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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纲及规范 

中国政府奖学金本科来华留学生预科教育教学大纲 

中国政府奖学金来华留学预科教学工作的指导性文件 

《中国政府奖学金本科来华留学生预科教育教学大纲》是由国家留学基金

管理委员会中国政府奖学金预科教学指导委员会编制而成的来华留学生预科

教育教学大纲，是各预科教育院校多年的教学成果的结晶。全书主要内容为：

基础汉语大纲，包括汉字大纲、词汇大纲、语法大纲；预科教育各专业课程教

学大纲，包括经贸汉语、科技汉语、医学汉语、文科汉语、数学、物理、化学。

每个课程的教学大纲都详细说明了该课程的基本信息、性质与目标、教学内容

与要求、教学方法与建议、教学进度与课时安排、考试与成绩评定等。 

1. 本大纲是中国政府奖学金来华留学预科教育教学工作的重要参考 

2. 本大纲是来华留学预科教育结业考试和成绩评定的主要依据之一 

3. 本大纲可为预科教育的发展起到规范化、科学化、理论化的指导 

 

 =出版信息= 

书名 作者 ISBN 定价（元） 

中国政府奖学金本科来华

留学生预科教育教学大纲 
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 978-7-5619-5949-7 78.00 

 

  

 

  

产品链接：http://www.blcup.com/PInfo/index/11208 

http://www.blcup.com/PInfo/index/11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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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成人教材及教辅 

新闻直通车—高级汉语新闻阅读教程 

阅读原味新闻，了解当代中国，提升阅读技能 

《高级汉语新闻阅读教程》是供掌握 5000 个词以上的汉语本科生

或进修生使用的新闻阅读教材，也可供具有同等汉语水平的学习者自

学使用。本套教材旨在培养学习者阅读中文新闻的能力， 使其在学习、

生活或工作中能从中文新闻中获得所需要的各种信息。  

本套教材分上、下两册，每册 10 课。教材以新闻专题为纲， 设计的话题包括语言文字、移动支付、

传统文化、女性地位、“一带一路”、气候变化、生活消费、海归、“90 后”、农民工、经典阅读、大学生就

业、休闲运动、中国交通、中国制造、人工智能、养老、幸福感、婚恋观等，力图全方位多层次反映当代

中国面貌。本套新闻阅读教材在内容上注重语言技能与中国国情知识相结合，在技能训练上强调精读与泛

读相结合。本教材为了调和教材稳定性与新闻时效性的天然矛盾，在教材体例上特意设计了“延伸阅读”版

块，给教师提供了一定的自由度，教师可以根据教学需要将其替换为时文，以求做到与时俱进。 

 1.系统性：《高级汉语新闻阅读教程》与《高级汉语视听教程》选篇标准一致，从阅读和视听两方面强

化汉语输入；  

2.实用性：选篇典型，新闻常见词语与结构助力读者举一反三；  

3.时效性：最近五年新闻占比 90%以上，中国新闻资讯抢先看；  

4.权威性：通过中国主流媒体的文字了解真实的中国；  

5.真实性：新闻报道原汁原味，可快速提升汉语新闻阅读能力。 

 =出版信息= 

书名 作者 ISBN 定价（元） 

新闻直通车—高级汉语新闻阅读教程（上） 于洁 978-7-5619-5987-9 48.00 

新闻直通车—高级汉语新闻阅读教程（下） 于洁 978-7-5619-5988-6 48.00 

 

产品链接：http://www.blcup.com/SeriesBook/index/1681  

http://www.blcup.com/SeriesBook/index/16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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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微镜头：汉语视听说系列教材（高级） 

借力热点话题视频，提升学生听说技能 

《中国微镜头：汉语视听说系列教材》是一套专门针对汉语视听说课

程设计的立体化综合语言教材。视频素材选自能反应当代中国社会热点的

专题片、新闻、生活情景剧、纪录片、脱口秀、访谈、娱乐节目、影视剧、

微电影等内容。丰富的线上视频资源为学习者搭建起了基于自然语言的课

堂教学环境，在满足学生的学习兴趣和自我发展需求的同时，可以最大程

度地激发其学习的积极性与主动性。本套教材可以充分发挥视听说课程的

“社会窗口”作用，促进语言学习与文化理解的有机融合。 

1. 真实自然：该教材采用视、听、说结合的手段，营造出真实、自然的语言环境，还原最基本的交际

情景，在恰当语境和正常语速下进行教学，弥补了目前对外汉语教学听说训练分离及学习内容与实际生活

距离较远的现实问题。 

2. 互动实践：该教材以“视”为手段，用立体化的输入形式促进“听”“说”技能的实践，让语言接受

更快速、准确，也让语言输出更自然、流畅。教材针对视频材料设计了丰富的以学生为中心的任务活动，实

现线上与线下互动以及课堂上的师生、生生互动，并注重课堂教学与社会实践相结合，提升学生的自主学习

能力。 

3. 系统科学：该教材构建了覆盖初、中、高级的系统视听说教学体系，参照现有通识性的语言及课程

大纲从交际、语言、文化、策略四个维度进行分级标准的限定，筛选视频材料，从而有效控制选材的难易程

度。教材结合视频材料针对其中涉及的词汇、句式、篇章框架、表达方式进行逐层深入的针对性练习，避免

视听课单纯欣赏视频而语言学习方面收获了了的现象。 

 =出版信息= 

书名 作者 ISBN 定价（元） 

中国微镜头：汉语视听说系列教材 高级（上） 王涛 978-7-5619-5833-9 68.00 

中国微镜头：汉语视听说系列教材 高级（下） 王涛 978-7-5619-5850-6 68.00 

产品链接：http://www.blcup.com/SeriesBook/index/1653   

http://www.blcup.com/SeriesBook/index/16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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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汉语熟语教程 

学习地道熟语，轻松解锁中文影视作品 

《高级汉语熟语教程》是为中高级水平汉语学习者编写的口语教材，旨在

帮助学习者掌握生活中常用的熟语（惯用语、俗语、歇后语、成语）及其背后

蕴含的丰富的中国文化知识。  

本教材共 15 课，每课包括热身、课文、注释、词语例释、练习及交际提示。多位不同年龄、不同性

格特点的主要人物贯穿全书，在他们身上发生的多个生动有趣的故事组成了课文内容。注释和词语例释

部分，将 500 个熟语按照重难点分类处理，为难点词语匹配了合适的典型例句，帮助学生深入理解熟语

的适用条件。练习部分按照任务难度分为巩固练习和拓展练习，教师可根据学生水平及课时安排灵活处

理。另外，配套的练习参考答案非常详尽，方便学生复习。 

编辑推荐： 

通过本书可以学习到大量影视作品中的高频习惯用语、字典里查不到的地道口语词。对于

重难点词语，书中不仅提供简洁易懂的准确释义，还配有典型例句。这些例句都是与生活紧密

联系的实例，让学生在情境中真正掌握熟语的用法，使自己的口语表达更丰富，也更地道。 

 

 

 =出版信息= 

书名 作者 ISBN 定价（元） 

高级汉语熟语教程 张秋生 978-7-5619-6020-2 60.00  

 

  

  

产品链接：http://www.blcup.com/PInfo/index/11259    

http://www.blcup.com/PInfo/index/11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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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纵横 成语读本 

成语入门、理解、掌握一本通 

《汉语·纵横 成语读本》是为在中国高等学校就读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外国高

年级本科生编写的选修课教材，也可以作为外国高年级汉语进修生的选修课教

材。 

全书详细分析、讲解的 180 个成语，绝大部分选自《汉语水平词汇与汉字等级大纲》《高等学校外

国留学生汉语言专业教学大纲》《汉语国际教育用音节汉字词汇等级划分》《国际中文教育中文水平等

级标准》，优先选择四个大纲相重合的成语。 

本书在讲解成语语义的同时，给出必要的语用提示，帮助学生正确理解、使用成语；部分成语配有

典故出处和现代汉语翻译；每个成语都配有一定数量的例句，展示成语的真实使用情境。为了加深学生

对成语的了解，设置了“成语小知识”板块；从教学评测角度出发，设置了丰富的练习题和“总测试卷”。 

教材特色： 

 以国际中文教育领域四个标志性大纲为依据精选成语 

 设置“成语小知识”板块，加深学生对成语的了解 

 部分成语提供典故出处，配有现代汉语翻译，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成语 

 准确讲解成语语义，注重解析成语构成成分古今意义的差别 

 逐条设立“语用提示”，指导学生正确使用成语 

 例句丰富，展示成语的不同用法 

 练习针对性强，题量充足 

 

 =出版信息= 

书名 作者 ISBN 定价（元） 

汉语·纵横 成语读本 马燕华 978-7-5619-5699-1 58.00 

产品链接：http://www.blcup.com/PInfo/index/11255    

http://www.blcup.com/PInfo/index/11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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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说就说：汉语功能口语手册 

话题式汉语口语实用口袋书 

《想说就说：汉语功能口语手册》是从功能口语的角度出发，以“怎么说”

为重点编写而成的实用汉语口语手册，旨在帮助汉语初学者在不同的交际场合

使用正确的汉语进行表达。 

本手册共选择了 93 个人际交往中最常见的话题，在具体编排上，“句型”部分就一种意思的表达列举

了多种说法；“说明”部分对几种不同的说法做了简明讲解，以帮助学习者理解它们之间的细微差别；“扩

展”部分通过具体例句进一步加强学习者对不同说法的认识；“场景会话”则展示了各种说法在具体会话中

的应用。 

教材特色： 

1. 话题典型。 

手册精选了 93 个人际交往最常见的话题场景，可以基本满足学习者日常交际表达的需要。 

2. 同一意思提供多种表达方法。 

同一场景下提供同一种意思的多种表达方法，并对其进行简明讲解，帮助学习者了解不同它

们的细微差别，使学习者的汉语表达更地道。 

 

 

 =出版信息= 

书名 作者 ISBN 定价（元） 

想说就说：汉语功能口语手册 郭明辉 978-7-5619-5956-5 28.00 

 

 

  

产品链接：http://www.blcup.com/PInfo/index/11241    

http://www.blcup.com/PInfo/index/11241


2022  北语社国际中文教学资源新品目录 

 

WWW.BLCUP.COM 8 

 

三、儿童青少年教材及教辅 

轻松学中文（第二版）（英文版）第 4 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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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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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马亚敏 李欣颖 978-7-5619-5951-0 138.00 

轻松学中文（第二版）（英文版）练习册 4 马亚敏 李欣颖 978-7-5619-6013-4 78.00 

EB.轻松学中文（第二版）（英文版）词卡 4 马亚敏 数字资源 39.90 

产品链接：http://www.blcup.com/CW120?id=1063    

http://www.blcup.com/CW120?id=1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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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松学中文（第二版）》还有各项丰富的电子配套教学资源，

可登陆北语社官方电子书平台“梧桐中文”购买。 

 

 

 

 

 

 

 

*出版进度说明： 

后续分册将陆续出版，计划 2022 年完成全部出版。 

配套教师用书、词卡图卡、教学课件将以电子形式出版。 

 

  

电子资源尽在“梧桐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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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松学中文（第二版）（英文版）

汉字、作文书写本 

经典青少汉语教材《轻松学中文》，全新改版，重磅来袭！ 

“汉字、作文书写本”是《轻松学中文》（第二版）系列教材的配套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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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适于小学高年级的学生和中学生。 

 

 此书写本的目的是帮助学生打好汉字学习的基础，因为反复抄写能促进记忆。 

 为了正确书写汉字，学生要按照汉字的笔画、笔顺来写，从一开始就养成书写工整汉字的好习惯。 

 学生可以一边书写，一边把字、词读出来，同时记住字、词的意思。 

 书写本用来抄写本课的生字、生词和写作文。写作文时要用工整、正确的汉字在规定字数内完成。 

 

 =出版信息=  

书名 作者 ISBN 定价（元） 

轻松学中文（第二版）（英文版） 

汉字、作文书写本 2 
马亚敏 978-7-5619-6058-5 20.00 

轻松学中文（第二版）（英文版） 

汉字、作文书写本 1 
马亚敏 978-7-5619-6025-7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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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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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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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品链接：http://www.blcup.com/PInfo/index/11228    

http://www.blcup.com/PInfo/index/11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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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教师发展 

初级汉语语法点微课 62 讲 

对接《标准》  核心语法  北语模式  教学实操 

《初级汉语语法点微课 62 讲》是为从事国际中文教育行

业的汉语教师、学习者和相关科研人员录制的汉语语法课堂教

学系列课程。课程对标《国际中文教育中文水平等级标准》， 

分为三个级别，通过讲师真人讲解、PPT 课件支持的形式，借鉴北语课堂教学模式，真实还原课堂教学语

法过程，将语法点按照“引入、讲解、操练、活动”的环节讲解出来。本系列课程总计 62 讲，每讲 2—21 分

钟不等，总时长约 510 分钟。视频画质高清，北语一线汉语教师录制，专业录音棚录音，专业团队剪辑制

作。 

 

 

 

 

 

 

 

 深度对标《标准》 

《初级汉语语法点微课 62 讲》与《国际中文教育中文水平等级标准》（以下简称“《标准》”）的附

录 A（规范性）语法等级大纲（以下简称“语法大纲”）深度对标。内容覆盖初等（一至三级）以及中等（四、

五级）中更具实用性和针对性的 79 个语法点，涵盖语法等级大纲的 9 大类（词类、句子的类型、句子成

分、提问的方法、动作的态、强调的方法、特殊表达法、固定格式、口语格式）语法项目。这些内容几乎

可以涵盖初级汉语语法教学中的基础内容。 

微课视频 教学课件 精细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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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星制作团队 

本课程 15 位讲师均来自北京语言大学汉语学院初级综合教研室。团队成员曾获北京市高等教育教学

成果奖一等奖，北京青年教师教学基本功比赛一等奖、最佳演示奖、最佳教案奖、最受学生欢迎奖、最佳

论文奖，北京市第一届北京高校教师教学创新大赛三等奖，主持及参与国家及省部级课题十余项。 

 北语教学模式 

课程采用“北语模式”，将语法点讲解划分为标准的“引入—讲解—操练—活动”四大环节，教学内容交

际性强，呈现真实教学环节与语境。 

 历经实践检验 

微课视频经北京语言大学汉语学院教学使用多轮，反馈良好，教学效果显著。 

 =定价体系= 

级别 课量（个） 单价（元/个） 级别包定价（元/套） 

一级 17 4.99 39.90 

二级 20 7.99 79.90 

三级+ 25 9.99 119.90 

整装版 62 / 
239.70 

限时特惠 199.00 

 

 =订阅方式= 

1. “梧桐中文”平台 

（地址：https://app.readoor.cn/app/cs/bi/1563346514?s=1&course=MTIzOTI0 ） 

 

2. 微信小程序 

微信扫描二维码 → 

  

https://app.readoor.cn/app/cs/bi/1563346514?s=1&course=MTIzOTI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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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多语种版本教材 

新实用汉语课本（第 3 版 西班牙文注释）课本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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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为第 3 版第 2 册课本（西班牙文注释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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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班牙文注释）

课本 2 
刘珣 978-7-5619-6010-3 158.00 

新实用汉语课本（第 3 版  西班牙文注释）

综合练习册 2 
刘珣 978-7-5619-6011-0 68.00 

  

产品链接：http://www.blcup.com/PInfo/index/11250   

http://www.blcup.com/PInfo/index/11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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