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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  课 

第       课1
信息检索（一）列车时刻表查询

    本课要让你学会查询中国的列车时刻表。下面是来往于北京

和上海之间的部分列车始发和到达的时刻表。

    中国的列车分为动车组（D字母开头）、直达特快（Z字母开

头）、特快（T字母开头）、快速（K字母开头）、普通（只有数字，

没有字母）、临时（L字母开头）、旅游（Y字母开头）等类型。

Information Search (1) A Railway Timet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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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阅    读     Reading

北京 和 上海 之间直达列车车次

1.	你想乘火车去上海，可供选择的两趟列车的车次中有D和T两个字母，它们

分别是哪两个汉字的汉语拼音声母？

	 You want to go to Shanghai by train. There are two available trains whose numbers 
contain D or T. Do you know what Chinese characters those two initials of Chinese 

pinyin represent respectively?

2.	当你选择乘坐火车时，必须了解哪些信息？

	 What information should you know when you choose to travel by train?

车次
� 全程

始发

� 全程

终点
� 列车类型 �出发站

� 发车

时间
目的站

到达

时间
耗时 距离

1461次 �北京 �上海 �普快 �北京 �14:30 �上海 �14:32 �24小时02分钟 �1463�公里���

1905次�� 北京� 上海� 空调普快� 北京� 01:38� 上海 �00:48 �23小时10分钟 �1463�公里���

             阅读准备     Warm-Up Befor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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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次
� 全程

始发

� 全程

终点
� 列车类型 �出发站

� 发车

时间
目的站

到达

时间
耗时 距离

1907次�� 北京� 上海� 空调普快� 北京� 01:25� 上海� 23:59� 22小时34分钟� 1463�公里���

D31次�� 北京� 上海� 空调动车组� 北京� 10:50� 上海� 20:49� 9小时59分钟� 1463�公里���

K255/K258次 �包头� 宁波� 空调快速 �北京西 �00:38 �上海 �18:15 �17小时37分钟 �1453�公里��

L447次�� 北京� 杭州东 空调普快� 北京� 00:40� 上海� 23:39� 22小时59分钟� 1463�公里���

L523次�� 北京� 上海� 空调普快� 北京� 16:10� 上海� 21:37� 29小时27分钟� 1463�公里���

T103次�� 北京� 上海� 空调特快� 北京� 20:20� 上海� 09:20� 13小时00分钟� 1463�公里���

T109次�� 北京� 上海� 空调特快� 北京� 20:14� 上海� 09:14� 13小时00分钟� 1463�公里���

T35次�� 北京� 上海� 空调特快� 北京� 22:42� 上海� 11:45� 13小时03分钟� 1463�公里���

Z1次�� 北京� 上海� 空调直达特快� 北京� 19:56� 上海� 07:29� 11小时33分钟� 1463�公里���

Z13次 �北京 �上海 空调直达特快� �北京 �19:38 �上海 �07:06 �11小时28分钟 �1463�公里���

Z21次� 北京� 上海� 空调直达特快� 北京� 19:32� 上海� 07:00� 11小时28分钟� 1463�公里�

Z5次�� 北京� 上海� 空调直达特快� 北京� 20:02� 上海� 07:36� 11小时34分钟� 1463�公里���

Z7次� �北京� 上海� 空调直达特快� 北京� 19:44� 上海� 07:12� 11小时28分钟� 1463�公里��

上海 和 北京 之间直达列车车次

车次
� 全程

始发

�全程

终点
� 列车类型 �出发站 �发车时间 目的站

到达

时间
耗时 距离

1462次� 上海� 北京� 普快� 上海 �13:00� 北京� 12:12� 23小时12分钟� 1463�公里�

1906次� 上海� 北京� 空调普快 �上海 �01:53� 北京 �00:37 �22小时44分钟� 1463�公里���

1908次 �上海� 北京� 空调普快� 上海� 01:46� 北京 �00:22� 22小时36分钟� 1463�公里���

D32次�� 上海� 北京� 空调动车组� 上海� 10:50� 北京� 20:50� 10小时00分钟� 1463�公里���

K256/K257次 �宁波 �包头 �空调快速 �上海 �13:13 �北京西 �08:54 �19小时41分钟 �1453�公里���

L448次�� 杭州东� 北京� 空调普快� 上海� 06:33� 北京� 14:30� 31小时57分钟� 1463�公里���

T104次�� 上海� 北京� 空调特快� 上海� 20:36� 北京� 09:36� 13小时00分钟� 1463�公里���

T110次�� 上海� 北京� 空调特快� 上海� 20:42� 北京 �09:42� 13小时00分钟� 1463�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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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次
� 全程

始发

�全程

终点
� 列车类型 �出发站 �发车时间 目的站

到达

时间
耗时 距离

Z14次�� 上海� 北京� 空调直达特快� 上海� 19:32� 北京� 07:00� 11小时28分钟� 1463�公里���

Z2次�� 上海� 北京� 空调直达特快 上海� 19:21� 北京� 06:54� 11小时33分钟� 1463�公里���

Z22次� �上海 �北京 空调直达特快 �上海 �19:38 �北京 �07:06 �11小时28分钟 �1463�公里���

Z6次�� 上海� 北京� 空调直达特快 上海� 19:15� 北京� 06:48� 11小时33分钟� 1463�公里���

Z8次�� 上海� 北京� 空调直达特快 上海� 19:44� 北京� 07:12� 11小时28分钟� 1463�公里�

词语表  Vocabulary Base

	 1.	 时刻表	 	 	 shIkFbiAo        timetable 

	 2.	 查询	 （动）	 chWxPn	 inquire

	 3.	 来往	 （动）		 lWiwAng	 	 come and go, arrive and depart

	 4.	 始发	 （动）	 shJfQ	 	 start

	 5.	 到达	 （动）	 dSodW	 arrive, reach

	 6.	 直达	 （动）	 zhIdW	 	 nonstop, through (train)

	 7.	 特快	 （形、名）	 tFkuSi	 	 express

	 8.	 快速	 （形）	 kuSisM	 	 fast, high-speed

	 9.	 临时	 （形）	 lInshI	 	 temporary

	10.	 类型	 （名）	 lFixIng	 	 type

	11.	 车次	 （名）	 chEcK	 	 train	number

	12.	 全程	 （名）	 quWnchRng	 	 entire journey, whole distance

	13.	 终点	 （名）	 zhTngdiAn	 	 terminal, end point

	14.	 耗时			 	 hSo shI	 	 duration, to take (time)

	15.	 距离	 （名）	 jMlI	 	 distance

	16.	 公里	 （量）	 gTnglJ	 	 kilometer

	17.	 空调	 （名）	 kTngtiWo	 	 air conditio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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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后练习     Exercises After Reading

信息查找（10分钟）  Fact-Finding Exercise

 1. 列车时刻表都提供了有关一个车次的哪些信息？

 2. 如果你想以最快的速度从上海赶到北京，你会选择哪个车次？这个车次几

点发车？什么时间到达？

 3. 从北京到上海的列车中，哪两个车次的全程终点不是上海？

 4. 从北京到上海的列车中，有几个车次是在晚上7点到10点之间发车的？其中

发车时间最晚的是哪个车次？

 5. 从北京到上海的列车中，有哪几个车次耗时超过20个小时？

 6. 从北京到上海的列车中，哪个车次可能不是每天都有的？

 7. 从上海到北京的直达特快列车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8. 你想在早晨7点到9点之间到达北京，你可以选择哪些车次？

 9. 如果你晚上8点以后才能乘坐开往北京的列车，你只能选择哪几个车次？它

们是什么类型的列车？

 10. 从上海到北京的列车中，晚上7点和8点之间，一共开出几个车次？都是什

么类型的列车？

 11. 来往于北京和上海之间的列车中，是否有不带空调的车次？它们都是哪个

车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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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活动与交流  Class Activity and Discussion

	 	课堂讨论
	
� 你周末必须乘火车从北京去上海，并从上海赶回，而且

下周一早晨8：00上课不能迟到，你怎么安排你的旅行
才能在上海呆最长的时间呢？分小组讨论，设计出最好
的旅行安排。

	 You must leave for Shanghai from Beijing by train on this weekend. In order 
to attend classes at 8:00 on Monday morning, you have to return before then. 
How can you arrange your travel schedule to stay in Shanghai as long as 
possible? Discuss it by groups and work out the best travel schedule for your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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