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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度特别策划 

《汉语教科书》 

经典汉语教材影印版 

每个学科的经典教材都是该学科发展的基石，值得珍视、挖掘和借鉴。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对外汉

语教学）作为一门学科已有 60 余年。在学科独立之前以及在学科建立、发展的过程中，海内外汉语教学的

开创者们、后继者们以及历代研究者、一线教师为教材研发付出了大量心血，出版了大量汉语教材，其中的

编写理念、内容编选、体例编排等有待我们重新审视，深入研究。 

《汉语教科书》是新中国成立后最早出版的对外汉语教材，由“北京大学外国留学生中国语文专修班”编

写，全书分上下两册，共 72 课，其编写体例及所确立的语法体系为此后的对外汉语教学及汉语教材编写和

教材研究提供指导意义和学术参考。 

 复现经典：本书选取《汉语教科书》1958 年初版初次版本为底本，采用高清扫描技术将原书完整扫

描，修复其中缺字及模糊现象，完整呈现原书原貌。 

 学术赋值：本书特别选取参与原书编写的钟梫先生回忆文章，介绍《汉语教科书》编写过程及编写理

念，帮助读者更为深入的了解原书的编写思路。 

 =本年度出版信息= 

书名 作者 ISBN 定价（元） 

汉语教科书（上） 北京大学外国留学生中国语文专修班 978-7-5619-5760-8 88.00  

汉语教科书（下） 北京大学外国留学生中国语文专修班 978-7-5619-5761-5 8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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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山一道，同担风雨：2020 年，20 位国际友人疫情期的中国见闻》 

疫病无情人有情，青山依旧水长清 

本书以新冠肺炎疫情下的普通外国人为叙述主体，展现了疫情下普通人外国人

与中国人的生活与奋斗，展现了中国政府在疫情中的决断和努力，展现了人类的乐

观、团结、友爱。20 个故事以小见大，良好地展现了新冠肺炎疫情下中国社会和中

国人民的面貌。故事的主人公有“战疫”一线的医护人员，他们拼尽全力，舍身忘我

地与疫情搏斗，只为肩上一份责任；有中国基层的一线工作者，疫情期他们冲在防

疫一线，守卫人民健康；有平凡的快递小哥，为了百姓的正常生活，奔波在风雨里……

正是有了这些人的付出，新冠肺炎疫情才能如此快地在中国消弭，他们是无数中国

人的缩影。 

 =本年度出版信息= 

书名 作者 ISBN 定价（元） 

青山一道，同担风雨：2020 年，20 位国际

友人疫情期的中国见闻 
乐琦 978-7-5619-5702-8 8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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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成人汉语教材及教辅 

《速通汉语》 

来华短期汉语进修教材 

零起点普及型汉语短期进修教材 

本教材为零起点普及型汉语短期进修教材，主要面向来华短期进修教学项目，也适用于国内外其他各

类普及型汉语进修教学项目。教材的初、中、高每级 4 册，共 12 册，既相互衔接，又具有一定的独立性，

可根据需要单独使用；学习者可从头学起，也可以从其中某一册开始学起。每册 10 课，建议每课 3-4 课时。 

与 HSK 等级的大致对应关系为： 

 初级 中级 高级 

本教材 1—4 册 1—4 册 1—4 册 

HSK 等级 1—3 级 4 级 5 级 

 

教材特色： 

1. 为短期速成教学量身定制 

2. 听说为主，兼顾读写 

3. 精泛结合，任务驱动 

4. 兼顾结构、功能、文化 

5. 适应课程设计和学习容量的弹性需求 

6. 贴近课堂教学和技能培养的实际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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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出版信息= 

书名 作者 ISBN 定价（元） 

速通汉语 高级 1 吴中伟，许金生，胡文华 978-7-5619-5665-6 48.00  

速通汉语 高级 2 吴中伟，许金生，胡文华 978-7-5619-5700-4 48.00  

速通汉语 高级 3 吴中伟，许金生，胡文华 978-7-5619-5717-2 48.00  

速通汉语 高级 4 吴中伟，许金生，胡文华 978-7-5619-5661-8 48.00  

速通汉语 中级 1 胡文华，吴中伟，许金生 978-7-5619-5645-8 48.00  

速通汉语 中级 2 胡文华，吴中伟，许金生 978-7-5619-5647-2 48.00  

速通汉语 中级 3 胡文华，吴中伟，许金生 978-7-5619-5633-5 48.00  

速通汉语 中级 4 胡文华，吴中伟，许金生 978-7-5619-5642-7 48.00  

 

=相关分册信息= 

书名 作者 ISBN 定价（元） 

速通汉语 初级 1 许金生，胡文华，吴中伟 978-7-5619-4175-1 48.00  

速通汉语 初级 2 许金生，胡文华，吴中伟 978-7-5619-2604-8 48.00  

速通汉语 初级 3 许金生，胡文华，吴中伟 978-7-5619-5452-2 48.00  

速通汉语 初级 4 许金生，胡文华，吴中伟 978-7-5619-5473-7 4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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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科汉语强化教程系列》 

覆盖 HSK、预科考试等三部大纲，课件、慕课等资源齐备的预科强化教程 

《预科汉语强化教程》是一套紧扣《HSK 考试大纲》和《中国政府奖学金本科来华留学生预科教育结业

考试大纲》，实践“考教结合”教学思路的初、中级汉语系列教材。本套教材可作为来华学习理工类、文史类

本科专业预科生汉语课程主干教材，也可作为来华长期语言进修生初、中级阶段教材，亦适用于所有准备通

过 HSK 考试 1-5 级的汉语学习者。 

教材特色： 

1. 借鉴明德模式,集中强化语言知识,迅速提升言语技能 

2. 紧扣大纲编写,话题覆盖《国际汉语教学通用大纲》的全部话题，

词汇覆盖《HSK 考试大纲》1-5 级和覆盖预科考试大纲 

3. 内容编排以课堂教学顺序和学生习得顺序呈现 

4. 教材语言立足生活，生动活泼 

5. 配套齐全：配套课件、示范课视频同步推出 

 

 

 

=本年度出版信息= 

书名 作者 ISBN 定价（元） 

预科汉语强化教程系列 综合课本 3 王尧美，李安 978-7-5619-5712-7 59.00  

预科汉语强化教程系列 综合课本 4 王尧美，李安 978-7-5619-5708-0 69.00  

预科汉语强化教程系列 综合课本 5 王尧美，李安 978-7-5619-5745-5 78.00  

预科汉语强化教程系列 综合练习册 3 王尧美，李安 978-7-5619-5686-1 28.00  

预科汉语强化教程系列 综合练习册 4 王尧美，李安 978-7-5619-5687-8 28.00  

预科汉语强化教程系列 综合练习册 5 王尧美，李安 978-7-5619-5732-5 3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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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分册信息= 

书名 作者 ISBN 定价（元） 

预科汉语强化教程系列 综合课本 1 王尧美，李安 978-7-5619-5495-9 79.00  

预科汉语强化教程系列 综合课本 2 王尧美，李安 978-7-5619-5491-1 89.00  

预科汉语强化教程系列 综合练习册 1 王尧美，李安 978-7-5619-5492-8 24.00  

预科汉语强化教程系列 综合练习册 2 王尧美，李安 978-7-5619-5493-5 28.00  

预科汉语强化教程系列 听力课本 1 王尧美，李安 978-7-5619-5496-6 42.00  

预科汉语强化教程系列 听力课本 2 王尧美，李安 978-7-5619-5490-4 55.00  

预科汉语强化教程系列 听力课本 4 王尧美，李安 978-7-5619-5599-4 65.00  

预科汉语强化教程系列 听力课本 3 王尧美，李安 978-7-5619-5601-4 55.00  

 

=待出版分册信息= 

书名 作者 计划出版时间 

预科汉语强化教程系列 综合课本 6 王尧美，李安 2021 年 1 月 

预科汉语强化教程系列 综合练习册 6 王尧美，李安 2021 年 1 月 

预科汉语强化教程系列 听力课本 5 王尧美，李安 2021 年 

预科汉语强化教程系列 听力课本 6 王尧美，李安 2021 年 

 

 

 

 

 

 

 

 

  

（综合练习册） （听力课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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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汉语会话 360 句》 

最新短期汉语口语教材  汉语水平口语考试（HSKK）指定教程 

《标准汉语会话 360 句》是一套简单实用、快速有效的速成汉语口语教材，分 1—4 册，针对 4—16

周短期班设计。4 册共收入 360 个日常表达所使用的高频标准句，内容从零起点开始，涵盖 30 多个话题、

60 多种功能、90 多个语言点、1000 多个常用词。每课分标准句、会话、词语扩展、语言点、替换表达、

课堂活动、语音、文化等几个部分，旨在短时间内有效提高学习者的口语交际能力。 

图书特色： 

 语句真实自然。选取自然语境下高频使用的典型标准汉语口语，避免教授人

为编制的课堂汉语，让学习者能够学以致用。 

 会话短小实用。会话内容源于真实交际情境，贴近生活，编排自然，聚焦当

前话题的核心表达功能，减轻学习者的学习压力。 

 词汇聚合扩展。采用主题词汇聚合学习的方式，配合插图扩展相关词汇，以

生动的形式解决词汇难题，让学习者迅速增加基础词汇量，满足交际需求。 

 练习新颖有趣。既有传统练习又有活动式练习，形式活泼丰富，内容由易到

难，机械性操练和灵活运用自然过渡，有效提高学习兴趣和效率。 

 融合媒体技术。会话课文采用高清情景视频形式呈现，标准句、会话及生词

部分既提供录音文件。 

=本年度出版信息= 

书名 作者 ISBN 定价（元） 

标准汉语会话 360 句（3） 毛悦 978-7-5619-5604-5 45.00 

标准汉语会话 360 句（4） 毛悦 978-7-5619-5594-9 45.00 

 

=相关分册信息= 

书名 作者 ISBN 定价（元） 

标准汉语会话 360 句（1） 毛悦 978-7-5619-4964-1 45.00 

标准汉语会话 360 句（2） 毛悦 978-7-5619-5213-9 4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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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用汉语阅读教程 中级》 

选文多样，练习充足，兼顾备考能力训练 

本书是专门为完成了基础汉语学习，已经掌握 800~2500 个汉语词的学习者编写的阅读教材，也可适

用于 HSK4~6 级备考学生使用。分为上、下两册。 

上册精选了 44 篇耐人寻味的故事，真正做到了趣味性和文化性、精读和泛读相结合；下册精选 48 篇

课文，由精读篇、泛读篇、读报篇、文言篇组成。课文长度与难度循序渐进，练习形式丰富且题量充足，

注重扩充词汇量。而且为帮助学生提高 HSK 应试能力，除在“读后练习”和“单元练习”中设计 HSK 阅读考试

题型练习外，还专门设计“HSK 拓展训练”板块。全书练习涵盖了 HSK4~6 级的所有阅读考试题型，可以帮助

学生实现从 HSK4 级向 HSK5 级、再向 HSK6 级的平稳过渡。 

图书特色： 

 精选课文 

故事经典耐读，语言标准规范，轻松掌握常用语法点 

精读泛读相结合，练习紧扣阅读，有效训练多种阅读技巧 

 覆盖高生成能力词 

包含多种题材，与 HSK 词汇重合度高，有针对性地扩大词汇量 

 紧扣 HSK 考试 

涵盖 HSK4~6 级考试阅读题型，实现 4 级至 6 级的平稳过渡 

=本年度出版信息= 

书名 作者 ISBN 定价（元） 

实用汉语阅读教程 中级（上） 张美霞 978-7-5619-5636-6 68.00 

 

=相关分册信息= 

书名 作者 ISBN 定价（元） 

实用汉语阅读教程 中级（下） 张美霞，吴霄岳 978-7-5619-5245-0 5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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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SK 标准教程 6》教师用书 

减轻教师工作负担，为课堂教学提供参考 

《HSK 标准教程》配套教师用书可为教师使用对应级别教程及练习册提供全方位的教学指导和有效的

教学支持。每课含教学内容和教学目标说明、教学步骤解析及编者余言。基于《HSK 考试大纲》中词汇数量

以及 HSK 考试真题，教师用书在“词语讲练”部分，对“旧字新词”给予特殊关照，重视语素教学，突出汉字形、

音、义之间的关系；提供大量例句和练习，使学生在语境中领悟同一汉字的不同义项，从而具备正确理解汉

语词汇的能力。 

图书特色： 

 提炼教学重点——对每课教学重点词语、语法、语音、汉字、功能进行提炼，一目了然。 

 解析教学难点——对穿插于教材中的教学难点进行必要的解析、归纳、扩展，凸显提示。 

 再现教学过程——按照实际教学过程重组教材内容，给予教师可操作的方法性教学指导。 

 补充教学素材——通过丰富的搭配、例句、问题、活动及教学用具补充，延伸课本容量。 

随着《HSK 标准教程》教师用书 6（下）的出版，本套教材包含课本、练习册、教师用书全套共 27 本，

已全部出版！ 

=本年度出版信息= 

书名 作者 ISBN 定价（元） 

HSK 标准教程 6（上）教师用书 姜丽萍 978-7-5619-5637-3 45.00  

HSK 标准教程 6（下）教师用书 姜丽萍 978-7-5619-5782-0 48.00 

 

=相关分册信息= 

书名 作者 ISBN 定价（元） 

HSK 标准教程 1 教师用书 姜丽萍 978-7-5619-3999-4 35.00  

HSK 标准教程 2 教师用书 姜丽萍 978-7-5619-4015-0 35.00  

HSK 标准教程 3 教师用书 姜丽萍 978-7-5619-4149-2 35.00  

HSK 标准教程 4（上）教师用书 姜丽萍 978-7-5619-4502-5 3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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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SK 标准教程 4（下）教师用书 姜丽萍 978-7-5619-4528-5 35.00  

HSK 标准教程 5（上）教师用书 姜丽萍 978-7-5619-5523-9 39.00  

HSK 标准教程 5（下）教师用书 姜丽萍 978-7-5619-5563-5 3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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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专门用途汉语教材 

《汉语拼音入门》（第 2 版） 

图文并茂，讲练结合，轻松学拼音 

《汉语拼音入门》（第 2 版）包括课本与练习册各一册，旨在向汉语学习者系统地介绍汉语拼音知识。 

课本全书一共有十课。第一课概括地介绍普通话的发音系统，使学习者对这个系统有一个总体的了解。

第二至九课学习 21 个声母和 36 个韵母，介绍如何发每一个音。每课大致分为四个部分，分别是拼音知识

讲解、日常用语、课堂练习和绕口令/诗歌，通过丰富的知识和练习，帮助学生掌握并巩固本课所学的拼音

知识。第十课对汉语音节的拼写规则和汉语语音的变调规则做一个初步的介绍。课本附有对话形式的课堂

教学用语，同时附有练习题的参考答案，方便学习者自测每课的学习效果。练习册则紧密配合课本内容，涵

盖了课本第二课到第十课的拼音练习，可以让学习者对学过的拼音进行进一步复习和强化提高。 

图书特色： 

 汇集作者多年汉语教学经验和研究成果，科学系统地教授拼音知识。 

 图文并茂，中英文对照，帮助学习者准确掌握拼音知识。 

 讲练结合，课堂练习帮助学习者快速巩固拼音知识。 

 含有日常用语、绕口令/诗歌、课堂教学用语等板块，让学习者在

掌握拼音知识之余，轻松有趣地学习更多的汉语交际知识。 

=本年度出版信息= 

书名 作者 ISBN 定价（元） 

汉语拼音入门（第 2 版）课本 沈禾玲，周虞农 978-7-5619-5721-9 56.00 

汉语拼音入门（第 2 版）练习册 沈禾玲，周虞农 978-7-5619-5798-1 24.00 

 

  课本样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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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一点通》 

来华留学生专业汉语学习丛书 

本书作为来华留学生理工类专业学生物理课学习专业辅导书，涵盖了物理专业知识中力学、电学、光

学等核心部分内容，在紧扣预科教学大纲的基础上分别向高中和大学知识层面进行了扩展和延伸，能够帮

助学生深入理解核心知识点。可配合《物理（第 2 版）》使用，也可单独使用。 

图书特点： 

1. 紧扣教学大纲，精讲核心知识点； 

2. 上下双向延伸，辅助扩展知识面； 

3. 全书拼音标注，消除阅读障碍； 

4. 搭配专业教材，深度理解知识。 

 

=本年度出版信息= 

书名 作者 ISBN 定价（元） 

物理一点通 肖立峰 978-7-5619-5521-5 68.00 

 

=相关分册信息= 

书名 作者 ISBN 定价（元） 

物理（第 2 版） 肖立峰 978-7-5619-5436-2 6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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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雅中文：经贸汉语阅读教程》 

打基础，练技能，经贸汉语阅读必备。 

《尔雅中文：经贸汉语阅读教程》包括《基础经贸汉语阅读教程》和《中级经贸汉语阅读教程》两本，

是经贸汉语入门阶段的阅读教材，是为在正规高等院校学过一年汉语或具有同等汉语水平的具有初级汉语

基础的经贸汉语学习者编写的，可作为大学二年级教材使用。每册教材由九课组成，每课分为“课文”、“拓展

阅读”、“附录”（ “概念与术语”和“背景与知识链接” ）三个部分。每课的几个部分体现一个完整的经贸话题，

能够使学习者在掌握专业知识、提升阅读能力的过程中，为更深层次的学习打下基础。 

本教材充分考虑经贸汉语入门阶段的教学特点，以经贸汉语知识、阅读技能训练为核心，经贸专业知识

尽量融合在“课文”与“拓展阅读”之中，三条主线相辅相成，重视经贸词汇，选取经典话题，使学习者在学习

典型词汇、理解经贸知识的同时，养成科学视角，全面提升阅读能力和语言技能。 

=本年度出版信息= 

书名 作者 ISBN 定价（元） 

尔雅中文：基础经贸汉语阅读教程 刘文丽 978-7-5619-5692-2 45.00 

尔雅中文：中级经贸汉语阅读教程 刘文丽 978-7-5619-5671-7 4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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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雅中文：中国文化基础》 

尔雅中文系列全新文化课教材 

《尔雅中文·中国文化基础》是为初、中级汉语水平的学习者编写的文化教材，可供在中国高等院校攻

读汉语言或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本科留学生于一年级第二学期和二年级第一学期使用，也可作为海外汉语

教师进行中国文化教学的教材及对中国文化感兴趣的汉语学习者的课外读物。 

上册共有十五课内容，每课一般包括学习目标与预习思考、课文、生词、文

化注释及专有名词、练习等几大板块。课文编选的都是中国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

内容，如名胜古迹、饮食、文学、艺术、民俗、武术、服饰等，以帮助学生了解

中国文化的基本面貌，感受中国文化的悠久历史与独特魅力；同时课文内容尽量

做到生动有趣，在叙述上深入浅出，且照顾到留学生和其他外国友人的独特视角，

为他们日后继续学习中国文化、传播中国文化提供动力。 

下册由八课十六篇课文组成，分别从中国文学、中国艺术、中国人的生活、

中国古代教育四个方面展示了中国文化的独特性与多样性。每课有两篇相关课

文，每篇课文又由课文文本、文化注释、生词、练习四个部分组成。课文内容旨

在以小见大，知古鉴今；语言力求由浅入深，生动简明；文化注释与生词字数不

多，言简意赅；课后练习紧扣课文，题型多样。 

=本年度出版信息= 

书名 作者 ISBN 定价（元） 

尔雅中文：中国文化基础（上） 李春雨 978-7-5619-5756-1 49.00  

 

=相关分册信息= 

书名 作者 ISBN 定价（元） 

尔雅中文：中国文化基础（下） 舒燕 978-7-5619-5363-1 4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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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雅中文：当代中国话题》 

以读带说，以说促读的阅读教材 

本教材以话题为线索编排，每个话题一般包括热身活动与教学目标、课文、生词与文化点注释、练习、

口语表达等板块。课文涉及当今中国的 17 个热门话题，如“高铁”“就业观念”“手机文化”等，这些话题也比较

契合当下的时代背景，能够广泛引起讨论，因此学生学习时能有话可说；生词包括拼音、注释和典型例句，

充分考虑了学习者的词汇量储备，生词后并配有专门的文化点注释，体现了语言教学和文化教学相结合的

原则；练习部分主要检查学习者对课文的掌握情况；口语表达包括讨论、演讲和辩论三种方式，并且与课文

内容紧密相关，旨在培养学习者高层次的口语表达能力。 

本教材既重视学习者阅读方式的培养和锻炼，也注重口语表达能力的建立，是在融汉语的输入与输出

为一体方面进行的新尝试与新探索。 

典型性：教材所涉及的语料，既是框架完整的典型范文，又是与时俱进的

时事材料，是当今中国的人们话题，保持教学内容的时代性和新鲜感。  

实用性：课文按照不同的教学要求可进行精读、略读，培养学习者多样的

阅读技能与技巧；同时，阅读表达围绕课文紧密展开，提高学习者阅读、

表达两方面的能力。 

可操作行：教材编写了多种练习题型，如选择、判断、简答等，旨在检查

学习者对课文内容的掌握程度，书后附有练习题参考答案。 

=本年度出版信息= 

书名 作者 ISBN 定价（元） 

尔雅中文：当代中国话题 刘谦功 978-7-5619-5806-3 8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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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中国》 

推荐对中国文化感兴趣的外国读者、国际汉语教学及对外汉语教学相关专业师生阅读 

《对话中国》是一套面向汉语学习者全面解读中国文化的系列读物，共 4 册，包括《物态文化篇》《心

态文化篇》《行为文化篇》及《交际文化篇》。全套图书以外国人普遍关注的中国文化问题为线索，以对话

和案例分析的形式，回答中外文化交流中的问题，语言通俗易懂，图片精美生动，使读者能够更清晰地了解

中国以及中国人的生活。 

图书特点： 

 讲述外国人最关心的文化问题。本书所讲述的文化点，是以问卷形式从外

国学习者中收集而来，是外国人最关心、最感兴趣或最困惑的文化问题。 

 制作精美，图文丰富。本书是图文书，文字精炼生动，大量精美的图片是

对文字准确、生动的注解，打开本书你就会进入一种浓郁的中国意境，令

你对中国的物态、心态、行为、交际四方面文化有更真切的体验。 

=本年度出版信息= 

书名 作者 ISBN 定价（元） 

对话中国 行为文化篇 张健，董萃 978-7-5619-4101-0 99.00 

对话中国 交际文化篇 张健，董萃 978-7-5619-4503-2 99.00 

 

=相关分册信息= 

书名 作者 ISBN 定价（元） 

对话中国 心态文化篇 张健，董萃 978-7-5619-3739-6 62.00 

对话中国 物态文化篇 张健，董萃 978-7-5619-3731-0 6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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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儿童青少年汉语书 

《轻松学中文》（第 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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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出版信息= 

书名 作者 ISBN 定价（元） 

轻松学中文（第二版）（英文版）课本 1 马亚敏，李欣颖 978-7-5619-5597-0 138.00 

轻松学中文（第二版）（英文版）课本 2 马亚敏，李欣颖 978-7-5619-5711-0 138.00 

轻松学中文（第二版）（英文版）练习册 1 马亚敏，李欣颖 978-7-5619-5627-4 78.00 

轻松学中文（第二版）（英文版）练习册 2 马亚敏，李欣颖 978-7-5619-5792-9 7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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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出版计划= 

课本 练习册 配套产品 

  配套产品 1 

  配套产品 2 

课本 3 练习册 3 配套产品 3 

课本 4 练习册 4 配套产品 4 

课本 5 练习册 5 配套产品 5 

课本 6 练习册 6 配套产品 6 

课本 7 练习册 7 配套产品 7 

 

 

 

 

 

 

 

 

 

 

 

 

 

 

 

课本 1 目录 

课本 2 目录 



2020  北语社国际汉语教学资源新品目录 

 

WWW.BLCUP.COM 21 

 

 

《小学中文·2 年级》 

适合小学汉语沉浸式教学 

《小学中文》系列教材主要为美国小学汉语沉浸式教学的汉语课程编写，也可供其他类型的小学汉语

教学选用。教材共包括 5 个级别，供小学 5 学年使用。每个级别均有 24 课，主要供 1 学年 24 周正式课程

使用，即每周 5 天上课，每天 1—1.5 小时汉语课，每周学习 1 课。普通小学可按教学时间选择内容、安排

教学，建议生词、课文和汉字为必学内容，其他内容可根据实际教学情况选择使用。 

本套教材配有课本、练习册、汉字练习本、家长手册等。 

图书特点： 

 以故事、叙事、看图说话的形式呈现课文内容，将隐形学习与显性学习相结合。 

 寓汉语学习于故事、活动、游戏之中，切实保证学生有充足的听说读写活动，扎实积累汉语知识，

稳步提高听说读写能力。 

 设计了充足的汉字学习内容，通过游戏、活动和书写反映汉字基本规则的汉字，帮助学生理解、

记忆汉字；通过大量的阅读实践，不断提高汉字认读和阅读能力。 

 除了提供课文之外，还为教师提供了丰富的汉语教学材料和教学、活动的提示，如理解性问题、

词汇练习、句型练习、汉字练习、分类词汇、韵文歌谣等，大大节省教师准备这些材料的时间，

也为新手教师提供了一定的教学指导。 

 为师生提供充足的图片（生词卡片、教学图片等），方便教师为学生提供听说读写的情景，帮助

学生理解学习内容，激发学生的学习和表达欲望。 

 

 

 

 

（练习册） （课本） （汉字练习本） （家长手册） 

二
年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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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出版信息= 

书名 作者 ISBN 定价 

小学中文·2 年级 课本 《小学中文》编写组 978-7-5619-5516-1 

（美 ISBN 978-1-62575-220-8） 

RMB 210.00 

USD 34.95 

小学中文·2 年级 练习册 《小学中文》编写组 978-7-5619-5517-8 

（美 ISBN 978-1-62575-221-5） 

RMB 132.00 

USD 21.95 

小学中文·2 年级 汉字练习册 《小学中文》编写组 978-7-5619-5518-5 

（美 ISBN 978-1-62575-223-9） 

RMB 60.00 

USD 9.95 

小学中文·2 年级 家长手册 《小学中文》编写组 美 ISBN 978-1-62575-222-2 USD 34.95 

 

=相关分册信息= 

书名 作者 ISBN 定价 

小学中文·1 年级 课本 《小学中文》编写组 978-7-5619-4757-9 

（美 ISBN 978-162575-009-9） 

RMB 210.00 

USD 34.95 

小学中文·1 年级 练习册 《小学中文》编写组 978-7-5619-4758-6 

（美 ISBN 978-1-62575-010-5） 

RMB 132.00 

USD 21.95 

小学中文·1 年级 汉字练习册 《小学中文》编写组 978-7-5619-4925-2 

（美 ISBN 978-1-62575-012-9） 

RMB 60.00 

USD 9.95 

小学中文·1 年级 家长手册 《小学中文》编写组 978-7-5619-4926-9 

（美 ISBN 978-1-62575-011-2） 

RMB 210.00 

USD 34.95 

 

 

 

 

  
（课本） （练习册） （家长手册） （汉字练习本） 

一
年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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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语法小红书——中学中文考试语法指南》 

轻松讲解中文语法，中文考试好帮手 

本书旨在帮助中学生更方便、更轻松地学习中文语法。本书语法点的选取

和编排参考 IGCSE 中文考试的大纲，并适当兼顾 GCSE、IB、SAT 等中文考试大

纲，在结构编排上力求简单明晰，便于学生理解和掌握中文的语法规则。此外，

本书的所有练习题也都是参考上述中文考试的最新题型编写而成的，便于学生

准备各类中文考试。 

本书分为“句子及句子成分”“中文的重点句型”“词类及其运用”“中文运用”4 个部分，共有 35 课。每课讲

解一个语法点，包括语法讲解（文字形式）、用法展示（图表形式）、重难点分析（小贴士）、文本阅读、

练习、限时测验、学习成果自测表等环节，帮助学生轻松掌握语法知识并进行运用。 

本书作为中学中文课程的补充教材， 学生既可以在课堂上使用，也可以在家自学时使用。 

本书结构： 

语法术语：帮助学生正确理解语法术语 

语法点：以表格形式清晰地展示重点语法点的结构和用法 

小贴士：对常见语法错误、易于混淆的概念及一些特殊语法点进行解释 

漫画：以图片形式轻松有趣地展示语法点 

文本：展示语法点在不同文体的真实语境中的运用，附带小练习 

写句子：通过造句练习提高对语法点的运用能力 

测验：通过限时测验，检测对语法知识的掌握程度 

语法说唱：通过配有说唱形式录音的有趣韵文，加深对语法知识的理解和记忆 

检查表：自测对语法知识的掌握程度 

参考答案：含有所有练习题和测验题的答案，可扫描对应的二维码获取。 

=本年度出版信息= 

书名 作者 ISBN 定价（元） 

中文语法小红书—— 

中学中文考试语法指南 
陈琦，林晶 978-7-5619-5660-1 8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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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CT 图解词汇手册》 

图文并茂，学习 YCT 词汇的不二之选 

《YCT 图解词汇手册》系列图书根据孔子学院总部／国家汉办编制的《YCT 考试大纲与应考指南》(2016

版）（一级~四级）进行编写，目的是帮助中小学汉语学习者尽快理解和掌握 YCT 各级词汇，以便在考试和

交际中能正确、得体地进行运用。建议与《YCT 模拟试题集》搭配使用效果更佳。 

图书特点： 

 结合大纲——轻松高效掌握考试词汇 

 图解创新——图文并茂解析词语用法 

 例句丰富——紧扣生活提升交际能力 

 左右对开——阅览方便优化学习效率 

 边学边练——学考共进有利巩固提高 

=本年度出版信息= 

书名 作者 ISBN 定价（元） 

YCT 图解词汇手册（1 级） 姜丽萍 978-7-5619-5515-4 98.00 

YCT 图解词汇手册（2 级） 姜丽萍 978-7-5619-5707-3 88.00 

YCT 图解词汇手册（3 级） 姜丽萍 978-7-5619-5808-7 158.00 

YCT 图解词汇手册（4 级）（上） 姜丽萍 978-7-5619-5706-6 158.00 

YCT 图解词汇手册（4 级）（下） 姜丽萍 978-7-5619-5775-2 158.00 

  

 

 

 

  

二级样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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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松猫——中文分级读物（幼儿版）》 

Smart cat, Smart Reading! 

“轻松猫——中文分级读物（幼儿版）”是为海外幼儿中文学习者编写的大型系列绘本读物。每个故事

围绕一个语言点进行学习，针对幼儿喜爱重复的语言的认知和学习特点，通过句式的重复和关键词的变化

来帮助小朋友有效地学习中文。该系列读物内容具有原创性，选取贴近幼儿生活的话题，充满童趣。题材

丰富，以原创韵律儿歌为主，还包括当代原创故事、传统故事、中文小诗、绕口令、趣味对话等，语言的

韵律感是其突出特点，一方面有利于海外儿童学习中文，另一方面体现了汉语的语音特点和音韵之美。 

图书特点： 

 词汇实用，科学编写 

 难度适宜，螺旋上升 

 精彩编曲，边唱边学 

 有韵有味，地道自然 

 插画精美，易学能讲 

=本年度出版信息= 

书名 作者 ISBN 定价（元） 

YCT 图解词汇手册（5 级） 肖宁遥 978-7-5619-5626-7 180.00 

YCT 图解词汇手册（6 级） 肖宁遥 978-7-5619-5673-1 180.00 

 

=相关分册信息= 

书名 作者 ISBN 定价（元） 

YCT 图解词汇手册（1 级） 肖宁遥 978-7-5619-5003-6 150.00 

YCT 图解词汇手册（2 级） 肖宁遥 978-7-5619-5004-3 150.00 

YCT 图解词汇手册（3 级） 肖宁遥 978-7-5619-5501-7 180.00 

YCT 图解词汇手册（4 级） 肖宁遥 978-7-5619-5778-3 1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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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教师发展参考书 

《汉语基本知识》四卷本 

面向国际汉语教师/准教师，语音、汉字、词汇、语法逐一击破 

“国际汉语教师标准丛书”是专门针对国际汉语教师及准教师编写的一套教材。由刘珣教授、崔永华教授

担任总主编，以《国际汉语教师标准》为依据，对应不同模块，围绕《标准》为读者提供了系统的知识体系，

帮助其学习相关知识、专业技能。《汉语基本知识》四卷本（包括《语音篇》《汉字篇》《词汇篇》《语法

篇》）是“国际汉语教师标准丛书”中的汉语基本知识教程。本年度新出版《汉字篇》和《词汇篇》两册。《语

音篇》及《语法篇》分别于 2012 年、2018 年出版。 

《汉字篇》全书 12 章，前 10 章主要介绍汉字基本知识，后 2 章主要谈汉语

作为第二语言汉字教学的原则和方法。本书内容对应《国际汉语教师标准》模块

一、标准一“汉语知识与技能”中的“词汇”部分，对现代汉语词汇知识的基本内容和

词汇教学的基本观念、重要原则、主要技能等方面做了系统而简明的介绍， 

《词汇篇》全书 11 章，前 5 章主要介绍汉语词汇基本知识，后 6 章主要介绍

汉语作为第二语言词汇教学的原则和方法。本书内容对应《国际汉语教师标准》

模块一、标准一“汉语知识与技能”中的“汉字”部分，着重从对外汉语教学的角度介

绍汉字的本体知识及教学原则和策略，旨在帮助国际汉语教师及准教师掌握汉字

本体知识，了解汉字教学与习得过程中需要特别注意的汉字问题，为更好地开展

教学工作打下基础。 

=本年度出版信息= 

书名 作者 ISBN 定价（元） 

汉语基本知识（汉字篇） 施春宏，王伟超 978-7-5619-5735-6 69.00 

汉语基本知识（词汇篇） 蔡淑美，施春宏 978-7-5619-5762-2 69.00 

 



2020  北语社国际汉语教学资源新品目录 

 

WWW.BLCUP.COM 27 

 

=相关分册信息= 

书名 作者 ISBN 定价（元） 

汉语基本知识（语音篇） 施春宏，蔡淑美 978-7-5619-4927-6 48.00 

汉语基本知识（语法篇） 施春宏 978-7-5619-3180-6 55.00 

 

 

 

 

 

 

 

 

  

《汉字篇》 《词汇篇》 



2020  北语社国际汉语教学资源新品目录 

 

WWW.BLCUP.COM 28 

 

 

《汉语语法课堂活动》 

活动让语法教学更有趣、更轻松 

本书是“国际汉语教师标准丛书”中的分册之一，从常用的教学语法点出发，紧扣《国际汉语教师证书》

考试大纲中语法教学部分的要求，以“交际性课堂活动”为核心，为国际汉语教师语法教学提供了将近 120 个

交际性课堂活动，涉及汉语初级阶段的大部分语法项目，适用于大部分汉语教材语法部分的讲练。本书为语

法点设计的课堂活动类型丰富，模拟真实的交际情境，为学生提供大量操练的机会，使学生在交际中深入地

理解语法的使用条件。教师可以按照语法点来选择使用本书中提供的活动，每个语法点都有语法简单释义、

交际表达式归纳、例句展示等内容，每个活动包括活动名称、活动目标、活动时间、活动准备、活动步骤和

活动建议，其中活动准备包括资源准备（读者可扫描书后二维码获取）和语言准备（提供活动前语法点操练

实例）；教师还可以以本书提供的活动为参考，设计适合自己的课堂活动。 

图书特点： 

1. 按照汉语初级阶段的语法点分类，将近 120 个精选课堂活动，活动类型丰富，内容有趣； 

2. 每个活动模拟真实的交际情境，不是简单的游戏，是让学生“做中学”的活动； 

3. 每个活动从语法讲解、交际表达式总结、例句板书、活动前准备、语言操练到活动实操，教师均可

按需直接加入自己的语法课堂教学，方便实用； 

4. 活动配套资源可以扫描书后二维码获得。 

=本年度出版信息= 

书名 作者 ISBN 定价（元） 

汉语语法课堂活动 王燕飞，伍英姿，王莉，王猛 978-7-5619-5694-6 6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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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媒体辅助汉语教学案例集》 

多媒体手段开启汉语教学新时代 

本书是一本多媒体辅助对外汉语教学的案例集，汇集了国内外多位资深一线对外汉语教师的教学经验、

建议和心得，内容丰富，领域广泛，形式多样。每篇案例都详细列出了教学内容、教学背景（课型、教材、

教学对象、教学时长）、多媒体手段及教学目标，在具体教学环节中标注教学的重难点和教学设计的亮点，

并在教学环节后附上教师的教学后记，对案例进行总结和扩展。书后还附有多媒体软件资源一览表，对本书

中出现的软件资源进行简单介绍，供读者选用。 

全书共有 40 篇案例，按照多媒体资源的形式和类别分为六个板块： 

第一个板块是“使用教育类、效率类软件或网站辅助汉语教学”， 

第二个板块是“使用专业软件或设备辅助汉语教学”， 

第三个板块是“使用生活类软件或网站辅助汉语教学”， 

第四个板块是“使用社交媒体平台辅助汉语教学”， 

第五个板块是“使用影视视频辅助汉语教学”， 

第六个板块是“使用短视频或图片辅助汉语教学”。 

 

=本年度出版信息= 

书名 作者 ISBN 定价（元） 

多媒体辅助汉语教学案例集 刘志刚 978-7-5619-5522-2 4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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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课堂教学》（第 2 版） 

立足“无论教什么，怎么教，关键在于教师”的观点 

本书是“国际汉语教师能力与资格丛书”中的一册，是一部专门探讨汉语作

为第二语言课堂教学的著作。本书从汉语教师专业化发展的角度，系统阐释了

进行有效的课堂教学，教师所应具备的教学理论、基本素养和教学能力，并结

合相关的教学理论重点阐述教学目标、课堂教学的本质、如何备课、如何上课、

如何组织教学与管理课堂、如何编写教材、如何测试学生和评估教学等，是一

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学指导用书，具有很强的启发性和操作性。既可以作

为汉语国际教育专业核心课程“汉语作为第二语言课堂教学”的教学用书，也可

作为“国际汉语教师证书”考试的辅导用书。 

=本年度出版信息= 

书名 作者 ISBN 定价（元） 

汉语课堂教学（第 2 版） 姜丽萍 978-7-5619-5805-6 78.00 

 

=相关分册信息= 

书名 作者 ISBN 定价（元） 

汉语纲要（上） 施春宏 978-7-5619-5255-9 60.00 

汉语纲要（下） 施春宏 978-7-5619-5325-9 6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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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汉语教师发展丛书 

《汉语二语字词教学》（第 2 版） 

本书从认知心理学、心理语言学、交际语言学等角度阐述了西方学习者习

得汉语字词的过程、认知模式和特点，并运用大量生动的教学示例展示如何将

理论付诸教学实践。在理论与实证研究的基础上，作者提出了两个极具可操作

性的汉语二语字词教学模式。本书主要面向汉语二语教育者，同时也可作为汉

语国际教育专业学生的理想教材。 

《汉语听力说话教学法》（第 3 版） 

本书全面系统地介绍了汉语作为第二语言听力教学和口语教学的理论和

实践，集中探讨了听力训练和说话训练的方法，包括语音练习的方法、词语练

习的方法、句子练习的方法、对话（会话）练习的方法和短文（成段表达）练

习的方法，同时涉及教材编写和语言测试等，并提供了大量的材料和实例。 

=本年度出版信息= 

书名 作者 ISBN 定价（元） 

汉语二语字词教学（第 2 版） [美]沈禾玲（Helen H.Shen） 978-7-5619-5591-8 66.00 

汉语听力说话教学法（第 3 版） 杨惠元 978-7-5619-5796-7 69.00 

 

=相关分册信息= 

书名 作者 ISBN 定价（元） 

国际汉语教师课堂教学法 杨惠元 978-7-5619-5412-6 60.00 

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认知心理学 徐子亮 978-7-5619-4946-7 48.00 

国际汉语教师教学能力框架 郭睿 978-7-5619-4886-6 5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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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国际教育本科专业课程系列教材 

《对外汉语教学心理学课程标准和教学大纲》 

《对外汉语教学心理学》（第 2 版） 

 “对外汉语教学心理学”是一门依托北京语言大学 36 年

汉语国际教育本科专业课程教学成果的特色优势课程，有其

专门的课程体系和课程标准。《对外汉语教学心理学课程标准

和教学大纲》主要介绍三方面的内容：一是课程标准，主要介 

绍课程基本信息和课程具体说明，包括课程类别、适用对象、课程学时、课程概述，课程性质、教学基本

要求、教学学时分配、需先修课程、课程学分、采用教材及参考书目等信息；二是教学大纲，主要包括汉

语作为第二语言学习的心理基础、感知和理解、记忆以及对外汉语听力教学、口语教学、阅读教学、写作

教学的心理分析等各章节的教学内容（包括教学重难点）、教学进度以及与之相配的学时分配和教学方法；

三是教学参考案例，将选取其中典型的课程作为示范课程，展示具体的教学大纲，包括教学目标、教学重

难点、教学方法和教学环节等，作为这门课程及这本课程教材的使用参考样例。 

《对外汉语教学心理学》（第 2 版）详细介绍对外汉语教学心理学的基本概念；分析汉语作为第二语言

学习的生理基础和心理机制，阐述知识学习的层级与知识掌握所经历的心理过程；探讨汉语作为第二语言

的感知、理解和记忆，以及与知识传授和技能培养相关的心理因素和心理规律在汉语作为第二语言学习中

的影响和作用，是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师生的必读书，也是从事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教师、语言教学志愿

者及相关工作者的必备参考书。第 2 版新增“案例分析”部分，通过对案例的具体分析来提升学生的教学实践

能力。封底附 PPT 课件二维码，供学习者参考。 

=本年度出版信息= 

书名 作者 ISBN 定价（元） 

对外汉语教学心理学课程标准和教学大纲 
北京语言大学人

文社会科学学部 
978-7-5619-5797-4 15.00 

对外汉语教学心理学（第 2 版） 徐子亮 978-7-5619 5718-9 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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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要素教学法课程标准和教学大纲》 

《汉语要素教学法 语法词汇教学篇》 

“汉语要素教学法”是一门依托北京语言大学 36 年汉语国

际教育本科专业课程教学成果的特色优势课程，有其专门的

课程体系和课程标准。《汉语要素教学法课程标准和教学大纲》 

主要介绍三方面的内容：一是课程标准，主要介绍课程基本信息和课程具体说明，包括课程类别、适用对

象、课程学时、课程概述，课程性质、教学基本要求、教学学时分配、需先修课程、课程学分、采用教材

及参考书目等信息；二是教学大纲，主要包括汉语语法教学、词汇教学、语音教学、汉字教学各章节的教

学内容（包括教学重难点）、教学进度以及与之相配的学时分配和教学方法；三是教学参考案例，将选取

其中典型的课程作为示范课程，展示具体的教学大纲，包括教学目标、教学重难点、教学方法和教学环节

等，作为这门课程及这本课程教材的使用参考样例。 

《汉语要素教学法 语法词汇教学篇》基于汉语国际教育本科专业“汉语要素教学法”课程，从语法和词

汇这两大要素在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中的意义出发，系统介绍汉语语法教学和词汇教学的教学目标、教

学原则、教学方法与技巧；针对汉语语法教学和词汇教学中的重点、难点提出应对策略，并进行常见偏误

分析；同时通过大量的真实教学案例展示语法教学和词汇教学的教学环节，培养学生的汉语教学能力。 

=本年度出版信息= 

书名 作者 ISBN 定价（元） 

汉语要素教学法课程标准和教学大纲 
北京语言大学人

文社会科学学部 
978-7-5619-5688-5 15.00 

汉语要素教学法：语法词汇教学篇 杨玉玲 978-7-5619-5634-2 68.00 

=相关分册信息= 

书名 作者 ISBN 定价（元） 

汉语技能教学法课程标准和教学大纲 
北京语言大学人

文社会科学学部 
978-7-5619-5425-6 15.00 

汉语技能教学法 杨惠元 978-7-5619-5426-3 60.00 

对外汉语教学发展史课程标准和教学大纲（上） 
北京语言大学人

文社会科学学部 
978-7-5619-5141-5 15.00 

对外汉语教学发展史（上编） 吕必松 978-7-5619-5144-6 36.00 



2020  北语社国际汉语教学资源新品目录 

 

WWW.BLCUP.COM 34 

 

 

汉语教学疑难解析系列 

汉语语法教学、纠偏必备案头书 

“汉语教学疑难解析系列”共包含《外国人学汉语难点释疑》《外国人学汉语语法偏误分析》两本，并于

2020 年出版了重排本版本。 

《外国人学汉语难点释疑（重排本）》是一本供初、中级汉语水平的外国人阅

读的参考书，也可作为国际汉语教师及其他本国人辅导外国人学汉语时的参考书。

全书收入 200 多个汉语教学实践中经常遇到、学生非常感兴趣的问题，按照词汇、

语法、语音、文字的顺序排列，择要而谈，重在别正误、辨异同，语言浅显，旨在

让使用者不仅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为了便于表达、加深理解、帮助记忆，部分

条目采用了图解、表格、公式等形式；大部分篇目附有练习题，并提供练习答案，

便于查检。 

 

《外国人学汉语语法偏误分析（重排本）》从作者搜集的中级水平以上汉语学

习者的大量偏误实例中筛选出使用频率最高、学生最难自我修正且在各国学习者中

具有共性的偏误项目，按其所出现的语法点分为 30 类（对应本书 30 章），并对各

类偏误实例进行了细致地描写、全面地正误对比，力求清晰地揭示偏误成因，从而

找到最有针对性的修正偏误的教学策略。 

 

=本年度出版信息= 

书名 作者 ISBN 定价（元） 

外国人学汉语难点释疑（重排本） 叶盼云，吴中伟 978-7-5619-5764-6 48.00 

外国人学汉语语法偏误分析（重排本） 李大忠 978-7-5619-5765-3 3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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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语社当代二语教学与研究译丛 

提升儿童语言竞争力，双语养育与语言教育的经典译作 

《语言与学习者：国际语言课堂教学指南》（第 5 版）是一本专门为学校和

教师编写的介绍语言教学方法的教科书，同时又是一本语言教学实践指导手册。

本书基于“沟通”这个基本要素和基本原则，将大纲、方法与材料统一起来，为教

师提供指导和范例，帮助他们构建基于标准的、以沟通为首要任务的语言课堂。

第 5 版在上一版基础上，新增了有关科技、评估、语法教学、使用故事和儿童文

学作品等章节，补充、修订了差异化教学活动范例、学生创作作品范例、小组和

同伴活动指南、活动类型列表等内容，还吸纳了数位知名客座撰写人的真知灼见。 

《双语优势：为何、何时和如何教你的孩子第二语言》是一本专门为父母编

写的双语儿童培养手册。本书选取语言学、教育学、心理学等领域与儿童语言学

习相关的研究成果，结合家庭第二语言教育的实际需求，剖析在不同家庭语言环

境下，针对不同年龄段和不同特点的儿童应该如何有效地进行双语教育。本书涉

及儿童双语教育各方面的议题，同时辅以丰富的双语养育实例、活动、小贴士和

清单，可以指导父母为培养孩子的第二语言能力做出最有利的选择。 

=本年度出版信息= 

书名 作者 ISBN 定价（元） 

语言与学习者：国际语言课堂教学指南

（第 5 版） 

海伦娜• 柯顿 

卡罗尔• 安• 达尔伯格 
978-7-5619-5615-1 98.00  

双语优势：为何、何时和如何教你的孩

子第二语言 

肯德尔·金  

艾莉森·麦基 
978-7-5619-5701-1 60.00  

 

=相关分册信息= 

书名 作者 ISBN 定价（元） 

第二语言课堂的反思性教学 
杰克·克罗夫特·理查兹 

查尔斯·洛克哈特 
978-7-5619-4887-3 46.00 

文化全球化与语言教育 B. 库玛 978-7-5619-5113-2 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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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学术著作 

孔子学院汉语教育与海外语言教育研究书系 

一套由多位海外语言教学专家合作打造的研究成果丛书 

“孔子学院汉语教育与海外语言教育研究书系” 是一套研究海外语言教学的学术著作，分别介绍了美国、

法国、新加坡三地的汉语/华文教育历史及特色。了解世界各地汉语教育现状及发展历史，将有助于我们向

内审视本土教学，指导教学发展方向。如果你对这三地的汉语教育研究感兴趣，或者你是即将赴任三地的汉

语教师，那么诚意推荐这套最新研究著作！ 

书系目录—— 

 《美国中小学汉语教育研究》 

 《美国大学汉语教育研究》 

 《美国汉语教学动态研究》 

 《法国汉语教育研究》 

 《法语国家与地区汉语教育研究（第一辑）》 

 《新加坡华文教育研究》 

=本年度出版信息= 

书名 作者 ISBN 定价（元） 

美国大学汉语教育研究  梁霞 978-7-5619-5576-5 88.00  

美国中小学汉语教育研究  [美]陶洁琳 978-7-5619-5598-7 72.00  

法语国家与地区汉语教育研究（第一辑） 杨志棠，[法]安其然 978-7-5619-5423-2 89.00  

新加坡华文教育研究  [新]梁秉赋 978-7-5619-5575-8 45.00  

 

=相关分册信息= 

书名 作者 ISBN 定价（元） 

美国汉语教学动态研究 [美]顾利程 978-7-5619-5444-7 89.00 

法国汉语教育研究 [法]白乐桑 978-7-5619-5408-9 60.00 

 

扫码了解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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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汉语词汇特征的二语词汇教学实证研究》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成果 

本书属于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成果丛书，本书的

研究理念是，基于汉语词汇特征、遵循二语词汇习得规律探讨词汇教学问题。

围绕复合词、多义词、语块、语素等四个专题进行词汇学、词汇习得和词汇

教学的多角度、多层面探讨，致力于汉语词汇教学与词汇学、词汇习得研究

的融通互鉴。在研究范式上力求基于事实和证据，采用多种实证研究方法，

推进词汇教学研究范式转型，为扩大汉语二语学习者的词汇量、拓展其词汇

深度知识提供科学高效的教学策略和方法。 

图书特点： 

第一，遵循汉语词汇特征和二语词汇习得规律，力求突破词汇教学研究、词汇本体研究、词汇学习研究

各自的界域，在深入探讨汉语词汇特征和二语词汇习得规律的基础上进行词汇教学研究。 

第二，在研究范式上力求基于事实和证据，努力按照实证研究的基本要求从事各方面的研究工作，比如

在研究中采用了基于语料库的统计分析方法、实验室实验和课堂实验等，避免纯粹的理论推导和个人的

经验判断。 

=本年度出版信息= 

书名 作者 ISBN 定价（元） 

基于汉语词汇特征的二语词汇教学实证研究 张博 等 978-7-5619-5738-7 9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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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汉字教学参考资料》 

内容权威，参考性与指导性强 

《对外汉字教学参考资料》是一本适用于专修、选修汉字教学课的辅助

教学资料。内容涵盖了对外汉字教学所需参考的众多资料，如依托 HSK《汉

字等级大纲》和《现代汉语常用字表》的文字学分类表，汉字笔画名称表、

笔顺规则及运用表、偏旁名称表，常用形近字表、同音字表、多音字表，各

级留学生识字量考核标准及分班测试依据资料，汉字知识百则及常用汉字音

系、义系字族表等。无论是初级班，还是中级班、高级班，只要开设汉字教

学课或选修课，本书定有可供其教学需要参考的内容。 

=本年度出版信息= 

书名 作者 ISBN 定价（元） 

对外汉字教学参考资料 李大遂 978-7-5619-5609-0 6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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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动语言学与汉语研究（第三辑）》 

展现互动语言学与汉语研究前沿动态 

互动语言学关注语言的社会属性、交际功能和言谈环境对语言表达形式选

择的影响，重视对自然口语的研究。《互动语言学与汉语研究》（第三辑）为

“第三届互动语言学与汉语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会议论文之精选，分专题研究、

学科动态、新作推介和附录 4 个部分，共计 19 篇文章。本书所选文章是汉语

互动语言学研究前沿动态的集中体现，学者们从多个角度对互动语言学和汉语

的相关现象进行了考察与论述，不仅拓宽了汉语研究的视野，而且强化了汉语

的国际化传播。 

=本年度出版信息= 

书名 作者 ISBN 定价（元） 

互动语言学与汉语研究（第三辑） 方梅，李先银 978-7-5619-5693-9 98.00 

 

 

本年度出版其他学术研究著作 

书名 作者 ISBN 定价（元） 

张希峰汉语词源学文集 张希峰 978-7-5619-5714-1 88.00  

方铭孔子暨儒学文化研究文集 方铭 978-7-5619-5713-4 88.00  

汉语状语从句构式的历时演变研究  徐式婧 978-7-5619-5779-0 68.00  

汉语口语考试面试官话语研究及引导技术      聂丹 978-7-5619-5803-2 58.00 

现代汉语“V 上”的认知语义研究 常娜 978-7-5619-5800-1 58.00 

来华留学生预科教育研究论丛（第 2 辑） 翟艳 978-7-5619-5811-7 69.00 

 

 

 



2020  北语社国际汉语教学资源新品目录 

 

WWW.BLCUP.COM 40 

 

七、多语种版本教材 

书名 作者 ISBN 定价（元） 

新概念汉语（印尼语版）练习册 4 崔永华 978-7-5619-5759-2 39.00  

新概念汉语（印尼语版）练习册 3 崔永华 978-7-5619-5758-5 39.00  

中国文化常识（中尼对照）| 中国常识系列 
国务院侨务办公

室，国家汉办 
978-7-5619-5751-6 158.00  

新实用汉语课本（第 3 版）（阿拉伯文注释）

综合练习册 1 
刘珣 978-7-5619-4120-1 68.00  

新实用汉语课本（第 3 版）（阿拉伯文注释）

课本 1 
刘珣 978-7-5619-3892-8 158.00  

新实用汉语课本（第 3 版 西班牙文注释）课本

1 
刘珣 978-7-5619-5749-3 158.00  

新实用汉语课本（第 3 版 西班牙文注释）综合

练习册 1 
刘珣 978-7-5619-5750-9 68.00  

新实用汉语课本（第 3版 荷兰文注释）课本 1 刘珣 978-7-5619-5810-0 158.00 

新实用汉语课本（第 3 版 荷兰文注释）综合练

习册 1 
刘珣 978-7-5619-5570-3 68.00  

汉语教程（第 3 版）（泰文版）3（下） 杨寄洲 978-7-5619-5685-4 45.00  

汉语教程（第 3 版）（泰文版）3（上） 杨寄洲 978-7-5619-5684-7 45.00  

汉语教程（第 3 版）（泰文版）2（下） 杨寄洲 978-7-5619-5640-3 45.00  

汉语教程（第 3 版）（泰文版）2（上） 杨寄洲 978-7-5619-5639-7 45.00  

汉语教程（第 3 版）（泰文版）1（下） 杨寄洲 978-7-5619-5569-7 45.00  

汉语教程（第 3 版）（泰文版）1（上） 杨寄洲 978-7-5619-5568-0 4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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