，重点词汇、重点句型。

本课教学难点：熟悉所学课文各段落的相关内容，正确理解中心思想，掌握国情

知识。

学时分配：

1．排除疑问、语法现象、重点词汇、重点句型、课后练习 2学时

第十三章

教学内容：

1．Они тоже плачут(2)
2．Друг детства

3．Глупая история
4．Загородная прогулка
5．К. Э. Циолковский
重点难点：

本课教学重点：掌握本课阅读材料中的语法现象，重点词汇、重点句型。

本课教学难点：熟悉所学课文各段落的相关内容，正确理解中心思想，掌握国情

知识。

学时分配：

1．排除疑问、语法现象、重点词汇、重点句型、课后练习 2学时

第十四章

教学内容：

1．Будущий космонавт
2．Дети уже большие

3．Мы студенты
4．Квартира Пушкина на Арбате
5．Улыбка в русском коммуникативном поведении(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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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难点：

本课教学重点：掌握本课阅读材料中的语法现象，重点词汇、重点句型。

本课教学难点：熟悉所学课文各段落的相关内容，正确理解中心思想，掌握国情

知识。

学时分配：

1．排除疑问、语法现象、重点词汇、重点句型、课后练习 2学时

第十五章

教学内容：

1．Улыбка в русском коммуникативном поведении(2)
重点难点：

本课教学重点：掌握本课阅读材料中的语法现象，重点词汇、重点句型。

本课教学难点：熟悉所学课文各段落的相关内容，正确理解中心思想，掌握国情

知识。

学时分配：

1．排除疑问、语法现象、重点词汇、重点句型、课后练习 2学时

第十六章

教学内容：

1．Кем быть,
2．Хорошая мысль

3．Принцесса и английский
4．Тузик
重点难点：

本课教学重点：掌握本课阅读材料中的语法现象，重点词汇、重点句型。

本课教学难点：熟悉所学课文各段落的相关内容，正确理解中心思想，掌握国情

知识。

学时分配：

1．排除疑问、语法现象、重点词汇、重点句型、课后练习 2学时

第十七章

教学内容：

1．Осенний день
2．Сокольники

3．Как я картошку покупа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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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Модная прическа
重点难点：

本课教学重点：掌握本课阅读材料中的语法现象，重点词汇、重点句型。

本课教学难点：熟悉所学课文各段落的相关内容，正确理解中心思想，掌握国情

知识。

学时分配：

1．排除疑问、语法现象、重点词汇、重点句型、课后练习 2学时

第十八章 总复习

四、课程教学方法

本课程采用传统授课、启发问答式、小组合作学习等方法进行教学，充分、合理地利用

多媒体、网络等现代化教学手段辅助俄语教学，提高俄语教学质量，同时对学生进行线上线

下辅导，为学生答疑解惑。

五、课程教学评价

评价

方式

占期末总

评比例
评价目的及计分方式

课程目标

1 2 3 4

作业 40%

1.考核学生对每章节知识点的理解和掌握

程度。

2.每次作业按 10分制单独评分，取各次成

绩的平均值作为此环节的最终成绩。

√ √

期末

考试
60%

1.主要考核学生整个学期所学文章语言知

识点的掌握和阅读能力，考试题型为：填空

题、选择题、判断题、翻译题等。

2.以闭卷笔试形式进行，卷面成绩 100分，

以卷面成绩乘以 60%计入课程总评成绩。

√ √ √

合计：100分

六、考核评价标准

参见文末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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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推荐阅读

1. 参考教材：

(1) 史铁强.《大学俄语泛读教程》[M].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2

（2）薛冉冉，王加兴主编，俄汉对照·缤纷俄语阅读[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

社，2015年 1月

（3）史铁强，叶丽娜，金铁峰著，俄语专业阅读教程[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

社，2006年 12月

2．参考资源：

(1) 《俄语》第 1、2、3册[M]. 总主编邓军、赵为，各册编者：荣洁、何文丽

等， 北京：北大出版社，2008年

(2)高等学校俄语专业教学大纲[M].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2年10月

大纲修订人：刘柏威 修订日期：

大纲审定人： 审定日期：

主管院长：

院教指委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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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基础俄语阅读（Ⅱ）》考核评价标准

课程目标

评分标准

90-100 80-89 70-79 60-69 0-59

优 良 中 及格 不及格

了解俄语国家文化习

俗以及政治、历史、文

学等相关人文社会科

学的知识。（支撑毕业

要求指标点 2.2-5）

非常了解俄语国家

和本国文化习俗以

及政治、历史、文学

等相关人文社会科

学的知识。

了解俄语国家和本

国文化习俗以及政

治、历史、文学等相

关人文社会科学的

知识。

比较了解俄语国家

和本国文化习俗以

及政治、历史、文学

等相关人文社会科

学的知识。

基本了解俄语国家

和本国文化习俗以

及政治、历史、文学

等相关人文社会科

学的知识。

不了解俄语国家和

本国文化习俗以及

政治、历史、文学等

相关人文社会科学

的知识。

掌握俄语的语言基础

词汇和语法知识，能够

在不同场合就日常话

题和一般社会文化题

材用俄语进行交流讨

论，表明观点和情感。

（支撑专业毕业要求

指标点 2.2-1）

熟练掌握俄语的语

言基础词汇和语法

知识，能够在不同场

合就日常话题和一

般社会文化题材用

俄语很好地进行交

流讨论，表明观点和

情感。

较熟练掌地握俄语

的语言基础词汇和

语法知识，能够在不

同场合就日常话题

和一般社会文化题

材用俄语较好地进

行交流讨论，表明观

点和情感。

基本掌握俄语的语

言基础词汇和语法

知识，能够在不同场

合就日常话题和一

般社会文化题材用

俄语进行交流讨论，

表明观点和情感。

部分掌握俄语的语

言基础词汇和语法

知识，能够在不同场

合就日常话题和一

般社会文化题材用

俄语进行一般的交

流讨论，表明观点和

情感。

没有掌握俄语的语

言基础词汇和语法

知识，不能在不同场

合就日常话题和一

般社会文化题材用

俄语进行交流讨论，

表明观点和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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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良好的思辨能力，

能够理解俄语文章的

主题思想，并进行阐

述、分析、评论。（支

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2.6-3）

具有优秀的思辨能

力，非常全面地分析

俄语语言现象，非常

深刻地理解、评论俄

语文章的主题思想。

具有良好的思辨能

力，全面地分析俄语

语言现象，深刻地理

解、评论俄语文章的

主题思想。

具有一定的思辨能

力，比较全面地分析

俄语语言现象，比较

深刻地理解、评论俄

语文章的主题思想。

基本具有思辨能力，

能够基本分析俄语

语言现象，能够基本

理解、评论俄语文章

的主题思想

不具有思辨能力，不

能分析俄语语言现

象，不能理解、评论

俄语文章的主题思

想

掌握自我学习的方法，

能够利用词典和语法

工具书，进行梳理分

析，提炼需要的信息。

具备不断学习和适应

社会进步发展的能力。

（支撑专业毕业要求

指标点 2.5-2）

很好地掌握自我学

习的方法，能够熟练

利用词典和语法工

具书，进行梳理分

析，提炼需要的信

息。

较好地掌握自我学

习的方法，能够较熟

练地利用词典和语

法工具书，进行梳理

分析，提炼需要的信

息。

基本掌握自我学习

的方法，能够利用词

典和语法工具书，进

行梳理分析，提炼需

要的信息。

部分地掌握自我学

习的方法，基本可以

利用词典和语法工

具书，进行梳理分

析，提炼需要的信

息。

没有掌握自我学习

的方法，不能利用词

典和语法工具书，进

行梳理分析，提炼需

要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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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语语法（I）》教学大纲

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 名称 俄语语法（I） Russian Grammar （I）

课程编号 1912008018

课程性质 专业必修课 适用专业 俄语专业

选用教材
陈国亭，俄语初级实践语法，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7年

6月

总学时 36学时

理论学时 36 学时 实践学时 0 学时

翻转、案例、

实践、创新

翻转： 0 学时；案例： 0 学时

实践： 0 学时；创新： 0 学时

学分 2学分 开课学期 第 3 学期

前导课程

后续课程 俄语语法（II）

一、课程目标

本课程能够使学生达成如下目标：

1. 掌握基本的俄语词法知识，掌握俄语词类的基本类型和变化规则。 （支撑毕

业要求指标点 2.2-1）

2. 能够通过记忆和分析语法变化形式和语篇中的语句意义，对比较复杂的词法

现象有判断、应用和解释的能力。（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2.3-1）

3. 能够在言语中熟练运用所学的词法知识，能够根据不同文本、不同体裁使用

恰当的词法形式遣词造句。（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2.6-2；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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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课程与专业毕业要求的支撑关系

课程目标与专业毕业要求的支撑关系：

专业毕业要求 专业毕业要求指标点
课程目标

1 2 3

2.2 系统地掌握俄语专业知识，能够

理解俄语文学作品的内容和主题思

想，欣赏文学作品的特点、风格和语

言艺术，熟悉中国语言文化知识，了

解人文社会科学基础知识。

2.2-1系统地掌握俄语语音、

词汇、语法、篇章和修辞等

语言知识，了解语言研究的

基础理论和方法，能够对语

言现象进行分析与解释；

√

2.3 具有对俄语语言的敏感度和逻辑

辨析能力，能够对语言现象、背景、

概念等要素进行合理分析、评价、解

读，对多样化的语言现象敢于提出自

己的质疑和见解；具有运用思辨能力

自觉反思和调节自己思维过程、行为

方式以及自觉改进的能力。

2.3-1具有对俄语语言的敏感

度和逻辑辨析能力，能够对

语言现象、背景、概念等要

素进行合理分析、评价、解

读，对多样化的语言现象敢

于提出自己的质疑和见解

√

2.6 能够理解俄语口语和书面语传递

的信息，能够准确得体地运用俄语表

达思想和情感，能够借助语言工具和

相关资源进行俄汉互译，能够对语言

现象进行分析与解释，具有一定的第

二外语应用能力。

2.6-2 能够用俄语口头表

达思想和情感

√

2.6-3 能够理解俄语书面

语传递的信息 √

课程对专业毕业要求的支撑度：

专业毕业要求 指标点 2.2-1 指标点 2.3-1
指标点

2.6-2
指标点 2.6-3

俄语语法（I） H M M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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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课程学时分配与教学内容

课程学时分配：

课程内容 支撑的课程目标 理论学时 实践学时

第二章 课程目标 1，2，3 5 0

第三章 课程目标 1，2，3 5 0

第四章 课程目标 1，2，3 5 0

第五章 课程目标 1，2，3 5 0

第六章 课程目标 1，2，3 5 0

第七章 课程目标 1，2，3 5 0

总学时 36

课程教学内容：

第一章 俄语词法学概述（Введение в русскую морфологию）

教学内容：

1.俄语语法研究：语法的涵义和内容；现代语法研究的基本流派

2.俄语词法学概述：俄语词法学的研究对象、研究内容以及任务

3.词法学术语：语法意义；语法手段；语法形式；语法范畴

4. 词类：俄语词类的划分标准；俄语词的分类

教学要求：

1.掌握俄语语法研究的基本脉络

2.了解俄语词法学研究的对象、任务和基本特点

3.掌握词法学基本术语

4.熟练掌握词类的划分标准

重点难点：

本课教学重点：词法学基本术语

本课教学难点：词类的划分标准

学时分配：

1. 俄语语法研究 2学时

2. 俄语词法学概述 2 学时

3. 词法学术语 1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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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词类 1学时

第二章 俄语构词法(Словообразование)

教学内容：

1. 词素的概念，词素的分类以及词的词素组成，区分词干和词缀

2. 构词标志，构词意义和构词模式的概念，能产的俄语构词模式

3. 简单构词法和混合构词法

4.常见的元音交替和辅音交替

教学要求：

1. 掌握词的词素构成

2. 熟练掌握基本的构词方法

3. 了解常见的构词模式

重点难点：

本课教学重点：基本的构词方法和常见的构词模式

本课教学难点：词的词素构成

学时分配：

1. 词的词素组成 2学时

2. 构词模式 1 学时

3. 构词方法 1学时

4. 词素中的语音交替 1学时

第 3章 名词(Имя существительное)
教学内容：

1. 名词的概括范畴意义、语法范畴、聚合体和主要句法功能

2.普通名称和专有名词，动物名词和非动物名词，具体名词和抽象名词、物质名

词、集合名词

3.后缀法，前缀法，前后缀法，去缀法

教学要求：

1. 掌握名词的词类特征

2. 熟练掌握名词的词汇-语法类别

3. 了解常见的名词构词法和名词的主观评价形式

重点难点：

本课教学重点：名词的词汇-语法类别

本课教学难点：抽象名词、物质名词、集合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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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时分配：

1. 名词的词类特征 1学时

2. 名词的词汇-语法类别 2学时

3. 名词构词方法 2学时

第四章 动词(Глагол)
教学内容：

1. 动词的概括范畴意义、语法范畴、聚合体和主要句法功能。动词的形式

2. 动作方式动词，及物动词和不及物动词，反身动词，人称动词和无人称动词

3. 动词的体范畴，态范畴和式范畴

4. 完成体的具体语法意义和未完成体的具体语法意义

教学要求：

1. 掌握动词的词类特征

2. 熟练掌握动词的词汇-语法类别

3.了解动词的形态范畴和体的语法意义

重点难点：

本课教学重点：完成体的具体语法意义和未完成体的具体语法意义

本课教学难点：动词的体范畴。

学时分配：

1. 动词概述 1学时

2. 动词的词汇-语法类别 1学时

3. 动词的形态范畴 1学时

4. 动词体的语法意义 2学时

第五章 形容词(Имя прилагательное)
教学内容：

1. 形容词的概括范畴意义、语法范畴、聚合体和主要句法功能

2. 性质形容词，关系形容词和物主关系形容词

3. 形容词主观评价形式的构成和使用

教学要求：

1. 掌握形容词的词类特征

2. 熟练掌握形容词的词汇-语法类别

3. 了解形容词的主观评价形式

重点难点：

本课教学重点：性质形容词的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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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教学难点：形容词短尾

学时分配：

1. 形容词概述 2学时

2. 形容词的词汇-语法类别 2学时

3. 形容词的主观评价形式 1学时

第六章 数词、副词、代词(Имя числительное; наречие; местоимение)
教学内容：

1. 数词、副词、代词的概括范畴意义、语法范畴、聚合体和主要句法功能

2. 数词、副词、代词的词汇语法类别

3. 数词、副词、代词的分类和构词方法

教学要求：

1. 掌握数词、副词、代词的词类特征

2. 熟练掌握数词、副词、代词的词汇-语法类别

3. 了解数词、副词、代词的分类和构词方法

重点难点：

本课教学重点：数词、副词、代词的词汇语法类别

本课教学难点：谓语副词的用法

学时分配：

1. 数词、副词、代词的概述 2学时

2. 数词、副词、代词的词汇-语法类别 2学时

3. 数词、副词、代词的分类和构词方法 1学时

第七章 前置词、连接词、语气词、感叹词(Предлог;союз;частица;междометие)
教学内容：

1. 前置词、连接词、语气词、感叹词的概括范畴意义、语法范畴、聚合体和主

要句法功能。

2. 前置词、连接词、语气词、感叹词的词汇语法类别。

3. 前置词、连接词、语气词、感叹词的分类和构词方法。

教学要求：

1. 掌握前置词、连接词、语气词、感叹词的词类特征

2. 熟练掌握前置词、连接词、语气词、感叹词的词汇-语法类别

3. 了解前置词、连接词、语气词、感叹词的分类

重点难点：

本课教学重点：前置词、连接词、语气词、感叹词的词汇语法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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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教学难点：前置词的用法

学时分配：

1. 前置词、连接词、语气词、感叹词的概述 2学时

2. 前置词、连接词、语气词、感叹词的词汇-语法类别 2学时

3. 前置词、连接词、语气词、感叹词的分类和构词方法 1学时

四、课程教学方法

本课程使用的教学方法主要包括：基于问题式教学、探究式教学、任务型

教学法、案例教学法、研讨式教学、归纳法教学及演绎法教学。

五、课程教学评价

评价

方式

占期末总评

比例
评价目的及计分方式

课程目标

1 2 3

期中

考试
40%

（1）结合教学进度安排期中考试，考查学生

对相关知识的掌握程度；

（2）期中考试为闭卷笔试形式,成绩以百分

计，乘以 40%计入课程总评成绩。

√ √

期末

考试
60%

考核学生整个学期所学的语言知识点的掌握

和运用能力，期末考试为闭卷笔试形式,考试

题型为：填空题、选择题、改错题、造句等。

卷面成绩 100分，以卷面成绩乘以 60%计入课

程总评成绩。

√ √ √

合计：100分

六、考核评价标准

参见文末附件

七、推荐阅读

1.参考教材：

（1）张会森，最新俄语语法[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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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黄颖，新编俄语语法[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8.

2.参考资源：

高等学校俄语专业教学大纲[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2.

大纲修订人： 修订日期：

大纲审定人： 审定日期：

主管院长：

院教指委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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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俄语语法（I）》考核评价标准

课程目标

评分标准

90-100 80-89 70-79 60-69 0-59

优 良 中 及格 不及格

掌握基本的俄语词法
知识，掌握俄语词类的
基本类型和词形变化
规则。（支撑毕业要求
指标点 2.1-2; 2.2-1）

很好地掌握基本的
俄语词法知识，掌握
俄语词类的基本类
型和词形变化规则。

较好地掌握基本的
俄语词法知识，掌握
俄语词类的基本类
型和词形变化规则。

基本掌握掌握基本
的俄语词法知识，掌
握俄语词类的基本
类型和词形变化规
则。

部分掌握掌握基本
的俄语词法知识，掌
握俄语词类的基本
类型和词形变化规
则。

没有掌握掌握基本
的俄语词法知识，掌
握俄语词类的基本
类型和词形变化规
则。

能够通过记忆和分析
语法变化形式和语篇
中的语句意义，对比较
复杂的词法现象有判
断、应用和解释的能
力。（支撑毕业要求指
标点 2.3-1）

能够通过记忆和分
析语法变化形式和
语篇中的语句意义，
对比较复杂的词法
现象有良好的判断、
应用和解释的能力。

能够通过记忆和分
析语法变化形式和
语篇中的语句意义，
对比较复杂的词法
现象有较好的判断、
应用和解释的能力。

能够通过记忆和分
析语法变化形式和
语篇中的语句意义，
对比较复杂的词法
现象有一定的判断、
应用和解释的能力。

能够通过记忆和分
析语法变化形式和
语篇中的语句意义，
对比较复杂的词法
现象有部分的判断、
应用和解释的能力。

不能够通过记忆和
分析语法变化形式
和语篇中的语句意
义，对比较复杂的词
法现象不具有判断、
应用和解释的能力。

能够在言语中熟练运
用所学的词法知识，能
够根据不同文本、不同
体裁使用恰当的词法
形式遣词造句。（支撑
毕业要求 2.6-2；2.6-3）

能够在言语中熟练
运用所学的词法知
识，能够根据不同文
本、不同体裁使用恰
当的词法形式遣词
造句。

能够在言语中熟练
运用所学的词法知
识，能够根据不同文
本、不同体裁使用比
较恰当的词法形式
遣词造句。

基本能够在言语中
运用所学的词法知
识，能够根据不同文
本、不同体裁使用恰
当的词法形式遣词
造句。

能够在言语中运用
所学的词法知识，能
够根据不同文本、不
同体裁使用部分恰
当的词法形式遣词
造句。

不能够在言语中熟
练运用所学的词法
知识，不能够根据不
同文本、不同体裁使
用恰当的词法形式
遣词造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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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俄语口语（Ⅲ）》教学大纲

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 基础俄语口语（Ⅲ） Elementary Spoken Russian（Ⅲ）

课程编号 1912008019

课程性质 专业必修课
适用专

业
俄语专业

选用教材
黄枚，李岩主编，大学俄语口语教程 2 [M]，北京: 外语教学

与研究出版社,2015.

总学时 36学时

理论学时 36 学时
实践学

时
0 学时

翻转、案例、

实践、创新

翻转： 0 学时；案例： 0 学时

实践： 0 学时；创新： 0 学时

学分 2 学分 开课学期 第 4 学期

前导课程 基础俄语口语（Ⅱ）

后续课程 基础俄语口语（Ⅳ）

一、课程目标

1．系统掌握俄语语音、语调、词汇、语法，发音正确，语调适当，用词准确，

语法规范。（支撑毕业要求 2.2-1）

2．能够听懂一般话题的俄语口头表达及新闻报道与影视作品等。（支撑毕业要求

2.6-1）

3．掌握基本的俄语口语词汇、句型，能够用俄语口头表达思想和情感。（支撑毕

业要求 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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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课程目标与毕业要求的支撑关系

课程目标与专业毕业要求的支撑关系：

专业毕业要求 专业毕业要求指标点
课程目标

1 2 3

2.2系统地掌握俄语专业知识，能够理

解俄语文学作品的内容和主题思想，

欣赏文学作品的特点、风格和语言艺

术，熟悉中国语言文化知识，了解人

文社会科学基础知识。

2.2-1 系统地掌握俄语语

音、词汇、语法、篇章和修

辞等语言知识，了解语言研

究的基础理论和方法，能够

对语言现象进行分析与解

释.

√

2.6 能够理解俄语口语和书面语传递

的信息，能够准确得体地运用俄语表

达思想和情感，能够借助语言工具和

相关资源进行俄汉互译，能够对语言

现象进行分析与解释，具有一定的第

二外语应用能力。

2.6-1 能够听懂一般话题

的俄语口头表达及新闻报

道、影视作品等

√

2.6-2 能够用俄语口头表

达思想和情感
√

课程对专业毕业要求的支撑度：

专业毕业要求 指标点 2.2-1 指标点 2.6-1 指标点 2.6-2

基础俄语口语（Ⅲ） M M H

三、教学内容与学时分配

课程学时分配：

课程内容 支撑的课程目标 理论学时 实践学时

第一课 课程目标 1，2，3 3 0

第二课 课程目标 1，2，3 3 0

第三课 课程目标 1，2，3 3 0

第四课 课程目标 1，2，3 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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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课 课程目标 1，2，3 3 0

第六课 课程目标 1，2，3 3 0

第七课 课程目标 1，2，3 3 0

第八课 课程目标 1，2，3 3 0

第九课 课程目标 1，2，3 3 0

第十课 课程目标 1，2，3 3 0

第十一课 课程目标 1，2，3 3 0

第十二课 课程目标 1，2，3 3 0

总学时 36 0

课程教学内容：

第一课

教学内容：

1.学习俄语/外语的经历、困难与技巧

2.言语范句、对话中的积极词语和用语

3.与俄罗斯人交往的言语礼节，并将其转化为言语技能

教学要求:
1. 掌握本课的积极词汇和常用结构、对话内容

2. 熟练掌握学习语言相关词汇

3.了解相关的国情知识

重点难点：

本课教学重点：分享学习语言经验、知识与技巧表达

本课教学难点：克服学习语言困难的表达

学时分配：

对话：Изучение иностранных языков 3学时

第二课

教学内容：

1.采访出色人物相关表达

2.言语范例、问答、对话中的积极词语和用语

教学要求:
1. 掌握本课的积极词汇和常用结构、对话内容

2. 熟练掌握俄罗斯人对陌生人提问方式

3. 了解相关的国情知识

重点难点：

本课教学重点：掌握采访模式

本课教学难点：发挥想象力提出采访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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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时分配：

对话：Встреча с интересным человеком 3学时

第三课

教学内容：

1.书籍和电影的体裁、情节

2.言语范例、问答、对话中的积极词语和用语

教学要求:
1.掌握本课的积极词汇和常用结构、对话内容

2.熟练掌握关于体裁、情节的俄语表达

3.了解相关的国情知识

重点难点：

本课教学重点：书籍和电影的体裁、情节

本课教学难点：简单地讲述自己最喜爱的书、电影内容

学时分配：

对话：Разговор в библиотеке 2学时

第四课

教学内容：

1.与采购相关的俄语表达、俄语事物量词用法

2.言语范例、问答、对话中的积极词语和用语

教学要求:
1.熟练掌握本课的积极词汇和常用结构、对话内容

2.掌握与采购相关的俄语表达

3.了解相关的国情知识

重点难点：

本课教学重点：与采购相关俄语表达

本课教学难点：俄语事物量词用法

学时分配：

对话：В магазине 3学时

第五课

教学内容：

1.描述博物馆、展览中所见的，表达观后感

2.言语范例、问答、对话中的积极词语和用语

教学要求:
1.掌握本课的积极词汇和常用结构、对话内容

2. 熟练掌握与博物馆、展览相关的俄语表达

3.了解相关的国情知识

重点难点：

本课教学重点：博物馆陈列品俄语表达

本课教学难点：观后感俄语表达

学时分配：

对话：На выставке 3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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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课

教学内容：

1.与看病相关的俄语表达

2.言语范例、问答、对话中的积极词语和用语

教学要求:
1.掌握本课的积极词汇和常用结构、对话内容

2.熟练掌握与看病、医院相关的俄语表达

3.了解相关的国情知识

重点难点：

本课教学重点：描述病状相关的俄语表达

本课教学难点：描述病状相关的俄语表达

学时分配：

对话：У врача 3学时

第七课

教学内容：

1.俄语热情好客相关表达，俄罗斯菜

2.言语范例、问答、对话中的积极词语和用语

教学要求:
1.掌握本课的积极词汇和常用结构、对话内容

2. 熟练掌握与好客相关的俄语表达，掌握俄罗斯菜名

3.了解相关的国情知识

重点难点：

本课教学重点：好客相关的俄语表达，掌握俄罗斯菜名

本课教学难点：好客相关的俄语表达

学时分配：

对话：В гостях у русского друга 3学时

第八课

教学内容：

1.名胜古迹等旅游相关的俄语表达

2.言语范例、问答、对话中的积极词语和用语

教学要求:
1.掌握本课的积极词汇和常用结构、对话内容

2.熟练掌握与旅游相关的俄语表达

3.了解相关的国情知识

重点难点：

本课教学重点：与旅游相关的俄语表达

本课教学难点：名胜古迹及相关的传统习俗描述

学时分配：

对话：Праздничная поездка 3学时

第九课

教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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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节日与传统；环保问题

2.言语范例、问答、对话中的积极词语和用语

教学要求:
1.掌握本课的积极词汇和常用结构、对话内容

2.熟练掌握与节日以及环保相关的俄语表达

3.了解相关的国情知识

重点难点：

本课教学重点：与节日、环保相关的俄语表达

本课教学难点：讲述中俄的传统节日，讲述环保问题

学时分配：

对话：Сегодня День лесопосадок 3学时

第十课

教学内容：

1.与爱好、空闲时间相关的俄语表达

2.言语范例、问答、对话中的积极词语和用语

教学要求:
1.掌握本课的积极词汇和常用结构、对话内容

2.熟练掌握与爱好、空闲时间、宠物相关的俄语表达

3.了解相关的国情知识

重点难点：

本课教学重点：与爱好、空闲时间、宠物相关俄语表达

本课教学难点：照料宠物的俄语描述

学时分配：

对话：Выходной день 3学时

第十一课

教学内容：

1.选择专业的俄语表达

2.言语范例、问答、对话中的积极词语和用语

教学要求:
1.掌握本课的积极词汇和常用结构、对话内容

2.熟练掌握选择专业的俄语表达

3.了解相关的国情知识

重点难点：

本课教学重点：选择专业、寻找工作相关的俄语表达

本课教学难点：对未来工作的期待及要求的相关表达

学时分配：

对话：Кем быть 3学时

第十二课

教学内容：

1.与准备面试相关的俄语表达

2.言语范例、问答、对话中的积极词语和用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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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要求:
1.掌握本课的积极词汇和常用结构、对话内容

2.熟练掌握的与准备面试、撰写简历相关俄语表达

3.了解相关的国情知识

重点难点：

本课教学重点：与准备面试相关的俄语表达

本课教学难点：撰写并讲述自己的简历

学时分配：

对话：На собеседование 3学时

四、课程教学方法

本课程主要运用交际教学法，此外采用传统授课、启发式、讨论式教学、小

组合作学习等方法进行教学，充分、合理地利用多媒体、网络等现代化教学手段

辅助俄语教学，提高俄语教学质量。

五、课程教学评价

评价

方式

占期末总

评比例
评价目的及计分方式

课程目标

1 2 3

平时

成绩
10%

（1）主要考核学生对部分知识点的掌握程度；

（2）根据平时的作业，课堂表现，小组讨论情

况等评分，取各次成绩的平均值作为此环节的

最终成绩。

√ √ √

期中

考试
30%

（1）结合教学进度安排期中考试，考查学生对

相关知识的掌握程度；

（2）期中考试采用口试形式，成绩以百分计，

乘以其在总评成绩中所占的比例计入总评成

绩。

√ √ √

期末

考试
60%

口试考查学生应用语言知识的口头表达能力；

教师根据学生口头表达内容和语言流利准确度

评分。

√ √ √

合计：10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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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考核评价标准

参见文末附件

七、推荐阅读

1.参考教材:

黄东晶主编，俄语 3（全新版），普通高等学校“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北

京大学出版社，2018.

2.参考资源:

（1）高等学校俄语专业教学大纲[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2年.

（2）黄枚主编，大学俄语（3）[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0年.

大纲修订人： 修订日期：

大纲审定人： 审定日期：

主管院长：

院教指委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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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基础俄语口语（Ⅲ）考核评价标准

课程目标

评分标准

90-100 80-89 70-79 60-69 0-59

优 良 中 及格 不及格

系统掌握俄语语音、语

调、词汇、语法，发音正

确，语调适当，用词准确，

语法规范。（支撑毕业要

求 2.2-1）

非常系统地掌握俄语

语音、语调、词汇、语

法，发音正确，语调适

当，用词准确，语法规

范。

系统地掌握俄语语

音、语调、词汇、语

法，发音正确，语调

适当，用词准确，语

法规范。

比较系统掌握俄语语

音、语调、词汇、语法，

发音正确，语调适当，

用词比较准确，语法比

较规范。

系统掌握俄语语音、语

调、词汇、语法，发音

基本正确，语调基本适

当，用词基本准确，语

法基本规范。

不够系统地掌握俄语

语音、语调、词汇、语

法，发音不正确，语调

不适当，用词不准确，

语法不规范。

能够听懂一般话题的俄

语口头表达及新闻报道

与影视作品等。（支撑毕

业要求 2.6-1）

完全能够听懂一般话

题的俄语口头表达及

新闻报道与影视作品

等。

能够听懂一般话题

的俄语口头表达及

新闻报道与影视作

品等。

能够听懂多数一般话

题的俄语口头表达及

新闻报道与影视作品

等。

能够听懂部分一般话题

的俄语口头表达及新闻

报道与影视作品等。

能够听懂少数一般话

题的俄语口头表达及

新闻报道与影视作品

等。

掌握基本的俄语口语词

汇、句型，能够用俄语口

头表达思想和情感。（支

撑毕业要求 2.6-2）

很好地掌握基本的俄

语口语词汇、句型，完

全能够用俄语口头表

达思想和情感。

较好地掌握基本的

俄语口语词汇、句

型，能够较好地用俄

语口头表达思想和

情感。

掌握基本的俄语口语

词汇、句型，能够用俄

语口头表达思想和情

感。

掌握基本的俄语口语词

汇、句型，基本能够用

俄语口头表达思想和情

感。

没有掌握基本的俄语

口语词汇、句型，不能

用俄语口头表达思想

和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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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俄语听力（Ⅲ）》教学大纲

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 名称 基础俄语听力（Ⅲ） Elementary Russian Listening（Ⅲ）

课程 编号 1912008020

课程 性质 专业必修课 适用 专业 俄语

选用 教材
郑文东,黄玫.大学俄语听力教程 3.新版.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

出版社，2014年.

总学 时 36 学时

理论 学时 36 学时 实践 学时 0 学时

翻转、案 例 、

实践 、创 新

翻转：0 学时；案例： 0学时

实践：0学时；创新： 0学时

学分 2 学分 开课 学期 第四学期

前导 课程 基础俄语听力（Ⅱ）

后续 课程 高级俄语视听说（Ⅰ）

一、课程目标

本课程能够使学生达成如下目标：

1. 掌握俄语词汇与语法知识，并能够将基础知识加以理解和运用，掌握知识向

能力转化的技巧。（支撑专业毕业要求指标点 2.2-1）

2. 能够听懂一般话题的俄语对话及短文，能够在不同场合就日常话题和一般社

会文化题材用语进行交流讨论。（支撑专业毕业要求指标点 2.6-1；2.6-2）

3. 了解俄语国家文化习俗以及政治、历史、文学等相关人文社会科学的知识。（支

撑专业毕业要求指标点 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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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课程与专业毕业要求的支撑关系

课程目标与专业毕业要求的支撑关系：

专业毕业要求 专业毕业要求指标点
课程目标

1 2 3

2.2 系统地掌握俄语专业知识，能

够理解俄语文学作品的内容

和主题思想，欣赏文学作品的

特点、风格和语言艺术，熟悉

中国语言文化知识，了解人文

社会科学基础知识。

2.2-1 系统地掌握俄语语

音、词汇、语法、篇章和

修辞等语言知识，了解语

言研究的基础理论和方

法，能够对语言现象进行

分析与解释。

√

2.2-3 熟悉俄语国家历史、

政治、社会文化等知识，

了解区域国别研究的基本

方法。

√

2.6 能够理解俄语口语和书面语

传递的信息，能够准确得体地运用

俄语表达思想和情感，能够借助语

言工具和相关资源进行俄汉互译，

能够对语言现象进行分析与解释，

具有一定的第二外语应用能力。

2.6-1能够听懂一般话题的

俄语口头表达及新闻报

道、影视作品等。

√

2.6-2 能够用俄语口头表

达思想和情感。 √

课程对专业毕业要求的支撑度：

专业毕业要求 指标点 2.2-1 指标点 2.2-3 指标点 2.6-1 指标点 2.6-2

基础俄语听力

（Ⅲ）
M M H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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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课程学时分配与教学内容

课程学时分配：

课程内容 支撑的课程目标 理论学时 实践学时

Урок 1 Руский характер 课程目标 1，2，3 2 0

Урок 2 Москва 课程目标 1，2，3 2 0

Урок 3 Сказка 课程目标 1，2，3 2 0

Урок 4 Выдающиеся личности 课程目标 1，2，3 2 0

Урок 5 Экзамен 课程目标 1，2，3 2 0

Урок 6 Туризм 课程目标 1，2，3 2 0

Урок 7 Мир вокруг нас 课程目标 1，2，3 2 0
Урок 8 Креповые финские

носки 课程目标 1，2，3 2 0

Урок 9 Освоение космоса 课程目标 1，2，3 2 0

Урок 10 Человек и природа 课程目标 1，2，3 2 0
Урок 11 Высшее образование в

России 课程目标 1，2，3 2 0

Урок 12 Человек и культура 课程目标 1，2，3 2 0

总学时 36 0

课程教学内容：

Урок 1 Руский характер

教学内容：

1. слова и словосочетания

2. предложения

3. Диалог

4. Текст 1 Письмо о сложном характере русского народа

5. Текст 2 Русские глазами немца

本课教学重点：

相关词汇和句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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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教学难点：

对课文的理解与分析

Урок 2 Москва

教学内容：

1. слова и словосочетания

2. предложения

3. Диалог

4. Текст 1 Моё впечатление о Москве

5. Текст 2 Москва в цифрах

本课教学重点：

相关词汇和句式

本课教学难点：

对课文的理解与分析

Урок 3 Сказка

教学内容：

1. слова и словосочетания

2. предложения

3. Диалог

4. Текст 1 Большая печка

5. Текст 2 Сказки Ганса Христиана Андерсена

本课教学重点：

相关词汇和句式

本课教学难点：

对课文的理解与分析

Урок 4 Выдающиеся личности

教学内容：

1. слова и словосочетания

2. предложения

3. Диалог

4. Текст 1 Лунь Юй

5. Текст 2 Конфуций и Конфуцианств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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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教学重点：

相关词汇和句式

本课教学难点：

对课文的理解与分析

Урок 5 Экзамен

教学内容：

1. слова и словосочетания

2. предложения

3. Диалог

4. Текст 1 Без труда не вынешь и рыбку из пруда

5. Текст 2 Поступление в вузы по результатам ЕГЭ

本课教学重点：

相关词汇和句式

本课教学难点：

对课文的理解与分析

Урок 6 Туризм

教学内容：

1. слова и словосочетания

2. предложения

3. Диалог

4. Текст 1 Туризм ─ это образ жизни

5. Текст 2 «Внутрений» туризм в России

本课教学重点：

相关词汇和句式

本课教学难点：

对课文的理解与分析

Урок 7 Мир вокруг нас

教学内容：

1. слова и словосочетания

2. предложения

3. Диало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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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Текст 1 Как стать звездой

5. Текст 2 Мобильный телефон

本课教学重点：

相关词汇和句式

本课教学难点：

对课文的理解与分析

Урок 8 Креповые финские носки

教学内容：

1. слова и словосочетания

2. предложения

3. Диалог

4. Текст 1 Михаил Бугалков и «Мастер и Маргарита»

5. Текст 2 Воспоминание о Довлатове Андрея Арьева

本课教学重点：

相关词汇和句式

本课教学难点：

对课文的理解与分析

Урок 9 Освоение космоса

教学内容：

1. слова и словосочетания

2. предложения

3. Диалог

4. Текст 1 Дорога в Космос

5. Текст 2 Оправдание жизни

本课教学重点：

相关词汇和句式

本课教学难点：

对课文的理解与分析

Урок 10 Человек и природа

教学内容：

1. слова и словосочетани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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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предложения

3. Диалог

4. Текст 1 Влияние человека на народу

5. Текст 2 А может быть, он всё ещё идёт домой?

本课教学重点：

相关词汇和句式

本课教学难点：

对课文的理解与分析

Урок 11 Высшее образование в России

教学内容：

1. слова и словосочетания

2. предложения

3. Диалог

4. Текст 1 Образование в России

5. Текст 2 Самые престижные вузы России

本课教学重点：

相关词汇和句式

本课教学难点：

对课文的理解与分析

Урок 12 Человек и культура

教学内容：

1. слова и словосочетания

2. предложения

3. Диалог

4. Текст 1 Русские промыслы

5. Текст 2 Новое искусствоⅩⅩ века

本课教学重点：

相关词汇和句式

本课教学难点：

对课文的理解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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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课程教学方法

本课程采用传统授课、启发问答式、讨论式教学、小组合作学习等方法进行教学，充分、

合理地利用多媒体、网络等现代化教学手段辅助俄语教学，提高俄语教学质量，同时对学生

进行线上线下辅导，为学生答疑解惑。

五、课程教学评价

评价

方式

占期末总

评比例
评价目的及计分方式

课程目标

1 2 3

平时

成绩
40%

1. 主要考核学生对部分知识点的掌握

程度。

2.根据课堂小测评分，卷面成绩分别为

100分，分别以卷面成绩乘以 40%计

入课程总评成绩。

√ √ √

期末

考试
60%

1.主要考核学生整个学期所学的语言

知识点的掌握和运用能力，以及对听

力材料的理解分析能力。

2.采用闭卷笔试形式，考试题型包括：

填空题、选择题、判断对错题、翻译

题等。卷面成绩 100分，以卷面成绩

乘以 60%计入课程总评成绩。

√ √ √

合计：100分

六、考核评价标准

参见文末附件

七、推荐阅读

1.参考教材：

张朝意.大学俄语（4）[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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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参考资源：

（1）高等学校俄语专业教学大纲[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2.

（2）张会森.当代俄语语法[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0.

大纲修订人：刘珣 修订日期：

大纲审定人： 审定日期：

主管院长：

院教指委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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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基础俄语听力（Ⅲ）》考核评价标准

课程目标

评分标准

90-100 80-89 70-79 60-69 0-59

优 良 中 及格 不及格

1. 掌握俄语词汇与语法知

识，并能够将基础知识加

以理解和运用，掌握知识

向能力转化的技巧。（支撑

专 业 毕 业 要 求 指 标 点

2.2-1）

全面系统地掌握俄语

词汇与语法知识，并能

够非常熟练地将基础

知识加以理解和运用，

很好地掌握了知识向

能力转化的技巧。

掌握了俄语词汇与语

法知识，并能够熟练

地将基础知识加以理

解和运用，较好地掌

握了知识向能力转化

的技巧。

基本掌握了俄语词汇与

语法知识，但存在个别

盲点；能够比较熟练地

将基础知识加以理解和

运用，基本掌握了知识

向能力转化的技巧。

大致掌握了俄语词汇与

语法知识，但有一些知

识点掌握不准确；能够

将基础知识加以理解和

运用，掌握了部分知识

向能力转化的技巧。

没有掌握俄语词汇与

语法知识，不能够将

基础知识加以理解和

运用，没有掌握知识

向能力转化的技巧。

能够听懂一般话题的俄

语对话及短文，能够在不

同场合就日常话题和一

般社会文化题材用语进

行交流讨论。（支撑专业

毕业要求指标点 2.6-1；

2.6-2）

能够非常好地理解一

般话题俄语对话及短

文的主题和内容，能够

非常熟练地在不同场

合就日常话题一般社

会文化题材用语进行

交流讨论。

能够较好地理解一般

话题俄语对话及短文

的主题和内容，能够

熟练地在不同场合就

日常话题一般社会文

化题材用语进行交流

讨论。

能够理解一般话题俄

语对话及短文的主题

和内容，能够较熟练地

在不同场合就日常话

题一般社会文化题材

用语进行交流讨论。

能够大致理解一般话

题俄语对话及短文的

主题和内容，能够在不

同场合就日常话题一

般社会文化题材用语

进行交流讨论。

不能够理解一般话题

俄语对话及短文的主

题和内容，不能够在

不同场合就日常话题

一般社会文化题材用

语进行交流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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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俄语国家文化习俗

以及政治、历史、文学等

相关人文社会科学的知

识。（支撑专业毕业要求

指标点 2.2-3）

非常了解俄语国家文

化习俗以及政治、历

史、文学等相关人文社

会科学的知识。

了解俄语国家文化习

俗以及政治、历史、

文学等相关人文社会

科学的知识。

比较了解俄语国家文

化习俗以及政治、历

史、文学等相关人文社

会科学的知识。

大致了解俄语国家文

化习俗以及政治、历

史、文学等相关人文社

会科学的知识。

不了解俄语国家文化

习俗以及政治、历史、

文学等相关人文社会

科学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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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俄语阅读（Ⅲ）》教学大纲

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 基础俄语阅读（Ⅲ） Elementary Russian Reading （Ⅲ）

课程编号 1412008096

课程性质 专业必修课 适用专业 俄语专业

选用教材
王玲.俄语阅读（三）.[M]. 哈尔滨：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

2008.

总学时 36学时

理论学时 36 学时 实践学时 0学时

翻转、案例、

实践、创新

翻转： 0 学时；案例： 0 学时

实践： 0 学时；创新： 0 学时

学分 2学分 开课学期 第 4学期

前导课程 俄语阅读（Ⅱ）

后续课程 俄语媒体阅读

一、课程目标

1．具备快速阅读理解俄语书面语的能力，阅读速度、理解正确率达到《高等学

校俄语专业本科教学质量国家标准》所规定的要求。（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2.6-3）

2．系统掌握俄语的语言基础知识，具有思辨能力，分析和解释俄语语言现象，

理解、评论俄语文章的主题思想。（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2.2-1）

3．了解俄语国家和本国文化习俗以及政治、历史、文学等相关人文社会科学的

知识。（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2.2-3，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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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课程目标与毕业要求的支撑关系

课程目标与专业毕业要求的支撑关系：

专业毕业要求 专业毕业要求指标点
课程目标

1 2 3

2.2系统地掌握俄语专业知识，

能够理解俄语文学作品的内容

和主题思想，欣赏文学作品的

特点、风格和语言艺术，熟悉

中国语言文化知识，了解人文

社会科学基础知识。

2.2-1 系统地掌握俄语语音、词

汇、语法、篇章和修辞等语言知

识，了解语言研究的基础理论和

方法，能够对语言现象进行分析

与解释

√ √

2.2-3 熟悉俄语国家历史、政治、

社会文化等知识，了解区域国别

研究的基本方法。

√

2.2-5 熟悉中国语言文化知识，

了解人文学科的基础知识
√

2.6 能够理解俄语口语和书面

语传递的信息，能够准确得体

地运用俄语表达思想和情感，

能够借助语言工具和相关资源

进行俄汉互译，能够对语言现

象进行分析与解释，具有一定

的第二外语应用能力。

2.6-3 能够理解俄语书面语传递

的信息

√ √ √

本课程对毕业要求的支撑度：

专业毕业要求 指标点 2.2-1 指标点 2.2-3 指标点 2.2-5 指标点 2.6-3

基础俄语阅读

(III)
M M M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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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课程学时分配与教学内容

课程内容 支撑的课程目标 理论学时 实践学时

第一单元 课程目标 1，2，3 8 0

第二单元 课程目标 1，2，3 10 0

第三单元 课程目标 1，2，3 8 0

第四单元 课程目标 1，2，3 10 0

总学时 36 0

课程教学内容

第一课单元

教学内容：

Урок 1 О космонавтике

Урок 2 Звездный сын

Урок 3 Отдых

Урок 4 Снегурочка

Урок 5 Любовь куницы

Урок 6 Отец и дочь

Урок 7 Старость– самая главная болезнь

Урок 8 Заплатка

Урок 9 Рыцарь Вася

Урок 10 Трудный экзамен

Урок 11 Настоящий врач

Урок 12 Деревня на Мичуринском проспекте

Урок 13 О домашней библиотеке

Урок 14 Маленькая машинистка

Урок 15 удачные покупки

教学重点:

1.在读语言简单的有关社会生活的散文时，理解其中的修辞手法。

2.在读语言简单的描写人物心理的文章时，理解人物的性格特征或情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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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读语言和情节简单的人物传记时，理解主要内容。

4.在读语言简单、有关社会生活的记叙文时，能推断作者的写作意图。

教学难点：

1.通过标题预测文章的大概内容。

2.利用上下文线索预测故事情节发展或结局。

3.通过分析句子结构，理解句子意义。

4.通过关键词或主题句帮助理解文章的主要内容。

第二单元

教学内容：

Урок 16 легенда о Данко

Урок 17 мать

Урок 18 Учитель немецкого языка

Урок19 звездное небо

Урок 20 На даче

Урок 21Легенда о Ларре

Урок 22 Операция

Урок 23 Геологи в тайге

Урок 24 Легенда о матери

Урок 25 Встреча

Урок 26 К Олегу приезжают родственники

Урок 27 Дед Мороз

Урок 28 Алеша

Урок 29 Соседи

Урок 30 Тайна земли

Дополнительные тексты

1. Китайский язык в России

2.Учим китайский язык в России

教学重点:

1.在读不同作者对同一话题的描述性短文时，比较其描述手法的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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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读神话传说故事时，理解其中的寓意和典故。

3.了解阅读材料中的俄罗斯国情知识和中国文化的俄语表达。

教学难点：

1.通过浏览文章，了解文章长度及结构等特点，帮助规划阅读过程。

2. 阅读结束后，通过回顾弥补阅读理解中的不足。

3. 通过比较、对比等方法分析文章的主要观点，帮助理解。

4. 利用略读、寻读、跳读等不同的阅读技巧，找出文章中的重要信息。

第三单元

教学内容：

Урок 31 В поезде

Урок 32 Мимозы

Урок 33 Чудик

Урок 34 Испытание

Урок 35 Мы — кандидаты наук

Урок 36 Лицей, гимназия, школа

Урок 37 Дождь

Урок 38 Илья Ефимович Репин

Урок 39 Дед и внук

Урок 40 Солнце, старик и девушка

Урок 41 Игрушечная мельница

Урок 42 Осенняя встреча

教学重点:

1.在读语言较复杂的故事时，提取表达人物情感和态度的信息。

2.在读语言较复杂的人物轶事时，概括出人物特点。

3.在读语言和情节较复杂的历史故事时，概括故事发展脉络。

4.在读语言较复杂的有关日常生活的短文时，理解作者隐含的观点和态度。

5.在读语言较复杂的故事时，理解其中的比喻、拟人等常见修辞手法。

教学难点：

1.通过分析文章的写作手法，如对比与对照等，帮助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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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阅读结束后，通过提炼主题词，检查自己对文章的理解程度。

3.利用阅读材料中提供的定义、举例、重复、同义词、反义词等信息，猜测生词

词义。

4.根据词汇的语法功能，如主、谓、宾等推测词性或词义。

第四单元

教学内容：

Урок 43 Эрмитаж

Урок 44 Что ценит московский студент

Урок 45 Поиски сердец

Урок 46 Хорошо ли жить в Москве

Урок 47 Как закалялась сталь

Урок 48 История одной любви (первая часть)

Урок 49 История одной любви (вторая часть)

Дополнительные тексты

1. О китайской кухне

2. Футбол родом из Китая

教学重点:

1.在读一般题材的议论文时，推断作者隐含的观点和态度。

2.在读同一主题、不同观点的议论文时，对不同观点进行比较和分析。

3.在读有关社会现象或热点话题的评论性文章时，理解全文的主题思想。

4.在读语言复杂的文化类作品时，总结作品中文化的典型特征。

5.在读语言复杂的剧本、小说等经典文学原著节选时，理解其大意。

教学难点：

1.根据已读内容预测下文。

2.通过关注阅读材料中的重复信息，判断内容的重点。

3.通过查阅书籍文献，了解阅读材料中的背景知识。

4.通过分析阅读材料的选词、修辞方式等，分析作者态度。

5.通过辨析词语在特定语境下的含义，理解材料的内容。



273

四、课程教学方法

本课程采用传统授课、启发问答式、讨论式教学、小组合作学习、课外阅读

等方法进行教学，充分、合理地利用多媒体、网络等现代化教学手段辅助俄语教

学，提高俄语教学质量，同时对学生进行线上线下辅导，为学生答疑解惑。

五、课程教学评价

评价

方式
分值 评价内容

课程目标

1 2 3

期中

考试
40%

1.结合教学进度安排期中考试，考查学生对相关知识

的掌握程度和阅读理解能力；

2. 以闭卷笔试形式进行，期中考试成绩以百分计，

乘以其在总评成绩中所占的比例计入总评成绩。

√ √ √

期末

考试
60%

1.主要考核学生整个学期所学文章语言知识点的掌

握和阅读能力，考试题型为：填空题、选择题、判

断题、翻译题等。

2.以闭卷笔试形式进行，卷面成绩 100分，以卷面成

绩乘以 60%计入课程总评成绩。

√ √ √

合计：100分

六、考核评价标准

参见文末附件

七、推荐阅读

1.参考教材

史铁强.《大学俄语泛读教程》[M].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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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参考资源

(1) 高等学校俄语专业教学大纲[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2.

(2) 周日荣、阮福根. 俄语泛读[M].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

大纲修订人： 王玲 修订日期：

大纲审定人： 审定日期：

主管院长：

院教指委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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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基础俄语阅读（Ⅲ）》考核评价标准

课程目标

评分标准

90-100 80-89 70-79 60-69 0-59

优 良 中 及格 不及格

具备快速阅读理解俄

语文本的能力，阅读速

度、理解正确率达到

《高等学校俄语专业

本科教学质量国家标

准》所规定的要求。（支

撑 毕 业 要 求 指 标 点

2.6-3）

非常全面地具备快速阅

读理解俄语文本的能力，

阅读速度、理解正确率超

出达到《高等学校俄语专

业本科教学质量国家标

准》所规定的要求。

全面地具备快速阅读理

解俄语文本的能力，阅

读速度、理解正确率达

到《高等学校俄语专业

本科教学质量国家标

准》所规定的要求。

比较全面地具备快速阅

读理解俄语文本的能力，

阅读速度、理解正确率符

合《高等学校俄语专业本

科教学质量国家标准》所

规定的要求。

基本具备快速阅读理解

俄语文本的能力，阅读速

度、理解正确率基本符合

《高等学校俄语专业本

科教学质量国家标准》所

规定的要求。

不具备快速阅读理解

俄语文本的能力，阅

读速度、理解正确率

不符合《高等学校俄

语专业本科教学质量

国家标准》所规定的

要求。

掌握俄语的语言基础

知识，具有思辨能力，

分析俄语语言现象，理

解、评论俄语文章的主

题思想。（支撑毕业要

求指标点 2.2-1）

非常全面地掌握掌握俄

语的语言基础知识,具有

优秀的思辨能力，非常全

面地分析俄语语言现象，

非常深刻地理解、评论俄

语文章的主题思想。

全面地掌握掌握俄语的

语言基础知识, 具有良

好的思辨能力，全面地

分析俄语语言现象，深

刻地理解、评论俄语文

章的主题思想。

比较全面地掌握掌握俄

语的语言基础知识, 具有

一定的思辨能力，比较全

面地分析俄语语言现象，

比较深刻地理解、评论俄

语文章的主题思想。

基本全面地掌握掌握俄

语的语言基础知识, 基本

具有思辨能力，能够基本

分析俄语语言现象，能够

基本理解、评论俄语文章

的主题思想。

不掌握掌握俄语的语

言基础知识, 不具有

思辨能力，不能分析

俄语语言现象，不能

理解、评论俄语文章

的主题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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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了解俄语国家和本国文

化习俗以及政治、历

史、文学等相关人文社

会科学的知识。（支撑

毕业要求指标点 2.2-3，

2.2-5）

非常了解俄语国家和本

国文化习俗以及政治、历

史、文学等相关人文社会

科学的知识。

了解俄语国家和本国文

化习俗以及政治、历史、

文学等相关人文社会科

学的知识。

比较了解俄语国家和本

国文化习俗以及政治、历

史、文学等相关人文社会

科学的知识。

基本了解俄语国家和本

国文化习俗以及政治、历

史、文学等相关人文社会

科学的知识。

不了解俄语国家和本

国文化习俗以及政

治、历史、文学等相

关人文社会科学的知

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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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俄语写作》教学大纲

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 基础俄语写作 Elementary RussianWriting

课程编号 1912008022

课程性质 专业选修课 适用专业 俄语专业

选用教材 杨仕章.俄语写作教程.北京：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2018.

总学时 36学时

理论学时 36 学时 实践学时 0 学时

翻转、案例、

实践、创新

翻转： 0 学时；案例： 0 学时

实践： 0 学时；创新： 0 学时

学分 2学分 开课学期 第 4 学期

前导课程 基础俄语（Ⅲ）

后续课程 高级俄语写作

一、课程目标

本课程能够使学生达成如下目标：

6. 能够通过学习了解俄语写作中遣词造句、段落展开、篇章布局等方面的基础

知识和写作技能，掌握俄语专业四级写作评分标准，并能将这些写作知识或

标准应用于写作实践中。（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2.2-1）

7. 能够应用俄语语言知识，就日常话题和一般社会文化题材进行记叙文的写作，

用俄语阐述观点和表达情感，内容丰富、结构严谨，避免语法、词汇、拼写、

标点等方面的错误。（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2.6-4）

8. 具有良好的逻辑思维能力和思辨能力，善于独立思考，能区分基于不同文化

和思维习惯的俄汉写作模式差异，提升跨文化交际能力。（支撑毕业要求指标

点 2.3-1；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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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课程与专业毕业要求的支撑关系

课程目标与专业毕业要求的支撑关系：

专业毕业要求 专业毕业要求指标点
课程目标

1 2 3

2.2系统地掌握俄语专业知识，能

够理解俄语文学作品的内容和主

题思想，欣赏文学作品的特点、

风格和语言艺术，熟悉中国语言

文化知识，了解人文社会科学基

础知识。

2.2-1 系统地掌握俄语语音、

词汇、语法、篇章和修辞等语

言知识，了解语言研究的基础

理论和方法，能够对语言现象

进行分析与解释；

√

2.3具有对俄语语言的敏感度和逻

辑辨析能力，能够对语言现象、

背景、概念等要素进行合理分析、

评价、解读，对多样化的语言现

象敢于提出自己的质疑和见解；

具有运用思辨能力自觉反思和调

节自己思维过程、行为方式以及

自觉改进的能力。

2.3-1 具有对俄语语言的敏感

度和逻辑辨析能力，能够对语

言现象、背景、概念等要素进

行合理分析、评价、解读，对

多样化的语言现象敢于提出

自己的质疑和见解；

√

2.3-2 具有运用思辨能力自觉

反思和调节自己思维过程、行

为方式以及自觉改进的能力；

√

2.6能够理解俄语口语和书面语传

递的信息，能够准确得体地运用

俄语表达思想和情感，能够借助

语言工具和相关资源进行俄汉互

译，能够对语言现象进行分析与

解释，具有一定的第二外语应用

能力。

2.6-4 能够用俄语进行常见文

体的写作；

√

课程对专业毕业要求的支撑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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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毕业要求 指标点 2.2-1 指标点 2.3-1 指标点 2.3-2 指标点 2.6-4

基础俄语写作 M M H H

三、课程学时分配与教学内容

课程学时分配：

课程内容 支撑的课程目标 理论学时 实践学时

Урок 1 课程目标 1，2，3 2 0

Урок 2 课程目标 1，2，3 2 0

Урок 3 课程目标 1，2，3 2 0

Урок 4 课程目标 1，2，3 2 0

Урок 5 课程目标 1，2，3 2 0

Урок 6 课程目标 1，2，3 2 0

Урок 7 课程目标 1，2，3 2 0

Урок 8 课程目标 1，2，3 2 0

Урок 9 课程目标 1，2，3 2 0

Урок 10 课程目标 1，2，3 2 0

Урок 11 课程目标 1，2，3 2 0

Урок 12 课程目标 1，2，3 2 0

Урок 13 课程目标 1，2，3 2 0

Урок 14 课程目标 1，2，3 2 0

Урок 15 课程目标 1，2，3 2 0

Урок 16 课程目标 1，2，3 2 0

Урок 17 课程目标 1，2，3 2 0

Урок 18 课程目标 1，2，3 2 0

总学时 36 0

课程教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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Урок 1

教学内容：

1.Что такое сочинение?

2. Тема сочинения.

3. Сочинение-описание.

4. Сочинение-повествование.

5. Сочинение-рассуждение.

6. Разбор образцов сочинений.

教学要求:

Уяснить структуру сочинения.

Уметь различать между собой сочинения разных типов высказывания.

Знать основные часть каждого типа сочинения.

学时分配：2 学时

Урок 2

教学内容：

1. Работа с лексикой по теме.

2. Описание внешности и характера однокурсников.

3. Работа с текстом “Мама”.

4. Представить внешность и характер человека по описанию комнаты.

5. Выполнение письменных заданий из раздаточного материала.

教学要求:

На основе обсуждаемого на занятии в устной форме материала, дома

написать сочинение на одну из тем: Немного о себе. Мой друг. Наш

преподаватель. Мои родители.

重点难点：Научиться писать сочинение-описание.
学时分配：2 学时

Урок 3
教学内容：

1. Основные правила написания письма.
2. Работа с образцом письма из учебника.
3. Написать письмо другу в Росси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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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要求 : Научиться правильно писать письмо личного характека на русском
языке.
重点难点：Оформление письма личного характера.
学时分配：2学时

Урок 4
教学内容：

1. Работа с лексикой по теме.
2. Беседа по теме: “Праздник Весны”.
3. Составить план домашнего сочинения.

教学要求:

1. Уметь составить план сочинения.

2. Написать сочинение на одну из предложенных тем:

Мой любимый праздник.

Как мы встречаем праздник Весны.

Незабываемый день.
重点难点：Научиться писать сочинение-повествование.
学时分配：2学时

Урок 5
教学内容：

1. Выполнить предтекстовые задания из учебника.
2. Прочитать текст “Художница Зинаида Серебрякова”
3. Ответить на вопросы по тексту.
4. Написать план текста.
5. По плану и опорным словам написать изложение.

教学要求:

1. Уметь выделить основные части текста.

2. Своими словами передать краткое содержание текста.

3. Уметь записать содержание текста.

重点难点：Уяснить правила написания изложения.
学时分配：2学时

Урок 6
教学内容：

1. Разбор лексики по теме.
2. Работа с текстом “Город Пенз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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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Беседа по теме “Мой родной город”.
4. Выполнение упражнений из раздаточного материала.

教学要求:

По предложенному преподавателем началу, написать сочинение на одну из

тем: Мой любимый город. Мой родной город. Немного о Москве.
重点难点：

Соблюдать правила написания сочинения повествования с элементами
описания.
学时分配：2 学时

Урок 7
教学内容：

1. Написать диктант с воспроизведением текста диктанта на доске.
2. Разбор ошибок, допущенных студентами в диктанте.
3.Выполнение упражнений на грамматику из учебника “Я пишу

по-русски”.
教学要求: Уметь грамотно писать по-русски на слух.

重点难点：Знать и применять на письме правила грамматики.
学时分配：2学时

Урок 8
教学内容：

1. Работа с лексикой по теме.
2. Беседа на тему “Моё любимое время года”.
3. Работа с текстом “Зелёный крест”.
4. Разговор на тему “Человек и природа”.

教学要求:

1. Уяснить правила написания сочинения-рассуждения.

2. Написать дома сочинение на одну из предложенных тем:

Времена года. Моё любимое время года. Человек и природа.
学时分配：2 学时

Урок 9
教学内容：

1.Прочитать первую часть текста “Дизайнер”.
2. Разобрать незнакомые слова и непонятные моменты.
3.Обсудить возможные варианты продолжения текста.
4. Написать продолжение текст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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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Прочитать студентам оригинал.
教学要求: Уметь писать сочинение по предложенному началу.

重点难点：Особенности написания сочинения по данному началу.
学时分配：2学时

Урок 10
教学内容：

1. Разбор лексики по теме.
2. Работа с текстом “Выходной день”.
3. Беседа на тему “Моё свободное время”.
4. Выполнить письменно задания из раздаточного материала.

教学要求:

Проработать материал по теме.Дома студенты должны написать

сочинение на одну из тем: Как я провожу свободное время. Незабываемый

день. Моя жизнь в университете.

重点难点：Уметь писать сочинение-повествование.
学时分配：2学时

Урок 11
教学内容：

1. Сложное предложение со словом “который”.
2. Сложное предложение. Выражение желания.
3. Сложное предложение. Цель.
4. Сложное предложение.Выражение необходимости действия.
5. Письменные упражнения по каждому виду .

教学要求:

1. Научить составлять и правильно оформлять на письме разные виды

сложных предложений.

2. Контролировать соблюдение правил грамматики.
重点难点：Сложное предложение на письме.
学时分配：2学时

Урок 12
教学内容：

1. Лексика по теме.
2. Беседа о видах спорта.
3. Устное сочинение “Мой любимый вид спорт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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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Работа с текстом “Спорт и здоровье”.
5. Коллективное составление плана к домашнему сочинению.

教学要求:

Тщательно проработать материал по теме, чтобы студенты дома написали

сочинение на одну из предложенных тем: Мой любимый вид спорта. Спорт и

здоровье.
重点难点：Написать сочинение-рассуждение.
学时分配：2学时

Урок 13
教学内容：

1. Лексика по теме.
2. Работа с текстом “Компьютер в нашей жизни”.
3. Обсуждение вопроса: “Может ли современный человек обойтись без
мобильного телефона?”
4. Беседа на тему: “Интернет - это иной мир”.
5. Выполнить письменные упражнения из раздаточного материала.

教学要求：

Проработать со студентами материал по теме, чтобы дома смогли написать
сочинение на одну из предложенных тем: Роль компьютера в жизни человека.
Интернет - это иной мир.
学时分配：2学时

Урок 14
教学内容：

1. Выполнить предтекстовые задания.
2. Прочитать текст “Он и сейчас первый”.
3. Найти опорные слова и словосочетания.
4. Выделить главную информацию в тексте.

教学要求：Студенты должны научиться написать конспект несложного текста,
сумев выделить главное.

学时分配：2学时

Урок 15
教学内容:

1. Разобрать основные приёмы написания сочинения по картинкам.
2. Составит устный рассказ по данным картинкам из раздаточного
материала.



285

3. Записать рассказ в тетрадь.
教学要求：Студенты должны научиться писать сочинение по картинкам.
学时分配：2学时

Урок 16
教学内容：

1. Лексика по теме занятия.
2. Беседа по теме:”Почему я начал изучать русский язык?”
3. Работа с текстом “Русский язык - это моя любовь с первого взгляда.”
4. Выполнить письменные задания из раздаточного материала.

教学要求：Проработать материал по теме, чтобы студенты дома смогли написать
сочинение на одну из предложенных тем: Как я изучаю русский язык.
Почему я начал изучать русский язык? Русский язык - моя любовь с первого
взгляда.

学时分配：2学时

Урок 17
教学内容：

1. Работа с лексикой по теме.
2. Беседа по теме “Моя любимая книга”
3. Обсудить вопрос: “Исчезнет ли книга в скором будущем?”
4. Выполнить письменные упражнения из раздаточного материала.

教学要求：

Проработать материал по теме, чтобы учащиеся смогли дома написать
сочинение на одну из предложенных тем: Моя любимая книга. Книга - наш друг
и учитель. Заменит ли компьютер книгу?
学时分配：2学时

Урок 18
教学内容：

1. Выполнить ряд письменных упражнений из учебника “Я пишу
по-русски” для повторения грамматики.
2. Повторение пройденных тем.

教学要求：Подготовить к письменному экзамену.
学时分配：2学时

四、课程教学方法

本课程使用的教学方法主要包括：基于问题式教学、探究式教学、任务型教



286

学法、案例教学法、研讨式教学、归纳法教学及演绎法教学。结合学生习作讲授

常见写作技术规范、评价维度和标准，每部分教师讲解之前先组织学生小组或班

级讨论；以示例法、讲授法结合小组讨论让学生了解俄语作文的常见结构（开头、

主体、 结尾）和写作步骤（确定主题、选择细节和安排顺序）。

五、课程教学评价

评价

方式

占期末总

评比例
评价目的及计分方式

课程目标

1 2 3

平时

成绩
10%

1.考核学生对写作基本理论知识的运

用能力。

2.根据平时的作业，取各次成绩的平均

值作为此环节的成绩。

√

期中

考试
40%

1.考核学生对写作基本理论知识的运

用能力。

2.期中考试以闭卷笔试形式进行, 成绩

以百分计，乘以其在总评成绩中所占

的比例计入总评成绩。

√

期末

笔试
50%

1.主要考察学生对俄语写作基本理论

知识（包括写作规范、用词、句子、

段落、 提纲）的理解和实践的能力

运用。

2.卷面成绩 100分，以卷面成绩乘以

50%计入课程总评成绩。

√ √ √

合计：100分

六、考核评价标准

参见文末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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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推荐阅读

1.参考教材：

Будильцева М. Б., Новикова Н. С.,Культура русской речи для иностранных

студентов[М]. М. : Русский язык. Курсы, 2013

2.参考资源：

（ 1） Будильцева М. Б.,Учебно-тренировочные тесты по русскому языку как

иностранному. Выпуск 3. Письмо: учебное пособие[М]. СПб.: Златоуст,

2014

（2）Будильцева М. Б., Новикова Н. С, Контрольные тесты к курсу “Культура

русской речи” для иностранных студентов[М]. М. : Русский язык. Курсы,

2013

（3）高等学校俄语专业教学大纲[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2.

大纲修订人： 赵洁 修订日期：

大纲审定人： 审定日期：

主管院长：

教指委主任：



288

附件：《基础俄语写作》考核评价标准

课程目标

评分标准

90-100 80-89 70-79 60-69 0-59

优 良 中 及格 不及格

能够通过学习了解俄

语写作中遣词造句、段

落展开、篇章布局等方

面的基础知识和写作

技能，掌握俄语专业四

级写作评分标准，并能

将这些写作知识或标

准应用于写作实践中。

（支撑毕业要求指标

点 2.2-1）

非常了解俄语写作

中遣词造句、段落展

开、篇章布局等方面

的基础知识和写作

技能，掌握俄语专业

四级写作评分标准，

并能将这些写作知

识或标准应用于写

作实践中。

了解俄语写作中遣

词造句、段落展开、

篇章布局等方面的

基础知识和写作技

能，掌握俄语专业四

级写作评分标准，并

能将这些写作知识

或标准应用于写作

实践中。

比较了解俄语写作

中遣词造句、段落展

开、篇章布局等方面

的基础知识和写作

技能，掌握俄语专业

四级写作评分标准，

并能将这些写作知

识或标准应用于写

作实践中。

基本了解俄语写作

中遣词造句、段落展

开、篇章布局等方面

的基础知识和写作

技能，掌握俄语专业

四级写作评分标准，

并能将这些写作知

识或标准应用于写

作实践中。

不了解俄语写作中

遣词造句、段落展

开、篇章布局等方面

的基础知识和写作

技能，没有掌握俄语

专业四级写作评分

标准，不能将这些写

作知识或标准应用

于写作实践中。

能够应用俄语语言知

识，就日常话题和一般

社会文化题材进行记

能够很好地应用俄

语语言知识，就日常

话题和一般社会文

能够较好地应用俄

语语言知识，就日常

话题和一般社会文

基本能够应用俄语

语言知识，就日常话

题和一般社会文化

能够部分地应用俄

语语言知识，就日常

话题和一般社会文

不能应用俄语语言

知识，就日常话题和

一般社会文化题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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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文的写作，用俄语阐

述观点和表达情感，内

容丰富、结构严谨，避

免语法、词汇、拼写、

标点等方面的错误。

（支撑毕业要求指标

点 2.6-4）

化题材进行记叙文

的写作，用俄语阐述

观点和表达情感，内

容丰富、结构严谨，

没有语法、词汇、拼

写、标点等方面的错

误。

化题材进行记叙文

的写作，用俄语阐述

观点和表达情感，内

容丰富、结构严谨，

有极少的语法、词

汇、拼写、标点等方

面的错误。

题材进行记叙文的

写作，用俄语阐述观

点和表达情感，内容

比较丰富、结构比较

严谨，有少量语法、

词汇、拼写、标点等

方面的错误。

化题材进行记叙文

的写作，用俄语阐述

观点和表达情感，内

容基本丰富、结构基

本严谨，有部分语

法、词汇、拼写、标

点等方面的错误。

进行记叙文的写作，

不能用俄语阐述观

点和表达情感，内容

不够丰富、结构不够

严谨，有较多的语

法、词汇、拼写、标

点等方面的错误。

具有良好的逻辑思维能力

和思辨能力，善于独立

思考，能区分基于不同

文化和思维习惯的俄

汉写作模式差异，提升

跨文化交际能力。（支

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2.3-1；2.3-2）

有很好的逻辑思维

能力和思辨能力，善

于独立思考，能区分

基于不同文化和思

维习惯的俄汉写作

模式差异，提升跨文

化交际能力。

有良好的逻辑思维

能力和思辨能力，善

于独立思考，能区分

基于不同文化和思

维习惯的俄汉写作

模式差异，提升跨文

化交际能力。

有基本的逻辑思维

能力和思辨能力，能

独立思考，能区分基

于不同文化和思维

习惯的俄汉写作模

式差异，提升跨文化

交际能力。

有一定的逻辑思维

能力和思辨能力，能

独立思考，能区分基

于不同文化和思维

习惯的俄汉写作模

式差异，提升跨文化

交际能力。

缺少逻辑思维能力

和思辨能力，不能独

立思考，不能区分基

于不同文化和思维

习惯的俄汉写作模

式差异，提升跨文化

交际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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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汉翻译理论与实践》教学大纲

课程基本信息

课 程 名 称 俄汉翻译理论与实践
Theory and practice of Russian-Chinese

translation

课 程 编 号 1412008109

课 程 性 质 专业必修课 适 用 专 业 俄 语 专 业

选 用 教 材
丛亚平主编，《实用俄汉汉俄翻译教程》，普通高等学校“十二五”

国家级规划教材，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6年 9月

总 学 时 36学 时

理 论 学 时 36 学 时 实 践 学 时 0 学 时

翻 转 、案 例 、

实 践 、 创 新

翻转： 0 学时；案例： 0 学时

实践： 0 学时；创新： 0 学时

学 分 2 学 分 开 课 学 期 第 5 学 期

前 导 课 程 基础俄语（Ⅳ）

后 续 课 程 俄语笔译、俄语口译

一、课程目标

1.能够阅读理解所学语言材料，解读其中的社会文化信息，根据语言风格对

语料进行划分，掌握俄语的五个语体典型特征与翻译的概念，能够运用所学翻译

方法与技巧进行俄汉互译（支撑毕业要求 2.2-3，2.2-4）

2.能够借助词典独立阅读理解语言作品，提取核心思想，对其提问、评价。

（支撑毕业要求 2.3-1，2.3.2）

3.具备语言应用能力，能够理解俄语口语和书面语传递的信息，用俄语进行

口语及书面表达，对文字、语音材料进行听辨与翻译。（支撑毕业要求 2.6-2，

2.6-3， 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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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课程与专业毕业要求的支撑关系

课程目标与专业毕业要求的支撑关系：

专业毕业要求 专业毕业要求指标点
课程目标

1 2 3

2.2 系统地掌握俄语专业知

识，能够理解俄语文学作品的

内容和主题思想，欣赏文学作

品的特点、风格和语言艺术，

熟悉中国语言文化知识，了解

人文社会科学基础知识。

2.2-3 熟悉俄语国家历史、政

治、社会文化等知识，了解区

域国别研究的基本方法

√

2.2-4 掌握俄汉、汉俄翻译的

基本理论，熟悉从事翻译工作

所需的相关专业知识

√

2.3 具有对俄语语言的敏感度

和逻辑辨析能力，能够对语言

现象、背景、概念等要素进行

合理分析、评价、解读，对多

样化的语言现象敢于提出自己

的质疑和见解；具有运用思辨

能力自觉反思和调节自己思维

过程、行为方式以及自觉改进

的能力

2.3-1 具有对俄语语言的敏感

度和逻辑辨析能力，能够对语

言现象、背景、概念等要素进

行合理分析、评价、解读，对

多样化的语言现象敢于提出

自己的质疑和见解
√

2.3-2 具有运用思辨能力自觉

反思和调节自己思维过程、行

为方式以及自觉改进的能力

2.6 能够理解俄语口语和书面

语传递的信息，能够准确得体

地运用俄语表达思想和情感，

能够借助语言工具和相关资源

进行俄汉互译，能够对语言现

象进行分析与解释，具有一定

的第二外语应用能力。

2.6-2 能够用俄语口头表达思

想和情感 √

2.6-3 能够理解俄语书面语传

递的信息

2.6-5 能够运用翻译理论和方

法进行俄汉口笔译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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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对专业毕业要求的支撑度：

专业毕

业要求

指标点

2.2-3

指标点

2.2-4

指标点

2.3-1

指标点

2.3-2

指 标 点

2.6-2

指 标 点

2.6-3

指 标 点

2.6-5

俄汉翻

译理论

与实践

M H H M M M H

三、课程学时分配与教学内容

课程学时分配：

课程内容 支撑的课程目标 理论学时 实践学时

第一课 翻译导论

翻译练习
课程目标 1 6 0

第二课 句子的类型与翻译方法

翻译练习
课程目标 2 6 0

第三课 语体对比与翻译技巧

翻译练习
课程目标 2 6 0

第四课 报刊政论语体与翻译方法

翻译练习
课程目标 2 6 0

第五课 公文事务语体与翻译方法

翻译练习
课程目标 3 6 0

第六课 口语语体与翻译方法

翻译练习
课程目标 3 6 0

总学时 36 36 0

课程教学内容：

第一课

教学内容：

1．18-19世纪俄汉翻译史

2．翻译的定义与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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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词汇、词组翻译

教学要求:

1. 了解 18-19世纪俄汉翻译的起源、发展、特点等

2. 了解翻译的定义与类型

3．熟练掌握无等值词的翻译方法与技巧

重点难点：

本课教学重点：翻译的类型、无等值词的概念

本课教学难点：无等值词的翻译方法与技巧

学时分配：

理论：俄汉翻译的起源 、发展、现状，翻译的定义、类型 2学时

实践：无等值词的俄汉、汉俄翻译 2学时

第二课

教学内容：

1．俄汉语句子类型对比

2．简单句的译法

3．复合句的类型与译法

教学要求:

1. 掌握本课的翻译理论内容

2. 了解俄汉语句子类型的差异

3. 熟练掌握不同类型句式的翻译原则与方法

重点难点：

本课教学重点：简单句与复合句的翻译方法

本课教学难点：俄汉语句子语序的差别对翻译所造成的难度

学时分配：

理论：俄汉句子类型与翻译 2学时

实践：简单句与复合句的俄汉、汉俄翻译 2学时

第三课

教学内容：

1．俄汉语功能语体对比

2．俄语五个功能语体的特点

3．功能语体的翻译方法与技巧

教学要求:

1. 了解俄汉语功能语体的分类

2. 了解每个语体的词汇、句法、篇章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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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熟悉不同语体的翻译方法与技巧

重点难点：

本课教学重点：俄语五个功能语体的特点

本课教学难点：功能语体的翻译方法与技巧

学时分配：

理论：俄汉功能语体对比、基本翻译方法与技巧 2学时

实践：短文翻译 2学时

第四课

教学内容：

1．报刊政论语体的特点与翻译方法

2．新闻报道的翻译实践

教学要求:

1. 熟练掌握俄语报刊政论语体的词汇、句法、篇章特点

2. 熟悉俄语新闻报道的类型、高频词汇、典型句式及篇章结构

3. 熟悉新闻报道的翻译方法与技巧

重点难点：

本课教学重点：报刊政论语体

本课教学难点：报刊政论语体的翻译方法

学时分配：

理论：报刊政论语体特点与翻译方法 2学时

实践：新闻报道翻译实践 6学时

第五课

教学内容：

1．俄汉语公文事务语体对比

2．俄语公文事务语体的特点与翻译方法

3．翻译实践

教学要求:

1. 掌握俄汉语公文事务语体的基本特点

2. 了解俄语公文事务语体的子类与子类的语言特点

3. 熟悉公文事务语体的翻译方法与技巧

重点难点：

本课教学重点：俄语公文事务语体

本课教学难点：公文事务语体的子类

学时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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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俄汉公文事务语体对比、俄语公文事务语体的特点与翻译方法 2学
时

实践： 公文的俄汉、汉俄翻译实践 6学时

第六课

教学内容：

1．俄汉口语语体对比

2．俄语口语语体的特点与口译的类型

3．翻译实践

教学要求:

1. 了解俄汉口语语体的特点

2. 熟练掌握俄语口译的类型与应用场合

3. 模拟会议现场进行口译

重点难点：

本课教学重点：俄语口语语体

本课教学难点：俄汉、汉俄口译

学时分配：

理论：俄汉口语语体特点 2学时

实践： 口译实践 6学时

四、课程教学方法

本课程采用传统授课、启发问答式、讨论式教学、小组合作学习等方法进行

教学，充分、合理地利用多媒体、网络等现代化教学手段辅助俄语教学，提高俄

语教学质量，同时对学生进行线上线下辅导，为学生答疑解惑。

五、课程教学评价

评价

方式

占期末总

评比例
评价目的及计分方式

课程目标

1 2 3

平时

成绩
10%

1．考核学生对部分知识点的掌握程度；

2．据平时的课堂翻译、小测评分，取各次成绩

的平均值作为此环节的最终成绩。

√

期中

考试
30%

1．结合教学进度安排期中考试，考查学生对相

关知识的掌握程度和翻译方法及技巧的运用能

力；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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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期中考试成绩以百分计，乘以其在总评成绩

中所占的比例计入总评成绩。

期末

考试
60%

以闭卷笔试的形式主要考核学生整个学期所学

的翻译理论知识点的掌握和理论的运用能力，

考试题型为：俄汉词组翻译、汉俄词组翻译、

俄汉句子翻译、段落听译等。卷面成绩 100分

计入课程总评成绩。

√ √ √

合计：100分

六、考核评价标准

参见文末附件

七、推荐阅读

1.参考教材：

胡谷明主编，汉俄翻译教程[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2.

2.参考资源：

(1) 陈洁主编，俄汉语言对比与翻译[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7.

(2) 徐曼琳等编，实战俄语口译[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5.

大纲修订人：徐睿 修订日期：

大纲审定人： 审定日期：

主管院长：

院教指委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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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俄汉翻译理论与实践》考核评价标准

课程目标

评分标准

90-100 80-89 70-79 60-69 0-59

优 良 中 及格 不及格

系统地掌握俄语专业知

识，能够理解俄语文学作

品的内容和主题思想，欣

赏文学作品的特点、风格

和语言艺术，熟悉中国语

言文化知识，了解人文社

会科学基础知识。（支撑

毕业要求 2.2-3，2.2-4）

系统地掌握俄语专业

知识，能够较透彻的理

解俄语文学作品的内

容和主题思想，自主欣

赏文学作品的特点、风

格和语言艺术，非常熟

悉中国语言文化知识，

非常了解人文社会科

学基础知识。

掌握俄语专业知识，能

够理解俄语文学作品

的内容和主题思想，欣

赏文学作品的特点、风

格和语言艺术，熟悉中

国语言文化知识，了解

人文社会科学基础知

识。

比较了解俄语专业知

识，能够理解俄语文学

作品的基本内容和主

题思想，欣赏文学作品

的特点、风格和语言艺

术，比较熟悉中国语言

文化知识，比较了解人

文社会科学基础知识。

掌握部分俄语专业知

识，能够理解俄语文学

作品的部分内容和局

部思想，欣赏文学作品

的特点，了解基本中国

语言文化知识。

掌握俄语专业知识较

少，不能够理解俄语文

学作品的内容和主题思

想，不熟悉中国语言文

化知识。

具有对俄语语言的敏感

度和逻辑辨析能力，能够

对语言现象、背景、概念

等要素进行合理分析、评

价、解读，对多样化的语

言现象敢于提出自己的

具有对俄语语言非常

强的敏感度和逻辑辨

析能力，能够对语言现

象、背景、概念等要素

进行合理分析、评价、

解读，对多样化的语言

具有对俄语语言较强

的敏感度和逻辑辨析

能力，能够对语言现

象、背景、概念等要素

进行分析、评价、解读，

对多样化的语言现象

具有对俄语语言一定

的敏感度和逻辑辨析

能力，能够对语言现

象、背景、概念等要素

进行基本分析、评价、

解读，对多样化的语言

具有对俄语语言的逻

辑辨析能力，能够对基

础语言现象、背景、概

念等要素进行分析、解

读。

不具备有对俄语语言的

敏感度和逻辑辨析能

力，无法对语言现象、

背景、概念等要素进行

分析、评价、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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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疑和见解；具有运用思

辨能力自觉反思和调节

自己思维过程、行为方式

以及自觉改进的能力。

（支撑毕业要求 2.3-1, .

2.3-2）

现象敢于提出自己的

质疑和见解；具有运用

思辨能力自觉反思和

调节自己思维过程、行

为方式以及自觉改进

的能力。

敢于提出自己的质疑；

具有运用思辨能力自

觉反思和调节自己思

维过程、行为方式以及

自觉改进的能力。

现象敢于提出自己的

质疑。

能够理解俄语口语和书

面语传递的信息，能够准

确得体地运用俄语表达

思想和情感，能够借助语

言工具和相关资源进行

俄汉互译，能够对语言现

象进行分析与解释，具有

一定的第二外语应用能

力。（支撑毕业要求 2.6-2,

2.6-3, 2.6-5）

能够非常准确的理解

俄语口语和书面语传

递的信息，能够非常准

确得体地运用俄语表

达思想和情感，能够借

助语言工具和相关资

源进行高水平的俄汉

互译，能够对语言现象

进行分析与解释，具有

较强的第二外语应用

能力。

能够理解俄语口语和

书面语传递的信息，能

够较准确得体地运用

俄语表达思想和情感，

能够借助语言工具和

相关资源进行俄汉互

译，能够对语言现象进

行分析与解释，具有一

定的第二外语应用能

力。

能够理解俄语口语和

书面语传递的信息，能

够运用俄语表达思想

和情感，能够借助语言

工具和相关资源进行

俄汉互译，能够对语言

现象进行分析与解释，

具有一定的第二外语

的应用能力。

能够理解基础俄语口

语和书面语传递的信

息，能够运用俄语表达

简单的思想和情感。

无法理解俄语口语和书

面语传递的信息，不能

用俄语表达思想和情

感，不能够借助语言工

具和相关资源进行俄汉

互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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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导论》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 文学导论 An Introduction to Literature

课程编号 1912008024

课程性质 专业必修课 适用专业 俄语专业

选用教材
孙太，文学导论，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9

杨金才，文学导论，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3

总学时 36学时

理论学时 36 学时 实践学时 0 学时

翻转、案例、

实践、创新

翻转： 0 学时；案例： 0 学时

实践： 0 学时；创新： 0 学时

学分 2学分 开课学期 第 5 学期

前导课程

后续课程
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史；二十世纪俄罗斯文学史；十九世纪

俄罗斯文学作品选读；二十世纪俄罗斯文学作品选读

一、课程目标

1. 掌握俄罗斯文学与世界文学相互关系，了解基本的文学理论，领会与文

学理论相关的基本概念、术语、体系和范畴。（支撑专业毕业要求指标点 2.2-2）

2. 初步具备文学作品的鉴赏能力和文化解读能力，能够理解文学作品的内

容和主题思想，欣赏文学作品的特点、风格和语言艺术。（支撑专业毕业要求指

标点 2.2-2）

3. 通过一个学期的教学实践，学生应初步具有分析文学现象和解决阅读文

学作品过程中出现问题的素质，培养他们建立理论思维的模式和发现问题、归纳

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支撑专业毕业要求指标点 2.4-1、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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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课程目标与专业毕业要求的支撑关系：

专业毕业要求 专业毕业要求指标点
课程目标

1 2 3

2.2 系统地掌握俄语专业知

识，能够理解俄语文学作品的

内容和主题思想，欣赏文学作

品的特点、风格和语言艺术，

熟悉中国语言文化知识，了解

人文社会科学基础知识。

2.2-2 具备俄罗斯文学的专业

知识，能够欣赏作家作品的

特点、风格和语言艺术。
√ √

2.4 具备学科基本素养，掌握

本专业必备的研究方法，能运

用俄语学科的研究方法开展调

查和研究，解决专业领域内与

语言、社会、文化相关的实际

问题。

2.4-1具备本学科基本素养，

掌握本专业必备的研究方法
√

2.4-2能运用俄语学科的研究

方法开展调查和研究，解决

专业领域内与语言、社会、

文化相关的实际问题

√

课程对专业毕业要求的支撑度：

专业毕业要求 指标点 2.2-2 指标点 2.4-1 指标点 2.4-2

文学导论 H M M

三、课程目标与教学内容

课程学时分配：

课程内容 支撑的课程目标 理论学时 实践学时

第一章 文学的学科体系 课程目标 1，3 3 0

第二章 文学研究的诸形态 课程目标 1，3 3 0

第三章 文学与意识形态的关系 课程目标 1，2 3 0

第四章 文学作为一种思想话语 课程目标 1，2 3 0

第五章 法兰西文学与俄罗斯文学关系 课程目标 1，2 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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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

第六章 英国浪漫主义文学与普希金创

作关系

课程目标,1，2
3 0

第七章 俄罗斯浪漫主义文学与创作群

体

课程目标 1，2
3 0

第八章 欧洲现实主义文学概论 课程目标 1，2 3 0
第九章 现实主义文学的基本概念、范畴

和谱系

课程目标 1，2
3 0

第十章 欧洲现实主义文学：从英国的

《名利场》到俄罗斯的《死魂灵》

课程目标 1，2
3 0

第十一章 俄罗斯的“自然派”文学创作 课程目标 1，2 3 0
第十二章 现代主义文学的发生、发展与

核心价值

课程目标 3
3 0

总学时 36 0

课程教学内容：

第一章 文学的学科体系

1．文学的学科概述

2．作为文化的载体

本章教学重点:

文学体系的多样性与文学研究的诸形态

本章教学难点：

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的关系

学时分配：3学时

第二章 文学研究的诸形态

1. 梳理文学与意识形态关系

2. 文学作为一种思想话语对权力的意义

本章教学重点：

如何理解文学是人类社会的精神现象

本课教学难点:
结合文学作品分析文学和上层建筑的联系

学时分配：3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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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文学与意识形态的关系

1．文学是意识形态的折射

2．文学与上层建筑的关系

本章教学重点:

梳理文学与意识形态关系

本章教学难点：

如何理解文学是人类社会的精神现象

学时分配：3学时

第四章 文学作为一种思想话语

1.文学是思想的形象表达

2.文学的本体论和认识论价值

本章教学重点：

认识文学的本质和理解文学与哲学思想的关系：

本章教学的难点：

掌握相关的与文学流派有关的哲学思想

学时分配：3学时

第五章 法兰西文学与俄罗斯文学关系考

1．法国浪漫主义文学

2．代表人物和代表作品

本章教学重点：

了解维克多·雨果的生平和《悲惨世界》的主题

本章教学难点：

对法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基本特征有所把握

学时分配：3学时

第六章 英国浪漫主义文学与普希金创作关系

1．英国浪漫主义文学的起源和发展

2．拜伦的长篇诗体小说《唐璜》

本章教学重点：

如何理解“拜伦式的英雄”以及产生这类英雄的时代语境

本章教学难点：

什么是英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大不列颠性格”

学时分配：3学时

第七章 俄罗斯浪漫主义文学与创作群体

1．俄罗斯浪漫主义文学

2．普希金的爱情抒情诗《致凯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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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教学重点：

俄罗斯浪漫主义文学对英法浪漫主义文学的继承与发展

本章教学难点：

普希金的创作和拜伦与雪莱创作的横向比较

学时分配：3学时

第八章 欧洲现实主义文学概论

1．现实主义文学

2．基本概念、范畴和谱系

本章教学重点：

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关系

本章教学难点：

现实主义作为一种文艺现象

学时分配：3学时

第九章 现实主义文学的基本概念、范畴和谱系

1．现实主义文学的生成语境

2．现实主义文学在其他艺术领域的折射

本章教学重点：

掌握欧洲乃至世界范围内的政治思想潮流

本章教学难点：

了解其他艺术领域的理论话语

学时分配：3学时

第十章 欧洲现实主义文学：从英国的《名利场》到俄罗斯的《死魂灵》

1. 英法等国的现实主义文学概况

2. 《名利场》《红与黑》《死魂灵》中的艺术世界

本章教学重点：

英、法、俄的现实主义文学的生长土壤

本章教学难点：

萨克雷《名利场》为什么是没有英雄的小说

学时分配：3学时

第十一章 俄罗斯的“自然派”文学创作

1．俄罗斯的“自然派”文学创作

2．“自然派”与俄罗斯思想的关系

本章教学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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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自然派”对英法现实主义文学的继承

本章教学难点：

俄罗斯“自然派”创作的范式

学时分配：3学时

第十二章 现代主义文学的发生、发展与核心价值

1. 现代主义文学在世界范围内的发展概述

2. 现代主义文学与现实主义文学关系

本章教学重点：

关于现代主义文学的基本概念

本章教学难点：

现代主义的文学与文学的现代性问题

学时分配：3学时

四、课程教学方法

本课程使用的教学方法包括：问题式教学、任务型教学、基于课程内容的案

例教学法、互动教学法等。

五、课程教学评价

评价

方式

占期末总

评比例
评价目的及计分方式

课程目标

1 2

作业 40%

1．考核学生对部分章节知识点的理解和掌握

程度；

2. 根据平时的课堂测试、专题报告评分，取各

次成绩的平均值作为此环节的最终成绩。

√ √

期末

考试
60%

1. 考核学生对本学期所学知识的掌握程度和

理论的运用能力；

2. 以闭卷笔试的形式，卷面成绩 100分，以

60%计入课程总评成绩。

√ √

合计：10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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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考核评价标准

参见文末附件

七、推荐阅读

1. 参考教材

（1）孙太. 文学导论[M]. 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9.

（2）杨金才. 文学导论[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3.

2. 参考资源

（1）陶德臻. 世界文学名著选读[C].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

（2）储诚意. 俄罗斯文学名著赏析[M]. 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9.

（3）朱立元. 当代西方文艺理论[M].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4）阿格诺索夫. 20世纪俄罗斯文学[M]. 凌建侯等译，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大纲修订人：郑永旺 修订日期：

大纲审定人： 审定日期：

主管院长：

院教指委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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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目标

评分标准

90-100 80-89 70-79 60-69 0-59

优 良 中 及格 不及格

掌握俄罗斯文学与世界

文学相互关系，了解基本

文学理论，领会与文学理

论相关的基本概念、术

语、体系和范畴。（支撑

专业毕业要求指标点

2.2-2）；

（

全面掌握世界文学视

域下的俄罗斯文学与

其他欧洲国别文学的

关系，非常了解与文学

相关的理论范式、专业

术语和概念、不同国家

文学之间的影响、继承

和诗学架构。

掌握世界文学视域下

的俄罗斯文学与其他

欧洲国别文学的关系，

较好地了解与文学相

关的理论范式、专业术

语和概念、不同国家文

学之间的影响、继承和

诗学架构。

对世界文学视域下的

俄罗斯文学与其他欧

洲国别文学的关系有

所把握，能够了解与文

学相关的理论范式、专

业术语和概念、不同国

家文学之间的影响、继

承和诗学架构。

对世界文学视域下的

俄罗斯文学与其他欧

洲国别文学的关系不

能够把握，基本了解与

文学相关的理论范式、

专业术语和概念、不同

国家文学之间的影响、

继承和诗学架构。

对世界文学视域下的俄

罗斯文学与其他欧洲国

别文学的关系无法把

握，不能了解与文学相

关的理论范式、专业术

语和概念、不同国家文

学之间的影响、继承和

诗学架构。

初步具备文学作品的鉴

赏能力和文化解读能力，

能够理解文学作品的内

容和主题思想，欣赏文学

作品的特点、风格和语言

艺术。（支撑专业毕业要

具备文学作品的鉴赏

能力和文化解读能力，

能够很好地理解文学

作品的内容和主题思

想，欣赏文学作品的特

点、风格和语言艺术。

具备文学作品的鉴赏

能力和文化解读能力，

能够较好地理解文学

作品的内容和主题思

想，欣赏文学作品的特

点、风格和语言艺术。

初步具备文学作品的

鉴赏能力和文化解读

能力，能够理解文学作

品的内容和主题思想，

欣赏文学作品的特点、

风格和语言艺术。

初步具备一定的文学

作品鉴赏能力和文化

解读能力，基本能够理

解文学作品的内容和

主题思想，欣赏文学作

品的特点、风格和语言

没有文学作品的鉴赏能

力和文化解读能力，不

能理解文学作品的内容

和主题思想，不能欣赏

文学作品的特点、风格

和语言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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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指标点 2.2-2） 艺术。

1.通过教学实践，学生能够建

立理论思维的模式和发现

问题、归纳问题和解决问

题能力。（支撑专业毕业要

求指标点 2.4-1；2.4-2）

学生能够建立理论思

维的模式和发现问题、

归纳问题和解决问题

能力。

学生能够较好地建立

理论思维的模式和发

现问题、归纳问题和解

决问题能力。

学生能够建立理论思

维的模式和发现问题、

归纳问题和解决问题

能力。

学生基本能够建立理

论思维的模式和发现

问题、归纳问题和解决

问题能力。

学生不能够建立理论思

维的模式和发现问题、

归纳问题和解决问题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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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学导论》教学大纲

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 名称 语言学导论 Introduction to Linguistics

课程 编号 1912008025

课程 性质 专业必修课 适用 专业 俄语专业

选用 教材
叶蜚声、徐通锵著. 语言学纲要（第 3版）.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7年.

总学 时 36学时

理论 学时 36学时 实践 学时 0 学时

翻转、案例 、

实践 、创 新

翻转： 0 学时；案例： 0 学时

实践： 0 学时；创新： 0 学时

学分 2学分 开课 学期 第 5学期

前导 课程 俄语语法（Ⅰ）、俄语语法（Ⅱ）

后续 课程 现代俄语

一、课程目标

本课程能够使学生达成如下目标：

1. 了解语言学的研究对象和任务，语言学在现代科学体系中的地位及其与

相关学科的关系，语言学在现代社会之中的作用，熟练掌握语言学的基本概念

和术语。（毕业要求 2.2-1）

2. 掌握现代语言学的知识体系及其所包含的语音、语法和词汇 3个主要组

成部分，掌握语音的基本特征，了解语言的音位系统，语法规则系统，词义的

特点及其组合、聚合规律。（支持毕业要求 2.2-1；2.3-1）

3. 掌握语言和文字、口语与书面语之间的相互关系，语言发展的内部和外

部动因及其表现形式，掌握语言之间的相互影响及其结果（毕业要求 2.3-1）

4. 掌握语言学的研究方法，具备初步的语言学文献查阅和阅读能力，培养

学生初步的语言学科学思维能力，学会运用语言学的理论分析语言现象，了解

撰写语言学学术论文的方法与思路。（支持毕业要求 2.4-1；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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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课程目标与毕业要求的支撑关系

课程目标与专业毕业要求的支撑关系：

专业毕业要求 专业毕业要求指标点
课程目标

1 2 3 4

2.2系统地掌握俄语专业知识，能

够理解俄语文学作品的内容和主

题思想，欣赏文学作品的特点、

风格和语言艺术，熟悉中国语言

文化知识，了解人文社会科学基

础知识。

2.2-1 系统地掌握俄语语

音、词汇、语法、篇章和

修辞等语言知识，了解语

言研究的基础理论和方

法，能够对语言现象进行

分析与解释

√ √ √

2.3具有对俄语语言的敏感度和逻

辑辨析能力，能够对语言现象、

背景、概念等要素进行合理分析、

评价、解读，对多样化的语言现

象敢于提出自己的质疑和见解；

具有运用思辨能力自觉反思和调

节自己思维过程、行为方式以及

自觉改进的能力。

2.3-1具有对俄语语言的敏

感度和逻辑辨析能力，能

够对语言现象、背景、概

念等要素进行合理分析、

评价、解读，对多样化的

语言现象敢于提出自己的

质疑和见解

√ √

2.4 具备学科基本素养，掌握本专

业必备的研究方法，能运用俄语

学科的研究方法开展调查和研

究，解决专业领域内与语言、社

会、文化相关的实际问题。

2.4-1 具备本学科基本素

养，掌握本专业必备的研

究方法

√

2.4-2能运用俄语学科的研

究方法开展调查和研究，

解决专业领域内与语言、

社会、文化相关的实际问

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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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对专业毕业要求的支撑度：

专业毕业要求
指标点

2.2-1

指标点

2.3-1
指标点 2.4-1

指标点

2.4-2

语言学导论 H H M M

三、课程学时分配与教学内容

课程学时分配：

课程内容 支撑的课程目标 理论学时 实践学时

第一章 导言 课程目标 1 2 0

第二章 语言的社会功能 课程目标 1,2,3， 2 0

第三章 语言是符号系统 课程目标 1,2,3， 4 0

第四章 语音 课程目标 1,2,3， 4 0

第五章 语法 课程目标 1,2,3， 6 0

第六章 词义 课程目标 1,2,3， 4 0

第七章 文字和书面语 课程目标 3， 4 0

第八章 语言随着社会发展而发展 课程目标 3，4 4 0

第九章 语言的接触 课程目,3，4 4 0

第十章 语言系统的发展 课程目,3，4, 2 0

总学时 36 0

课程教学内容：

第一章 导言

教学内容：

1. 语言学的对象和任务

2. 语言学在科学体系中的地位

3. 语言学的功用

本章教学重点：

语言学的研究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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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教学难点：

语言作为语言学研究对象的特点

学时分配：2学时

第二章 语言的社会功能

教学内容：

1. 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

2. 语言是思维的工具

本课教学重点：

语言和话语的关系

本课教学难点：

思维的人类共同性和语言的民族性

学时分配：2学时

第三章 语言是符号系统

教学内容：

1. 语言符号的性质和特点

2. 语言符号的系统性

3. 语言系统是人类特有的

本课教学重点：

语言符号的任意性和线条性、语言系统的组合关系和聚合关系

本课教学难点：

组合关系和聚合关系

学时分配：4学时

第四章 语音

教学内容：

1. 语音研究的诸方面

2. 音响

3. 发音

4. 音位

5. 音位的聚合

6. 音位的组合

本课教学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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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位和音位变体

本课教学难点：

音位和音位变体、音质音位和非音质音位的区别

学时分配：4学时

第五章 语法

教学内容：

1. 语法和语法单位

2. 组合规则

3. 聚合规则

4. 变换

5. 语言的结构类型和普遍特征

本课教学重点：

语法单位的组合规则与句法规则

本课教学难点：

变换与句法同义、多义的关系

学时分配：4学时

第六章 词义

教学内容：

1. 词汇与词义

2. 词义和聚合

3. 词义的组合

本课教学重点：

词义的聚合和组合特性

本课教学难点：

词义的层级性

学时分配：4学时

第七章 文字和书面语

教学内容：

1. 文字和语言

2. 文字的起源、发展和改革

3. 书面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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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教学重点：

文字和语言的相互关系

本课教学难点：

书面语和口语的关系

学时分配：4学时

第八章 语言随着社会发展而发展

教学内容：

1. 语言发展的原因和特点

2. 语言的分化

3. 语言的统一

本课教学重点：

社会方言和地域方言的异同、共同语的特性

本课教学难点：

地域方言和社会方言

学时分配：4学时

第九章 语言的接触

教学内容：

1. 语言成分的借用和吸收

2. 语言的融合

3. 语言接触的一些特殊形式

本课教学重点：

语言的融合

本课教学难点：

语言接触的一些特殊形式

学时分配：4学时

第十章 语言系统的发展

教学内容：

1. 语音的发展

2. 语法的发展

3. 词汇和词义的发展

本课教学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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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汇和词义的发展

本课教学难点：

词义的演变

学时分配：2学时

四、课程教学方法

本课程使用的教学方法主要包括：基于内容的教学法、案例教学法、研讨

式教学、归纳法教学。

五、课程教学评价

评价

方式

占期末总

评比例
评价目的及计分方式

课程目标

1 2 3 4

平时

成绩
10% 通过学生课堂回答问题评分，考核学

生对知识的掌握程度。
√ √ √

期中

考试
30% 专题讨论。选取几个专题，让学生分

别准备，形成书面报告。
√ √ √

期末

考试
60%

论文考核。1）让学生就某个问题，

撰写一篇论文。2）推荐语言学著作，

让学生写成书评或研究报告。

√ √ √ √

合计：100分

六、考核评价标准

参见文末附件。

七、推荐阅读

1．参考教材：

（1） 岑运强，语言学概论（“十二五”普通高等教育本科国家级规划教材）

[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

（2）王德春，语言学概论[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年.

（3）Шайкевич А.Я. Введение в лингвистику[M]. Москва: Академия,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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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参考资源：

八、修订与审核

大纲修订人： 叶其松 修订日期：

大纲审定人： 审定日期：

主管院长：

院教指委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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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语言学导论》考核评价标准

课程目标

评分标准

90-100 80-89 70-79 60-69 0-59
优 良 中 及格 不及格

了解语言学的研究对象

和任务，语言学在现代科

学体系中的地位及其与

相关学科的关系，语言学

在现代社会之中的作用，

熟练掌握语言学的基本

概念和术语。（支撑毕业

要求指标点 2.2-1）

十分了解语言学的研

究对象和任务，语言学

在现代科学体系中的

地位及其与相关学科

的关系，语言学在现代

社会之中的作用，熟练

掌握语言学的基本概

念和术语。

较好了解语言学的研

究对象和任务，语言学

在现代科学体系中的

地位及其与相关学科

的关系，语言学在现代

社会之中的作用，较为

熟练掌握语言学的基

本概念和术语。

了解语言学的研究对

象和任务，语言学在现

代科学体系中的地位

及其与相关学科的关

系，语言学在现代社会

之中的作用，能掌握语

言学的基本概念和术

语。

对语言学的研究对象

和任务，语言学在现代

科学体系中的地位及

其与相关学科的关系，

语言学在现代社会之

中的作用有些了解，能

掌握语言学的基本概

念和术语。

不太了解语言学的研究

对象和任务，语言学在

现代科学体系中的地位

及其与相关学科的关

系，语言学在现代社会

之中的作用，对语言学

的基本概念和术语掌握

不够。

掌握现代语言学的知识

体系及其所包含的语音、

语法和词汇 3个主要组成

部分，掌握语音的基本特

征，了解语言的音位系

统，语法规则系统，词义

熟练掌握现代语言学

的知识体系及其所包

含的语音、语法和词汇

3个主要组成部分，熟

练掌握语音的基本特

征，十分了解语言的音

较为熟练掌握现代语

言学的知识体系及其

所包含的语音、语法和

词汇 3 个主要组成部

分，较为熟练掌握语音

的基本特征，较好地了

能够掌握现代语言学

的知识体系及其所包

含的语音、语法和词汇

3个主要组成部分，能

够掌握语音的基本特

征，能够了解语言的音

勉强掌握现代语言学

的知识体系及其所包

含的语音、语法和词汇

3个主要组成部分，勉

强掌握语音的基本特

征，勉强了解语言的音

不太掌握现代语言学的

知识体系及其所包含的

语音、语法和词汇 3 个

主要组成部分，不太掌

握语音的基本特征，不

够了解语言的音位系



317

的特点及其组合、聚合规

律。（支撑毕业要求指标

点 2.2-1；2.3-1）

位系统，语法规则系

统，词义的特点及其组

合、聚合规律。

解语言的音位系统，语

法规则系统，词义的特

点及其组合、聚合规

律。

位系统，语法规则系

统，词义的特点及其组

合、聚合规律。

位系统，语法规则系

统，词义的特点及其组

合、聚合规律。

统，语法规则系统，词

义的特点及其组合、聚

合规律。

掌握语言和文字、口语与

书面语之间的相互关系，

语言发展的内部和外部

动因及其表现形式，掌握

语言之间的相互影响及

其结果（支撑毕业要求指

标点 2.3-1）

熟练掌握语言和文字、

口语与书面语之间的

相互关系，语言发展的

内部和外部动因及其

表现形式，熟练掌握语

言之间的相互影响及

其结果。

较为熟练掌握语言和

文字、口语与书面语之

间的相互关系，语言发

展的内部和外部动因

及其表现形式，较为熟

练掌握语言之间的相

互影响及其结果。

能够掌握语言和文字、

口语与书面语之间的

相互关系，语言发展的

内部和外部动因及其

表现形式，能够掌握语

言之间的相互影响及

其结果。

勉强掌握语言和文字、

口语与书面语之间的

相互关系，语言发展的

内部和外部动因及其

表现形式，勉强掌握语

言之间的相互影响及

其结果。

不太掌握语言和文字、

口语与书面语之间的相

互关系，语言发展的内

部和外部动因及其表现

形式，不太掌握语言之

间的相互影响及其结

果。

掌握语言学的研究方法，

具备初步的语言学文献

查阅和阅读能力，培养学

生初步的语言学科学思

维能力，学会运用语言学

的理论分析语言现象，了

熟练掌握语言学的研

究方法，具备一定的语

言学文献查阅和阅读

能力，培养学生一定的

语言学科学思维能力，

善于运用语言学的理

较为熟练掌握语言学

的研究方法，具备一定

的语言学文献查阅和

阅读能力，培养学生一

定的语言学科学思维

能力，较好地运用语言

能够掌握语言学的研

究方法，具备初步的语

言学文献查阅和阅读

能力，培养学生初步的

语言学科学思维能力，

能够运用语言学的理

勉强掌握语言学的研

究方法，具备初步的语

言学文献查阅和阅读

能力，培养学生初步的

语言学科学思维能力，

勉强运用语言学的理

不太掌握语言学的研究

方法，不具备的语言学

文献查阅和阅读能力，

培养学生语言学科学思

维能力不过关，不能运

用语言学的理论分析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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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撰写语言学学术论文

的方法与思路。（支撑毕

业要求 2.4-1；2.4-2）

论分析语言现象，十分

了解撰写语言学学术

论文的方法与思路。

学的理论分析语言现

象，较好地了解撰写语

言学学术论文的方法

与思路。

论分析语言现象，能够

了解撰写语言学学术

论文的方法与思路。

论分析语言现象，几乎

了解撰写语言学学术

论文的方法与思路。

言现象，不太了解撰写

语言学学术论文的方法

与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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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史》教学大纲

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 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史
History of Russian Literature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课程编号 1912008026

课程性质 专业必修课 适用专业 俄语专业

选用教材
曹靖华主编，俄国文学史（上），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年.

总学时 36学时

理论学时 36 学时 实践学时 0 学时

翻转、案例、

实践、创新

翻转： 0 学时；案例： 0 学时

实践： 0 学时；创新： 0 学时

学分 2学分 开课学期 第 6 学期

前导课程 文学导论

后续课程 二十世纪俄罗斯文学史

一、课程目标

1.了解 19 世纪俄罗斯文学的发展脉络，以及各流派的更迭和重要作家、作

品的特点，特别是各种文类的转换，具有较为广博的人文知识和坚实的学科基础。

（支撑专业毕业要求指标点 2.2-2；2.2-5）

2.能够在了解和掌握 19世纪俄罗斯文学的演进、变革、各种文学流派及文

类的特点基础上，进一步掌握和理解重要作家的创作特点、代表作品以及它们对

文类的贡献（支撑专业毕业要求指标点 2.2-3）

3.能够通过查阅相关文献和阅读专业书籍，以及小组同学的共同磋商，对一

些文学问题发表意见、进行深度讨论，培养一种逻辑性、批判性思维。（支撑专

业毕业要求指标点 2.3-1；2.3-2；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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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课程目标与毕业要求的支撑关系

课程目标与专业毕业要求的支撑关系：

专业毕业要求 专业毕业要求指标点
课程目标

1 2 3

2.2 系统地掌握俄语专业知识，能够

理解俄语文学作品的内容和主题思

想，欣赏文学作品的特点、风格和语

言艺术，熟悉中国语言文化知识，了

解人文社会科学基础知识。

2.2-2 具备俄罗斯文学的

专业知识，能够欣赏作家

作品的特点、风格和语言

艺术。

√ √

2.2-3 熟悉俄语国家历

史、政治、社会文化等知

识，了解区域国别研究的

基本方法。

√ √

2.2-5 熟悉中国语言文化

知识，了解人文社会科学

的基础知识。

√ √ √

2.3具有对俄语语言的敏感度和逻辑

辨析能力，能够对语言现象、背景、

概念等要素进行合理分析、评价、解

读，对多样化的语言现象敢于提出自

己的质疑和见解；具有运用思辨能力

自觉反思和调节自己思维过程、行为

方式以及自觉改进的能力。

2.3-2 具有运用思辨能力

自觉反思和调节自己思

维过程、方式以及自觉改

进的能力。 √ √

2.5 具有获取、判断、分析并利用信

息的能力，能够恰当应用现代信息技

术手段和工具解决实际问题。

2.5-2 能够熟练运用文献

检索工具借助互联网数

据库查寻专业资料，收集

相关信息。

√

课程对专业毕业要求的支撑度：

专业毕业要求
指标点

2.2-2

指标点

2.2-3

指标点

2.2-5

指标点

2.3-2

指标点

2.5-2

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史 H M M M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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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课程学时分配与教学内容

课程学时分配：

课程内容 支撑的课程目标 理论学时 实践学时

1．古代俄罗斯文学 课程目标 1,2 2 0

2. 18世纪俄罗斯文学 课程目标 2,3 2 0

3. 19世纪初-30年代的俄罗斯文学 课程目标 2,3 10 0

4. 19世纪 40-60年代的俄罗斯文学 课程目标 1,2 8 0

5. 19世纪 70-90年代的俄罗斯文学 课程目标 2,3 14 0

总学时 36 0

课程教学内容：

第一章 古代俄罗斯文学

教学内容：

1．俄罗斯文学的特征及分期；

2．10-16世纪的俄罗斯文学；

3．17世纪的俄罗斯文学。

教学要求:

1. 了解俄罗斯文学的主要特征及其地位、分期；

2. 了解古代俄罗斯文学的主要体裁和代表作品；

3. 了解 17世纪俄罗斯文学的主要特色。

重点难点：

本课教学重点：古代俄罗斯文学的主要体裁和代表作品

本课教学难点：古代俄罗斯文学的主要特色

学时分配：2学时

第二章 18世纪俄罗斯文学

教学内容：

1．18世纪上半叶的俄罗斯文学；

2．18世纪下半叶的俄罗斯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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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要求:

1. 了解 18世纪俄罗斯文学的总体发展脉络；

2. 掌握古典主义和感伤主义的内涵、美学主张和代表作家作品；

3. 理解 18世纪俄罗斯文学的主要特色和意义。

重点难点：

本课教学重点：古典主义和感伤主义的美学主张

本课教学难点：18世纪俄罗斯文学的主要特色和意义

学时分配：2学时

第三章 19世纪初-30年代的俄罗斯文学

教学内容：

1．19世纪初-30年代俄罗斯文学概述；

2．普希金的创作；

3．莱蒙托夫的创作；

4. 果戈理的创作。

教学要求:

1. 了解普希金、莱蒙托夫、果戈理创作的主要特征和意义；

2. 理解普希金诗体长篇小说《叶甫根尼·奥涅金》、莱蒙托夫长篇小说《当代英

雄》、果戈理《死魂灵》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

3. 掌握浪漫主义、自然派、小人物等文学概念。

重点难点：

本课教学重点：普希金诗体长篇小说《叶甫根尼·奥涅金》、莱蒙托夫长篇小说

《当代英雄》、果戈理《死魂灵》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

本课教学难点：浪漫主义、自然派、小人物等文学概念的内涵

学时分配：10学时

第四章 19世纪 40-60年代的俄罗斯文学

教学内容：

1．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波罗留波夫的现实主义美学批评；

2．冈察洛夫的小说创作；

3. 奥斯特洛夫斯基的戏剧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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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屠格涅夫的长篇小说创作。

教学要求:

1. 了解俄罗斯现实主义美学批评代表人物、主张及意义；

2. 理解冈察洛夫、奥斯特洛夫斯基、屠格涅夫等人代表作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

3. 掌握现实主义、生活戏剧、奥勃罗莫夫性格等文艺学术语。

重点难点：

本课教学重点：冈察洛夫、奥斯特洛夫斯基、屠格涅夫等人代表作的思想内容和

艺术特色

本课教学难点：俄罗斯现实主义美学批评主张及意义

学时分配：8学时

第五章 19世纪 70-90年代的俄罗斯文学

教学内容：

1. 19世纪 70-90年代俄罗斯文学概述；

2．陀思妥耶夫斯基及其长篇小说创作；

3. 托尔斯泰及其三部长篇小说创作；

4. 契诃夫短篇小说及戏剧创作。

教学要求:

1. 了解 19世纪 70-90年代俄罗斯文学概况；

2. 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契诃夫代表作品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

3. 掌握心理现实主义、复调小说、意识流、情绪剧等文艺学术语知识。

重点难点：

本课教学重点：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契诃夫代表作品的思想内容和艺术

特色本课教学难点：心理现实主义、复调小说、意识流、情绪剧等文艺学术语知识

学时分配：14学时

四、课程教学方法

本课程采用传统授课、启发问答式、讨论式教学、小组合作学习等方法进行

教学，充分、合理地利用多媒体、网络等现代化教学手段辅助俄语教学，提高俄

语教学质量，同时对学生进行线上线下辅导，为学生答疑解惑。



324

1.讲授法：通过主讲教师讲授，引导学生细读俄罗斯文学原作，了解作品的

语言及文学风格，培养学生的文学鉴赏能力。

2.研讨法：通过预设问题，引导学生带着问题阅读原作，自主寻找答案。之

后参与课堂讨论，由此培养独立的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3.比较法：适当地选取中国文学作品，与相应的俄罗斯文学作品进行比较，

有助于学生对中西方文化和文学异同的认识，有助于增强学生对本民族文学、文

化的自信；

4.多媒体法：利用多媒体的资源优势和呈现手段优势，来提高课堂教学的效

率，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养成主动运用多种途径获取新知识和新方法的习惯，

培养学生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的能力。

5.小组汇报法：要求学生形成学习小组，完成对一部作品从简介到收集评论，

整理观点的文献阅读写作的初期工作、培养学生口语表达能力和分析思辨能力以

及有效合作与正确交流的能力。

五、课程教学评价

评价

方式

占期末总

评比例
评价目的及计分方式

课程目标

1 2 3

平时

成绩
50%

1.注重考核、评价学生对章节知识点的

理解和掌握程度。

2．含课堂发言，课堂讨论，作业，小

测验等，注重考核、评价学生的学习态

度，学习过程的参与情况。

√ √ √

期末

考试
50%

1.注重考核、评价学生对文学发展脉络

和基本概念的掌握，对各种文学流派的

代表人物及其作品的特点评价以及对

知识的灵活运用能力。

2.期末考试为闭卷笔试形式,卷面成绩

100分，折合 50%计入课程总评成绩。

√ √ √

合计：10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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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考核评价标准

参见文末附件

七、推荐阅读

1. 参考教材：

（1）俄罗斯文学史 / 任光宣、张家华、余一中主编.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年.

（2）俄罗斯文学简史 / 郑体武著.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年.

2. 参考资源：

（1）俄罗斯文学史（俄文版） / 任光宣主编.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

（2）俄罗斯文学讲座：经典作家与作品 （上）/ 曾思艺著. 北京：北京师范大

学出版社，2015年.

（3）一本书搞懂俄罗斯文学 / 高莽主编. 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2年.

В 3-х частях. Ред. Коровин В. И.

（4）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9 века. В 3-х частях. Ред. Коровин В. И. М.:

Владос, 2005.

大纲修订人： 孙超 修订日期：

大纲审定人： 审订日期：

主管院长：

院教指委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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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9世纪俄罗斯文学史》考核评价标准

课程目标

评分标准

90-100 80-89 70-79 60-69 0-59

优 良 中 及格 不及格

了解 19 世纪俄罗斯文学

的发展脉络，以及各流派

的更迭和重要作家、作品

的特点，特别是各种文类

的转换，具有较为广博的

人文知识和坚实的学科

基础。（支撑专业毕业要

求指标点 2.2-2；2.2-5）

1. 能够全面掌握 19 世纪

俄罗斯文学发展脉络，

各文学流派的更迭以

及文类的转换；

2. 能够全面准确掌握各

个时期重要作家、作品

的内容和创作特点，具

有较为广博的人文知

识和坚实的学科基础。

3.

4. 能够全面并比较准确

地掌握 19 世纪俄罗斯

文学发展脉络，各文学

流派的更迭以及文类

的转换；

5. 能够全面并比较准确

地掌握各个时期重要

作家、作品的内容和创

作特点，具有较为广博

的人文知识和坚实的

学科基础。

6. 能够较全面地掌握 19

世纪俄罗斯文学发展

脉络，各文学流派的更

迭以及文类的转换；

7. 能够较全面地掌握各

个时期重要作家、作品

的内容和创作特点，具

有较为广博的人文知

识和坚实的学科基础。

8. 能够基本掌握 19 世纪

俄罗斯文学发展脉络，

各文学流派的更迭以

及文类的转换；

9. 能够基本掌握各个时

期重要作家、作品的内

容和创作特点，具有较

为广博的人文知识和

坚实的学科基础。

不能够掌握 19 世纪俄

罗斯文学发展脉络，各

文学流派的更迭以及文

类的转换；

不能够掌握各个时期重

要作家、作品的内容和

创作特点，具有较为广

博的人文知识和坚实的

学科基础。

能够在了解和掌握 19 世

纪俄罗斯文学的演进、变

革、各种文学流派及文类

的特点基础上，进一步掌

握和理解重要作家的创

能够准确全面了解和

掌握 19 世纪俄罗斯文

学的演进、各种文学流

派及文类的特点；

能够准确全面掌握和

能够比较准确全面了

解和掌握 19 世纪俄罗

斯文学的演进、各种文

学流派及文类的特点；

能够比较准确全面掌

能够了解和掌握 19 世

纪俄罗斯文学的演进、

各种文学流派及文类

的特点；

能够掌握和理解重要

能够基本了解和掌握

19 世纪俄罗斯文学的

演进、各种文学流派及

文类的特点；

能够基本掌握和理解

不能够了解和掌握 19

世纪俄罗斯文学的演

进、各种文学流派及文

类的特点；

不能掌握和理解重要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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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特点、代表作品以及它

们对文类的贡献（支撑专

业毕业要求指标点 2.2-3）

理解重要作家的创作

特点、代表作品内容。

握和理解重要作家的

创作特点、代表作品内

容。

作家的创作特点、代表

作品内容。

重要作家的创作特点、

代表作品内容。

家的创作特点、代表作

品内容。

能够通过查阅相关文献

和阅读专业书籍，以及小

组同学的共同磋商，对一

些文学问题发表意见、进

行深度讨论，培养一种逻

辑性、批判性思维。（支

撑专业毕业要求指标点

2.3-2；2.5-2）

能够完全依据课程内

容和目标要求，查找、

阅读、整合资料，善于

抓住重点；

能够准备充足材料，积

极参与小组讨论；

能够敏锐发现问题，发

表具有深度的个人观

点，具有逻辑性、批判

性思维。

能够较好依据课程内

容和目标要求，查找、

阅读、整合资料，善于

抓住重点；

能够准备较为充足的

材料，参与小组讨论；

能够较为敏锐地发现

问题，发表具有一定深

度的个人观点，具有逻

辑性、批判性思维。

能够依据课程内容和

目标要求，查找、阅读、

整合资料，关注重点；

能够准备材料，参与小

组讨论；

能够针对所讨论问题，

发表一定的观点，具有

一定程度的逻辑性、批

判性思维。

能够依据课程内容和

目标要求，基本完成查

找、阅读、整合资料的

任务；

能够准备一定的材料，

参与小组讨论；

能够听取他人的观点

并做出相应的判断 ，

缺乏批判性思维。

不能够依据课程内容和

目标要求，完成查找、

阅读、整合资料的任务；

不能够准备材料，无法

参与小组讨论；

不能发现问题，没有个

人观点，不具有逻辑性、

批判性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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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作品选读》教学大纲

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
十九世纪俄罗斯

文学作品选读

Selected Readings of Russian Literature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课程编号 1912008027

课程性质 专业必修课 适用专业 俄语专业

选用教材
孙超主编，俄罗斯文学作品选读（上），北京：北京大学

出版社，2012年.

总学时 36学时

理论学时 36 学时 实践学时 0 学时

翻转、案例、实

践、创新

翻转： 0 学时；案例： 0 学时

实践： 0 学时；创新： 0 学时

学分 2学分 开课学期 第 6 学期

前导课程 文学导论

后续课程 二十世纪俄罗斯文学作品选读

一、课程目标

1.具有高尚的道德情操和良好的职业素养。（支撑专业毕业要求指标点 2.1-3）

2.通过阅读 19 世纪俄罗斯文学原著进一步巩固学生的语言基本功，特别是

阅读能力（借助俄罗斯文学类工具书、辞典、少量背景性和知识性注释以 4000

词/每学时的速度阅读原文作品）。（支撑专业毕业要求指标点 2.2-1）

3.通过引导学生阅读、欣赏、理解 19世纪俄罗斯文学原著，使学生熟悉一

些讨论文学作品时经常使用的术语、概念及基本知识，掌握分析作品的方法，初

步具备独立鉴赏俄罗斯文学作品的文本细读和文化解读能力（支撑专业毕业要求

指标点 2.2-2；2.6-3）

4.通过阅读和分析 19世纪俄罗斯文学作品原著拓宽学生视野，从文学这一

窗口了解俄罗斯社会、思想及历史，增强学生对俄罗斯文学与文化的正确认识，

提高其艺术审美能力和人文素养，训练学生的独立思考与批判反思能力，使其具

有自主学习和进行知识的意识。（支撑专业毕业要求指标点 2.2-5；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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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课程目标与毕业要求的支撑关系

课程目标与专业毕业要求的支撑关系：

专业毕业要求 专业毕业要求指标点
课程目标

1 2 3 4

2.1 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综

合素质，具有社会责任感，自

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1-3 具有职业道德和良好的

职业素养。 √

2.2 系统地掌握俄语专业知识，

能够理解俄语文学作品的内容

和主题思想，欣赏文学作品的

特点、风格和语言艺术，熟悉

中国语言文化知识，了解人文

社会科学基础知识。

2.2-1系统地掌握俄语语音、词

汇、语法、篇章和修辞等语言

知识，了解语言研究的基础理

论和方法，能够对语言现象进

行分析与解释。

√ √

2.2-2 具备俄罗斯文学的专业

知识，能够欣赏作家作品的特

点、风格和语言艺术。

√ √ √

2.2-5 熟悉中国语言文化知

识，了解人文社会科学的基础

知识。

√ √ √

2.3具有对俄语语言的敏感度和

逻辑辨析能力，能够对语言现

象、背景、概念等要素进行合

理分析、评价、解读，对多样

化的语言现象敢于提出自己的

质疑和见解；具有运用思辨能

力自觉反思和调节自己思维过

程、行为方式以及自觉改进的

能力。

2.3-1 具有对俄语语言的敏感

度和逻辑辨析能力，能够对语

言现象、背景、概念等要素进

行合理分析、评价、解读，对

多样化的语言现象敢于提出

自己的质疑和见解。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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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能够理解俄语口语和书面

语传递的信息，能够准确得体

地运用俄语表达思想和情感，

能够借助语言工具和相关资源

进行俄汉互译，能够对语言现

象进行分析与解释，具有一定

的第二外语应用能力。

2.6-3 能够理解俄语书面语传

递的信息。

√ √ √

课程对专业毕业要求的支撑度：

专业毕业要求
指标点

2.1-3

指标点

2.2-1

指标点

2.2-2

指标点

2.2-5

指标点

2.3-1

指标点

2.6-3

十九世纪俄罗

斯文学作品

选读

M M H M M H

三、课程学时分配与教学内容

课程学时分配：

课程内容 支撑的课程目标
理论

学时

实践

学时

2．普希金及其诗歌创作（节选） 课程目标 1，2,3 2 0

2. 普希金中短篇小说及《驿站长》 课程目标 1,3,4 2 0

3. 普希金诗体长篇小说《叶甫根尼·奥涅金》

（节选）
课程目标 2,3,4

2
0

4. 莱蒙托夫及其诗歌创作（节选） 课程目标 2,3 2 0

5. 莱蒙托夫《当代英雄》（节选） 课程目标 3,4 2 0

6. 果戈理及其小说《外套》（节选） 课程目标 3,4 2 0

7. 果戈理小说《死魂灵》（节选） 课程目标 3,4 2 0

8. 奥斯特洛夫斯基及其剧作《大雷雨》（节选） 课程目标 2,3 2 0

9. 屠格涅夫及其《猎人笔记》（节选） 课程目标 2,3,4 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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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屠格涅夫小说《木木》（节选） 课程目标 3,4 2 0

11. 屠格涅夫小说《初恋》（节选） 课程目标 3,4 2 0

12. 屠格涅夫散文诗（节选） 课程目标 3,4 2 0

13. 谢德林及其《童话集》（节选） 课程目标 2,4 2 0

14. 陀思妥耶夫斯基及其《罪与罚》（节选） 课程目标 3,4 2 0

15. 托尔斯泰及其《战争与和平》（节选） 课程目标 2,4 2 0

16. 托尔斯泰《高加索俘虏》 课程目标 3,4 2 0

17. 契诃夫及其短篇小说 课程目标 3,4 4 0

总学时 36 0

课程教学内容：

第一课 普希金及其诗歌创作（节选）

教学内容：

1．俄语诗歌体裁及节律；

2．普希金诗歌创作概述；

3．普希金代表诗作分析。

教学要求:

1. 了解普希金诗歌创作的主题类型及总体风格；

2. 理解俄语诗歌的主要体裁及节律特征；

3. 掌握 2-3首普希金代表诗作的主题思想、语言风格并背诵。

重点难点：

本课教学重点：普希金诗歌创作的主题类型及总体风格

本课教学难点：普希金代表诗作的艺术特色、修辞特征

学时分配：2学时,

第二课 普希金中短篇小说及《驿站长》

教学内容：

1．普希金小说《驿站长》的思想内容；

2．普希金小说《驿站长》的艺术特色。

教学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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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了解普希金小说的总体创作风格；

2. 理解普希金小说《驿站长》的故事情节和思想内容；

3. 掌握普希金小说《驿站长》的修辞特点和艺术风格。

重点难点：

本课教学重点：普希金小说的总体创作风格

本课教学难点：普希金小说《驿站长》的艺术风格

学时分配：2学时

第三课 普希金诗体长篇小说《叶甫根尼·奥涅金》 （节选）

教学内容：

1．普希金诗体长篇小说《叶甫根尼·奥涅金》的故事情节；

2．普希金诗体长篇小说《叶甫根尼·奥涅金》的思想内容；

3．普希金诗体长篇小说《叶甫根尼·奥涅金》（节选）的主题及风格。

教学要求:

1. 了解普希金诗体长篇小说《叶甫根尼·奥涅金》的故事情节；

2. 理解普希金诗体长篇小说《叶甫根尼·奥涅金》（节选）的思想内容；

3. 掌握普希金诗体长篇小说《叶甫根尼·奥涅金》（节选）的主题及风格。

重点难点：

本课教学重点：普希金诗体长篇小说《叶甫根尼·奥涅金》（节选）的思想内容

和主题

本课教学难点：普希金诗体长篇小说《叶甫根尼·奥涅金》（节选）的语言风格

及艺术特征

学时分配：2学时

第四课 莱蒙托夫及其诗歌创作（节选）

教学内容：

1．莱蒙托夫诗歌创作的主题类型及总体风格；

2．莱蒙托夫代表诗作分析。

教学要求:

1. 了解莱蒙托夫诗歌创作的主题类型；

2. 理解莱蒙托夫诗歌创作的风格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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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掌握 2-3首莱蒙托夫代表诗作的主题思想、语言风格并背诵。

重点难点：

本课教学重点：莱蒙托夫诗歌创作的主题类型及风格特征

本课教学难点：莱蒙托夫代表诗作的主题思想及语言风格

学时分配：2学时

第五课 莱蒙托夫《当代英雄》（节选）

教学内容：

1．莱蒙托夫小说《宿命论者》的思想内容；

2．莱蒙托夫小说《宿命论者》的艺术特色。

教学要求:

1. 了解莱蒙托夫小说《当代英雄》的故事情节；

2. 理解莱蒙托夫小说《宿命论者》的思想内容；

3. 掌握莱蒙托夫小说《宿命论者》的修辞特点和艺术风格。

重点难点：

本课教学重点：莱蒙托夫小说《宿命论者》的思想内容

本课教学难点：莱蒙托夫小说《宿命论者》的修辞特点和艺术风格

学时分配：2学时

第六课 果戈理及小说《外套》（节选）

教学内容：

1．果戈理小说《外套》的思想内容；

2．果戈理小说《外套》的艺术特色。

教学要求:

1. 了解果戈理小说《外套》的故事情节；

2. 理解果戈理小说《外套》的思想内容；

3. 掌握果戈理小说《外套》的修辞特点和艺术风格。

重点难点：

本课教学重点：果戈理小说《外套》的思想内容

本课教学难点：果戈理小说《外套》的修辞特点和艺术风格

学时分配：2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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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课 果戈理小说《死魂灵》（节选）

教学内容：

1．果戈理小说《死魂灵》（第二章）的思想内容；

2．果戈理小说《死魂灵》（第二章）的艺术特色。

教学要求:

1. 了解果戈理小说《死魂灵》的故事情节；

2. 理解果戈理小说《死魂灵》（第二章）的思想内容；

3. 掌握果戈理小说《死魂灵》（第二章）的修辞特点和艺术风格。

重点难点：

本课教学重点：果戈理小说《死魂灵》的思想内容

本课教学难点：果戈理小说《死魂灵》（第二章）的修辞特点和艺术风格

学时分配：2学时

第八课 奥斯特洛夫斯基及其剧作《大雷雨》（节选）

教学内容：

1．奥斯特洛夫斯基剧作《大雷雨》的思想内容；

2．奥斯特洛夫斯基剧作《大雷雨》的艺术特色。

教学要求:

1. 了解奥斯特洛夫斯基剧作《大雷雨》的故事情节；

2. 理解奥斯特洛夫斯基剧作《大雷雨》的思想内容；

3. 掌握奥斯特洛夫斯基剧作《大雷雨》的修辞特点和艺术风格。

重点难点：

本课教学重点：奥斯特洛夫斯基剧作《大雷雨》的思想内容

本课教学难点：奥斯特洛夫斯基剧作《大雷雨》的修辞特点和艺术风格

学时分配：2学时

第九课 屠格涅夫及《猎人笔记》（节选）

教学内容：

1．屠格涅夫小说《贝氏牧场》的思想内容；

2．屠格涅夫小说《贝氏牧场》的艺术特色。

教学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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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了解屠格涅夫小说《贝氏牧场》的故事情节；

2. 理解屠格涅夫小说《贝氏牧场》的思想内容；

3. 掌握屠格涅夫小说《贝氏牧场》的修辞特点和艺术风格。

重点难点：

本课教学重点：屠格涅夫小说《贝氏牧场》的思想内容

本课教学难点：屠格涅夫小说《贝氏牧场》的修辞特点和艺术风格

学时分配：2学时

第十课 屠格涅夫小说《木木》 （节选）

教学内容：

1．屠格涅夫小说《木木》的思想内容；

2．屠格涅夫小说《木木》的艺术特色。

教学要求:

1. 了解屠格涅夫小说《木木》的故事情节；

2. 理解屠格涅夫小说《木木》的思想内容；

3. 掌握屠格涅夫小说《木木》的修辞特点和艺术风格。

重点难点：

本课教学重点：屠格涅夫小说《木木》的思想内容

本课教学难点：屠格涅夫小说《木木》的修辞特点和艺术风格

学时分配：2学时

第十一课 屠格涅夫小说《初恋》 （节选）

教学内容：

1．屠格涅夫小说《初恋》的思想内容；

2．屠格涅夫小说《初恋》的艺术特色。

教学要求:

1. 了解屠格涅夫小说《初恋》的故事情节；

2. 理解屠格涅夫小说《初恋》的思想内容；

3. 掌握屠格涅夫小说《初恋》的修辞特点和艺术风格。

重点难点：

本课教学重点：屠格涅夫小说《初恋》的思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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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教学难点：屠格涅夫小说《初恋》的修辞特点和艺术风格

学时分配：2学时

第十二课 屠格涅夫散文诗（节选）

教学内容：

1．屠格涅夫散文诗的思想内容；

2．屠格涅夫散文诗的艺术特色。

教学要求:

1. 了解屠格涅夫散文诗的体裁特征；

2. 理解屠格涅夫代表散文诗的思想内容；

3. 掌握屠格涅夫代表散文诗的修辞特点和艺术风格。

重点难点：

本课教学重点：屠格涅夫代表散文诗的思想内容

本课教学难点：屠格涅夫代表散文诗的修辞特点和艺术风格

学时分配：2学时

第十三课 谢德林及《童话集》（节选）

教学内容：

1．谢德林《童话集》的思想内容；

2．谢德林《童话集》（聪明的鮈鱼）的艺术特色。

教学要求:

1. 了解谢德林《童话集》的体裁特征；

2. 理解谢德林《童话集》（聪明的鮈鱼）的思想内容；

3. 掌握谢德林《童话集》（聪明的鮈鱼）的修辞特点和艺术风格。

重点难点：

本课教学重点：谢德林《童话集》（聪明的鮈鱼）的思想内容

本课教学难点：谢德林《童话集》（聪明的鮈鱼）的修辞特点和艺术风格

学时分配：2学时

第十四课 陀思妥耶夫斯基及《罪与罚》（节选）

教学内容：

1．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罪与罚》（节选）的思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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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罪与罚》（节选）的艺术特色。

教学要求:

1. 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罪与罚》的故事情节；

2. 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罪与罚》（节选）的思想内容；

3. 掌握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罪与罚》（节选）的艺术风格。

重点难点：

本课教学重点：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罪与罚》（节选）的思想内容

本课教学难点：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罪与罚》（节选）的艺术特色

学时分配：2学时

第十五课 托尔斯泰及其《战争与和平》（节选）

教学内容：

1．托尔斯泰小说《战争与和平》（节选）的思想内容；

2．托尔斯泰小说《战争与和平》（节选）的艺术特色。

教学要求:

1. 了解托尔斯泰小说《战争与和平》的故事情节；

2. 理解托尔斯泰小说《战争与和平》（节选）的思想内容；

3. 掌握托尔斯泰小说《战争与和平》（节选）的艺术风格。

重点难点：

本课教学重点：托尔斯泰小说《战争与和平》（节选）的思想内容

本课教学难点：托尔斯泰小说《战争与和平》（节选）的艺术特色

学时分配：2学时

第十六课 托尔斯泰《高加索俘虏》

教学内容：

1．托尔斯泰小说《高加索俘虏》的思想内容；

2．托尔斯泰小说《高加索俘虏》的艺术特色。

教学要求:

1. 了解托尔斯泰小说《高加索俘虏》的故事情节；

2. 理解托尔斯泰小说《高加索俘虏》的思想内容；

3. 掌握托尔斯泰小说《高加索俘虏》的艺术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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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难点：

本课教学重点：托尔斯泰小说《高加索俘虏》的思想内容

本课教学难点：托尔斯泰小说《高加索俘虏》的艺术特色

学时分配：2学时

第十七课 契诃夫及其短篇小说（节选）

教学内容：

1．契诃夫短篇小说的主题内容；

2．契诃夫短篇小说的艺术特色。

教学要求:

1. 了解契诃夫短篇小说《套中人》和《带小狗的女人》的故事情节；

2. 理解契诃夫短篇小说《套中人》和《带小狗的女人》的思想内容；

3. 掌握契诃夫短篇小说《套中人》和《带小狗的女人》的艺术风格。

重点难点：

本课教学重点：契诃夫短篇小说《套中人》和《带小狗的女人》的思想内容

本课教学难点：契诃夫短篇小说《套中人》和《带小狗的女人》的艺术特色

学时分配：4学时

四、课程教学方法

本课程采用传统授课、启发问答式、讨论式教学、小组合作学习等方法进行

教学，充分、合理地利用多媒体、网络等现代化教学手段辅助俄语教学，提高俄

语教学质量，同时对学生进行线上线下辅导，为学生答疑解惑。

1.讲授法：通过主讲教师讲授，引导学生细读俄罗斯文学原作，了解作品的

语言及文学风格，培养学生的文学鉴赏能力。

2.研讨法：通过预设问题，引导学生带着问题阅读原作，自主寻找答案。之

后参与课堂讨论，由此培养独立的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3.比较法：适当地选取中国文学作品，与相应的俄罗斯文学作品进行比较，

有助于学生对中西方文化和文学异同的认识，有助于增强学生对本民族文学、文

化的自信；

4.多媒体法：利用多媒体的资源优势和呈现手段优势，来提高课堂教学的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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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养成主动运用多种途径获取新知识和新方法的习惯，

培养学生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的能力。

5.小组汇报法：要求学生形成学习小组，完成对一部作品从简介到收集评论，

整理观点的文献阅读写作的初期工作、培养学生口语表达能力和分析思辨能力以

及有效合作与正确交流的能力。

6.作品的背诵：要求学生对部分诗歌及小说段落进行背诵。

五、课程教学评价

评价

方式

占期末总

评比例
评价目的及计分方式

课程目标

1 2 3 4

平时

成绩
50%

1.注重考核、评价学生对章节知识点的理

解和掌握程度。

2．含课堂发言，课堂讨论，作业，小测

验等，共 100分，注重考核、评价学生的

学习态度，学习过程的参与情况。

√ √ √ √

期末

考试
50%

1.注重考核、评价学生对文学基本概念和

知识的掌握，对文学作品的理解以及对知

识的灵活运用能力。

2.期末考试以闭卷笔试形式进行,卷面成

绩 100分，折合 50%计入课程总评成绩

√ √ √ √

合计：100分

六、考核评价标准

参见文末附件。

七、推荐阅读

1. 参考教材：

（1）王立业. 俄罗斯文学名著赏析[M]. 小说篇.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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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立业.俄罗斯文学名著赏析[M]. 诗歌、戏剧篇.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

版社，2015年.

2. 参考资源：

（1）朱少华. 俄罗斯经典文学作品欣赏[M]. 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8年.

（2）储诚意. 俄罗斯文学名著赏析[M].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9年.

（3）高莽. 一本书搞懂俄罗斯文学[M]. 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2年.

（4）Золотые имена России: Александр Пушкин, Лев Толстой, Фёдор Достоевский,

Антон Чехов: комплексное учебное пособие для изучающих русский язык

как иностранный[M]. М.: Русский язык. Курсы, 2010.

大纲修订人：孙超 修订日期：

大纲审定人： 审订日期：

主管院长：

院教指委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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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9世纪俄罗斯文学作品选读》考核评价标准

课程目标

评分标准

90-100 80-89 70-79 60-69 0-59

优 良 中 及格 不及格

具有高尚的道德情操和

良好的职业素养。（支撑

专业毕业要求指标点

2.1-3）

完全具备高尚的道德

情操和良好的职业素

养。

较好地具备高尚的道

德情操和良好的职业

素养。

比较全面地具备高尚

的道德情操和良好的

职业素养。

基本具备高尚的道德

情操和良好的职业素

养。

不具备高尚的道德情操

和职业素养。

通过阅读 19 世纪俄罗斯

文学原著进一步巩固学

生的语言基本功，特别是

阅读能力（借助俄罗斯文

学类工具书、辞典、少量

背景性和知识性注释以

4000 词/每学时的速度阅

读原文作品）。（支撑专业

毕业要求指标点 2.2-1）

10. 能够准确把握和理解

俄文文学原著的内容；

11. 能够准确表述自己的

观点。

1. 能够比较准确地把握

和理解俄文文学原著

的内容；

2. 能够比较准确地表述

自己的观点。

能够比较全面地把握

和理解俄文文学原著

的内容；

能够比较全面地表述

自己的观点。

能够基本把握和理解

俄文文学原著的内容；

能够基本表述自己的

观点。

不能够把握和理解俄文

文学原著的内容；

不能够表述自己的观

点。

通过引导学生阅读、欣

赏、理解 19 世纪俄罗斯

文学原著，使学生熟悉一

些讨论文学作品时经常

使用的术语、概念及基本

能够准确掌握与俄罗

斯文学学习相关的基

本术语、概念和常识；

能够准确掌握分析文

学作品的方法；

能够比较准确地掌握

与俄罗斯文学学习相

关的基本术语、概念和

常识；

能够比较准确地掌握

能够比较全面地掌握

与俄罗斯文学学习相

关的基本术语、概念和

常识；

能够比较全面地掌握

能够基本掌握与俄罗

斯文学学习相关的基

本术语、概念和常识；

能够基本掌握分析文

学作品的方法；

不能够准确掌握与俄罗

斯文学学习相关的基本

术语、概念和常识；

不能够准确掌握分析文

学作品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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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掌握分析作品的方

法，初步具备独立鉴赏俄

罗斯文学作品的文本细

读和文化解读能力（支撑

专业毕业要求指标点

2.2-2；2.6-3）

完全具备鉴赏文学作

品的文本细读和文化

解读能力。

分析文学作品的方法；

较好地具备鉴赏文学

作品的文本细读和文

化解读能力。

分析文学作品的方法；

比较全面地具备鉴赏

文学作品的文本细读

和文化解读能力。

基本具备鉴赏文学作

品的文本细读和文化

解读能力。

不具备鉴赏文学作品的

文本细读和文化解读能

力。

通过阅读和分析 19 世纪

俄罗斯文学作品原著拓

宽学生视野，从文学这一

窗口了解俄罗斯社会、思

想及历史，增强学生对俄

罗斯文学与文化的正确

认识，提高其艺术审美能

力和人文素养，训练学生

的独立思考与批判反思

能力，使其具有自主学习

和进行知识的意识。（支

撑专业毕业要求指标点

2.2-5；2.3-1）

能够准确了解俄罗斯

社会、思想及历史；

能够正确认识俄罗斯

文化和价值体系；

能够准确传递正确的

价值观。

能够比较准确地了解

俄罗斯社会、思想及历

史；

能够比较正确地认识

俄罗斯文化和价值体

系；

能够比较准确地传递

正确的价值观。

能够比较全面地了解

俄罗斯社会、思想及历

史；

能够比较全面地认识

俄罗斯文化和价值体

系；

能够比较全面地传递

正确的价值观。

能够基本了解俄罗斯

社会、思想及历史；

能够基本认识俄罗斯

文化和价值体系；

能够基本传递正确的

价值观。

不能够准确了解俄罗斯

社会、思想及历史；

不能够正确认识俄罗斯

文化和价值体系；

不能够准确传递正确的

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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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文化交际》教学大纲

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 跨文化交际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课程编号 1912008002

课程性质 专业选修课 适用专业 俄语专业

选用教材
严明主编，大学英语跨文化交际教程（第二版），普通高等学校“十

二五”国家级规划教材，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年 12月。

总学时 36学时

理论学时 36 学时 实践学时 0学时

翻转、案

例、实践、

创新

翻转： 0 学时；案例： 0 学时

实践： 0 学时；创新： 0 学时

学分 2学分 开课学期 第 6学期

前导课程 大学英语

后续课程

一、课程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能够使学生达成如下的目标：

1. 掌握与跨文化交际相关的理论，对文化、交际、语言、跨文化交际等相

关概念有较为系统的理解。（支撑专业毕业要求指标点 2.8-3）

2. 描述不同文化较为典型的主流文化现象，对目的语文化产生兴趣，进而

主动观察、分析、对比、评价文化及文化差异现象。（支撑专业毕业要求指标点

2.2-3, 2.8-1）

3. 能够较为客观、系统、全面地分析目的语文化，有效拓宽国际视野，提

高跨文化交际意识，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支撑专业毕业要求指标点 2.8-2）

4. 能够探讨深层文化和辨明中西方文化之间存在的差异，提高综合文化素

养，在未来的学习、工作和社会交往中能用目的语有效地进行交际，以适应我国

社会发展和国际交流的需要。（支撑专业毕业要求指标点 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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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课程与专业毕业要求的支撑关系

课程目标与专业毕业要求的支撑关系：

专业毕业要求 专业毕业要求指标点
课程目标

1 2 3 4

2.2 系统地掌握俄语专业知识，

能够理解俄语文学作品的内容和

主题思想，欣赏文学作品的特点、

风格和语言艺术，熟悉中国语言

文化知识，了解人文社会科学基

础知识。

2.2-3熟悉俄语国家历史、政

治、社会文化等知识，了解

区域国别研究的基本方法

√

2.2-5 熟悉中国语言文化知

识，了解人文学科的基础知

识

√

2.8 关注国际形势和全球重大问

题，具有世界主要国家和区域的

基本认知，具有开展国际交流与

合作的能力，掌握基本的跨文化

理论知识和分析方法，能帮助具

有中俄文化背景的人士进行有效

的跨文化沟通。

2.8-1 关注国际形势和全球

重大问题，了解世界主要国

家和地区的概况

√

2.8-2 具有开展国际交流与

合作的能力
√

2.8-3 掌握基本的跨文化理

论知识和分析方法，能帮助

具有中俄文化背景的人士

进行有效的跨文化沟通

√

课程对专业毕业要求的支撑度：

专业毕业要求
指标点

2.2-3

指标点

2.2-5

指标点

2.8-1

指标点

2.8-2

指标点

2.8-3

跨文化交际 M H H H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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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课程学时分配与教学内容

课程学时分配：

课程内容 支撑的课程目标 理论学时 实践学时

Chapter 1 Culture 课程目标 1 4 0

Chapter 2 Communication &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课程目标 1 3 0

Chapter 3 Culture’s Influence

on Perception
课程目标 2 3 0

Chapter 4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Barriers
课程目标 2 4 0

Chapter 5 Verbal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课程目标 2 4 0

Chapter 6 Nonverbal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课程目标 2 4 0

Chapter 7 Cultural Patterns 课程目标 3 4 0

Chapter 8 Cultural Influences

on Contexts 课程目标 3 3 0

Chapter 9 Intercultural

Adaptation 课程目标 4 4 0

Chapter 10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Competence 课程目标 4 3 0

总学时 36 0

课程教学内容：

第一课

教学内容：

1．文化的本质

2．文化的定义

3．文化的特点

4．文化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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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主流文化、亚文化、共文化

教学要求:

1. 掌握本课的文化相关理论

2. 能够描述文化和文化身份的特点

3. 了解文化的范畴和文化关系

重点难点：

本课教学重点：文化定义和文化身份

本课教学难点：文化定义的理解

第二课

教学内容：

1．交际的定义

2．交际的特点

3．跨文化交际的定义和分类

教学要求:

1. 掌握交际的相关理论知识

2. 了解交际的特点

3. 描述跨文化交际的分类

重点难点：

本课教学重点：交际的构成要素

本课教学难点：交际的特点

第三课

教学内容：

1．感知与认知

2．认知的跨文化差异

教学要求:

1. 掌握感知与认知的定义

2. 熟练掌握认知的三个阶段

3. 了解认知的跨文化差异

重点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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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教学重点：认知的三个阶段

本课教学难点：认知的跨文化差异

第四课

教学内容：

1．跨文化情感障碍

2．跨文化态度障碍

3．跨文化翻译问题

教学要求:

1. 掌握跨文化情感障碍的定义的分类

2. 熟练掌握跨文化态度障碍的四个问题

3. 提高跨文化翻译意识

重点难点：

本课教学重点：跨文化态度障碍

本课教学难点：跨文化翻译问题

第五课

教学内容：

1．跨文化言语交际的重要性和作用

2．跨文化言语交际风格

3．跨文化语言变体

教学要求:

1. 掌握跨文化语言变体

2. 熟练掌握跨文化言语交际风格

3. 了解跨文化言语交际的重要性和作用

重点难点：

本课教学重点：跨文化言语交际风格

本课教学难点：跨文化语言变体

第六课

教学内容：

1. 非言语交际的重要性和功能 1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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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时间和空间关系 1学时

3. 副语言与沉默 1学时

4. 其他非言语交际类型 1学时

教学要求:

1. 掌握非言语交际的重要性和功能

2. 熟练掌握非言语交际的十个类型

3. 了解相关非言语交际跨文化差异

重点难点：

本课教学重点：非言语交际的十个类型

本课教学难点：时间和空间的跨文化使用

第七课

教学内容：

1．文化模式

2．高语境低语境文化

3．文化价值观取向理论

4. 文化维度理论

教学要求:

1. 掌握文化模式

2. 熟练掌握三个文化理论

3. 了解文化理论的应用

重点难点：

本课教学重点：三个文化理论

本课教学难点：文化维度理论

第八课

教学内容：

1．语境的重要性和定义

2．商务语境跨文化交际

3．教育语境跨文化交际

4. 医疗语境跨文化交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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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要求:

1. 掌握语境的定义和分类

2. 熟练掌握商务语境的跨文化差异

3. 了解教育、医疗语境的跨文化差异

重点难点：

本课教学重点：商务语境的跨文化差异

本课教学难点：语境的定义和分类

第九课

教学内容：

1．文化适应

2．文化冲击

3. 文化适应阶段

教学要求:

1. 掌握文化适应的四种结果

2. 熟练掌握文化冲击的症状和种类

3. 熟练掌握文化适应的四个阶段

重点难点：

本课教学重点：文化适应的四个阶段

本课教学难点：文化适应的四种结果

第十课

教学内容：

1．跨文化能力界定

2．跨文化交际能力界定

3．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

教学要求:

1. 掌握跨文化能力界定

2. 熟练掌握跨文化交际能力界定

3. 了解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方法

重点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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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教学重点：跨文化能力和跨文化交际能力界定

本课教学难点：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方法

四、课程教学方法

本课程采用传统授课、启发式、讨论式教学、案例教学、小组合作学习等方

法进行教学，充分、合理地利用多媒体、网络等现代化教学手段辅助文化教学，

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

五、课程教学评价

考核环节
占期末总评

比例
考核方式及评价标准

课程目标

1 2 3 4

课堂表现 10%

（1）主要考核学生对部分知识点的

掌握程度；

（2）根据课堂发言和课堂讨论的活

跃度作为此环节的最终成绩。

√ √ √

平时作业

/平时测

试

30%

（1）结合教学进度安排平时考试，

考查学生对相关知识的掌握程度；

（2）平时测试成绩以百分计，乘以

其在总评成绩中所占的比例计入总

评成绩。

√ √ √

期末考试

（闭卷）
60%

期末考试主要考核学生整个学期所

学的知识点的掌握和运用能力，考试

题型为：填空题、选择题、判断题、

搭配题、阅读题、案例分析题和作文

等。卷面成绩 100分，以卷面成绩乘

以 60%计入课程总评成绩。

√ √ √ √

合计：10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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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考核评价标准

见文件末附件

七、推荐阅读

1.参考教材

严明主编，大学英语跨文化交际教程（第二版），普通高等学校“十二五”国家

级规划教材，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年 12月。

2.参考资源

（ 1） Samovar，L. A. , Porter, R. E., McDaniel, E. R. Communication Between

Cultures.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0.

（2）贾玉新. 跨文化交际学[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

大纲修订人：刘丹 修订日期：

大纲审定人： 审订日期：

主管院长：

院教指委主任：

https://www.amazon.cn/s/ref=dp_byline_sr_book_1?ie=UTF8&field-author=Larry+A.+Samovar&search-alias=boo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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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跨文化交际》考核评价标准

课程目标

评分标准

90-100 80-89 70-79 60-69 0-59

优 良 中 及格 不及格

掌握与跨文化交际相关

的理论，对文化、交际、

语言、跨文化交际等相关

概念有较为系统的理解。

（支撑专业毕业要求指

标点 2.8-3）

完全掌握与跨文化交

际相关的理论，对文

化、交际、语言、跨文

化交际等相关概念有

深刻的理解。

较好掌握与跨文化交

际相关的理论，对文

化、交际、语言、跨文

化交际等相关概念有

较为系统的理解。

基本掌握与跨文化交

际相关的理论，对文

化、交际、语言、跨文

化交际等相关概念有

初步的理解。

大致掌握与跨文化交

际相关的理论，对文

化、交际、语言、跨文

化交际等相关概念的

理解存在盲点。

没有掌握与跨文化交际

相关的理论，对文化、

交际、语言、跨文化交

际等相关概念不能很好

理解。

描述不同文化较为典型

的主流文化现象，对目的

语文化产生兴趣，进而主

动观察、分析、对比、评

价文化及文化差异现象。

（支撑专业毕业要求指

标点 2.2-3, 2.8-1）

准确描述不同文化较

为典型的主流文化现

象，对目的语文化非常

感兴趣，积极主动观

察、分析、对比、评价

文化及文化差异现象。

较好描述不同文化较

为典型的主流文化现

象，对目的语文化较有

兴趣，比较主动观察、

分析、对比、评价文化

及文化差异现象。

基本能够描述不同文

化较为典型的主流文

化现象，对目的语文化

产生兴趣，能够在引导

下观察、分析、对比、

评价文化及文化差异

现象。

大致能够描述不同文

化较为典型的主流文

化现象，但存在知识盲

点，对目的语文化产生

兴趣，能够在引导下观

察、分析、对比文化及

文化差异现象。

不能描述不同文化较为

典型的主流文化现象，

对目的语文化较没有兴

趣，能够在引导下观察

文化及文化差异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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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较为客观、系统、全

面地分析目的语文化，以

有效拓宽国际视野，提高

跨文化交际意识，培养跨

文化交际能力。（支撑专

业毕业要求指标点 2.8-2）

能够客观、系统、全面

地分析目的语文化，有

效拓宽国际视野，提高

跨文化交际意识，培养

跨文化交际能力。

能够较为客观、系统、

全面地分析目的语文

化，较为有效拓宽国际

视野，提高跨文化交际

意识，培养跨文化交际

能力。

能够基本客观、系统、

全面地分析目的语文

化，初步达到拓宽国际

视野，提高跨文化交际

意识，培养跨文化交际

能力。

能够客观地分析目的

语文化，基本拓宽国际

视野，提高跨文化交际

意识。

不能客观地分析目的语

文化，没有达到拓宽国

际视野，提高跨文化交

际意识，培养跨文化交

际能力。

能够探讨深层文化和辨

明中西方文化之间存在

的差异，提高综合文化素

养，在未来的学习、工作

和社会交往中能用目的

语有效地进行交际，以适

应我国社会发展和国际

交流的需要。（支撑专业

毕业要求指标点 2.2-5）

能够很好探讨深层文

化和辨明中西方文化

之间存在的差异，提高

综合文化素养，在未来

的学习、工作和社会交

往中能用目的语有效

地进行交际。

能够较好探讨深层文

化和辨明中西方文化

之间存在的差异，较好

提高综合文化素养，在

未来的学习、工作和社

会交往中能用目的语

较为有效地进行交际。

基本能够探讨深层文

化和辨明中西方文化

之间存在的差异，基本

提高综合文化素养，在

未来的学习、工作和社

会交往中能用目的语

进行基本的交际。

能够探讨文化和理解

中西方文化之间存在

的差异，初步提高综合

文化素养，在未来的学

习、工作和社会交往中

能用目的语进行简单

交际。

不能了解深层文化和洞

悉中西方文化之间存在

的差异，没有提高综合

文化素养，在未来的学

习、工作和社会交往中

不能用目的语有效地进

行交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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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写作与研究方法》教学大纲

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 名称 学术写作与研究方法
Academic Writing and Research

Methodology

课程 编号 1912008028

课程 性质 专业必修课 适用 专业 俄语专业

选用 教材

1.郭淑芬. 俄语实用写作教程[M].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

社，2009.

2. 刘润清，胡壮麟. 外语教学中的科研方法[M]. 北京：外语

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9.

总学 时 18学时

理论 学时 18 学时 实践 学时 0 学时

翻转 、案 例、

实践 、创 新

翻转：0 学时； 案例： 0 学时

实践：0 学时； 创新： 0 学时

学分 1学分 开课 学期 第 7学期

前导 课程 应用文写作，基础俄语写作

后续 课程 毕业论文

一、课程目标

本课程是在第 7学期开设的。在此阶段，学生对俄语功能语体和篇章理论尚

缺乏深入的了解和认识，经常混淆口头和书面俄语的表达形式。学生较少对具体

的研究选题实际开展过学术研究活动。因此，学生对文献查阅、数据收集、研究

方法、写作过程、论文布局、学术规范等尚缺乏足够的了解。据此，本课程能够

使学生达成如下目标：

1. 了解俄语科学语体、科学篇章的语言特点和体裁知识，掌握俄语学术论文的

语言和结构特点、常用的言语套语，掌握学术写作框架及各部分的写作要求。

（支撑专业毕业要求指标点 2.2-1）

2. 能够结合自己的专业、兴趣和任务要求更合理地选题，书写写作提纲和开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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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能够合理地组织篇章结构，恰当地按照书面语言风格进行俄语学术写

作，表达连贯得体。（支撑专业毕业要求指标点 2.2-1）

3. 了解俄语学术研究方法以及写作过程，能够应用所学的研究方法撰写本科毕

业论文。（支撑专业毕业要求指标点 2.4-1；2.4-2）

4. 运用现代信息手段和工具，如利用图书馆、数据库和网络查寻研究所需文献；

能够分析和整合所收集的资料。（支撑专业毕业要求指标点 2.5-2）

二、课程与专业毕业要求的支撑关系

课程目标与专业毕业要求的支撑关系：

专业毕业要求 专业毕业要求指标点
课程目标

1 2 3 4

2.2 具有扎实的基础知识

和专业知识，掌握必备的

研究方法，了解本专业及

相关领域最新动态和发展

趋势。

2.2-1系统地掌握俄语语音、

词汇、语法、篇章和修辞等

语言知识，了解语言研究的

基础理论和方法，能够对语

言现象进行分析与解释

√ √

2.4 具有解决复杂问题的

能力。能够对本专业领域

复杂问题进行综合分析和

研究，并提出相应对策或

解决方案。

2.4-1具备本学科基本素养，

掌握本专业必备的研究方

法

√

2.4-2 能运用俄语学科的研

究方法开展调查和研究，解

决专业领域内与语言、社

会、文化相关的实际问题

√

2.5 具有信息技术应用能

力。能够恰当应用现代信

息技术手段和工具解决实

际问题。

2.5-2 能够熟练运用文献检

索工具借助互联网数据库

查寻专业资料，收集相关信

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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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对专业毕业要求的支撑度：

专业毕业要求 指标点 2.2-1 指标点 2.4-1 指标点 2.4-2 指标点 2.5-2

学术写作与

研究方法
M H H M

三、课程学时分配与教学内容

课程学时分配：

课程内容 支撑的课程目标 理论学时 实践学时

第一章 科学篇章概述 课程目标 1，2 2 0

第二章 本科毕业论文选题、资料查询

和提纲编写

课程目标 1，3，
2 0

第三章 本科毕业论文开题报告

的撰写

课程目标 3 1 0

第四章 本科毕业论文的基本框架 课程目标 3 1 0

第五章 本科毕业论文基本组成部分

的撰写

课程目标 1,2,3
10 0

第六章 学术写作中常用的科研方法 课程目标 3 2 0

总学时 18 0

课程教学内容：

第一章 科学篇章概述

教学内容：

1. 科学语体

2. 科学篇章的语言特点

3. 科学篇章的体裁

本章教学重点：

1. 科学语体

2. 科学篇章的语言特点

本章教学难点：科学篇章的语言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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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本科毕业论文选题、资料查询和提纲编写

教学内容：

1.选择论文题目

2.按照题目收集查询、阅读、分析与整合文献

3.提纲编写的基本原则

本章教学重点：

1.学习写出简洁、具体、明确、突出的论文题目

2.提纲编写的基本原则

3.本校数字化图书馆中相关数据库的使用

本章教学难点：

1.选择对于学生自己专业、学科适当的论文选题

2.如何搜索专业书籍、期刊论文或各种专业网站

第三章 本科毕业论文开题报告的撰写

1.开题报告结构

2.研究意义和价值

3.研究的基本内容部分

4.研究方法

本章教学重点：研究的意义和基本内容

本章教学难点：研究方法

第四章 本科毕业论文的基本框架

1.实证性研究毕业论文的基本框架

2.非实证性研究毕业论文的基本框架

3.作品翻译报告的基本框架

本章教学重点：非实证性研究毕业论文的理论基础

本章教学难点：实证研究毕业论文的基本框架

第五章 本科毕业论文基本组成部分的撰写

教学内容：

1.论文的结构要素

2.摘要部分的撰写方法与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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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引言部分的撰写方法与规范

4.文献综述部分的撰写方法与规范

5.主体部分的撰写方法与规范

6.结论部分的撰写方法与规范

7.引用的撰写方法与规范

8.参考文献的编排方法与规范（包括中文和俄文参考文献）

9.撰写论文各个部分常用的言语套语

本章教学重点：

1.摘要部分的撰写方法与规范

2.引言部分的撰写方法与规范

3.文献综述部分的撰写方法与规范

4.主体部分的撰写方法与规范

5.结论部分的撰写方法与规范

6.引用的撰写方法与规范

7.参考文献的编排方法与规范（包括中文和俄文参考文献）

本章教学难点：

毕业论文基本组成部分的撰写

第六章 学术写作中常用的科研方法

教学内容：

1. 综合法和分析法

2. 归纳法和演绎法

3. 定性方法和定量方法

4. 描述性研究法

5. 实验方法

6. 功能分析方法

7. 比较方法

8. 文献研究方法

9. 书写科研方法常用的言语套语

10. 本章教学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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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理解学术写作中常用的科研方法

2.掌握书写科研方法常用的言语套语

本章教学难点：学会在具体论文撰写中使用各种科研方法

四、课程教学方法

《学术写作与研究方法》课程是以讲授法、篇章教学法为主，同时以案例教

学为辅。具体教学活动包括以下步骤：

1. 分析与示范。为学生讲解学术写作中经常运用的各种科研方法及其具体

言语套语，并且以具体案例进行分析；讲授科学篇章结构和语言特点，通过具体

案例分析让学生了解科学篇章建构，由表层语言要素、深层语境要素和写作的交

际目的等诸多综合因素构成。

2. 模仿分析。通过具体案例分析，使学生将科学篇章体裁——本科毕业论

文的体裁知识内化到其知识结构中，掌握本科毕业论文的语言和结构特点。

3. 技巧训练。在这一阶段着重训练本科毕业论文写作方法与技巧等。

4. 独立撰写一篇学术论文。根据本科毕业论文写作知识和技巧训练中的方

法来独立完成写作任务。要求学生写作中必须具有选题、拟定提纲、收集资料、

分析和整合材料、打草稿和修改等写作过程。

五、课程教学评价

评价

方式

占期末总

评比例
评价目的及计分方式

课程目标

1 2 3 4

作业 40%

1.考核学生对每章节知识点的理解和掌握程

度。

2.每次作业按 10分制单独评分，让学生完成

在课堂上讲到的知识点内容，理论与实

践相结合，注重实践的转化。具体作业

如下：

（1）选题并自拟论文题目、查询并综述相

关文献；

√ √ √ √



360

（2）编制自拟论文题目的写作提纲，并简

要说明研究问题、研究方法或思路；

（3）辨识并修改脚注或者参考书目的

格式错误；

（4）为给定论文编写摘要或修改给定论文

的某个不完善的摘要。

期末

论文
60%

1.考查学生对课程总体内容的掌握程度以及

对知识的灵活运用能力。

2.期末的课程考试采用课后完成课程论文的

方式。课程论文要求：用中文撰写一篇有

关俄语方面的论文；需包含中文摘要

（250-300字）及关键词（3-5个）和俄文

摘要（250-300词）及关键词（3-5个）；

论文正文部分不少于 3000 字；明确并恰

当标示相关章节；参考书目或引用文献

（不少于 12条），俄文文献不少于 6条；

脚注和参考书目（或引用文献）的格式参

考学院本科毕业论文文献引用标注格式

文件的范例；附录。

3.课程论文以 100 分制计分，折合 60%计

入课程总评成绩。

√ √ √ √

合计：100分

六、考核评价标准

参见文末附件

七、推荐阅读

1. 参考教材：

（1）郭淑芬. 俄语实用写作教程[M].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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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刘润清，胡壮麟. 外语教学中的科研方法[M].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

社，1999.

2. 参考资源：

（1）罗伯特·安·戴，高志雄等译.如何撰写和发表科学论文[M].杭州：浙江科

学技术出版杜，1988.

（2）Борщевская Т. С. Научный текст[M]. Изд-во СПбГУ. 2012.

（3）Áåçðóêîâà Â. Ñ. Êàê íàïèñàòü ðåôåðàò, êóðñîâóþ, äèïëîì[M]. ÑÏá.: Ïèòåð,

2004.

（4）Неборский Е. В. Курсовая и дипломная работа: требования к оформлению и

защите[M]. Ижевск: Изд-во «Удмуртски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 2013.

大纲修订人：乐苓 修订日期：

大纲审定人： 审定日期：

主管院长：

院教指委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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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学术写作与研究方法》考核评价标准

课程目标

评分标准

90-100 80-89 70-79 60-69 0-59

优 良 中 及格 不及格

了解俄语科学语体、科学

篇章的语言特点和体裁

知识，掌握俄语学术论文

的语言和结构特点、常用

的言语套语。掌握学术写

作框架及各部分的写作

要求。（支撑专业毕业要

求指标点 2.2-1）

很好地了解俄语科学

语体、科学篇章的语言

特点和体裁知识，很好

地掌握俄语学术论文

的语言和结构特点及

其常用的言语套语。很

好地掌握学术写作框

架及各部分的写作要

求。

较好地地了解俄语科

学语体、科学篇章的语

言特点和体裁知识，较

好地掌握俄语学术论

文的语言和结构特点

及其常用的言语套语。

较好地掌握学术写作

框架及各部分的写作

要求。

基本了解俄语科学语

体、科学篇章的语言特

点和体裁知识，基本掌

握俄语学术论文的语

言和结构特点及其常

用的言语套语。基本掌

握学术写作框架及各

部分的写作要求，

部分了解俄语科学语

体、科学篇章的语言特

点和体裁知识，把口头

和书面语言混淆，没有

按照要求进行俄语学

术写作。部分掌握俄语

本科毕业论文的语言

和结构特点、常用的言

语套语。部分地掌握学

术写作框架及各部分

的写作要求。

不了解俄语科学语体、

科学篇章的语言特点和

体裁知识，无法完成按

照书面语言风格进行俄

语学术写作。没有掌握

俄语本科毕业论文的语

言和结构特点及其常用

的言语套语。

能够结合自己的专业、兴

趣和任务要求更合理地

很好地结合自己的专

业、兴趣和任务要求选

较好地能结合自己的

专业、兴趣和任务要求

基本上结合自己的专

业、兴趣和任务要求选

部分结合自己的专业、

兴趣和任务要求选题，

没有结合自己的专业、

兴趣和任务要求选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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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题，书写写作提纲和开

题报告，能够合理地组织

篇章结构，恰当地按照书

面语言风格进行俄语学

术写作，表达连贯得体。

（支撑专业毕业要求指

标点 2.2-1）

题，很好地完成书写写

作提纲和开题报告的

任务。能够合理地组织

篇章结构，恰当地按照

书面语言风格进行俄

语学术写作，表达连贯

得体。

选题，较好地完成书写

写作提纲和开题报告

的任务。较好地组织篇

章结构，能够比较恰当

地按照书面语言风格

进行俄语学术写作。表

达比较连贯得体。

题，基本完成书写写作

提纲和开题报告的任

务。基本合理地组织篇

章结构，能够基本恰当

地按照书面语言风格

进行俄语学术写作，表

达基本连贯得体。

未按照要求完成书写

写作提纲和开题报告

的任务。简单组织篇章

结构，表达不太连贯得

体。

未完成书写写作提纲和

开题报告的任务。不能

够组织篇章结构，表达

不连贯得体。

了解俄语学术研究方法

以及写作过程，能够应用

所学的研究方法撰写本

科毕业论文。（支撑专业

毕业要求指标点 2.4-1；

2.4-2）

很好地了解俄语学术

研究方法以及写作过

程，很好地应用所学的

研究方法撰写本科毕

业论文。

较好地了解俄语学术

研究方法以及写作过

程，较好地应用所学的

研究方法撰写本科毕

业论文。

基本了解俄语学术研

究方法以及写作过程，

能够基本应用所学的

研究方法撰写本科毕

业论文。

部分了解俄语学术研

究方法以及写作过程，

简单应用所学的研究

方法撰写本科毕业论

文。

不了解俄语学术研究方

法以及写作过程，不能

应用所学的研究方法撰

写本科毕业论文。

运用现代信息手段和工

具，如利用图书馆、数据

库和网络查寻研究所需

文献；能够分析和整合所

很好地运用现代信息

手段和工具，如利用图

书馆、数据库和网络查

寻研究所需文献；很好

较好地运用现代信息

手段和工具，如利用图

书馆、数据库和网络查

寻研究所需文献；较好

基本能够运用现代信

息手段和工具，如利用

图书馆、数据库和网络

查寻研究所需文献；一

部分运用现代信息手

段和工具，如利用图书

馆、数据库和网络查寻

研究所需文献；简单地

没有运用现代信息手段

和工具，如利用图书馆、

数据库和网络查寻研究

所需文献；没有分析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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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的资料。（支撑专业

毕业要求指标点 2.5-2）

地分析和整合所收集

的资料。

地分析和整合所收集

的资料。

般性地分析和整合所

收集的资料。

分析和整合所收集的

资料。

整合所收集的资料。



365

《俄语学院俄语专业实习》教学大纲

一、实习方式：校外集中实习

二、实习学分：1学分

三、实习的目的及任务

课程实习是俄语专业本科教学计划中一个十分重要的环节。其目的是使学生进一步掌握

所学过的有关专业知识，巩固已学过的专业课程内容和技能，学以致用，全面提高听、说、

读、写、译方面的综合语言应用能力，进一步培养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独立思考问题的能

力以及良好的团队合作能力，提高其在具体工作中的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通过实习让学生了解外事、外贸等涉外工作、教学工作的重要性以及有关的政策和法规，

了解实习单位的组织机构和业务基本情况；基本掌握从事外事外贸管理、外事外贸翻译、进

出口实务、外文函件、电子商务、教学工作等的基本流程和基本方法。

四、实习安排

1．实习学期：第八学期

2．实习时间： 10天

五、实习的基本内容及要求

1. 外语教学实习

外语教学实习内容分为教学工作见习、实习和班主任工作见习、实习。通过见习和实习

使学生能够将所掌握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综合运用于教书育人工作中，培养独

立从事教学所需要的工作能力。

2.其他企事业单位实习

主要是在外经、外事外贸、旅游等单位实习。通过实习使学生掌握实习单位的管理机制、

业务工作流程和基本方法， 了解并掌握实习单位业务发展的历史沿革和发展前景，提高听、

说、读、写、译方面的语言运用能力和外事经贸、旅游等方面的实际工作技能。

3．收集资料和数据，记好实习手册

在实习过程中学生要把每天的工作、学习等实习内容记入实习手册。学生要及时填写，

带队教师有责任检查学生的实习手册。

4．撰写实习报告

实习报告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实习单位简介，实习单位的管理机制、业务工作流程；

（2）简述实习的过程和主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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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实习过程中专业方面的收获；

（4）实习中遇到的专业方面的问题以及解决办法；

（5）实习心得，合理化建议及其他。

5．注意事项

（1）遵守国家的法律和法规，保守国家秘密，遵守社会公德；

（2）遵守实习单位的规章制度及要求，服从实习单位的管理，保证实习期间的安全；

尊重指导教师，虚心向业务部门的工作人员学习；

（3）实习期间无特殊情况，不得擅自中断实习。因故必须请假，必须遵守请假制度。

不履行请假手续，不及时归队者，均以旷课论处。

（4）实习期间，一切行动听从指导教师和实习单位的安排，擅自行动后果自负。

六、实习的考核方式与成绩评定

在实习期间学生必须按实习大纲的要求进行实习并填写实习手册，实习结束后学生需要

撰写实习报告 1份，交指导老师审阅。

成绩由实习报告、实习手册和实习表现 3部分构成，按百分制计分，各部分所占比例如

下：

（1）实习报告（包括报告的准确性、完整性等） 40%

（2）实习手册（包括每天实习情况记录） 30%

（3）实习表现（包括实习态度、自觉性、主动性、遵守纪律等）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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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听说零起点（Ⅰ）》教学大纲

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 名称 英语听说零起点（Ⅰ）
English listening and speaking for

Beginners（Ⅰ）

课程 编号 1912008033

课程 性质 专业选修课 适用 专业 俄语

选用 教材
李桂兰.零起点大学英语基础听说教程[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

出版社，2009.7

总学 时 30

理论 学时 30 实践 学时 0

学分 1.5 开课 学期 第 1学期

前导 课程 无

后续 课程 英语听说零起点（II）

一、课程目标

本课程能够使学生达成如下目标：

1. 具备英语听说的初步技能，循序渐进获取英语听力的基础技能，能够在日常

生活对话中运用简单的语言进行交际，为英语听说能力的提高打下基础。（支

撑专业毕业要求指标点 2.6-6）

2. 了解英语国家的文化习俗，培养对不同文化现象的理解和尊重意识，培养跨

文化交际能力。（支撑专业毕业要求指标点 2.6-6）

3. 了解英语听说在实践中的规范使用，初步具备词汇和知识的应用能力。（支撑

专业毕业要求指标点 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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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课程与专业毕业要求的支撑关系

课程目标与专业毕业要求的支撑关系：

专业毕业要求 专业毕业要求指标点
课程目标

1 2 3

2.6 能够理解俄语口语和书面语

传递的信息，能够准确得体地运

用俄语表达思想和情感，能够借

助语言工具和相关资源进行俄汉

互译，能够对语言现象进行分析

与解释，具有一定的第二外语应

用能力。

2.6-6 具有一定的第二外语

应用能力 √ √ √

课程对专业毕业要求的支撑度：

专业毕业要求 指标点 2.6-6

英语听说零起点（Ⅰ） H

三、课程学时分配与教学内容

课程学时分配：

课程内容 支撑的课程目标 理论学时 实践学时

Book 1 Unit One 课程目标 1，2，3 4 0

Book 1 Unit Two 课程目标 1，2，3 4 0

Book 1 Unit Three 课程目标 1，2，3 4 0

Book 1 Unit Four 课程目标 1，2，3 4 0

Book 1 Quiz A 课程目标 1，2，3 1 0

Book 1 Unit Five 课程目标 1，2，3 3 0

Book 1 Unit Six 课程目标 1，2，3 3 0

Book 1 Unit Seven 课程目标 1，2，3 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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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 1 Unit Eight 课程目标 1，2，3 3 0

Quiz B 1 0

总学时 30 0

课程教学内容：

Book 1 Unit One

教学内容：

1. English alphabet

2. Phonetic symbols

3. Listening practice

4. Oral practice

本章教学重点：

Personal pronouns
the present tense

本章教学难点：

Describe a person

Book 1 Unit Two

教学内容：

1. English alphabet

2. Phonetic symbols

3. Listening practice

4. Oral practice

本章教学重点：

1. Learn the expressions about colors

2. Learn the expressions about a place

本章教学难点：

Learn to introduce your family

The past tense

file:///D:/Youdao/Dict/7.5.0.0/resultui/dict/javascript:;


370

Book 1 Unit Three

教学内容：

1. Listen to the speech sounds

2. Listen to the sentences write them down and read aloud

3. Listen to the phrases and write them down and read aloud

4. Listen to the questions

5. Listen to the passage and read aloud

6. Oral practice

本章教学重点：

Describe a person you like, using the words and the sentences patterns and report to

the class.

本章教学难点：

The expressions related to the daily activities.

Book 1 Unit Four

教学内容：

1. Listen to the speech sounds

2. Recognize the rising and falling tones

3. Listen to the numbers

4. Listen to the sentences write them down and read aloud

5. Listen to the phrases and write them down and read aloud

6. Listen to the passage and read aloud

7. Oral practice

本章教学重点：

Learn how to describe a house, an apartment and a dormitory.

本章教学难点：

Describe the place where you live, using the words and the sentences patterns and

report to the cl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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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 1 Quiz A

教学内容：

1. Listen to the sentences write them down and read aloud

2. Listen to the phrases and write them down and read aloud

3. Listen to the passage and read aloud

本章教学重点：

Learn the abbreviations of some terms

本章教学难点：

Abbreviations

Book 1 Unit Five

教学内容：

1. Listen to the words

2. Listen to the sentences and pay attention to liaison

3. Listen to the dialogues and write them down and read aloud

4. Listen to the passage and get the general idea

5. Oral practice

本章教学重点：

Listen to the sentences and pay attention to liaison

本章教学难点：

Time expression

Book 1 Unit Six

教学内容：

1. Listen to the words, write them down and read aloud

2. Listen to the sentences, write them down and read aloud

3. Listen to the passage and read aloud

4. Listen to the short conversations and answer the questions

5. Oral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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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教学重点：

The future tense

本章教学难点：

Describe your activities yesterday and report to the class.

Book 1 Unit Seven

教学内容：

1. Listen to the speech sounds

2. Listen to the sentences, write them down and read aloud

3. Listen to the phrases, write them down and read aloud

4. Listen to the questions

5. Listen to the passage and read aloud

6. Oral practice

本章教学重点：

The present continuous tense and the past continuous tense

本章教学难点：

Imagine what your mother (father/sister/ brother/good friend) is doing right now and

report to the class, using the words and phrases

Book 1 Unit Eight

教学内容：

1. Listen to the speech sounds

2. Listen to the short conversations and read aloud

3. Listen to the sentences, write them down and read aloud

4. Listen to the passage and read aloud

5. Oral practice

本章教学重点：

Finish the exercises with the provided information, using the sente4nce pattern.

本章教学难点：

The present perfect te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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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 1 Quiz B

教学内容：

1. Listen to the words and write them down

2. Listen to the sentences, write them down and read aloud

3. Listen to the questions

4. Listen to the passage and do the exercises

本章教学重点：

Review different ways of describing a person and a place

本章教学难点：

The present perfect tense

四、课程教学方法

本课程使用的教学方法主要包括：基于内容的教学法、基于问题式教学、案

例教学法、归纳法教学、探究式教学、任务型教学法、研讨式教学及演绎法教学。

五、课程教学评价

评价

方式

占期末总

评比例
评价目的及计分方式

课程目标

1 2 3

平时

随堂

测试

50%

1.考查学生对所学知识的掌握程度；

2.测验 5次，每次 10分计，累加计入总评

成绩。

√ √ √

期末

考试
50%

1.期末考试采用口试的方法，考查学生对

课程总体内容的掌握程度，以及对知识

的灵活运用能力。

2.期末考试 100分，折合 50%计入课程总

评成绩。

√ √ √

合计：10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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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考核评价标准

参见文末附件

七、推荐阅读

1.参考教材：

徐斌.零起点大学英语教材·当代基础英语教程[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2.参考资源：

无

大纲修订人：李晓娜 修订日期： 2019年 9月 8日

大纲审定人： 审定日期：

主管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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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第二外语零起点 I》考核评价标准

课程目标

评分标准

90-100 80-89 70-79 60-69 0-59

优 良 中 及格 不及格

具备英语听说的初步技

能，循序渐进获取英语听

力的基础技能，能够在日

常生活对话中运用简单

的语言进行交际，为英语

听说能力的提高打下基

础。（支撑专业毕业要求

指标点 2.6-6）

完全具备英语听说的

初步技能，完全具备循

序渐进获取英语听力

的基础技能，完全能够

在日常生活对话中运

用简单的语言进行交

际，为英语听说能力的

提高打下坚实的基础。

具备英语听说的初步

技能，循序渐进获取英

语听力的基础技能，能

够在日常生活对话中

运用简单的语言进行

交际，为英语听说能力

的提高打下基础。为英

语听说能力的提高打

下基础。

具备一定英语听说的

初步技能，具备一定循

序渐进获取英语听力

的基础技能，能够在日

常生活对话中运用简

单的语言进行交际，为

英语听说能力的提高

打下基础。为英语听说

能力的提高打下一定

的基础。

具备基本的英语听说

的初步技能，具备基本

的循序渐进获取英语

听力的基础技能，能够

在日常生活对话中运

用简单的语言进行交

际，为英语听说能力的

提高打下基础。为英语

听说能力的提高打下

基本的基础。

不具备英语听说的初步

技能，不具备循序渐进

获取英语听力的基础技

能，不能够在日常生活

对话中运用简单的语言

进行交际，没有为英语

听说能力的提高打下基

础。

掌握英语国家的文化习

俗，培养对不同文化现象

的理解和尊重意识，培养

跨文化交际能力。（支撑

专业毕业要求指标点

2.6-6）

非常熟练地掌握英语

国家的文化习俗，完全

具备对不同文化现象

的理解和尊重意识及

跨文化交际能力。

熟练地掌握英语国家

的文化习俗，具备对不

同文化现象的理解和

尊重意识及培养跨文

化交际能力。

比较熟练地掌握英语

国家的文化习俗，具备

一定的对不同文化现

象的理解和尊重意识

及培养跨文化交际能

力。

基本掌握英语国家的

文化习俗，基本具备对

不同文化现象的理解

和尊重意识及培养跨

文化交际能力。

不能掌握英语国家的文

化习俗，不具备对不同

文化现象的理解和尊重

意识及培养跨文化交际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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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英语听说在实践中

的规范使用，初步具备词

汇和知识的应用能力。

（支撑专业毕业要求指

标点 2.6-6）

非常了解英语听说在

实践中的规范使用，完

全具备词汇和知识的

应用能力。

了解英语听说在实践

中的规范使用，具备词

汇和知识的应用能力。

比较了解英语听说在

实践中的规范使用，具

备一定的词汇和知识

的应用能力。

基本了解英语听说在

实践中的规范使用，基

本具备词汇和知识的

应用能力。

不了解英语听说在实践

中的规范使用，不具备

词汇和知识的应用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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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听说高起点（I）》教学大纲

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 名称 英语听说高起点（I）
English Listening and Speaking for

Advanced Learners（Ⅰ）

课程 编号 14120080034

课程 性质 学科基础课 适用 专业 俄语

选用 教材
张民伦 .英语听力入门 3000.1[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

社,2008.

总学 时 30

理论 学时 30 实践 学时 0

学分 1.5 开课 学期 第 1学期

前导 课程

后续 课程 英语听说高起点（II）

一、课程目标

本课程能够使学生达成如下目标：

1.掌握正确的英语发音，能听懂常见地名、人名等专有名词。能辨识常见的连读，

近音词，同音词。（支撑专业毕业要求指标点 2.6-6）

2.提高英语听力的敏感度，能听懂一般性话题的陈述，如有关生活、学习，运动

和节假日的听力材料。（支撑专业毕业要求指标点 2.6-6）

3.扩大词汇量，拥有较好的英语口语交际能力，具备一定的英汉口头互译的能力。

（支撑专业毕业要求指标点 2.6-6）

4.了解西方英语国家文化基本常识。（支撑专业毕业要求指标点 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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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课程与专业毕业要求的支撑关系

课程目标与专业毕业要求的支撑关系：

专业毕业要求 专业毕业要求指标点 课程目标

1 2 3 4

2.6 能够理解英语口语和书面语传

递的信息，能够准确得体地运用俄语

表达思想和情感，能够借助语言工具

和相关资源进行英汉互译，能够对语

言现象进行分析与解释，具有一定的

第二外语应用能力。

2.6-6 具有一定的第二外语

应用能力 √ √ √ √

课程对专业毕业要求的支撑度：

专业毕业要求 指标点 2.6-6

英语听说高起点（I） H

三、课程学时分配与教学内容

课程学时分配：

课程内容 支撑的课程目标 理论学时 实践学时

Unit 1 Education is a key 课程目标 1，2，3，4 5 0

Unit 2 Colorful land， colorful

people
课程目标 1，2，3, 4 4 0

Unit 3 Travelling from place to

place
课程目标 1，2，3, 4 4 0

Unit 4 Approaching Culture 课程目标 1，2，3, 4 5 0

Unit 5 Net changes Life 课程目标 1，2，3, 4 4 0

Unit 6 For the glory of sports 课程目标 1，2，3, 4 4 0

Unite 10 Happy New Year 课程目标 1，2，3, 4 4 0

总学时 3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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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教学内容：

Unit 1 Education is a key

教学内容：

Part 1 Warming up

Part 2 Educational systems

Part 3 University life

Part 4 University campus

本章教学重点：

1. To know well the expressions and usages to describe a university� s excellence in its

academic achievement, enrollment of students, location, land coverage, and degrees

offered.（识记 ）

2. To know the regular ways of number presentations.（识记）

3. To know special positions.（识记）

4. To know the differences of educational systems in China and English-speaking

countries.（领会）

本章教学难点：

1. To know the educational systems in Britain, the United States, Australia and

Canada.（领会）

2. To know listening comprehension as a complex communicative activity requires

ANTICIPATION in the process.（领会）

Unit 2 Colorful land，colorful people

教学内容：

Part 1 Warming up

Part 2 The world six billionth inhabitants

Part 3 Features of the Earth

Part 4 Short talks on listening skills: focus on the main ideas

本章教学重点：

1. Number identification. （识记）

2. The abbreviations used on the Internet and the full meanings.（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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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The abbreviations and symbols for note-taking.（应用）

4. Key words and expressions that will facilitate comprehension of this Unit. （识记）

5. Background information about email history.（领会）

6.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et and the key terms concerning the Internet.（领会）

7. A short introduction to language changes in the world（领会）

本章教学难点：

1. To be good at numbers identification. （应用）

2. To know how to develop good ways of note-taking.（应用）

3. To get familiar with the abbreviations used on the internet.（综合）

4. To get to know the relevant background information.（综合）

Unit 3 Travelling from place to place

教学内容：

Part 1 Warming up

Part 2 It’s the only way to travel

Part 3 Villa rentals

Pare 4 Language study and language appreciation

本章教学重点：

1. Ways of asking people’s attention at the airport or on a plane. （应用）

2. The important information of the announcements broadcast in English at the airport,

esp. the flight numbers, departure times and boarding gates number.（识记）

3. The ways of describing a house or a place.（应用）

4. Key words and expressions that will facilitate comprehension of this Unit.（领会）

5. Background information about the different ways of transportation.（领会）

6.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traveling by train and by plan.（领会）

本章教学难点：

1. To be more sensitive to numbers and proper nouns, like name of countries and

places.（综合）

2. To master the key words and expressions appearing in the unit. （应用）

4. To get to know the relevant background information.（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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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t 4 Approaching Culture

教学内容：

Part 1 Warming up

Part 2 Places to enjoy

Part 3 Life here and there

Pare 4 Informational business

本章教学重点：

1. Names of some languages and the numbers of native speakers of these languages.

（应用）

2. Names of different cities and countries.（识记）

3. Useful expressions listed in Part IV. （领会）

4. Background information about the biggest city in the world. （分析）

本章教学难点：

1. To be more sensitive with the recognition of numbers (esp. the longer ones).（应用）

2. To be familiar with the names of different cities and countries, and the names of

some languages. Pay attention to the pronunciations of the key words.（应用）

3. To recognize the main ideas of the materials.（综合）

4. To get to know the relevant background information.（综合）

Unit 5 Net changes Life

教学内容：

Part 1 Warming up

Part 2 Net work and networking

Part 3 Future of the Internet

Pare 4 Short talks on listening skills: Be careful with numbers

本章教学重点：

1. Number identification (dates).（应用）

2. Ways of taking down satisfactory dictation.（应用）

3. Key words and expressions that will facilitate comprehension of this Unit.（识记）

4. Background information about history of communications and its future.（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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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Ways that net may change dorm life at college, and the areas and examples that the

Internet will bring changes in.（应用）

本章教学难点：

1. To get familiar with the expressions listed in Part IV.（领会）

2. To get to know the relevant background information.（综合）

Unit 6 For the glory of sports

教学内容：

Part 1 Warming up

Part 2 The sporting spirit

Part 3 Sports and entertainment choices

Pare 4 Language study and language appreciation

本章教学重点：

1. To know quite well the expressions and usages used in sports.（应用）

2. To have high sensitivity on numbers.（应用）

3. To be familiar with the ways in describing sporting spirit.（应用）

4. To be familiar with the different aspects of sport sand entertainment activities.（领

会，应用）

本章教学难点：

1. To be familiar with some particular terms about the Olympic organizations.（识记）

2. To know the most popular sports in the US.（领会）

3. To know how to give instructions in exercise class.（综合）

Unit 10 Happy New Year

教学内容：

Part 1 Warming up

Part 2 Chinese New Year

Part 3 The time ball

Pare 4 What is your New Year Resolution?

本章教学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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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Skills of recognizing the liaison and incomplete plosives in the paragraphs.（识记）

3. The proper names of some places and nations (such as Kiribati; Vietnam; Hanoi;

Bangkok).（识记）

4. Key words and expressions that will facilitate the comprehension of this Unit.（领

会）

5. The background information of the history of time ball.（领会）

本章教学难点：

1. To know how to recognize the main idea of a paragraph.（综合）

2. To be familiar with the proper names of some nations.（应用）

3. To know relevant background information of celebration of New Year in different

countries（综合）

四、课程教学方法

本课程使用的教学方法主要包括：基于内容的教学法、任务型教学法、归纳

法教学及演绎法教学。

五、课程教学评价

评价

方式

占期末总

评比例
评价目的及计分方式

课程目标

1 2 3 4

口语

综合
20%

1. 检测学生对课堂所学内容的理解掌

握程度和口语交际的综合运用能力。

2. 两次口语作业:1）学生就任课教师给

出一般性话题做 presentations,以音

频的方式提交 2）学生就任课教师给

出的话题进行对话讨论。 两次口语

作业共计 20分，计入期末总评成绩。

√ √ √ √

课堂

表现
10%

考查学生在课堂上对所学单元的理解

程度和口语表述能力。观测点：回答

问题的准确性；重复句子，复述段落

内容的能力。 课堂表现总计 10分，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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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入期末总评成绩。

过程

测试
20%

1.考查学生对各阶段所学知识的了解掌

握和综合运用程度，自主学习作业 10

分，计入期末总评成绩。

2.单词、段落听写 10分（听写次数任课

老师自己定，取平均值），计入期末

总评成绩。过程测试总计 20分，计入

期末总评成绩。

√ √ √

期末

考试

50%(听力

考试）

1.考核学生对课程视听内容的总体掌握

程度，以及学生对视听材料的实际辨

识、理解和信息判断的综合能力。

2.卷面成绩 100分，折合 50%后，计入

期末总评成绩。

√ √ √ √

合计：100分

六、考核评价标准

参见文件末附件。

七、推荐阅读

1.参考教材：

涂开益,刘海瑛.搏流英语视听说教程 1[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

2.参考资源：

与教学主题相关的网络资源(VOA,BBC,CNN 等)

大纲修订人：刘燕南 修订日期：2019年 9月 1日

大纲审定人： 审定日期：

主管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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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英语听说高起点（I）》考核评价标准

课程目标

评分标准

90-100 80-89 70-79 60-69 0-59

优 良 中 及格 不及格

1.掌握正确的英语发

音，能听懂常见地名，

人名等专有名词。能辨

识常见的连读，近音词，

同音词。（支撑专业毕业

要求指标点 2.6-6）

能很好地掌握正确

的英语发音，完全

能听懂常见地名，

人名等专有名词。

能很好地辨识常见

的连读，近音词，

同音词。

能较好地掌握正确

的英语发音，能听得

懂一般性常见地名，

人名等专有名词。能

较好地辨识常见的

连读，近音词。

能掌握正确的英语

发音，能听得懂大部

分一般性地名，人名

等专有名词。能辨识

常见的连读，近音

词，同音词。

能掌握一般性英语

发音规律，能听得懂

简单地名，人名等专

有名词。基本能辨常

见的的连读，近音

词，同音词等。

没有完全掌握英语

发音规律，理解地

名，人名等专有名词

有困难。不能很好能

辨识常见的连读，近

音词，同音词等。

2.提高英语听力的敏感

度，能听懂一般性话题

的英语陈述，如有关生

活、学习，运动和节假

日的听力材料。（支撑专

业 毕 业 要 求 指 标 点

有很强的听力的敏

感度，能很好地理

解一般性话题的英

语陈述并能做出复

述。

听力的敏感度较好，

能较好地理解一般

性话题的英语陈述

并能做出相应复述。

听力敏感度一般，能

大部分理解一般性

话题的英语陈述并

对重点做出相应复

述。

有一定的听力能力，

能部分理解一般性

话题的英语陈述订

单完整复述有一定

困难。

不能理解听力材料

并就内容做出相应

的复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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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6）

3.扩大词汇量，具备一

般性传口语传递信息的

能力，具备一定的英汉

口头互译的能力。（支撑

专业毕业要求指标点

2.6-6）

词汇量大，有很强

的听力理解和口语

表达的能力，具备

很强的英汉口头互

译的能力。

词汇量较大，有较好

的听力理解和口语

表达的能力，能够较

好地进行英汉口头

互译。

有一定的词汇量，能

够听懂简单话题内

容并进行简单的英

汉口头互译。

词汇量偏少，但能够

听懂简单话题内容

并就大部分话题内

容地进行简单的英

汉口头互译。

词汇量和听力理解

力均有欠缺，不能进

行准确的英汉口头

互译。

4.了解西方英语国家文

化基本常识。（支撑专业

毕业要求指标点 2.6-6）

非常了解西方英语

国家文化基本常

识。

比较了解西方英语

国家文化基本常识。

能了解西方英语国

家文化基本常识。

掌握一些英语国家

文化基本常识。

未能理解西方英语

国家文化基本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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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听说零起点（II）》教学大纲

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 名称 英语听说零起点（II）
English listening and speaking for

Beginners（II）

课程 编号 1912008035

课程 性质 专业选修课 适用 专业 俄语

选用 教材
李桂兰.零起点大学英语基础听说教程[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

出版社，2009.7

总学 时 36

理论 学时 36 实践 学时 0

学分 1.5 开课 学期 第 2学期

前导 课程 英语听说零起点（I）

后续 课程 无

一、课程目标

本课程能够使学生达成如下目标：

1. 具备英语听说的初步技能，循序渐进获取英语听力的基础技能，能够在日常

生活对话中运用基本的语言进行交际，为英语听说能力的提高打下进一步基

础。（支撑专业毕业要求指标点 2.6-6）

2. 进一步了解英语国家的文化习俗，培养对不同文化现象的理解和尊重意识，

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支撑专业毕业要求指标点 2.6-6）

3. 了解英语听说在实践中的规范使用，初步具备词汇和知识的应用能力。（支撑

专业毕业要求指标点 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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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课程与专业毕业要求的支撑关系

课程目标与专业毕业要求的支撑关系：

专业毕业要求 专业毕业要求指标点
课程目标

1 2 3

2.6 能够理解俄语口语和书面语

传递的信息，能够准确得体地运

用俄语表达思想和情感，能够借

助语言工具和相关资源进行俄汉

互译，能够对语言现象进行分析

与解释，具有一定的第二外语应

用能力。

2.6-6 具有一定的第二外语

应用能力
√

√
√

课程对专业毕业要求的支撑度：

专业毕业要求 指标点 2.6-6

英语听说零起点（Ⅰ） H

三、课程学时分配与教学内容

课程学时分配：

课程内容 支撑的课程目标 理论学时 实践学时

Book 2 Unit One 课程目标 1，2，3 4 0

Book 2 Unit Two 课程目标 1，2，3 4 0

Book 2 Unit Three 课程目标 1，2，3 4 0

Book 2 Unit Four 课程目标 1，2，3 4 0

Book 2 Quiz A 课程目标 1，2，3 2 0

Book 2 Unit Five 课程目标 1，2，3 4 0

Book 2 Unit Six 课程目标 1，2，3 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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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 2 Unit Seven 课程目标 1，2，3 4 0

Book 2 Unit Eight 课程目标 1，2，3 4 0

Quiz B 2 0

总学时 36 0

课程教学内容：

Book 2 Unit One

教学内容：

1. Listen to the words and judge whether the words have the same pronunciation.

2. Listen to the phrases and the sentences, write them down and read aloud

3. Listen to the requests and choose the correct responses.

4. Listen to the passage, get the general idea.

5. Oral practice

本章教学重点：

Topic discussion: greetings

本章教学难点：

Situational Dialogue: make dialogues according to the given situations and then

role-play them in class. A is B’s former classmate. Now A has been admitted by

Beijing University. One morning Ameets B in the street.

Book 2 Unit Two

教学内容：

1. Listen to the words and judge whether the words have the same pronunciation.

2. Listen to the phrases and the sentences, write them down and read aloud

3. Listen to short conversations and choose the correct answers.

4. Listen to the passage, get the general idea.

5. Oral practice

本章教学重点：

Topic discussion: int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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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教学难点：

Situational Dialogue: make dialogues according to the given situations and then

role-play them in class

Book 2 Unit Three

教学内容：

1. Listen to the words and write them down and read aloud

2. Listen to the phrases and the sentences, write them down and read aloud

3. Listen to sentences and choose the correct responses to the questions.

4. Listen to the passage, get the general idea.

5. Oral practice

本章教学重点：

Topic discussion: introduction

本章教学难点：

Situational Dialogue: make dialogues according to the given situations and then

role-play them in class

Book 2 Unit Four

教学内容：

教学内容：

1. Listen to the words and judge whether the words have the same pronunciation.

2. Listen to the phrases and the sentences, write them down and read aloud

3. Listen to short conversations and choose the correct answers.

4. Listen to the sentences in ColumnA and choose the corresponding response

5. Listen to the passage, get the general idea.

6. Oral practice

本章教学重点：

Topic discussion: Making Telephone Calls

本章教学难点：

Situational Dialogue: make dialogues according to the given situations and t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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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le-play them in class

Book 2 Quiz A

教学内容：

6. Listen to the recording and judge whether the words have the same pronunciation

7. Listen to the phrases and write them down and read aloud

8. Listen to the passage and get the general idea

本章教学重点：

How to get the main idea

本章教学难点：

Review the past tense

Book 2 Unit Five

教学内容：

1. Listen to the words and write down the missing words

2. Listen to the sentences and choose the item which is of the closest meaning to the

sentence

3. Listen to short conversations and choose the correct answers.

4. Listen to the passage, get the general idea.

5. Oral practice

本章教学重点：

Topic discussion: Thanks and Responses

The past future tense

本章教学难点：

Situational Dialogue: make dialogues according to the given situations and then

role-play them in class

Book 2 Unit Six

教学内容：

1. Listen to the words and choose the one you hear.

2. Listen to the phrases and the sentences, write them down and read alou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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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Listen to short conversations and choose the correct answers.

4. Listen to the passage, get the general idea.

5. Oral practice

本章教学重点：

Topic discussion: Wishes and congratulations

The Past Perfect Tense

本章教学难点：

Situational Dialogue: make dialogues according to the given situations and then

role-play them in class

Book 2 Unit Seven

教学内容：

1. Listen to the words and write down the missing words

2. Listen to the sentences and choose the item which is of the closest meaning to the

sentence

3. Listen to short conversations and choose the correct answers.

4. Listen to the passage, get the general idea.

5. Oral practice

本章教学重点：

Topic discussion: Farewells

the future continuous tense

本章教学难点：

Situational Dialogue: make dialogues according to the given situations and then

role-play them in class

Book 2 Unit Eight

教学内容：

1. Listen to the words and judge whether the words have the same pronunciation.

2. Listen to the phrases and the sentences, write them down and read aloud

3. Listen to short conversations and choose the correct answ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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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Listen to the passage, get the general idea.

5. Oral practice

本章教学重点：

Topic discussion: Offering help

The future perfect tense

本章教学难点：

Situational Dialogue: make dialogues according to the given situations and then

role-play them in class

Book 2 Quiz B

教学内容：

5. Listen to the sentences and choose the words

6. Listen to the conversations and choose the correct answers

7. Listen to the phrases and the sentences, write them down and read aloud

本章教学重点：

Review different ways of describing a person and a place

本章教学难点：

The present perfect tense

四、课程教学方法

本课程使用的教学方法主要包括：基于内容的教学法、基于问题式教学、案

例教学法、归纳法教学、探究式教学、任务型教学法、研讨式教学及演绎法教学。

五、课程教学评价

评价

方式

占期末总

评比例
评价目的及计分方式

课程目标

1 2 3

平时

随堂

测试

50%

1.考查学生对所学知识的掌握程度；

2.测验 5次，每次 10分计，累加计入总评成

绩。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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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末

考试
50%

1.期末考试采用口试的方法，考查学生对课

程总体内容的掌握程度，以及对知识的灵

活运用能力。

2.期末考试 100分，折合 50%计入课程总评

成绩。

√ √ √

合计：100分

六、考核评价标准

参见文末附件

七、推荐阅读

1.参考教材：

徐斌.零起点大学英语教材·当代基础英语教程[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2.参考资源：

无

大纲修订人：李晓娜 修订日期：2019年 9月 8日

大纲审定人： 审定日期：

主管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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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第二外语零起点 II》考核评价标准

课程目标

评分标准

90-100 80-89 70-79 60-69 0-59

优 良 中 及格 不及格

具备英语听说的初步技

能，循序渐进获取英语听

力的基础技能，能够在日

常生活对话中运用基本

的语言进行交际，为英语

听说能力的进一步提高

打下基础。（支撑专业毕

业要求指标点 2.6-6）

完全具备英语听说的

初步技能，完全具备循

序渐进获取英语听力

的基础技能，完全能够

在日常生活对话中运

用基本的语言进行交

际，为英语听说能力的

进一步提高打下坚实

的基础。

具备英语听说的初步

技能，循序渐进获取英

语听力的基础技能，能

够在日常生活对话中

运用基本的语言进行

交际，为英语听说能力

的提高打下基础。为英

语听说能力的进一步

提高打下基础。

具备一定英语听说的

初步技能，具备一定循

序渐进获取英语听力

的基础技能，能够在日

常生活对话中运用基

本的语言进行交际，为

英语听说能力的提高

打下基础。为英语听说

能力的进一步提高打

下一定的基础。

具备基本的英语听说

的初步技能，具备基本

的循序渐进获取英语

听力的基础技能，能够

在日常生活对话中运

用基本的语言进行交

际，为英语听说能力的

提高打下基础。为英语

听说能力的进一步提

高打下基本的基础。

不具备英语听说的初步

技能，不具备循序渐进

获取英语听力的基础技

能，不能够在日常生活

对话中运用基本的语言

进行交际，没有为英语

听说能力的进一步提高

打下基础。

掌握英语国家的文化习

俗，培养对不同文化现象

的理解和尊重意识，培养

非常熟练地掌握英语

国家的文化习俗，完全

具备对不同文化现象

熟练地掌握英语国家

的文化习俗，具备对不

同文化现象的理解和

比较熟练地掌握英语

国家的文化习俗，具备

一定的对不同文化现

基本掌握英语国家的

文化习俗，基本具备对

不同文化现象的理解

不能掌握英语国家的文

化习俗，不具备对不同

文化现象的理解和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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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文化交际能力。（支撑

专业毕业要求指标点

2.6-6）

的理解和尊重意识及

跨文化交际能力。

尊重意识及培养跨文

化交际能力。

象的理解和尊重意识

及培养跨文化交际能

力。

和尊重意识及培养跨

文化交际能力。

意识及培养跨文化交际

能力。

了解英语听说在实践中

的规范使用，初步具备词

汇和知识的应用能力。

（支撑专业毕业要求指

标点 2.6-6）

非常了解英语听说在

实践中的规范使用，完

全具备词汇和知识的

应用能力。

了解英语听说在实践

中的规范使用，具备词

汇和知识的应用能力。

比较了解英语听说在

实践中的规范使用，具

备一定的词汇和知识

的应用能力。

基本了解英语听说在

实践中的规范使用，基

本具备词汇和知识的

应用能力。

不了解英语听说在实践

中的规范使用，不具备

词汇和知识的应用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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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听说高起点（II）》教学大纲

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 名称 英语听说高起点 II
English Listening and Speaking for

Advanced Learners (II)

课程 编号 1912008036

课程 性质 专业选修课程 适用 专业 俄语二年级学生

选用 教材
张民伦.《听力入门》2000 第二册.第一版.上海:华东师大出版

社,2001年.

总学 时 36

理论 学时 36 实践 学时 0

学分 1.5 开课 学期 第 2学期

前导 课程 英语听说高起点（I）

后续 课程 第二外语高起点（III）

一、课程目标

本课程能够使学生达成如下目标：

1.系统地训练和培养学生的视听和说的能力，增强学生的英语交际能力（支撑业

毕业要求指标点 2.6-6）

2.掌握正确语音，扩大词汇，语法，惯用法，背景知识等方面的知识（支撑专业

毕业要求指标点 2.6-6）

3.提高英语语感。包括音的辨别，句子结构的分析，内容的判断乃至短期和长期

记忆（支撑专业毕要求指标点 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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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课程与专业毕业要求的支撑关系

课程目标与专业毕业要求的支撑关系：

专业毕业要求
专业毕业

要求指标点

课程目标

1 2 3

2.6 能够理解俄语口语和书面语传递的信

息，能够准确得体地运用俄语表达思想和

情感，能够借助语言工具和相关资源进行

俄汉互译，能够对语言现象进行分析与解

释，具有一定的第二外语应用能力。

2.6-6具有一定的

第二外语应用能

力

√ √ √

课程对专业毕业要求的支撑度：

专业毕业要求 指标点 2.2.6

英语听说高起点 II M

三、课程学时分配与教学内容

课程学时分配：

课程内容 支撑的课程目标 理论学时 实践学时

Unit 1 Education Is a Key 课程目标 1 6 0

Unit 2 Language-AVehicle in

Communication

课程目标 2
6 0

Unit 3 Getting Ready for Future

Career
课程目标 3 6 0

Unit 4 All Can Succeed 课程目标 3 6 0
Unit 5 Shaping and Reshaping

Personality (I)
课程目标 4 6 0

Unit 6 Shaping and Reshaping
Personality (II)

课程目标 4
6 0

总学时 36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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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教学内容：

Unit 1 Education Is a Key

教学内容：

Part 1 Warming up

Section A Introduction of Some Universities in English-speaking Countries

Section B Higher Education in U.S.A

Part 2 Educational Systems

Section A Educational Systems in Their Countries (1)

Section B Educational Systems in Their Countries (II)

Section C

Part 3 Remarks on Modern Education

Section A Modern Education (I)

Section B Modern Education (II)

本章教学重点：

1. Thinking ahead of speakers

2. Introducing some of world-known universities in the world

3. Understanding different educational systems from across the world

4. Modern education

5. Education in China

本章教学难点：

1. Thinking ahead of speakers

2. Differences in educational systems

3. Stating modern education

Unit 2 Language-AVehicle in Communication

教学内容：

Part 1 Warming up

Section A Some Statements about Facts

Section B Talks

Section C Language Learning Sty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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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2 What Makes a Good Student or Bad Student

Section A Conversation

Section B Conversation

Part 3 Some Facts about English

Section A Facts

Section B Statements

本章教学重点：

1. Practising figures interpreting techniques

2. Thinking ahead of speakers-anticipation helps

3. Language learning styles

本章教学难点：

1. Practising figure interpreting techniques

2. Thinking ahead of speakers-anticipation helps

3. Language learning styles

Unit 3 Getting Ready for Future Career

教学内容：

Part 1 Warming up

Section A Advertisements on Job Vacancies

Section B Hottest Jobs in the 21st Century

Part 2 Painting for the Pay

Section A Part-time Jobs

Section B Painters

Section C Statements

Part 3 Choosing a Career

Section A Choose a career

Section B Questions

本章教学重点：

1. Summary writing

2. Learn to select information in listening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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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How to choose a job

4. Career description

5. Different styles in advertisements

本章教学难点：

1. Summary writing

2. Learn to select in listening

3. Different styles information in advertisements

Unit 4 All Can Succeed

教学内容：

Part 1 Warming up

Section A How Can One Achieve Success

Section B An Administrator in a Middle School

Part 2 Successful People

Section A Successful Persons

Section B Statements

Part 3 The Work of Gorden Parks-An Internationally Known African American Artist

Section A The First Part

Section B The Second Part

本章教学重点：

1. Learn to select information in listening (II)

2. Description of people--Gorden Parks

3. Introduction of basic elements in achievements

本章教学难点：

1. Learn to select important information in listening

2. How to describe people

3. The work of Gorden Parks

Unit 5 Shaping and Reshaping Personality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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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内容：

Part 1 Warming up

Section A Personality Survey

Section B Three Conversations

Section C People from Different Walks of Life Have Different Attitudes

Part 2 Self-esteem

Science Report on Self-esteem

Part 3 Balancing Work and Family

Section A An Issue

Section B Questions

本章教学重点：

1. Understanding the main theme on shaping and reshaping personality

2. Self-esteem

3. People of different self-esteems

4. Experiment report

本章教学难点：

1. Three Types of Self-esteems

2. Experiment report

3. How to write an outline

4. The concept of self-esteem

Unit 6 Shaping and Reshaping Personality (II)

教学内容：

Part 1 Warming up

Section A Complete the Chart

Section B Health Differences Between Men and Women

Part 2 Hand Writing

Section A Questions Discussion

Section B Reports

Part 3 How to Deal with Depression and An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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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tion A How to Treat Depression

Section B How to deal with Anger

本章教学重点：

1. Understanding the main theme on how to control depression anger

2. Depression and Anger

3. Chart completion

4. Expressions that spring from a hand

本章教学难点：

1. How to deal with depression and anger

2. Chart completion

3. Expressions that spring from a hand

四、课程教学方法

本课程使用的教学方法主要包括：基于问题式教学、探究式教学、任务型教学

法、基于内容的教学法、案例教学法、研讨式教学、归纳法教学及演绎法教学。

五、课程教学评价

评价

方式

占期末总

评比例
评价目的及计分方式

课程目标

1 2 3

作业 20%

1.考核学生对每单元知识点的理解和掌握

程度。

2.每次作业按 10分制单独评分，取各次成

绩的平均值作为此环节的最终成绩。

√ √ √

阶段

考试
30%

1.考查学生对所学知识的掌握程度；

2.阶段考试成绩以百分计，乘以其在总评

成绩中所占的比例计入总评成绩。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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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末

考试
50%

1.考查学生对课程总体内容的掌握程度，

以及对知识的灵活运用能力。

2.卷面成绩 100分，折合 50%计入课程总

评成绩。

√ √ √

合计：100分

六、考核评价标准

参见文末附件

七、推荐阅读

1.参考教材：

王岚. 《搏流英语》视听说教程，第二册.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4.

2.参考资源：

何其莘. 《Listen to This》第二册.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2.

大纲修订人：沈莹 修订日期：2019年 6月 1日

大纲审定人： 魏艳辉 审定日期：2019年 7月 15日

主管院长：黄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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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英语听说高起点 II》考核评价标准

课程目标

评分标准

90-100 80-89 70-79 60-69 0-59

优 良 中 及格 不及格

系统地训练和培养学生的视

听听和说的能力，增强学生

的英语交际能力（支撑专业

毕业要求指标点 2.6-6）

能够非常准确地接受

信息和流利地表达自

己的思想。英语沟通非

常流利和准确。

能够准确地接受信息

和流利地表达自己的

思想。英语沟通流利准

确。

能够比较准确地接受

信息和流利地表达自

己的思想。英语沟通比

较流利准确。

基本能够接受信息和

表达自己的思想。英语

沟通欠缺准确。

不具备接受信息和

达自己的思想的能力。

掌握正确语音，扩大词

汇，语法，惯用法，背景

知识等方面的知识（支撑

专业毕业要求指标点

2.6-6）

语音面貌非常好。非常

熟练掌握英语语法规

则，词汇量非常丰富，

能够熟练运用背景知

识表达思想。

语音面貌好。熟练掌握

英语语法规则，词汇量

丰富，能够熟练运用背

景知识表达思想。

语音面貌比较好。掌握

英语语法规则，具备一

定的词汇量，能够运用

背景知识表达思想。

语音面貌一般。基本掌

握英语语法规则，词汇

量小，能够运用一定的

背景知识表达思想。

语音面貌差。不具备语

英语法知识。词汇量匮

乏，不善运用背景知识

表达思想。

提高英语语感。包括音的

辨别，句子结构的分析，

内容的判断乃至短期和

长期记忆（支撑专业毕要

求指标点 2.6-6）

英语语感非常好。音

的分辨能力非常强。非

常具备英语句子的分

析能力。内容判断能非

常强。

英语语感好。音的分辨

能力非常强。非常具备

英语句子的分析能力。

内容判断能力强。

英语语感比较好。分辨

能力比较强。比较具备

英语句子的分析能力。

内容判断比较能力强。

英语语感一般。音的分

辨能力一般。具备一的

英语句子的分析能力。

内容判断能力一般。

不具备英语语感。不具

备音的分辨能力。

不掌握内容判断能力。



406

《俄罗斯国情(I)》教学大纲

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 俄罗斯国情 (Ⅰ) An Introduction to the Russian I
课程编号 1412008132
课程性质 专业选修课 适用专业 俄语专业

选用教材 郝斌主编，俄罗斯概况[M].普通高等学校“十一五”国家级规划

教材，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 11月
总学时 36学时

理论学时 学时 36 实践学时 0学时

翻转、案例、

实践、创新

翻转： 7.5学时； 案例： 1 学时

实践： 0 学时； 创新： 2 学时

学分 2 学分 开课学期 第 3学期

前导课程 基础俄语（I）
后续课程 俄罗斯国情（Ⅱ）

一、课程目标

本课程能够使学生达成如下目标：

1. 全面掌握俄罗斯自然地理、经济地理、宗教、节日风俗、文化艺术等方面的

基础知识，为俄语学习提供背景知识，为他们高年级俄语实践课、俄罗斯问

题专业课的学习以及进一步的实践和科研工作，打下良好基础。（支撑专业毕

业要求指标点 2.2-3）

2. 具有良好分析、综述能力，在阅读相关俄文资料的基础上，能够对俄罗斯地

理、文化艺术、宗教节日相关课题进行分析总结，提炼个人观点。培养和提

高学生理解分析俄罗斯经济社会发展问题的能力，提高学习俄语的兴趣和自

觉性，提升自己的俄语水平。（支撑专业毕业要求指标点 2.4-1；2.4-2）

3. 熟悉俄罗斯人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为未来工作中本着理性、爱国的原则

与俄罗斯人进行跨文化交流打下基础。（支撑专业毕业要求指标点 2.8-1；

2.8-2；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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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课程与专业毕业要求的支撑关系

课程目标与专业毕业要求的支撑关系：

专业毕业要求 专业毕业要求指标点
课程目标

1 2 3 4

2.2 系统地掌握俄语专业知识，能

够理解俄语文学作品的内容和主题

思想，欣赏文学作品的特点、风格

和语言艺术，熟悉中国语言文化知

识，了解人文社会科学基础知识。

2.2-3 熟悉俄语国家历史、

政治、社会文化等知识，了解

区域国别研究的基本方法 √

2.4 具备学科基本素养，掌握本专

业必备的研究方法，能运用俄语学

科的研究方法开展调查和研究，解

决专业领域内与语言、社会、文化

相关的实际问题。

2.4-1具备本学科基本素养，掌

握本专业必备的研究方法

√2.4-2 能运用俄语学科的研究

方法开展调查和研究，解决专

业领域内与语言、社会、文化

相关的实际问题

2.8关注国际形势和全球重大问题，

具有世界主要国家和区域的基本认

知，具有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的能

力，掌握基本的跨文化理论知识和

分析方法，能帮助具有中俄文化背

景的人士进行有效的跨文化沟通。

2.8-1 关 注 国 际 形 势 和 全

球重大问题，了解世界主要国

家和地区的概况

√

2.8-2 具有开展国际交流与合

作的能力

2.8-3 掌握基本的跨文化理论

知识和分析方法，能帮助具有

中俄文化背景的人士进行有效

的跨文化沟通

课程对专业毕业要求的支撑度：

专业毕业要求
指标点

2.2-3

指标点

2.4-1

指标点

2.4-2
指标点

2.8-1
指标点

2.8-2
指标点

2.8-3

俄罗斯国情

(Ⅰ)
H M M M M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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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课程学时分配与教学内容

课程学时分配：

课程内容 支撑的课程目标 理论学时 实践学时

第一课 俄罗斯国家名称与标志 课程目标 1 2 0

第二课 地理位置和疆界 课程目标 1 2 0

第三课 地形
课程目标 1 2 0

第四课 河流与湖泊
课程目标 1 2 0

第五课 海洋与岛屿
课程目标 2 2 0

第六课 气候与自然资源 课程目标 2 2 0

第七课 人口民族和行政区划 课程目标 2 2 0

第八课 工业 课程目标 2 2 0

第九课 农业和交通运输 课程目标 3 2 0

第十课经济区划（1） 课程目标 3 2 0

第十一课经济区划（2） 课程目标 3 2 0

第十二课俄罗斯节日 课程目标 4 2 0

第十三课 俄罗斯饮食文化和宗教 课程目标 4 2 0

第十四课 俄罗斯旅游之莫斯科 课程目标 4 2 0

第十五课圣彼得堡和其他旅游城市 课程目标 5 2 0

第十六课俄罗斯绘画艺术 课程目标 5 2 0

第十七课俄罗斯音乐和民间工艺 课程目标 5 2 0

第十八课俄罗斯建筑和雕塑艺术 课程目标 5 2 0

总学时 36 0

课程教学内容：

第一课 俄罗斯国家名称与标志

教学内容：

一、俄罗斯国家名称的演变

二、俄罗斯国家标志

三、俄语（产生及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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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要求：掌握俄罗斯国家名称的演变、国家标志特点及其俄文名称。

本章教学重点：俄罗斯联邦的俄文名称和国家标志的俄文名称

本章教学难点：俄语的发展

第二课 地理位置和疆界

教学内容：

一、地理位置

二、疆界

教学要求：掌握俄罗斯国家地理位置、邻国的俄文名称；能够正确地在地图上指

出主要地名的地理位置。

本章教学重点：地理位置

本章教学难点：四界

第三课 俄罗斯地形

教学内容：

一、平原

二、山脉

教学要求：掌握俄罗斯两大平原、三大山地、 两大山脉的特点及俄文名称；能

够正确地在地图上指出主要地名的地理位置。

本章教学重点：平原和山脉的俄语名称和地理位置

本章教学难点：俄罗斯地理名称的俄文表达

第四课 河流与湖泊

教学内容：

一、河流

二、湖泊

教学要求：掌握俄罗斯主要河流的长度、支流、水电站和城市、主要湖泊的面积

及其俄文名称。

本章教学重点：俄罗斯河流和湖泊的位置；

本章教学难点：俄罗斯河流湖泊的特点及其俄文名称

第五课 海洋与岛屿

教学内容：

一、海洋

二、岛屿

教学要求：掌握俄罗斯主要临海的经济价值；能够正确地在地图上指出主要地名

的地理位置；熟练掌握主要海港城市、主要岛屿、群岛和半岛的地理位置、居民、

地理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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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教学重点：海洋岛屿的俄文名称及地理位置

本章教学难点：海洋岛屿的特点与资源

第六课 气候与自然资源

教学内容：

一、俄罗斯气候

二、自然资源

教学要求：掌握俄罗斯主要气候带、温带的分布；提高运用地图、图表分析问题

的能力。

本章教学重点：俄罗斯三大气候带的俄文名称，俄罗斯三大油气区、俄罗斯天然

气的蕴藏地、俄罗斯四大煤田、铁矿的主要产地、铜矿、钾盐矿、磷灰石矿和金

刚石矿的主要产地

本章教学难点：自然资源的俄文表达及分布

第七课 人口民族和行政区划

教学内容：

一、人口民族

二、行政区划

教学要求：熟练掌握俄罗斯人口总数、人口密度、俄罗斯人口问题、俄罗斯人的

宗教信仰；了解俄罗斯人口问题和各民族宗教信仰。

本章教学重点：俄罗斯行政区划及俄罗斯人口总数、人口密度、俄罗斯人口问题、

俄罗斯人的宗教信仰

本章教学难点：俄罗斯民族分布及其宗教信仰

第八课 工业

教学内容：

一、能源

二、冶金

三、机械

四、化学和纺织

教学要求：掌握俄罗斯主要经济部门的发展现状

本章教学重点：俄罗斯能源工业、冶金工业、机械工业 、化学工业、纺织工业

的发展现状

本章教学难点：俄罗斯工业发展的问题及其原因

第九课 农业和交通运输业

教学内容：

一、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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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交通运输业

教学要求: 熟练掌握俄罗斯农产品的分布及农业各部门发展特点；了解俄罗斯水

路交通状况和主要路线及其交通枢纽。

本章教学重点：俄罗斯畜牧业、 种植业的主要产品和发展现状；俄罗斯铁路运

输、海洋运输、内河运输、航空运输、管道运输业的发展现状

本章教学难点：俄罗斯主要交通运输形式的网络分布

第十课 经济区划（1）

教学内容：

一、俄罗斯中央区

二、西北区

三、北方区

四、欧洲南部经济区

教学要求: 熟练掌握俄罗斯相关经济区的分布及其发展特点

本章教学重点：各大经济区的经济中心、经济部门

本章教学难点：各大经济区的经济发展现状

第十一课 经济区划（2）

教学内容：

一、伏尔加河沿岸经济区

二、乌拉尔经济区

三、西西伯利亚经济区、东西伯利亚经济区

四、远东经济区

教学要求:熟练掌握俄罗斯经济区的分布及其发展特点

本章教学重点：各大经济区的经济中心、经济部门

本章教学难点：各大经济区的经济发展现状

第十二课 俄罗斯节日

教学内容：

一、传统节日

二、官方节日

三、宗教节日

教学要求: 掌握俄罗斯主要节日的庆祝时间和相关风俗

本章教学重点：掌握俄罗斯主要节日的庆祝时间和相关风俗

本章教学难点：俄罗斯节日的分类及其风俗

第十三课 俄罗斯饮食文化和宗教

教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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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俄罗斯饮食文化

二、俄罗斯宗教

教学要求: 熟练掌握俄罗斯主要菜肴和三大宗教的俄文表达;了解俄罗斯人的主

要饮食习惯

本章教学重点：俄罗斯主要菜肴和三大宗教的俄文表达；俄罗斯人的饮食习惯及

其相关礼节

本章教学难点：俄罗斯东正教的传入、发展及影响

第十四课 俄罗斯旅游之莫斯科

教学内容：

一、红场和克里姆林宫

二、其他旅游景点

教学要求: 掌握莫斯科的发展历史; 熟练掌握莫斯科名胜古迹的地理位置和俄文

名称;了解相关历史人物

本章教学重点：莫斯科的主要景点及其俄文表达

本章教学难点：莫斯科主要名胜的俄文表达；莫斯科科历史发展及其相关人物和

事件

第十五课 圣彼得堡和其他旅游城市

教学内容：

一、圣彼得堡

二、其他旅游城市

教学要求:掌握圣彼得堡的发展历史;熟练掌握圣彼得堡名胜古迹的地理位置和俄

文名称;了解相关历史人物

本章教学重点：圣彼得报的主要景点及其俄文表达

本章教学难点：圣彼得堡主要名胜的俄文表达；圣彼得堡历史发展及其相关人物

和事件

第十六课 俄罗斯绘画艺术

教学内容：

一、俄罗斯绘画艺术的发展历史

二、巡回展览画派

教学要求: 掌握俄罗斯主要画家及其作品的俄文名称;熟练掌握俄罗斯的绘画风

格机及其发展历史；了解该领域相关词汇。

本章教学重点：巡回展览画派

本章教学难点：俄罗斯主要画家及其作品的俄文名称

第十七课 俄罗斯音乐艺术和民间工艺



413

教学内容：

一、俄罗斯音乐

二、俄罗斯民间工艺

教学要求: 掌握俄罗斯主要音乐家及其作品的俄文名称；了解该领域相关词汇

本章教学重点：强力集团

本章教学难点：主要音乐家及其作品的俄文名称

第十八课 俄罗斯建筑艺术和雕塑

教学内容：

一、俄罗斯建筑艺术

二、雕塑

教学要求: 熟练掌握俄罗斯的建筑风格及其发展历史；了解各种建筑风格的代表

建筑；了解该领域相关词汇

本章教学重点：俄罗斯建筑风格及其代表建筑

本章教学难点：俄罗斯建筑艺术发展历史

四、课程教学方法

本课程采用传统授课、启发式、课堂讨论、翻转课堂等方法进行教学，充分、

合理地利用多媒体、网络等现代化教学手段辅助俄罗斯国情课教学，提高俄罗斯

国情课教学质量。同时通过微信、学习通等对学生进行线上线下辅导，为学生答

疑解惑。

五、课程教学评价

考核

环节

占期末总

评比例
考核方式及评价标准

课程目标

1 2 3 4

专题

报告
40%

每学期每名学生作一次到两次专题报

告，主要考核学生对知识点的预习程度、

自学能力、多媒体手段的运用能力，综

合分析和语言表达能力。

√ √

期末

笔试
60%

期末考试主要考核学生整个学期所学的

语言知识点的掌握和运用能力。期末考

试为闭卷笔试形式,考试题型为：填图题、

填空题、选择题、回答问题、翻译等。

卷面成绩 100分，以卷面成绩乘以 70%
计入课程总评成绩。

√ √ √ √

合计：10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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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考核评价标准

参见文末附件

七、推荐阅读

1.参考教材：

郝斌主编，俄罗斯概况[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 11月

金亚娜主编，俄罗斯国情[M]. 哈尔滨：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2001年 1月

2.参考资源：

（1）陈叔琪 苏联地理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6年 4月

（2）高等学校俄语专业教学大纲[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2年 10

月

（3）李明滨，郑刚 《苏联概况》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5年版

（4）王仰正，《俄罗斯国情文化》，世界图书出版社，1999年版

（5）中国地名委员会 苏联地名译名手册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

（6）Гладкий Ю.Н., Доброскок В. А., Семенов С. П..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географи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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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俄罗斯国情(Ⅰ)》考核评价标准

课程目标

评分标准

90-100 80-89 70-79 60-69 0-59

优 良 中 及格 不及格

1. 1. 熟练掌握俄罗斯自然地

理、经济地理、宗教、节

日风俗、文化艺术等方面

的基础知识。

熟练掌握俄罗斯自然

地理、经济地理、宗教、

节日风俗、文化艺术等

方面的基础知识。

比较熟练掌握俄罗斯

自然地理、经济地理、

宗教、节日风俗、文化

艺术等方面的基础知

识。

掌握俄罗斯自然地理、

经济地理、宗教、节日

风俗、文化艺术等方面

的基础知识。

基本掌握俄罗斯自然

地理、经济地理、宗教、

节日风俗、文化艺术等

方面的基础知识。

不掌握俄罗斯自然地

理、经济地理、宗教、

节日风俗、文化艺术等

方面的基础知识。

2. 2.具有良好分析、综述能

力，在阅读相关俄文资料

的基础上，能够对俄罗斯

地理、文化艺术、宗教节

日相关课题进行分析总

结，提炼个人观点。

具有很强的分析、综述

能力，在阅读相关俄文

资料的基础上，能够对

俄罗斯地理、文化艺

术、宗教节日相关课题

进行很好的分析总结，

提炼个人观点。

具有良好分析、综述能

力，在阅读相关俄文资

料的基础上，能够对俄

罗斯地理、文化艺术、

宗教节日相关课题进

行良好的分析总结，提

炼个人观点。

具有一定的分析、综述

能力，在阅读相关俄文

资料的基础上，能够对

俄罗斯地理、文化艺

术、宗教节日相关课题

进行分析总结，提炼个

人观点。

具有基本的分析、综述

能力，在阅读相关俄文

资料的基础上，基本能

够对俄罗斯地理、文化

艺术、宗教节日相关课

题进行分析总结，提炼

个人观点。

不具有良好分析、综述

能力，在阅读相关俄文

资料的基础上，不能够

对俄罗斯地理、文化艺

术、宗教节日相关课题

进行分析总结，提炼个

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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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熟悉俄罗斯人的思维方

式、价值观念，为未来工

作中本着理性、爱国的原

则与俄罗斯人进行跨文

化交流打下基础。（支撑

专业毕业要求指标点

2.8-1；2.8-2；2.8-3）

非常熟悉俄罗斯人的

思维方式、价值观念，

为未来工作中本着理

性、爱国的原则与俄罗

斯人进行跨文化交流

打下雄厚基础。

比较熟悉俄罗斯人的

思维方式、价值观念，

为未来工作中本着理

性、爱国的原则与俄罗

斯人进行跨文化交流

打下良好基础。

熟悉俄罗斯人的思维

方式、价值观念，为未

来工作中本着理性、爱

国的原则与俄罗斯人

进行跨文化交流打下

基础。

基本熟悉俄罗斯人的

思维方式、价值观念，

为未来工作中本着理

性、爱国的原则与俄罗

斯人进行跨文化交流

打下一定的基础。

不熟悉俄罗斯人的思维

方式、价值观念，无法

为未来工作中本着理

性、爱国的原则与俄罗

斯人进行跨文化交流打

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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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国情（II）》教学大纲

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 名称 俄罗斯国情(Ⅱ) Russian History

课程 编号 1412008157

课程 性质 专业选修课 适用 专业 俄语专业

选用 教材
金亚娜. 俄罗斯国情. 哈尔滨: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2001年 1

月

总学 时 36学时

理论 学时 36学时 实践 学时 0学时

翻转 、案

例、 实践 、

创新

翻转：3.15学时 ；案例：5学时

实践：0学时； 创新：5学时

学分 2 学分 开课 学期 第 3学期

前导 课程 俄罗斯国情(Ⅰ)

后续 课程 当代俄罗斯

一、课程目标

本课程能够使学生达成如下目标：

1.系统掌握俄罗斯历史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了解俄语国家文化习俗以及政

治、历史、文学等相关人文社会科学的知识。（支撑专业毕业要求指标点 2.2-4；

2.2-1）

2.在俄语实战听、说、读、写、译中自由运用俄罗斯历史及社科知识等基本

技能，形成良好的跨文化交际能力。能够在不同场合就较为专业的俄罗斯历史话

题和一般社会文化题材用俄语进行交流讨论，表明观点和情感。（支撑专业毕业

要求指标点 2.2-1；2.2-2）

3.通过俄罗斯历史课教学，能够具备良好的思辨能力，能够理解俄语历史文

章的主题思想，并进行阐述、分析、评论俄罗斯历史事件。了解俄罗斯历史的基

本研究方法，解决翻译和社交过程中对俄罗斯历史运用的实际问题。（支撑专业

毕业要求指标点 2.8-1;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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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通过俄罗斯历史课教学，能够具备良好的思辨能力，能够理解俄语历史

文章的主题思想，并进行阐述、分析、评论俄罗斯历史事件。了解俄罗斯历史的

基本研究方法，解决翻译和社交过程中对俄罗斯历史运用的实际问题。（支撑专

业毕业要求指标点 2.2-2；2.3-1）

二、课程与专业毕业要求的支撑关系

课程目标与专业毕业要求的支撑关系：

专业毕业要求 专业毕业要求指标点
课程目标

1 2 3 4

2.2 通过俄罗斯历史课教学，能

够具备良好的思辨能力，能够理

解俄语历史文章的主题思想，并

进行阐述、分析、评论俄罗斯历

史事件。

2.2-1 系统掌握俄罗斯历史

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了解

俄语国家文化习俗以及政

治、历史、文学等相关人文

社会科学的知识。

√ √ √√

2.2-2 在俄语实战听、说、

读、写、译中自由运用俄罗

斯历史及社科知识等基本技

能，形成良好的跨文化交际

能力。能够在不同场合就较

为专业的俄罗斯历史话题和

一般社会文化题材用俄语进

行交流讨论，表明观点和情

感。

√ √ √√

2.3 了解俄罗斯历史的基本研究

方法，解决翻译和社交过程中对

俄罗斯历史运用的实际问题。

2.3-1历史文章的主题思想，

并进行阐通过俄罗斯历史课

教学，能够具备良好的思辨

能力，能够理解俄语述、分

析、评论俄罗斯历史事件。

了解俄罗斯历史的基本研究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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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解决翻译和社交过程

中对俄罗斯历史运用的实际

问题。

2.8 关注国际形势和全球重大问

题，具有世界主要国家和区域的

基本认知，具有开展国际交流与

合作的能力，掌握基本的跨文化

理论知识和分析方法，能帮助具

有中俄文化背景的人士进行有效

的跨文化沟通。

2.8-1 关注国际形势和全

球重大问题，了解世界主要

国家和地区的概况

√2.8-3 掌握基本的跨文化理

论知识和分析方法，能帮助

具有中俄文化背景的人士进

行有效的跨文化沟通

课程对专业毕业要求的支撑度：

专业毕业要求
指标点

2.2-1

指标点

2.2-2

指标点

2.3-1

指标点

2.8-1

指标点

2.8-3

俄罗斯国情(Ⅱ) H M M M M

三、课程学时分配与教学内容

课程学时分配：

课程内容 支撑的课程目标
理论

学时

实践

学时

第一课 基辅罗斯时期 课程目标 1,2,3,4 2 0

第二课 莫斯科公国 课程目标 1,2,3,4 2 0

第三课 俄中央集权国家的形成即沙皇

专制制度的巩固

课程目标 1,2,3,4 2 0

第四课 俄罗斯历史上最大的两次起义 课程目标 1,2,3,4 2 0

第五课 18世纪的俄国 课程目标 1,2,3,4 2 0

第六课 19世纪的俄国 课程目标 1,2,3,4 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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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课 两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课程目 1,2,3,4 2 2 0

第八课 十月革命与国内战争 课程目标 1,2,3,4 2 0

第九课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和苏维埃社

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建立
课程目标 1,2,3,4 2 0

第十课 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 课程目标 1,2,3,4 2 0

第十一课 伟大的卫国战争（三大会战） 课程目标 1,2,3,4 2 0

第十二课 赫鲁晓夫执政时期（1953～

1964）
课程目标 1,2,3,4 2 0

第十三课 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1964～

1982）
课程目标 1,2,3,4 2 0

第十四课 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1985～

1991）
课程目标 1,2,3,4 2 0

第十五课 苏联解体与俄罗斯联邦建立 课程目标 1,2,3,4 2 0

第十六课 以友好为基调的中苏关系 课程目标 1,2,3,4 2 0

第十七课 中苏关系从恶化到破裂 课程目标 1,2,3,4 2 0

第十八课 中苏关系正常化 课程目标 1,2,3,4 2 0

总学时 36 0

课程教学内容：

第一课 基辅罗斯时期

教学内容：

一、俄罗斯人的祖先

东斯拉夫人的生活范围

社会发展阶段

宗教信仰

二、基辅罗斯的建立

基辅罗斯

留里克王朝

三、基辅罗斯的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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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贡巡行

智者雅罗斯拉夫

基辅罗斯分裂的原因

本章教学重点：基辅罗斯时期的历史事件和任务

本章教学难点：论述斯拉夫民族的社会关系和基辅罗斯统治方式

第二课 莫斯科公国

教学内容：

一、蒙古人的入侵和统治

金帐汗国

弗拉基米尔—全罗斯大公

二、莫斯科公国的兴起

1147年建为城镇

伊凡一世的统治

本章教学重点：莫斯科公国史

本章教学难点：鞑靼蒙古入侵和统治

第三课 俄中央集权国家的形成即沙皇专制制度的巩固

教学内容：

一、罗斯的统一

伊凡三世时期

瓦西里三世时期

二、伊凡三世的统治

全罗斯大公、双头鹰国徽

整治统一进程、主要措施

三、伊凡四世的专制制度

四、混乱时期和罗曼诺夫王朝的建立

本章教学重点：罗斯各公国的统一进程，伊凡三世和伊凡四世的历史事件

本章教学难点：伊凡四世时期的历史事件和罗曼诺夫王朝的建立

第四课 俄罗斯历史上最大的两次起义

教学内容：

波洛特尼科夫起义

拉辛起义

本章教学重点：波洛特尼科夫起义和拉辛起义的历史过程

本章教学难点：波洛特尼科夫起义和拉辛起义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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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课 18世纪的俄国

教学内容：

一、彼得一世统治时期

二、叶卡捷琳娜二世统治时期

三、普加乔夫起义

本章教学重点：彼得一世和叶卡捷琳娜二世的统治手段和历史事件

本章教学难点：18世纪俄国的重大历史事件的意义

第六课 19世纪的俄国

教学内容：

一、1812年卫国战争

二、十二月党人起义

（一）十二月党人及其秘密组织

（二）起义的经过与教训

本章教学重点：19世纪俄国史、1812年卫国战争史

本章教学难点：十二月党人的革命史

第七课 两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教学内容：

一、1905年革命

（一）背景与领导者

（二）流血星期日于十二月武装起义

（三）失败的原因、革命的意义

二、二月革命

背景、进程、原因、性质和意义

本章教学重点：两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历史进程

本章教学难点：两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历史意义

第八课 十月革命与国内战争

教学内容：

一、巩固新生的苏维埃政权

二、粉碎帝国主义武装干涉和国内反革命叛乱

三、国内外反动势力发动的三次武装进攻

四、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实施

重点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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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教学重点：十月革命史和国内战争史过程

本章教学难点：十月革命史和国内战争史意义

第九课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建立

教学内容：

一、国内战争后苏维埃共和国的对外政策

二、新经济政策的实施

三、苏联的建立

本章教学重点：苏联的建立、国内战争后期的苏联外交政策和新经济政策的历史

进程

本章教学难点：苏联的建立、国内战争后期的苏联外交政策和新经济政策的历史因素

第十课 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

教学内容：

一、社会主义工业化与农业集体化

二、三个五年计划

三、肃反运动

本章教学重点：斯大林时期的工业化、农业集体化、五年计划及大清洗的历史过

程

本章教学难点：斯大林时期的工业化、农业集体化、五年计划及大清洗的历史意义

第十一课 苏联伟大的卫国战争 （三大会战）

教学内容：

一、战争爆发前的国际背景

二、战争的进程

三、战争的历史意义

本章教学重点：苏联伟大的卫国战争三大战役的历史进程

本章教学难点：苏联伟大的卫国战争三大战役的历史意义

第十二课 赫鲁晓夫执政时期（1953～1964）
教学内容：

赫鲁晓夫执政时期（1953～1964）
教学要求:

1. 掌握本课赫鲁晓夫执政时期（1953～1964）课文内容

2. 熟练掌握赫鲁晓夫的解冻时期历史进程以及俄语表述

3. 分析赫鲁晓夫执政时期功过是非的历史因素

本章教学重点：赫鲁晓夫执政时期（1953～1964）的历史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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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教学难点：赫鲁晓夫执政时期（1953～1964）的历史意义

第十三课 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1964～1982
教学内容：

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1964～1982）
本章教学重点：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1964～1982）的历史过程

本章教学难点：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1964～1982）的历史意义

第十四课 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1985～1991）
教学内容：

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1985～1991）
本章教学重点：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1985～1991）的历史过程

本章教学难点：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1985～1991）的历史意义

第十五课 苏联解体与俄罗斯联邦建立

教学内容：

苏联解体与俄罗斯联邦建立

本章教学重点：苏联解体与俄罗斯联邦的历史过程

本章教学难点：苏联解体与俄罗斯联邦的历史意义

第十六课 以友好为基调的中苏关系

教学内容：

以友好为基调的中苏关系

一、建国前(1917—1949)

二、建国初期

本章教学重点：建国前(1917—1949)和建国初期中苏关系史

本章教学难点：建国前(1917—1949)和建国初期中苏的历史意义

第十七课 中苏关系从恶化到破裂

教学内容：

中苏关系从恶化到破裂

一、从分歧到论战

二、从破裂到对抗

本章教学重点：中苏从分歧到论战、从破裂到对抗的历史进程

本章教学难点：中苏关系从恶化到破裂的历史意义

第十八课 中苏关系正常化

教学内容：

中苏关系正常化

一、副外长级谈判

二、戈尔巴乔夫访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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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教学重点：中俄两国领导人的互访的历史历程

本章教学难点：中俄两国领导人的互访的历史意义

四、课程教学方法

本课程采用传统授课、启发式、讨论式教学、小组合作学习等方法进行教学，

充分、合理地利用多媒体、网络等现代化教学手段辅助俄罗斯历史教学，提高俄

罗斯历史教学质量。

五、课程教学评价

考核

环节

占期末总

评比例
考核方式及评价标准

课程目标

1 2 3 4

专题

报告
40%

每学期每名学生作一次到两次专题报

告，主要考核学生对知识点的预习程

度、自学能力、多媒体手段的运用能力，

综合分析和语言表达能力。

√ √

期末

考试
60%

分为笔试（占 50%）和口试（占 10%）

（1）笔试主要考核学生整个学期所学

的历史知识点的掌握和运用能力，为闭

卷笔试形式,考试题型为：填空题、选

择题、判断题、翻译题和思考题等。卷

面成绩 100分，以卷面成绩乘以 50%计

入课程总评成绩。

（2）口试考查学生应用语言知识的口

头表达能力；教师根据学生口头表达内

容和语言流利准确度评分，评分以 10%
计入课程总评成绩。

√ √ √ √

合计：100分

六、考核评价标准

参见文末附件

七、推荐阅读

1.参考教材：

郝斌.俄罗斯概况[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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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参考资源：

（1）李明滨 郑刚. 苏联概况[M].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5年版.

（2）王仰正. 俄罗斯国情文化[M]. 世界图书出版社，1999年版.

（3）陈叔琪. 苏联地理[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6年 4月.

（4）中国地名委员会.苏联地名译名手册[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

（ 5） Раковская Э.М.. География: природа России [M].Москва.:Просвещение,

2001.

（6）Акопов, С.С. Шевченко. А.П.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M]. Москва: Просвещение,

1997.

（7）Сахаров. А. Н.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M]. Москва:АСТ, 2000.

大纲修订人： 王琦 修订日期：

大纲审定人： 审定日期：

主管院长：

院教指委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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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俄罗斯国情（II）》考核评价标准

课程目标

评分标准

90-100 80-89 70-79 60-69 0-59

优 良 中 及格 不及格

1. 系统掌握俄罗斯历史基础

知识和基本理论，了解俄语

国家文化习俗以及政治、历

史、文学等相关人文社会科

学的知识。（支撑专业毕业

要求指标点 2.2-1; 2.2-4）

系统掌握了本课程

的主要历史知识点；

非常熟悉俄语国家

文化习俗以及政治、

历史、文学等相关人

文社会科学的知识

基本掌握了本课程

的主要历史知识点；

熟悉俄语国家文化

习俗以及政治、历

史、文学等相关人文

社会科学的知识

基本掌握了本课程的核

心历史知识点，但存在

个别盲点；比较熟悉俄

语国家文化习俗以及政

治、历史、文学等相关

人文社会科学的知识

大致了解本课程的核心历

史知识点，但有一些知识点

掌握不准确，存在盲点；了

解一些俄语国家文化习俗

以及政治、历史、文学等相

关人文社会科学的知识

没有掌握本课程的核

心历史知识点；不了

解俄语国家文化习俗

以及政治、历史、文

学等相关人文社会科

学的知识

1. 掌握俄语听、说、读、写、

译等基本技能，形成良好的

跨文化交际能力。能够在不

同场合就日常话题和一般社

会文化题材用俄语进行交流

讨论，表明观点和情感。（支

撑毕业要求 2.2-1; 2.2-2）

熟练掌握了俄语听、

说、读、写、译等基

本技能。能够根据语

境，准确得体地应用

语言知识，进行言语

交际

比较熟练地掌握了

俄语听、说、读、写、

译等基本技能。能够

根据语境，比较准确

得体地应用语言知

识，进行言语交际

基本掌握了俄语听、说、

读、写、译等基本技能。

能够根据语境，基本准

确得体地应用语言知

识，进行言语交际

部分掌握了俄语听、说、读、

写、译等基本技能。能够根

据语境，部分地应用语言知

识，进行言语交际

没有俄语听、说、读、

写、译等基本技能。

不能准确得体地应用

语言知识，进行言语

交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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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良好的思辨能力，能够理

解俄语文章的主题思想，并

进行阐述、分析、评论。了

解俄语学科的基本研究方

法，解决语言运用中的实际

问 题。（ 支撑 毕 业 要求

2.8-1;2.8-3）

具有很好的思辨能

力，能够准确理解俄

语文章作品的思想。

具有很强的分析、判

断和解决问题的能

力

具有较好的思辨能

力，能够比较准确地

理解俄语文章的思

想。具有较强的分

析、判断和解决问题

的能力

具有基本的思辨能力，

能够基本理解俄语文章

的思想。具有基本的分

析、判断和解决问题的

能力

具有一些思辨能力，能大致

理解俄语文章的思想。具有

一定的分析、判断和解决问

题的能力

缺少思辨能力，不能

理解俄语文章的思

想。没有分析、判断

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掌握自我学习的方法，能够利

用多种手段查询资料，进行

梳理分析，提炼需要的信

息。具备不断学习和适应社

会进步发展的能力。（支撑

毕业要求 2.3-1）

具有很强的自我学

习能力，很强的检

索、获取、利用信息

的。能够不断学习，

适应社会进步发展

具有较强的自我学

习能力，较强的检

索、获取、利用信息

的能力。较能不断学

习，适应社会进步发

展

具有基本的自我学习能

力，基本的检索、获取、

利用信息的能力。较能

不断学习，适应社会进

步发展

具有一些自我学习能力，一

些检索、获取、利用信息的

能力。基本能不断学习，适

应社会进步发展

不具有自我学习能

力，没有检索、获取、

利用信息的能力。不

能不断学习，不能适

应社会进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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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语语法（II）》教学大纲

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 名称 俄语语法（Ⅱ） Russian Grammar（Ⅱ）

课程编号 1912008039

课程性质 专业选修课 适用专业 俄语专业

选用教材
陈国亭，俄语初级实践语法，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7

年.

总学时 36学时

理论学时 36 学时 实践学时 0 学时

翻转、案例 、

实践、创新

翻转： 0 学时；案例： 0 学时

实践： 0 学时；创新： 0 学时

学分 2学分 开课学期 第 4 学期

前导课程 俄语语法（Ⅰ）

后续课程

一、课程目标

本课程能够使学生达成如下目标：

4. 掌握基本的俄语句法知识，掌握俄语简单句和复合句的基本结构和句法规则。

（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2.2-1）

5. 能够通过分析句法结构理解话语和语篇中的语句意义，对比较复杂的句法现

象具有一定的分析、归纳和解释的能力。（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2.3-1）

6. 能够在言语中熟练运用所学的句法知识，能够根据不同场合、不同体裁使用

恰当的句法结构表达思想和情感。（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2.6-2；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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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课程与专业毕业要求的支撑关系

课程目标与专业毕业要求的支撑关系：

专业毕业要求 专业毕业要求指标点
课程目标

1 2 3

2.2系统地掌握俄语专业知识，能够

理解俄语文学作品的内容和主题思

想，欣赏文学作品的特点、风格和语

言艺术，熟悉中国语言文化知识，了

解人文社会科学基础知识。

2.2-1 系统地掌握俄语语音、

词汇、语法、篇章和修辞等语

言知识，了解语言研究的基础

理论和方法，能够对语言现象

进行分析与解释；

√

2.3具有对俄语语言的敏感度和逻辑

辨析能力，能够对语言现象、背景、

概念等要素进行合理分析、评价、解

读，对多样化的语言现象敢于提出自

己的质疑和见解；具有运用思辨能力

自觉反思和调节自己思维过程、行为

方式以及自觉改进的能力。

2.3-1 具有对俄语语言的敏感

度和逻辑辨析能力，能够对语

言现象、背景、概念等要素进

行合理分析、评价、解读，对

多样化的语言现象敢于提出

自己的质疑和见解

√

2.6能够理解俄语口语和书面语传递

的信息，能够准确得体地运用俄语表

达思想和情感，能够借助语言工具和

相关资源进行俄汉互译，能够对语言

现象进行分析与解释，具有一定的第

二外语应用能力。

2.6-2 能够用俄语口头表达

思想和情感

√

2.6-3 能够理解俄语书面语

传递的信息 √

课程对专业毕业要求的支撑度：

专业毕业要求
指标点

2.2-1

指标点

2.3-1

指标点

2.6-2

指标点

2.6-3

俄语语法（Ⅱ） H M M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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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课程学时分配与教学内容

课程学时分配：

课程内容 支撑的课程目标 理论学时 实践学时

第一章 课程目标 1，2，3 6 0

第二章 课程目标 1，2，3 6 0

第三章 课程目标 1，2，3 4 0

第四章 课程目标 1，2，3 2 0

第五章 课程目标 1，2，3 4 0

第六章 课程目标 1，2，3 4 0

第七章 课程目标 1，2，3 2 0

第八章 课程目标 1，2，3 2 0

第九章 课程目标 1，2，3 2 0

第十章 课程目标 1，2，3 2 0

第十一章 课程目标 1，2，3 2 0

总学时 36 0

课程教学内容：

第一章 简单句

教学内容：

1．简单句的类型

2．句子的主要成分及其表示法

3．句子的次要成分及其表示法

4. 谓语与主语的一致关系

教学要求:

1. 掌握简单句的类型，理解句子的交际功能

2. 熟练掌握句子的主要成分和次要成分的表示法

3. 掌握谓语和主语一致关系的规则

重点难点：

本课教学重点：俄语句子主语和谓语的类型及表达法

本课教学难点：谓语的类型及表达法



432

学时分配：

1．简单句的类型 1学时

2．句子的主要成分及其表示法 2学时

3．句子的次要成分及其表示法 2学时

4. 谓语与主语的一致关系 1学时

第二章 单部句

教学内容：

1．单部句的类型

2．不定人称句

3．泛指人称句

4. 无人称句

5. 不定式句

教学要求:

1. 了解俄语单部句的类型

2. 熟练掌握各种类型单部句的使用特点

重点难点：

本课教学重点：俄语中的不定人称句、泛指人称句和无人称句

本课教学难点：俄语中的无人称句

学时分配：

1．单部句的类型 1学时

2．不定人称句 1学时

3．泛指人称句 1学时

4. 无人称句 2学时

5. 不定式句 1学时

第三章 并列复合句

教学内容：

1．俄语并列复合句的类型

2．带联合连接词的并列复合句

3．带对别连接词的并列复合句

4. 带区分连接词的并列复合句

教学要求:

1. 掌握俄语并列复合句的类型

2. 能够根据语句之间的逻辑联系，使用正确的连接词

3. 能理解和使用并列复合句的基本结构

重点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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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教学重点：俄语并列复合句分句之间关系的区别

本课教学难点：各种并列关系的连接词的区别

学时分配：

1. 俄语并列复合句的类型 1学时

2．带联合连接词的并列复合句 1学时

3．带对别连接词的并列复合句 1学时

4. 带区分连接词的并列复合句 1学时

第四章 主从复合句

教学内容：

1．俄语主从复合句概述

2．俄语主从复合句中的指示词、连接词和联系用语

教学要求:

1. 掌握主从连接词和联系用语的区别

2. 掌握主从复合句中指示词的用法

3. 了解主从复合句的主要类型和结构-语义特点

重点难点：

本课教学重点：主从复合句的结构特点

本课教学难点：连接词和联系用语的区分

学时分配：

1．俄语主从复合句概述 1学时

2．俄语主从复合句中的指示词、连接词和联系用语 1学时

第五章 限定从属句

教学内容：

1．名词限定从属句

2．代词限定从属句

教学要求:

1. 掌握名词限定从属句和代词限定从属句的用法

2. 掌握限定从属句联系用语的区别

重点难点：

本课教学重点：名词限定从属句和代词限定从属句的用法

本课教学难点：限定从属句联系用语的区别

学时分配：

1．名词限定从属句 2学时

2．代词限定从属句 2学时

第六章 说明从属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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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内容：

1．带连接词的说明从属句的用法

2．带联系用语的说明从属的用法

3．说明从属句中指示词的用法

教学要求:

1. 掌握说明从属句的连接词、联系用语的区别

2. 掌握说明从属句中指示词的用法

重点难点：

本课教学重点：说明从属句的连接词、联系用语的区别

本课教学难点：说明从属句中指示词的用法

学时分配：

1. 带连接词和联系用语的说明从属句的用法 2学时

2．说明从属句中指示词的用法 2学时

第七章 时间从属句和地点从属句

教学内容：

1．俄语时间从属句的类型和用法

2．俄语地点从属句的类型和用法

教学要求:

1. 掌握俄语时间从属句的用法

2. 掌握俄语地点从属句的用法

重点难点：

本课教学重点：俄语时间从属句和地点从属句的用法

本课教学难点：俄语时间从属句连接词的使用

学时分配：

1．俄语时间从属句的类型和用法 1学时

2．俄语地点从属句的类型和用法 1学时

第八章 原因从属句和结果从属句

教学内容：

1．俄语原因从属句的连接词的用法

2．俄语结果从属句

教学要求:

1. 掌握俄语原因从属句的连接词的意义区别

2. 掌握俄语结果从属句的用法

重点难点：

本课教学重点：俄语原因从属句的连接词的意义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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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教学难点：俄语原因从属句的连接词的意义区别

学时分配：

1．俄语原因从属句的连接词的用法 1学时

2．俄语结果从属句 1学时

第九章 条件从属句和目的从属句

教学内容：

1．俄语条件从属句

2．俄语目的从属句

教学要求:

1. 掌握条件从属句连接词的用法

2. 掌握目的从属句连接词的用法

重点难点：

本课教学重点：俄语条件从属句和目的从属句连接词的用法

本课教学难点：现实条件从属句和虚拟条件从属句的区别

学时分配：

1．俄语条件从属句 1学时

2．俄语目的从属句 1学时

第十章 让步从属句

教学内容：

1．俄语一般让步从属句

2．俄语概括让步从属句

教学要求:

1. 掌握俄语一般让步从属句连接词的用法

2. 俄语概括让步从属句的使用特点

重点难点：

本课教学重点：俄语让步从属句的意义和用法

本课教学难点：俄语概括让步从属句的意义和连接词的使用

学时分配：

1．俄语一般让步从属句 1学时

2．俄语概括让步从属句 1学时

第十一章 行为方式、程度从属句和接续从属句

教学内容：

1．俄语行为方式、程度从属句的用法

2．俄语接续从属句的用法

教学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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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掌握俄语行为方式、程度从属句的用法

2. 掌握俄语接续从属句的用法

重点难点：

本课教学重点：俄语行为方式、程度从属句和接续从属句的用法

本课教学难点：俄语行为方式、程度从属句的连接词的区别、接续从属句和说明

从属句的区别

学时分配：

1．俄语行为方式、程度从属句的用法 1学时

2．俄语接续从属句的用法 1学时

四、课程教学方法

本课程使用的教学方法主要包括：基于问题式教学、探究式教学、任务型

教学法、案例教学法、研讨式教学、归纳法教学及演绎法教学。

五、课程教学评价

评价

方式

占期末总

评比例
评价目的及计分方式

课程目标

1 2 3

期中

考试
40%

（1）结合教学进度安排期中考试，考查学

生对相关知识的掌握程度；

（2）期中考试为闭卷笔试形式, 成绩以百

分计，乘以 40%计入课程总评成绩。

√ √

期末

考试
60%

考核学生整个学期所学的语言知识点的掌

握和运用能力，期末考试为闭卷笔试形式,

考试题型为：填空题、选择题、改错题、造

句等。卷面成绩 100分，以卷面成绩乘以

60%计入课程总评成绩。

√ √ √

合计：100分

六、考核评价标准

参见文末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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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推荐阅读

1.参考教材：

（1）张会森，最新俄语语法[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2）黄颖，新编俄语语法[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8.

2.参考资源：

高等学校俄语专业教学大纲[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2.

大纲修订人： 赵洁 修订日期：

大纲审定人： 审定日期：

主管院长：

院教指委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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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俄语语法（Ⅱ）》考核评价标准

课程目标

评分标准

90-100 80-89 70-79 60-69 0-59
优 良 中 及格 不及格

掌握基本的俄语句法
知识，掌握俄语简单句
和复合句的基本结构
和句法规则。（支撑毕
业要求指标点 2.2-1）

很好地掌握基本的
俄语句法知识，掌握
俄语简单句和复合
句的基本结构和句
法规则。

较好地掌握基本的
俄语句法知识，掌握
俄语简单句和复合
句的基本结构和句
法规则。

基本掌握基本的俄
语句法知识，掌握俄
语简单句和复合句
的基本结构和句法
规则。

部分掌握基本的俄
语句法知识，部分掌
握俄语简单句和复
合句的基本结构和
句法规则。

没有掌握基本的俄
语句法知识，没有掌
握俄语简单句和复
合句的基本结构和
句法规则。

能够通过分析句法结
构理解话语和语篇中
的语句意义，对比较复
杂的句法现象具有一
定的分析、归纳和解释
的能力。（支撑毕业要
求指标点 2.3-1）

能够通过分析句法
结构准确理解话语
和语篇中的语句意
义，对比较复杂的句
法现象具有良好的
分析、归纳和解释的
能力。

能够通过分析句法
结构比较准确地理
解话语和语篇中的
语句意义，对比较复
杂的句法现象具有
较好的分析、归纳和
解释的能力。

能够通过分析句法
结构基本理解话语
和语篇中的语句意
义，对比较复杂的句
法现象具有一定的
分析、归纳和解释的
能力。

能够通过分析句法
结构部分理解话语
和语篇中的语句意
义，对比较复杂的句
法现象具有部分分
析、归纳和解释的能
力。

不能通过分析句法
结构理解话语和语
篇中的语句意义，对
比较复杂的句法现
象没有分析、归纳和
解释的能力。

能够在言语中熟练运
用所学的句法知识，能
够根据不同场合、不同
体裁使用恰当的句法
结构表达思想和情感。
（支撑毕业要求指标
点 2.6-2；2.6-3）

能够在言语中熟练
运用所学的句法知
识，能够根据不同场
合、不同体裁使用恰
当的句法结构表达
思想和情感。

能够在言语中比较
熟练地运用所学的
句法知识，能够根据
不同场合、不同体裁
使用比较恰当的句
法结构表达思想和
情感。

基本能够在言语中
运用所学的句法知
识，基本能够根据不
同场合、不同体裁使
用恰当的句法结构
表达思想和情感。

能够在言语中运用
部分所学的句法知
识，能够根据不同场
合、不同体裁使用部
分的句法结构表达
思想和情感。

不能在言语中运用
所学的句法知识，不
能根据场合、体裁使
用恰当的句法结构
表达思想和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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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语媒体阅读》教学大纲

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 俄语媒体阅读 Russian Media Reading

课程编号 1912008041

课程性质 专业选修课 适用专业 俄语专业

选用教材
安新奎主编，俄语报刊阅读：教学理论与实践，20世纪大学

俄语系列教材，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总学时 36学时

理论学时 36 学时 实践 学时 0学时

翻转、案例、

实践、创新

翻转： 0 学时；案例： 0 学时

实践： 0 学时；创新： 0 学时

学分 2学分 开课 学期 第 5 学期

前导课程 俄语阅读（Ⅲ）

后续课程

一、课程目标

1. 能够通过学习系统掌握俄语的语言基础知识，了解俄语国家文化习俗以

及政治、历史、文学等相关人文社会科学的知识。（支撑毕业要求 2.2-1；2.2-3）

2. 具备快速阅读俄语报刊文章的能力，能够正确理解文章的主要内容和主

题思想。（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2.6-3）

3. 具有良好的思辨能力，能够对俄语语言现象进行分析，能够理解、评论

俄语文章的主题思想。（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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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课程目标与毕业要求的支撑关系

专业毕业要求 专业毕业要求指标点
课程目标

1 2 3

2.2 系统地掌握俄语专业知识，能够理

解俄语文学作品的内容和主题思想，欣

赏文学作品的特点、风格和语言艺术，

熟悉中国语言文化知识，了解人文社会

科学基础知识。

2.2-1系统地掌握俄语语音、

词汇、语法、篇章和修辞等

语言知识，了解语言研究的

基础理论和方法，能够对语

言现象进行分析与解释

√ √

2.2-3熟悉俄语国家历史、政

治、社会文化等知识，了解

区域国别研究的基本方法

√

2.3 具有对俄语语言的敏感度和逻辑辨

析能力，能够对语言现象、背景、概念

等要素进行合理分析、评价、解读，对

多样化的语言现象敢于提出自己的质

疑和见解；具有运用思辨能力自觉反思

和调节自己思维过程、行为方式以及自

觉改进的能力。

2.3-1 具有对俄语语言的敏

感度和逻辑辨析能力，能够

对语言现象、背景、概念等

要素进行合理分析、评价、

解读，对多样化的语言现象

敢于提出自己的质疑和见解

√ √

2.6 能够理解俄语口语和书面语传递的

信息，能够准确得体地运用俄语表达思

想和情感，能够借助语言工具和相关资

源进行俄汉互译，能够对语言现象进行

分析与解释，具有一定的第二外语应用

能力。

2.6-3 能够理解俄语书面语

传递的信息

√

本课程对毕业要求的支撑度：

专业毕业要求 指标点 2.2-1 指标点 2.2-3 指标点 2.2-5 指标点 2.6-3

俄语媒体阅读 M M M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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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课程学时分配与教学内容

课程内容 支撑的课程目标 理论学时 实践学时

第一单元 课程目标 1，2，3 9 0

第二单元 课程目标 1，2, 3 9 0

第三单元 课程目标 1，2，3 9 0

第四单元 课程目标 1，2，3 9 0

总学时 36 0

课程教学内容

第一课单元

教学内容：

Урок 1 Российский спецназ,которого должна бояться НАТО

Урок 2 Китайская мечта в моем сердце

Урок 3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герб РФ

Урок 4 Культура каникул

Урок 5 Подводные лодки класса Akula

Урок 6 Как вырастить своего ребенка гением

Урок 7 Русская кухня

Урок 8 Города России

Урок 9 контрольная работа

教学重点:

1. 在阅读语言简单的有关社会生活的媒体文章时，能理解其中的修辞手法。

2. 在阅读语言简单的描写人物心理的媒体文章时，能理解人物的性格特征

或情感变化。

3. 在阅读语言和情节简单的访谈类文章时，能理解主要内容。

4. 在阅读语言简单、有关社会生活的媒体时，能推断作者的写作意图。

教学难点：

1. 了解报刊的语体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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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认识报刊语言的表现力。

3. 掌握报刊语言的修辞手法。

4. 通过关键词或主题句帮助理解文章的主要内容。

学时分配：9学时

第二单元

教学内容：

Урок 10 Россияне бояться наркотиков в 4 раза сильнее, чем террористов

Урок 11 Зенитно-ракетный комплекс С-400

Урок 12 Деньги под ногами

Урок 13 Радость общения

Урок 14 Дипломатия по рецептам Чжуге Ляна и Дэн Сяопина

Урок 15 Продажа эмоции

Урок 16 Совместная трапеза как важный элемент человеческой жизни

Урок 17 Русские и водки

Урок 18 контрольная работа

教学重点:

1. 掌握媒体文章中语言的程式化表达方式。

2. 新词新义在媒体文章中的使用。

3. 掌握媒体文章中词汇、词法及句法的特征。

教学难点：

1. 通过浏览文章，了解文章长度及结构等特点，帮助规划阅读过程。

2. 阅读结束后，能通过回顾弥补阅读理解中的不足。

3. 通过比较、对比等方法分析文章的主要观点，帮助理解。

4. 利用略读、寻读、跳读等不同的阅读技巧，找出文章中的重要信息。

学时分配：9学时

第三单元

教学内容：

Урок19 Джеки Чан:Отец чуть не продал меня

Урок 20 Влияние музыки на человека

Урок 21 Нелегальная миграция в Р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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Урок 22 Повлияет ли BRICS на мировой мир

Урок 23 Китайская кухня:и рыба, и мясо-но попробуй и угадай, что рыба, а что

мясо

Урок 24 контрольная работа

Урок 25 Служебный романы неизбежны. С этим надо смириться

Урок 26 Нужна ли ложь в отношениях

Урок 27 контрольная работа

教学重点:

1. 媒体文章标题中的写作方式及功能特点。

2. 在读语言较复杂的人物轶事时，能概括出人物特点。

3. 在读语言和情节较复杂的历史故事时，能概括故事发展脉络。

4. 在读语言较复杂的有关日常生活的短文时，能理解作者隐含的观点和态度。

5. 在读语言较复杂的故事时，能理解其中的比喻、拟人等常见修辞手法。

教学难点：

1. 通过分析文章的写作手法，如对比与对照等，帮助理解。

2. 在阅读结束后，能通过提炼主题词，检查自己对文章的理解程度。

3. 能利用阅读材料中提供的定义、举例、重复、同义词、反义词等信息，猜测

生词词义。

4. 遇到生词时，能根据词汇的语法功能，如主、谓、宾等推测词性或词义。

学时分配：9学时

第四单元

教学内容：

Урок28 Российско-китайское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е является стабилизирующим

фактором в современных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отношениях

Урок 29 Китайскме мужья и российские жены:созданы друг для друга

Урок 30 Российская федерация-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ое федеративное правовое

государство

Урок 31 Китайская мечта воплощает в себе интересы и ценности всего

китайского народа

Урок 32 Экспресс-образование:быстро и эффективн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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Урок 33 Чего бояться люди в социальных сетях

Урок 34 Как преодолеть зимнюю апатию

Урок 35 Онлайн-шопинг-плюсы и минусы

Урок 36 контрольная работа

教学重点:

1. 了解媒体文章程式化语言特点，加快阅读速度。

2. 在读同一主题、不同观点的议论文时，能对不同观点进行比较和分析。

3. 在读有关社会现象或热点话题的评论性文章时，能理解全文的主题思想。

4. 在读语言复杂的文化类作品时，能总结作品中文化的典型特征。

5. 在阅读过程中，能够实现信息的快速传递，加强学生的交际理解能力。

教学难点：

1. 根据已读内容预测下文。

2. 通过关注阅读材料中的重复信息，判断内容的重点。

3. 能通过查阅书籍文献，了解阅读材料中的背景知识。

4. 能通过分析阅读材料的选词、修辞方式等，分析作者态度。

5. 能通过辨析词语在特定语境下的含义，理解材料的内容。

学时分配：9学时

四、课程教学方法

本课程采用传统授课、启发问答式、讨论式教学、小组合作学习、课外阅读

等方法进行教学，充分、合理地利用多媒体、网络等现代化教学手段辅助俄语教

学，提高俄语教学质量，同时对学生进行线上线下辅导，为学生答疑解惑。

五、教学评价

评价

方式
分值 评价内容

课程目标

1 2 3

期中

考试
40%

1.结合教学进度安排期中考试，考查学生对相关知识

的掌握程度和阅读理解能力；

2. 以闭卷笔试形式进行，期中考试成绩以百分计，

乘以其在总评成绩中所占的比例计入总评成绩。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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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末

考试
60%

1.主要考核学生整个学期所学文章语言知识点的掌

握和阅读能力，考试题型为：填空题、选择题、判

断题、翻译题等。

2.以闭卷笔试形式进行，卷面成绩 100分，以卷面成

绩乘以 60%计入课程总评成绩。

√ √ √

合计：100分

六、考核评价标准

参见文末附件

七、推荐阅读

1.参考教材

史铁强.《大学俄语泛读教程》[M].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2.

2.参考资源

(1) 高等学校俄语专业教学大纲[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2.

(2) 李向东.俄罗斯文化阅读 [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3) 王加兴.俄语阅读教程（4）[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9.

大纲修订人：葛新蓉 修订日期：

大纲审定人： 审定日期：

主管院长：

院教指委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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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俄语媒体阅读》考核评价标准

课程目标

评分标准

90-100 80-89 70-79 60-69 0-59

优 良 中 及格 不及格

能够通过学习系统掌握

俄语的语言基础知识，了

解俄语国家文化习俗以

及政治、历史、文学等相

关人文社会科学的知识。

（支撑毕业要求 2.2-1；

2.2-3）

非常全面地掌握掌握

俄语的语言基础知识,

非常了解俄语国家文

化习俗以及政治、历

史、文学等相关人文社

会科学的知识。

全面地掌握掌握俄语

的语言基础知识, 了解

俄语国家文化习俗以

及政治、历史、文学等

相关人文社会科学的

知识。

比较全面地掌握掌握

俄语的语言基础知识,

比较了解俄语国家文

化习俗以及政治、历

史、文学等相关人文社

会科学的知识。

基本全面地掌握掌握

俄语的语言基础知识,

基本了解俄语国家文

化习俗以及政治、历

史、文学等相关人文社

会科学的知识。

不掌握掌握俄语的语言

基础知识, 不了解俄语

国家文化习俗以及政

治、历史、文学等相关

人文社会科学的知识。

具备快速阅读俄语报刊

文章的能力，能够正确理

解文章的主要内容和主

题思想。（支撑毕业要求

指标点 2.6-3）

具备快速阅读俄语报

刊文章的能力，能够正

确地理解文章的主要

内容和主题思想。

具备快速阅读俄语报

刊文章的能力，能够较

好地理解文章的主要

内容和主题思想。

具备快速阅读俄语报

刊文章的能力，能够基

本理解文章的主要内

容和主题思想。

具备阅读俄语报刊文

章的能力，能够部分理

解文章的主要内容和

主题思想。

不具备快速阅读俄语报

刊文章的能力，不能正

确理解文章的主要内容

和主题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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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良好的思辨能力，能

够对俄语语言现象进行

分析，能够理解、评论俄

语文章的主题思想。（支

撑毕业要求 2.6-1）

具有很好的思辨能力，

能够对俄语语言现象

进行分析，能够理解、

评论俄语文章的主题

思想。

具有良好的思辨能力，

能够对俄语语言现象

进行分析，能够理解、

评论俄语文章的主题

思想。

具有较好的思辨能力，

能够对俄语语言现象

进行分析，能够理解、

评论俄语文章的主题

思想。

具有基本的思辨能力，

能够对俄语语言现象

进行分析，能够理解、

评论俄语文章的主题

思想。

不具有思辨能力，能够

对俄语语言现象进行分

析，能够理解、评论俄

语文章的主题思想。



448

《经贸俄语》教学大纲

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 经贸俄语 Busniess Russian

课程编号 1412008075

课程性质 专业选修课
适用专

业
俄语专业

选用教材 孙淑芳.经贸俄语.第 1版.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0.

总学时 36学时

理论学时 36 学时 实践学时 0 学时

翻转、案例、

实践、创新

翻转： 0 学时；案例： 0 学时

实践： 0 学时；创新： 0 学时

学分 2学分 开课学期 第 6 学期

前导课程

后续课程

一、课程目标

本课程能够使学生达成如下目标：

1. 能够理解俄语经贸领域内口语和书面语传递的信息，能够准确得体地运用俄

语表达思想。（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2.6-1；2.6-2；2.6-3）

2. 能够借助语言工具和相关资源对经贸文本进行俄汉互译，能够对语言现象进

行分析与解释。（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2.6-5 ）

3. 具有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的能力，掌握基本的跨文化理论知识和分析方法，

能帮助具有中俄文化背景的人士进行有效的跨文化沟通。（支撑毕业要求指标

点 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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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课程目标与毕业要求的支撑关系

专业毕业要求 专业毕业要求指标点
课程目标

1 2 3

2.6 能够理解俄语口语和书面语

传递的信息，能够准确得体地运

用俄语表达思想和情感，能够借

助语言工具和相关资源进行俄汉

互译，能够对语言现象进行分析

与解释，具有一定的第二外语应

用能力。

2.6-1 能够听懂一般话题的俄

语口头表达及新闻报道、影视

作品等

√

2.6-2 能够用俄语口头表达思

想和情感
√

2.6-3 能够理解俄语书面语传

递的信息
√

2.6-5 能够运用翻译理论和方

法进行俄汉口笔译工作
√

2.8 关注国际形势和全球重大问

题，具有世界主要国家和区域的

基本认知，具有开展国际交流与

合作的能力，掌握基本的跨文化

理论知识和分析方法，能帮助具

有中俄文化背景的人士进行有效

的跨文化沟通。

2.8-2 掌握俄语国家和区域的

政治、经济、历史、社会、地

理等文化知识与相关国情知

识。

√

本课程对毕业要求的支撑度：

专业毕业要求
指标点

2.6-1
指标点

2.6-2
指标点

2.6-3
指标点

2.6-5
指标点

2.8-2

经贸俄语 M M H H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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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课程学时分配与教学内容

课程内容 支撑的课程目标 理论学时 实践学时

第一单元 课程目标 1， 2， 3 8 0

第二单元 课程目标 1， 2， 3 8 0
第三单元 课程目标 1， 2， 3 10 0
第四单元 课程目标 1， 2， 3 10 0

总学时 36 0

课程教学内容

第一单元

教学内容：

УРОК 1 ОБРАЩЕНИЕ ПРИВЕТСТВИЕ

УРОК 2 ВСТРЕЧА ПРОВОДЫ

УРОК 3 ГОСТИНИЦА

УРОК 4 БАНКЕТ

УРОК 5 ВИЗИТНАЯ КАРТОЧКА

УРОК 6 КРАТКИЕ СВЕДЕНИЯ

УРОК 7 ТЕЛЕФОННЫЙ РАЗГОВОР

教学要求：

1. 掌握本课积极词汇、常用结构及术语。

2. 了解相关国情知识。

重点难点：

本单元教学重点：

1. 掌握称呼和问候时常用的词组和短语。

2. 熟悉俄罗斯人名的组成及基本用法。

3. 祝福语。

4. 掌握迎接和送行时常用的词组和短语。

5. 交通工具的票的表达法。

6. 掌握宾馆业务中常用的短语和词组。



451

7. 宾馆名称的翻译。

8. 掌握迎宾宴请和告别宴请时常用的词组和短语。

9. 各类饮食的说法。

本单元教学难点：

1. 俄罗斯人的餐桌礼仪。

2. Обед和банкет，Кухня和блюдо 之间的区别及短语。

3. 掌握名片的格式和写法。

4. 公司地址的翻译。

5. 掌握机构简介的写法。

6. 打电话的固定句式，打电话时的礼仪。

7. Билет 用法。

学时分配：8学时

第二单元

教学内容：

УРОК 8 ВЫСТАВКА

УРОК 9 ПОСЕЩЕНИЕ ПРЕДПРИЯТИЯ

УРОК 10 ПРЕЗЕНТАЦИЯ ПРОДУКЦИИ

УРОК 11 РЕКЛАМА

УРОК 12 ТАМОЖНЯ

教学要求：

1. 掌握本课积极词汇、常用结构及术语。

2. 了解相关国情知识。

重点难点：

本单元教学重点：

1. 掌握关于展览会常用单词和短语。

2. 掌握关于参观企业常用单词和短语。

3. 掌握关于产品介绍常用单词和短语。

4. 掌握关于广告常用单词和短语。

5. 掌握关于海关常用单词和短语。

本单元教学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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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海关申报单的填写。

2. 海关场景下常用句式。

3. 教会学生写俄语广告，以及广告语的使用。

4. 产品介绍常用句式及俄语分类词语。

5. Продукция,продукт用法与区别。

6. 参展展览会常用句式

学时分配：8学时

第三单元

教学内容：

УРОК 13 ДЕЛОВЫЕ ПЕРЕГОВОРЫ

УРОК 14 ЦЕНА

УРОК 15 ВНЕШНЯЯ ТОРГОВЛЯ

УРОК 16 ТЕХНИКО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219)

УРОК 17 ПЛАТЁЖ РАСЧЁТ

УРОК 18 ПОСТАВКА

УРОК 19 ЛОГИСТИКА

教学要求：

1. 掌握本课积极词汇、常用结构及术语。

2. 了解相关国情知识。

重点难点：

本单元教学重点：

1. 熟练掌握各价格条件英俄文使用方法。

2. 熟练掌握各类运输方式的俄语用法。

3. 掌握关于商务谈判常用单词和短语。

4. 掌握关于价格常用单词和短语。

5. 掌握关于对外贸易常用单词和短语。

6. 掌握关于经济技术合作常用单词和短语

7. 掌握关于支付、结算常用单词和短语

本单元教学难点：

1. 支付、结算中涉及到的贸易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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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算的方式和涉及的术语。

3. 经济技术合作谈判中常用的句式。

4. 贸易分类。

5. 数字的反应能力。

6. 实盘，虚盘，发盘等经贸术语的理解和掌握。

7. 商务谈判常用句式。发货条件表示法，英文术语与俄语术语的对译。

8. 俄文交接文件的填写

学时分配：10学时

第四单元

教学内容：

УРОК 20 ПРОТОКОЛ О НАМЕРЕНИЯХ

УРОК 21 СОГЛАШЕНИЕ

УРОК 22 ТОРГОВЫЙ КОНТРАКТ

УРОК 23 ДЕЛОВАЯ ПЕРЕПИСКА(1)

УРОК 24 ДЕЛОВАЯ ПЕРЕПИСКА(2)

教学要求：

1. 掌握本课积极词汇、常用结构及术语。

2. 了解相关国情知识。

重点难点：

本单元教学重点：

1. 掌握意向书样本，熟练掌握意向书的基本文本。

2. 掌握协议书样本，熟练掌握中、俄文协议书文本。

3. 掌握合同及附件样本，熟练掌握合同及附件的基本文本结构。

4. 主要商务信函的格式和公文事务语体的掌握。

5. 了解相关的国情知识

本单元教学难点：

1. 公文语体的句法特点

学时分配：10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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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课程教学方法

本课程采用传统授课、启发问答式、讨论式教学、小组合作学习、课外阅读

等方法进行教学，充分、合理地利用多媒体、网络等现代化教学手段辅助俄语教

学，提高俄语教学质量，同时对学生进行线上线下辅导，为学生答疑解惑。

五、课程教学评价

评价

方式
分值 评价内容

课程目标

1 2 3

期中

考试
40%

1.结合教学进度安排期中考试，考查学生对相关

知识的掌握程度和阅读理解能力；

2.期中考试以闭卷笔试形式进行，成绩以百分计，

乘以其在总评成绩中所占的比例计入总评成绩。

√ √

期末

考试
60%

1.主要考核学生整个学期所学语言知识点的掌握

情况和应用能力，考试题型为：选择题、翻译题、

写作等。

2.期末考试以闭卷笔试形式进行，卷面成绩 100

分，以卷面成绩乘以 60%计入课程总评成绩。

√ √ √

合计：100分

六、考核评价标准

参见文末附件

七、推荐阅读

1.参考教材

孙淑芳主编，经贸俄语[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8.

2.参考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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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高等学校俄语专业教学大纲[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2.

(2)胡谷明编，经贸俄语教程[M].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5.

大纲修订人：葛新蓉 修订日期：

大纲审定人： 审定日期：

主管院长：

院教指委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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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经贸俄语》考核评价标准

课程目标

评分标准

90-100 80-89 70-79 60-69 0-59

优 良 中 及格 不及格

能够理解经贸领域内俄

语口语和书面语传递的

信息，能够准确得体地运

用俄语表达思想。（支撑

毕业要求指标点 2.6-1；

2.6-2；2.6-3）

能够非常全面地理解

经贸领域内俄语口语

和书面语传递的信息，

能够准确得体地运用

俄语表达思想。

能够全面地理解经贸

领域内俄语口语和书

面语传递的信息，能够

准确地运用俄语表达

思想。

能够比较全面地理解

经贸领域内俄语口语

和书面语传递的信息，

能够准确地运用俄语

表达思想。

能够基本理解经贸领

域内俄语口语和书面

语传递的信息，能够运

用俄语表达思想。

不能理解经贸领域内俄

语口语和书面语传递的

信息，不能准确得体地

运用俄语表达思想。

能够借助语言工具和相

关资源进行俄汉互译，能

够对语言现象进行分析

与解释。（支撑毕业要求

指标点 2.6-1；2.6-2 ）

能够借助语言工具和

相关资源很好地进行

俄汉互译，能够对语言

现象进行分析与解释。

能够借助语言工具和

相关资源较好地进行

俄汉互译，能够对语言

现象进行分析与解释。

能够借助语言工具和

相关资源进行基本的

俄汉互译，能够对语言

现象进行分析与解释。

能够借助语言工具和

相关资源进行部分俄

汉互译，能够对语言现

象进行分析与解释。

不能借助语言工具和相

关资源进行俄汉互译，

不能对语言现象进行分

析与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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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开展国际交流与合

作的能力，掌握基本的跨

文化理论知识和分析方

法，能帮助具有中俄文化

背景的人士进行有效的

跨文化沟通。（支撑毕业

要求指标点 2.8-2）

全面掌握基本的跨文

化理论知识和分析方

法，能帮助具有中俄文

化背景的人士进行有

效的跨文化沟通。

比较全面地掌握基本

的跨文化理论知识和

分析方法，能帮助具有

中俄文化背景的人士

进行有效的跨文化沟

通。

掌握基本的跨文化理

论知识和分析方法，能

帮助具有中俄文化背

景的人士进行有效的

跨文化沟通。

部分掌握基本的跨文

化理论知识和分析方

法，能帮助具有中俄文

化背景的人士进行一

定的跨文化沟通。

没有掌握基本的跨文化

理论知识和分析方法，

不能帮助具有中俄文化

背景的人士进行有效的

跨文化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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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语笔译》教学大纲

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 俄语笔译 Russian translation

课程编号 1912008046

课程性质 专业选修课 适用专业 俄语专业

选用教材
黄忠廉，白文昌等. 俄汉双向全译实践教程[M]. 哈尔滨：黑龙江

大学出版社，2010.

总学时 36学时

理论学时 36 学时 实践学时 0 学时

翻转、案

例、实践、

创新

翻转： 0 学时；案例： 0 学时

实践： 0 学时；创新： 0 学时

学分 2 学分 开课学期 第 6 学期

前导课程 俄汉翻译理论与实践

后续课程 俄语口译

一、课程目标

本课程旨在通过翻译知识、翻译窍门、主题知识、比读体悟和课前课后练习

使学生达成如下目标：

1. 了解俄汉笔译实践活动的具体过程，形成正确的翻译观念，培养良好的

翻译习惯，理解翻译的职责和道德规范。（支撑毕业要求 2.2-4）

2. 了解一定的翻译知识和所译文本的主题知识，掌握基本的笔译实践方法

和技巧，进行俄汉笔译工作，能够进行俄汉译本分析，指出其中的优劣。（支撑

毕业要求 2.6-3，2.6-5）

3. 能够根据翻译需要独立搜集、查阅资料，完成翻译任务，做到理解准确，

表达通顺，并能与师生沟通，写翻译日志，不断自我提升。（支撑毕业要求 2.5-1）

4. 了解翻译过程中俄汉两种语言和东西文化之间的异同，能够恰当处理文

化差异，实现有效沟通。（支撑毕业要求 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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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课程目标与毕业要求的支撑关系

课程目标与专业毕业要求的支撑关系：

专业毕业要求 专业毕业要求指标点
课程目标

1 2 3 4

2.2 系统地掌握俄语专业知识，能够理解俄

语文学作品的内容和主题思想，欣赏文学

作品的特点、风格和语言艺术，熟悉中国

语言文化知识，了解人文社会科学基础知

识。

2.2-4掌握俄汉、汉俄

翻译的基本理论，熟

悉从事翻译工作所需

的相关专业知识

√

2.5具有获取、判断、分析并利用信息的能

力，能够恰当应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和工

具解决实际问题。

2.5-1熟练使用常用办

公软件或翻译工具 √

2.6 能够理解俄语口语和书面语传递的信

息，能够准确得体地运用俄语表达思想和

情感，能够借助语言工具和相关资源进行

俄汉互译，能够对语言现象进行分析与解

释，具有一定的第二外语应用能力。

2.6-3能够理解俄语书

面语传递的信息
√

2.6-5能够运用翻译理

论和方法进行俄汉口

笔译工作

√

2.8关注国际形势和全球重大问题，具有世

界主要国家和区域的基本认知，具有开展

国际交流与合作的能力，掌握基本的跨文

化理论知识和分析方法，能帮助具有中俄

文化背景的人士进行有效的跨文化沟通。

2.8-3掌握基本的跨文

化理论知识和分析方

法，能帮助具有中俄

文化背景的人士进行

有效的跨文化沟通

√

课程对专业毕业要求的支撑度：

专业毕业要求
指标点

2.2-4

指标点

2.5-1

指标点

2.6-3

指标点

2.6-5

指标点

2.8-3

俄语笔译 H M M H M



460

三、教学内容与学时分配

课程学时分配：

课程内容 支撑的课程目标 理论学时 实践学时

第一章 课程目标 1，2，3，4 2
第二章 课程目标 1，2，3，4 2
第三章 课程目标 1，2，3，4 2

第四章 课程目标 1，2，3，4 1

第五章 课程目标 1，2，3，4 1

第六章 课程目标 1，2，3，4 2

第七章 课程目标 1，2，3，4 2

第八章 课程目标 1，2，3，4 2

第九章 课程目标 1，2，3，4 2

第十章 课程目标 1，2，3，4 2

第十一章 课程目标 1，2，3，4 2

第十二章 课程目标 1，2，3，4 2

第十三章 课程目标 1，2，3，4 2

第十四章 课程目标 1，2，3，4 2

第十五章 课程目标 1，2，3，4 2

第十六章 课程目标 1，2，3，4 2

第十七章 课程目标 1，2，3，4 2

第十八章 课程目标 1，2，3，4 2

第二十一章 课程目标 1，2，3，4 2

总学时 36

课程教学内容：

第一章：导论

教学内容：

1．课前实践

2．翻译知识 全译

3．翻译窍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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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主题知识

5. 比读体悟

6. 课后练习

教学要求:

1. 掌握本课的翻译知识和翻译窍门

2. 熟练掌握本课主题知识，通过俄汉对比阅读能总结翻译规律

3. 完成课前和课后作业，并能做翻译日志

重点难点：

本章教学重点：主题文本的翻译实践

本章教学难点：主题术语的掌握

学时分配：

1．课前实践讨论、翻译知识、翻译窍门 1学时

2．主题知识、比读体悟、课后练习讨论 1学时

第二章：相识会面交际

教学内容：

1．课前实践

2．翻译知识 全译

3．翻译窍门

4．主题知识

5. 比读体悟

6. 课后练习

教学要求:

1. 掌握本课的翻译知识和翻译窍门

2. 熟练掌握本课主题知识，通过俄汉对比阅读能总结翻译规律

3. 完成课前和课后作业，并能做翻译日志

重点难点：

本章教学重点：主题文本的翻译实践

本章教学难点：主题术语的掌握

学时分配：

1．课前实践讨论、翻译知识、翻译窍门 1学时

2．主题知识、比读体悟、课后练习讨论 1学时

第三章：日常生活

教学内容：

1．课前实践

2．翻译知识 全译



462

3．翻译窍门

4．主题知识

5. 比读体悟

6. 课后练习

教学要求:

1. 掌握本课的翻译知识和翻译窍门

2. 熟练掌握本课主题知识，通过俄汉对比阅读能总结翻译规律

3. 完成课前和课后作业，并能做翻译日志

重点难点：

本章教学重点：主题文本的翻译实践

本章教学难点：主题术语的掌握

学时分配：

1．课前实践讨论、翻译知识、翻译窍门 1学时

2．主题知识、比读体悟、课后练习讨论 1学时

第四章：贸易 1
教学内容：

1．课前实践

2．翻译知识 全译

3．翻译窍门

4．主题知识

5. 比读体悟

6. 课后练习

教学要求:

1. 掌握本课的翻译知识和翻译窍门

2. 熟练掌握本课主题知识，通过俄汉对比阅读能总结翻译规律

3. 完成课前和课后作业，并能做翻译日志

重点难点：

本章教学重点：主题文本的翻译实践

本章教学难点：主题术语的掌握

学时分配：

1．课前实践讨论、翻译知识、翻译窍门 0.5学时

2．主题知识、比读体悟、课后练习讨论 0.5学时

第五章：贸易 2
教学内容：

1．课前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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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翻译知识 全译

3．翻译窍门

4．主题知识

5. 比读体悟

6. 课后练习

教学要求:

1. 掌握本课的翻译知识和翻译窍门

2. 熟练掌握本课主题知识，通过俄汉对比阅读能总结翻译规律

3. 完成课前和课后作业，并能做翻译日志

重点难点：

本章教学重点：主题文本的翻译实践

本章教学难点：主题术语的掌握

学时分配：

1．课前实践讨论、翻译知识、翻译窍门 0.5学时

2．主题知识、比读体悟、课后练习讨论 0.5学时

第六章：广告

教学内容：

1．课前实践

2．翻译知识 全译

3．翻译窍门

4．主题知识

5. 比读体悟

6. 课后练习

教学要求:

1. 掌握本课的翻译知识和翻译窍门

2. 熟练掌握本课主题知识，通过俄汉对比阅读能总结翻译规律

3. 完成课前和课后作业，并能做翻译日志

重点难点：

本章教学重点：主题文本的翻译实践

本章教学难点：主题术语的掌握

学时分配：

1．课前实践讨论、翻译知识、翻译窍门 1学时

2．主题知识、比读体悟、课后练习讨论 1学时

第七章：企事业单位

教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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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课前实践

2．翻译知识 全译

3．翻译窍门

4．主题知识

5. 比读体悟

6. 课后练习

教学要求:

1. 掌握本课的翻译知识和翻译窍门

2. 熟练掌握本课主题知识，通过俄汉对比阅读能总结翻译规律

3. 完成课前和课后作业，并能做翻译日志

重点难点：

本章教学重点：主题文本的翻译实践

本章教学难点：主题术语的掌握

学时分配：

1．课前实践讨论、翻译知识、翻译窍门 1学时

2．主题知识、比读体悟、课后练习讨论 1学时

第八章：工业与农业

教学内容：

1．课前实践

2．翻译知识 全译

3．翻译窍门

4．主题知识

5. 比读体悟

6. 课后练习

教学要求:

1. 掌握本课的翻译知识和翻译窍门

2. 熟练掌握本课主题知识，通过俄汉对比阅读能总结翻译规律

3. 完成课前和课后作业，并能做翻译日志

重点难点：

本章教学重点：主题文本的翻译实践

本章教学难点：主题术语的掌握

学时分配：

1．课前实践讨论、翻译知识、翻译窍门 1学时

2．主题知识、比读体悟、课后练习讨论 1学时

第九章：科学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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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内容：

1．课前实践

2．翻译知识 全译

3．翻译窍门

4．主题知识

5. 比读体悟

6. 课后练习

教学要求:

1. 掌握本课的翻译知识和翻译窍门

2. 熟练掌握本课主题知识，通过俄汉对比阅读能总结翻译规律

3. 完成课前和课后作业，并能做翻译日志

重点难点：

本章教学重点：主题文本的翻译实践

本章教学难点：主题术语的掌握

学时分配：

1．课前实践讨论、翻译知识、翻译窍门 1学时

2．主题知识、比读体悟、课后练习讨论 1学时

第十章：旅游

教学内容：

1．课前实践

2．翻译知识 全译

3．翻译窍门

4．主题知识

5. 比读体悟

6. 课后练习

教学要求:

1. 掌握本课的翻译知识和翻译窍门

2. 熟练掌握本课主题知识，通过俄汉对比阅读能总结翻译规律

3. 完成课前和课后作业，并能做翻译日志

重点难点：

本章教学重点：主题文本的翻译实践

本章教学难点：主题术语的掌握

学时分配：

1．课前实践讨论、翻译知识、翻译窍门 1学时

2．主题知识、比读体悟、课后练习讨论 1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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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经济与改革

教学内容：

1．课前实践

2．翻译知识 全译

3．翻译窍门

4．主题知识

5. 比读体悟

6. 课后练习

教学要求:

1. 掌握本课的翻译知识和翻译窍门

2. 熟练掌握本课主题知识，通过俄汉对比阅读能总结翻译规律

3. 完成课前和课后作业，并能做翻译日志

重点难点：

本章教学重点：主题文本的翻译实践

本章教学难点：主题术语的掌握

学时分配：

1．课前实践讨论、翻译知识、翻译窍门 1学时

2．主题知识、比读体悟、课后练习讨论 1学时

第十二章 通信与交通

教学内容：

1．课前实践

2．翻译知识 全译

3．翻译窍门

4．主题知识

5. 比读体悟

6. 课后练习

教学要求:

1. 掌握本课的翻译知识和翻译窍门

2. 熟练掌握本课主题知识，通过俄汉对比阅读能总结翻译规律

3. 完成课前和课后作业，并能做翻译日志

重点难点：

本章教学重点：主题文本的翻译实践

本章教学难点：主题术语的掌握

学时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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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课前实践讨论、翻译知识、翻译窍门 1学时

2．主题知识、比读体悟、课后练习讨论 1学时

第十三章 政治与国际关系

教学内容：

1．课前实践

2．翻译知识 全译

3．翻译窍门

4．主题知识

5. 比读体悟

6. 课后练习

教学要求:

1. 掌握本课的翻译知识和翻译窍门

2. 熟练掌握本课主题知识，通过俄汉对比阅读能总结翻译规律

3. 完成课前和课后作业，并能做翻译日志

重点难点：

本章教学重点：主题文本的翻译实践

本章教学难点：主题术语的掌握

学时分配：

1．课前实践讨论、翻译知识、翻译窍门 1学时

2．主题知识、比读体悟、课后练习讨论 1学时

第十四章 医疗卫生

教学内容：

1．课前实践

2．翻译知识 全译

3．翻译窍门

4．主题知识

5. 比读体悟

6. 课后练习

教学要求:

1. 掌握本课的翻译知识和翻译窍门

2. 熟练掌握本课主题知识，通过俄汉对比阅读能总结翻译规律

3. 完成课前和课后作业，并能做翻译日志

重点难点：

本章教学重点：主题文本的翻译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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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教学难点：主题术语的掌握

学时分配：

1．课前实践讨论、翻译知识、翻译窍门 1学时

2．主题知识、比读体悟、课后练习讨论 1学时

第十五章 教育

教学内容：

1．课前实践

2．翻译知识 全译

3．翻译窍门

4．主题知识

5. 比读体悟

6. 课后练习

教学要求:

1. 掌握本课的翻译知识和翻译窍门

2. 熟练掌握本课主题知识，通过俄汉对比阅读能总结翻译规律

3. 完成课前和课后作业，并能做翻译日志

重点难点：

本章教学重点：主题文本的翻译实践

本章教学难点：主题术语的掌握

学时分配：

1．课前实践讨论、翻译知识、翻译窍门 1学时

2．主题知识、比读体悟、课后练习讨论 1学时

第十六章 法律

教学内容：

1．课前实践

2．翻译知识 全译

3．翻译窍门

4．主题知识

5. 比读体悟

6. 课后练习

教学要求:

1. 掌握本课的翻译知识和翻译窍门

2. 熟练掌握本课主题知识，通过俄汉对比阅读能总结翻译规律

3. 完成课前和课后作业，并能做翻译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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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难点：

本章教学重点：主题文本的翻译实践

本章教学难点：主题术语的掌握

学时分配：

1．课前实践讨论、翻译知识、翻译窍门 1学时

2．主题知识、比读体悟、课后练习讨论 1学时

第十七章 文化

教学内容：

1．课前实践

2．翻译知识 全译

3．翻译窍门

4．主题知识

5. 比读体悟

6. 课后练习

教学要求:

1. 掌握本课的翻译知识和翻译窍门

2. 熟练掌握本课主题知识，通过俄汉对比阅读能总结翻译规律

3. 完成课前和课后作业，并能做翻译日志

重点难点：

本章教学重点：主题文本的翻译实践

本章教学难点：主题术语的掌握

学时分配：

1．课前实践讨论、翻译知识、翻译窍门 1学时

2．主题知识、比读体悟、课后练习讨论 1学时

第十八章 艺术

教学内容：

1．课前实践

2．翻译知识 全译

3．翻译窍门

4．主题知识

5. 比读体悟

6. 课后练习

教学要求:

1. 掌握本课的翻译知识和翻译窍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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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熟练掌握本课主题知识，通过俄汉对比阅读能总结翻译规律

3. 完成课前和课后作业，并能做翻译日志

重点难点：

本章教学重点：主题文本的翻译实践

本章教学难点：主题术语的掌握

学时分配：

1．课前实践讨论、翻译知识、翻译窍门 1学时

2．主题知识、比读体悟、课后练习讨论 1学时

第二十一章 文学

教学内容：

1．课前实践

2．翻译知识 全译

3．翻译窍门

4．主题知识

5. 比读体悟

6. 课后练习

教学要求:

1. 掌握本课的翻译知识和翻译窍门

2. 熟练掌握本课主题知识，通过俄汉对比阅读能总结翻译规律

3. 完成课前和课后作业，并能做翻译日志

重点难点：

本章教学重点：主题文本的翻译实践

本章教学难点：主题术语的掌握

学时分配：

1．课前实践讨论、翻译知识、翻译窍门 1学时

2．主题知识、比读体悟、课后练习讨论 1学时

四、课程教学方法

本课程将通过任务型教学法、体裁教学法、案例教学法、研讨式教学、体验

式教学、归纳法教学、演绎法教学、语料库辅助等方式进行教学。

本课程讲授与课堂讨论相结合，充分、合理地利用多媒体、网络等现代化教

学手段辅助俄汉翻译教学，介绍翻译基本知识、翻译文本主题知识，结合典型范

例分析、讲解翻译基本方法，鼓励学生参与俄汉文本的比读体悟，探讨翻译作业

的得失，在讲练结合中提高学生的语言能力和翻译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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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课程教学评价

评价

方式

占期末总

评比例
评价目的及计分方式

课程目标

1 2 3 4

作业 20%
（1）主要考核学生对每章节知识点的复习、

理解和掌握程度；

（2）作业按 20分制评分。

√ √

大作

业
20%

（1）主要考核学生对某个或某几个知识点的

综合运用能力，考查学生分析问题能力；

（2）作业按 20分制评分。

√ √ √ √

期末

考试
60%

（1）主要考核学生整个学期所学的翻译知识

点、翻译方法的掌握和运用能力，考试题型

为：判断题、选择题、术语翻译题、句子翻

译题和语篇翻译题等。

（2）卷面成绩 100分，以卷面成绩乘以其在

总评成绩中所占的比例计入课程总评成绩。

√ √ √ √

合计：100分

六、考核评价标准

参见文末附件

七、推荐阅读

1 参考教材

黄忠廉，白文昌等. 俄汉双向全译实践教程[M]. 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

2010.

2 参考资源

（1）从亚平. 俄汉翻译教程.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12.2.

（2）关秀娟. 《商务俄语专业翻译教程》. 黑龙江大学出版社. 2009.6.

大纲修订人：关秀娟 修订日期：

大纲审定人： 审定日期：

主管院长：

院教指委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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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俄语笔译》考核评价标准

课程目标

评分标准

90-100 80-89 70-79 60-69 0-59
优 良 中 及格 不及格

1了解俄汉笔译实践活动的具

体过程，形成正确的翻译观

念，培养良好的翻译习惯，理

解翻译的职责和道德规范。

（支撑毕业要求 2.2-4）

非常熟悉俄汉口译与笔

译实践活动的具体过

程，已经形成非常正确

的翻译观念，优良的翻

译习惯，全面理解翻译

的职责和道德规范。

熟悉俄汉口译与笔译

实践活动的具体过

程，已经形成正确的

翻译观念，良好的翻

译习惯，理解翻译的

职责和道德规范。

比较熟悉俄汉口译与笔

译实践活动的具体过程，

形成比较正确的翻译观

念，较好的翻译习惯，比

较理解翻译的职责和道

德规范。

基本了解俄汉口译与

笔译实践活动的具体

过程，初步形成翻译

观念，具有一般的翻

译习惯，初步理解翻

译的职责和道德规

范。

不了解俄汉口译与笔

译实践活动的具体过

程，没有形成正确的

翻译观念，没有养成

良好的翻译习惯，不

能理解翻译的职责和

道德规范。

了解一定的翻译知识和所译

文本的主题知识，掌握基本的

笔译实践方法和技巧，进行俄

汉笔译工作，能够进行俄汉译

本分析，指出其中的优劣。（支

撑毕业要求 2.6-3,2.6-5）

非常熟悉翻译知识和所

译文本的主题知识，较

好掌握基本的口笔译实

践方法和技巧，完全能

够进行俄汉译本分析，

指出其中的优劣。

熟悉翻译知识和所译

文本的主题知识，掌

握基本的口笔译实践

方法和技巧，能够进

行俄汉译本分析，指

出其中的优劣。

比较熟悉翻译知识和所

译文本的主题知识，尚能

掌握基本的口笔译实践

方法和技巧，一般能够进

行俄汉译本分析，指出其

中的优劣。

了解翻译知识和所译

文本的主题知识，基

本掌握基本的口笔译

实践方法和技巧，基

本能够进行俄汉译本

分析，指出其中的优

劣。

不了解翻译知识和所

译文本的主题知识，

不能掌握基本的口笔

译实践方法和技巧，

不能能够进行俄汉译

本分析，指出其中的

优劣。

3. 能够根据翻译需要独立搜

集、查阅资料，完成翻译任务，

做到理解准确，表达通顺，并

能与师生沟通，写翻译日志，

不断自我提升。（支撑毕业要

求 2.5-1）

能够非常熟练地根据翻

译需要独立搜集、查阅

资料，完成课前课后练

习，做到理解非常准确，

表达非常通顺，并能与

师生沟通，写翻译日志，

不断自我提升。

能够熟练地根据翻译

需要独立搜集、查阅

资料，完成课前课后

练习，做到理解准确，

表达通顺，并能与师

生沟通，写翻译日志，

不断自我提升。

能够比较熟练地根据翻

译需要独立搜集、查阅资

料，完成课前课后练习，

做到理解比较准确，表达

比较通顺，并能与师生沟

通，写翻译日志，不断自

我提升。

能够根据翻译需要独

立搜集、查阅资料，完

成课前课后练习，做到

理解基本准确，表达基

本通顺，基本能与师生

沟通，写翻译日志，不

断自我提升。

不能够根据翻译需要

独立搜集、查阅资料，

完成课前课后练习，

做到理解不准确，表

达不通顺，不能能与

师生沟通，不写翻译

日志，不能自我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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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了解翻译过程中俄汉两种

语言和东西文化之间的异同，

能够恰当处理文化差异，实现

有效沟通。（支撑毕业要求

2.8-3）

非常熟悉翻译过程中俄

汉两种语言和东西文化

之间的异同，能够恰当

处理文化差异，实现有

效沟通。

熟悉翻译过程中俄汉

两种语言和东西文化

之间的异同，能够比

较恰当处理文化差

异，实现有效沟通。

比较熟悉翻译过程中俄

汉两种语言和东西文化

之间的异同，能够合理处

理文化差异，实现基本沟

通。

基本了解翻译过程中

俄汉两种语言和东西

文化之间的异同，基

本能够处理文化差

异，实现初步沟通。

不了解翻译过程中俄

汉两种语言和东西文

化之间的异同，不能

能够处理文化差异，

不能实现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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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俄语》教学大纲

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 名称 现代俄语 Contemporary Russian Language

课程 编号 1912008047

课程 性质 专业必修课 适用 专业 俄语专业

选用 教材
张家骅主编，新时代俄语通论（上下册）.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6年.

总学 时 72学时

理论 学时 72学时 实践 学时 0 学时

翻转、案例、

实践 、创 新

翻转： 0 学时；案例： 0 学时

实践： 0 学时；创新： 0 学时

学分 4学分 开课 学期 第 7学期

前导 课程 俄语语法（Ⅰ）、俄语语法（Ⅱ）、语言学概论

后续 课程

一、课程目标

本课程能够使学生达成如下目标：

1.系统掌握现代俄语语音、词汇、语法方面的基础知识、基本概念和理论，熟悉

现代俄语语法术语的俄、汉语习惯表达，了解俄语的发展历史、现代俄语理论

的现状，具备一定阅读俄语原文语法教科书的能力。（支撑毕业要求 2.2-1）

2.能够运用现代俄语相关知识分析语言现象，了解俄语不同语体的风格特点，初

步掌握现代俄语研究的一些方法，初步了解互联网、大数据、语料库等信息技

术手段在现代俄语研究中的应用。（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2.3-1；2.4-1；2.4-2）

3.帮助学生培养科学思维，适应未来从知识性、经验性学习向探索性、自主性学

习的转变。（支撑毕业要求 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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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课程与专业毕业要求的支撑关系

课程目标与专业毕业要求的支撑关系：

专业毕业要求 专业毕业要求指标点

课程目标

1 2 3

2.2系统地掌握俄语专业知识，能够

理解俄语文学作品的内容和主题思

想，欣赏文学作品的特点、风格和

语言艺术，熟悉中国语言文化知识，

了解人文社会科学基础知识。

2.2-1 系统地掌握俄语语

音、词汇、语法、篇章和修

辞等语言知识，了解语言研

究的基础理论和方法，能够

对语言现象进行分析与解

释

√

2.3 具有对俄语语言的敏感度和逻

辑辨析能力，能够对语言现象、背

景、概念等要素进行合理分析、评

价、解读，对多样化的语言现象敢

于提出自己的质疑和见解；具有运

用思辨能力自觉反思和调节自己思

维过程、行为方式以及自觉改进的

能力。

2.3-1 具有对俄语语言的敏

感度和逻辑辨析能力，能够

对语言现象、背景、概念等

要素进行合理分析、评价、

解读，对多样化的语言现象

敢于提出自己的质疑和见

解；

√

2.4具备学科基本素养，掌握本专业

必备的研究方法，能运用俄语学科

的研究方法开展调查和研究，解决

专业领域内与语言、社会、文化相

关的实际问题。

2.4-1 具备本学科基本素

养，掌握本专业必备的研究

方法

√

2.4-2 能运用俄语学科的研

究方法开展调查和研究，解

决专业领域内与语言、社

会、文化相关的实际问题

√

2.9 具有自主学习和进行知识更新

的意识，具有终身学习和适应发展

的能力。

2.9-1 具有自主学习和进行

知识更新的意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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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对专业毕业要求的支撑度：

专业毕业要求
指标点

2.2-1

指标点

2.3-1

指标点

2.4-1

指标点

2.4-2

指标点

2.9-1

现代俄语 M H H M M

三、课程学时分配与教学内容

课程学时分配：

课程内容 支撑的课程目标 理论学时 实践学时

第一章 绪论 课程目标 1, 2, 3 2 0

第二章 词与词的意义 课程目标 1, 2, 3 4 0

第三章 词汇系统 课程目标 1, 2, 3 4 0

第四章 熟语学与词典学 课程目标 1, 2, 3 4 0

第五章 构词学 课程目标 1, 2, 3 4 0

第六章 词法学之名词 课程目标 1, 2, 3 4 0

第七章 词法学之形容词、副词 课程目标 1, 2, 3 4 0

第八章 词法学之数词、代词 课程目标 1, 2, 3 4 0

第九课 词法学之动词 课程目标 1, 2, 3 8 0

第十课 词法学之虚词 课程目标 1, 2, 3 4 0

第十一课 俄语的词组 课程目标 1, 2, 3 4 0

第十二课 句子的类型 课程目标 1, 2, 3 4 0

第十三课 简单句的句子成分 课程目标 1, 2, 3 4 0

第十四课 单部句 课程目标 1, 2, 3 4 0

第十五章 简单句的其他组成部分 课程目标 1, 2, 3 4 0

第十六章 复合句 课程目标 1, 2, 3 8 0

总学时 72 0

课程教学内容：

第一章 绪论

教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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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俄语概况

2. 俄语的谱系关系

3. 俄罗斯标准语的语体

重点难点：

本课教学重点：

俄罗斯标准语的语体

本课教学难点：

俄罗斯标准语语体的主要特点

第二章 词与词的意义

教学内容：

1. 词汇学概论

2. 词与词汇

3. 词的意义及其类型

重点难点：

本课教学重点：

词的词汇意义

本课教学难点：

词的词汇意义与语法意义的区别、如何区分词的直义与转义

第三章 词与词汇

教学内容：

1. 词汇-语义关系

2. 俄语的词层系统

重点难点：

本课教学重点：

俄语词汇-语义关系

本课教学难点：

同义、同音、易混现象的区别

第四章 熟语学与词典学

教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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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熟语的特征

2. 熟语的类型

3. 熟语的来源与用法

4. 词典的类型

重点难点：

本课教学重点：

俄语熟语的基本类型

本课教学难点：

融合性熟语、接合性熟语、组合性熟语的区别

第五章 构词学

教学内容：

1. 词素的类别

2. 词的词素分析

3. 构词派生关系

4. 构词模式与构词方法

重点难点：

本课教学重点：

词的词素分析、构词方法

本课教学难点：

词的词素分析

第六章 词法学之名词

教学内容：

1. 词法学的基本概念

2. 名词及其分类

3. 名词的姓、数、格

重点难点：

本课教学重点：

名词各格的意义与用法

本课教学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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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名词的性

第七章 词法学之形容词、副词

教学内容：

1. 形容词的类别

2. 形容词的比较级与最高级

3. 形容词的长尾与短尾

4. 副词的类别

5. 述谓副词

重点难点：

本课教学重点：

形容词长尾和短尾的用法

本课教学难点：

形容词长尾和短尾、述谓副词的用法

第八章 词法学之数词、代词

教学内容：

1. 数词的类别与用法

2. 与前置词по搭配时的数词用法

3. 代词的类别与用法

重点难点：

本课教学重点：

俄语集合数词的用法，по搭配时的数词用法

本课教学难点：

俄语带ни-，не-否定代词，-то, -нибудь, -кое不定代词的用法区别

第九章 词法学之动词

教学内容：

1. 动词概述

2. 动词的体与时

3. 动词的态、式与人称

4. 形动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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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副动词

重点难点：

本课教学重点：

俄语动词完成体与未完成体的意义与用法

本课教学难点：

俄语动词完成体与未完成体的意义与用法

第十章 词法学之虚词

教学内容：

1. 前置词

2. 连接词

3. 语气词

重点难点：

本课教学重点：

语气词的类别及用法

本课教学难点：

俄语语气词как раз与именно，неужели与разве的区别

第十一章 俄语的词组

教学内容：

1. 句法学基本概念

2. 句法联系的表达手段

3. 词组的类型

重点难点：

本课教学重点：

一致联系、支配联系、依附联系

本课教学难点：

一致联系、支配联系、依附联系的区别

第十二章 句子的类型

教学内容：

1. 句子语法结构、语义结构与交际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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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句子的类型

重点难点：

本课教学重点：

句子的主要类型

本课教学难点：

句子语法结构、语义结构和交际结构的区别

第十三章 简单句的句子成分

教学内容：

1. 主语及其表达手段

2. 谓语及其类型

3. 定语（同位语）、状语和补语

重点难点：

本课教学重点：

句子主语的表达手段、谓语的基本类型

本课教学难点：

简单谓语繁化形式、动词性合成谓语、静词性合成谓语的区别

第十四章 单部句

教学内容：

1.确定人称句

2. 不定人称句

3. 泛指人称句

4. 无人称句

5. 称名句

重点难点：

本课教学重点：

单部句的主要类型及其形式特征

本课教学难点：

无人称句的类型

第十五章 简单句的其他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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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内容：

1. 句子的同等成分

2. 句子的独立成分

3. 解说语、连接语与比较语

4. 呼语、插入语、嵌入语

重点难点：

本课教学重点：句子的同等成分

本课教学难点：句子同等成分的表达手段

第十六章 复合句

教学内容：

1. 并列复合句及其类型

2. 主从复合句及其类型

3. 无连接词复合句

重点难点：

本课教学重点：主从复合句及其主要类型

本课教学难点：主从复合句的连接词

四、课程教学方法

本课程使用的教学方法主要包括：探究式教学、基于内容的教学法、研讨式

教学、归纳法教学。

五、课程教学评价

评价

方式

占期末总

评比例
评价目的及计分方式

课程目标

1 2 3

平时

成绩
20%

（1）课堂回答问题，与教师互动的主动性；

（2）每节课后习题的准备程度、课堂表现。
√ √

期中

考试
20%

（1）结合教学内容安排期中考试，考查学

生对已学知识的掌握程度；

（2）期中考试以闭卷笔试的形式进行，成

绩以百分计，乘以其在总评成绩中所占的比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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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计入总评成绩。

期末

考试
60%

期末考试以闭卷笔试的形式进行，主要考核

学生对整个学期所学的语言知识点的掌握

情况，对基本概念、相关理论的理解，运用

所学知识分析语言现象的能力。考试题型主

要包括：选择填空题、问答题、造句题、翻

译题等。卷面成绩 100分，以卷面成绩乘以

60%计入课程总评成绩。

√ √ √

合计：100分

六、考核评价标准

参见文末附件

七、推荐阅读

1. 参考教材

（1）高等学校俄语专业教学大纲.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2年。

（2）黑龙江大学俄语系编，现代俄语概论. 哈尔滨: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5

年。

2．参考资源

（ 1）Практическое пособие по синтаксису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для студентов-

иностранцев). Москва: Высшая школа, 1986.

（2）Глазунова О.И. Грамматика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в упражнениях и комментариях)

Морфология (4-ое издание). СПб: Златоуст, 2007.

（3）Глазунова О.И. Грамматика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в упражнениях и комментариях)

Синтаксис (3-е изд., испр. и доп.). СПб: Златоуст, 2014.

大纲修订人： 叶其松 修订日期：

大纲审定人： 审定日期：

主管院长：

院教指委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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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现代俄语》考核评价标准

课程目标

评分标准

90-100 80-89 70-79 60-69 0-59
优 良 中 及格 不及格

系统掌握现代俄语语音、

词汇、语法方面的基础知

识、基本概念和理论，熟

悉现代俄语语法术语的

俄、汉语习惯表达，了解

俄语的发展历史、现代俄

语理论的现状，具备阅读

俄语原文语法教科书的

能力。（支撑毕业要求指

标点 2.2-1）

十分系统掌握现代俄

语语音、词汇、语法方

面的基础知识、基本概

念和理论，十分熟悉现

代俄语语法术语的俄、

汉语习惯表达，十分了

解俄语的发展历史、现

代俄语理论的现状，具

备较强阅读俄语原文

语法教科书的能力。

较好地系统掌握现代

俄语语音、词汇、语法

方面的基础知识、基本

概念和理论，比较熟悉

现代俄语语法术语的

俄、汉语习惯表达，较

好地了解俄语的发展

历史、现代俄语理论的

现状，具备较强阅读俄

语原文语法教科书的

能力。

相当系统掌握现代俄

语语音、词汇、语法方

面的基础知识、基本概

念和理论，相当熟悉现

代俄语语法术语的俄、

汉语习惯表达，相当了

解俄语的发展历史、现

代俄语理论的现状，具

备一定阅读俄语原文

语法教科书的能力。

基本系统掌握现代俄

语语音、词汇、语法方

面的基础知识、基本概

念和理论，基本熟悉现

代俄语语法术语的俄、

汉语习惯表达，基本了

解俄语的发展历史、现

代俄语理论的现状，具

备阅读俄语原文语法

教科书的能力。

掌握少量现代俄语语

音、词汇、语法方面的

基础知识、基本概念和

理论，对现代俄语语法

术语的俄、汉语习惯表

达不够熟悉，对俄语的

发展历史、现代俄语理

论的现状了解不够，阅

读俄语原文语法教科书

的能力较差。

能够运用现代俄语相关

知识分析语言现象，了解

俄语不同语体的风格特

善于运用现代俄语相

关知识分析语言现象，

对俄语不同语体的风

能够较好地运用现代

俄语相关知识分析语

言现象，对俄语不同语

能够运用现代俄语相

关知识分析语言现象，

了解俄语不同语体的

能够初步运用现代俄

语相关知识分析语言

现象，对俄语不同语体

运用现代俄语相关知识

分析语言现象的能力较

差，俄语不同语体的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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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初步掌握现代俄语研

究的一些方法，初步了解

互联网、大数据、语料库

等信息技术手段在现代

俄语研究中的应用。（支

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2.3-1；

2.4-1；2.4-2）

格特点了解透彻，熟练

掌握现代俄语研究的

一些方法，全面了解互

联网、大数据、语料库

等信息技术手段在现

代俄语研究中的应用。

体的风格特点了解较

好，较为熟练地掌握现

代俄语研究的一些方

法，较为全面了解互联

网、大数据、语料库等

信息技术手段在现代

俄语研究中的应用。

风格特点，掌握现代俄

语研究的一些方法，了

解互联网、大数据、语

料库等信息技术手段

在现代俄语研究中的

应用。

的风格特点有所了解，

能够掌握现代俄语研

究的一些方法，初步了

解互联网、大数据、语

料库等信息技术手段

在现代俄语研究中的

应用。

格特点不够了解，对现

代俄语研究的一些方法

掌握不够，不大了解互

联网、大数据、语料库

等信息技术手段在现代

俄语研究中的应用。

帮助学生培养科学思维，

适应未来从知识性、经验

性学习向探索性、自主性

学习的转变。（支撑毕业

要求指标点 2.9-1）

帮助学生培养较强的

科学思维，很好地适应

未来从知识性、经验性

学习向探索性、自主性

学习的转变。

帮助学生培养较强的

科学思维，较好地适应

未来从知识性、经验性

学习向探索性、自主性

学习的转变。

帮助学生培养一定的

科学思维，适应未来从

知识性、经验性学习向

探索性、自主性学习的

转变。

帮助学生培养一定的

科学思维，能够适应未

来从知识性、经验性学

习向探索性、自主性学

习的转变。

帮助学生培养的科学思

维，尽量适应未来从知

识性、经验性学习向探

索性、自主性学习的转

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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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俄罗斯文学史》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 二十世纪俄罗斯文学史
History of 20th Russian

Literature

课程编号 1912008048

课程性质 专业必修课 适 用 专 业 俄语专业

选用教材
汪介之，俄罗斯现代文学史，北京：社科出版社，2013年
任光宣，俄罗斯文学简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

总学时 36学时

理论学时 36 学时 实 践 学 时 0 学 时

翻转、案例、

实践、创新

翻转： 0 学时；案例： 0 学时

实践： 0 学时；创新： 0 学时

学分 2学分 开 课 学 期 第 7学期

前导课程 俄罗斯艺术史；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史

后续课程

一、课程目标

1. 掌握 20世纪俄罗斯文学与 21世纪俄罗斯文学的继承关系，了解这一阶

段文学的主要流派、代表作家和作品，世界国别文学之间相互关系，了解基本文

学理论，领会与俄罗斯文学相关的基本概念、术语、谱系和范畴。（支撑专业毕

业要求指标点 2.2-2）

2. 通过一个学期的教学实践，学生应能够把握 20世纪俄罗斯文学的发展脉

络，拥有分析俄罗斯文学现象和解决阅读文学作品过程中遇到问题的能力。（支

撑专业毕业要求指标点 2.4-1，2.4-2）

3. 具有广阔的国际化视野，能够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解决写作文学论文

中理论问题。（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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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课程与专业毕业要求的支撑关系

课程目标与专业毕业要求的支撑关系：

专业毕业要求 专业毕业要求指标点
课程目标

1 2 3

2.2 系统地掌握二十世纪俄罗斯

文学的专业知识，能够理解俄语

文学作品的内容和主题思想，欣

赏文学作品的特点、风格和语言

艺术，熟悉中国语言文化知识，

了解人文社会科学基础知识。

2.2-2 具备俄罗斯文学的专业知

识，能够欣赏作家作品的特点、

风格和语言艺术。

√

2.4 具备学科基本素养，掌握本

专业必备的研究方法，能运用俄

语学科的研究方法开展调查和

研究，解决专业领域内与语言、

社会、文化相关的实际问题。

2.4-1具备本学科基本素养，掌

握本专业必备的研究方法
√

2.4-2能运用俄语学科的研究方

法开展调查和研究，解决专业

领域内与语言、社会、文化相

关的实际问题

√

2.5具有获取、判断、分析并利用

信息的能力，能够恰当应用现代

信息技术手段和工具解决实际问

题。

2.5-2能够熟练运用文献检索工

具借助互联网数据库查寻专业

资料，收集相关信息，解决 20

俄罗斯文学研究中遇到的问

题。

√

课程对专业毕业要求的支撑度：

专业毕业要求
指标点

2.2-2

指标点

2.4-1

指标点

2.4-2

指标点

2.5-2

二十世纪俄罗斯

文学史
H M M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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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课程目标与教学内容

课程学时分配：

课程内容 支撑的课程目标 理论学时 实践学时

第一章 20世纪俄罗斯文学与时代

语境
课程目标 1，2，3 3 0

第二章 象征主义与阿克梅主义：思

想基础、代表人物与代表作品
课程目标 1，2，3 4 0

第三章 现实主义文学：对批评现实

主义的继承、发展和代表人物
课程目标 1，2，3 4 0

第四章 表现主义文学：基本概念与

代表人物
课程目标 1，2，3 4 0

第五章 未来派诗歌：基本概念与马

雅可夫斯基的创作
课程目标 1，2，3 3 0

第六章 反乌托邦文学：基本概念与

扎米亚京的创作
课程目标 1，2，3 4 0

第七章 30年代-50年代的苏联文

学：价值取向与政治叙事
课程目标 1，2，3 3 0

第八章 战争文学与解冻文学 课程目标 1，2，3 3 0

第九章 俄罗斯文学中的生态伦理

叙事：从普里什文到拉斯普京
课程目标 1，2，3 4 0

第十章 解体后的俄罗斯文学：后现

代主义文学与新现实主义文学
课程目标 1，2，3 4 0

总学时 36 0

课程教学内容：

第一章 20世纪俄罗斯文学与时代语境

1．20世纪的重大文化事件与政治事件

2．文学作为折射文化的有效机制

本章教学重点:

文学与意识形态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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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教学难点：

俄罗斯文学的时代镜像说

学时分配：3学时

第二章 象征主义与阿克梅主义：思想基础、代表人物与代表作品

1. 索洛维约夫和梅列日科夫斯基的文艺理论

2. 勃洛克与古米廖夫的创作

本章教学重点：

象征主义的法兰西之根与俄罗斯之魂

本课教学难点:
象征主义文学的俄罗斯基因

学时分配：4学时

第三章 现实主义文学：对批评现实主义的继承、发展和代表人物

1．俄罗斯 20世纪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概况

2．高尔基、布宁等人的现实主义创作

本章教学重点:

梳理 20世纪俄罗斯现实主义文学与批判现实主义的关系

本章教学难点：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发生学

学时分配：4学时

第四章 表现主义文学：基本概念与代表人物

1. 表现主义文学的思想基础与叔本华、尼采的生命哲学

2. 列昂尼德·安德列耶夫创作中的表现主义倾向

本章教学重点：

《叶列阿扎尔》与《加略人犹大》

本章教学难点：

作为绘画的表现主义和作为文学创作思想的表现主义

学时分配：4学时

第五章 未来派诗歌：基本概念与马雅可夫斯基的创作

1. 未来派诗歌与科技进步的关系

2. 未来派的两种艺术形式：立体未来主义与自我未来主义

本章教学重点：

马雅可夫斯基的阶梯诗与未来主义诗歌的叙事策略

本章教学难点：

马雅可夫斯基诗歌的艺术世界

学时分配：3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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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反乌托邦文学：基本概念与扎米亚京的创作

1．俄罗斯反乌托邦文学发展的之路

2．代表人物和代表作品

本章教学重点：

扎米亚京《我们》的主题与艺术世界

本章教学难点：

俄罗斯反乌托邦文学与世界反乌托邦文学

学时分配：4学时

第七章 30年代-50年代的苏联文学：价值取向与政治叙事

1．文学与政治的关系

2．文学中的思想倾向：道德主题、城市小说和乡村小说

本章教学重点：

《一个人的遭遇》和战争文学的新倾向

本章教学难点：

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与诺贝尔文学奖

学时分配：3学时

第八章 战争文学与解冻文学

1．战争文学的代表性作品

2．解冻文学的代表性作品

本章教学重点：

俄罗斯战争文学传统：从《塞瓦斯托波尔保卫战》到《这里的黎明静悄悄》

本章教学难点：

20世纪俄罗斯战争文学的新理念

学时分配：3学时

第九章 俄罗斯文学中的生态伦理叙事：从普里什文到拉斯普京

1．20世纪世界文学的生态伦理叙事浪潮

2．普里什文与拉斯普京的创作

本章教学重点：

《人参》与《告别马焦拉》

本章教学难点：

俄罗斯生态文学的当代影响与价值诉求

本章教学重点：

生态伦理叙事作为一种思想

本章教学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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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的个人伦理叙事呢喃与人民伦理的大叙事之关系

学时分配：4学时

第十章 解体后的俄罗斯文学：后现代主义文学与新现实主义文学

1. 20世纪 90年代的俄罗斯的文化语境

2. 俄罗斯后现代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品

本章教学重点：

俄罗斯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基本概念

本章教学难点：

后现代主义文学与宏大叙事的内在联系

学时分配：4学时

四、课程教学方法

本课程使用的教学方法包括：问题式教学、任务型教学、基于课程内容的案

例教学、互动教学等。

五、课程教学评价

评价

方式

占期末总评

比例
评价目的及计分方式

课程目标

1 2 3

作业 30%

1．考核学生对每章节知识点的理解和

掌握程度。

2．含课堂发言，课堂讨论，作业，小

测验等，注重考核、评价学生的学习态

度，学习过程的参与情况。

√ √ √

期末

考试
70%

期末考试为闭卷笔试形式,卷面成绩

100分，折合 70%计入课程总评成绩
√ √ √

合计：10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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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考核评价标准

参见文末附件

七、推荐阅读

1. 参考教材：

（1）汪介之. 俄罗斯现代文学史[M]. 北京：社科出版社，2013.

（2）任光宣. 俄罗斯文学简史[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2. 推荐资源：

（1）张建华、王宗琥、吴泽霖. 20世纪俄罗斯文学：思潮与流派[M]. 北京：外

语教育与研究出版社，2019.

（2）郑永旺. 俄罗斯后现代主义文学研究：理论分析与文本解读[M]. 北京：人

民文学出版社，2017.

（3）李新梅. 虚幻与现实[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

大纲修订人：郑永旺 修订日期：

大纲审定人： 审定日期：

主管院长：

院教指委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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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十世纪俄罗斯文学史》考核评价标准

课程目标

评分标准

90-100 80-89 70-79 60-69 0-59

优 良 中 及格 不及格

掌 掌握 20 世纪俄罗斯文学

与 21 世纪俄罗斯文学的

继承关系，了解这一阶段

文学的主要流派、代表作

家和作品，世界国别文学

之间相互关系，了解基本

文学理论，领会与俄罗斯

文学相关的基本概念、术

语、谱系和范畴。（支撑专

业毕业要求指标点 2.2-2）

全面掌握 20 世纪俄罗

斯文学与 21 世纪俄罗

斯文学的继承关系，很

了解这一阶段文学的

主要流派、代表作家和

作品，世界国别文学之

间相互关系，很了解基

本文学理论，领会与俄

罗斯文学相关的基本

概念、术语、谱系和范

畴。

比较全面掌握 20 世纪

俄罗斯文学与 21 世纪

俄罗斯文学的继承关

系，比较了解这一阶段

文学的主要流派、代表

作家和作品，世界国别

文学之间相互关系，比

较了解基本文学理论，

领会与俄罗斯文学相

关的基本概念、术语、

谱系和范畴。

较好地掌握 20 世纪俄

罗斯文学中的流派与

流派的思想诉求；对经

典作家有较为深入的

了解；对专业术语和概

念理解正确；能对相关

的文学主题、作品的诗

学等借助当代信息技

术进行比较专业的分

析。

基本掌握 20 世纪俄罗

斯文学中的流派与流

派的思想诉求；对经典

作家有一些了解；对专

业术语和概念不十分

正确；能对相关的文学

主题、作品的诗学等借

助当代信息技术进行

分析。

不掌握 20 世纪俄罗斯

文学中的流派与流派的

思想诉求；对经典作家

根本不了解；对专业术

语和概念理解错误；不

能对相关的文学主题、

作品的诗学等借助当代

信息技术进行分析。

1. 通过一个学期的教学实

践，学生应能够把握 20

通过一个学期的教学

实践，学生能够很好地

通过一个学期的教学

实践，学生能够较好把

通过一个学期的教学

实践，学生能够把握 20

通过一个学期的教学

实践，学生能够基本把

通过一个学期的教学实

践，学生不能把握 20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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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俄罗斯文学的发展脉

络，拥有分析俄罗斯文学

现象和解决阅读文学作品

过程中遇到问题的能力。

（支撑专业毕业要求指标

点 2.4-1，2.4-2）

把握 20 世纪俄罗斯文

学的发展脉络，拥有分

析俄罗斯文学现象和

解决阅读文学作品过

程中遇到问题的能力。

握 20 世纪俄罗斯文学

的发展脉络，拥有分析

俄罗斯文学现象和解

决阅读文学作品过程

中遇到问题的能力。

世纪俄罗斯文学的发

展脉络，拥有分析俄罗

斯文学现象和解决阅

读文学作品过程中遇

到问题的能力。

握 20 世纪俄罗斯文学

的发展脉络，具有基本

的分析俄罗斯文学现

象和解决阅读文学作

品过程中遇到问题的

能力。

纪俄罗斯文学的发展脉

络，没有分析俄罗斯文

学现象和解决阅读文学

作品过程中遇到问题的

能力。

具具有广阔的国际化视野，能

够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

解决写作文学论文中理论

问题。（2.5-2）

具有非常广阔的国际

化视野，能够很好地运

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

解决写作文学论文中

理论问题。

具有广阔的国际化视

野，能够较好的运用现

代信息技术手段解决

写作文学论文中理论

问题。

具有一定的国际化视

野，能够运用现代信息

技术手段解决写作文

学论文中理论问题。

具有基本的的国际化

视野，能够运用现代信

息技术手段解决写作

文学论文中理论问题。

没有国际化视野，不能

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

解决写作文学论文中理

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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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俄语写作》教学大纲

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 高级俄语写作 Advenced RussianWriting

课程编号 1912008050

课程性质 专业选修课 适用专业 俄语专业

选用教材 杨仕章.俄语写作教程.北京：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2018.

总学时 36学时

理论学时 36 学时 实践学时 0 学时

翻转、案例、

实践、创新

翻转： 0 学时；案例： 0 学时

实践： 0 学时； 创新： 0 学时

学分 2学分 开课学期 第 4 学期

前导课程 基础俄语写作

后续课程

一、课程目标

本课程能够使学生达成如下目标：

1. 能够通过学习了解俄语写作中修辞手段、段落展开、篇章布局等方面的知识

和写作技能，掌握俄语专业八级写作评分标准，并能将这些写作知识或标准

应用于写作实践中。（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2.3-1）

2. 能够应用俄语语言知识，进行应用文和议论文的写作，用俄语阐述观点和表

达情感，语言表达丰富、结构严谨有逻辑性。（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2.6-4）

3. 具有良好的逻辑思维能力和思辨能力，善于独立思考，能区分基于不同文化

和思维习惯的俄汉写作模式差异，提升跨文化交际能力。（支撑毕业要求指

标点 2.3-1；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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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课程与专业毕业要求的支撑关系

课程目标与专业毕业要求的支撑关系：

专业毕业要求 专业毕业要求指标点
课程目标

1 2 3

2.2系统地掌握俄语专业知识，能够

理解俄语文学作品的内容和主题思

想，欣赏文学作品的特点、风格和

语言艺术，熟悉中国语言文化知识，

了解人文社会科学基础知识。

2.2-1 系统地掌握俄语语音、

词汇、语法、篇章和修辞等语

言知识，了解语言研究的基础

理论和方法，能够对语言现象

进行分析与解释；

√

2.3 具有对俄语语言的敏感度和逻

辑辨析能力，能够对语言现象、背

景、概念等要素进行合理分析、评

价、解读，对多样化的语言现象敢

于提出自己的质疑和见解；具有运

用思辨能力自觉反思和调节自己思

维过程、行为方式以及自觉改进的

能力。

2.3-1 具有对俄语语言的敏感

度和逻辑辨析能力，能够对语

言现象、背景、概念等要素进

行合理分析、评价、解读，对

多样化的语言现象敢于提出

自己的质疑和见解；

√

2.3-2 具有运用思辨能力自觉

反思和调节自己思维过程、行

为方式以及自觉改进的能力；

√

2.6 能够理解俄语口语和书面语传

递的信息，能够准确得体地运用俄

语表达思想和情感，能够借助语言

工具和相关资源进行俄汉互译，能

够对语言现象进行分析与解释，具

有一定的第二外语应用能力。

2.6-4 能够用俄语进行常见文

体的写作；

√

课程对专业毕业要求的支撑度：

专业毕业要求 指标点 2.2-1 指标点 2.3-1 指标点 2.3-2 指标点 2.6-4

高级俄语写作 M M H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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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课程学时分配与教学内容

课程学时分配：

课程内容 支撑的课程目标 理论学时 实践学时

Урок 1 课程目标 1，2，3 6 0

Урок 2 课程目标 1，2，3 6 0

Урок 3 课程目标 1，2，3 4 0

Урок 4 课程目标 1，2，3 6 0

Урок 5 课程目标 1，2，3 4 0

Урок 6 课程目标 1，2，3 4 0

Урок 7 课程目标 1，2，3 4 0

Урок 8 课程目标 1，2，3 2 0

总学时 36 0

课程教学内容：

Урок 1
教 学 内 容 ： Официально-деловой стиль речи: общая характеристика и
языковые особенности (6 часов)
- Функциональные стили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Общая характеристика

официально-делового стиля речи. Виды документов. Что такое документ?
Требования к оформлению документов в русской и китайской культуре.
Реквизиты: дата, подпись, наименование документа, текст. Особенности
оформления даты. Требования к языку документа: точность, логичность,
лаконичность, достоверность, соответствие нормам официально-делового
стиля. (2 часа)

- Языковые особенности официально-делового стиля. Орфографические нормы:
использование сокращений (аббревиатур). Грамматические нормы:
глагольные словосочетания, нормы употребления числительных в языке
документов, особенности употребления предлогов дательного и
родительного падежей, страдательный залог в деловых письмах,
употребление деепричастных оборотов. Лексические нормы: использование
шаблонных оборотов (клише), терминов и профессионализмов, специальных
этикетных форм обращения, заключительных формул письма, этикетных
форм выражения благодарности, надежды. Отсутствие местоимений в
деловых бумагах. (2 часа)

- Практическое занятие. Тренировочные упражнения. Тест 1. (2 часа)
教学要求：Цель: обобщение знаний о языковых особенностях функциональны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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стилей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совершенствование речевых умений.
学时分配：6学时

Урок 2
教学内容：Типы служебных документов. Заявление. (4 часа)

- Типы служебных документов: кадровая документация, распорядительные
документы, коммерческая и рекламная корреспонденция. Заявление, виды
заявлений. Правила составления заявлений. Структурные компоненты
заявления: просьба (синтаксические конструкции для выражения просьбы) и
ее мотивировка. Варианты оформления заявлений. (2 часа)
- Практическое занятие. Написание заявлений.(2 часа)

教学要求： работа с жанровыми моделями с целью выделения структурных
компонентов, корректировочные упражнения, тренировочные упражнения по
составлению мотивировочной части заявления.

学时分配：6学时

Урок 3
教学内容： Объявление

Что такое объявление? Как написать оригинальный заголовок? Структурные
компоненты объявления. Основные требования к тексту объявления:
уникальность, концентрированность информации, правописание.

教学要求：Основные виды учебной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письменные упражнения по
образцам, создание объявления о проведении официального мероприятия и
развлекательного.

学时分配：4学时

Урок 4
教学内容： Автобиография и резюме.

- Что такое автобиография? Структура автобиографии. Типичные
конструкции, используемые для написания автобиографии. (2 часа)

- Что такое резюме? Цель написания резюме? Отличие резюме от
автобиографии.

Структурные части резюме. Синтаксические конструкции, используемые
для написания резюме. (2 часа)

- Практическое занятие. Написание автобиографии и резюме.
Совершенствование написанного.

- Практическое занятие. Тест 2. (2 часа)
教学要求：Основные виды учебной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работа с жанровыми
моделями с целью выделения структурных компонентов, письменные
упражнения по образцам, корректировочные упражнения, создание собственных
документов (автобиографии и резюме).
学时分配：6学时

Урок 5
教学内容：Визитная карточка.

- Что такое визитная карточка. История визитных карточек (презентация).
Виды визитных карточе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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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Практическое занятие. Требования к созданию визитных карточек
различных видов. Создание визитных карточек различных видов. (2 часа)
教学要求：Основные виды учебной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работа с текстом по
выделению основной информации по теме.
学时分配：4学时

Урок 6
教学内容：Резюме (аннотация) научной статьи.

- Резюме и аннотация - смысл терминов. Функции и структурные
компоненты резюме. Фразы, рекомендуемые для написания резюме к научной
работе. Актуальность конструкций с отглагольными существительными,
краткими формами прилагательных и причастий и др. при составлении резюме.

- Практическое занятие. Работа с готовыми образцами. Выделение
структурных компонентов, типичных фраз. Определение темы научной работы
по содержанию резюме.

- Практическое занятие. Корректировочные упражнения. Совершенствование
написанного.
教学要求： Основные виды учебной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письменные упражнения по
образцам, работа с жанровыми моделями с целью выделения типичных
синтаксических конструкция, корректировочные упражнения, создание резюме
к своей научной работе.
学时分配：4学时

Урок 7
教学内容：Деловая переписка. (6 часов)

- Деловые письма, ориентированные на интенции просьбы, отказа и
предложения , как наиболее востребованные в деловой переписке. Структура
письма: оформление начала и концовки письма; этикетные речевые формулы в
зависимости от стиля письма, формы обращения; последовательность
тематических частей письма. (2 часа)

- Практическое занятие. Работа с образцами. Написание писем - просьбы,
предложения, отказа. (2 часа)

- Практическое занятие (работа в парах). Создание деловой переписки
(интенции просьбы, отказа, предложения) (по выбору студентов) (2 часа)
教学要求：Основные виды учебной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письменные упражнения по
образцам, работа с жанровыми моделями с целью выделения типичных
синтаксических конструкция, этикетных формул, корректировочные
упражнения.
学时分配：4学时

Урок 8
教学内容：Итоговое занятие

学时分配：2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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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课程教学方法

本课程使用的教学方法主要包括：基于问题式教学、探究式教学、任务型教

学法、案例教学法、研讨式教学、归纳法教学及演绎法教学。结合学生习作讲授

常见写作技术规范、评价维度和标准，每部分教师讲解之前先组织学生小组或班

级讨论；以示例法、讲授法结合小组讨论让学生了解俄语作文的常见结构（开头、

主体、 结尾）和写作步骤（确定主题、选择细节和安排顺序）。

五、课程教学评价

评价

方式

占期末总

评比例
评价目的及计分方式

课程目标

1 2 3

平时

成绩
10%

1.考核学生对写作基本理论知识的运用能

力。

2.根据平时的作业，取各次成绩的平均值作

为此环节的成绩。

√

期中

考试
40%

1.对写作基本理论知识的运用 能力。

2.期中考试成绩以百分计，乘以其在总评成

绩中所占的比例计入总评成绩。

√ √

期末

笔试
50%

1.主要考察学生对俄语写作基本理论知识

（包括写作规范、用词、句子、段落、 提

纲）的理解和实践的能力运用。

2.期末考试以闭卷笔试形式进行,卷面成绩

100分，以卷面成绩乘以 50%计入课程总

评成绩。

√ √ √

合计：100分

六、考核评价标准

参见文末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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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推荐阅读

1.参考教材：

Будильцева М. Б., Новикова Н. С.,Культура русской речи для иностранных

студентов[М]. М. : Русский язык. Курсы, 2013

2.参考资源：

（ 1） Будильцева М. Б.,Учебно-тренировочные тесты по русскому языку как

иностранному. Выпуск 3. Письмо: учебное пособие[М]. СПб.: Златоуст,

2014

（2）Будильцева М. Б., Новикова Н. С, Контрольные тесты к курсу “Культура

русской речи” для иностранных студентов[М]. М. : Русский язык. Курсы,

2013

(3) Позднякова А. А., Тренировочные задания по русскому языку для

подготовки к тестированию: на базовый уровень владения русским языком:

для приёма в гражданство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на получение

разрешения на право трудовой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в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М].

М/: АСТ: Астрель, 2013

大纲修订人： 赵洁 修订日期：

大纲审定人： 审定日期：

主管院长：

院教指委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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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高级俄语写作》考核评价标准

课程目标

评分标准

90-100 80-89 70-79 60-69 0-59

优 良 中 及格 不及格

能够通过学习了解俄

语写作中遣词造句、段

落展开、篇章布局等方

面的基础知识和写作

技能，掌握俄语专业四

级写作评分标准，并能

将这些写作知识或标

准应用于写作实践中。

（支撑毕业要求指标

点 2.2-1）

非常了解俄语写作

中遣词造句、段落展

开、篇章布局等方面

的基础知识和写作

技能，掌握俄语专业

四级写作评分标准，

并能将这些写作知

识或标准应用于写

作实践中。

了解俄语写作中遣

词造句、段落展开、

篇章布局等方面的

基础知识和写作技

能，掌握俄语专业四

级写作评分标准，并

能将这些写作知识

或标准应用于写作

实践中。

比较了解俄语写作

中遣词造句、段落展

开、篇章布局等方面

的基础知识和写作

技能，掌握俄语专业

四级写作评分标准，

并能将这些写作知

识或标准应用于写

作实践中。

基本了解俄语写作

中遣词造句、段落展

开、篇章布局等方面

的基础知识和写作

技能，掌握俄语专业

四级写作评分标准，

并能将这些写作知

识或标准应用于写

作实践中。

不了解俄语写作中

遣词造句、段落展

开、篇章布局等方面

的基础知识和写作

技能，没有掌握俄语

专业四级写作评分

标准，不能将这些写

作知识或标准应用

于写作实践中。

能够应用俄语语言知

识，就日常话题和一般

社会文化题材进行记

能够很好地应用俄

语语言知识，就日常

话题和一般社会文

能够较好地应用俄

语语言知识，就日常

话题和一般社会文

基本能够应用俄语

语言知识，就日常话

题和一般社会文化

能够部分地应用俄

语语言知识，就日常

话题和一般社会文

不能应用俄语语言

知识，就日常话题和

一般社会文化题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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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文的写作，用俄语阐

述观点和表达情感，内

容丰富、结构严谨，避

免语法、词汇、拼写、

标点等方面的错误。

（支撑毕业要求指标

点 2.6-4）

化题材进行记叙文

的写作，用俄语阐述

观点和表达情感，内

容丰富、结构严谨，

没有语法、词汇、拼

写、标点等方面的错

误。

化题材进行记叙文

的写作，用俄语阐述

观点和表达情感，内

容丰富、结构严谨，

有极少的语法、词

汇、拼写、标点等方

面的错误。

题材进行记叙文的

写作，用俄语阐述观

点和表达情感，内容

比较丰富、结构比较

严谨，有少量语法、

词汇、拼写、标点等

方面的错误。

化题材进行记叙文

的写作，用俄语阐述

观点和表达情感，内

容基本丰富、结构基

本严谨，有部分语

法、词汇、拼写、标

点等方面的错误。

进行记叙文的写作，

不能用俄语阐述观

点和表达情感，内容

不够丰富、结构不够

严谨，有较多的语

法、词汇、拼写、标

点等方面的错误。

具具有良好的逻辑思维能

力和思辨能力，善于独

立思考，能区分基于不

同文化和思维习惯的

俄汉写作模式差异，提

升跨文化交际能力。

（支撑毕业要求指标

点 2.3-1；2.3-2）

有很好的逻辑思维

能力和思辨能力，善

于独立思考，能区分

基于不同文化和思

维习惯的俄汉写作

模式差异，提升跨文

化交际能力。

有良好的逻辑思维

能力和思辨能力，善

于独立思考，能区分

基于不同文化和思

维习惯的俄汉写作

模式差异，提升跨文

化交际能力。

有基本的逻辑思维

能力和思辨能力，能

独立思考，能区分基

于不同文化和思维

习惯的俄汉写作模

式差异，提升跨文化

交际能力。

有一定的逻辑思维

能力和思辨能力，能

独立思考，能区分基

于不同文化和思维

习惯的俄汉写作模

式差异，提升跨文化

交际能力。

缺少逻辑思维能力

和思辨能力，不能独

立思考，不能区分基

于不同文化和思维

习惯的俄汉写作模

式差异，提升跨文化

交际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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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俄语）》教学大纲

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 中国文化（俄语） Chinese Culture (in Russian)

课程编号 1912008051

课程性质 专业选修课 适用专业 俄语专业

选用教材
关月月主编，《论语》思想术语俄译选读[M]，哈尔滨：黑龙江

大学出版社，2018.

总学时 36学时

理论学时 36 学时 实践学时 0学时

翻转、案例、

实践、创新

翻转： 学时；案例： 学时

实践： 学时；创新： 学时

学分 2学分 开课学期 第 7 学期

前导课程 基础俄语，跨文化交际，俄汉翻译理论与实践

后续课程 社会实践活动，国际交流活动

一、课程目标

本课程能够使学生达成如下目标：

1. 通过对中国文化的主流思想即儒家思想的解读，使学生真正了解中国传

统文化的核心思想观念，具有家国情怀和责任意识，立志实现人生价值，回馈国

家与社会；（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2.1-1）

2. 结合翻译理论、翻译技巧，开展儒家经典中经句的翻译实践，使学生熟

练掌握中国传统文化核心关键词的俄译表达，能够翻译一些耳熟能详的经典语

句，深化学生对经典的理解和运用；（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2.6-2；2.6-3）

3. 使学生能够了解并正确处理中俄两国语言与文化的差异，在跨文化交流

或者商务活动中能够让俄罗斯人深入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理念，做中国传统文化

的弘传者。（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2.8-2；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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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课程与专业毕业要求的支撑关系

课程目标与专业毕业要求的支撑关系：

专业毕业要求 专业毕业要求指标点
课程目标

1 2 3

2.1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综合素

质，具有社会责任感，自觉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1-1 秉持正确健康的道德

观念和人生理念，具有较高

的思想素质和精神修养，树

立高尚的道德意识，具备强

健的体魄

√

2.6能够理解俄语口语和书面语传

递的信息，能够准确得体地运用俄

语表达思想和情感，能够借助语言

工具和相关资源进行俄汉互译，能

够对语言现象进行分析与解释，具

有一定的第二外语应用能力。

2.6-2 能够用俄语口头表达

思想和情感。 √

2.6-3 能够理解俄语书面语

传递的信息。 √

2.8 关注国际形势和全球重大问

题，具有世界主要国家和区域的基

本认知，具有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

的能力，掌握基本的跨文化理论知

识和分析方法，能帮助具有中俄文

化背景的人士进行有效的跨文化

沟通。

2.8-2 具有开展国际交流与

合作的能力
√

2.8-3 掌握基本的跨文化理

论知识和分析方法，能帮助

具有中俄文化背景的人士

进行有效的跨文化沟通

√

课程对专业毕业要求的支撑度：

专业毕业要求 指标点 2.1-1
指标点

2.6-2

指标点

2.6-3

指标点

2.8-2

指标点

2.8-3

中国文化 H M M H H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81%93%E5%BE%B7%E8%A7%82%E5%BF%B5/4040205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81%93%E5%BE%B7%E8%A7%82%E5%BF%B5/4040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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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课程学时分配与教学内容

课程学时分配：

课程内容 支撑的课程目标 理论学时 实践学时

第一章 课程目标 1，2，3 4 0

第二章 课程目标 1，2，3 8 0

第三章 课程目标 1，2，3 10 0

第四章 课程目标 1，2，3 6 0

第五章 课程目标 1，2，3 4 0

第六章 课程目标 1，2，3 4 0

总学时 36 0

课程教学内容：

第一章 认识中国传统文化

教学内容：

1. 儒释道思想的实质

2. 中国传统文化的现状

3. 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

教学要求:
讲述儒释道三家思想的核心，使学生明确中国传统文化对于当代社会的重要性。

重点难点：

本课教学重点：使学生明确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

本课教学难点：讲清楚儒释道三家思想的核心、实质

学时分配：

1. 儒释道思想的实质 2学时

2. 中国传统文化的现状 1学时

3. 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 1学时

第二章 孝

教学内容：

1. 孝的深刻内涵

2. 孝的重要意义

3. 孝的表达

教学要求:



507

1. 讲述父母的恩德，使学生由衷升起感恩之心

2. 引导学生如何在生活中尽孝

3. 理解并翻译经典中有关“孝”的经句

重点难点：

本课教学重点：使学生理解父母、感恩父母，接受“孝”的思想

本课教学难点：使学生在生活中力行孝道

学时分配：

1. 孝的深刻内涵 2学时

2. 孝的重要意义 2学时

3. 孝的表达 4学时

第三章 敬

教学内容：

1. 敬的深刻内涵

2. 敬的重要意义

3. 敬的表达与日常礼仪

教学要求:

1. 讲述古代尊师的状况，使学生理解礼敬的重要意义

2. 引导学生如何在生活中礼敬他人

3. 理解并翻译经典中有关“敬”的经句

重点难点：

本课教学重点：使学生理解并接受“敬”的思想

本课教学难点：使学生在生活中做到时时礼敬他人

学时分配：

1. 敬的深刻内涵 2学时

2. 敬的重要意义 2学时

3. 敬的表达与日常礼仪 6学时

第四章 谨

教学内容：

1. 谨的深刻内涵

2. 谨的重要意义

3. 谨的表现

教学要求:

1. 讲解谨言慎行、慎独的重要性

2. 引导学生在生活中培养自律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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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理解并翻译经典中有关“敬”的经句

重点难点：

本课教学重点：使学生理解并接受“谨”的思想

本课教学难点：使学生在生活中真正做到自律

学时分配：

1. 谨的深刻内涵 2学时

2. 谨的重要意义 2学时

3. 谨的表现 2学时

第五章 信

教学内容：

1. 信的深刻内涵

2. 信的重要意义

3. 信的表现

教学要求:

1. 讲解诚信、信义的重要性

2. 引导学生在生活中诚信做人

3. 理解并翻译与“信”有关的经句

重点难点：

本课教学重点：使学生理解并接受“信”的思想

本课教学难点：使学生在生活中真正能够诚信做人

学时分配：

1. 信的深刻内涵 1学时

2. 信的重要意义 1学时

3. 信的表现 2学时

第六章 养生

教学内容：

1. 中医基本思想与子午流注

2. 健康四大要素

教学要求:

1. 讲解中医基本思想和子午流注

2. 讲解健康四大要素——饮食、睡眠、运动、情绪

重点难点：

本课教学重点：使学生理解并接受中医养生思想

本课教学难点：使学生在生活中养护自己的身体

学时分配：



509

1. 中医基本思想与子午流注 2学时

2. 健康四大要素 2学时

四、课程教学方法

本课程使用的教学方法主要包括：基于问题式教学、探究式教学、基于内容

的教学法、案例教学法、研讨式教学。

五、课程教学评价

评价

方式

占期末总

评比例
评价目的及计分方式

课程目标

1 2 3

平时

成绩
10%

1.考核学生对部分知识点的掌握程度。

2.根据平时的课堂听写、单元测试成

绩，按照所占比例折合后计入总评成

绩。

√

期中

考试
30%

1.结合教学进度安排期中考试，考查学

生对中国文化思想的掌握情况和语

言运用能力。

2.期中考试以闭卷笔试形式进行，成绩

以百分计，乘以其在总评成绩中所占

的比例计入总评成绩。

√ √

期末

笔试
60%

1.笔试主要考核学生整个学期所学的

语言知识点的掌握和运用能力，考试

题型为：核心文化观念词翻译，经句

翻译，运用传统文化中的理念解决现

实问题和论述题。

2.以闭卷笔试形式进行，卷面成绩 100

分，以卷面成绩乘以 60%计入课程总

评成绩。

√ √ √

合计：10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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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考核评价标准

参见文末附件

七、推荐阅读

1.参考教材：

（1）Духовная культура Кит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Философия) [M]. гл. Ред. М.Л.

Титаренко, Москва: Восточ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2006.

（2）Беседы и суждения Конфуция[M].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Кристалл, 2001.

（ 3） Конфуцианское «Четверокнижие» («Сы ШУ») [M]. Москва: Восточ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РАН, 2004.

2.参考资源：

魏征等编.《群书治要 360》[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2.

大纲修订人：靳铭吉 修订日期：

大纲审定人： 审定日期：

主管院长：

院教指委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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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中国文化》考核评价标准

课程目标

评分标准

90-100 80-89 70-79 60-69 0-59

优 良 中 及格 不及格

通过教师对中国文化的主流思

想即儒家思想的解读，使学

生真正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

核心思想观念，具有家国情

怀和责任意识，立志实现人

生价值，回馈国家与社会；

（ 支 撑 毕 业 要 求 指 标 点

2.1-1）

通过教师对中国文

化的主流思想即儒

家思想的解读，学

生非常了解中国传

统文化的核心思想

观念，具有家国情

怀和责任意识，立

志实现人生价值，

回馈国家与社会。

通过教师对中国文化

的主流思想即儒家思

想的解读，学生了解中

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思

想观念，具有家国情怀

和责任意识，立志实现

人生价值，回馈国家与

社会。

通过教师对中国文化

的主流思想即儒家思

想的解读，学生比较了

解中国传统文化的核

心思想观念，具有家国

情怀和责任意识，立志

实现人生价值，回馈国

家与社会。

通过教师对中国文化

的主流思想即儒家思

想的解读，学生一般了

解中国传统文化的核

心思想观念，具有家国

情怀和责任意识，立志

实现人生价值，回馈国

家与社会。

通过教师对中国文化的

主流思想即儒家思想的

解读，学生不能了解中

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思想

观念 ,没有家国情怀和

责任意识，不能立志实

现人生价值，回馈国家

与社会。

结合翻译理论、翻译技巧，

开展儒家经典中经句的翻译

实践，使学生熟练掌握中国

传统文化核心关键词的俄译

学生非常熟练地掌

握中国传统文化核

心关键词的俄译表

达，能够翻译一些

学生熟练地掌握中国

传统文化核心关键词

的俄译表达，能够翻译

一些耳熟能详的经典

学生比较熟练地掌握

中国传统文化核心关

键词的俄译表达，能够

翻译一些耳熟能详的

学生一般熟练地掌握

中国传统文化核心关

键词的俄译表达，能够

翻译一些耳熟能详的

学生不能熟练地掌握中

国传统文化核心关键词

的俄译表达，能够翻译

一些耳熟能详的经典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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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能够翻译一些耳熟能

详的经典语句，深化学生对

经典的理解和运用；（支撑毕

业要求指标点 2.6-2；2.6-3）

耳熟能详的经典语

句。

语句。 经典语句。 经典语句。 句。

使 学生能够了解并正确处理中

俄两国语言与文化的差异，

在跨文化交流或者商务活动

中能够让俄罗斯人深入了解

中国传统文化的理念，做中

国传统文化的弘传者。（支撑

毕业要求指标点 2.8-2；2.8-3）

学生能够非常正确

处理中俄两国语言

与文化的差异，在

跨文化交流或者商

务活动中能够让俄

罗斯人深入了解中

国 传统 文化 的理

念，做中国传统文

化的弘传者。

学生能够正确处理中

俄两国语言与文化的

差异，在跨文化交流或

者商务活动中能够让

俄罗斯人深入了解中

国传统文化的理念，做

中国传统文化的弘传

人。

学生能够比较正确处

理中俄两国语言与文

化的差异，在跨文化交

流或者商务活动中能

够让俄罗斯人深入了

解中国传统文化的理

念，做中国传统文化的

弘传者。

学生能够部分正确处

理中俄两国语言与文

化的差异，在跨文化交

流或者商务活动中能

够让俄罗斯人深入了

解中国传统文化的理

念，做中国传统文化的

弘传者。

学生不能够正确处理中

俄两国语言与文化的差

异，在跨文化交流或者

商务活动中能够让俄罗

斯人深入了解中国传统

文化的理念，做中国传

统文化的弘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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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语口译》教学大纲

课程基本信息

课 程 名 称 俄语口译 Russian Interpretation

课 程 编 号 1412008161

课 程 性 质 专业必修课 适用专业 俄语专业

选 用 教 材 徐曼琳.实战俄语口译[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5.

总 学 时 36学时

理 论 学 时 36 学 时 实践学时 0 学时

翻 转 、案 例 、

实 践 、 创 新

翻转： 0 学时；案例： 0 学时

实践： 0 学时；创新： 0 学时

学 分 2 学 分 开课学期 第 7 学期

前 导 课 程 俄语笔译

后 续 课 程

一、课程目标

1.掌握俄罗斯历史、文化、经济、科技等国情知识，了解国际局势及全球重

大问题，熟悉翻译基础理论，了解口译工作的相关专业知识，能够运用俄语开展

国际交流与合作。（支撑毕业要求 2.2-3，2.2-4）

2.了解俄语口语的语言特点，能够对媒体发布的一般语音材料进行听辨和翻

译。（支撑毕业要求 2.6-1，2.6-5）

3.具备较强的俄语口语表达能力，运用所学翻译方法与技巧进行俄汉互译。

（支撑毕业要求 2.6-2，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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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课程与专业毕业要求的支撑关系

课程目标与专业毕业要求的支撑关系：

专业毕业要求 专业毕业要求指标点
课程目标

1 2 3

2.2 系统地掌握俄语专业知识，

能够理解俄语文学作品的内容和

主题思想，欣赏文学作品的特点、

风格和语言艺术，熟悉中国语言

文化知识，了解人文社会科学基

础知识。

2.2-3熟悉俄语国家历史、政

治、社会文化等知识，了解

区域国别研究的基本方法

√

2.2-4 掌握俄汉、汉俄翻译的

基本理论，熟悉从事翻译工

作所需的相关专业知识

√

2.6 能够理解俄语口语和书面语

传递的信息，能够准确得体地运

用俄语表达思想和情感，能够借

助语言工具和相关资源进行俄汉

互译，能够对语言现象进行分析

与解释，具有一定的第二外语应

用能力。

2.6-1能够听懂一般话题的俄

语口头表达及新闻报道、影

视作品等
√

2.6-2能够用俄语口头表达思

想和情感 √

2.6-5能够运用翻译理论和方

法进行俄汉口笔译工作 √

课程对专业毕业要求的支撑度：

专业毕业

要求

指标点

2.2-3

指标点

2.2-4

指标点

2.6-1

指标点

2.6-2

指标点 2.6-5

俄语口译 M H M M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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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课程学时分配与教学内容

课程学时分配：

课程内容 支撑的课程目标 理论学时 实践学时

第一课 翻译导论

翻译练习
课程目标 1 6 0

第二课 文化

翻译练习
课程目标 2 6 0

第三课 经贸

翻译练习
课程目标 2 6 0

第四课 政治与外交

翻译练习
课程目标 2 6 0

第五课 科技

翻译练习
课程目标 2 6 0

第六课 体育与卫生

翻译练习
课程目标 2 6 0

总学时 36 36 0

课程教学内容：

第一课

教学内容：

1．口译的概念与类型

2．口译的要点与难点

3. 口译员的基本素质

教学要求:

1. 了解口译的概念与类型

2. 了解口译要点与难点

3．了解口译员的基本素质

重点难点：

本课教学重点：口译的要点与难点

本课教学难点：口译员的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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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时分配：

理论：口译的定义、类型、重点 2学时

实践：礼貌用语 4学时

第二课

教学内容：

1．文化主题语篇的特点

2．文化负载词的译法

3．翻译实践

教学要求:
1．了解文化主题语篇的特点

2．掌握文化负载词的译法

3．练习听辨能力

重点难点：

本课教学重点：文化负载词的译法

本课教学难点：听辨能力的练习

学时分配：

理论： 2学时

实践： 4学时

第三课

教学内容：

1．经贸主题语篇的特点

2．数词的翻译技巧

3．翻译实践

教学要求:
1. 了解经贸主题语篇的特点

2．掌握数词的翻译技巧

3．听辨信息，对信息进行分类

重点难点：

本课教学重点：数词的翻译

本课教学难点：信息分类

学时分配：

理论： 2学时

实践： 4学时

第四课

教学内容：



517

1．政治与外交主题的语篇特点与翻译方法

2．新闻报道的翻译实践

教学要求:

1. 熟练掌握俄语报刊政论语体的词汇、句法、篇章特点

2. 熟悉俄语新闻报道的类型、高频词汇、典型句式及篇章结构

3. 熟悉新闻报道的翻译方法与技巧

重点难点：

本课教学重点：政治与外交主题的词汇

本课教学难点：新闻报道的听辨与翻译

学时分配：

理论： 2学时

实践： 4学时

第五课

教学内容：

1．科技主题语篇的特点与翻译方法

2．术语的构词特点，科学语体的句法特点

3．翻译实践

教学要求:
1．掌握科技主题语篇的特点与翻译方法

2．了解术语的构词特点，科学语体的句法特点

重点难点：

本课教学重点：科学语体的特点与翻译方法

本课教学难点：复合句的翻译技巧

学时分配：

理论： 2学时

实践： 4学时

第六课

教学内容：

1．体育与卫生主题语篇的特点与翻译方法

2．记者发布会的翻译特点

3．翻译实践

教学要求:
1. 掌握体育与卫生主题语篇的特点与翻译方法

2. 了解记者发布会的翻译特点

重点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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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教学重点：问答形式的口译

本课教学难点：体育与卫生的主题词汇

学时分配：

理论： 2学时

实践： 4学时

四、课程教学方法

本课程采用传统授课、启发问答式、讨论式教学、小组合作学习等方法进行教学，充分、

合理地利用多媒体、网络等现代化教学手段辅助俄语教学，提高俄语教学质量，同时对学生

进行线上线下辅导，为学生答疑解惑。

五、课程教学评价

评价

方式

占期末总评

比例
评价目的及计分方式

课程目标

1 2 3

平时

成绩
10%

1．考核学生对部分知识点的掌握程度；

2．根据平时的课堂翻译、小测评分，取各次成

绩的平均值作为此环节的最终成绩。

√ √ √

期中

考试
30%

1．结合教学进度安排期中考试，考查学生对相

关知识的掌握程度和翻译方法及技巧的运用能

力；

2．期中考试以口试形式进行,成绩以百分计，乘

以其在总评成绩中所占的比例计入总评成绩。

√ √ √

期末

考试
60%

以口试形式进行，主要考核学生整个学期所学的

翻译理论知识点的掌握和理论的运用能力，考试

题型为：俄汉词组翻译、汉俄词组翻译、俄汉句

子翻译、段落听译等。成绩 100分计，乘以其在

总评成绩中所占的比例计入总评成绩。

√ √ √

合计：100分

六、考核评价标准

参见文末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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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推荐阅读

1.参考教材：

徐曼琳. 实战俄语口译[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5.

2.参考资源：

胡谷明. 汉俄翻译教程[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2.

大纲修订人： 徐睿 修订日期：

大纲审定人： 审定日期：

主管院长：

院教指委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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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俄语口译》考核评价标准

课程目标

评分标准

90-100 80-89 70-79 60-69 0-59

优 良 中 及格 不及格

掌握俄罗斯历史、文化、

经济、科技等国情知识，

了解国际局势及全球重

大问题，熟悉翻译基础理

论，了解口译工作的相关

专业知识，能够运用俄语

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

（支撑毕业要求 2.2-3，

2.2-4）

掌握大量的俄罗斯历

史、文化、经济、科技

等国情知识，充分了解

国际局势及全球重大

问题，熟悉翻译基础理

论，充分了解口译工作

的相关专业知识，能够

运用俄语开展国际交

流与合作。

掌握俄罗斯历史、文

化、经济、科技等国情

知识，对国际局势及全

球重大问题有一定的

了解，熟悉翻译基础理

论，了解口译工作的相

关专业知识，能够运用

俄语开展国际交流与

合作。

对俄罗斯历史、文化、

经济、科技等国情知识

有一定的了解，对国际

局势及全球重大问题

有初步的了解，熟悉翻

译基础理论，了解口译

工作的相关专业知识。

对俄罗斯历史、文化、

经济、科技等国情知识

有所了解，熟悉翻译基

础理论，了解口译工作

的相关专业知识。

对俄罗斯历史、文化、

经济、科技等国情知识

了解甚少，不清楚口译

工作的相关专业知识，

无法运用俄语开展国际

交流与合作。

了解俄语口语的语言特

点，能够对媒体发布的一

般语音材料进行听辨和

翻译。（支撑毕业要求

2.6-1，2.6-5）

充分了解俄语口语的

语言特点，能够对媒体

发布的语音材料进行

听辨和翻译。

了解俄语口语的语言

特点，能够对媒体发布

的一般语音材料进行

听辨和翻译。

对俄语口语的语言特

点有一定的了解，能够

对简单的语音材料进

行听辨和翻译。

对俄语口语的语言特

点有所了解，能够对简

单的语音材料进行听

辨和翻译。

对俄语口语的语言特点

了解甚少，无法对一般

语音材料进行听辨和翻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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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备较强的俄语口语表

达能力，运用所学翻译方

法与技巧进行俄汉互译。

（支撑毕业要求 2.6-2，

2.6-5）

具备较强的俄语口语

表达能力，运用所学翻

译方法与技巧进行俄

汉互译。

具备一定的俄语口语

表达能力，运用所学翻

译方法与技巧进行俄

汉互译。

能用俄语进行基本的

口语表达，运用所学翻

译方法与技巧进行俄

汉互译。

具备基础俄语口语表

达能力。

俄语口语表达能力较

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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