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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汉语工具书、教师用书及学术著作

开本：大 32

页数：994

定价：48.00 元

出版日期：2004-06

ISBN：978-7-5619-1172-3

汉语口语常用格式例释

编著：张建新

适用对象：汉语学习者，汉语教师

本书选取生活中常用而一般语法书未曾提及或未曾系统讲解过的口语

格式和口语短句 330 条，每条加以释义，说明用法，给出例句，有的还附

有与之意义相近的短语或格式。可供母语非汉语者学习当代地道的汉语口

语使用，对把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教师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开本：32

页数：156

定价：18.00 元

出版日期：2008-03

ISBN：978-7-5619-2024-4

新课标汉字学习字典

编著：胡星

适用对象：少数民族汉语学习者，MHK 考生

本书是一部专为母语非汉语的少数民族中小学生编写的汉字学习工具

书。书中收录了《全日制民族中小学汉语课程标准（试行）》中要求少数民

族学生必须掌握的 3000 个汉字，提供了每一个汉字在“新课标”中的字

级、笔画数、笔顺、部首、部件、造字法等信息，并给出了释义和例词、

例句。

本书遵循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汉字教学的规律，力图把汉字笔画教学、

部件教学与整字教学结合起来，帮助学生正确认读、书写和记忆汉字，有

助于参加 MHK 的考生在短时间内掌握最常用的汉字及其最常用、最基本

的意义。不仅适于学生自学，也可以作为汉字课堂教学的补充学习材料和

教师备课、授课及辅导学生的参考用书。

开本：小 16

页数：367

定价：38.00 元

出版日期：2010-01

ISBN：978-7-5619-2523-2

汉语教学常用词语对比例释（维文版）

编著：卢福波　　译： 哈力克 · 尼亚孜　　校： 木哈拜提 · 哈斯木

注释文种：维吾尔文

适用对象：学习汉语的少数民族师生

本书以学生在学习汉语过程中经常遇到的意义或用法易混淆的词语为

对比对象和选词范围，对比的词语组例为 254 例，涉及 600 多个词。本书

不限于单纯地对词义进行解释，而是从分布上解析词语的用法，填补了对

比类工具书的空白，是参加汉语测试和从事汉语教学的常备工具书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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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SK 汉字学习字典

主编：胡星

适用对象：HSK 考生，少数民族汉语学习者

本书是一部专为母语非汉语的学习者编写的汉字学习工具书。书中收

录了汉语常用字 3004 个，除《国际汉语教学通用课程大纲》中附录的 800

个基本字外，还收录了《汉语水平词汇与汉字等级大纲》中的 2905 个汉

字，提供了汉字的字级、笔画数、笔顺、部首、部件、造字法等信息，并

给出了英文释义和例词、例句。

本书有助于参加 HSK 的考生在短时间内掌握最常用的汉字及其最常

用、最基本的意义。不仅适于学生自学，也可以作为汉字课堂教学的补充

学习材料和教师备课、授课及辅导学生的参考用书。

开本：大 32

页数：469

定价：38.00 元

出版日期：2010-01

ISBN：978-7-5619-2524-9

HSK 词汇备考手册

主编：吴丽君　何一薇

适用对象：HSK（初、中等）考生

本书是以母语为非汉语的初、中等汉语学习者为主要使用对象的汉语

工具书，尤其适合HSK（初、中等）考生备考及对外汉语教师考前辅导之用。

开本：大 32

页数：365

定价：28.00 元

出版日期：2006-04

ISBN：978-7-5619-14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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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外汉语教学参考

编著：丁永寿

适用对象：对外汉语教师，汉语作为第二语言学习者

本书全面介绍了对外汉语教师必备的汉语语音、词汇、语法、汉字、

文化等方面的专业知识，提供了可供借鉴的教学方法，对汉语基础的语言

项目进行了详细精当的阐释。本书英汉对照，有较强的实用性，是初登讲

坛的对外汉语教师不可多得的工具书，也是海内外汉语学习者的重要参考

资料，对对外汉语教学有较高的实用价值。

开本：大 32 开

页数：624

定价：48.00 元

出版日期：2010-06

ISBN：978-7-5619-278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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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牧兽医专业词汇手册（汉哈对照）

主编：吐尔逊别克 • 哈森木汗

注释文种：哈萨克文

适用对象：中等职业学校畜牧兽医专业学生和相关专业技术人员

本书共收录畜牧兽医专业常用的专业词语 4900 余条，所有词语汉哈双

语对照。不仅涵盖了中等职业学校畜牧兽医专业课教材中的专业词汇，而

且增加了很多新的词语，在释义方面以词语在本专业的意义为准，选词全

面，释义准确。

开本：16

页数：143

定价：25.00 元

出版日期：2013-10

ISBN：978-7-5619-3620-7

草原建设与保护专业词汇手册（汉哈对照）

主编：努尔沙拉 • 哈力克

注释文种：哈萨克文

适用对象：中等职业学校草原建设与保护专业学生和相关专业技术人员

本书收录了草原建设与保护专业常用专业词语以及北疆地区常见草地

植物名称、病虫鼠害名称等 7800 余条，所有词语汉哈双语对照。在释义方

面以词语在本专业的意义为准，选词全面，释义准确。

开本：16

页数：221

定价：35.00 元

出版日期：2013-10

ISBN：978-7-5619-36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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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教师培训系列教材

开本：大 32

本套教材是为从事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教师编写的培训教材，共分两批。第一批 5 册。各分册基本反映了近几年来汉语教

学领域的一些新的研究成果，其中既有侧重本学科基础理论的，也有侧重具体教学技巧的，基本涵盖了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教师

应该具备的主要知识。

书　名 作者 页数 定价 ISBN 出版日期 配套产品

现代汉语概论
陈阿宝

吴中伟
250 15.00 元 978-7-5619-1102-0 2002-08

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简论 刘　珣 185 11.00 元 978-7-5619-1103-7 2002-08

汉语课堂教学技巧
崔永华

杨寄洲
203 12.00 元 978-7-5619-1085-6 2002-07

汉语普通话语音教程（新疆版） 刘广徽 128 9.00 元 978-7-5619-1110-5 2002-11 磁带 2 盘（10.00 元）

语言测验理论与实践 张　凯 178 10.00 元 978-7-5619-1101-3 2002-09

开本：小 16

第二批 11 册，已经出版 7 册。各分册或者论述了各个课型不同阶段的教学内容、教学要求或目标、教学环节及教学方法，并提

供了示范教案和测试样卷；或者论述了各种语言要素的教学要点及教学注意事项。本书既有较高的理论性，又有较强的实践性和可

操作性，为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提供了行之有效的范例。

　 　 　 　 　 　

书　名 作者 页数 定价 ISBN 出版日期 配套产品

教师汉语课堂用语教程 姜丽萍 288 28.00 元 978-7-5619-1540-0 2006-04
磁带 7 盘 ( 文科 4 盘，理

科 3 盘，5.00 元 / 盘 )

汉语综合课教学法
张　辉

杨　楠
244 35.00 元 978-7-5619-1693-3 2006-07

汉语听力课教学法 胡　波 173 26.00 元 978-7-5619-1887-6 2007-08

汉语阅读课教学法
彭志平

吕欣航
137 22.00 元 978-7-5619-1995-8 2007-12

汉语口语课教学法 蔡整莹 173 26.00 元 978-7-5619-2353-5 2009-04

汉语语法教学
李德津

金德厚
251 36.00 元 978-7-5619-2590-4 2009-12

汉语词汇教学 万艺玲 238 35.00 元 978-7-5619-2936-0 20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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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教程》教师用书

编著：杨寄洲

适用对象：汉语教师

开本：大 32

本书是与对外汉语本科系列教材《汉语教程》第一册（上、下）、第二册（上、下）、第三册（上、下）配套的教师用书。介绍了

教材的编写意图、指导思想、教学重点、教学要求、教学方法和教学步骤以及使用这套教材应注意的事项等，为课堂教学提供参考。

 

第一、二册

页数：403

定价：29.00 元

出版日期：2003-10

ISBN：978-7-5619-1228-7

第三册

页数：366

定价：28.00 元

出版日期：2003-10

ISBN：978-7-5619-1229-4

新疆的语言状况及推广普通话方略研究

主编：高莉琴　张新武等

适用对象：语言研究者，新疆普通话学习者

本书以新疆地区推广普通话方略为研究着眼点，系统调查了新疆各地

的语言状况，并针对新疆各地不同的情况提出了切实有效的推普方略。本

书作为一本学术著作，资料充分而详细，比较全面。在新疆推广普通话的

工作中，本书是一部具有指导意义的理论著作。

开本：大 32

页数：314

定价：15.00 元

出版日期：2006-05

ISBN：978-7- 5619-1598-1

新疆民族语言分布状况与发展趋势

编：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族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

适用对象：语言研究者

本书介绍了新疆 15 种语言（文字）的演变历史、语音、语法、词汇特

点，并记述了 4 种话现象，论述了这些语言和话现象的源流关系。本书作

为一本学术著作，资料充分而详细，比较全面，可以为语言学、民族学、

边疆史学、社会学等的综合研究提供参考资料。

开本：大 32

页数：385

定价：23.00 元

出版日期：2002-12

ISBN：978-7-5619-11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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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汉语水平考试 HSK（改进版）研究

主编：张旺熹　王佶旻

适用对象：汉语水平考试研究者

本书是北京语言大学汉语水平考试中心的论文集，收录了 26 篇有关

HSK（改进版）的研究论文。共分为“测验理论与总体设计”、“题型与评分

研究”、“HSK 与 HSK（改进版）的对比研究”、“改进版考试质量分析与研

究”、“数据处理与考务管理”等 5 个专题，对 HSK（改进版）进行了系统的

研究探讨。本书体现了北京语言大学汉语水平考试中心在汉语水平考试研

究方面的成果，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对汉语水平考试的实践工作有一定

的指导意义。

开本：小 16

页数：280

定价：42.00 元

出版日期：2010-05

ISBN：978-7-5619-2751-9

认知词汇学研究丛书

主编：冯英

适用对象：语言学研究者

开本：小 16

本系列丛书是昆明理工大学汉语国际教育学科建设基金项目，已被纳入昆明理工大学学术文库。共六册，包括《汉英语分类词

群对比研究》三册和《汉语义类词群的语义范畴及隐喻认知研究》三册。

《汉英语分类词群对比研究》把纷繁复杂的词语分成若干“词群”进行研究，符合人类认知的特点；而通过汉英对比，揭示出同类词

群在两种语言中的共性和个性，又可以帮助学习者减少第二语言学习的盲目性，最大程度地利用“正迁移”，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本书

综合运用现代词汇学理论、认知语言学理论、文化语言学理论，可以说是汉英词汇对比研究领域的一部学术价值较高的著作。

《汉语义类词群的语义范畴及隐喻认知研究》从隐喻（包括转喻）的认知模式讨论词义发展的内在机制，从现代视角研究传统语义问

题。每册首先选择汉语中生命力最强、构词能力最强的基本词，然后全面收集由这个基本词构成的单纯词、合成词、惯用语、成语，并进

行整理、分类，再运用现代词汇学理论，对其词形特点、构词方式、结构类型等做较为细致的分析，最后运用认知语言学理论，对其

语义范畴、造词理据、隐喻认知模式进行全面的分类解释，从不同角度展示了汉语的词汇面貌，概括出了汉语词汇发展的共性特征。

　　 　　 　　

分　册 页数 定价 ISBN 出版日期

汉英语分类词群对比研究（一） 380 48.00 元 978-7-5619-2301-6 2009-06

汉英语分类词群对比研究（二） 373 48.00 元 978-7-5619-2796-0 2010-07

汉英语分类词群对比研究（三） 389 48.00 元 978-7-5619-3556-9 2013-08

汉语义类词群的语义范畴及隐喻认知研究（一） 349 45.00 元 978-7-5619-2300-9 2009-03

汉语义类词群的语义范畴及隐喻认知研究（二） 322 42.00 元 978-7-5619-2748-9 2010-06

汉语义类词群的语义范畴及隐喻认知研究（三） 355 46.00 元 978-7-5619-3012-0 201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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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现代主义小说中的戏仿

著：刘辉

适用对象：后现代主义文学研究者

本书以巴赫金对戏仿的理论探讨作为论述后现代主义小说中的戏仿的

理论基础，主要以美国著名的后现代作家唐纳德 • 巴塞尔姆的小说作为文

本例证，从宏观的角度论述了后现代主义小说与戏仿之间的关系，在一定

程度上弥补了国内外这方面研究的不足。

开本：小 16

页数：140

定价：32.00 元

出版日期：2013-01

ISBN：978-7-5619-3436-4

汉语拼音经典方案选评

著：刘振平

适用对象：汉语教师、汉语拼音研究者

本书从最初的罗氏拼音方案开始评述，到最后《汉语拼音方案》的确

立，一共评述了 7 个方案的内容及形成过程，为学界正确认识《汉语拼音

方案》提供了翔实的资料。本书所引材料广泛，并与外国学生学习汉语拼音

相结合，提出一些新解，对研究汉语拼音的学习者具有参考意义，对从事

对外汉语教学的教师亦有启发。

开本：小 16

页数：282

定价：45.00 元

出版日期：2013-07

ISBN：978-7-5619-3550-7

新疆民汉语言接触及其对世居汉族语言的影响

著：赵江民

适用对象：汉语研究者

本书以最新的语言接触理论为依托，在借鉴和汲取前人研究成果的基

础上，本着静态与动态、历时与共时、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原则，用理论

指导实践，从民汉接触历史出发，勾勒出了新疆民汉语言接触的历史轨迹；

从田野调查获得的鲜活资料出发，探寻出以维吾尔语为代表的少数民族语

言对世居汉族语言本体及其语言使用的影响。本书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

双语教育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开本：大 32

页数：242

定价：22.00 元

出版日期：2013-08

ISBN：978-7-5619-356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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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语言大学对外汉语教学名师访谈录

主编：崔希亮

适用对象：对外汉语教师

开本：小 16

本系列丛书是对北京语言大学 5 位对外汉语教学名师的访谈实录。各个分册以访谈的形式记录了 5 位教授四十年的教学经历，

同时也就教学法、教学实践、教材编写、教学评估等课题展开论述，阐发了 5 位教授的教学理念与学术思想。

本系列丛书既是 5 位教授个人回忆录性质的传记，同时也是评述四十年来对外汉语教学历史、综述他们对外汉语教学与研究思

想的学术著作。书后还附有 5 位教授的论文精选及采编者的采访感言。全书文笔清新，叙述流畅，有别于一般的学术专著，但也可

给读者以深刻的学术启迪。

本系列丛书为新一代对外汉语教师提供了丰富的营养，值得每一位对外汉语教师细读。

　　 　　 　　

分　册 页数 定价 ISBN 出版日期

李景蕙卷 229 39.00 元 978-7-5619-2233-0 200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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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明维汉语言对比教程

主编：王海蓉

适用对象： 汉语言专业民族（维吾尔族）本科生，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

（维吾尔语）专业汉族本科生

本书由五部分组成：引言，第一章维汉语音对比，第二章维汉文字对

比，第三章维汉语汇对比，第四章维汉语法对比。通篇采用对比分析的方

法，从语音、文字、词汇、语法四个方面对汉语和维吾尔语的异同进行了

全面的解析，使两种语言的异同一目了然，有助于学习者对两种语言的全

面掌握。

开本：16

页数：202

定价：28.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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