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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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语、德语、法

语、西班牙语和意大利语的需求最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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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５年６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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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语，为歌剧而生的语言

意大利语,Italiano,传说是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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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０００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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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舌音是怎么练的呢? 大

家可以试试把舌尖抵到上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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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唤地抖几下哦.

标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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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准发音近来融合了一些意大利经济中心米兰的口音.所以可能不同地

方的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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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种思维方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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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人富有想象力,很热情,喜欢以灵活的方式生活,不

拘一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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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你自己搞明白了就是值得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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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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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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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意大利语字母共有２１个,代表和组成了３０个音素.其中元音

字母５个代表着７个元音音素和两个半元音音素,辅音字母１６个代表和

组成了２１个辅音辅音音素.辅音字母 H 为哑音不代表任何音素.此外

意大利语中还有５个外来字母:J,K,W,X,Y,常用于人名、地名及外来

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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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意大利语的元音比较好掌握,发音时发音器官肌肉紧张度较

大.元音发音时唇形变化很明显,在学习发音时要严格按照发音部位和

要求,做好唇部的动作,不能随便改变唇形.意大利元音的发音清晰,不

含糊,在发音过程中始终保持同一音质,即使在非重读时也不能弱化,每

一个音节中的元音都须很清楚准确的发出来.

２．要额外解释一下的是:“′”和“̀”.“′”是闭音符,出现在某个元音

上时就表示该音要读成闭音(比如“é”);而“̀”是开音符,出现在某个元音

上时表示该元音要读成开音(比如“ò”),即开口符号往下,闭口符号往上,

不是所有意大利语单词全部要标上开口和闭口符号,但是有些特定的单

　　　　　　 　　　　　　 语音入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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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如:tè(茶)perché(因为)等必须标上开闭口音符号,起发音规则根据口

腔张开的大小来代表开口音和闭口音两个音素,对于何时发开口音何时

发闭口音,规律繁杂,比较难掌握,本书不做详细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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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少数单词

的重音会读错外你就可以全部读出来,只是不知道自己在读些什么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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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是清辅音? 简单来讲就是声带不振动,初学者可以把一个手放

在喉结处,如果你感觉到发音时声带不振动,那你的音就发对了.

什么是浊辅音? 简单来讲就是声带振动音,保持与前面同样的姿势,

试一下,如果声带振动,表示发音准确.

严格来讲,在发清辅音时声带应不振动,发浊辅音时声带应振动,但

对我们中国学生来讲比较困难,我们尽量做到发清辅音时尽量抑制声带

振动,发浊辅音时尽量振动声带.

在辅音字母中又有一些成对的清浊辅音分别为:

　　　　　　 　　　　　　 语音入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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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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情况下发清辅音[s]:

如:sono,sei,sul,solo,si,Sabato,mensa
在下列情况发浊辅音[z]:

１．当s位于２个元音之间时,一般发浊音.

如:uso,base,fase,casa,mese,crisi

２．当s在浊辅音字母b、d、g、l、m、n、v之前发浊音,s的浊音发音方

法和清音相同,只是发音时声带振动.

如:Svizzera,smettere,sviluppo,svegli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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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语音入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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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清浊辅音:c和g
(１)清辅音c的音节:cacocuchichecice

当c在元音e,i之前的发[tʃ]:ci,ce
如:cima,cibo,cena,Cina
当c在元音a,o,u前和ch后面跟元音e或i时发[k]:cacocuchi

che
如:come,casa,cosa,chiave,amic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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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gogughighegige

清辅音 P T C F S Z

浊辅音 B D G V S Z

　　g的发音部位与c相同,但是浊辅音,发音时声带振动.

当g在元音字母e,i前面时发[dʒ]

如:gita　gesto　oggi　giacca
当g在元音a,o,u前和gh后面跟元音e或i时发[g]

如:gonna　gola　gusto　gat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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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ffeso,offic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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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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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辅音字母q比较特殊,字母q后面永远要跟元音字母u后才能和其

他元音字母组合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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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inquanta, quindici, acqua, quotidiano, quindi,

quattordici,questione,questura,quota

q代表音素[k]发音方法和辅音字母c发舌根音时一样,其双辅音形

式为 cq 如:acqua,在 意 大 利 语 中 只 有 一 个 词 中 有 qq 的 形 式 为:

soqquadro.

练习:acqistare,acquisire,acquol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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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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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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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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气词中.

(４)用于外来词中.如:hostess,hot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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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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