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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语种在英语热持续了很久之后,近年来异军突起。随着越

来越多的外国企业入驻上海,对于小语种人才培育的数量就显得

捉襟见肘了。与此同时,许多行业诸如医护、旅游等也都纷纷显示

出对小语种应用的需求,小语种人才开始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日

益走俏起来。而在留学大军里,小语种国家也开始受到瞩目,较少

的竞争、相对容易的签证、不输给英美大学的教育质量和独特的异

国风俗等,都成为人们选择的重要理由。
从近几年对小语种人才的需求情况来看,日语、德语、法语、西

班牙语和意大利语的需求最大,韩语以及东南亚一些国家的小语

种也炙手可热。由于小语种人才需求上升和待遇看好,吸引了越

来越多的人加入小语种学习的狂潮中来。然而大多数小语种学习

的难度都比较大,尤其是入门阶段,因此对于小语种学习者而言,
教材选择就非常重要。目前市场上很少有一系列全面的小语种入

门教材,新世界教育集团作为沪上最全面、最早开设的小语种培训

中心之一,针对目前最热门的几大语种,特别编写这套小语种入门

系列教材,包括日语、法语、韩语、德语、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这6
门小语种,是专门针对中国人学外语而编写的小语种教材。从语

音入门开始,教授语言的发音方法,并配合单词的例子使学生能在

最短时间内掌握发音,为学好这门语言打好基础。后面的课文则

大都取材于日常生活中的情景片段,内容贴近生活,将语言学习与

现实生活结合起来,帮助学习者扎实地掌握语法、会话、常见句型

和基本常用词汇,配合课后练习和小知识,让学生掌握地道的外

语,获得运用这门外语的基本技巧。
本套教材是为广大小语种初学者量身定做的教材,相信大家

通过本套教材的学习,一定能够顺利地通过入门阶段的这一关卡,
为今后的学习打下更为坚实的基础!

新世界进修中心校长

许小明

2012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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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语,为歌剧而生的语言

意大利语,Italiano,传说中专门为歌剧而诞生的语言,似乎也像古罗

马时代的雕塑一样,总带着一种神秘的色彩。那么究竟意大利语是什么

样的呢? 在哪些地区使用? 有些什么特点呢? 下面先给大家介绍一下。

意大利语(Italiano这个单词有着很悠长的声调,我个人认为是意大

利语里面最美妙的一个单词)隶属于印欧语系的罗曼语族。现在约有7
千万人在日常生活中用意大利语,大多数是意大利居民。29个其他国家

的居民也使用意大利语,其中5个国家立其为官方语言。意大利、欧洲联

盟、瑞士、圣马力诺、斯洛文尼亚和梵蒂冈,把意大利语作为官方语言。

前面我们说到意大利语是为歌剧而诞生的语言,除了因为它抑扬顿

挫的音调之外,其独特而优美的发音也是很重要的因素之一。意大利语

发音中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它的大舌音,也称为舌尖颤音,就是要凭一口

气让舌尖自己抖动起来。听起来似乎很玄乎,的确,在练的时候也很玄

乎。这里我们要澄清一下哦,有一种练舌头抖动的方法很流行,就是在漱

口的时候,含口水在喉咙里,然后仰起头一直练,几乎每个学生都会问我

大舌音是不是就是这么练的。大家要注意了,这个方法可不是练大舌音

的哦,这个是法语里面练小舌音的方法。那么,我们的大舌音是怎么练的

呢? 大家可以试试把舌尖抵到上颚,然后不震动声带,丹田出气,试着把

舌尖吹得抖起来。一般来说,第一次大部分人都不会成功,不过不用急,

只要坚持一直练,终究有一天可以吹得抖起来。可能某一天,不经意之间

就会发现自己的舌头灵活了很多呢,很有可能得意地在说中文时,舌头也

会不听话地抖几下哦。

正规意大利语是托斯卡纳的方言,发音介于意大利南半部方言之间。

正规发音近来稍微加进了一些意大利经济中心米兰的口音。所以可能不

同学校出来的人,说话的发音略有不同,就好像中国的方言一样。比如c
这个音,南方大部分是发ka,而北方则是发ga。不过,交流基本上还是没

有问题的,所以只要多听一听,这些方言上的差别是不会成为障碍的。

意大利语另外一个很显著的特点就是它的语法很难。以名词为例,

分为阳性名词和阴性名词,同时,它的不定冠词和定冠词都要根据这个名

词的性和数得有相应的变化。举bambino为例(是“男孩”的意思),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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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它是个阳性名词,又是单数,所以当它加定冠词的时候要加il。而

bambina是“女孩”的意思,阴性单数,这个词加定冠词的时候就要加la。

如果这两个词变成复数,即bambino变成bambini的时候,那么我们所

选用的定冠词就要变成i;同样地,当bambina变成复数bambine的时

候,由于它现在是阴性复数,所以我们选用的定冠词就是le。而这些还只

是一些规则的情况,我们在日常学习中,会碰到很多不规则的情况。所以

在刚开始学意大利语的时候,会觉得怎么光说一句话就有好多语法点,感

觉脑子会一下子转不过来,不过不要紧,到后面慢慢习惯了意大利人的这

个思维,就会适应了。其实,这种语言的灵活性也和意大利这个民族的特

性有关系,因为我们都知道,意大利人富有想象力,很热情,喜欢以很灵活

的方式生活,不喜欢拘泥于一格。关于这一点,在意大利语学到后面时,

这些细微的变化将会融入我们的思维,我们整个人也会变得像意大利人

一样,非常allegro(活力四射)。

意大利语的学习方法可以分为听、说、读三个部分。

听:

选择适合自己的语音学习材料;

反复地听,不一定强调听懂,但一定要听清楚;

坚持听,养成听的习惯,坚持一段时间,不能半途而废;

听之前,最好制订一定的计划和目标,使学习更有主动性和明确性。

说:

不要害怕提的问题幼稚、可笑,只要你自己搞明白就是值得的,就是

进步;

养成提问的好习惯,不仅有助于语言学习,也是个人成长的好习惯;

学习时要经常准备好学习的工具,如字典、软件、记录本等,可以将不

明白的地方随时记录下来或者直接进行查阅;

注意将提问获得的结果消化、整理,在这点上成人应该比婴儿做得更

好。

读:

将朗读作为每天早晨起来以后的一个习惯动作,达到不念一念嘴巴

就难受的程度;

一定要大声地朗读,最好投入感情,声情并茂,仿佛你就是播音员,就

如同在向众人演讲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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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复模仿几篇文章,直到出口成诵,由此突破发音关;

可以分阶段录下自己朗读的声音文件,保存起来(可以按录音的日期

命名),以后在不同的阶段放给自己听一听,看看是不是有明显的进步。

记住哟,任何领域的成功都不是轻而易举就能得到的。语言学习也

一样。成功通常源自于一系列小的事情或最简单的定理,这些小事情或

定理不断重复,最终联合起来成就了你;同时,上天有时好像也会给你一

些阻挠,直到把你逼向几乎崩溃的边缘。如果你能证明自己能够承受和

突破压力,上天就一定会给予恩惠,你会发现你能够在一个过去看上去不

可能的层面上毫不费劲地完成任务。真所谓“天道酬勤”,不断给自己鼓

劲吧,成功就在眼前。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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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音入门

意大利语一共有26个字母,其中21个为常用字母,在常用字母中,

又分为元音和辅音两个部分。其中元音5个,分别是a,e,i,o,u。辅音

16个,分别是b,c,d,f,g,h,l,m,n,p,q,r,s,t,v,z。除此之外,

另外5个为外来字母:j,k,w,x,y。外来字母通常出现在外来词中。

Alfabetoitaliano意大利语字母表

字母 发音 字母 发音 字母 发音

Aa a Hh acca Qq qu

Bb b Ii i Rr erre

Cc ci Ll elle Ss esse

Dd di Mm emme Tt ti

Ee e Nn enne Uu u

Ff effe Oo o Vv vu,vi

Gg gi Pp pi Zz zeta

外来字母(五个)

字母 发音

Jj ilunga

Kk cappa

Ww vudoppia

Xx ics

Yy ipsilon,igreca

意大利语的语音发音非常简单,由一个一个音节组成,当你掌握全部

的音节之后,那么所有的单词,你就能像拼拼音一样拼出来了。

语音入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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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音的发音

每个音节都必须包含至少一个元音,所以元音在音节的组成上至关

重要。我们先来学习五个元音的发音。

1.元音a的发音

发音时双唇张开,舌尖抵下齿龈,发音与汉语中的“阿”相似,开口程

度稍小。

2.元音e的发音

发音时双唇稍向两边咧开,舌尖抵下齿,舌面稍向上抬起。

在意大利语中,e的发音分为开口音è和闭口音é。发è音时开口程

度比发é音时稍大一些。

3.元音i的发音

发音时双唇向两边拉,嘴呈扁平形,发音与汉语中的“一”相似。

4.元音o的发音

发音时双唇收圆,略向前伸,发音与汉语中的“哦”相似。

在意大利语中,o的发音分为开口音ò和闭口音ó。发ò音时开口程

度比发ó音时稍大一些。

5.元音u的发音

发音时双唇收紧收圆,并向前突出,发音与汉语中的“乌”相似。

注:在发元音的时候,一定要把音字正腔圆地发出来,不可以把音吃掉。

辅音的发音

辅音也是组成音节的一个重要因素。我们把每个辅音和各个元音结

合在一起,就组成了每个辅音所能在意大利语中组成的音节。每个音节

的发音是不变的,每个单词其实就是音节的组合。所以,有一句玩笑话是

这么说的,学完语音课程之后,随便拿一张意大利报纸过来,你就可以全

部读出来,只是不知道自己在读些什么而已。

语音入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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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先从最常用的三个辅音 m,n,l开始学习。

1.辅音m的音节:mamemimomu
练习:amare,amo,ama,ami,mamma,mimo

2.辅音n的音节:naneninonu
练习:anno,nemmeno, meno, uno, nonno, nome, mano,

umano,ninna

3.辅音l的音节:lalelilolu
练习:lana,lama,male,mela,lino,ala,luna,mille,mila

其次,在意大利语中,有很多对清浊辅音,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1.清浊辅音:p和b
(1)清辅音p的音节:papepipopu

练习:pane,pepe,pannello,penna,lupo,palla,pipa,pompa,

pila

(2)浊辅音b的音节:babebibobu
练习:bene,bello,babbo,Bibbia,abile,nube,bomba,bambino,

bambina

2.清浊辅音:t和d
(1)清辅音t的音节:tatetitotu

练习:letto,età,alto,tempo,tubo,talento,tale,molto,tutto,

attento,talpa,tanto,toppa,topo,tutela,minuto

(2)浊辅音d的音节:dadedidodu
练习:dente,modo,domani,danno,donna,debito,dipinto,

domanda,disposto,lampada,adulto,dentisita,lunedì

3.清浊辅音:s
清辅音s与浊辅音s的音节:sasesisosu

语音入门



4　　　　

s的清浊辅音都是自己本身,根据其在单词中的位置而定。

对于s的发音规则,我们通常有三句话的法则可以遵循:

a.当s位于两个元音之间的时候,通常发浊音。

例如:uso,mese,inteso,base

b.遇浊则浊,遇清则清。

即:当s在浊辅音l、m、n、d、b、g、v之前的时候,发浊音;

当s在清辅音p、t、c、f之前的时候,发清音。

c.双辅音ss永远发清音。

练习:sala,sale,solo,stesso,testo,adesso,spesso,autobus,

base,ipotesi,posto,sillaba,tesi,peso,lusso,esame,

pensione,sesso,passato,benissimo,stella,studente,

dentista,sabato,albanese,saluto

4.清浊辅音:c和g
(1)清辅音c的音节:cachechicocuceci

练习:come,casa,cosa,amico,occhiali,medico,cinese,Cina,

macchina,città,stanco,musica,cima,cinema,capitale,

banco,doccia,simpatico,calcio,cibo,calce,undici,

cioccolatino,occupato,cucina,comodo

(2)浊辅音g的音节:gagheghigogugegi
练习:gamba,gatto,gabinetto,gonna,gomma,agosto,gallina,

gelato,gita,gesso,oggi,ginnastica,giacca,giallo,gente,

gentile, maggio, gemello, genitori, genio, gesto,

giapponese,Giappone,gioco,giunto,gusto,giusto

5.清浊辅音:f和v
(1)清辅音f的音节:fafefifofu

练习:fame,fosco,fumo,difficile,facile,fatica,fine,felice,

fungo,fede,fiducia,festa,affatto,affabile,definito,

语音入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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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feso,officina

(2)浊辅音v的音节:vavevivovu
练习:vino,viva,viaggio,vicino,valido,villa,vestito,vecchio,

Padova,Genova,vita,vulcano,volume,vista,vasto,via,

vicenda

6.清浊辅音:z
清辅音z与浊辅音z的音节:zazezizozu

z的清浊辅音很难分辨,没有特定的规则,在字典上用z表示。

这里我们稍微举一些关于清浊z音的例子:

清音z练习:zappa,zoppo,zucca,nozze,zitto,pezzo,pazzo,

pozzo,prezzo,ragazzo,ragazza,zio,zia,stazione,

lezione,conseguenza,abbastanza,bellezza
浊音z练习:zona, zoo, mezzo, mezzogiorno, mezzanotte,

mezzadro,zero,zebra,azalea,azzurro,bronzo,

grezzo,dozzina,zanzara,zenzero

7.辅音:q
辅音q比较特殊,不可直接与5个元音组成音节,而是要先加上元音

u,然后再分别与5个元音结合构成音节,即:quaquequiquoqu。

练习:quale,questo,questa,quello,quasi,quanto,cinque,

cinquanta, quindici, acqua, quotidiano, quindi,

quattordici,questione,questura,quota

8.辅音:r
辅音r就是所谓的舌尖颤音,也叫大舌音,平时需多多练习发音。全

身放轻松,舌尖上卷,与上齿龈接触,丹田出气,使气流不断冲击舌尖,使

它颤动。

辅音r的音节:rareriroru
练习:rosa,raro,riso, ricco,libro, padre, registratore,

arrivederci,camera,lettore,lettura,piacere,coperta,

语音入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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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orno,chiaro,storia,numero,sera,altro,gara,arte,

largo,carro,porta,albergo,interessante,ora,turno

9.辅音:h
字母h在意大利语中是不发音的。在意大利语中的作用有4种:

(1)用于辅音c、g后面,可用来区分chi与ci、che与ce、ghi与gi、ghe与

ge。

(2)由于字母h不发音,所以还可用来区别同音异义词。

如:hanno与anno,ha与a等。

(3)用于感叹词中。

(4)用于外来词中。

至此,我们把所有的辅音都讲解完毕了,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意大利

语语音方面的一些特殊现象。

辅 音 连 缀

辅音连缀就是两个辅音组合在一起,然后再分别与5个元音组合成

为新的音节,发音时要注意在两个辅音之间不可加入元音。

1.辅音连缀:pl与bl
(1)pl的音节:plaplepliploplu

练习:plastica,platano,placcato,platino,pletora,plurale,

pluteo

(2)bl的音节:blableblibloblu
练习:blu,blocco,blando,bloccato,blindato,oblungo,blenda,

blandizia

2.辅音连缀:cl与gl
(1)cl的音节:clacleclicloclu

语音入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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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练 习:classe,clima,incluso,clamoroso,clandestino,classico,

clemente,cliente,clinica,clonico,inclemente,inclinato,

inclusivo,acclamare,acclive

(2)gl的音节:glaglegligloglu
练习:glutinoso,gleba,glaciale,glassa,gloria,globale,glicine,

inglese,inglorioso

3.辅音连缀:pr与br
(1)pr的音节:praprepripropru

练 习:pranzo,pratico,pratense,prato,precario,preavviso,

preoccupato,precedenza,precipizio,preciso,precisione,

precorrere,predizione, prego, professore, prudente,

predisposizione, preferenza, premio, presenza,

primavera, principio, privato, problema, probabile,

processo,prodotto,profumo,pruno,proverbio

(2)br的音节:brabrebribrobru
练习:bravo,braccio,brace,branco,breve,brevetto,bricco,

briciola, brezza, brillato, brillanza, brocco, brodo,

brogiotto,bronchite,bruciante,bronzo,brulicare,bruno,

bruscolo,brutto,brano,abrasivo,abrogare,ombra,

ombrosa,ambra,ambrosio

4.辅音连缀:cr与gr
(1)cr的音节:cracrecricrocru

练习:cranio, crasso, cravatta, creanza, creativo, crema,

credito,incredibile,cremisi,cresta,cricca,criminale,

crisi,cristallino,crinale,cristiano,criterio,critico,croce,

crollo, crudo, crocchia, crostoso, cruciale, cruna,

acrobazia, incrocio, incruento, sacrificio, sacro,

decrepito,decreto,acre

语音入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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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gr的音节:gragregrigrogru
练习:gracile,gradasso, grande, grazie, gradito, graduale,

programma,grandezza,grano,granone,greggio,greco,

grecale,grido,grogio,grillo,grinta,gromma,gronda,

grosso,magro,groppone,gruppo,grumo,agricoltura,

agrodolce,ingranaggio,ingrosso,ingresso,progressione,

grappa,magrezza

5.辅音连缀:tr与dr
(1)tr的音节:tratretritrotru

练习:tradimento,traduzione,traffico,trafila,tradizionale,

tragedia,trama,tramontana,tramonto,transizione,

traversa,tremendo,tremante,trenta,treno,trepidanza,

triangolo,tribunale,tribolato,triennale,triplo,tromba,

tronco,troppo, trovare, trucca, truppa, intreccio,

introduzione,introverso,atroce
在这里还有一个意大利的绕口令与大家分享:

TrentatretrentinientraronoaTrento,trottando.

33个特兰托人跑着进入了特兰托。

(2)dr的音节:dradredridrodru
练习:drammatico,drappeggio,drastico,drenaggio,dritto,

drizzare,drogato,dromedario,drudo,squadra,quadro,

quadrello, quadrato, quadriennale, quadrimestrale,

adriaco,padre,madre,madrina,padrone,padronanza,

dragone,drupa

6.辅音连缀:fr

fr的音节:frafrefrifrofru
练习:fracasso,fradicio,fragoroso,fragranza,frammento,

francese,fraintendere,francobollo,frangia,frantume,

语音入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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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tello, frase, frate, frazione, freccia, freddo,

fregatura, fremente, frenaggio, fresco, fretta,

frigorifero,frittata,frivolezza,frotta,frusta,frutta,

fruttuoso, affrontabile, Africa, raffreddamento,

raffreddore,infrastruttura

小秘诀:

其实训练大舌音,有一个旁门左道,就是可以直接发带有pr、br、

cr、gr、tr、dr和fr的单词,这样在一个辅音的帮助下,比较容易带出

大舌音。但是这种方法有一个缺点,那就是以后在发单纯的r音时,

也很容易带有一个辅音。如果产生这种情况,那么大家可以尝试着

多发fr的音,这样可以把所带的辅音去掉。

讲完辅音连缀之后,我们来继续下一个语音现象,那就是二重元音:

二 重 元 音

在五个元音中其实也有分类,分成强元音和弱元音。其中,a、e、o是

强元音,i和u是弱元音。二重元音就是由一个强元音和一个弱元音或者

两个弱元音组成的。二重元音发音时,读完第一个元音迅速向后面的元

音滑动,发一个结合在一起不可分的音。

1.由一个强元音与一个弱元音构成的二重元音,当这个二重元音位于重

读音节时,重音落在强元音上。

例 如:aria,piano,niente,biondo,giallo,poi,quadro,patria,

buono,nertro,aula

2.由两个弱元音构成的二重元音,重音大多数都落在u上,但也有个别

情况是落在i上的。

例如:giù,lui,cui,altrui

语音入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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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习:quaderno,giusto,piede,nuovo,miele,scuola,lieto,

tuono,nuore, balia, autore, uova, vario, vecchio,

vetrario,sabbioso,saggio,salariato,autore,laurea,

Europa,causa

三重元音与四重元音

1.在意大利语中,有三个元音连在一起,称为三重元音。发音时由一个

元音迅速地向另两个元音滑动。三重元音属于同一个音节。

练习:maiale,tuoi,suoi,miei,operaio,noioso,buio

2.还会看到有四个元音连写的情况,称之为四重元音。

例如:aiuola

元音的重叠

之前讲过,“强+弱”或者“弱+弱”所构成的语音现象叫做二重元音。

那么如果出现“强+强”,这个现象又属于什么呢? 在划分音节的时候又

要注意什么呢? 这种现象我们称为元音的重叠。

1.元音的重叠就是当两个强元音碰到一起的时候,或者一个强元音与一

个弱元音结合,但是重音却落在弱元音上,那么这些都不组成二重元

音,而是元音的重叠。两个元音的发音都必须完整清楚,划音节时也

要分为两个音节。

练习:aereo (a-e-re-o),poesia (po-e-si-a),paura (pa-u-ra),zia
(zi-a),addio(ad-di-o),tuo(tu-o)

2.当在原来的单词前面加上前缀而构成两个元音在一起的时候,这也不

是二重元音,而是元音的重叠。

练习:avere-riavere(ri-a-ve-re),

intendere-fraintendere(fra-in-ten-de-re)

语音入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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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合 辅 音

接下来我们再来讲一种语音现象,那就是二合辅音。

二合辅音与辅音连缀相似,也是两个辅音合并成为一个大辅音,再分

别加入元音来构成音节。

1.二合辅音:sc(i,e)

sc的音节:sciascescisciosciu
练习:scena,sciabola,sciabile,sciacallo,sciancrato,scientifico,

pesce,scelta,scienziato,scienza,scintilla,sciocchezza,

sciopero,scippare,sciroppo,sciupato,ascia,scivolato,

asciugare, scioglilingua, ascensore, asceta, asciutto,

prosciutto,scendere,scemenza,sceltezza,scempiare

注:当sc与a、o、u结合而中间没有i和e的时候,发/sk/的音:sca,

sco,scu。

练习:scacco,scadente,scadenza,scala,scatola,scalata,

scalmana,scalzare,scambiamento,scandalo,scarico,

scolastico,scolorito,scolpito,scompaginato,scomodo,

scomponibile,scondito,sconvenire,scoperta,scopo,

scultura,scuola,scuro,scusa,scusante,scappare,scanso

2.二合辅音:gn

gn的音节:gnagnegnignognu
练习:gnocco,insegnante,ogni,ognuno,campagna,montagna,

impegno,signorina,signore,signora,lavagna,vergogna,

giugno,castagna,magnifico,ingegneria,bagno,legno,

Ognissanti, bagnomaria, stagnazione, compagnevole,

compagnone,falegname

语音入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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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二合辅音:gl

gl的音节:gliagliegligliogliu
练习:maglia,figlia,figlio, moglie,voglia,voglio,luglio,

meglio, migliore, coniglio, consiglio, consigliabile,

famiglia, sbagliato, sbaglio, sveglia, meraviglioso,

convegno,foglio,foglia,fogliame,foglioso,maglificio,

maglione

注:当gli位于词首时,按辅音连缀读,发/gl/的音,个别词例外。

连 音 现 象

在意大利语中有连音现象,即前一个词的词尾和它后面一个词的词

首发生音的连续,要连读。例如:l’amico(l和a),un’operaio(n和o),

d’Italia(d和i)等。

辅　音　群

在意大利语中,除了前面讲到的辅音连缀、二合辅音和双辅音之外,

还有很多辅音相连的情况,称之为辅音群。辅音群的辅音要念得连贯、紧

凑,中间不可加入元音。

在我们上面的练习中,其实已经有所接触了,这里我们就稍微作个系

统的小总结。

1.ps:psicologia,psichico,psicologico,psicometria,psicopatico,

psicosomatico,psicologo,psiche,psichiatra

2.pn: pneumonite, pneumografia, pneumopatia, pneumorragia,

pneumotorace

3.s+辅音:stesso,sbaglio,slabrarre,stella,scatola,smalto,snello,

spacco,squadra,sregolato,stabile,sviluppo,svolto,sgrido,

stagione

语音入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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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课　问　候

■■■■■■■■■■■■■■■■■■■■■■■■■■■■■■■
■

■
■

■

■■■■■■■■■■■■■■■■■■■■■■■■■■■■■■■
■

■
■

■
■ ■

■■

本课涉及语法:简单问候语

名词的性

不定冠词

会话

Chiara: Buongiorno,Carlo.

Carlo: Buongiorno,comestai?

Chiara: Bene,grazie,etu?

Carlo: Io,bene.Questoèunmioamicoitaliano,èAlessandro.

Èunavvocato.

Chiara: Piacere,sonoChiara.

Alessandro:Piacere,sonoAlessandro.

第一课
问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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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词

buongiorno你好

come怎么样

stai(动词原形stare,第二人称单数变位)在,处于

bene好

grazie谢谢

e和

tu你

io我

questo这

un(不定冠词)一

mio我的

amico朋友

italiano意大利的,意大利语

è(动词原形essere,第三人称单数变位)是

avvocato律师

piacere很高兴认识你

语法解析

1.简单问候语

通常见到陌生人,说Buongiorno。如果是熟人,会换为Ciao。

晚上好:buonasera

2.名词的性(ilgeneredelsostantivo)

名词有阳性和阴性之分,主要是通过它们词尾的变化来辨认的。

(1)以 o结尾的名词通常都是阳性名词(sostantivomaschile,简写为

s.m)。

例如:bambino小男孩,banco桌子,fidanzato男朋友

(2)以a结尾的名词通常都是阴性名词(sostantivofemminile,简写为

s.f)。

第一课
问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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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bambina小女孩,sedia桌子,fidanzata女朋友

(3)以e结尾的名词,有些是阳性名词,有些是阴性名词,需要逐个记忆。

例如:pane面包,padre父亲,professore教授(这些都是阳性名词)

madie母亲,classe班级,stazione车站(这些都是阴性名词)

3.不定冠词(l’articoloindeterminativo)

不定冠词放于名词之前,表示泛指的人或物,但是需要根据所跟的名

词相对应变化。

(1)当后面所跟名词为阳性名词时,有两种不定冠词。

a.在以s+辅音或z、gn、ps为词首的阳性名词前,用uno。

例如:unostudente,unozaino,unognocco,unopsicologo

b.在以其他辅音与元音为词首的阳性名词前,用un。

例如:unamico,unpane,unoperaio

(2)当后面所跟名词为阴性名词时,也有两种不定冠词。

a.在以元音为词首的阴性名词前,用un’。

例如:un’amica,un’impiegata,un’operaia

b.在以辅音为词首的阴性名词前,用una。

例如:unapenna,unastella,unastazione

课后练习

1.分辨下列名词是阳性名词还是阴性名词

amico

tempo

dentista

panda

autobus

stella

penna

porta

第一课
问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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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fessore

stazione

testo

mano

2.为上面的名词加上相应的不定冠词

第一课
问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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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课　自我介绍

■■■■■■■■■■■■■■■■■■■■■■■■■■■■■■■
■

■
■

■
■

■

■■■■■■■■■■■■■■■■■■■■■■■■■■■■■■■
■

■
■

■
■

■
■ ■

■■

本课涉及语法:人称代词

名词的数

形容词的性和数

定冠词

会话

(inunafesta)

Pietro:Chièquellaragazza?

Carlo:Laragazzaconlaborsa?SichiamaChiara,èunamiaamica.

Pietro:Chebellaragazza!

Carlo:Telapresento.Vieni.

Ciao,Chiara,comestai?

Chiara:Ciao,iobene.

Carlo:Tipresentounmioamico,Pietro.

第二课
自我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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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etro:Piacere.MichiamoPietro.

Chiara:Piacere.

Pietro:Questoèilmiobigliettodavisita.

Chiara:Grazie.Ahi,seifrancese?

Pietro:Sì,diParigi,mavivoinItaliadaquattroanni.

Chiara:Sì?Parlimoltobenel’italiano.

Pietro:Grazie.L’italianoèunabellalingua,mamoltodifficile.

Chiara:Ehisì,purtroppo.

单词

festa聚会,节日

chi谁

quello那

la定冠词之一

ragazza女孩

con和,带

borsa包

sichiama他(她)叫……名字

che此处引出一个感叹句

bella漂亮的

te(人称代词)你

la(人称代词)她

presento(动词原形presentare,第一人称单数变位)介绍

vieni(动词原形venire,第二人称单数变位)来

il定冠词之一

bigliettodavisita名片

di属于,来自于

Parigi巴黎

ma但是

vivo(动词原形vivere,第一人称单数变位)生活

in在……里面

第二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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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alia意大利

da来自于

quattro四

anno年

parli(动词原形parlare,第二人称单数变位)说话

molto很

l’定冠词之一

lingua语言

difficile困难的

purtroppo可惜

语法解析

1.人称代词

单数 复数

第一人称 io noi

第二人称 tu voi

第三人称
阳性egli,lui,esso
阴性ella,lei,essa

阳性loro,essi
阴性loro,esse

尊称 lei,ella voi,loro

注:意大利语中,尊称都借用第三人称单数阴性与第三人称复数来表示。

2.名词的数

通常情况下,名词的数也与词尾有关。

(1)若该名词以o结尾,把o变为i。

例如:bambino→bambini

ragazzo→ragazzi

(2)若该名词以a结尾,把a变为e。

例如:bambina→bambine

ragazza→ragazze

第二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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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若该名词以e结尾,把e变为i。

例如:professore→professori

stazione→stazioni

classe→classi

3.形容词的性和数

形容词是名词的修饰语,通常要根据所修饰的名词的性和数有相应

的变化。

(1)以o结尾的形容词形容名词时,相应的变化为:

o→i

a→e
例如:libroazzurro→libriazzurri

portaazzurra→porteazzurre

(2)以e结尾的形容词形容名词时,相应的变化为:

e→i
例如:librogrande→librigrandi

portagrande→portegrandi

4.定冠词(l’articolodeterminativo)

定冠词放置于名词之前,根据名词有相应性数变化。用来表示确定

指示的人或事物,或表示前面已经提过的人或事物。

(1)当形容阳性单数名词的时候,一共有三种定冠词。

a.il用在以辅音为首的阳性名词前。(以s+辅音,z、gn、ps、x为词

首的除外)

例如:ilpane,ilbanco,illibro,ilprofessore

b.lo用在以s+辅音,z、gn、ps、x为词首的阳性名词前。

例如:lozaino,lostudente,lognocco,lopsicologo

c.l’用在以元音为首的阳性名词前。

例如:l’amico,l’impiegato,l’anno

第二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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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当形容阴性单数名词的时候,一共有两种定冠词。

a.la用在以辅音为首的阴性名词前。

例如:lapenna,lasedia,laporta

b.l’用在以元音为首的阴性名词前。

例如:l’amica,l’impiegata,l’aula

课后练习

1.给下列名词加上相应的定冠词

autobus

banco

amica

classe

estate

capitale

scuola

sabato

studio

inverno

zio

zoo

2.给上面的单词连同定冠词一起变位相应的复数

第二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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