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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磅推荐 

新《标准》相关工具书 

 

国际中文教育中文水平

等级标准·语法学习手册 

（初等、中等、高等） 

全面系统解读《标准》 

语法学习一本通 

 

国际中文教育中文水平

等级标准·汉字书写手册 

（初等、中等、高等） 

先临摹、后书写 

完全掌握手写汉字 

 

国际中文教育中文水平

等级标准·词汇速记速练

手册（一级、二级、三级） 

速记速练，学练同步 

词汇学习一本通 

 工具书专区：http://www.blcup.com/CW110?id=1065     

http://www.blcup.com/CW110?id=1065


2022  北语社国际中文教学资源新品目录 

 

WWW.BLCUP.COM 4 

 

国际中文教育中文水平等级标准

语法学习手册 

全面系统解读《标准》，语法学习一本通 

《语法学习手册》严格依据教育部和国家语委联合发布的《国际中文教育中文水平等级标准》“附录

A（规范性）语法等级大纲”（以下简称“语法等级大纲”）进行编写，是面向中文学习者的应用型学习手册。

本书遵循“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教育理念，倡导语法自然习得。《语法学习手册》分初等、中等、高等三个

分册，分别对应“语法等级大纲”初等、中等和高等的语法点。书中对“语法等级大纲”的语法点进行了拆分

或合并，围绕“基本语义及用法”“典型例句和对话”“补充例句”“结构特点”“小提示”等几个维度对每个语法点

进行详细说明。本书从教学实际出发，力求为国际中文语法学习与教学提供一定的参照与支持。 

本书为《国际中文教育中文水平等级标准》（以下简称《标准》）出台后的首部严格依据《标准》编

写的语法学习用书，由《标准》“附录 A（规范性）语法等级大纲”的研制者主编。 

 外国学习者自学中文的“学习—获得—交际”一体化语法学习材料 

 国际中文教育专业本科生和研究生必备的学习材料 

 国际中文教育年轻教师和志愿者的参考资料 

 编写国际中文教材（包括本土教材）的重要参考资料 

 

 =出版信息= 

书名 作者 ISBN 定价（元） 

国际中文教育中文水平等级标准· 

语法学习手册（初等） 

应晨锦，王鸿滨 

金海月，李亚男 
978-7-5619-5986-2 85.00 

国际中文教育中文水平等级标准· 

语法学习手册（中等） 

王鸿滨，金海月 

应晨锦，李亚男 
978-7-5619- 6096-7 82.00 

国际中文教育中文水平等级标准· 

语法学习手册（高等） 

金海月，应晨锦 

王鸿滨，李亚男 
978-7-5619-6185-8 65.00 

图书链接：http://www.blcup.com/PInfo/index/12476    

http://www.blcup.com/PInfo/index/12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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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中文教育中文水平等级标准 

汉字书写手册 

先临摹、后书写，完全掌握手写汉字 

《汉字书写手册》依据教育部和国家语委联合发布的《国际中文教育中文水平等级标准》的“手写汉字

表”进行编写，是面向中文学习者的实用型汉字学习、书写、练习用书。《汉字书写手册》遵循《标准》“汉

字认读与手写适度分离、手写汉字从少到多有序推进”的新路向，着意提升学习者的汉字书写能力，提高其

汉字学习效率，让汉字学习更具针对性。 

《汉字书写手册》分初等、中等、高等三册，分别收录《标准》初等手写汉字 300 字、中等手写汉字

400 字、高等手写汉字 500 字，共 1200 个手写汉字。 

 

 

 

 

 

 

 

 

 

 =出版信息= 

书名 作者 ISBN 定价（元） 

国际中文教育中文水平等级标准· 

汉字书写手册（初等） 
方兴龙 978-7-5619-6097-4 30.00 

国际中文教育中文水平等级标准· 

汉字书写手册（中等） 
方兴龙 978-7-5619-6132-2 35.00 

国际中文教育中文水平等级标准· 

汉字书写手册（高等） 
方兴龙 978-7-5619-6173-5 40.00 

图书链接：http://www.blcup.com/PInfo/index/11436    

http://www.blcup.com/PInfo/index/11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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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中文教育中文水平等级标准 

词汇速记速练手册 

速记速练，学练同步，词汇学习一本通 

《词汇速记速练手册》完全依据《国际中文教育中文水平等级标准》的“词汇表”进行编写，是面向中

文学习者的实用型词汇学习用书。既可以作为学习者自主学习中文词汇的学习用书、HSK 备考用书，也可

作为教师讲授词汇知识的资源库。 

《词汇速记速练手册》依照《标准》“三等九级”的划分情况，共七个分册，分别为初等一级、二级、三

级，中等四级、五级、六级，高等。初等三册内部以 20 个词语为一单元，力求将词汇学习化整为零，提升

词汇学习效率，学习者可以每天完成一单元词语的学练。本书按音序编排词语，分别从读音、词性、释义、

用法四个维度对词语进行说明和展示。同时，注重学练结合，学习者在完成一单元词语的学习后，通过“速

练”板块进行强化练习，练习题型丰富，各有侧重，互为补充。 

 

 

 

 =出版信息= 

书名 作者 ISBN 定价（元） 

国际中文教育中文水平等级标准· 

词汇速记速练手册（一级） 
曲抒浩 978-7-5619-6122-3 35.00 

国际中文教育中文水平等级标准· 

词汇速记速练手册（二级） 
万莹 978-7-5619-6121-6 55.00 

国际中文教育中文水平等级标准· 

词汇速记速练手册（三级） 
李孝娴 978-7-5619- 6169-8 68.00 

* 《三级》将于 2023 年 1月正式出版，后续 4册将于 2023 年陆续出版。 

图书链接：http://www.blcup.com/PInfo/index/11438    

http://www.blcup.com/PInfo/index/11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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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教材（医学类） 

我是医学生：基础医学汉语 

综合性“中文+医学”专用汉语教材 

 

 

 

 

  

 

《我是医学生：基础医学汉语》是一套在“中文+”理念指导下，依据《新汉语水平考试大纲》《国际

中文教育中文水平等级标准》《医学汉语水平考试（MCT）大纲》编写的综合性医学专用汉语教材。教材

重在提高学习者运用汉语进行日常交际的能力和在医院场景下进行交流的能力，同时也注重提升学习者的

文化素养和医生职业素质。 

本套综合性医学专用汉语教材包括课本 4 册，练习册 4 册，每册 15 课。 

现已出版 1—3 册课本及练习册。 

适用对象： 

（1） 来华学习医学专业的汉语零起点医学生； 

（2） 来华学习医学专业且需要“汉补”的医学生； 

（3） 来华学习中医专业的医学生； 

（4） 来华工作的医学专家以及短期研修的医学生； 

（5） 海外学习医学专业的母语非汉语的医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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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版信息= 

书名 作者 ISBN 定价（元） 

我是医学生：基础医学汉语 课本 1 朱瑞蕾，甄珍  978-7-5619-6110-0 78.00 

我是医学生：基础医学汉语 练习册 1 朱瑞蕾，甄珍  978-7-5619-6111-7 28.00 

我是医学生：基础医学汉语 课本 2 朱瑞蕾，甄珍  978-7-5619-6181-0 88.00 

我是医学生：基础医学汉语 练习册 2 朱瑞蕾，甄珍  978-7-5619-6182-7 38.00 

我是医学生：基础医学汉语 课本 3 朱瑞蕾，甄珍  978-7-5619-6183-4 85.00 

我是医学生：基础医学汉语 练习册 3 朱瑞蕾，甄珍  978-7-5619-6184-1 42.00 

* 第 4册课本及练习册将于 2023 年 4月出版。 

  

图书链接：http://www.blcup.com/PInfo/index/11371    

http://www.blcup.com/PInfo/index/11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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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课教学资源 

中国文化入门 

从这里开启中国文化之旅！ 

《中国文化入门》是一套为海外学习者设计的中国文化通识型教材。无论是准备参加 HSK、IB 还是

AP 中文等考试的海外学习者，还是对中国文化报以浓厚兴趣的爱好者，都可以使用本教材。 

《中国文化入门》（上、下）共四个单元 16 课。每个单元名都是一个汉字，分别是“美、智、礼、

和”。从第一单元“美”开始，到第四单元“和”结束，四个汉字带领学习者完成一趟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的中

国文化旅程。内容涉及地理山水、建筑设计、书画瓷器、文学音乐、衣食住行、古代科技、礼仪制度及儒

释道思想等多个方面，包罗万象却并不艰涩难懂。在提供不断深入的阅读体验中，我们也设计了大量跨

国文化对比的内容和习题，希望在相互理解中，求同存异，培养起学习者全球化的视野与胸怀。作为文

化教材，为了降低阅读门槛，本书全文做了中英对照。 

 产品结构： 

 

除了纸质材料，《中国文化入门》还配有在线学习小程序。在这个小程序上，除了与教材相关的教学

课件、视频、动画、游戏、图集等资源，还有专门为该书摄制的学习微课。学习微课由教师真人讲授，时

长为 5-8 分钟，除了包含每课的知识点，也对纸质教材进行了内容的提炼和补充，可以加深学习者对文化

扫码进入小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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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的二次理解。小程序、真人微课和教材之间是互补关系。纸质教材对于文化内容的整体呈现能力是

其他载体不具备的，而小程序可以增加游戏、练习、录音等互动功能，进一步完善纸质教材。而真人微

课，娓娓道来的语言，如春日暖阳，照亮你的中国文化之旅~ 

 

 =出版信息= 

书名 作者 ISBN 定价（元） 

中国文化入门（上） 本书编写组 978-7-5619-6073-8 98.00 

中国文化入门（下） 本书编写组 978-7-5619-6074-5 98.00 

* 在线学习小程序中第一单元内容限时免费开放  

图书链接：http://www.blcup.com/PInfo/index/12495     

http://www.blcup.com/PInfo/index/12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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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典诗文诵读 

诵读古典诗文，品味优秀文化 

《中国古典诗文诵读》是一套供国际中文教育专业中外学生学习使用的古

典诗文系列教材，教材精选中国古代诗文 300 篇，以注释、简析的方式，解读疑

难字句，阐释文化内涵，简析作品主旨。全套教材分为初级本、中级本、高级本

三册，每篇均配有编者录制的经典诵读录音。全书倡导中外学生循序渐进诵读中

国古典优秀诗文，感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高鉴赏能力与综合素养，助力国际

中文教育。 

本套教材精挑细选 300 篇中国古代诗文，包括诗、词、散曲、散文、辞赋、骈文等。所选篇目阅读

难度逐渐提升，每篇均配有编者录制的经典古诗文诵读录音，便于读者轻松入门，引发学习兴趣，增强

学习信心，从而了解中国古代诗文发展历程与基本风貌。 

 

 

 

 

 

 =出版信息=  

书名 作者 ISBN 定价（元） 

中国古典诗文诵读（初级本） 仇海平  978-7-5619-6127-8 48.00 

中国古典诗文诵读（中级本） 仇海平  978-7-5619-6128-5 65.00 

中国古典诗文诵读（高级本） 仇海平  978-7-5619-6195-7 78.00 

  

产品链接： 

http://www.blcup.com/PInfo/index/124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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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成人教材 

汉语口语教程（1—4 册） 

更实用的口语 更灵活的教程    《汉语教程》配套技能教材 

 

《汉语口语教程》是为零起点的汉语学习者编写的，适用于学历教育和非学历教育以及各类国际中文

教育的教学单位的初级口语教材。既可以作为“对外汉语本科系列教材 一年级教材”《汉语教程》（第 3 版）

的配套口语教材使用，也可以作为初级口语训练教材单独使用。  

本教程分四册共 64 课，可供零起点的汉语学习者使用 1 年。每课大致分为课文、生词、注释、练习

等，培养操练学生的口头表达能力，为学生升入高年级或进入其他专业的学习（如学医、学工等）打下一

个良好的基础。 

1. 内容具有时代特色、趣味性和灵活性。语料都基于来华留学生的学习和生活。既可配合《汉语教

程》使用，又可独立作为口语教材使用。 

2. 内容编排兼顾科学性和实用性。第一、二册课文专门配有汉语拼音及英文译文。 

3. 练习题型丰富、实用。对语音语调的训练贯穿始终。近音字词的语音语调、完成句子或会话并大声

朗读可帮助学习者发出正确的语音语调；读后说、怎么表达等可提升学习者成段表达能力。 

4. 最大程度培养学习者自学能力。合辙押韵的诗词和著名词句，可培养学习者的朗读兴趣，激发学

习者表达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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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版信息= 

书名 作者 ISBN 定价（元） 

汉语口语教程 第一册 杨寄洲，贾永芬 978-7-5619-5930-5 49.00 

汉语口语教程 第二册 杨寄洲，贾永芬 978-7-5619-6176-6 55.00 

汉语口语教程 第三册 杨寄洲，贾永芬 978-7-5619-6179-7 55.00 

汉语口语教程 第四册 杨寄洲，贾永芬 978-7-5619-6180-3 65.00 

* 套系 1—4册已全部出版，配有辅助教学课件，可在北语社官网图书详情页下载  

产品链接：http://www.blcup.com/PInfo/index/11353  

http://www.blcup.com/PInfo/index/11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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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读——国际中文阅读教学课本 6 

精讲多读、学以致用、快乐阅读 

本教材以培养汉语学习者中文阅读能力为目标，针对汉语学习者中文

阅读难点和阅读能力提升需要进行教材内容设计与编写，突出阅读教材特

色，通过有针对性的训练帮助学生提高中文阅读能力，为学习者阅读能力

提升和教师进行阅读技能训练提供丰富而适用的学习和练习素材。 

（1）定位明确，特色突出。本教材以阅读技能训练为核心，重视阅读理解能力的培养，基本不设口头

表达等语言输出型练习。 

（2）学、练素材丰富。本教材第 1、2册为阅读入门阶段，以集中识字、积累词汇量为主，辅以句子和

短文阅读，为进一步的阅读训练打下基础。从第 3册开始，每课均包含“知识银行”“技巧训练”“阅读实

践”三个主要板块，并针对细读、略读、查读几种阅读方式提供了相应的阅读材料，可以充分满足学生提升

中文阅读能力所需的语言知识积累、阅读技巧训练和阅读实践的需要。 

（3）体裁、题材多样。为使学习者熟悉不同体裁和题材的中文读物，本教材在课文体裁与题材选择上

注重多样化。体裁包括记叙文、应用文、议论文等，题材涉及学习、生活、自然、科技、社会与文化等多个

方面。在“实况阅读”板块，还为学生提供了招牌、海报、启示、网络帖子等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的文字材

料。 

（4）训练层次清晰。本教材在体例设计上重视技能训练的科学性与层次性，从知识到技能再到实践，

步步推进。课文部分设置分步阅读指引，每个步骤均设计了有针对性的阅读理解练习，便于师生使用。 

 

 =出版信息= 

* 套系 1—6册课本已全部出版，配有课件、教案、参考答案和音频，可在北语社官网图书详情页下载  

书名 作者 ISBN 定价（元） 

乐读——国际中文阅读教学课本 6 苏英霞 978-7-5619-6175-9 58.00 

产品专区链接：http://www.blcup.com/CW110?id=1061   

http://www.blcup.com/CW110?id=1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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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儿童教材 

轻松学中文（第二版）（英文版）课本 5 

经典青少汉语教材《轻松学中文》，全新改版，重磅来袭！ 

《轻松学中文》系列（第二版）是一套专门为非华裔学生学习汉语编写

的国际汉语教材，主要适用于小学高年级的学生和中学生。 

本套教材旨在为学生奠定扎实的汉语基础，帮助学生在现实生活中得体、

准确地使用语言， 有逻辑、有条理地表达观点和思想。这个目标是通过语言、

主题和文化的自然结合，字、词、句、语法等语言知识的学习以及听、说、

读、写各项交际技能的训练来实现的。 

本套教材共七册，分三个教学阶段： 

第一阶段为第一、二、三册，重点是通过对语音、汉字、词语和语法的学习，帮助学生打好汉语基础，

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达到用汉语进行简单交流的目的。 

第二阶段为第四、五册，重点是扩充词汇，学习更多的语法知识，使学生能在真实情景下进行有效的

交流。 

第三阶段为第六、七册，重点是让学生接触到真实的语料，使学生有信心用精准、恰当的汉语以口头

和书面形式进行有逻辑、有条理的交流。 

说明：从第 5 册起，课本和练习册合并为一册。 

 =出版信息= 

书名 作者 ISBN 定价（元） 

轻松学中文（第二版）（英文版）课本 5 马亚敏，李欣颖 978-7-5619-6154-4 188.00 

产品链接：http://www.blcup.com/PInfo/index/12467  

http://www.blcup.com/PInfo/index/12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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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考试用书 

国际中文教师证书考试模拟题（面试篇） 

国际中文教师证书考试 终极备考冲刺 

本书以《国际汉语教师证书》考试大纲为依据，经对考试大纲解析及真

题的深入分析，精编四套模拟题（面试篇），并为试卷配套答案解析视频，

真正做到讲练一体，帮助考生在冲刺阶段迅速提升面试应试技能。此外本书

还有配套视频课程，资深国际中文教师结合面试重点逐个击破面试环节。本

书由深耕教学、教师培训十余年的一线教师及北语社资深策划编辑联合编写，

北语社出品，题目质量有保障。 

本书四套全真模拟试卷，紧扣考试大纲；每套试卷均有配套解析视频，真正做到讲练一体，迅速

提升考生面试技能；本书同步配套视频课程，资深国际中文教师破解面试考点，逐个击破面试环节，

在面试备考冲击阶段助考生一臂之力！ 

 =出版信息= 

书名 作者 ISBN 定价（元） 

国际中文教师证书考试模拟题（面试篇） 李岩，郭冰 978-7-5619-6199-5 25.00 

 

  

 

 

  

产品链接：http://www.blcup.com/PInfo/index/12465   

讲练一体高效备考 

课程+试卷+解析 

http://www.blcup.com/PInfo/index/12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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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教师发展参考书 

汉语教学名家文选·鲁健骥卷 

鲁健骥对外汉语教学学术成果集锦 

本书是鲁健骥教授 2014 年以来学术成果的遴选集锦，主要讨论对外汉

语教学理念、教学法体系建设，以及对外汉语教学史的研究问题，旨在总结

对外汉语教学事业自成立以来的经验和不足，进而提出有中国特色的、能统

领教学的教学理念和教学法体系。 

编辑推荐： 

1. 鲁健骥教授关于对外汉语教学的思考集锦。本书内容涉及教学理念、教学法体系及教学史研究等对

外汉语教学理论研究诸多方面，旨在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对外汉语教学。 

2. 内容具有实用性，能够指导教学，鲁健骥教授针对当前对外汉语课堂教学、测试等方面的问题，提出

了相应的改进对策，指导一线教师提升课堂教学成效。 

3. 关注对外汉语教学领域的短板。本书专门撰文分析了当前对对外汉语教学史研究重视不足等问题，

分析了原因，并为今后的研究指明了思路和方向。 

 

 =出版信息= 

书名 作者 ISBN 定价（元） 

汉语教学名家文选·鲁健骥卷 鲁健骥 978-7-5619-6196-4 62.00 

 

  
产品链接：http://www.blcup.com/PInfo/index/124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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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20 年汉语作为第二语言语法习得研究·词汇 

近 20 年汉语词汇习得研究成果的全面展示 

本书为国家出版基金项目“对外汉语教学语法丛书”成果之一，全面、系统

地展示了近 20 年汉语二语词汇习得的研究成果，对词汇偏误分析、二语词汇

加工与中介语词汇发展、词汇习得的内外部影响因素，以及词汇习得计量研究

与文化词的习得等方面的研究成果进行了详细归类和介绍，而且进行了客观、

切实的分析评价，并说明了可进一步探讨、发展或突破的空间。 

 

 

“对外汉语教学语法丛书”是齐沪扬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对外汉语教学语法大纲研制和

教学参考语法书系（多卷本）”的系列成果，并入选“2022 年度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旨在构建并完善满

足新时期发展需求的针对外国学生教育的“汉语教学语法体系”，是国际中文教育的重要参考书和工具书，

主要服务于一线汉语教师、研究者、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研究生和本科生。本丛书共计 39 册，包括大纲系列

4 册、书系系列 26 册、综述系列 8 册，以及论文集 1 册。 

 

 

 

 =出版信息= 

书名 作者 ISBN 定价（元） 

近 20年汉语作为第二语言语法习得

研究·词汇 
李贤卓，丁萍 978-7-5619-6189-6 89.00 

 

 

  

产品链接：http://www.blcup.com/PInfo/index/12471  

2022 年度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http://www.blcup.com/PInfo/index/12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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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20 年汉语作为第二语言语法习得研究·语法（上） 

近 20 年汉语语法习得研究成果的全面展示 

近 20 年来，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语法习得研究在研究内容和方法上都取

得了重大进展，成果颇丰。本书分为上下两编，上编为词类习得研究，下编为

句子成分习得研究。全书全面系统地展示了近 20 年汉语二语习得中词类（名

词、动词、形容词、代词、副词、介词、助词和其他词类）习得以及句子成分

（主语、宾语、定语、状语和补语）习得研究的成果，并对其进行了客观、切

实的分析和评价，并对未来研究的空间和方向进行了探讨和展望。 

 

 

“对外汉语教学语法丛书”是齐沪扬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对外汉语教学语法大纲研制

和教学参考语法书系（多卷本）”的系列成果，并入选“2022 年度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旨在构建并

完善满足新时期发展需求的针对外国学生教育的“汉语教学语法体系”，是国际中文教育的重要参考书和

工具书，主要服务于一线汉语教师、研究者、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研究生和本科生。本丛书共计 39 册，

包括大纲系列 4 册、书系系列 26 册、综述系列 8 册，以及论文集 1 册。 

 

 

 

 =出版信息= 

书名 作者 ISBN 定价（元） 

近 20年汉语作为第二语言语法习得

研究·语法（上） 
曹春静，李虹 978-7-5619-6200-8 98.00 

* 下册将于 2023 年 4月出版 

  

产品链接：http://www.blcup.com/PInfo/index/12469  

2022年度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http://www.blcup.com/PInfo/index/12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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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海外教中文 

一线教师真实动人的海外教学故事 

本书由 22 位专业国际汉语教师撰写。作者们以回忆性的文字，讲述了在海外

任职、教学期间发生的趣闻轶事和所感所思，展现了不同国家汉语学习者的特点和

学习习惯，同时也介绍了众多新颖、有效的国际汉语教学策略。除此之外，读者不 

仅可以从中观摩亚、欧、美、非四个大洲的近 20 个国家的文化风采，了解中外语言、文化差异，学习和提

升自身国际汉语教学能力，还可以以“他者”的视角认识、反思自我，从而产生新见解、新思考。全书语言

轻松诙谐，简洁易读。 

本书不仅是一部国际中文教师记录外派生活的“回忆录”，也是一部可供读者学习相关教学知识、经验

的“参考书”。 

 

 

 

 

 

 

 

 

 

 =出版信息= 

书名 作者 ISBN 定价（元） 

我在海外教中文 杨建国 978-7-5619-6171-1 68.00 

 

产品链接：http://www.blcup.com/PInfo/index/12474  

http://www.blcup.com/PInfo/index/124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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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读物 

新时代、新发展——外国人眼中的中国这十年 

中国这十年的新发展，以小见大，见微知著 

2012 到 2022 这十年，中国在经济、科技、医药、民生、体育、国际合作等方

面取得诸多历史性成就。这些成就已被越来越多到访过中国的外国人所了解、熟悉

乃至惠享，他们也在讲述各自心中的中国故事…… 

本书围绕中国新时代、新发展主题，精选 30 篇国际友人文章。由其眼，览观

中国这十年的新发展；经其口，讲述中国新时代的故事。宏大主题与微小叙事相结

合，向世界客观、真实地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 

 

 

 

 

 

 

 

 =出版信息= 

书名 作者 ISBN 定价（元） 

新时代、新发展——外国人眼中的中国这

十年 
本书编写组  978-7-5619-6136-0 98.00 

产品链接：http://www.blcup.com/PInfo/index/11442  

http://www.blcup.com/PInfo/index/11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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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多语种教材 

新实用汉语课本（第 3 版 俄文注释）第 1 册 

经典汉语品牌，30 余年长盛不衰 

《新实用汉语课本》是为海外成人汉语学习者编写的一套零起点综合

汉语教材，是《实用汉语课本》系列的第二代产品。两代产品在国际汉语教

学界的影响已有 30 余年。本次修订后的第 3 版，主要围绕几个外国人在中

国的生活及他们与中国朋友和教师的友情与交往，展开一系列贴近生活、有

趣的故事。教材坚持以学习者“更容易学”、教师“更方便用”为宗旨，贯彻“结

构—功能—文化相结合”的理念，力图通过语言结构、语言功能和相关文化

知识的学习及听说读写技能训练，培养学习者汉语的综合运用能力，特别是

跨文化交际的能力。 

本次出版的是俄文注释的《课本 1》和《综合练习册 1》,包含了丰富的语音、词汇、句型和汉字练习

及听说读写全面的技能训练。 

 

 =出版信息= 

书名 作者 ISBN 定价（元） 

新实用汉语课本（第 3 版 俄文注释）课本 1 刘珣  978-7-5619-6166-7 158.00 

新实用汉语课本（第 3版 俄文注释）综合练

习册 1 
刘珣  978-7-5619-6167-4 68.00 

产品链接：http://www.blcup.com/PInfo/index/12482  

http://www.blcup.com/PInfo/index/124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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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松学中文（第二版）（阿拉伯文版）课本 2 

经典青少汉语教材《轻松学中文》，全新改版，重磅来袭！ 

《轻松学中文》系列（第二版）（阿拉伯文版）是一套专门为母语为

阿拉伯语的青少年学习汉语编写的国际汉语教材，主要适用于小学高年级

的学生和中学生。 

本套教材旨在为学生奠定扎实的汉语基础，帮助学生在现实生活中得

体、准确地使用语言，有逻辑、有条理地表达观点和思想。这个目标是通过

语言、主题和文化的自然结合，字、词、句、语法等语言知识的学习以及听、

说、读、写各项交际技能的训练来实现的。 

 

本套教材共七册，分三个教学阶段： 

第一阶段为第一、二、三册，重点是通过对语音、汉字、词语和语法的学习，帮助学生打好汉语基础，
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达到用汉语进行简单交流的目的。 

第二阶段为第四、五册，重点是扩充词汇，学习更多的语法知识，使学生能在真实情景下进行有效的
交流。 

第三阶段为第六、七册，重点是让学生接触到真实的语料，使学生有信心用精准、恰当的汉语以口头
和书面形式进行有逻辑、有条理的交流。 

本次出版的是阿拉伯文版课本 2 和练习册 2。 

 

 

 =出版信息= 

书名 作者 ISBN 定价（元） 

轻松学中文（第二版）（阿拉伯文版）课本 2 马亚敏 978-7-5619-6190-2 158.00 

轻松学中文（第二版）（阿拉伯文版）练习册 2 马亚敏 978-7-5619-6191-9 88.00 

  

产品链接：http://www.blcup.com/PInfo/index/12486  

http://www.blcup.com/PInfo/index/124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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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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