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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度重磅 

国际中文教育中文水平等级标准 

《国际中文教育中文水平等级标准》（以下简称“《标准》”）是新时代的国

家级标准，是国家语委首个面向外国中文学习者，全面描绘评价学习者中文语言

技能和水平的规范标准；是国际中文教育领域学习、教学、测试与评估的重要依

据；对国际中文教育教师、学生、行业学者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和参考价值。《标

准》可为开展国际中文教育的各类学校、机构和企事业单位提供规范性参考。 

《标准》由教育部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教育部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提出，

由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语言文字标准审定委员会审定。2021 年 3 月 24 日发

布，2021 年 7 月 1 日实施。 

1.《标准》是国际中文教育进行总体设计、教材编写、课堂教学和课程测试的重要参考； 

2.《标准》是中国国家级中文水平考试的主要命题依据； 

3.《标准》是编制国际中文教育常用字典、词典及计算机音节库、字库、词库和语法库的重要参照； 

4.《标准》是各种中文教学与学习创新型评价的基础性依据； 

5.《标准》是“互联网+”时代国际中文教育的各种新模式、新平台构建的重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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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部中外语言交流

合作中心 
978-7-5619-5719-6 9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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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中文教育中文水平等级标准

（国家标准·应用解读本） 

《国际中文教育中文水平等级标准·应用解读本》（以下简称“《解读本》”）是对《国际中文教育中

文水平等级标准》（以下简称“《标准》”）在实际应用上的解读，对《标准》的整体框架、描述语，以

及音节表、汉字表、词汇表和语法等级大纲做了进一步的解读和说明。 

《解读本》分三册。 

第一分册解读《标准》的等级描述、音节表、汉字表部分。其

中《解读本》音节表较《标准》增加了每一等级的音节代表字，以

及按音序排列的音节总表；《解读本》汉字表较《标准》增加了按

音序排列的汉字总表、分级同音字表，以及手写汉字总表。 

第二分册解读《标准》的词汇表部分，《解读本》词汇表较《标

准》增加了每一等级词语的词性标注，并增设了按音序排列的词汇

总表。 

第三分册解读《标准》的语法等级大纲，主要对《标准》的语

法等级大纲做了通盘的梳理，规定了每一等级语法点的系统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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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标准·应用解读本（共三册） 

教育部中外语言交流

合作中心 
978-7-5619-5720-2 17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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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府奖学金本科来华留学生预科教育结业

考试大纲 

预科结业考试的阶段性成果、规范性文件 

中国政府奖学金本科来华留学生预科教育结业考试是面向预科结业的标准化考试体系，用以考查学生

的汉语言知识和运用能力，数学、物理和化学等相关学科的基础知识和能力，从而检验学生是否达到进入

大学本科专业学习的基本标准。该考试体系也是衡量中国政府奖学金本科来华留学生预科教育成果的一个

具体量化指标，为中国政府奖学金本科来华留学生预科教育的教学工作提供重要的参考。 

已出版经贸汉语类、理工汉语类、文科汉语类、医学汉语类四分册，每分册包含总则、考试大纲、样

卷及参考答案。 

与考试大纲一同出版的还有《中国政府奖学金本科来华留学生预科教育结业考试——基础汉语常

用词汇表》，是服务于该考试的基础汉语常用词汇表。词汇表收词总计 3000 条，其中基本级 1600 条，扩

展级 1400 条，每个词条列均出拼音和词性。本词汇表由王佶旻、黄理兵、郭树军、赵琪凤编著。 

 

 

 

 

 =出版信息= 

中国政府奖学金本科来华留学生

预科教育结业考试 
作者 ISBN 定价（元） 

大纲（经贸汉语类） 
北京语言大学国际

学生教育政策与评

价研究院 

978-7-5619-5787-5 24.00 

大纲（理工汉语类） 978-7-5619-5788-2 24.00 

大纲（文科汉语类） 978-7-5619-5789-9 24.00 

大纲（医学汉语类） 978-7-5619-5790-5 24.00 

基础汉语常用词汇表 
王佶旻、黄理兵、

郭树军、赵琪凤 
978-7-5619-5791-2 35.00 

*中医汉语类因尚处于试考阶段，本次暂不出版样卷  

来华留学生预科 

教育考教资源导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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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成人教材及教辅 

新实用汉语课本（第 3 版）（英文注释）第二册 

《新实用汉语课本》是为海外成人汉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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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第 3 版已出版第一册课本、综合练习册、同步阅读、测试题、汉字练习册。最新推出第二册课本，

共 10 课，包含了语音、词汇、语法、汉字、文化知识等丰富的教学内容和任务与活动训练。与《课本 2》

配套的综合练习册 2、同步阅读 2、汉字练习册 2 也同步出版。 

  

 

 

 =出版信息= 

新实用汉语课本（第 3 版 英文注释） 作者 ISBN 定价（元） 

课本 2 刘珣 978-7-5619-5807-0 128.00 

综合练习册 2 刘珣 978-7-5619-5870-4 58.00 

同步阅读 2 刘珣 978-7-5619-5872-8 38.00 

汉字练习册 2 刘珣 978-7-5619-5784-4 49.00 

课本 1 刘珣 978-7-5619-4277-2 128.00 

综合练习册 1 刘珣 978-7-5619-4460-8 58.00 

同步阅读 1 刘珣 978-7-5619-4363-2 38.00 

测试题 1 刘珣 978-7-5619-4461-5 52.00 

汉字练习册 1 刘珣 978-7-5619-4851-4 4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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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读——国际中文阅读教学课本 

遵循“笔画→义符→单字→词→句子→段落”顺序，全面提升阅读技能 

本教材以培养汉语学习者中文阅读能力为目标，针对汉语学习者阅

读难点和阅读能力提升需要，进行教材内容的设计与编写，突出阅读教

材特色。阅读教学的目的不能止于帮助学生读懂一篇文章，而是要让学

生学会怎样读懂一篇文章，即通过有针对性的训练帮助学生提高中文阅

读能力，所谓“授之以渔”。 

全套共 6 册。1—2 册为初级，3—4 册为中级，5—6 册为高级。 

教材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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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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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版计划= 

  

书名 作者 ISBN 定价（元） 

乐读——国际中文阅读教学课本 1 苏英霞 978-7-5619-5833-9 38.00 

乐读——国际中文阅读教学课本 2 苏英霞 978-7-5619-5850-6 55.00 

3、4册 2021年 8月 

5、6册 2022年 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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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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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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合课本 6 王尧美，李安 978-7-5619-5817-9 78.00 

扫码进入 

“教材专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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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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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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科汉语强化教程系列 综合练习册 6 王尧美，李安 978-7-5619-5819-3 3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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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王尧美，李安 978-7-5619-56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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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合练习册） （听力课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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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汉翻译高级快车 

《韩汉翻译高级快车》是专门为来华本科汉语言专业的韩国留学生编写的韩汉翻译中高级教程。本

教材的翻译讲解和训练，从词汇、单句到复句再到语段、语体，逐层深入；每个单元会集中训练一个韩汉

翻译项目；每单元会把这个韩汉翻译项目分解为相关联的两到三课，每一课集中解决一到两个韩国学生

中高级汉语学习中遇到的突出问题和矛盾。 

教材特色： 

1. 为韩汉翻译教学精心研制，内容韩汉对照 

2. 精泛结合，任务驱动 

3. 兼顾结构、功能、文化 

4. 适应课程设计和学习容量的弹性需求 

5. 贴近课堂教学和技能培养的实际过程 

 

 

 

 

 

 

 

 

 =出版信息= 

书名 作者 ISBN 定价（元） 

韩汉翻译高级快车 [韩]黄兰雅，于淼 978-7-5619-5830-8 6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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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儿童青少年教材及教辅 

轻松学中文（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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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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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本 3 马亚敏，李欣颖 978-7-5619-5836-0 13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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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轻松学中文（第二版）（英文版）练习册 3 马亚敏，李欣颖 978-7-5619-5849-0 7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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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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登陆北语社官网（www.blcup.com）

或北语社官方电子书平台“梧桐中文”购买。 

 

 

 

 

 

 

 =出版信息=  

书名 作者 页数 定价（元） 

轻松学中文（第二版）（英文版）词卡 1 马亚敏，李欣颖 1311 39.90 

轻松学中文（第二版）（英文版）词卡 2 马亚敏，李欣颖 1800 39.90 

轻松学中文（第二版）（英文版）词卡 3 马亚敏，李欣颖 2148 39.90 

轻松学中文（第二版）（英文版）图卡 1 马亚敏，李欣颖 423 39.90 

轻松学中文（第二版）（英文版）图卡 2 马亚敏，李欣颖 419 39.90 

轻松学中文（第二版）（英文版）教师用书 1 马亚敏，李欣颖 315 98.00 

轻松学中文（第二版）（英文版）教师用书 2 马亚敏，李欣颖 328 98.00 

轻松学中文（第二版）（英文版）PPT 1 马亚敏，李欣颖 共 15 课 19.90/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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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芳草汉语 灵系列 

芳草地学校名师教你学汉语！ 

《芳草汉语·灵系列》适合 7~12 岁的儿童使用，分为拼音册、识字册、阅读册三个分册，各册教材相

对独立，又互相关联。教师可以根据学生的实际水平，对教材内容进行菜单式的自主选择与组合，以便在

短期内提高学生汉语听、说、读、写的水平。 

 

 

 

 

 

本套教材： 

1. 以实际运用为导向，以培养口语交际能力为目标，以教学需求为主线来组织学习内容。 

2. 注重儿童自主学习，以拼读能力为先，引导学生自学与实践应用；关注识字方法和句式示范作用，

引导学生拓展应用。 

3. 教材中融入大量的儿歌、游戏、趣味练习等内容，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的同时提升学习效果。 

 =出版信息= 

书名 作者 ISBN 定价（元） 

芳草汉语 灵系列 拼音分册 《芳草汉语》编委会 978-7-5619-5739-4 68.00  

芳草汉语 灵系列 阅读分册 《芳草汉语》编委会 978-7-5619-5741-7 58.00  

*芳草汉语 灵系列 识字分册 《芳草汉语》编委会 978-7-5619-5740-0 68.00 

*《识字分册》将于 7月正式出版 

  

本书作者为《芳草汉语》编委会，由芳草地国际学校的数

位资深教师组成。芳草地国际学校前身为芳草地小学，始建于

1956年。六十多年来，来自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拥有不同文化

背景、使用不同语言的学生在这里学习，这里是学习汉语的乐

园。学校教师团队拥有扎实的汉语知识和丰富的汉语教学经验，

为满足学生的实际学习需求，编写本套教材。 



2021  北语社国际中文教学资源新品目录 

 

WWW.BLCUP.COM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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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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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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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考试辅导书 

HSK 词汇应试攻略（1～2 级） 

为了帮助考生能够顺利通过汉语水平考试，提高考生对汉语词汇熟练运用与得体表达的能力，本书

依据 2015 年孔子学院总部/国家汉办发布的《HSK 考试大纲》，结合目前已经公布的所有新汉语水平考试

真题，参考已出版的与汉语水平考试词汇有关的辅导书，编写了《HSK 词汇应试攻略》系列参考书。本系

列参考书每册词汇均按词群分类，编写体例也基本一致，由拼音、词性、中英文释义、词语扩展与搭配、

仿真例示、反义词或近义词辨析等部分组成。适用于参加汉语水平考试的学生（第一语言非汉语的学生），

也适用于从事汉语水平考试辅导的教师。 

 

 

 

 

 =出版信息= 

书名 作者 ISBN 定价（元） 

HSK 词汇应试攻略（1~2 级） 金学丽，娄秀荣，谭丽梅 978-7-5619-5709-7 58.00 

HSK 词汇应试攻略（3 级） 金学丽，谭丽梅，娄秀荣 978-7-5619-5520-8 48.00 

HSK 词汇应试攻略（4 级） 
李春玲，屠爱萍，孙荔， 

杨柳青 
978-7-5619-5466-9 6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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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教师发展参考书 

语言学概论（第 2 版） 

“教材+课标”同步推出，立体化研发 

本书基于汉语国际教育本科专业“语言学概论”课程，除引言外，包括语言和语言学、

语言和社会、语言和认知、语音、语法、语义、词汇、文字、语言的产生和发展、语言 

的类型和谱系十章，全面地介绍了语言学的基本理论。本次修订突出了汉语国际教育本科专业的特点，

将语言习得部分调整为第一语言习得和第二语言习得两部分，并在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或者外语的语法

研究部分增加了应用研究的内容，有利于学生构建系统的语言学理论框架，为今后的语言教学和研究工

作奠定基础。 

与其一同出版的还有《语言学概论课程标准和教学大纲》。本书主要介绍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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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教学大纲，主

要包括各章节教学重点和难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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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取代表性章节进行示范，展示其具体的教学目标、教学重难点、教

学方法和教学环节等，供教材使用者参考。 

 

 =出版信息= 

书名 作者 ISBN 定价（元） 

语言学概论（第 2 版） 崔希亮 978-7-5619-5815-5 66.00 

语言学概论课程标准和教学

大纲 

北京语言大学人文社会

科学学部 
978-7-5619-5812-4 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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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汉语教师证书备考指南·基础语法篇 

选取高频语法点，配套教学示范微课 

本书选取初级汉语教学中，也是“国际中文教师证书”（原名“国际汉语教师证书”）考试中常见的 33 个

语法点，并从教学要点、教学步骤、典型偏误分析、练习、知识链接、思考题和参考文献七个方面展开讲

解，旨在让考生明确各语法点的核心语法意义、主要形式与典型例句、使用的典型情境、教学重点与难

点、与相关形式的区别，掌握各语法点导入、讲解、操练和设计课堂活动的方法和技巧。 

本书配有一线教师的语法点教学示范微课，是专为“国际中文教师证书”面试中的“说课”和“试讲”环节设

计的，可为考生提供权威的教学指导。 

 

“国际汉语教师证书备考指南”丛书根据《国际汉语教师标准》（2012）和《国际汉语教师

证书考试大纲》（2015）以及公布的样题等编写，旨在帮助“国际中文教师证书”考试的应试者了

解和掌握现代汉语知识和提高国际汉语教学能力，顺利通过考试。主要分为四大模块：《汉语知

识篇》《教学篇》《面试篇》《基础语法篇》（微课版）。 

 

 

 

 

 

 =出版信息= 

书名 作者 ISBN 定价（元） 

基础语法篇（微课版） 郭晓麟 978-7-5619-5854-4 69.00 

汉语知识篇 杨德峰 978-7-5619-5030-2 40.00 

教学篇 郭修敏 978-7-5619-5589-5 50.00 

面试篇 刘弘，陶健敏 978-7-5619-4516-2 50.00 

 

  

 

 

 

 

扫码了解套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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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汉语并立复合构式研究 

并立复合构式是指汉语中一系列形式并列、语义并重的格式，对其研究有助

于全面认识汉语的类型学特征，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该书稿首次对并立式复合

构式进行整合研究，将其语法意义归纳为调量、交替和强调三类，以调量为主，

并指出其与量范畴的密切关系。书稿动态揭示了并立复合构式的语用、篇章特点，

探讨了并立式复合构式的语义整体性、主观性以及在语法系统中的定位等一系 

列理论问题，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该书稿还尝试展开并立复合构式的习得与教学研究，对其习得偏误、

教材编写和教学策略等进行了初步探讨，有一定的应用价值。 

 =出版信息= 

书名 作者 ISBN 定价（元） 

现代汉语并立复合构式研究 李艳华 978-7-5619-5834-6 6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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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母语者汉语连接词运用特征研究 

本书基于汉语口语中介语语料库，对比了汉语母语者和英语母语者的语料，较为

全面地描述、分析了以汉语为第二语言的英语母语者在不同水平阶段运用汉语连接

词的特点和规律，并刻画了影响其口语中介语系统中连接词表达的特定机制。本书在

研究方法上以汉语口语考试（SCT）语料库为基础，以 CCL 现代汉语和汉英双语语料

库为辅助，完成了以下研究目标：从形式、功能、评价出发，分别对英语母语者口语

表达中连接词运用的频次特征（描述性分析）、语义特征（描述性分析）和准确性、 

连贯性特征（评价性分析）进行分析和考察。对这些特征的成因，本书从母语、学习者和教学三个角度进

行分析并提出了相应的教学建议。 

 =出版信息= 

书名 作者 ISBN 定价（元） 

英语母语者汉语连接词运用特征研究 李靖华 978-7-5619-5824-7 6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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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意义和用法研究 

现代汉语中系词“是”的意义和用法纷繁复杂，各种意义和用法之间的关系纠

结不清。本书依托大量的真实语料，采用多种研究方法，经过全面细致的观察与

分析，将“是”的意义和用法归纳总结为：在语义上，“是”的基本意义是判断；在语

法上，“是”的基本作用是联系；在语气上，“是”的基本功能是表达肯定语气；在语

用上，“是”可以作为强调的手段。 

 =出版信息= 

书名 作者 ISBN 定价（元） 

“是”的意义和用法研究 黄理兵 978-7-5619-5839-1 6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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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工具书 

汉字书写助学手册 

化繁为简、掌握汉字书写的工具书 

本书的核心在于帮助汉语学习者掌握汉字书写规律，正确书写汉字，所收汉字全面涵盖了各类汉语

教学大纲中的汉字，共 3600 余字。内容包括：1.汉字笔画表；2.不成字部件；3.单纯成字部件（独体字）

表；4.合体字的结构和部件书写顺序表等内容。 

其姊妹篇《汉字认读助学手册》与本书向照应，共收录 3600 余字，全面涵盖了对外汉语教学各类

权威大纲和标准中的汉字。结构上有两大分类、十项列表，具体分类为独体字和合体字。每个汉字提供

拼音、繁体字、古文字、能否做偏旁部首、形旁声旁、造字理据、字义等信息。本书系统，规范，实用，

便捷。通过本书，外国学生可掌握常用 3600 余字的构字理据和汉字本义，通过理解汉字进而认识汉字、

掌握汉字，树立学汉字的信心，同时也可为学习词语做好准备。 

两册书一认一写，旨在帮助外国学习者正确掌握汉字认读和书写规律，彻底摆脱汉字“难学、难记、

难写”的印象，理解并相对容易地掌握汉字。 

 

 

 

 

 =出版信息= 

书名 作者 ISBN 定价（元） 

汉字书写助学手册 鲁健骥 978-7-5619-5763-9 168.00 

汉字认读助学手册 鲁健骥 978-7-5619-5269-6 128.00 

 

  

 

 

 

 

扫码了解套系 



2021  北语社国际中文教学资源新品目录 

 

WWW.BLCUP.COM 24 

 

七、多语种版本教材 

书名 作者 ISBN 定价（元） 

新概念汉语（阿拉伯语版）课本 2 崔永华 978-7-5619-5858-2 89.00 

新概念汉语（阿拉伯语版）课本 3 崔永华 978-7-5619-5851-3 89.00 

新概念汉语（阿拉伯语版）课本 4 崔永华 978-7-5619-5858-2 89.00 

新概念汉语（阿拉伯语版）练习册 2 崔永华 978-7-5619-5856-8 39.00 

新概念汉语（阿拉伯语版）练习册 3 崔永华 978-7-5619-5852-0 39.00 

新概念汉语（阿拉伯语版）练习册 4 崔永华 978-7-5619-5853-7 3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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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