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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汉语考试用书
C1 中国少数民族汉语水平等级考试（MHK）用书

中国少数民族汉语水平等级考试大纲

主编：教育部民族教育司中国少数民族汉语水平等级考试课题组

开本：大 32

本系列图书是中国少数民族汉语水平等级考试的重要依据，也是指导中国少数民族地区汉语教学总体设计、汉语教材编写以及

课堂教学的重要参考文件。包括考试介绍、中国少数民族汉语水平等级考试大纲、中国少数民族汉语水平等级考试主考用语、中国

少数民族汉语水平等级考试样卷等七项内容。

　　　　　

分　册 页数 定价 ISBN 出版日期 配套产品

一级 112 8.00 元 978-7-5619-1312-3 2004-03 磁带 1 盘（5.00 元）

二级 169 10.00 元 978-7-5619-1263-8 2003-10 磁带 1 盘（5.00 元）

三级 194 10.00 元 978-7-5619-1035-1 2002-02 磁带 1 盘（5.00 元）

四级 259 15.00 元 978-7-5619-1162-9 2003-04 磁带 1 盘（5.00 元）

一级（维文版） 183 9.00 元 978-7-5619-1396-3 2006-06 磁带 1 盘（5.00 元）

二级（维文版） 291 15.00 元 978-7-5619-1313-0 2006-03 磁带 1 盘（5.00 元）

三级（维文版） 321 15.00 元 978-7-5619-1230-0 2004-02 磁带 1 盘（5.00 元）

四级（维文版） 454 15.00 元 978-7-5619-1306-2 2006-06 磁带 1 盘（5.00 元）

中国少数民族汉语水平等级考试（三级）样题详解

编著：教育部民族教育司中国少数民族汉语水平等级考试课题组

本书是对《中国少数民族汉语水平等级考试大纲》 （三级）所做的进一

步说明。该书对样题中的每一道题均做详细的解释和分析，是少数民族考

生参加 MHK（三级）必备的考试指导用书。 

开本：大 32

页数：75

定价：5.00 元

出版日期：2002-04

ISBN：978-7-5619-1050-4

配套产品：磁带 1 盘

      （5.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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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汉考短期强化教程

适用对象：MHK 考生

开本：16

本系列教程是为参加 MHK 的考生复习备考而编写的短期强化教程。共分为 4 个级别，每个级别包括阅读、听力和书面表达（读

后写）3 个分册。各个分册都对相应级别的考试题型、考点和应试技巧进行了系统的归纳，同时设计了大量的专项练习和模拟试题，

以期提高考生的应试能力。

　　 　　 　　 　　

分　册 作者 页数 定价 ISBN 出版日期 配套产品

一级

阅读分册 赵凤珠 169 15.00 元 978-7-5619-1774-9 2007-01

听力分册
赵凤珠

步延新
170 15.00 元 978-7-5619-1767-1 2007-01 磁带 2 盘（10.00 元）

书面表达分册
赵凤珠 
苗东霞

238 21.00 元 978-7-5619-1828-9 2007-06

二级

阅读分册
苗东霞

关辛秋
120 15.00 元 978-7-5619-1337-6 2004-10

听力分册
苗东霞

赵凤珠
131 15.00 元 978-7-5619-1315-4 2004-04 磁带 2 盘（10.00 元）

书面表达分册 苗东霞 101 12.00 元 978-7-5619-1329-1 2004-05

三级

阅读分册（修订版）
鲁　江

陈晓云
139 14.00 元 978-7-5619-1209-6 2008-05

阅读分册（维文版）
鲁　江

陈晓云
163 14.00 元 978-7-5619-1382-6 2005-12

听力分册（修订版）
李铭起 
刘冰冰

196 24.00 元 978-7-5619-2364-1 2009-06 随书附赠 MP3 1 张

听力分册（维文版）
李铭起 
刘冰冰

172 14.00 元 978-7-5619-1379-6 2005-07 磁带 4 盘（20.00 元）

书面表达分册（修订版） 吕滇雯 170 19.00 元 978-7-5619-2140-1 2008-06

书面表达分册（维文版） 吕滇雯 143 14.00 元 978-7-5619-1307-9 2006-06

四级

阅读分册 朱　勇 116 12.00 元 978-7-5619-1432-8 2005-06

听力分册 吴春仙 99 12.00 元 978-7-5619-1428-1 2005-06 磁带 7 盘（35.00 元）

读后写分册
陈晓云

胡　英
123 14.00 元 978-7-5619-1643-8 200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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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汉考备考训练

适用对象：MHK 考生

开本：16

本系列教材是以母语为非汉语的少数民族汉语初学者为主要对象的备考类辅导用书，适合参加 MHK 各级考试的考生考前强化

训练使用，也可做现行教材的听力教材。本系列教材共 12 册，紧密结合新疆初中汉语教材的内容，大量重现新疆现行初中汉语教材

中的句型与词汇。

　　　 　　　 　　　

分　册 作者 页数 定价 ISBN 出版日期 配套产品

二级

听力备考训练（1） 赵凤珠 135 12.00 元 978-7-5619-1589-9 2006-04 磁带 3 盘（15.00 元）

听力备考训练（2） 赵凤珠 168 15.00 元 978-7-5619-2287-3 2009-01 磁带 5 盘（25.00 元）

听力备考训练（3） 赵凤珠 136 12.00 元 978-7-5619-1619-3 2006-05 磁带 4 盘（20.00 元）

阅读备考训练（1） 关辛秋 126 13.00 元 978-7-5619-2102-9 2008-06

阅读备考训练（2） 关辛秋 125 13.00 元 978-7-5619-2126-5 2008-06

阅读备考训练（3） 关辛秋 117 11.00 元 978-7-5619-1771-8 2007-02

三级

听力备考训练（1） 赵凤珠 124 12.00 元 978-7-5619-1644-5 2006-06 磁带 4 盘（20.00 元）

听力备考训练（2） 赵凤珠 134 13.00 元 978-7-5619-1667-4 2006-07 磁带 5 盘（25.00 元）

听力备考训练（3） 赵凤珠 124 12.00 元 978-7-5619-1668-1 2006-08 磁带 3 盘（15.00 元）

阅读备考训练（1） 关辛秋 260 28.00 元 978-7-5619-2196-8 2008-10

阅读备考训练（2） 关辛秋 268 28.00 元 978-7-5619-2380-1 2009-06

阅读备考训练（3） 关辛秋 266 28.00 元 978-7-5619-2546-1 200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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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真练，轻松过：MHK 高仿试题集

适用对象：MHK 考生

开本：16

本系列是北语社最新推出的 MHK 仿真试题集。所有作者都是具有丰富的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经验的一线教师，而且均具有

辅导 MHK 考生的实战经验，多数都参与过 MHK 真题的出题工作，所以本系列称为“高仿试题集”实至名归。

每一辑包括 5 套仿真试卷，从内容到形式都高度仿真，并配有听力文本及参考答案。

　　　 　　　

分册 作者 页数 定价 ISBN 出版日期 配套产品

MHK（二级）高仿试题集（一） 恒思语言教学编写组 2014-05 随书附赠 MP3 1 张

MHK（三级）高仿试题集（一） 王　磊 131 28.00 元 978-7-5619-3675-7 2013-11 随书附赠 MP3 1 张

MHK（三级）高仿试题集（二） 恒思语言教学编写组 146 28.00 元 978-7-5619-3565-1 2013-08 随书附赠 MP3 1 张

MHK（三级）高仿试题集（三） 朱雯静 28.00 元 2014-06 随书附赠 MP3 1 张

MHK（三级）高仿试题集（四） 恒思语言教学编写组 28.00 元 2014-05 随书附赠 MP3 1 张

2014 新疆高考汉语模拟试题集

适用对象：新疆高考生

开本：16

本系列模拟试题集贴近新疆课改要求，紧扣《新疆高考汉语考试说明》。每一辑包括 10 套模拟试题，内容高度仿真，每套试题

均包括试题、录音文本、答案和答题卡。

在题目设计上，本系列选用最新语料，题干、选项设置科学合理，难度适中；贴近新疆少数民族考生的汉语学习现状，预测

性强。

第一辑

编著：吾言工作室

页数：240

定价：25.00 元

出版日期：2014-01

ISBN：978-7-5619-3762-4

配套产品：随书附赠 MP3 1 张

　　

第二辑

主编：刘军

页数：240

定价：25.00 元

出版日期：2014-01

ISBN：978-7-5619-3763-1

配套产品：随书附赠 MP3 1 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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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汉考仿真试卷

适用对象：MHK 考生

开本：16

本系列试卷包括 4 个级别，每级分为 10 套卷子，每套仿真试卷包括 1 份仿真试题、1 张答题卡及本套试卷的录音文本和答案详

解。其中，一级仿真试卷是 10 套题的合辑；二级是 10 套试卷的单册；三级和四级则既有 10 套题的合辑，又有 10 套试卷的单册。

本系列试卷的特点是从内容到形式全部仿真，供考生在考前 30 天进行实战演练。

　　　　　 　　　　　 　　　　

　　　　 　　　　　 　　　　　

分册 作者 页数 定价 ISBN 出版日期 配套产品

一级（合辑） 陈若君 108 18.00 元 95619.17 2005-09 磁带 3 盘（15.00 元）

二级（1 ~ 10） 陈若君等 5.00 元 / 套 95619.2，3，7-14 2005-03 ~ 07 磁带 1 盘 / 套（5.00 元）

二级（合辑）（2011）
杨慧真

张　劼
300 35.00 元 978-7-5619-2949-0 2011-01 磁带 5 盘（25.00 元）

三级（合辑）（2008） 吕滇雯等 348 35.00 元 978-7-5619-1345-1 2008-09 磁带 5 盘（25.00 元）

三级（第二辑）（2010）
郭风岚

张世方
196 20.00 元 978-7-5619-2399-3 2009-08 随书附赠 MP3 1 张

三级（合辑）（2012） 景利波 211 28.00 元 978-7-5619-3204-9 2011-11 随书附赠 MP3 1 张

三级（1 ~ 10） 吕滇雯等 5.00 元 / 套 95619.36-45 2006-05 磁带 1 盘 / 套（5.00 元）

四级（合辑） 陈若君 250 35.00 元 95619.25 2006-02 磁带 10 盘（50.00 元）

四级（1 ~ 10） 陈若君 5.00 元 / 套 95619.26-35 2006-05 磁带 1 盘 / 套（5.00 元）

四级（第二辑） 关辛秋 120 15.00 元 978-7-5619-2951-3 2010-12 磁带 3 盘 (15.00 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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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汉考仿真模拟试题及详解

适用对象：MHK 考生

开本：16

本系列是以《中国少数民族汉语水平等级考试大纲》为依据，特为国内参加 MHK 的少数民族考生复习备考而编写的模拟试题。

共 4 册，每册由 8 套仿真模拟试题组成，并附有听力理解部分的录音文本和全部试题的答案详解。

　　　 　　　 　　　

分册 作者 页数 定价 ISBN 出版日期 配套产品

一级 鲁江等 225 18.00 元 978-7-5619-1526-4 2005-12 磁带 2 盘（10.00 元）

二级 鲁　江 267 22.00 元 978-7-5619-1770-1 2007-01 磁带 4 盘（20.00 元）

三级（修订版） 鲁江等 262 28.00 元 978-7-5619-2139-5 2008-06 随书附赠 MP3 1 张

四级 张和平等 197 22.00 元 978-7-5619-1242-3 2003-10 磁带 4 盘（20.00 元）

MHK（三级）应试指南（附录音文本及答案）

编著：郭风岚　张世方

适用对象：MHK（三级）考生

本书是专门针对参加 MHK（三级）的少数民族学生编写的应试类辅导

用书。教材内容涉及笔试和口试两部分：笔试部分共 4 套模拟试题、15 套

分项练习、12 套计时练习，口试部分包括 4 套模拟试卷、10 套分项练习和

4 套计时练习。录音文本和答案以及题解都与教材内容一一对应。

开本：16

页数：197+191

定价：38.00 元

出版日期：2009-09

ISBN：978-7-5619-2411-2

配套产品：随书附赠

     MP3 1 张

MHK（三级）高分作文讲评

编著：彭恒利　刘雨　鲁新民

适用对象：MHK（三级）考生

本书共分为 5 章，分别对 MHK（三级）考试的作文题型和评分标准

进行了具体的介绍，同时还给出了扩展练习供学习者自学。本书最大的特

色是讲解部分的标杆卷和范文全部都是历年 MHK 的原始答卷，作者在答

卷上进行了偏误分析，并且给出了简洁精当的讲评。本书是目前市场上唯

一一本提供原始答卷的辅导教材，编者作为研制开发考试的课题组成员也

具有较强的权威性。

开本：16

页数：247

定价：35.00 元

出版日期：2008-10

ISBN：978-7-5619-218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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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HK 精解

主编：迟兰英　姜宇

适用对象：MHK（一级 ~ 四级）考生

开本：16

本书是根据民族汉考大纲编写的考试辅导用书，分为四级。每级分为试题册和答案册两本：试题册分为听力、阅读、书面表达

（读后写）3 个部分，每部分包括 8 套专项模拟试题和 2 套仿真试卷；答案册包括所有模拟试题和仿真试卷的听力文本和答案详解。

　　　　

分册 页数 定价 ISBN 出版日期 配套产品

一级 162+82 32.00 元 978-7-5619-3154-7 2011-11 随书附赠 MP3 1 张

二级 即将出版 随书附赠 MP3 1 张

三级 218+197 48.00 元 978-7-5619-2962-9 2011-01 磁带 5 盘（25.00 元 )

四级 即将出版 随书附赠 MP3 1 张

MHK（三级）考前强化——语法

编著：吴春仙

适用对象：MHK（三级）考生

本书是为准备参加 MHK（三级）考试的少数民族汉语学习者编写的语

法辅导用书。全书共 4 章，分别从词、句子成分、单句和复句 4 个层面上

讲解了 MHK（三级）考试所涉及的主要语法项目。本书讲练结合，安排了

大量的练习题，并在最后附有10套仿真练习。所有的练习都配有参考答案。

开本：16

页数：146

定价：19.00 元

出版日期：2007-05

ISBN：978-7-5619-1815-9

MHK（三级）考前强化——口试

编著：赵雷　张建华

适用对象：MHK（三级）考生

本书是 MHK（三级）口试考前强化辅导用书，包括强化训练部分和话

题模拟训练部分。其中，强化训练部分包括 12 课，以系统的汉语语音知识

要点的讲解为纲，讲练结合，有助于学习者在较短的时间内掌握汉语语音

方面常见的难点。话题模拟训练部分包括 7 大类 26 个模拟话题，基本上涵

盖了 MHK（三级）口试可能涉及的话题。最后附有《常用多音字表》、《普

通话水平测试用必读轻声词表》、《普通话水平测试用儿化词语表》，以及部

分练习题参考答案。

开本：16

页数：150

定价：25.00 元

出版日期：2012-04

ISBN：978-7-5619-3254-4

配套产品：随书附赠

     MP3 1 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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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汉考（二级）书面表达训练教程

主编：陈作宏

适用对象：MHK（二级）考生

本书是为参加 MHK（二级）考试的考生编写的书面表达训练教材。全

书分为 3 个单元：技能讲练（20 课）、话题拓展（16 课）和实战演习（3 套模

拟试题），对学生进行充分的基本写作技能训练，并提供了丰富的范文。最

后附有全部练习的详细参考答案。

开本：16

页数：178

定价：16.00 元

出版日期：2008-04

ISBN：978-7-5619-2032-9

民族汉考（三级）书面表达训练教程

主编：陈作宏

适用对象：MHK（三级）考生

本书是针对参加 MHK（三级）考试的考生编写的书面表达复习材料。

教材紧扣 MHK（三级）考试大纲，新题型练习题增多，难点重点突出，是

目前在这方面较为全面、系统、针对性强的书面表达辅导材料。

开本：16

页数：194

定价：22.00 元

出版日期：2005-09

ISBN：978-7-5619-1507-3

民族汉考（三级）阅读训练教程

主编：关辛秋

适用对象：MHK（三级）考生

本书是针对参加 MHK（三级）考试的考生编写的阅读复习材料。教材

紧扣 MHK（三级）考试大纲，新题型练习题增多，难点重点突出，所选篇章质

量高、语料新，是目前在这方面较为全面、系统、针对性强的阅读辅导材料。

开本：16

页数：229

定价：28.00 元

出版日期：2004-09

ISBN：978-7-5619-1351-2

民族汉考（四级）读后写训练教程

编著：李少虹

适用对象：MHK（四级）考生

本书是为准备参加 MHK（四级）考试的少数民族汉语学习者提高读后

写水平及应试能力而编写的训练教程。全书分为七个单元，即记叙文、说明

文、议论文的缩写，标点符号的训练，篇章结构训练，学生作业偏误分析，

模拟训练。本书讲练结合，寓教于练，有助于学习者提高读后写的能力。

开本：16

页数：190

定价：26.00 元

出版日期：2010-05

ISBN：978-7-5619-2611-6

MHK 词汇突破（一级）

主编：全力

适用对象：MHK 考生

本书是以母语为非汉语的少数民族汉语初学者为主要对象的汉语词汇

学习和考试用书，收录 MHK 大纲中全部甲、乙级词，尤其适合 MHK 考生

备考及汉语教师考前辅导之用。

开本：小 16

页数：298

定价：22.00 元

出版日期：2006-06

ISBN：978-7-5619-16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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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HK（三级）全攻略——口语考试

编著：苗东霞

适用对象：MHK（三级）考生

本书是 MHK（三级）口试的考前辅导用书。全书抓住维吾尔族、哈萨克

族学生学习汉语普通话语音的难点和重点进行讲解，提供了大量练习和模拟

试题供学生练习，练习难度适中，题型和难度符合MHK（三级）口试的要求。

全书分为三个单元。第一单元为朗读题训练，第二单元为回答题训

练，第三单元为模拟试题，后附参考答案及部分题解和话题索引。

开本：16

页数：153

定价：25.00 元

出版日期：2011-06

ISBN：978-7-5619-3073-1

配套产品：随书附赠

     MP3 1 张

MHK（四级）全攻略——口语考试

编著：苗东霞

适用对象：MHK（四级）考生

本书是针对少数民族考生编写的考试辅导类图书。旨在帮助学生了解

MHK（四级）口试的题型特点、主要考点、难点，力求使学生对 MHK（四

级）口语考试有一个较为全面、清晰的认识和把握。

全书分为四个单元。第一单元是口语表达训练，第二单元是快速阅读

训练，第三单元是回答题训练，第四单元是模拟试题。

开本：16

页数：177

定价：28.00 元

出版日期：2012-06

ISBN：978-7-5619-3292-6

配套产品：随书附赠

     MP3 1 张

MHK（三级）全攻略——模拟试题集

编著：苗东霞

适用对象：MHK（三级）考生

本书是 MHK 考点分析、模拟题及详解，试题的编制紧扣《中国少数民族

汉语水平等级考试大纲》，难度适中，在考点及题型的选取上也极具科学性。

本书共分“考点分析”、“模拟试题”、“试题解析”、“复习小结”四个部

分，并另配备了录音文本及参考答案。

开本：16

页数：350

定价：48.00 元

出版日期：2012-08

ISBN：978-7-5619-3367-1

配套产品：随书附赠

     MP3 1 张

MHK（三级）实战

主编：连吉娥

适用对象：MHK（三级）考生

本书针对 MHK（三级）考生。在考试前半年，经过各项基本技能训练

后，可用本书做考前的模拟题训练。本书包括 16 套模拟试卷、听力文本、

参考答案和配套录音光盘。

开本：16

页数：382

定价：48.00 元

出版日期：2012-08

ISBN：978-7-5619-3323-7

配套产品：随书附赠

     MP3 1 张

MHK（三级）模拟试题精选

编著：苗东霞　鲁江　连吉娥　郭风岚 等

适用对象：MHK（三级）考生

本书是将北语社 10 年来出版的 5 种销量最好的 MHK（三级）辅导用

书中的精华部分提取出来，重新汇编成的精选本。共包括 10 套 MHK（三

级）模拟试题。书中配有听力理解录音材料和参考答案，适合考生在考试前

进行自我检测以及教师对辅导效果进行检验。

开本：16

页数：220+58

定价：52.00 元

出版日期：2013-08

ISBN：978-7-5619-3563-7

配套产品：随书附赠

     MP3 1 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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