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ВВЕДЕНИЕ 
 

 Для овладения китайским языком весьма значимо изучение 

истории и культуры Китая, получение обязательных знаний об общем 

положении страны, составе населения,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м устройстве. 

Учебно-методическое пособие состоит из 15 тематических текстов на 

китайском языке и трех приложений. Данное пособие включает в 

себя материалы для студентов, изучающих курс «Страноведение 

(китайский язык)», представлены тексты, по своему лексическому 

наполнению соответствующие уровню студентов третьего курса 

бакалавриата. Пособие также может быть полезно для  студентов 

магистратуры и аспирантов, изучающих китайский язык. 

 Работа с представленными текстами предполагает умение 

пользоваться китайско-русским словарем. Пособие предназначено 

как для работы во время аудиторных занятий, так и самостоятельно 

студентами с обязательным последующим контролем со стороны 

преподавателя. 

 В приложениях представлены: 1) таблица исторических эпох 

Китая; 2)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ая карта Китая; 3) карта административно-

территориального деления КН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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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КИТАЙСКАЯ ПИСЬМЕННОСТЬ 

汉字 

 汉字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之一。目前发现的最早汉字

是距今 3400 多年的甲骨文。甲骨文就是刻在龟甲和兽骨上的

文字。汉字是世界上唯一仍在使用的表意文字。有人认为汉

字数量多，难学，其实中国的常用字只有 3500 个，最常用的

才 500 多个。另外，汉字像画一样，学起来非常有趣。汉字

也是世界上信息量最大的文字之一。 

 大家都知道，世界上的几百种文字，可以分为两大类：

一类是表音文字，另一类是表意文字。汉字就是一种比较有

代表性的表意文字。汉字的形体与其表示的意义都有着一定

的关系。汉字是由不同笔画组成的：每个字不管笔画多少，

都应按照同样大小方格书写。写汉字要注意笔顺正确，结构

紧凑匀称。汉字笔顺主要规则如下：先横后竖、先撇后捺、

从上到下、从左到右、从外到内、先里头后封口、先中间后

两边。 

 汉字对中国社会文化、对汉族语言的发展都有重要的作

用。中国文化、艺术、政治、经济、科学、技术、军事、历

史等方面的重大成果，都靠汉字纪录下来，流传到现在，成

为中国和全世界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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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所使用的汉字的样子是在长期的使用过程中。简化

是汉字演变过程中一种比较稳定的趋势。 

 

 

 

(2) ДИНАСТИИ ДРЕВНЕГО КИТАЯ 

中国古代史的朝代 

 先秦指的是中国历史上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前的漫长历史

时期。 

约公元前 2070 年，中国第一个王朝夏朝建立，其统治时

间长达 400 多年。第二个王朝是商朝，也叫殷朝，因为商朝

初年，多次迁都，最后迁到殷——今河南安阳，并在那里统

治了 300 多年。第三年统一的王朝是西周，都城在今天的西

安。后来西周的都城被迫迁都到今天的洛阳，历史上叫做东

周。西周与东周的时间共约 800 年。东周分为春秋和战国两

个时期。 

秦汉时期，开始于公元前 221 年，结束于公元 220 年。

秦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大一统的时代。秦始皇建立了

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多民族国家。 

汉朝包括西汉与东汉两个朝代。公元前 202 年，汉高祖

刘邦建立汉朝，定都长安（今西安），历史上称之为西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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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 25 年，农民起义后，西汉贵族刘秀恢复汉朝，定都于今

天的洛阳，历史上称之为东汉，最后结束于 220 年。两汉时

期长达 400 多年，这个时期社会发展有很多成就。今天的汉

族、汉字、汉语、汉文化等名称都于汉朝有关。秦汉时期，

生产发展迅速，经济繁荣，国防巩固，科技文化事业发达，

在医学、天文学、地质学等方面都取得了突出的成就。 

 三国、两晋、南北朝，又称魏晋南北朝，从公元 220 年

曹丕称帝开始到 589 年隋灭陈统一全国结束，共经历了 360

多年。220 年曹丕建立魏国，221 年刘备建立蜀国，222 年孙

权建立吴国。三国的都城分别在今天的洛阳、成都、南京。

三国后期，魏的政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司马氏掌权后开始逐

步清除曹氏的势力，265 年司马炎自立为帝（晋武帝），建立

晋朝，仍都洛阳，史称“西晋”。西晋王朝是中国封建社会

历史上一个比较短命的王朝。他从统一全国（280 年）直到灭

亡（316 年）只有 36 年。此后历史又进入东晋（317420

年）、十六国（304439 年）和南北朝（420589 年）270 多

年的全国大分裂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历史学、地理学、

文学都有很多重要的成果，科学技术也有显著的发展，数

学、天文历法、机械制造、医学、农学等，都超过了以前的

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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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元 581 年，杨坚夺取北周政权，建立隋朝。589 年，隋

灭陈，重新恢复了中华帝国的统一。618 年，隋炀帝被起义军

杀死，隋朝大官僚李渊父子乘机起兵，建立唐朝。隋唐时期

经济空前繁荣，科技文化成就辉煌灿烂。唐代的书法、绘

画、雕刻等成就都很高。唐诗在中国古代诗歌史上发展到了

最高峰，李白、杜甫是唐朝最伟大的诗人。907 年唐代灭亡。 

 907 年至 960 年就是五代的时间，只有五十三年，不断有

人民起义、反抗。十国先后存在的时候自 891 年至 979 年，

共八十八年。这段历史称作“五代十国”时期。但是当时并

不是只有五代十国，还有一些别的国家。 

 宋辽夏金的历史可以分成北宋、南宋两个时期：北宋自

960 年至 1127 年，南宋自 1127 年至 1279 年。北宋前期，社

会比较稳定，各种事业都有所发展有许多科学成就。可是社

会的各种矛盾也在发展之中，社会危机日益严重。南宋时，

南方经济持续发展的明显标志是“苏湖熟，天下足”格局的

形成。 

  元朝(1271 年-1368 年)的历史从成吉思汗建国漠北算起，

首尾共 163 年，历 14 帝。蒙古族是中国北方一个古老的民

族。12 世纪末，铁木真经过 10 多年战争统一蒙古各部，1206

年被推举为蒙古的大汗，被尊称为“成吉思汗”，意思是

“坚强的君王”。1260 年忽必烈（成吉思汗的孙子）继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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汗位，建都大都（今北京）。1271 年他建立了元朝（1271-

1368 年）。元朝进攻南宋。1276 年攻破临安，南宋灭亡。 

 元世祖忽必烈做了皇帝以后，就对中央和地方的行政机

构进行改革。 元朝行省制度的建立，加强了中央与行省、行

省与行省之间的联系，使元朝中央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管

理比以前任何朝代都有效，有利于多民族统一国家的稳定和

发展。这是元世祖忽必烈的一项创举。元朝时农作物品种增

多，农牧业的恢复和发展，促使人口增加。元朝人口最盛时

达到八千多万。民间手工业以家庭手工业为主。商品生产也

逐渐兴盛起来。 元代的对外贸易十分发达，丝绸之路上的商

业贸易重新兴盛。那时候中国同欧洲、非洲也有交往。元朝

创设的行省制度一直沿用到今天。 

 1368 年，朱元璋即皇帝位（明太祖），国号大明。朱元

璋改大都为北平府。明朝从朱元璋在南京建立政权（公元

1368 年）到 1644 年崇祯皇帝在北京煤山上吊自杀，历时 280

多年。明朝时，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进一步发展。明朝前期经

济发展，社会繁荣，郑和多次出使西洋各国，促进了中外友

好交往。 

从 1644 年清朝顺治皇帝入主北京，到 1840 年鸦片战争

爆发，清朝前期的统治长达 190 多年。清朝的康熙、雍正和

乾隆时期，出现了繁荣的“盛世”。明清时期中国人民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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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丰富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涌现出许多政治家、思想

家、军事家、探险家和科学家，他们在中华民族的史册上谱

写了光辉的篇章。这时期世界历史进入新的时期。中国却不

能同步发展，虽然中国从明朝后期产生资本主义萌芽。中国

封建统治者对外部世界的态度，逐渐由交往转向闭关锁国，

同西方国家的差距迅速拉大。 

19 世纪 30 年代，英国在世界上率先完成工业革命，成为

当时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为了扩大工业品的销售市场，

占领更广阔的工业原料产地，英国发动了侵略中国的鸦片战

争。中国在鸦片战争中战败，被迫与英国签订了中英«南京条

约»等不平等条约。史学界以 1840 年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开

端，此后 110 年的历史，是中国的近代史。鸦片战争后的 100

多年中，世界列强一次又一次发动对中国的侵略战争，使中

国的主权与领土完整继续遭到破坏。 

1911 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

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中华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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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ЛЕГЕНДЫ О ПРОИСХОЖДЕНИИ МИРА 

开天辟地的创世神话 

中国人的由来 

按照我们西方人的传说，天地万物和人都是上帝创造

的，这些传说都写在“圣经”里。中国人是一个有悠久历史

的国家，关于天地万物的由来，中国人有自己的神话传说。

中国人认为，最初天和地是不分的，那个世界叫“混沌”，

所谓混沌就像是一个鸡蛋。后来这个鸡蛋里长出一个人来，

名叫盘古。 

 盘古在这个鸡蛋里一天变化九次，越长越高。他一天长

高一丈，就把天顶起来了，从此，天每天增高一丈，地每天

增厚一丈。就这样，盘古一直长了万八千年，把天和地分开

了，天和地之间的距离有九万里。天地分开之后，盘古就一

直站在天地之间，头顶着天，脚踩着地，免得天地在合到一

块。由于老得这么顶着，盘古终于给累死了。 

 他死以后，他的气息变成了风和云，眼睛变成太阳和月

亮，四肢变成山脉，血液变成河流。 

 自从盘古开天地，日、月、山、河都有了，就是还没有

人。传说有一位女神，叫女娲。为了让这世界更有生气，她

决定开始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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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娲把黄土和成泥，然后把黄泥捏成一个一个的 泥人。

这些泥人一落地就活了。可是世界上需要的人很多，这么一

个一个地捏，得捏到什么时候？于是女娲改进了工作方法。

她手拿一根粗绳子，先把绳子放到和好的黄泥里，然后拉出

绳子，向四周甩，一下儿就甩出很多泥点儿，这些泥点儿落

地后马上就变成了人。效率是大大地提高了，可质量却下降

了。开始时用心捏成的人都是富有的人，用泥点子甩出来的

都是贫穷的人，所以人就有贫、富的区别。但不管是贫是

富，因为都是用黄泥做的，所以中国人的皮肤都是黄颜色

的，中国人成了黄种人。 

 

 

 

(4) ВЕЛИКИЕ ЛИЧНОСТИ В ИСТОРИИ ДРЕВНЕГО КИТАЯ 

古代中国的史大人物 

 

孔子 

孔子生活片断 

孔子名叫孔丘，他的祖先原来是宋囯的贵族，后来他们

家搬到了鲁国。孔丘的父亲死了以后，年轻的母亲带着他住

在鲁囯的都城曲阜。母亲对孔丘的学习很关心，因为她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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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孔丘读了书，有了知识，长大后做了官，生活才有希

望。孔丘很听母亲的话，学习非常努力，非常认真，读起书

来常常忘了休息。每天都是母亲多次催他休息，他才停下来

休息一会儿。他常说：做事就要做好，干什么都不能半途而

废。 

随着年龄的增长，孔五的知识越来越丰富，不到二十

岁，他就成了鲁囯一个有名的人。二十岁那年孔丘生了个儿

子，鲁国的国王特意送给他一条大鲤鱼表示祝贺。所以鲤就

成为孔子儿子的名字。 

孔子虽然成了名人，但是很虚心，他总说自己懂的东西

不多。因此，他的朋友和邻居们都很喜欢他。孔子很有才

能。他想为国家做些事情，使鲁国强大起来。可是鲁囯的贵

族总是在国王面前说他的坏话，所以他二十六七岁的时候，

只当过两次小官儿。直到公元前 501 年，五十一岁的孔子才

被鲁王请去当了一个管理都城的官。后来国王看他工作很有

成绩，又给了他一些更重要的工作。由于孔子的努力，鲁国

的社会情况一天天好起来了，鲁王和人民都很尊敬他。 

孔子在三十岁的时候，办了一个学校。这是中国第一个

私人学校。当时能读书的人只是少数贵族子弟，一般人是不

能读书的，可孔子的学生却干什么的都有。开始一些贵族都

看不起他，认为这么年轻的人教不出好学生，可是后来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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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教的学生确实不错，也都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孔子那儿去

学习。学生对孔子很尊敬，有的人跟他学习了一二十年还不

想离去，他教的学生有三千人，其中有七十二个人成了当时

的名人，有的还成了国家的重要官员。 

孔子到了晚年，主要是编写“春秋”。“春秋”是一部史书，

根据鲁囯的历史，写了从公元前 722 年到公元前 481 年共二

百四十年的要人要事。孔子为了早曰写出“春秋”常常整天不

出门，工作很紧张，很累，七十一岁那年终于完成了这部著

名的史书。由于孔子在编写中特别认真，所以很多人和事都

记得很准确。 

孔子在编写“春秋”的同时还整理了当时流佉的诗歌。当

时社会上流行的诗歌有三千多苜，孔子选定了三百零五篇，

这就是中囯第一部诗歌集-“诗经“。 

孔子六十九岁那年，儿子孔鲤死了，七十一岁那年，他

最喜欢的学生也死了。第二年他又失去了另一个最喜爱的学

生。孔子非常难过，再加上紧张的编写工作，他在公元前 479

年春得了重病。后来虽然在学生们的照顾下好了一段，但他

觉得再活着设有什么意思了，当年离开了他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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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 

 秦王嬴政从公元前 230 年开始，发动了大规模的战争，

历时十年，先后统一六国：韩、魏、楚、燕、赵、齐。历史

上称嬴政为“始皇帝”。 

 秦始皇统一后，采取了许多巩固统一的措施。秦始皇统

一以后，把秦国原有的法律、法令推行到全国各地。来源各

国的度量衡都不一样，秦始皇统一度量衡，使长度、容量、

重量，都有了统一的标准，促进了经济的发展。秦朝还统一

了货币，这对促进各民族各地区的经济交流十分有用。秦始

皇还下令统一文字，促进了文化的交流。 

 为了防止匈奴侵犯边境，秦始皇还下令修筑长城。 

 这样，秦始皇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

封建国家。 

 

 

 

(5) ЖИВОТНЫЕ КАК СИМВОЛЫ В КИТАЙСКОЙ ТРАДИЦИИ 

动物在中国的传统 

龙 

龙在中国至少已有六千多年的历史了。龙是什么样子

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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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传说，龙是一种很神奇、本领很大的动物，它有

角，有鳞，有脚，能走，能飞，能游泳，能上天入海，也能

兴风降雨。其实，世界上根本就没有龙这种动物。 

它是古时候生活在黄河流域的中国人的图腾崇拜物，是

人们自己创造出来的。由于龙很神奇，本领很大，在中国长

期的封建社会中，它成了皇帝权力的象征。 

皇帝的身体叫«龙体»，皇帝穿的衣服叫«龙袍»，坐的椅

子叫«龙椅»，睡觉的床叫«龙床»。在北京故宫里，地上、房

顶上、门窗上，到处都画着龙，皇帝住的、用的、穿的也都

跟 «龙»有联系，故宫成了«龙的世界»。 

除了象征皇帝权力的龙以外，在民间，中国老百姓按照

自己的感情和愿望塑造出了龙的另一种形象——吉祥，说它

能给人们带来幸福和欢乐。在喜庆日子里，人们玩儿龙灯，

跳龙舞，赛龙舟。民间流传着很多龙的传说和故事。 

在中国，带«龙»的地名、山名、水名、人名更不知有多

少；在汉语中，跟«龙»有关的词语，许多都有积极的意义。 

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龙作为封建皇帝权力的象征已不存

在，但是在中国人民心中，今天龙不但仍然是吉祥的象征，

而且也是整个中华民族的象征。 

龙的传说，不但中国有，世界上很多国家也有，例如有

些西方国家传说中的龙，样子跟中国的龙差不多，但是，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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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的龙是一种凶恶的动物，是罪恶的象征。由于两种文化的

差别，有些西方人对中国人把龙看作自己民族的象征，觉得

不好理解，因此，有些国家的报纸把«亚洲四小龙»翻译成«亚

洲四小虎»。 

凤 

 凤，也叫凤凰，是中国古代传说中的百鸟之王，有着孔

雀头、天鹅身、金鸡翅的一种鸟，是幸福的使者。古人认为

太平盛世，人们安居乐业就有凰飞来，而凤凰留的地方常常

会出现奇珍异宝。凤凰常跟龙配，所以凤凰逐渐由阳性转为

阴性了，龙与凤一起构成了龙凤文化，因此皇帝是龙，皇后

则是凤 

 据说凤凰是“不死鸟”，每当凤凰满 500 岁后，便会在

梧桐枝上自焚，经历烈火的煎熬和痛苦的考验后又活过来

了。这样每五百年轮回一次，周而复始，凤凰就获得了永

生，这被称为“凤凰涅槃”。因此，“凤凰涅槃”常用来比

喻美好的理想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经历痛苦的过程才能实

现。 

喜鹊 

 在俄罗斯等一些西方国家，喜鹊可是象征着小偷的，也

代表着坏运气。喜鹊在中国不仅不是坏形象，还是一种吉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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鸟呢。在中国人眼里喜鹊是喜庆、吉祥、幸福、好运的象

征。中国人常说“喜鹊叫，喜事到”。  

 

属相 

 很多人都知道中国每一年有一个动物属相，十二年为一

个轮回，这十二个属相分别是鼠、牛、虎、兔、龙、蛇、

马、羊、猴、鸡、狗、猪。 

 十二属相是怎么选的、怎么排的，为什么人人讨厌的老

鼠排第一，而没有猫呢？ 民间传说里是这样解释的: 天上的

玉皇大帝要选十二种动物作属相。猪鼠牛马羊等都各显神

通，大家一齐赶着赴会，牛憨厚老实，早早出发，结果第一

个到，本来冠军应该是它。可是机灵的老鼠在关键时刻，悄

悄跑上了牛背，站在牛头上，结果老鼠排在了第一，牛屈居

第二。至于为什么没有猫呢？当时，猫和鼠本来是好朋友。

在赴会之前，它们一起睡并约好谁先醒就叫另外一个。谁知

道，老鼠第二天起得很早，竟然偷偷地走了，没有叫醒猫。

等猫醒来赶赴大会时，十二属相已经分配好了。猫和鼠便从

此结下了深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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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КУЛЬТУРА ЧАЯ В КИТАЕ 

中国茶 

 喝茶已经是一种中国人的文化习惯。人们以茶待客、以

茶会友、以茶养身。中国有很多名茶，比如龙井、铁观音、

普洱等。中国各地也有不同的饮茶习惯，比如北京人喝大碗

茶、福建人喝功夫茶等。那么，中国人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喝

茶的呢？ 

 茶起源于中国，最早发现茶的已有 5000 年了。相传炎帝

神农氏在野外用锅煮水时，刚好有几片叶子飘进锅里，煮好

的水，颜色微黄，喝入口中时生津止渴、提神醒脑。神农氏

有尝上百种草药的经验，认为这是一种药。所以茶就在民间

传开来了。 

 大家都听说过中国的茶道表演。茶叶、茶水、火候、茶

具、环境就是中国茶道必不可少的五个方面。不过，现在在

普通的中国家庭里直接在茶杯里冲泡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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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ТРАДИЦИОННЫЕ КИТАЙСКИЕ ПРАЗДНИКИ 

中国的传统节日 

谈到中国的传统节日，大家一定会想到春节，因为春节

是中国最重要的传统节日。除了春节以外，中国还有哪些传

统节日呢？中国的传统节日有春节，元宵节，清明节，端午

节，七夕节，中秋节，重阳节等，其中较大的节日有春节，

元宵节，端午节和中秋节。 

下面我们介绍三个比较重要的传统节日。 

春节 

春节在农历正月初一，也就是在农历新年，是中国最大

的传统节日。一年二十四个节气中的“立春”正好在农历年

前后，所以就把农历年叫做春节。立春就是春天开始的意

思。过春节的时候，正是冬末春初的农闲时节，回顾过去，

计划将来，是历年来农民的习惯。“一年之计在于春” 说的

就是这个意思。 

 春节期间有团聚，守岁，拜年及贴对联吃饺子，放鞭炮

等风俗。按照中国的古老传统，春节时一家人要聚会在一起

过圆节。春节的前一天晚上叫做 “除夕”。在这“一夜连双

岁，五更分两年”的除夕之夜，人们整夜不睡，等待天明，

这叫“守岁”。守岁的传统说明了中国人民对时间的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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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夕零点，古时候叫做“子时”，人民要吃除夕晚上包

好的饺子，联“更岁交子”之意，也就是新旧年交替从子时

起的意思，饺子的名称也由此得来。初一早上，就开始拜

年，亲友互访。 

春节是最爱中国人民最重视的一个节日，是家家户户都

过得。每逢新春佳节，千家万户都在门口贴上大红色的春

联，以烘托喜气洋洋的节日气氛。如有的春联写“安定家家

乐，团结处处春”有的写“十亿神州千古秀，四化大业万年

红”。 

元宵节 

元宵节在春节过后半个月，也就是正月十五。中国人在

元宵节有耍灯的习俗。所以又叫灯节。 

元宵节虽然不放假休息，但人们还是要过这个节日的。

特别是在农村，很热闹。人们除了表演和观看各种戏剧以

外，还有很多传统节目。最多的是花会表演。参加花会表演

的人身穿古时候人的服装，一边走一边表演。从南方到北

方，最常见的是耍龙灯和耍狮子。 

过元宵节的时候，人们有吃元宵的习俗。元宵象一个白

色的小球，里边有馅儿。在南方有的地方把元宵叫汤团或汤

元。“团” “元”和“团圆”字音相同，所以吃元宵象征着

团圆、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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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午节 

端午节在农历五月初五，所以也叫五月节。因为这个节

日是纪念诗人屈原的，所以又叫诗人节。 

屈原是两千多年前的楚国人。他在楚王身边工作，虽然

他为楚国做了很多事，可是楚王却不相信他，他只好离开了

楚王，回到了自己的家乡。他热爱自己的国家，听说楚国国

都被别国领占领了，他很难过，跳到河里死了。这一天正是

农历五月初五。屈原家乡的人们都很热爱他，他们立刻划着

船去找他。但是找了好几天，也没找到。为了不让鱼伤害屈

原，人们就把粽子放到河里给鱼吃。后来人们每到五月初五

就划着船把粽子放到水中，以后又改成吃粽子。这就是端午

节龙舟比赛和吃粽子的来源。 

龙舟是装有龙头的船。龙舟比赛实际上就是划船比赛。

龙舟比赛气氛非常热烈，不但中国人喜欢看，而且很多外国

人也喜欢看。中国的湖南、香港等地每年都有国际龙舟比

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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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ЧЕТЫРЕ ВЕЛИКИХ ОТКРЫТИЯ 

四大发明 

说起我国古代科学技术上的发明创造，最著名的有四大

发明：造纸法、印刷术、指南针和火药的发明。这是中华民

族对世界文明的伟大贡献。 

纸的发明经历了一个很长的过程。在没有纸以前，人们

最初是把文字刻在龟甲和兽骨上，现在看到的甲骨文就是这

么来的。后来又把字写在竹简、木简上，用绳子穿起来。这

是一个进步，但还是不方便，因为太笨重。据说秦始皇每天

批阅公文一百多斤。纸的发明最初是群众的创造。西汉时候

丝织业很发达，妇女在制丝棉时，把蚕茧蒸煮后铺在帘子上

浸到河里，然后用棒子砸成丝棉。把丝棉揭下后，帘子上还

留下一层薄薄的纤维，把它晒千取下，可用来写字，这就是

最早的丝棉纸。但是因为这种纸是用丝麻制成的，而丝麻是

很贵的材料，所以这种造纸法没有能及时推广。 

有一个东汉宦官深深感到科学文化的发展迫切需要轻

便、经济的书写材料、就同工匠一起，认真总结和改进前人

创造的造纸法，并多方寻找新的造纸材料。经过反复研究、

试验，终于在公元一〇五年以麻头、破布、树皮、废鱼网等

为原料，造出了质地轻软、使用方便、价格偏宜的纸，并总

结出一套完整的造纸方法。从此，纸成为主要的书写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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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纸和造纸法最先传到越南和朝鲜，三世纪的时候

传到日本。唐朝时传到阿拉伯，再从阿拉伯传到欧洲。公元

一一五〇年、阿位怕人在西班牙建起了欧洲第一个造纸厂。

印刷术的发明也有一个历史过程。人们象刻图章一样把要印

的文章和图画刻在木板上，涂上墨，使用纸一页一页地印起

来，然后装订成书。可是这种方法也有缺点，就是刻版很费

工，一部大书要刻许多年，不能满足社会文化迅速发展的需

要。 

北宋时候，一个知识分子毕升创造了活字印刷，使印刷

术向前大大发展了一步。毕升用粘土制成单字块，用火烧

硬，做成一个个的泥活字，印书时，先预备好一块有框的铁

板，上面放上松香和蜂蜡，然后排满活字，再用火在铁饭底

下烤，使松香和蜡熔化，将活字粘牢，并用平板将活字压

平，就可以印刷了。这种方法制版迅速，发现错字可随时更

换，活字可以反复使用，印刷质最好，速度快，效率高，在

毕升以后，活字印刷术不断改进和完善。元代制作了木活

字。明代又制作了铜活字和铅活字。与此同时，印刷规模也

越来越大。 

印刷术在我国发明后，最先传到朝鲜，随后传入日本、

越南。欧洲印刷术的产生也直接受到我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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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南针一种指示方向的工具，指南针虽然很小，用处却

很大。中国人民早在春秋战国时代已从开矿炼铁的过程中认

识了磁铁的性质.并制成“司南”，形状象个汤匙，把它放在

平滑的铜盘无论怎样拨动，停稳后匙柄总指向南方。这是世

界上最早的指南针。到北宋时候，指南针的研究、制造和应

用有了很大发展。当时人们已经发明了人造磁铁，并用人造

磁铁制成了各种各样的指南工具。指南针的应用，大大促进

了航海事业的发展。北宋时，中国就有许多海船往来在南海

和印度洋上，一直开到阿拉伯，同阿拉泊人的贸易和交往十

分密切。阿拉怕人从此学会了制造指南针的方法，并钯它传

到欧洲。 

中国发明的火药，现在叫黑色火药，是以硝石、硫磺、

木炭为原材制成的。火药的发明同中国古代流行的炼丹术有

关。从战国时候起，就有人企图用矿物炼出仙丹或金银。这

种企图自然要落空，但在长期的拣丹过程中弄清了一些物质

的化学性质和变化，有人曾把硝石、硫磺和木炭放在一起进

行挠炼，引起了爆炸和燃烧，后来又经过一次又一次的冒险

试验，终于就产生了火约。由于炼丹家喜欢保守秘密^现在我

们不知道火药发明的具体年月，但从一些有关记载来看，最

晚是在公元六、七世纪制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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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药的制造方法及其应用，在十三世纪从中国传入阿拉

怕。十四世纪，火药又从阿拉怕传到欧洲各国。这在欧洲社

会生活中，特别是在军事上发生深刻影响。 

 

 

 

(9)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ОЕ ПОЛОЖЕНИЕ КИТАЯ 

中国的地理位置 

 中国位于欧亚大陆的东部，太平洋的西岸。中国的陆上

疆界长达 2 万多千米，拥有 14 个邻国，东邻朝鲜，东北部、

北部和西北部与俄罗斯、蒙古、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

坦、塔吉克斯坦相邻，西部和西南部毗邻阿富汗、巴基斯

坦、印度、尼泊尔、不丹，南接越南、老挝、缅甸。 

 大陆海岸线北起中朝边界的鸭绿江口，南到中越边界的

北仑河口，总长 1.8 万多千米。濒临渤海、黄海、东海、南海

四大海域和台湾岛东面的太平洋。沿海分布 5000 多个岛屿，

台湾岛和海南两岛最大。岛屿海岸线长 14000 千米。 

 中国的陆地国土面积为 960 万平方千米，仅次于俄罗

斯、加拿大，居世界第三位。另外，还拥有 300 万平方千米

的海洋国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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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中国有 23 个省、5 个自治区、4 个直辖市和两个

特别行政区。首都是北京。 

 中国的地形复杂多样：有低平宽广的平原，有海拔较

高、面积广大的高原，有周围高、中间低的盆地。中国的地

形，从总体上看，山地多，平地少。山地约占全国陆地面积

2/3 以上，平地不足 1/3。中国地势，西高东低，呈三级阶梯

状分布。第一级阶梯是青藏高原，海拔多在 3000-5000 米；

第二阶梯是海拔在 1000-2000 米的内蒙古高原、黄土高原、

云贵高原以及其间的塔里木、准噶尔、四川等盆地；第三级

阶梯是大兴安岭、太行山、巫山、雪峰山之东的三大平原以

及江南、东南低山丘陵，平原和丘陵海拔分别在 200 米和 500

米以上。 

 中国可以分为东部季风区、西北干旱半干旱区、青藏高

寒区三大自然地理区。中国的东部是季风气候区，大多数地

方，冬季寒冷干燥，夏季高温多雨。全国的降水量，地区分

布不均匀，从东南沿海向西北内陆逐渐减少。 

中国江河湖泊众多，主要河流有长江、黄河、珠江、雅

鲁藏布江、松花江等。主要湖泊有洞庭湖、鄱阳湖、洪泽

湖、太湖、巢湖等。另外，冰川面积也比较大，是重要的淡

水资源。中国河川径流虽然很丰富，但地区分布却很不均

匀。水资源总的来说是东南多，西北少，由东南向西北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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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中国还有丰富的地下热水资源，全国露出地面的温泉就

是有 2600 多处。 

 

 

 (10)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Е СИМВОЛЫ КНР 

新中国的诞生和巩固政权的斗争 

       1949 年，建立新中国的条件已经成熟，人民解放战争

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1949 年 9 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仪第一次全体会仪

在北平召开，讨论新中国成立问题。大会规定中华人民共和

国为人民民主的国家，国家的权力属于人民，实行工人阶级

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

族的人民民主专政。会议决定把北平改名为北京，作为中华

人民共和国的首都，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以五星红

旗为国旗。      

     1949 年 10 月 1 日下午 3 时，中央人民政府举行第一次

全体会议，国家领导人宣布就职，任命周恩来为中央人民政

府政务院总理。1949 年 10 月 1 日下午 3 时，首都 30 万军民

齐集天安门广场，举行隆重的开国大典。在国歌声中，毛泽

东按动电扭，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他向全世界庄严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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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并宣读中央人

民政府公告。 

     1949 年 10 月 2 日，苏联政府第一个照会中国政府，宣

布苏联政府决定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国徽和国歌 

       国旗是代表一个国家的旗帜，体现国家的主权和尊严。它

的式样、图案、色彩和使用方法由宪法或专门法律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为五星红旗，它样式是：旗面为红

色，长方形，长和高为三于二之比，左上方缀黄色五角星五

颗。一星较大，四星较小，环拱于大星之右，并各有一个角

尖正对大星的中心点。旗杆套为白色。国旗旗面的红色象征

革命。星用黄色为着在红地上显出光明，并说明中国人属于

黄色人种。五个五角星之中，较大的代表中国的执政党——

中国共产党，四颗 较小的代表当时中国的四个阶级，即工人

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五颗五

角星的相互关系象征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大团体。 

        国徽是代表一个国家的标志，和国旗相同，体现国家的

主权和尊严。它的图案和使用办法由宪法或专门法律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于 1950 年 6 月 23 日由中国人民政治协

商会议第一局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提出，同年 9 月 20 日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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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这个国徽图案是：中间是五星照耀下的天安门，周围是

谷穗和齿轮。天安门是新中国的象征。谷穗和齿轮象征农民

阶级和个人级阶的联盟。 

          国歌是代表一个国家的歌曲。通常在隆重机会、国际交

往仪式等场合演奏或演唱，以表示国家的尊严。 

1949 年，新政协筹备会共征得国旗图案 2992 幅、国徽图

案 900 幅、国歌歌词 632 件、国歌曲谱 694 首。毛译东亲自

参加了国旗、国歌问题的过论。他在听取大家的发言后表

示，他赞成五星红旗的国旗图案，认为这个图案表现了我国

革命人民的大团结，认为现在要大团结，将来也要大团结。9

月 27 日，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仪上通过的关于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都、纪年、国歌、国旗四个仪案，规定中华人民共和

国的国旗为红地五星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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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УСТРОЙСТВО КНР 

中国国家机关 

中华人民共和囯的囯家机关包括：囯家权力机关——全

囯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囯家主席；国家

行政机关——国务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中央军事委员

会；国家审判机关——人民法院；国家法侓监督机构——人

民检察院。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囯人民代表大会由省，自治

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和军队选出代表组成。每年举行

一次。全囯代表大会行使的主要职权是：（一）修改宪法，

监督宪法的实施，制定和修改刑事、人事、囯家机构和其他

的基本法侓；（二）选举和罢免囯家机关主要成员；（三）

批准和决定国家一切重大问题，如审查和批准囯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计划和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吿，决定战争和和平问题

等。 

（中华人民共和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囯主席、副主席

由全囯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年满 45 周岁的中华人民共和囯公

民可以被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囯主席、副主席。每届任期同全

囯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相同，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 

（国务院）国务院，即中央人民政俯，是最高行政机

关。囯务院由总理、副总理若干人、囯务院委员若干人、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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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部长、各委员会主任、审计长、秘书长组成。每届任期五

年，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 

囯务委员行使的职权主要是:（一）根据宪法和法侓，规

定行政措施，制定行政法规，发布决定和命令；（二）规定

各部门，各委员会的任务和职责；（三）领导和管理经济工

作和城乡建设；（四）批准省、自治区、直辖市区域划分和

自治州、县、自治县、市的建置和区域划分。 

（中央军事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领

导全国武装力量，中央军委每届任期五年。中央军事委员会

实行主席负责制。 

（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是国家审判机关。

它的任务是审判刑事案件和民事案件。人民法院分为最高人

民法院、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和军事法庭等专门人民法院。地

方各级人民法院又分为：基层人民法院、中级人民法院和高

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侓监督机关。人民检察

院包括最高人民检察院、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和军事检察院

等专门人民检察院。 

（地方各级人民伐表大会和人民政俯）省、自治区、直

辖市、县、市、市辖区、乡、民族乡、镇设立人民伐表大会

和人民政俯。县以上的人民伐表大会设立常务委员会。它们

的组织和职权由法侓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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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АДМИНИСТРАТИВНО-ТЕРРИТОРИАЛЬНОЕ ДЕЛЕНИЕ 

КНР 

中国的行政区划 

 中国有 23 个省、5 个自治区、4 个直辖市和两个特别行

政区。首都是北京。 

中国现在的行政区划, 基本上是省、县(市) 、乡(镇)三

级建制:  

(一) 全国分为省、自治区、直辖市、特别行政区;  

(二) 省、自治区分为自治州、县、自治县、市;  

(三) 县、自治县分为乡、民族乡、镇。 

为了经济协作, 中国还有六个大区的划分, 即东北区, 

华北区, 华东区, 中南区, 西南区和西北区, 包括下面这些

省、自治区和直辖市。 

中国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有自己的简称和省会所在

地。如下表所列。 

 

地区 名称 简称 省会/政府 

所在地 

 
黑龙江省 黑 Hēi 哈尔滨 

东北区 
吉林省 

吉 Jí 
长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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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 

辽 Liáo 
沈阳  

北京市 京 Jīng 北京 

 
天津市 津 Jīn 天津 

华北区 
河北省 冀 Jì 石家庄 

 山西省 晋 Jìn 太原 

 内蒙古自治区 内蒙古 Nèiménggǔ 呼和浩特 

 上海市 沪 Hù 上海 

 山东省 鲁 Lǔ 济南 

花东区 江苏省 苏 Sū 南京 

 安徽省 皖 Wǎn 合肥 

 浙江省 浙 Zhè 
杭洲 

 江西省 赣 Gàn 南昌 

 福建省 闽 Mǐn 福州 

 台湾省 台 Tái 台北 

 河南省 豫 Yù  郑州  

湖北省 鄂 È 武汉 

 湖南省 湘 Xiāng 长沙 

中南去 广东省 粤 Yuè 广州 

海南省 琼 Qióng 海口 

 广西壮族自治区 桂 Guì 南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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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特别行政区 港 Gǎng 香港 

 澳门特别行政区 澳 Ào 澳门 

 陕西省 陕/秦 Shǎn/Qín 西安 

 甘肃省 甘/陇 Gān/Lǒng 兰州 

西北区 青海省 青 Qīng 西宁 

 宁夏回族自治区 宁 Níng 银川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新 Xīn 乌鲁木齐 

 重庆市 重/渝 Chòng/Yú 重庆 

 四川省 川/蜀 Chuān/Shǔ 成都 

西南区 贵洲省 贵/黔 Guì/Qián 贵阳 

 云南省 云/滇 Yún/Diān 昆明 

 西藏自治区 藏 Zàng 拉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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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НАСЕЛЕНИЕ КИТАЯ 

中国的人口、民族和语言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数量最多的国家。中国人口约占世界

总人口的 22%左右。中国的人口，地区分布不均匀。东部人

口多，西部人口少; 平原人口多，山地、高原地区人口少。 

在中国城乡人口构成中，城镇人口比重小，乡村人口比

重大。1949 年以来，中国非农业人口有计划稳步增长，非农

业人口增长的速度将会加快，占总人口的比重也将不断增

加。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共有 56 个民族。除了汉

族之外，还有壮、回、维吾尔、苗、满、藏、蒙古、布依、

朝鲜、白、哈尼、哈萨克、拉祜、柯尔克孜、达斡尔、塔吉

克、保安、门巴、独龙、高山、塔塔尔、京、俄罗斯、赫

哲、鄂温克、鄂伦春等 55 个民族。在各个民族中，汉族人口

最多，约占全国总人口的 91，59%。由于汉族人口众多，所

以习惯上把其余的民族统称为少数民族。中国实行民族平等

的政策。 

各少数民族的人口数，差别很大。人口最多的是壮族，

最少的是赫哲族。中国少数民族虽然人口少，分布的地区却

很广。他们居住的面积约占中国总面积的 50%以上。主要分

布在西北、西南和东北等地。维吾尔族主要分布在新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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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能歌善舞的民族；蒙古族主要分布于内蒙古高原，被称

为«草原民族»；藏族主要分布在青藏高原，被称为«高原之鹰

»；鄂伦春族分布在兴安岭山地，被称为«山岭上人»。 

千百年来，中国各族人民在不同的自然和社会历史条件

下，形成了不同特色的风俗习惯。 

汉族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字。汉语是当今中国的通用语

言，也是国际上通用语言，使用的人数最多。中国国语是以

北京话发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

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普通话。在历史过程中，汉语对邻

邦语言生产过巨大的影响，受汉语影响最深的是日语、朝鲜

语、越南语等。 

除了普通话以外，汉语还有许多不同的方言。这些方言

在语音方面、词汇方面和语法方面有着不同程度的差别。汉

语方言可以分成八个区域，分布情况如下： 

(一)北方方言区; 

(二）吴方方言区; 

(三）湘方言区; 

 (四）赣方言区; 

(五）客家方言区; 

 (六）闽北方言区; 

 (七）闽南方言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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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粤方言区。 

55 个少数民族大多有本民族的语言。 

中国是一个多种宗教的国家。回、维吾尔、哈萨克、柯

尔克孜、塔塔尔、乌孜别克、塔吉克、东乡、撒拉、保安等

民族信仰伊斯兰教；藏族、蒙古族、傣族等信仰佛教和喇嘛

教；鄂伦春、鄂温克、达斡尔多数信仰萨满教。汉族中有些

人信仰佛教，也有部分人信仰基督教，天主教和中国固有的

宗教——道教。 

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中国各民族在饮食、服饰、居

住、婚葬、节口、娱乐等方面，都有自己的风俗习惯。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一律平等。国家保

障各少数民族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维护和发展各民族的平

等、团结、互助关系。禁止对任何民族的歧视和压迫，禁止

破坏民族团结和制造民族分裂的行为》。《各少数民族聚居

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设立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各民族

自治地方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裂的部分》。 

 各少数民族都有使用木民族语言和文字的自由。民族自

治地方的自制机关应以本民族的语言文字作为行使职权的工

具。少数民族在日常生活、生产劳动、通讯联系以及社会交

往中使用自己的语言文字，都应受到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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氺氺氺 

古代汉语是现代汉语的源头，而现代汉语则是古代汉语

的继承与发展。它们是同一民族语言的不同历史阶段，而不

是两种语言。因此，在语音、文字、词汇、语法各方面，现

代汉语都和古代汉语有密切的关系。 

 现代汉语是指《五四》运动以后形成的、汉民族通用的

口语与书面语基本统一的语言。 

 

 

 

(14) СТОЛИЦА КНР – ПЕКИН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 —— 北京 

北京作为华夏大地中心 , 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 . 它作为城

市的历史可以追溯到 3000 年前 . 在春秋战国时期燕国就在北

京地区建立了都城 , 名叫 “蓟” . 秦 , 汉和三国时期北京地区更

是中国北方的重镇 . 西汉未年王莽在北京地区建立了大燕国 , 

北京的别称 «燕京»就是由此而来 . 南宋时期的辽也在北京地

区建立了陪都 , 后来金正式建都于北京 . 从此以后的元朝 , 明

朝和清朝的都城均建在北京 , 有三十四位皇帝曾在此发号施令

统治全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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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久的历史给北京留下了大量的文物古迹和丰富多彩的

人文景观 . 宏伟的万里长城和规模巨大的紫禁城是闻名世界的

游景点 ; 颐和园 , 北海 , 香山 , 天坛等皇家园林的优美景致和

瑰丽建筑使游人流连忘返 , 而天安门的庄严 , 十三陵的肃穆更

使人向往 . 

一座城市的历史就是一个国家的历史 . 作为几代帝都和中

国首都的北京正是中国历史和现状的缩影 . 北京是古老的 , 但

同时又是一座焕发美丽青春的古城 . 北京正以一个雄伟 , 奇丽 , 

新鲜 , 现代化的姿态出现在世界上 . 今天的北京 , 是全国政治 , 

经济 , 文化的中心 . 它的面积为一点六八万平方公里 . 它既有

古老的风貌 , 又有现代的都市风情. 

 

 

 

(15) ДОСТОПРИМЕЧАТЕЛЬНОСТИ КИТАЯ 

中国的名胜古迹 

长城 

         长城是世界七大奇观之一，是世界上修建时间最长，工

程量最大的军事性防御工程，是炎黄子孙血汗与智能的结

晶，也是中华民族坚毅，勤奋的象征。它以宏大的气势和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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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的英姿享誉世界，吸引天下的游人，现己被联合国列入世

界文化遗产名录。 

长城是中国古代用做军事防御的一项宏伟建筑。长城是

早大约出现于公元前 7 世纪。其规模和基础是秦朝奠定的。

以后，汉、南北朝、隋、唐、辽、金、明、清等朝都曾修筑

过长城。 

 

故宫 

          故宫又称紫禁城，是明、清两朝的皇宫，1987 年被联合

国科教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故宫是世界上最大的皇家宫殿群，内有宫室 9000 多

间。它是中国最大的国家博物馆，也是最丰富的文化和艺术

宝库。宫内藏有大量的历史文物和历史艺术珍品。它独特的

建筑风格是中国古代建筑的精华。 

 

天坛 

天坛建成于 1420 年，是明、清两代皇帝每年祭天和祈祷

丰收的地方。天坛建筑结构奇特，装饰精美，在世界上享有

很高的声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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颐和园 

颐和园是中国现存最完整的皇家园林 , 是著名旅游胜地 , 

位于北京城西北郊 , 主要由万寿山和昆明湖组成. 

颐和园内有山有水 , 整体构思巧妙 , 是世界上罕见的园林

杰作. 佛香阁是颐和园的标志 , 是中国古建筑中的精品. 长廊以

其簗枋上绘有 8000 多幅变化无穷的山水 , 人物 , 花鸟画而久

负盛名. 德和园大戏楼为清代三大戏台之一. 谐趣园是园中之

园 , 具有江南园林特色. 

 

乐山大佛 

乐山大佛是中国唐代的佛教石刻造像 , 位置在四川省乐山

市东面 , 岷江 , 青衣江 , 大渡河交汇处的栖鸾峰下 , 是在凌云

山山崖上凿成的. 

大佛为弥勒佛坐像 , 通高 71 米 , 肩宽 24 米. 其中头高

14.7 米 , 宽 10 米 , 耳朵长 6.7 米 , 眼睛 3.3 米 , 脚背宽 9 米 , 他

是世界上最大的石刻佛像 , 一般来说 «山是一尊佛 , 佛是一座

山». 

杭州西湖 

西湖位于浙江省杭州市区西面 , 是著名的旅游胜地. 

苏堤与把全湖分为外湖 , 里湖 , 岳湖 , 西里湖和小南湖 5 个部

分. 湖中有三岛: 三潭印月 , 湖心亭 , 阮公墩. 人们常常把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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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湖和瑞士日内瓦的菜蒙湖比喻为世界上东西辉映的两颗明

珠 , 正是因为有了西湖 . 马可波罗赞誉杭州为 «世界上最美丽

华贵的天城». 

«西湖»为是一名始于唐朝. 宋朝苏东坡咏诗赞美西湖说: «

水光潋滟晴方好 , 山色空蒙雨亦奇. 欲把西湖比西子 , 淡妆浓

抹总相宜». 诗人别出心裁地把西湖比作我国古代传说中的美

人西施 , 于是西湖又多了一个 «西子湖» 的雅号. 

 西湖风光秀丽 , 景湖之美 , 美在一年西季 , 美在一日西时 , 

美在阴、晴、雨、雪、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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Приложение 1 

中国历史年代简表 

Таблица исторических эпох Китая 

朝代 Династии 起止时间 

夏 Эпоха Ся 公元前 2070 年 — 前 1600 年 

商 Эпоха Шан 公元前 1600 年 — 前 1046 年 

西周 Эпоха Западная Чжоу 公元前 1046 年 — 前 771 年 

东 

周 

春秋 Эпоха 

Восточная 

Чжоу 

Период 

Весны и 

Осени 

公元前 770 年 — 前 476 年 

战国 Период 

Воюющих 

царств 

公元前 475 年 — 前 221 年 

秦 Династия Цинь 公元前 221 年 — 前 207 年 

西汉 Династия Западная 

Хань 

公元前 206 年 — 公元 24 年 

东汉 Династия Восточная 

Хань 

公元 25 年 — 220 年 

三国 （魏、

蜀、吴） 

Период Троецарствия 

(Вэй, Шу, У) 

公元 220 年 — 265 年 

西晋 Династия Западная 

Цзинь 

公元 265 年 — 316 年 

东晋 Династия Восточная 

Цзинь 

公元 317 年 — 42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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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朝 Эпоха Южных и 

Северных династий 

公元 420 年 — 589 年 

隋 Династия Суй 公元 581 年 — 618 年 

唐 Династия Тан 公元 618 年 — 907 年 

五代 Эпоха Пяти династий 公元 907 年 — 960 年 

北宋 Династия Северная 

Сун 

公元 960 年 — 1127 年 

南宋 Династия Южная Сун 公元 1127 年 — 1279 年 

元 Династия Юань 公元 1271 年 — 1368 年 

明 Династия Мин 公元 1368 年 — 1644 年 

清 Династия Цин 公元 1644 年 — 191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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Приложение 2 

中国地理地图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ая карта Кита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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Приложение 3 

Карта административно-территориального деления КН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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