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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览 



01 教材类 



轻松学中文  

• 目标读者： 
• 海外非华裔小学生 

• 内容简介： 
• 本套教材围绕丁一、田力、京

京和乐乐4个中外小学生的故事
展开，用精美的插图、简短的
句子和对话、优美的歌曲等生
动的形式培养起学生学习汉语
的兴趣，使其轻松打好汉语学
习的基础，掌握如数字、汉字
基本笔画、家庭成员、日常用
语等汉语知识。每册最后还特
意为学生配了2页跟中国文化有
关的介绍和彩色贴纸，随书附
赠的CD录有每课课文和歌曲。.  
 

少儿版： 
购买链接： 
https://www.blcup.com/EnSeriesBook/index/9 
详情： 
https://www.blcup.com/CW120/channel 
/index/1007?ccid=11_1044 
 
青少版： 
购买链接： 
https://www.blcup.com/EnSeriesBook/index/1366 
详情： 
https://www.blcup.com/CW120/channel/index/1007
?ccid=1042_1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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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类 
轻松学中文
（少儿版） 

课本 

ISBN 书名 价格 

9787561930496     轻松学中文（少儿版） 课本1a 78 

9787561930489     
轻松学中文（少儿版） 课本1b 
 

78 

9787561931707     
轻松学中文（少儿版） 课本2a 
 

78 

9787561932728     
轻松学中文（少儿版） 课本2b 
 

78 

9787561933725     
轻松学中文（少儿版） 课本3a 
 

78 

9787561933947     
轻松学中文（少儿版） 课本3b 
 

78 

9787561934760     
轻松学中文（少儿版） 课本4a 
 

78 

9787561934937     
轻松学中文（少儿版） 课本4b 
 

78 

△PPT、词卡等配套辅助教具可根据订单进行补充。 



教材类 
轻松学中文
（少儿版） 

练习册 

ISBN 书名 价格 

9787561932353     轻松学中文（少儿版）练习册1a 48 

9787561932360     
轻松学中文（少儿版）练习册2a 
 

48 

9787561932766     
轻松学中文（少儿版）练习册1b 
 

48 

9787561932773     
轻松学中文（少儿版）练习册2b 
 

48 

9787561933596     
轻松学中文（少儿版）练习册3a 
 

48 

9787561933954     
轻松学中文（少儿版）练习册3b 
 

48 

9787561934777     
轻松学中文（少儿版）练习册4a 
 

48 

9787561935194     
轻松学中文（少儿版）练习册4b 
 

48 



ISBN 书名 价格 

9787561916506     
轻松学中文 课本1a 

 
118 

9787561918104     
轻松学中文 课本1b 

 
118 

9787561918890     
轻松学中文 课本2a 

 
118 

9787561919965     
轻松学中文 课本2b 

 
118 

9787561921036     
轻松学中文 课本3a 

 
118 

9787561923818     
轻松学中文 课本3b 

 
148 

9787561927915     
轻松学中文 课本4a 

 
148 

9787561930007     
轻松学中文 课本4b 

 
148 

教材类 轻松学中文 课本 



ISBN 书名 价格 

9787561923627     轻松学中文 教师用书（带光盘）1 118 

9787561923726     轻松学中文 教师用书（带光盘）2 118 

9787561924037     轻松学中文 教师用书（带光盘）3 118 

9787561924600     轻松学中文 教师用书（带光盘）4 118 

9787561932506     轻松学中文 教师用书（带光盘）5 108 

9787561934043     轻松学中文 教师用书（带光盘）6 78 

9787561936771     轻松学中文 教师用书（带光盘）7 78 

9787561937167     轻松学中文 教师用书（带光盘）8 78 

教材类 轻松学中文 教师用书 



ISBN 书名 价格 

9787561916513     轻松学中文 练习册 1 68 

9787561918111     轻松学中文 练习册 2 68 

9787561918906     轻松学中文 练习册 3 68 

9787561920008     轻松学中文 练习册 4 68 

9787561921296     轻松学中文 练习册 5 68 

教材类 轻松学中文 练习册 



新概念汉语 

• 目标读者:  
• 成人 
• 自学和课堂教学均可 

 
• 本教材践行“让汉语容易学”

的宗旨，选择实用、简要、有
趣的教学内容，设计简便、灵
活、有效的学习和教授方法，
为汉语学习者和教师提供一条
方便有效的学习途径。 
 

• 内容： 
• 全套教材包括课本、练习册、

汉字练习册、教师用书、教学
图卡、CD-ROM等。 

购买链接: 
https://www.blcup.com/EnSeriesBook/index/2
2 
详情: 
https://www.blcup.com/CW110?id=1004 

https://www.blcup.com/EnSeriesBook/index/22
https://www.blcup.com/EnSeriesBook/index/22
https://www.blcup.com/EnSeriesBook/index/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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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blcup.com/CW110?id=1004


教材类 新概念汉语 课本 

ISBN 书名 价格 

9787561932568     新概念汉语课本（英文版） 1 58 

9787561933794     新概念汉语课本（英文版）  2 58 

9787561935521     新概念汉语课本（英文版）   3 58 

9787561935675     新概念汉语课本（英文版）   4 58 

9787561950654     新概念汉语课本 （英文版）  5 78 

9787561950661     新概念汉语课本（英文版）   6 78 

△配套的教学卡片可根据订单进行补充 



ISBN 书名 价格 

9787561939338     新概念汉语（英文版）练习册 1 39 

9787561940679     新概念汉语（英文版）练习册 2 39 

9787561942291     新概念汉语（英文版）练习册 3 39 

9787561942475     新概念汉语（英文版）练习册 4 39 

9787561933701     新概念汉语 教师用书 1 128 

9787561942987     新概念汉语 教师用书 2 128 

9787561944028     新概念汉语 教师用书 3 128 

9787561945490     新概念汉语 教师用书 4 128 

教材类 新概念汉语 
练习册&教
师用书 



新意中文 

• 对应年级: 

 
• 1～3册为一年级教材； 

• 4～6册为二年级教材； 

• 7、8册为三年级教材； 

• 9、10为四年级教材； 

• 11、12为五年级教材； 

• 13、14为六年级教材； 

• 15、16为七年级教材。 

 

 购买链接: 
https://www.blcup.com/EnSeriesBook/ind
ex/271 

• 内容: 

•  每册教材包括： 

• 课本1本 

• 作业练习2本 

• 学生用生字卡片1套（1～9册） 

• 教师用大字卡1套（1～9册） 

• 教材配套CD1张、期末考试卷一套。  

 

• 特征: 

• 1.立足于一开始便让孩子养成认字的习惯，一
年级不讲拼音，从第4册即二年级才开始学习
汉语拼音，并采取拼读为主的策略，不花费过
多时间。 

• 2.课文基本上都是儿歌式，琅琅上口，易教易
学。除了课文之外阅读内容较多，采用如儿歌、
谜语、绕口令等多种形式。尤其是“幽默小故
事”部分，选取符合西方思维的故事，学生很
容易读懂。 

• 3.作业练习设计合理，分上、下两册课数相间
排列，这样学生上册做好交给老师的时候，可
用下册做作业。  

https://www.blcup.com/EnSeriesBook/index/271
https://www.blcup.com/EnSeriesBook/index/271
https://www.blcup.com/EnSeriesBook/index/271


教材类 新意中文 课本 

ISBN 书名 价格 

9787561916834     
新意中文课本01（附作业练习、生字
卡片，含1CD） 

48 

9787561917428     
新意中文课本02（附作业练习、生字
卡片，含1CD） 

48 

9787561918036     
新意中文课本03（附作业练习、生字
卡片，含1CD） 

48 

9787561916841     
新意中文课本04（附作业练习、生字
卡片，含1CD） 

48 

9787561917497     
新意中文课本05（附作业练习、生字
卡片，含1CD） 

48 

9787561918043     
新意中文课本06（附作业练习、生字
卡片，含1CD） 

48 

9787561916971     
新意中文课本07（附作业练习、生字
卡片，含1CD） 

58 

9787561917589     
新意中文课本08（附作业练习、生字
卡片，含1CD） 

58 



ISBN 书名 价格 

9787561918050     
新意中文课本09（附作业练习、
生字卡片，含1CD） 

68 

9787561918838     
新意中文课本10（附作业练习、
生字卡片，含1CD） 

68 

9787561919538     
新意中文课本11（附作业练习、
生字卡片，含1CD） 

68 

9787561920275     
新意中文课本12（附作业练习、
生字卡片，含1CD） 

76 

9787561921876     
新意中文课本13（附作业练习、
生字卡片，含1CD） 

75 

9787561926918     
新意中文课本14（附作业练习、
生字卡片，含1CD） 

79 

9787561929476     
新意中文课本15（附作业练习、
生字卡片，含1CD） 

79 

9787561936962     
新意中文课本16（附作业练习、
生字卡片，含1CD） 

79 

教材类 新意中文 课本 



汉语乐园（第2版）（英语版） 
• 目标读者: 

• 海外小学和国内国际学校1-6年级
学生 

 

• 国家汉办的重点教材项目 

 

• 内容: 

• 6个等级 每级包括： 

• 课本（配套CD 1张） 

• 练习册（配套CD 1张） 

• 词语卡片（各语种版本通用） 

• 教师用书（各语种版本通用） 

• 同步阅读 

• 测试题 

• 多媒体学习光盘4张。 

购买链接: 
https://www.blcup.com/EnSeriesBook/index/15
62 
 
试读链接: 
http://www.blcup.com/preview6/4642/4642-
2_output/web/flipviewerxpress.html            或 
http://www.blcup.com/preview6/4642/4642-
1_output/web/flipviewerxpress.html 

https://www.blcup.com/EnSeriesBook/index/1562
https://www.blcup.com/EnSeriesBook/index/1562
https://www.blcup.com/EnSeriesBook/index/15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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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 书名 价格 

9787561938980     
汉语乐园（第2版）（英语
版）课本1（含1MP3） 

58 

9787561938225     
汉语乐园（第2版）（英语
版）课本2（含1MP3） 

58 

9787561939253     
汉语乐园（第2版）（英语
版）课本3（含1MP3） 

68 

9787561938997     
汉语乐园（第2版）（英语
版）课本4（含1MP3） 

45 

9787561938232     
汉语乐园（第2版）（英语
版）课本5（含1MP3） 

55 

9787561939260     
汉语乐园（第2版）（英语
版）课本6（含1MP3） 

65 

教材类 
汉语乐园

（第二版） 

△配套的识字卡片可根据订单进行补充 



中国微镜头 

• 对应课程: 

• 汉语视听类课程 

 

• 内容: 

• 视听素材选自当代中国社会热点、专题
片、新闻、生活情景剧、访谈、娱乐节
目、微电影、广告、歌曲等内容，利用
丰富的线上视频资源，为学习者搭建基
于自然语言的课堂教学环境。 

 

• 难度分为6级，涵盖社会、经济、文化、
教育、生活、爱情、艺术等多个主题 

购买链接: 
https://www.blcup.com/EnSeriesBook/index/16
05 

《中国微镜头》分级标准 

级别 
已掌握
词汇量

（个） 

视频语速
（字/分钟） 

视频平
均句长

（字） 

视频每百
字平均生
词数 

当前汉
语水平 

初级
（上） 

300 160~180 6 5 HSK2级 

初级
（下） 

600 180~200 8 6 HSK3级 

中级
（上） 

1200 200~230 9 7 HSK4级 

中级
（下） 

2500 220~250 10 7 HSK5级 

高级
（上） 

5000 240~280 11 8 HSK6级 

高级
（下） 

5000以
上 

250~300 12 8 
HSK6级
以上 

https://www.blcup.com/EnSeriesBook/index/1605
https://www.blcup.com/EnSeriesBook/index/1605
https://www.blcup.com/EnSeriesBook/index/1605


ISBN 书名 价格 

9787561945254     中国微镜头—汉语视听说系列教材.中级.上.梦想篇 18 

9787561947975     中国微镜头：汉语视听说系列教材.中级.上. 职业篇 18 

9787561947982     中国微镜头：汉语视听说系列教材.中级.上. 生活篇 18 

9787561947968     中国微镜头：汉语视听说系列教材.中级.上. 爱好篇 18 

9787561947999     中国微镜头：汉语视听说系列教材.中级.上. 校园篇 18 

9787561945247     中国微镜头—汉语视听说系列教材 中级.上.公益篇 18 

9787561945278     中国微镜头—汉语视听说系列教材 中级.上.教育篇 18 

9787561946251     中国微镜头—汉语视听说系列教材 中级.上.爱情篇 18 

9787561946213     中国微镜头—汉语视听说系列教材 中级.上.家庭篇 18 

9787561946220     中国微镜头—汉语视听说系列教材 中级.上.励志篇 18 

教材类 中国微镜头 中级（上） 



ISBN 书名 价格 

9787561951125    中国微镜头：汉语视听说系列教材.中级.下.旅行篇 18 

9787561950821    中国微镜头：汉语视听说系列教材.中级.下.社会篇 18 

9787561950814    中国微镜头：汉语视听说系列教材.中级.下.家庭篇 18 

9787561950760    中国微镜头：汉语视听说系列教材.中级.下.职业篇 18 

9787561951026    中国微镜头：汉语视听说系列教材.中级.下.商贸篇 18 

9787561950791    中国微镜头：汉语视听说系列教材.中级.下.人物篇 18 

9787561950807    中国微镜头：汉语视听说系列教材.中级.下.艺术篇 18 

9787561949702    中国微镜头：汉语视听说系列教材.中级.下.文化篇 18 

9787561950777    中国微镜头：汉语视听说系列教材.中级.下.动漫篇 18 

9787561950784    中国微镜头：汉语视听说系列教材.中级.下.综艺篇 18 

教材类 中国微镜头 中级（下） 



ISBN 书名 价格 

9787561949269     小学中文·一年级 家长手册 210 

9787561949252     小学中文·一年级（汉字练习本） 60 

9787561947586     小学中文 · 一年级 （练习册） 132 

9787561947579     小学中文 · 一年级（课本） 210 

教材类 小学中文 



教材类 HSK标准教程 教材 

ISBN 书名 价格 

9787561937099     HSK标准教程1（含1MP3） 78 

9787561937266     HSK标准教程2（含1MP3） 78 

9787561938188     HSK标准教程3（含1MP3） 78 

9787561939031     HSK标准教程4上（含1MP3） 78 

9787561939307     HSK标准教程4下（含1MP3） 78 

9787561940334     HSK标准教程5上（含1MP3） 78 

9787561942451     HSK标准教程5下（含1MP3） 78 

9787561942543     HSK标准教程6上（含1MP3） 78 

9787561947791     HSK标准教程6下（含1MP3） 78 



ISBN 书名 价格 

9787561937105     HSK标准教程1 练习册（含1MP3） 35 

9787561937808     HSK标准教程2 练习册（含1MP3） 35 

9787561938157     HSK标准教程3 练习册（含1MP3） 35 

9787561941171     HSK标准教程4上 练习册（含1MP3） 35 

9787561941447     HSK标准教程4下 练习册（含1MP3） 35 

9787561947807     HSK标准教程5上 练习册（含1MP3） 55 

9787561949733     HSK标准教程5下 练习册（含1MP3） 55 

9787561947814     HSK标准教程6上 练习册（含1MP3） 55 

9787561950838     HSK标准教程6下 练习册（含1MP3） 35 

ISBN 书名 价格 

9787561939994    HSK标准教程1 教师用书 35 

9787561940150    HSK标准教程2 教师用书 35 

9787561941492    HSK标准教程3 教师用书 35 

9787561945025    HSK标准教程4上 教师用书 35 

9787561945285    HSK标准教程4下 教师用书 35 

购买链接: 
https://www.blcup.com/EnSeriesBook/index/8 

教材类 HSK标准教程 
练习册&教
师用书 

https://www.blcup.com/EnSeriesBook/index/8
https://www.blcup.com/EnSeriesBook/index/8


天天汉语——泰国中学汉语课本 

• 目标读者: 
• 泰国初一至高三的汉语学习者，从零起点开始，学完

后可达到新HSK四级水平。 

 

• 特点: 
• 1. 分层设计教材目标，兼顾语言与文化、知识与能

力，以适应泰国中学生学习汉语的不同需求（包括将
汉语用于日常交际、语言工具、素质教育等）。 

 

• 2. 针对学生在母语环境中学习汉语的特点，补充了
泰国中学生在生活和学习中涉及的本土词汇和中泰文
化，培养学生国际化的文化视野和跨文化交际能力。 

 

• 3. 教学设计以教学流程为线索，既可辅助新教师顺
利完成教学任务，又可为经验丰富的教师提供发挥的
空间。 

 

• 4. 课堂活动以动手类、音乐类活动为主，以适应泰
国大班教学现状及泰国学生特点。 

 

• 教学内容与测试形式与新汉语水平考试（HSK）紧密
结合，实现教学与考试的良好衔接。 

购买链接: 
https://www.blcup.com/PList?_content=%E5%A
4%A9%E5%A4%A9%E6%B1%89%E8%AF%AD 
详情: 
http://www.blcup.com/CW120/Home/index/10
29 

https://www.blcup.com/PList?_content=%E5%A4%A9%E5%A4%A9%E6%B1%89%E8%AF%AD
https://www.blcup.com/PList?_content=%E5%A4%A9%E5%A4%A9%E6%B1%89%E8%AF%AD
https://www.blcup.com/PList?_content=%E5%A4%A9%E5%A4%A9%E6%B1%89%E8%AF%AD
http://www.blcup.com/CW120/Home/index/1029
http://www.blcup.com/CW120/Home/index/1029
http://www.blcup.com/CW120/Home/index/1029


教材类 天天汉语 

ISBN 书名 价格 

9787561943076     天天汉语——泰国中学汉语课本1 58 

9787561944042     天天汉语——泰国中学汉语课本2 58 

9787561944059     天天汉语——泰国中学汉语课本3 58 

9787561944066     天天汉语——泰国中学汉语课本4 58 

9787561951163     天天汉语——泰国中学汉语课本5 58 

9787561951156     天天汉语——泰国中学汉语课本6 58 

9787561953419     天天汉语——泰国中学汉语课本7 58 

9787561953426     天天汉语——泰国中学汉语课本8 58 



Open Sesame Chinese 

ISBN 书名 价格 

9787561915349     
开开汉语 - 泰国小学中文课本·第1册

（含练习册、CD） 
39 

9787561915332     
开开汉语 - 泰国小学中文课本·第2册

（含练习册、CD） 
31 

9787561915592     
开开汉语 - 泰国小学中文课本·第3册

（含练习册、CD） 
31 

9787561915738     
开开汉语 - 泰国小学中文课本·第4册

（含练习册、CD） 
31 

9787561915868     
开开汉语 - 泰国小学中文课本·第5册

（含练习册、CD） 
31 

9787561915851     
开开汉语 - 泰国小学中文课本·第6册

（含练习册、CD） 
31 

Purchase link: 
https://www.blcup.com/EnSeriesBook/index/270 
Product Sample: 
http://www.blcup.com/samples/474/content.html 

• 目标读者  
1~6年级泰国小学生 
 

• 内容 
全套教材共12册，每册分课本和练习
册，并配有CD 1盘。每册8课，每课包
括课文、生词、扩展、学儿歌（或学
古诗）部分。学完本套教材，学生将
掌握800个左右汉语生词。 

https://www.blcup.com/EnSeriesBook/index/270
https://www.blcup.com/EnSeriesBook/index/270
http://www.blcup.com/samples/474/content.html
http://www.blcup.com/samples/474/content.html


02 读物类 



ISBN 书名 价格 

9787561954317     
边城·深度阅读（学生用
书） 

98 

9787561954300     
边城·深度阅读（教师用
书） 

120 

读物类 边城 

 
沈从文代表作《边城》是IB考试中多次出现的阅
读题目，本书通过对主题、人物、情节、环境、
手法的分析，全方位指导学生解读该作品，帮助
学生更快适应考试。 

购买链接： 
https://www.blcup.com/PList?_content=%E8%BE%B9%E5%9F%8E 
试读链接：https://www.blcup.com/knreader/Default.aspx?doi=65023df9-c66d-
4809-9df3-ea28446998b1&type=01 

 

题型示意： 

https://www.blcup.com/PList?_content=%E8%BE%B9%E5%9F%8E
https://www.blcup.com/PList?_content=%E8%BE%B9%E5%9F%8E
https://www.blcup.com/knreader/Default.aspx?doi=65023df9-c66d-4809-9df3-ea28446998b1&type=01
https://www.blcup.com/knreader/Default.aspx?doi=65023df9-c66d-4809-9df3-ea28446998b1&type=01
https://www.blcup.com/knreader/Default.aspx?doi=65023df9-c66d-4809-9df3-ea28446998b1&type=01
https://www.blcup.com/knreader/Default.aspx?doi=65023df9-c66d-4809-9df3-ea28446998b1&type=01
https://www.blcup.com/knreader/Default.aspx?doi=65023df9-c66d-4809-9df3-ea28446998b1&type=01
https://www.blcup.com/knreader/Default.aspx?doi=65023df9-c66d-4809-9df3-ea28446998b1&type=01
https://www.blcup.com/knreader/Default.aspx?doi=65023df9-c66d-4809-9df3-ea28446998b1&type=01
https://www.blcup.com/knreader/Default.aspx?doi=65023df9-c66d-4809-9df3-ea28446998b1&type=01
https://www.blcup.com/knreader/Default.aspx?doi=65023df9-c66d-4809-9df3-ea28446998b1&type=01
https://www.blcup.com/knreader/Default.aspx?doi=65023df9-c66d-4809-9df3-ea28446998b1&type=01


学汉语分级读物 
• “学汉语分级读物”丛书一共50本，包

括民间故事、文学故事、历史故事三个
系列。 

 

• 作者简介：陈贤纯，北京语言大学教授，
1975年开始从事对外汉语教学，具有丰
富的汉语教学经验，并对汉语阅读教学
有深入研究，发表论文20多篇，出版
《外语阅读教学与心理学》《中国文化
中的典型人物与事件》《现代汉语阅读
入门》《汉语强化教程》《这样阅读》
等多部专著与教材。 

 

• 本套读物内容丰富有趣，语言简单易懂，
不论是学汉语的外国人、在国外的华人
子女，还是学汉语的少数民族学生，甚
至是国内的小学生，都可以轻松阅读。 

• 通过阅读，使读者在欣赏故事的同时，
逐步提高汉语阅读能力，增进对中国文
化的了解。 

第1级：民间故事
（基础词汇量：300） 

第2级：文学故事
（基础词汇量：500） 

第3级：历史故事
（基础词汇量：800） 



ISBN 书名 价格 

9787561940235     学汉语分级读物（第1级）民间故事：白蛇传 29 

9787561940242     学汉语分级读物（第1级）民间故事：嫦娥奔月 29 

9787561940594     学汉语分级读物（第1级）民间故事：陈世美 29 

9787561940259     学汉语分级读物（第1级）民间故事：花木兰 29 

Readers 学汉语分级读物 
（第1级）
民间故事 

购买链接: 
https://www.blcup.com/EnS
eriesBook/index/1636 
试读链接（《白蛇传》）： 
https://www.blcup.com/knr
eader/Default.aspx?doi=d7
637f27-65ee-42f5-be4e-
36599e9d8eb9&type=01 
 
 

https://www.blcup.com/EnSeriesBook/index/1636
https://www.blcup.com/EnSeriesBook/index/1636
https://www.blcup.com/EnSeriesBook/index/1636
https://www.blcup.com/knreader/Default.aspx?doi=d7637f27-65ee-42f5-be4e-36599e9d8eb9&type=01
https://www.blcup.com/knreader/Default.aspx?doi=d7637f27-65ee-42f5-be4e-36599e9d8eb9&type=01
https://www.blcup.com/knreader/Default.aspx?doi=d7637f27-65ee-42f5-be4e-36599e9d8eb9&type=01
https://www.blcup.com/knreader/Default.aspx?doi=d7637f27-65ee-42f5-be4e-36599e9d8eb9&type=01
https://www.blcup.com/knreader/Default.aspx?doi=d7637f27-65ee-42f5-be4e-36599e9d8eb9&type=01
https://www.blcup.com/knreader/Default.aspx?doi=d7637f27-65ee-42f5-be4e-36599e9d8eb9&type=01
https://www.blcup.com/knreader/Default.aspx?doi=d7637f27-65ee-42f5-be4e-36599e9d8eb9&type=01
https://www.blcup.com/knreader/Default.aspx?doi=d7637f27-65ee-42f5-be4e-36599e9d8eb9&type=01
https://www.blcup.com/knreader/Default.aspx?doi=d7637f27-65ee-42f5-be4e-36599e9d8eb9&type=01
https://www.blcup.com/knreader/Default.aspx?doi=d7637f27-65ee-42f5-be4e-36599e9d8eb9&type=01
https://www.blcup.com/knreader/Default.aspx?doi=d7637f27-65ee-42f5-be4e-36599e9d8eb9&type=01
https://www.blcup.com/knreader/Default.aspx?doi=d7637f27-65ee-42f5-be4e-36599e9d8eb9&type=01


ISBN 书名 价格 

9787561940600     
学汉语分级读物（第1级）民间故事： 

画上的美人 
29 

9787561940273     
学汉语分级读物（第1级）民间故事： 

黄粱梦 
29 

9787561940266     
学汉语分级读物（第1级）民间故事： 

梁山伯与祝英台 
29 

9787561940617     
学汉语分级读物（第1级）民间故事： 

聂小倩 
29 

9787561940211     
学汉语分级读物（第1级）民间故事： 

牛郎织女 
29 

9787561940228     
学汉语分级读物（第1级）民间故事： 

月下老人 
29 

“民间故事”系列取材于
中国的民间传说，一个故
事一本书，每本2—3万字。
本系列包括《花木兰》
《白蛇传》《黄粱梦》
《牛郎织女》《嫦娥奔月》
《月下老人》《梁山伯与
祝英台》《聂小倩》《陈
世美》《画上的美人》10 
本。 



读物类 学汉语分级读物 
（第2级）
文学故事 

ISBN 书名 价格 

9787561942765    
学汉语分级读物（第2级）文学故事  

三国演义1 桃园三结义 
29 

9787561942833    
学汉语分级读物（第2级）文学故事  

三国演义2 煮酒论英雄 
29 

9787561943137    
学汉语分级读物（第2级）文学故事  

三国演义3 赤壁之战 
29 

9787561944349    
学汉语分级读物（第2级）文学故事  

三国演义4 三气周瑜 
29 

9787561944356    
学汉语分级读物（第2级）文学故事  

三国演义5 三国鼎立 
29 

9787561944363    
学汉语分级读物（第2级）文学故事  

三国演义6 三分归一 
29 

《三国演义》是一部历史小说，
主要写的是东汉末年和魏、蜀
汉、吴三国时期的故事。本系
列包括《桃园三结义》《煮酒
论英雄》《赤壁之战》《三气
周瑜》《三国鼎立》《三分归
一》6本。 

购买链接: 
https://www.blcup.com/SeriesBook/ind
ex/1601 
试读链接（《桃园三结义》）： 
https://www.blcup.com/knreader/Defau
lt.aspx?doi=103e783a-06ef-4038-a5cb-
79b82df98ead&type=01 

 
 

https://www.blcup.com/SeriesBook/index/1601
https://www.blcup.com/SeriesBook/index/1601
https://www.blcup.com/SeriesBook/index/1601
https://www.blcup.com/knreader/Default.aspx?doi=103e783a-06ef-4038-a5cb-79b82df98ead&type=01
https://www.blcup.com/knreader/Default.aspx?doi=103e783a-06ef-4038-a5cb-79b82df98ead&type=01
https://www.blcup.com/knreader/Default.aspx?doi=103e783a-06ef-4038-a5cb-79b82df98ead&type=01
https://www.blcup.com/knreader/Default.aspx?doi=103e783a-06ef-4038-a5cb-79b82df98ead&type=01
https://www.blcup.com/knreader/Default.aspx?doi=103e783a-06ef-4038-a5cb-79b82df98ead&type=01
https://www.blcup.com/knreader/Default.aspx?doi=103e783a-06ef-4038-a5cb-79b82df98ead&type=01
https://www.blcup.com/knreader/Default.aspx?doi=103e783a-06ef-4038-a5cb-79b82df98ead&type=01
https://www.blcup.com/knreader/Default.aspx?doi=103e783a-06ef-4038-a5cb-79b82df98ead&type=01
https://www.blcup.com/knreader/Default.aspx?doi=103e783a-06ef-4038-a5cb-79b82df98ead&type=01
https://www.blcup.com/knreader/Default.aspx?doi=103e783a-06ef-4038-a5cb-79b82df98ead&type=01
https://www.blcup.com/knreader/Default.aspx?doi=103e783a-06ef-4038-a5cb-79b82df98ead&type=01


ISBN 书名 价格 

9787561943106     
学汉语分级读物（第2级）文学故事 

红楼梦1 荣国府和宁国府 
29 

9787561943113     
学汉语分级读物（第2级）文学故事 

红楼梦2 大观园 
29 

9787561943120     
学汉语分级读物（第2级）文学故事 

红楼梦3 荣国府的事 
29 

9787561943274     
学汉语分级读物（第2级）文学故事 

红楼梦4 败落 
29 

《红楼梦》是中国清代作家曹雪
芹创作的一部长篇小说，具有世
界影响力。小说描述了贾家、薛
家、王家、史家四个大家族由兴
盛到衰落的过程，讲述了贾宝玉、
林黛玉、薛宝钗等人的爱情故事。
本系列包括《荣国府和宁国府》
《大观园》《荣国府的事》《败
落》，共4本。 



ISBN 书名 价格 

9787561943403     
学汉语分级读物（第2级）文学故事  

西游记1 大闹天宫 
29 

9787561943410     
学汉语分级读物（第2级）文学故事  

西游记2 西天取经 
29 

9787561943427     
学汉语分级读物（第2级）文学故事  

西游记3 三打白骨精 
29 

9787561944646     
学汉语分级读物（第2级）文学故事  

西游记4 真假猴王 
29 

9787561944899     
学汉语分级读物（第2级）文学故事  

西游记5 火焰山 
29 

9787561944882     
学汉语分级读物（第2级）文学故事  

西游记6 灵山雷音寺 
29 

《西游记》是一部神魔小说，主
要写唐朝高僧玄奘奉唐王之命，
带领孙悟空、猪八戒和沙和尚三
名徒弟降妖除魔、历经艰险，前
往西天求取真经的故事。本系列
包括《大闹天宫》《西天取经》
《三打白骨精》《火焰山》《真
假猴王》《西天雷音寺》6本。 



ISBN 书名 价格 

9787561942703     
学汉语分级读物（第2级）文学故事  

水浒传1 逼上梁山 
29 

9787561942710     
学汉语分级读物（第2级）文学故事  

水浒传2 贪官的生日礼物 
29 

9787561942734     
学汉语分级读物（第2级）文学故事  

水浒传3 武松 
29 

9787561942727     
学汉语分级读物（第2级）文学故事  

水浒传4 松江 
29 

《水浒传》，是中国四大名著之一，
全书描写北宋末年以宋江为首的
108位好汉在梁山起义，以及聚义
之后接受招安、四处征战的故事。
本系列包括《逼上梁山》《贪官的
生日礼物》《武松》《宋江》4本。 



ISBN 书名 价格 

9787561950258    
学汉语分级读物 第3级 历史故事 1  

晋国的故事 
29 

9787561950265    
学汉语分级读物 第3级 历史故事 2  

秦国的故事 
29 

9787561950678    
学汉语分级读物 第3级 历史故事 3  

管仲和齐国的故事 
29 

9787561950685    
学汉语分级读物 第3级 历史故事 4  

楚国的故事 
29 

9787561950692    
学汉语分级读物 第3级 历史故事 5 

郑国的故事 
29 

9787561951323    
学汉语分级读物 第3级 历史故事 6 

晏子和齐国的故事 
29 

读物类 学汉语分级读物 
（第3级）
历史故事 

“历史故事”系列共20本，取材
于公元前770年到公元前202年春
秋战国时期的历史。以《左传》
《史记》《国语》《战国策》等
历史记载为编撰依据，根据时间
的先后每本有一个编号，读者可
以根据编号的先后阅读。 

购买链接: 
https://www.blcup.com/SeriesBook/ind
ex/1637 
试读链接（《楚国的故事》）： 
https://www.blcup.com/knreader/Defau
lt.aspx?doi=82a8a559-1c7e-4012-b6cc-
8d7b8344fbd2&type=01 
 

 
 

https://www.blcup.com/SeriesBook/index/1637
https://www.blcup.com/SeriesBook/index/1637
https://www.blcup.com/SeriesBook/index/1637
https://www.blcup.com/knreader/Default.aspx?doi=82a8a559-1c7e-4012-b6cc-8d7b8344fbd2&type=01
https://www.blcup.com/knreader/Default.aspx?doi=82a8a559-1c7e-4012-b6cc-8d7b8344fbd2&type=01
https://www.blcup.com/knreader/Default.aspx?doi=82a8a559-1c7e-4012-b6cc-8d7b8344fbd2&type=01
https://www.blcup.com/knreader/Default.aspx?doi=82a8a559-1c7e-4012-b6cc-8d7b8344fbd2&type=01
https://www.blcup.com/knreader/Default.aspx?doi=82a8a559-1c7e-4012-b6cc-8d7b8344fbd2&type=01
https://www.blcup.com/knreader/Default.aspx?doi=82a8a559-1c7e-4012-b6cc-8d7b8344fbd2&type=01
https://www.blcup.com/knreader/Default.aspx?doi=82a8a559-1c7e-4012-b6cc-8d7b8344fbd2&type=01
https://www.blcup.com/knreader/Default.aspx?doi=82a8a559-1c7e-4012-b6cc-8d7b8344fbd2&type=01
https://www.blcup.com/knreader/Default.aspx?doi=82a8a559-1c7e-4012-b6cc-8d7b8344fbd2&type=01
https://www.blcup.com/knreader/Default.aspx?doi=82a8a559-1c7e-4012-b6cc-8d7b8344fbd2&type=01
https://www.blcup.com/knreader/Default.aspx?doi=82a8a559-1c7e-4012-b6cc-8d7b8344fbd2&type=01


ISBN 书名 价格 

9787561951378     
学汉语分级读物 第3级 历史故事 7 

伍子胥和吴国的故事 
29 

9787561951385     
学汉语分级读物 第3级 历史故事 8  

越国的故事 
29 

9787561952252     
学汉语分级读物 第3级 历史故事 9 

孔子的故事 
29 

9787561953334     
学汉语分级读物 第3级 历史故事 10  

魏国的故事 
29 

9787561952702     
学汉语分级读物 第3级 历史故事 11  

齐国和燕国的故事 
29 

9787561954508     
学汉语分级读物 第3级 历史故事 12 

孙膑的故事 
29 

9787561953235     
学汉语分级读物 第3级 历史故事 14  

纸上谈兵的故事 
29 

9787561954034     
学汉语分级读物 历史故事 第3级 16  

吕不韦的故事 
29 

9787561954041     
学汉语分级读物 历史故事 第3级 17  

荆轲刺秦王的故事 
29 



ISBN 书名 价格 

9787561948972     
中文小书架—汉语分级读物（入门
级）：风来了 

20 

9787561949009     
中文小书架—汉语分级读物（入门
级）：毛毛虫和小蝌蚪 

20 

9787561948989     
中文小书架—汉语分级读物（入门
级）：苹果树 

20 

9787561948965     
中文小书架—汉语分级读物（入门
级）：太阳不出来了 

20 

9787561948996     
中文小书架—汉语分级读物（入门
级）：小水珠 

20 

读物类 中文小书架  入门级 



ISBN 书名 价格 

9787561942840     
中文小书架—汉语分级读物（入门
级）：民间故事 鲤鱼跳龙门（含
1CD-ROM） 

20 

9787561942864     
中文小书架—汉语分级读物（入门
级）：民间故事 老人和猴子（含
1CD-ROM） 

20 

9787561942857     
中文小书架—汉语分级读物（入门
级）：民间故事 老虎学功夫（含
1CD-ROM） 

20 

9787561923399     
中文小书架—汉语分级读物（入门
级）：民间故事 十二生肖（含
1CD-ROM） 

20 

9787561923917     
中文小书架—汉语分级读物（入门
级）：民间故事 老鼠小姐（含
1CD-ROM） 

20 

读物类 中文小书架  入门级 民间故事 



ISBN 书名 价格 

9787561942888     
中文小书架—汉语分级读物（入门级）：
现代故事 小兔和小狗（含1CD-ROM） 

20 

9787561942871     
中文小书架—汉语分级读物（入门级）：
现代故事 我的小狗（含1CD-ROM） 

20 

9787561923061     
中文小书架—汉语分级读物（入门级）：
现代故事 小黑和小白（含1CD-ROM） 

20 

9787561923382     
中文小书架—汉语分级读物（入门级）：
现代故事 小鸟说话（含1CD-ROM） 

20 

9787561923948     
中文小书架—汉语分级读物（入门级）：
现代故事 飞吧（含1CD-ROM） 

20 

读物类 中文小书架  入门级 现代故事 



ISBN 书名 价格 

9787561939086     
中文小书架—汉语分级读物（入门级）：现代
故事 金丝猴东东 在城市的一天（含1CD-ROM） 

20 

9787561939093     
中文小书架—汉语分级读物（入门级）：现代
故事 金丝猴东东 回家的路（含1CD-ROM） 

20 

9787561939123     
中文小书架—汉语分级读物（入门级）：现代
故事 金丝猴东东 母亲节（含1CD-ROM） 

20 

9787561939109     
中文小书架—汉语分级读物（入门级）：现代
故事 金丝猴东东 生日（含1CD-ROM） 

20 

9787561939116     
中文小书架—汉语分级读物（入门级）：现代
故事 金丝猴东东 时间（含1CD-ROM） 

20 

读物类 中文小书架  入门级 现代故事 



ISBN 书名 价格 

9787561939437     
中文小书架—汉语分级读物（入门
级）：现代故事 熊猫美美 长相（含
1CD-ROM） 

20 

9787561939444     
中文小书架—汉语分级读物（入门
级）：现代故事 熊猫美美 工作（含
1CD-ROM） 

20 

9787561939451     
中文小书架—汉语分级读物（入门
级）：现代故事 熊猫美美 数字（含
1CD-ROM） 

20 

9787561939475     
中文小书架—汉语分级读物（入门
级）：现代故事 熊猫美美 四季（含
1CD-ROM） 

20 

9787561939468     
中文小书架—汉语分级读物（入门
级）：现代故事 熊猫美美 颜色（含
1CD-ROM） 

20 

读物类 中文小书架  入门级 现代故事 



ISBN 书名 价格 

9787561938751     
中文小书架—汉语分级读物（入门级）：现代故事 
家庭 爸爸和我（含1CD-ROM） 

20 

9787561938768     
中文小书架—汉语分级读物（入门级）：现代故事 
家庭 妈妈和我（含1CD-ROM） 

20 

9787561938782     
中文小书架—汉语分级读物（入门级）：现代故事 
家庭 妹妹和我（含1CD-ROM） 

20 

9787561938775     
中文小书架—汉语分级读物（入门级）：现代故事 
家庭 爷爷和我（含1CD-ROM） 

20 

9787561938799     
中文小书架—汉语分级读物（入门级）：现代故事 
家庭 我自己（含1CD-ROM） 

20 

读物类 中文小书架  入门级 现代故事 



ISBN 书名 价格 

9787561932971     
中文小书架—汉语分级读物（初级）：经
典名著 美猴王之西游记（含1CD-ROM） 

20 

9787561933312     
中文小书架—汉语分级读物（初级）：经
典名著 美猴王之大闹天宫（含1CD-ROM） 

20 

9787561933138     
中文小书架—汉语分级读物（初级）：经
典名著 美猴王之三打白骨精（含1CD-ROM） 

20 

9787561933145     
中文小书架—汉语分级读物（初级）：经
典名著 美猴王之铁扇公主（含1CD-ROM） 

20 

9787561933305     
中文小书架—汉语分级读物（初级）：经
典名著 美猴王之大战金铃怪（含1CD-ROM） 

20 

读物类 中文小书架 初级 经典名著 



ISBN 书名 价格 

9787561943014     
中文小书架—汉语分级读物（初级）：现代故
事 学校之圣诞舞会（含1CD-ROM） 

20 

9787561942994     
中文小书架—汉语分级读物（初级）：现代故
事 学校之外星人来了（含1CD-ROM） 

20 

9787561943021     
中文小书架—汉语分级读物（初级）：现代故
事 学校之运动会（含1CD-ROM） 

20 

9787561943007     
中文小书架—汉语分级读物（初级）：现代故
事 学校之义卖会（含1CD-ROM） 

20 

9787561942512     
中文小书架—汉语分级读物（初级）：现代故
事 学校之才艺表演（含1CD-ROM） 

20 

读物类 中文小书架 初级 现代故事 



ISBN 书名 价格 

9787561942499     
中文小书架—汉语分级读物（初级）：现代故
事 学校之朋友（含1CD-ROM） 

20 

9787561942529     
中文小书架—汉语分级读物（初级）：现代故
事 学校之露营（含1CD-ROM） 

20 

9787561942505     
中文小书架—汉语分级读物（初级）：现代故
事 学校之考试（含1CD-ROM） 

20 

9787561942536     
中文小书架—汉语分级读物（初级）：现代故
事 学校之黑色星期五（含1CD-ROM） 

20 

9787561943038     
中文小书架—汉语分级读物（初级）：现代故
事 学校之中文课（含1CD-ROM） 

20 

读物类 中文小书架 初级 现代故事 



ISBN 书名 价格 

9787561946404     
中文小书架—汉语分级读物（初级）：北京奇
遇（含1CD-ROM） 

20 

9787561946411     
中文小书架—汉语分级读物（初级）：广州奇
遇（含1CD-ROM） 

20 

9787561946428     
中文小书架—汉语分级读物（初级）：上海奇
遇（含1CD-ROM） 

20 

9787561946435     
中文小书架—汉语分级读物（初级）：上海奇
遇（含1CD-ROM） 

20 

9787561946442     
中文小书架—汉语分级读物（初级）：香港
奇遇（含1CD-ROM） 

20 

读物类 中文小书架 初级 



ISBN 书名 价格 

9787561938874     
中文小书架—汉语分级读物（初级）：
十二生肖成语故事 鼠（含1CD-ROM） 

20 

9787561938881     
中文小书架—汉语分级读物（初级）：
十二生肖成语故事 牛（含1CD-ROM） 

20 

9787561935125     
中文小书架—汉语分级读物（初级）：
十二生肖成语故事 虎（含1CD-ROM） 

20 

9787561935163     
中文小书架—汉语分级读物（初级）：
十二生肖成语故事 兔（含1CD-ROM） 

20 

9787561935132     
中文小书架—汉语分级读物（初级）：
十二生肖成语故事 龙（含1CD-ROM） 

20 

9787561935156     
中文小书架—汉语分级读物（初级）：
十二生肖成语故事 蛇（含1CD-ROM） 

20 

读物类 中文小书架 初级 
十二生肖成
语故事 



ISBN 书名 价格 

978756193514
9     

中文小书架—汉语分级读物（初级）：十二生肖成语故
事 马（含1CD-ROM） 

20 

978756193889
8     

中文小书架—汉语分级读物（初级）：十二生肖成语故
事 羊（含1CD-ROM） 

20 

978756193511
8     

中文小书架—汉语分级读物（初级）：十二生肖成语故
事 猴（含1CD-ROM） 

20 

978756193872
0     

中文小书架—汉语分级读物（初级）：十二生肖成语故
事 鸡（含1CD-ROM） 

20 

978756193873
7     

中文小书架—汉语分级读物（初级）：十二生肖成语故
事 狗（含1CD-ROM） 

20 

978756193874
4     

中文小书架—汉语分级读物（初级）：十二生肖成语故
事 猪（含1CD-ROM） 

20 

读物类 中文小书架 初级 
十二生肖成
语故事 



ISBN 书名 价格 

9787561936085    
中文小书架—汉语分级读物（准中级）：
民间故事 中秋节之嫦娥奔月（含1CD-ROM） 

20 

9787561936054    
中文小书架—汉语分级读物（准中级）：
民间故事 春节之年的故事（含1CD-ROM） 

20 

9787561936061    
中文小书架—汉语分级读物（准中级）：
民间故事 端午节之屈原的故事（含1CD-
ROM） 

20 

9787561936092    
中文小书架—汉语分级读物（准中级）：
民间故事 重阳节之河妖的故事（含1CD-
ROM） 

20 

9787561936078    
中文小书架—汉语分级读物（准中级）：
民间故事 七夕节之牛郎织女（含1CD-ROM） 

20 

读物类 中文小书架 准中级 



ISBN 书名 价格 

9787561935446     
中文小书架—汉语分级读物（准中级）：神话系
列 精卫填海（含1CD-ROM） 

20 

9787561935460     
中文小书架—汉语分级读物（准中级）：神话系
列 射日（含1CD-ROM） 

20 

9787561935422     
中文小书架—汉语分级读物（准中级）：神话系
列 夸父追日（含1CD-ROM） 

20 

9787561935453     
中文小书架—汉语分级读物（准中级）：神话系
列 女娲补天（含1CD-ROM） 

20 

9787561935439     
中文小书架—汉语分级读物（准中级）：神话系
列 盘古开天地（含1CD-ROM） 

20 

读物类 中文小书架 准中级 



ISBN 书名 价格 

9787561935378     
中文小书架—汉语分级读物（中级）：民间故
事 白蛇传（含1CD-ROM） 

20 

9787561935385     
中文小书架—汉语分级读物（中级）：民间故
事 梁山伯与祝英台（含1CD-ROM） 

20 

9787561935415     
中文小书架—汉语分级读物（中级）：民间故
事 柳毅传书（含1CD-ROM） 

20 

9787561935392     
中文小书架—汉语分级读物（中级）：民间故
事 孟姜女哭长城（含1CD-ROM） 

20 

9787561935408     
中文小书架—汉语分级读物（中级）：民间故
事 田螺姑娘（含1CD-ROM） 

20 

读物类 中文小书架 中级 



Readers The Chinese Library Series  intermediate 
Favourite 
classics 

ISBN 书名 价格 

9787561937242     
中文小书架—汉语分级读物（中级）：经典名
著 英雄关羽（含1CD-ROM） 

20 

9787561937228     
中文小书架—汉语分级读物（中级）：经典名
著 三顾茅庐（含1CD-ROM） 

20 

9787561937235     
中文小书架—汉语分级读物（中级）：经典名
著 空城计（含1CD-ROM） 

20 

9787561937259     
中文小书架—汉语分级读物（中级）：经典名
著 赤壁之战（含1CD-ROM） 

20 

9787561937211     
中文小书架—汉语分级读物（中级）：经典名
著 草船借箭（含1CD-ROM） 

20 



天天的故事 

• 故事篇幅： 

 

• 第1级100-200字 

• 第2级300-500字 

• 第3级600-800字 

• 第4级1200-1600字 

• 本套读本为《轻松学中文》1至4册
的配套读本。 

 

• 每级包括5本（A-E），每本3个故
事，对应《轻松学中文》一个单元
的3课。读本围绕中学生天天的学
习、生活展开一系列有趣的故事。 

 

• 本套读本旨在让学生有机会在课外
通过阅读有趣的故事，复习和巩固
课本中所学过的词汇、句型和语言
点。 

购买链接: 
https://www.blcup.com/PList?_content=%E5%
A4%A9%E5%A4%A9%E7%9A%84%E6%95%85%E4%BA%8B 

https://www.blcup.com/PList?_content=%E5%A4%A9%E5%A4%A9%E7%9A%84%E6%95%85%E4%BA%8B
https://www.blcup.com/PList?_content=%E5%A4%A9%E5%A4%A9%E7%9A%84%E6%95%85%E4%BA%8B
https://www.blcup.com/PList?_content=%E5%A4%A9%E5%A4%A9%E7%9A%84%E6%95%85%E4%BA%8B


读物类 天天的故事 

ISBN 书名 价格 

9787560000000     天天的故事 1A 32 

9787560000000     天天的故事 1B 32 

9787560000000     天天的故事 1C 32 

9787560000000     天天的故事 1D 32 

9787560000000     天天的故事 1E 32 



ISBN 书名 价格 ISBN 书名 价格 ISBN 书名 价格 

9787560000000    天天的故事 2A 32 9787560000000     天天的故事 3A 32 9787561949757 天天的故事 4A 32 

9787560000000    天天的故事 2B 32 9787560000000     天天的故事 3B 32 9787561949764 天天的故事 4B 32 

9787560000000    天天的故事 2C 32 9787560000000     天天的故事 3C 32 9787561949771 天天的故事 4C 32 

9787560000000    天天的故事 2D 32 9787560000000     天天的故事 3D 32 9787561949788 天天的故事 4D 32 

9787560000000    天天的故事 2E 32 9787560000000     天天的故事 3E 32 9787561949795 天天的故事 4E 32 

Readers The stories of Tiantian 



读物类 这是我的书 

ISBN 书名 价格 

9787561926000     
这是我的书——中文指导性阅读丛书 

第1级 

（共）
1200 

9787561945599     
这是我的书——中文指导性阅读丛书 

第2级 

9787561945674     
这是我的书——中文指导性阅读丛书 

第3级 

9787561947548     
这是我的书——中文指导性阅读丛书 

第4级 

9787561948545     
这是我的书——中文指导性阅读丛书 

第5级 

9787561950128     
这是我的书——中文指导性阅读丛书 

第6级 

9787561952788     
这是我的书——中文指导性阅读丛书 

第7级 

• 《这是我的书——中文指导性阅
读丛书》是一套针对北美K-5年
级的儿童学习汉语的分级阅读
教材，每一级别30册，分为个人、
家庭、学校、社交、动植物、自
然等六大主题，每个主题下5个
小故事，每个故事一本书，每一
级有相应的字数控制。 
 

• 在分级标准方面，本套教材结合
美国儿童汉语教学实际，参考了
ACTFL语言阅读标准（1-7）、新
加坡《小学华文》识字阅读标准
以及《汉语国际教育通用课程大
纲》等，根据沉浸式汉语教学的
经验，结合美国西班牙语读物体
系建立的原则，形成了本套丛书
所依据的分级标准。 
 

购买链接: 
https://www.blcup.com/PList?_content=%
E8%BF%99%E6%98%AF%E6%88%91%E7%9A%84%E4
%B9%A6 

https://www.blcup.com/PList?_content=%E8%BF%99%E6%98%AF%E6%88%91%E7%9A%84%E4%B9%A6
https://www.blcup.com/PList?_content=%E8%BF%99%E6%98%AF%E6%88%91%E7%9A%84%E4%B9%A6
https://www.blcup.com/PList?_content=%E8%BF%99%E6%98%AF%E6%88%91%E7%9A%84%E4%B9%A6


轻松猫·中文分级读物 

• “轻松猫·中文分级读物”是一套专门为青
少年（10~18岁）中文学习者打造的中文分级
读物，整个系列共分为四个级别。 

 

• 这套读物的理念是将语言作为一个整体来学
习。在教师的指导下，学习者以“读”作为
突破点，向“听”“说”“写”“演”等技
能扩展。“轻松猫”具有以下六大特点：  

 

• 特点一：原创故事，可读性强。 

 

• 特点二：有声故事，版本多样。 

 

• 特点三：紧扣大纲，覆盖率高。 

 

• 特点四：科学编排，复现率高。 

 

• 特点五：线上线下，资源丰富。 

 

• 特点六：阅读指导，实用性强。 

购买链接: 
https://www.blcup.com/EnSeriesBook/ind
ex/1621 

https://www.blcup.com/EnSeriesBook/index/1621
https://www.blcup.com/EnSeriesBook/index/1621
https://www.blcup.com/EnSeriesBook/index/1621


读物类 轻松猫 1级 

ISBN 书名 价格 

9787561945766     轻松猫·中文分级读物（1级）：我吃了什么？ 18.8 

9787561945759     轻松猫·中文分级读物（1级）：谁是Miss He？ 18.8 

9787561945773     轻松猫·中文分级读物（1级）：天天想你 18.8 

9787561945780     轻松猫·中文分级读物（1级）：你好，中国！ 18.8 

9787561945797     轻松猫·中文分级读物（1级）：爱的苹果 18.8 

9787561945803     轻松猫·中文分级读物（1级）：我是你爸爸 18.8 



ISBN 书名 价格 

9787561945810     轻松猫·中文分级读物（2级）：饭店，饭店，你在哪里？ 18.8 

9787561945827     轻松猫·中文分级读物（2级）：一年前的作业 18.8 

9787561945834     轻松猫·中文分级读物（2级）：因为你是我的朋友 18.8 

9787561945841     轻松猫·中文分级读物（2级）：猫狗国 18.8 

9787561945858     轻松猫·中文分级读物（2级）：妈妈的礼物 18.8 

9787561945865     轻松猫·中文分级读物（2级）：原来你在这里 18.8 

9787561945872     轻松猫·中文分级读物（2级）：我在中国的家 18.8 

9787561945889     轻松猫·中文分级读物（2级）：谁偷了宝玉 18.8 

读物类 轻松猫 2级 



ISBN 书名 价格 

9787561945896     轻松猫·中文分级读物（3级）：安吉的周末中国饭店 18.8 

9787561945919     轻松猫·中文分级读物（3级）：非常美好 18.8 

9787561945933     轻松猫·中文分级读物（3级）：问题小姐 18.8 

9787561945902     轻松猫·中文分级读物（3级）：家家的家 18.8 

9787561945926     轻松猫·中文分级读物（3级）：你在西安，还好吗？ 18.8 

9787561945940     轻松猫·中文分级读物（3级）：树上有只熊猫 18.8 

9787561945957     轻松猫·中文分级读物（3级）：杜比时间 18.8 

9787561945964     轻松猫·中文分级读物（3级）：谁的笑话最好笑？ 18.8 

9787561945971     轻松猫·中文分级读物（3级）：你不知道，我知道！ 18.8 

9787561945988     轻松猫·中文分级读物（3级）：没有钱的旅行 18.8 

读物类 轻松猫 3级 



Chinese paradise-companion readers 

• 《汉语乐园同步阅读》是根据
经典儿童汉语教材《汉语乐园》
（第2版）课本设计的配套读物，
共6级，每级12册。1-3级适用
于YCT 1-2级汉语水平，4-6级
适用于YCT 3-4级汉语水平。 

 

• 本套阅读课本为MPR产品，可点
读发声，也可扫描封底二维码
在线收听或下载精彩录音文件。 

购买链接: 
https://www.blcup.com/EnSeriesBook/ind
ex/1646 

https://www.blcup.com/EnSeriesBook/index/1646
https://www.blcup.com/EnSeriesBook/index/1646
https://www.blcup.com/EnSeriesBook/index/1646


Readers 
Chinese Paradise—
Companion Reader 

ISBN 书名 价格 

9787561949139     汉语乐园同步阅读（第1级）：你好 18 

9787561949146     汉语乐园同步阅读（第1级）：我叫小欢 18 

9787561949153     汉语乐园同步阅读（第1级）：谢谢 18 

9787561949160     汉语乐园同步阅读（第1级）：你多大 18 

9787561949177     汉语乐园同步阅读（第1级）：看我 18 

9787561949184     汉语乐园同步阅读（第1级）：我个子矮 18 

9787561949191     汉语乐园同步阅读（第1级）：他是谁 18 

9787561949207     汉语乐园同步阅读（第1级）：谢谢你们 18 

9787561949214     汉语乐园同步阅读（第1级）：对不起 18 

9787561949221     汉语乐园同步阅读（第1级）：我有本子 18 

9787561949238     汉语乐园同步阅读（第1级）：我喝咖啡 18 

9787561949245     汉语乐园同步阅读（第1级）：很好吃 18 

9787561953372 汉语乐园同步阅读 第2级 216 

9787561953686 汉语乐园同步阅读 第3级 216 

 第二级书目: 
 《你是哪国人》 
 《我从火星来》 
 《现在七点半》 
 《今天六月二十一号》 
 《我去公园》 
 《小老鼠在哪儿》 
 《我是医生》 
 《我想当……》 
 《我不喜欢狗》 
 《河里有鱼》 
 《蓝色最好看》 
 《这是谁的帽子》 
 
 第三级书目: 
 《真暖和》 
 《今天天气怎么样》 
 《我会游泳》 
 《我喜欢听音乐》 
 《你要买什么》 
 《多少钱》 
 《你明天有什么课》 
 《你在做什么》 
 《往左走》 
 《我们怎么去》 
 《生日快乐》 
 《新年快乐》 
 
  



凤烈鸟——汉语分级绘本 

ISBN Title Price 

9787561953433 凤烈鸟——汉语分级
绘本（第1级） 

168 

9787561953501 凤烈鸟——汉语分级
绘本（第2级） 

196 

• “凤烈鸟”是针对3~6岁的学前儿童设计的一
套汉语分级绘本。通过聆听阅读、图画阅读、
故事诵读，让孩子沉浸在诗意的语言、美好
的画面中，培养孩子地道的汉语语感、音韵
感、节奏感，发展孩子用汉语认知、思考、
表达的能力。 
 

 第1级书目 
 1.  木偶 
 2.  房子 
 3.  猫咪散步 
 4.  礼物 
 5.  院子里的动物园 
 6.  种子 

 
 第2级书目 
 1.  网 
 2.  有了还想要 
 3.  捉，放 
 4.  小猴子起床 
 5.  妈妈车道 
 6.  小鱼捉迷藏 
 7.  鱼的森林 

 
 
 

购买链接: 
https://www.blcup.com/EnSeriesBook/ind
ex/1646 

https://www.blcup.com/EnSeriesBook/index/1646
https://www.blcup.com/EnSeriesBook/index/1646
https://www.blcup.com/EnSeriesBook/index/1646


读物类 凤烈鸟 第3级 

ISBN 书名 价格 

9787561950890     
五颜六色的秘密 | 凤烈鸟
（第3级） 

28 

9787561950906     
动物服装秀 | 凤烈鸟（第3
级） 

28 

9787561950913     
时钟嘀嗒嘀嗒 | 凤烈鸟
（第3级） 

28 

9787561950920     鞋博士 | 凤烈鸟（第3级） 28 

9787561950937     
牙齿晃动了 | 凤烈鸟（第3
级） 

28 

9787561950944     
一只毛毛虫 | 凤烈鸟（第3
级） 

28 

9787561950951     
想多了就变了 | 凤烈鸟
（第3级） 

28 

9787561950883     
自在的本领 | 凤烈鸟（第3
级） 

28 



03 文化类 



文化类 汉字多米诺 

ISBN 书名 价格 

9787561949368     汉字多米诺 128 

本书注重介绍一种“由此及彼”
的多米诺式汉字学习方法。通
过详细讲解常用汉字365个，
带出与之相关的汉字约1000个、
常用词汇约1600个、交际常用
语句约1100句，中国文化元素
约150个。 
 
本书通过直观形象的图示方法
分析汉字结构和意义，带领学
习者探索中国古人的造字规律。 

购买链接: 
https://www.blcup.com/EnPInfo/index/9820#001 

https://www.blcup.com/EnPInfo/index/9820#001
https://www.blcup.com/EnPInfo/index/9820#001


ISBN 书名 价格 

9787561919569     
感知中国：中国文化百题·第一辑（5张
DVD＋5本图书＋50张书签） 

980 

9787561921715     
感知中国：中国文化百题·第二辑（5张
DVD＋5本图书＋50张书签） 

980 

9787561923931     
感知中国：中国文化百题·第三辑（5张
DVD＋5本图书＋50张书签） 

980 

9787561928370     
感知中国：中国文化百题·第四辑（5张
DVD＋5本图书＋50张书签） 

980 

文化类 感知中国：中国文化百题 

购买链接: 
https://www.blcup.com/SeriesBook/index/1594 

全套共四辑，文化点的内容将涵盖：中国名胜
古迹、中国各地、地下宝藏、中国的名山大川、
中国的民族、中国美食、中国的节日、中国的
传统美德、中国人的生活、儒家、佛教与道教、
中国的风俗、中国的历史、中医中药、中国文
明与艺术、中国的著作、中国的人物、中国的
故事等方面。 

https://www.blcup.com/SeriesBook/index/1594
https://www.blcup.com/SeriesBook/index/1594


ISBN 书名 价格 

9787561934494     认识中国系列丛书：中国有56个民族（英文版） 78 

9787561940785     简说中国文学史（英文版） 88 

9787561934357     认识中国系列丛书：中国的历史（英文版） 78 

9787561934333     认识中国系列丛书：你好，中国（英文版） 78 

文化类 认识中国 

购买链接: 
https://www.blcup.com/SeriesBook/index/1580 

https://www.blcup.com/SeriesBook/index/1580
https://www.blcup.com/SeriesBook/index/1580


文化类 汉语国际教育文化课系列教材 

ISBN 书名 价格 

9787561947654     生活中的中国文化——剪纸 88 

9787561949627     说相声 学汉语 68 

9787561949832     中国古代文学简史 49 

9787561951903     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读 89 

9787561952207     中国文化（第3版） 68 

Purchase link: 
https://www.blcup.com/SeriesBook/index/1645 

https://www.blcup.com/SeriesBook/index/1645
https://www.blcup.com/SeriesBook/index/1645


ISBN 书名 价格 

9787561936788     
中国文化欣赏读本（汉英对照）
（上） 

78 

9787561936795     
中国文化欣赏读本（汉英对照）
（下） 
 

88 

Chinese 
culture 

Exploring Chinese Culture 

本套图书参照美国《21世纪外语学习标
准》，撷取8个最富有代表性的中国文化板
块，涉及节日、习俗、艺术等，透过文化
习俗和文化产物反映了中国人的态度、观
点及价值观等文化观念。 
 
书中的“三言两语”记录了中外人士对同
一文化现象的理解和评价，帮助读者从多
维视角理解文化习俗和文化产物与文化观
念之间的密切联系； 
“小链接”还介绍了古今中外与之相关的
文化现象，帮助读者跨时空、跨国界了解
世界各民族的文化，培养跨文化交际视野。 
 
本套图书可供汉语学习者作为中国文化课
教材使用，也可供对中国文化感兴趣的其
他人士使用，另有配套DVD可供选择。 



04 教学、教研类 



教学、教研
类 

中文教学手册：任务型教学活动与评量（上） 

ISBN 书名 价格 

9787561954027     

 
中文教学手册：任务型教学活动

与评量（上） 
 

180 

本书采用任务教学法，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论
述了任务教学法课堂活动设计与实施的原则，
探讨了可行的考核项目与标准，为汉语教师提
供了成功的任务型课堂教学模式和平台。本书
以丰富生动的教学活动案例和对外汉语学习评
价实例，对教学理论的应用具有重要的指导和
示范价值。对对外汉语教师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本书旨在方便学习者使用，随时可供使用。它
与您在本地课堂上使用的任何教科书或任何一
套教学材料都兼容。对于那些没有时间创建任
务和评估准则的人来说，这本书是一个有用的
而且实用的教学资源指南。 

购买链接: 
https://www.blcup.com/EnPInfo/index/10078#001 

https://www.blcup.com/EnPInfo/index/10078#001
https://www.blcup.com/EnPInfo/index/10078#001


教学、教研
类 

 国际汉语教学通用课程大纲 

ISBN 书名 价格 

9787561939321     国际汉语教学通用课程大纲 48 

 《国际汉语教学通用课程大纲》2008年颁布，

对孔子学院（课堂）及国内外大中小学等各类
汉语教学工作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为适应国际汉语教学形势的新变化，及时
总结汉语教学的研究成果，更好地规划和指导
汉语教学课程设计、教材编写、能力评价等工
作。2013年，孔子学院总部/国家汉办在调研、
征求各方意见的基础上，组织专家启动了该大
纲的修订工作。 
本次修订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调整：1. 
调整分级结构，促进教考结合；2. 突出实用，
增加示范性；3. 增加评价，提供操作性较强的
评价建议； 4. 兼顾各类汉语教学类型、层次，
鼓励因地制宜；5. 强调媒体资源的应用。 

购买链接: 
https://www.blcup.com/PInfo/index/7655 

https://www.blcup.com/PInfo/index/7655
https://www.blcup.com/PInfo/index/7655


教学、教研
类 

 国际汉语教学优秀课例集 

ISBN 书名 价格 

9787561942185     国际汉语教学优秀课例集1 32 

9787561943519     国际汉语教学优秀课例集2 32 

9787561943199     国际汉语教学优秀课例集3 32 

本套《国际汉语教学优秀课例
集》将孔子学院总部/国家汉
办于2014年举办的“国际汉语
教学优秀课例大赛”全部前三
等奖获奖作品及部分优秀奖获
奖作品集结出版，分成人（1-
3级）、成人（4-6级）、青少
年3个分册，共45篇课例。 

购买链接: 
https://www.blcup.com/PInfo/
index/8249 
 

https://www.blcup.com/PInfo/index/8249
https://www.blcup.com/PInfo/index/8249
https://www.blcup.com/PInfo/index/8249


05 考试类 



Testing YCT Simulation Tests 

ISBN 书名 价格 

9787561948880     YCT模拟试题集（一级） 60 

9787561948897     YCT模拟试题集（二级） 72 

9787561948903     YCT模拟试题集（三级） 78 

9787561948910     YCT模拟试题集（四级） 90 

YCT是一项国际汉语能力标准化
考试，考查汉语非第一语言的
中小学生在日常生活和学习中
运用汉语的能力。 
 
《YCT模拟试题集（一级）》对
应YCT一级笔试，共包括模拟试
题6套。 
 
△扫描每套试卷首页的二维码，
可以下载相应的录音 



 副主任：赵帅 
 

     邮箱：npmo@sina.cn，1329448095@qq.com 
     电话：+86-10-82300361 
 
 区域及负责人 
 
     东南亚、南亚、中东  
    区域负责人：赵帅 Joshua Zhao 
    邮箱：npmo@sina.cn 1329448095@qq.com 
    电话：+86-10-82300361 
        
     日本、欧洲、中亚    
    区域负责人：蒋欣悦 Cathy Jiang 
    邮箱：cathyjiang350@163.com，786380674@qq.com 
    电话：+86-10-82303668 
  
     韩国、港澳台、新加坡、欧洲（中欧国家）、美洲、大洋洲、非洲 
    区域负责人：田朋 Tian Peng 
    邮箱：275364005@qq.com，hwbtp105@163.com 
    电话：+86-10-8230308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