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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P3 di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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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ims to train students to read Chinese newspapers and periodicals, surf Chinese websites, and comprehend all 

kinds of Chinese written information found in everyday life.

 Begins with the basics, allowing Chinese language learners to smoothly develop and transition into a Chinese 

reading practice.

 Selected texts are edited according to student’s levels. Varied styles of writing are presented. The content 

includes all kinds of current information, topics, and issues related to Chinese society.

 Emphasizes the use of information retrieval. Each lesson contains abundant “fact-finding exercises”, with a focus 

on developing quick reading ski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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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s on the 
Text and 
Example 
Sentences

Vocabulary 
Base

第 1 课 

故宫位于北京市中心，在天安门广场北一公里，景山公园南

门对面，旧称“紫禁城”。明朝第三位皇帝——永乐皇帝朱棣于

1406年开始修建，1420年建成。这里是明清两代的皇宫，曾居住

过24位皇帝。对我们来说，“紫禁城”是旧王朝
3 3

的宫殿，所以称

为“故宫”。

故宫的宫殿建筑是中国现存最大、最完整的古建筑群，呈长

方形，南北长960米、东西宽750米，占地面积72万平方米，周围

环绕
3 3

有50米宽的护城河和10米高的城墙。故宫分外朝和内廷两大

部分，共有宫殿房屋8700间。外朝是皇帝举行大典
3 3

和召见大臣
3 3 3 3

的

场所，其中心是太和、中和、保和三大殿，它们建在汉白玉砌
3

成

的8米高的台基上，是故宫里最吸引人的建筑。内廷是皇帝和后
3

妃
3

以及幼年皇子、皇女们日常居住的地方，由乾清宫、交泰殿、

坤宁宫、东西六宫和御花园组成。

故宫是收藏
3 3

文物珍品
3 3

最多的博物馆，藏有珍贵历史文物90多

万件，是研究明、清两代历史和历代艺术的重要资料，其中很多

是绝无仅有
3 3 3 3

的国宝。故宫内常设文物陈列
3 3

有：陶瓷馆馆藏陈列、

珍宝馆馆藏陈列、钟表馆馆藏陈列、书画馆馆藏陈列、青铜器
3 3 3

馆

馆藏陈列、玉器
3 3

馆馆藏陈列等。

故宫博物院全年开放。门票：旺季
3 3

（自4月1日—10月31日）

60元/人，淡季
3 3

（自11月1日—翌年3月31日）40元/人。珍宝馆10

元，钟表馆10元。 

去故宫游览，你最关注的是什么？是那里的宫殿建筑？是当年皇帝的生活
方式？还是里面收藏的文物？

	 阅读准备	    Warm-Up Before Reading

阅  读	    Reading

�

第 1 课 

	 注	释	    Notes on the Text

 5. 大臣 （名） dSchRn minister (of a monarchy)

 6. 砌 （动） qK lay bricks or stones with mortar

 7. 后妃   hHu fEi imperial concubines

 8. 收藏 （动） shTucWng collect and store

 9. 珍品 （名） zhEnpJn treasure

 10. 绝无仅有  juR wP jJn yGu unique

 11. 陈列 （动） chRnliF display, exhibit

 12. 青铜器  qUngtYng qK bronze artworks

 13. 玉器 （名） yMqK jade artworks

 14. 旺季 （名） wSngjK busy season

 15. 淡季 （名） dSnjK slack season

 16. 讲解 （动） jiAngjiD explain

 17. 纪念品 （名） jKniSnpJn souvenir

 18. 地铁 （名） dKtiD subway

1 位于

 动词，位置处在（某处）。

 It’s a verb which means to be located.
 例句： 中国位于亚洲的东部。

  颐和园位于北京西北郊。

�

信息检索（一）故宫博物院

	 词语表	    Vocabulary Base

1.2米以下儿童免费参观。大、中、小学生凭学生证购买门

票20元/人。珍宝馆和钟表馆门票各10元/人。

开放时间：11月1日至翌年3月31日，开馆时间 8:30—16:30，

停止入场时间 15:40（含钟表馆、珍宝馆）

4月1日至10月31日，开馆时间 8:30—17:00，停止入场时间 

16:10（含钟表馆、珍宝馆）

故宫博物院服务项目：

1.  汉语、英语、日语、德语、法语等录音导游

2.  汉语、英语、日语讲解
3 3

员讲解服务

3.  出售商品（旅游纪念品
3 3 3

、图书、食品） 

4.  广播

5.  存包

交通：乘公交1、4、20、52、57、101、103、109、111路等

均可到达。

地铁
3 3

：1号线天安门东站或天安门西站下车；2号线前门站下

车。

 1. 王朝 （名） wWngchWo dynasty

 2. 环绕 （动） huWnrSo surround, encircle

 3. 大典 （名） dSdiAn grand ceremony held by a state

 4. 召见 （动） zhSojiSn call in (one’s subordinates) 

�

Exercises  
After Reading

Class Activities 
and Discussions

第 1 课 

 5. 故宫里哪些建筑最吸引人？

 6. 作为收藏文物珍品的博物馆，故宫内常设哪些文物陈列？

 7. 如果你12月5日去故宫游览，门票多少钱？

 8. 故宫博物院旺季时门票加参观珍宝馆和钟表馆的票一共要付多少

钱？

 9. 什么样的游客可以免票？什么样的游客可以买20元的门票？

 10. 如果你5月6日去故宫游览，游客停止入场的时间是几点？

 11. 故宫博物院的服务项目中有法语录音导游服务吗？

 12. 乘地铁1号线在哪一站下车？

课堂活动与交流  Class Activity and Discussion

课堂讨论： 1. 在下页的故宫平面图上画出一条既快捷又可参观到尽

可能多的主要景点的游览路线。

 2. 根据你的兴趣爱好，哪些景点和文物陈列是必须参观

的？

�

信息检索（一）故宫博物院

	 读后练习	    Exercises After Reading

2 台基

 作为建筑基础的高台。

 It refers to a high platform as the basement of a building.

3 御（yM）

 指与皇帝有关的。

 It refers to something related to an emperor in the feudal society.
 例：御笔（皇帝亲笔写的字或画的画）、御膳（皇帝吃的饭菜）、御花园

（皇宫里的花园）。

4 翌（yK）

 书面语，次于今日、今年的。

 It’s a formal word which means next, immediately following in time.
 例：翌日、翌年。

5 公交

 公共交通。这里指公交车辆。

 It refers to public transportation bus.

信息查找（12分钟）Fact-Finding Exercises

 1. 故宫是哪个皇帝在位时开始修建的？哪一年建成的？

 2. “紫禁城”居住过明清两代多少个皇帝？

 3. 外朝是什么样的场所？

 4. 内廷是什么样的地方？

�

Warm-Up  
Before Reading

Read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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