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A-Kurs: Einführung in die chinesische Geschichte 
Wichtige Termini / Personennamen / Werktitel (letztere kursiv) (Langzeichen in 
Klammern) 
(Optional zu lernende werden mit Asterix gekennzeichnet, nicht-chinesische und nicht-
mandarin Namen/Bezeichnungen unterstrichen) 
 
 
Xia 夏 
Shang 商 
Zhou 周 
Chunqiu/ Chunqiu 春秋 
Zhanguo 战国（戰國） 
*tiangan dizhi 天干地支 
Huang di 黄帝 
Yao 尧（堯） 
Shun 舜 
Yu 禹 
Wen wang 文王 
Wu wang 武王 
Zhou gong 周公 
*Yin 殷 
*Jiaguwen 甲骨文 
*Jinwen 金文 
Yijing/Zhouyi 易经/周易（易經） 
shi 史 
Shangshu/Shujing 尚书（尚書）/书经

（書經） 
Shijing 诗经（詩經） 
tianxia 天下 
tianzi 天子 
*Pan Gu 盘古 
Fuxi 伏羲 
Nügua/Nüwa 女娲 
Shennong 神农（神農） 
*Cangjie 仓颉（倉頡） 
*ba 霸 
Kongzi 孔子 
Mengzi/Mengzi 孟子 
*jingtian 井田 
xiao 孝 
ren 仁 
li 礼（禮） 

yi 义（義） 
Lunyu 论语（論語） 
Liji 礼记（禮記） 
Zhongyong 中庸 
Daxue 大学（大學） 
Xunzi 荀子 
Mozi 墨子 
Laozi 老子 
Daodejing 道德经（道德經） 
Zhuangzi/Zhuangzi 庄子（莊子） 
Sunzi/Sunzi bingfa 孙子（孫子）/孙子

兵法(孫子兵法) 
Yin 阴（陰） 
Yang 阳（陽） 
*Yang Zhu 杨朱（楊朱） 
*Shang Yang 商鞅 
Hanfeizi/Hanfeizi 韩非子（韓非子） 
dao 道 
rujia 儒家 
daojia 道家 
fajia 法家 
Qu Yuan 屈原 
*Chuci 楚辞（楚辭） 
*Guoyu 国语（國語） 
*Zhanguoce 战国策（戰國策） 
Qin Shihuangdi 秦始皇帝 
*Lü Buwei 吕不伟（呂不偉） 
*Li Si 李斯 
xing 刑 
Liu Bang 刘邦（劉邦） 
Xiang Yu 项羽 
(Han) Wudi 汉武帝（漢武帝） 
Wang Mang 王莽 
*chimei 赤眉 
Sima Qian 司马迁（司馬遷） 



Shiji 史记（史記） 
*Huang-Lao 黄老 
Xiongnu 匈奴 
*Zhang Qian 张骞（張騫） 
Huainanzi/Huainanzi 淮南子 
*po/hun 魄/魂 
Dong Zhongshu 董仲舒 
*huan 宦 
*chen 臣 
*pai 派 
*Ma Rong 马融（馬融） 
Zheng Xuan 郑玄（鄭玄） 
Wang Chong 王充 
Hanshu 汉书（漢書） 
*Ban Gu 班固 
*Ban Zhao 班昭 
*Taiping dao 太平道 
*huangjin 黄巾 
*Zhang Daoling 张道陵（張道陵） 
Cao Cao 曹操 
*Sun Quan 孙权（孫權） 
*Liu Bei 刘备（劉備） 
Zhuge Liang 诸葛亮（諸葛亮） 
Jin 晋（晉） 
Sanguozhi 三国志（三國志） 
*zhulin qixian 竹林七贤（竹林七賢） 
Tao Yuanming 陶渊明（陶淵明） 
Wang Xizhi 王羲之 
fojiao 佛教 
daojiao 道教 
*Kumarajiva/Jiumoluoshen 鸠摩罗什

（鳩摩羅什） 
*qingtan 清谈（清談） 
*xuanxue 玄学（玄學） 
*Wang Bi 王弼 
*Ruan Ji 院籍 
*Xi Kang 稽康 
Bei-Wei/*Tuoba Wei 北魏/拓跋魏 
(Liang) Wudi 梁武帝 
Sui 隋 
Sui Wendi 隋文帝 

Tang 唐 
Tang Taizong 唐太宗 
Wu Zetian 武则天（武則天） 
Xuanzang 玄奘 
Xuanzong 玄宗 
Yang guifei 杨贵妃（楊貴妃） 
An Lushan 安祿山 
*Mulian 目连（目連） 
Chang’an 长安（長安） 
Dunhuang 敦煌 
*Du You 杜佑 
*Tongdian 通典 
Han Yu 韩愈（韓愈） 
*Liu Zhiji 刘知几（劉知幾） 
*Shitong 史通 
jingjiao 景教 
keju 科舉 
Huang Chao 黃巢 
Wudai 五代 
*shiguo 十国（十國） 
Song 宋 
Liao / Khitan/Qidan 辽（遼）/契丹 
Xixia 西夏 
Jin / Jurchen/Nüzhen 金/女真 
Kaifeng 开封（開封） 
Hangzhou 杭州 
Song Taizu 宋太祖 
Song Huizong 宋徽宗 
Yue Fei 岳飞（岳飛） 
Wang Anshi 王安石 
Sima Guang 司马光（司馬光） 
Ouyang Xiu 欧阳修（歐陽修） 
Su Shi / Su Dongpo 苏轼（蘇軾）/苏东

坡 （蘇東坡） 
*Zhou Dunyi 周敦颐(周敦頤) 
Cheng Yi 程颐（程頥） 
Cheng Hao 程颢（程顥） 
Zhu Xi 朱熹 
li 理 
qi 气（氣） 
Mongolen/Menggu 蒙古 



Yuan 元 
Kubilai/Hubilie 忽必烈 
Beijing 北京 
Ming 明 
Zhu Yuanzhang 朱元璋 
*Yongle 永乐（永樂） 
Donglin 东林（東林） 
Hanlin 翰林 
Zheng He 郑和（鄭和） 
*Wei Zhongxian 魏忠贤（魏忠賢) 
Wang Yangming 王阳明（王陽明） 
*Li Zhi 李贽（李贄） 
*Jingdezhen 景德镇（景德鎮） 
baojia 保甲 
Matteo Ricci/Li Madou 利玛窦（利瑪

竇） 
*Adam Schall von Bell/Tang Ruowang
汤若望（湯若望） 
*bailianjiao 白莲教（白蓮教) 
*Li Zicheng 李自成 
*Zhang Xianzhong 张献忠（張獻忠） 
Zheng Chenggong/Koxinga 郑成功（鄭

成功） 
Nurhaci/Nuerhachi 努尔哈赤（努爾哈

赤） 
Qing 清 
Kangxi 康熙 
*Yongzheng 雍正 
Qianlong 乾隆 
*Heshen 和珅 
Ritenstreit/yili shijian 礼仪事件（禮儀

事件） 
gonghang/cohong 公行 
*tiandihui 天地会（天地會） 
Lin Zexu 林则徐（林則徐） 
yapian zhanzheng 鸦片战争（鴉片戰

爭） 
Hongkong/Xianggang 香港 
Nanjing tiaoyue 南京条约(南京條約) 
*bu pingdeng tiaoyue 不平等条约（不

平等條約） 

Hong Xiuquan 洪秀全 
Taiping tianguo 太平天国（太平天

國） 
Zeng Guofan 曾国藩（曾國藩） 
*Zuo Zongtang 左宗棠 
Li Hongzhang 李鸿章（李鴻章） 
yangwu yundong 洋务运动 (洋務運動) 
*ziqiang yundong 自强运动（自強運

動） 
zongli yamen 总理衙门（總理衙門） 
Cixi 慈禧 
Chinesisch-Japanischer 
Krieg1894/95/Jiawu zhanzheng 甲午中

日战争（甲午中日戰爭） 
Vertrag von Shimonoseki/Maguan 
tiaoyue 马关条约（馬關條約） 
100-Tage-Reform 1898/Wuxu bianfa 戊
戌变法（戊戌變法） 
Kang Youwei 康有为（康有爲） 
Liang Qichao 梁启超（梁啟超） 
*Tan Sitong 谭嗣同（譚嗣同） 
Boxer/yihetuan 义和团（義和團） 
*Boxerprotokoll/Xinchou tiaoyue 辛丑

条约（辛丑條約） 
Sun Yatsen/Sun Yixian / Sun Zhongshan 
/ Sun Wen 孙逸仙（孫逸仙）/孙中山

（孫中山）/孙文（孫文） 
Sanminzhuyi 三民主义（三民主義） 
*Huang Xing 黄兴(黃興) 
tongmenghui 同盟会（同盟會） 
Qiu Jin 秋瑾 
Yuan Shikai 袁世凯（袁世凱） 
Puyi 溥仪（溥儀） 
Xinhai geming 辛亥革命 
Zhonghua minguo 中华民国（中華民

國） 
*Song Jiaoren 宋教仁 
Guomindang 国民党（國民黨） 
Junfa 军阀（軍閥） 
*Zhang Xun 张勋（張勛） 
*Duan Qirui 段祺瑞 



Xinwenhua yundong 新文化运动（新

文化運動） 
Wusi yundong 五四运动（五四運動） 
Chen Duxiu 陈独秀（陳獨秀） 
Li Dazhao 李大钊（李大釗） 
Xin qingnian 新青年 
Cai Yuanpei 蔡元培 
Hu Shi 胡适（胡適） 
Lu Xun 鲁迅（魯迅） 
*sai xiansheng 赛先生（賽先生） 
*de xiansheng 德先生 
Gongchandang 共产党（共產黨） 
Zhou Enlai 周恩来（周恩來） 
*Cai Hesen 蔡和森 
Mao Zedong 毛泽东（毛澤東） 
geming tongyi zhanxian 革命统一战线

（革命統一戰綫） 
*Liao Zhongkai 廖仲恺（廖仲愷） 
Wang Jingwei 汪精卫（汪精衛） 
wusa yundong 五卅运动（五卅運動） 
*Whampoa-Akademie/Huangpu junxiao
黄埔军校（黃埔軍校） 
Chiang Kaishek/Jiang Jieshi 蒋介石

（蔣介石） 
beifa 北伐 
Zhang Zuolin 张作霖（張作霖） 
si yi er 四一二 
*Qu Qiubai 瞿秋白 
*Li Lisan 李立三 
hongjun 红军（紅軍） 
Zhu De 朱德 
tudi geming 土地革命 
Manzhouguo 满洲国（滿洲國） 
jiu yi ba shibian 九一八事变（九一八

事變） 
Song Qingling 宋庆龄（宋慶齡） 
Song Meiling 宋美龄（宋美齡） 
xin shenghuo yundong 新生活运动（新

生活運動） 
Chen Lifu 陈立夫（陳立夫） 

geming genjudi 革命根据地（革命根據

地） 
Langer Marsch/Changzheng 长征（長

征） 
Xi’an shibian 西安事变（西安事變） 
*Zhang Xueliang 张学良（張學良） 
Zwischenfall an der Marco-Polo-
Brücke/Lugouqiao shibian/qiqi shibian
卢沟桥事变/七七事变（盧溝橋事變/
七七事變） 
kangri zhanzheng 抗日战争（抗日戰

爭） 
Nanjing-Massaker/Nanjing da tusha 南
京大屠杀（南京大屠殺） 
Yan’an 延安 
zhengfeng yundong 整风运动（整風運

動） 
Peng Dehuai 彭德怀（彭德懷） 
Lin Biao 林彪 
Wen Yiduo 闻一多（聞一多） 
renmin jiefang zhanzheng 人民解放战

争（人民解放戰爭） 
renmin jiefangjun 人民解放军（人民解

放軍） 
*Chen Yi 陈仪（陳儀） 
ererba shijian 二二八事件 
Zhonghua renmin gongheguo 中华人民

共和国（中華人民共和國） 
kangmei yuanchao 抗美援朝 
*wunian jihua 五年计划（五年計劃） 
danwei 单位（單位） 
Hundert-Blumen-Kampagne/bai hua qi 
fang, bai jia zheng ming 百花齐放，百

家争鸣（百花齊放，百家爭鳴） 
fan youpai 反右派 
da yuejin 大跃进（大躍進） 
renmin gongshe 人民公社 
Lushan huiyi 庐山会议（廬山會議） 
Lei Feng 雷锋（雷峰） 
Wu Han 吴晗（吳晗） 



Wenhua da geming / wenge 文化大革命

/文革 
Liu Shaoqi 刘少奇（劉少奇） 
hongweibing 红卫兵（紅衛兵） 
Jiang Qing 江青 
Viererbande/sirenbang 四人帮（四人

幫） 
*Hua Guofeng 华国锋（華國鋒） 
Deng Xiaoping 邓小平（鄧小平） 
you zhongguo tese shehuizhuyi 有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有中國特色社會主

義） 
jingji tequ 经济特区（經濟特區） 
Wei Jingsheng 魏京生 
Tian’anmen-Massaker/Vierter 
Juni/Tian’anmen can’an/liusi 天安门惨

案（天安門慘案）/六四 
Li Peng 李鹏（李鵬） 
Jiang Zemin 江泽民（江澤民） 
yiguo liangzhi 一国两制（一國兩制） 
Jiang Jingguo 蒋经国（蔣經國） 
meilidao shijian 美丽岛事件（美麗島

事件） 
Li Denghui 李登辉（李登輝） 
Minjindang 民进党（民進黨） 
Chen Shuibian 陈水扁（陳水扁） 
Hu Jintao 胡锦涛（胡錦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