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代中国> 系列教材用网络专栏的形式介绍了中国现当代的生活现象或
趋势，讨论其带来的影响与背后体现的文化意义。本系列教材主要选取了
2019年前后中国的艺术、环境、经济、科技、娱乐、旅游、情感和与美国
的文化对比等8个方面热点话题作为主要课文内容，突出趣味性与独特
性，帮助学生学习汉语，同时也能了解当代中国。本系列每课都是独立的
阅读课文，偏重中国与海外文化对比学习，讨论性强，鼓励学生发表个人
意见。

本系列教材涵盖了 HSK 5-6 级及 6 级以上（相当于 Ponddy 3-5 级）阅读课文，共 32 篇。
内容设置：

适用对象：
适用于 15 岁以上有一定汉语基础，对当代中国艺术、环境、经济、科技、娱乐、旅游、情感
和文化等方面感兴趣的汉语学习者。

当代中国

系列线上教材

文化对比
- 3 篇主题课文 - 3 篇主题课文

艺术
- 2 篇主题课文

环境 经济
- 8 篇主题课文

科技
- 4 篇主题课文

娱乐
- 5 篇主题课文

旅游
- 3 篇主题课文

情感
- 4 篇主题课文

32 篇课文，每篇课文分为两个课时进行，共 64 个课时



教材内容详情当代中国   

适用

15岁＋
HSK

5~6

每课

建议课时

2

分类 日期 课文链接及练习链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 中国也有占星术？- 紫微斗数

1.2 我们这样取名字

1.3 中美学校规定大不同

2.1 审美观大不同

2.2 中国风变身时尚元素

2.3 从古装电影和电视剧看不同的中国服饰

3.1 环保是一条长远的路

3.2 环境与健康问题

4.1 从宠物沟通师看宠物消费市场

4.2 新时代的青年 - 斜杠青年

4.3 “宅经济”正火

4.4 打工的新选择

4.5 新商业模式

4.6 租玩具正流行？

4.7 代经济好不好？

4.8 我看共享交通

5.1 阅读新方式

5.2 智能宠物用品帮我照顾宠物

5.3 当科技碰上音乐

5.4 别被推荐算法限制住了！

6.1 八字是什么？

6.2 电竞比赛和电竞直播

6.3 最火的新兴职业

6.4 父母该让孩子跟上电竞趋势吗？

练习

练习

练习

练习

练习

练习

练习

练习

练习

练习

练习

练习

练习

练习

练习

练习

练习

练习

练习

练习

练习

练习

练习

练习

文化对比

艺术

经济

环境

科技

娱乐

免费取得

https://reader.ponddy.com/share/ccafe5b8-cf35-48ef-aa83-be8eec38d3d9
https://reader.ponddy.com/share/f010f959-dac6-4225-b655-df77d2fe2952
https://reader.ponddy.com/share/f7c872c2-d483-4395-bf5d-2968dcccf1fc
https://reader.ponddy.com/share/41fbc548-4389-42af-ae5e-f201f2af67f2
https://reader.ponddy.com/share/5a6b2026-1e05-4d8e-bbe6-3372b5c90af4
https://reader.ponddy.com/share/bd2c8786-6638-4369-9006-fac62e41fedb
https://reader.ponddy.com/share/8aa4d9cc-381a-44a0-8afb-4fc60663f385
https://reader.ponddy.com/share/679ac67c-77ff-4cc2-a761-335621b34efb
https://reader.ponddy.com/share/bd0b9717-fbff-4b31-8836-9b5be0fadb73
https://reader.ponddy.com/share/f7e583a4-d667-40b5-886b-8c54288c746f
https://reader.ponddy.com/share/f4a5d626-da3a-4e1d-b755-08a576dbd0b3
https://reader.ponddy.com/share/92e7083b-c08c-4aeb-a1ad-c6f31e36cd72
https://reader.ponddy.com/share/e71e63ce-bb2f-4390-8c0f-fff16c3415e4
https://reader.ponddy.com/share/2b77d3f4-e541-46d2-b4ff-b5db32ca8f1b
https://reader.ponddy.com/share/0587ff43-4cc7-4908-b060-88d66b927132
https://reader.ponddy.com/share/1adfc2f5-627a-45ed-a458-d79337492441
https://reader.ponddy.com/share/1ee6c815-892e-44e0-b4bd-4af8a2f51eef
https://reader.ponddy.com/share/1d6c6de1-4190-471d-accc-f639ee8fa225
https://reader.ponddy.com/share/e9f74bd2-4f65-4f05-b810-86accd6ab28a
https://reader.ponddy.com/share/ea596cf1-0a9d-46fa-9c8e-9d52b4339414
https://reader.ponddy.com/share/72a45b04-153c-452b-920f-89ce2c5d3a15
https://reader.ponddy.com/share/d476303c-9f0d-4e2c-ba6e-faed19fa1722
https://reader.ponddy.com/share/3483135d-a35f-472c-b20f-69854323e511
https://reader.ponddy.com/share/8618ad77-2ea0-4c99-883c-8bda9f22faca
https://easyplay.ponddy.com/?res=ccafe5b8-cf35-48ef-aa83-be8eec38d3d9
https://easyplay.ponddy.com/?res=f010f959-dac6-4225-b655-df77d2fe2952
https://easyplay.ponddy.com/?res=f7c872c2-d483-4395-bf5d-2968dcccf1fc
https://easyplay.ponddy.com/?res=41fbc548-4389-42af-ae5e-f201f2af67f2
https://easyplay.ponddy.com/?res=5a6b2026-1e05-4d8e-bbe6-3372b5c90af4
https://easyplay.ponddy.com/?res=bd2c8786-6638-4369-9006-fac62e41fedb
https://easyplay.ponddy.com/?res=8aa4d9cc-381a-44a0-8afb-4fc60663f385
https://easyplay.ponddy.com/?res=679ac67c-77ff-4cc2-a761-335621b34efb
https://easyplay.ponddy.com/?res=bd0b9717-fbff-4b31-8836-9b5be0fadb73
https://easyplay.ponddy.com/?res=f7e583a4-d667-40b5-886b-8c54288c746f
https://easyplay.ponddy.com/?res=f4a5d626-da3a-4e1d-b755-08a576dbd0b3
https://easyplay.ponddy.com/?res=92e7083b-c08c-4aeb-a1ad-c6f31e36cd72
https://easyplay.ponddy.com/?res=e71e63ce-bb2f-4390-8c0f-fff16c3415e4
https://easyplay.ponddy.com/?res=2b77d3f4-e541-46d2-b4ff-b5db32ca8f1b
https://easyplay.ponddy.com/?res=0587ff43-4cc7-4908-b060-88d66b927132
https://easyplay.ponddy.com/?res=1adfc2f5-627a-45ed-a458-d79337492441
https://easyplay.ponddy.com/?res=1ee6c815-892e-44e0-b4bd-4af8a2f51eef
https://easyplay.ponddy.com/?res=1d6c6de1-4190-471d-accc-f639ee8fa225
https://easyplay.ponddy.com/?res=e9f74bd2-4f65-4f05-b810-86accd6ab28a
https://easyplay.ponddy.com/?res=ea596cf1-0a9d-46fa-9c8e-9d52b4339414
https://easyplay.ponddy.com/?res=72a45b04-153c-452b-920f-89ce2c5d3a15
https://easyplay.ponddy.com/?res=d476303c-9f0d-4e2c-ba6e-faed19fa1722
https://easyplay.ponddy.com/?res=3483135d-a35f-472c-b20f-69854323e511
https://easyplay.ponddy.com/?res=8618ad77-2ea0-4c99-883c-8bda9f22faca


6.5 身为皇帝的女人

7.1 中国人的旅游方式正在改变

7.2 旅游真人秀带动了旅游经济

7.3 宫廷剧带动了故宫的观光热潮

8.1 使用约会软件的风险

8.2 看别人谈恋爱

8.3 相亲方式的改变

8.4 我们这样谈恋爱

练习

练习

练习

练习

练习

练习

练习

练习

/

/

/

/

/

/

/

/

娱乐

旅游

情感

https://reader.ponddy.com/share/aa8e73ac-2282-4757-bc65-565813342ebb
https://reader.ponddy.com/share/718e91c5-98e8-4d60-847c-bf9c1c385ec1
https://reader.ponddy.com/share/d274e730-1147-425b-881e-96c172eb0c20
https://reader.ponddy.com/share/ed32337a-3659-417c-a335-d060faa90dd7
https://reader.ponddy.com/share/537b51b5-255e-443d-ae9b-97c986d6e725
https://reader.ponddy.com/share/2c92b044-9920-4eaf-ad02-82054bf35ac2
https://reader.ponddy.com/share/aea61d92-bca7-45b2-a333-3ee28b0ed035
https://reader.ponddy.com/share/3b087453-b9a3-4095-9ddd-19514c3054e0
https://easyplay.ponddy.com/?res=aa8e73ac-2282-4757-bc65-565813342ebb
https://easyplay.ponddy.com/?res=718e91c5-98e8-4d60-847c-bf9c1c385ec1
https://easyplay.ponddy.com/?res=d274e730-1147-425b-881e-96c172eb0c20
https://easyplay.ponddy.com/?res=ed32337a-3659-417c-a335-d060faa90dd7
https://easyplay.ponddy.com/?res=537b51b5-255e-443d-ae9b-97c986d6e725
https://easyplay.ponddy.com/?res=2c92b044-9920-4eaf-ad02-82054bf35ac2
https://easyplay.ponddy.com/?res=aea61d92-bca7-45b2-a333-3ee28b0ed035
https://easyplay.ponddy.com/?res=3b087453-b9a3-4095-9ddd-19514c3054e0


本堂课主要目的在于复习与巩固主课文的内容。

当代中国系列 

建议老师采用以下方式：

2. 增加学生的词汇量，您可以进行扩展练习。在Ponddy Reader

上主课文的"补充资源“页签，您可以找到相关学习资源。比如

给学生看视频回答问题、补充文化知识、补充相关生词、延伸

阅读练习。老师需要依学生水平和学习情况选用内容。



1. 处理学生作业，纠正作业中的错误，您可以和学生一起梳理。


要是学生有写作、写句子等作业，老师于本堂课与学生一起订

正作业；要是学生有口语报告，于本堂课发表，老师予以反馈。

复习课



您还可以通过一系列的复习活动来丰富课堂，课堂活动
建议如下：

创建 Pondlet 标注 Key Vocabulary&Key Grammar

1. 为更有针对性地复习某些重点生词和语法，您可通过 “创建

Pondlet ->标注 Key Vocabulary & Key Grammar” ，让系

统根据您设定的重点词汇、语法自动为您生成游戏式练习。


接着您只需将这篇复习 Pondlet 分享给学生练习或者作为一

种课堂活动。

3. 为缓解学生学习压力，增添中文课堂的趣味性，您可以多多利

用与中文相关的课堂游戏，诸如：词语接龙、Bingo、一人一笔

写汉字、我说你猜等。

2. 为了检查学生本单元汉字掌握情况，可以听写汉字或短句。利

用教学白板，让学生书写或键盘打出汉字或短句，并由教师或

学生互相评分及纠正错误汉字。




进度表范例及说明

Ponddy

HSK

CEFR

ACTFL

0

1-2

Pre A1

Novice Low-Mid

1

3

A1

Novice High

2

4

A2

Intermediate Low-Mid

初中到高中学生

HSK 1、2

先进中文系列

完成第一课 生字教学

完成 <因为 ...所以...> 的语 法教学

完成第一段课 文阅读

Pondlet 课文

文：早上好

/1 1

学生姓名：

等级：

适用年龄：

每个课时时长：50 分钟		 	

每周建议课时数：4 个课时

___本期 41 篇课文，每篇课文分为两个课时进行，共 82 个课时___

Excel 链接

等级

适用年龄

教学进度记录范例

填写课文

教学日期

课文及课时总数

学生姓名

教学进度记录：

等级对照表



当代中国系列 学生姓名：

教学进度记录：Pondlet 课文：

/

教学进度记录：Pondlet 课文：

/

1 1
早上好

教学进度记录：Pondlet 课文：

/

教学进度记录：Pondlet 课文：

/

教学进度记录：Pondlet 课文：

/

教学进度记录：Pondlet 课文：

/

教学进度记录：Pondlet 课文：

/

教学进度记录：Pondlet 课文：

/

等级：

适用年龄：适合 15 岁以上高水平

每个课时时长：50 分钟		 	

每周建议课时数：4 个课时

本级别          篇课文，每篇课文分为两个课时进行，共          个课时

完成第一课 生字教学

完成 <因为 ...所以...> 的语 法教学

完成第一段课 文阅读

http://s.ponddy.com/ModernChina


教学进度记录：Pondlet 课文：

/

教学进度记录：Pondlet 课文：

/

教学进度记录：Pondlet 课文：

/

教学进度记录：Pondlet 课文：

/

教学进度记录：Pondlet 课文：

/

教学进度记录：Pondlet 课文：

/

教学进度记录：Pondlet 课文：

/

教学进度记录：Pondlet 课文：

/

教学进度记录：Pondlet 课文：

/

教学进度记录：Pondlet 课文：

/



备注

教学进度记录：Pondlet 课文：

/

教学进度记录：Pondlet 课文：

/

教学进度记录：Pondlet 课文：

/

教学进度记录：Pondlet 课文：

/



第一课时

第二课时

（ eg. 看图提问、看图描述）

上课To Do Checklist
*可自由选择是否使用

*可自由选择是否使用

*检讨上堂课作业
读/写汉字（复习上堂课重点生词）
复习问答（复习上堂课重点生词）

游戏练习

*预习作业（分享 Pondlet 给学生）

泛听课文
跟读课文
分角色朗读课文
阅读理解及讲解（ “补充资源” 之 “Reading Comprehension” ）

1.复习

2.课文

3.复习活动

4.布置作业

读课文标题
介绍课文主题

1.暖身

跟读生词
解释词义
提供生词例句并练习
练习生词造句（词关联）
练习汉字书写（字关联）
*汉字知识扩展（部首关联）

2.生词

讲解语法
语法例句提问互动（ eg. 选择例句进行提问、翻译）

3.语法

*写作作业4.布置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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