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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1-3 月北语社对外部新上架产品清单 

 

天天的故事 3A http://www.blcup.com/PInfo/index/9253  

天天的故事 3B  http://www.blcup.com/PInfo/index/9254 

天天的故事 3C http://www.blcup.com/PInfo/index/9256 

天天的故事 3D http://www.blcup.com/PInfo/index/9257 

天天的故事 3E http://www.blcup.com/PInfo/index/9258 

  

汉语水平考试模拟试题集（第 2 版） 

HSK 四级 

汉语水平考试模拟试题集（第 2 版） 

HSK 五级 

http://www.blcup.com/PInfo/index/9113 

 

http://www.blcup.com/PInfo/index/9115 

汉语水平考试模拟试题集（第 2 版） 

HSK 六级 

http://www.blcup.com/PInfo/index/9116 

 
 

尔雅中文：初级汉语写作教程 http://www.blcup.com/PInfo/index/9185 

 
 

轻松学中文（德文版）课本 6  http://www.blcup.com/PInfo/index/9261 

  

中国地理常识（中印地对照） http://www.blcup.com/PInfo/index/9156 

 
 

生活中的中国文化——剪纸 http://www.blcup.com/PInfo/index/9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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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知识与汉字教学 http://www.blcup.com/PInfo/index/9132 

 
 

甲子学者治学谈 http://www.blcup.com/PInfo/index/9124 

  

汉语教学名家文选·吴勇毅卷 http://www.blcup.com/PInfo/index/9089 

  

沈老师教汉语 · 唱儿歌学汉语（作

业纸） 

http://www.blcup.com/PInfo/index/9251 

 
 

国际汉语教学研究 2017 年第 1 期 http://www.blcup.com/PInfo/index/9319 

 
 

汉语国际教育本科专业建设研究 http://www.blcup.com/PInfo/index/9098 

 
 

新实用汉语课本（第 3 版）（土耳其

文注释）课本 1 

新实用汉语课本（第 3 版）（土耳其

文注释）综合练习册 1 

http://www.blcup.com/PInfo/index/9101 

 

http://www.blcup.com/PInfo/index/9102 

 

（下拉查看更多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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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天的故事 3（A-E） 

     

《天天的故事》为《轻松学中文》1 至 4 册的配套读本，共 4 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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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套书《轻松学中文》第三册的配套读本，共分为 5 册：《天天的故事 3A》、《天天

的故事 3B》、《天天的故事 3C》、《天天的故事 3D》、《天天的故事 3E》。 

目前已出版了《天天的故事》1-3 级，三套书，每套书各 5 册，共 15 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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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信息，请访问北语社官网和资源中心： 

《天天的故事 1A》资源：http://www.blcup.com/PInfo/index/8662 

《天天的故事 1B》资源：http://www.blcup.com/PInfo/index/8665  

《天天的故事 1C》资源：http://www.blcup.com/PInfo/index/8667  

《天天的故事 1D》资源：http://www.blcup.com/PInfo/index/8669  

《天天的故事 1E》资源：http://www.blcup.com/PInfo/index/8670  

《天天的故事 2A》资源：http://www.blcup.com/PInfo/index/8672  

《天天的故事 2B》资源：http://www.blcup.com/PInfo/index/8673  

《天天的故事 2C》资源：http://www.blcup.com/PInfo/index/8674  

《天天的故事 2D》资源：http://www.blcup.com/PInfo/index/8675  

《天天的故事 2E》资源：http://www.blcup.com/PInfo/index/86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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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水平考试模拟试题集（第 2 版） HSK 四级、五

级、六级 

 

本书根据国家汉办最新颁布的 2015 版《HSK 考试大纲》（一级至六级），在认真听

取有关专家的建议、充分研究样题及命题思路的基础上编写而成。每级分册均由 10 套笔试

模拟试题组成，试题前对该级别考试做了考试介绍，对新模式的答题方法进行了指导；试题

后附有听力文本及答案，书中听力部分配有录音，扫描书中二维码，可获取音频资源。 

目前《汉语水平考试模拟试题集》（第 2 版） 只针对 HSK 四级、五级、六级各出版

了一本。 

 

 

 

 

 



2017.4.25 更新 

 6 / 22 
 

尔雅中文：初级汉语写作教程 

《初级汉语写作教程》是为初级汉语阶段的学习者

及虽进入中级汉语阶段但并未学过汉语写作的留学生

编写的教科书。本书编写体例主要包括写作题目、写作

知识、写作例文和写作训练四部分。 

本书主要以叙述类命题作文为主，不过多讲解写作

知识及理论，只介绍最基本的写作知识；写作例文多选自学生文章，避免课堂讲解例文时耗

时太多去解释生词，也便于学生自学；写作训练练习设置从学生写作实际出发，针对性较强，

纠错练习均来自学生同题作文中的常见错误；附录有备用稿纸若干，便于学生长久保留自己

的习作，学生可在上面进行写作或粘贴自己的习作。本书既是汉语初学者学习写作入门的教

科书，也是一本注重写作实践的练习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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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松学中文（德文版）课本 6    

《轻松学中文》（德文版）系列教材为一套面向

母语为德文的青少年汉语学习者的汉语教材。 

本书为系列教材的第 6 册课本，共 5 个单元，每

个单元 3 课，分别介绍“学校”“课程”“学汉语”“去

北京”“游学”“过年”“义卖会”“挑战”“露营”“青年

人”“压力”“烦恼”“新科技”“健康”“环保”等内容。 

本册为彩色课本，内含精美的彩色插图、实用的对

话和简短的文章，使学生能用流利、准确的汉语进行简单交流。本书除附有课本录音 MP3

光盘以外，还提供了课本录音的二维码文件，学习者可以通过扫描二维码在线收听录音或将

录音文件下载到移动客户端，以满足学习者随时随地学习的需求。 

目前已出版《轻松学中文》（德文版）课本 1-5 册以及练习册 1-5 册，共 10 册书。 

 

 

 

 

更多信息，请访问北语社官网和资源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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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松学中文》（德文版）课本 1资源：

http://www.blcup.com/PInfo/index/2255 

《轻松学中文》（德文版）课本 2资源：

http://www.blcup.com/PInfo/index/1774   

《轻松学中文》（德文版）课本 3资源： 

http://www.blcup.com/PInfo/index/1544  

《轻松学中文》（德文版）课本 4资源： 

http://www.blcup.com/PInfo/index/370  

《轻松学中文》（德文版）课本 5资源：

http://www.blcup.com/PInfo/index/8806   

《轻松学中文》（德文版）练习册 1 资源： 

http://www.blcup.com/PInfo/index/2052  

《轻松学中文》（德文版）练习册 2 资源：

http://www.blcup.com/PInfo/index/1773   

《轻松学中文》（德文版）练习册 3 资源：

http://www.blcup.com/PInfo/index/1543   

《轻松学中文》（德文版）练习册 4 资源：

http://www.blcup.com/PInfo/index/369   

《轻松学中文》（德文版）练习册 5 资源：

http://www.blcup.com/PInfo/index/8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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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地理常识（中印地对照） 

《中国地理常识》是由国务院侨务办公室组织编写，

面向世界各国汉语学习者的普及型、口语化文化辅助读

物。适用于海外对中国语言和国情感兴趣的各类人士。

从中国概览、资源与环境、交通与水利、锦绣河山、中

国七大古都、魅力城市、中国的旅游胜地等方面对中国

地理状况做了全面介绍，图文并茂。可作为海外使领馆、

孔子学院或其他相关文化推广机构的常备读物。本书是印地语注释本。 

目前出版的《中国地理常识》除了中印地对照本，还有中保对照本、中荷对照本、中罗

对照本和中塞对照本。 

    

更多信息，请访问北语社官网和资源中心： 

《中国地理常识》 （中保对照）资源：

http://www.blcup.com/PInfo/index/51   

《中国地理常识》（中荷对照）资源：

http://www.blcup.com/PInfo/index/8257    

《中国地理常识》（中罗对照）资源： 

http://www.blcup.com/PInfo/index/9142   

《中国地理常识》（中塞对照）资源： 

http://www.blcup.com/PInfo/index/9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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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中的中国文化——剪纸  

《生活中的中国文化》是一套服务于汉语国际教育的

文化教材，旨在呈现生活中的中国文化，选取有代表性的

中国文化符号，对其生活表征、意义和内涵进行梳理与解

读，融文化知识、动手体验、应用实践于一体，极大程度

丰富了国际汉语文化教学。 

《生活中的中国文化——剪纸》是该套从书中的第一本，本书以剪纸艺术为载体，选

择生活中常用的剪纸主题，让学生在了解和学习剪纸艺术的同时，加强文化理解，达到技能

学习和文化学习兼备的效果。本书共 12 课，每课选取一个中国文化符号作为授课主题，每

课分导入、剪纸实践、文化内涵、知识与拓展应用四部分：“导入”以生活视角发现剪纸之

美，展现生活中的剪纸艺术与中国文化，借助剪纸这一文化形式引导学生理解中国文化精要；

“剪纸实践”注重动手实践，每一幅剪纸作品都有详细的步骤图示，帮助学生循序渐进地掌

握各类剪纸技法；“文化内涵”为课文部分，结合每课的文化符号阐释相关文化内涵，文章

参照大纲要求，遵循教学规律，语言通俗易懂，内容由浅入深，引导学生深入了解中国文化；

“知识拓展与应用”引导学生开展创意剪纸体验，开阔眼界，拓展思路，在提高对剪纸的艺

术鉴赏能力和生活应用能力的同时，收获自己的剪纸作品，激发学习的成就感和了解中国文

化的信心。 

欢迎访问本教材专区：http://www.blcup.com/CW140?id=1025  

 

 

http://www.blcup.com/CW140?id=1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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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知识与汉字教学 

本书共九章，以对外汉语汉字教学为出发点，从汉字

教学的性质观、汉字起源与演变、汉字简化整理与规范、

汉字的国际传播、汉字注音等方面进行知识性地系统梳理，

并结合汉字教学实践和学界相关研究成果，探讨汉字构型

理论在对外汉字教学中的应用，以及字形教学、汉字教学

重难点、汉字教学模式等诸多问题，为汉字的教与学提供

相关理据和例证参考。本书对汉字知识和汉字教学进行历时性的追根溯源和全景式的系统梳

理，是国际汉语教师汉字教学与研究的必备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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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子学者治学谈 

本书是“2015 年南京大学语言学高峰论坛”

的纪念文集，收录了与会的冯胜利、李亚非、沈阳

等 13位海内外语言学学者的学术论文和随笔札记。

这 13 位学者均是 1955 年生人，因此这届论坛亦

是为其庆祝甲子寿诞的峰会，故而书名为《甲子学

者治学谈》。 

书中所收论文反映了各位学者在其研究领域的突出成就，各篇随笔札记也表达了各位学

者在成长、治学过程中所思所想。编者希望以这本文集对这批甲子学者的治学之路作一小结，

同时为年轻一代语言学人提供一些有益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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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教学名家文选·吴勇毅卷 

本书从汉语国际教育学科的发展需求出发，收录了作者

关于汉语国际教育的教学理论、教学模式与教学法、学习观

念与学习策略、教材编写以及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等方面的

重要论文，为汉语国际教育的学科建设提供了思路和方向。

不仅是汉语国际教育学科方面的学术专著，也是国际汉语教

师专业发展的常备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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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老师教汉语 ·唱儿歌学汉语 

（作业纸） 

 “沈老师教汉语”是针对海外 K-3 年级的一套教学材

料，可作为教材使用，也可作为课堂教学的辅助材料。《唱

儿歌学汉语》挂图共选取 12 首儿歌。针对每一首儿歌的

教学，作者设计了 4次教学活动，每次 30—50分钟左右。

第一次学习儿歌中的词语、句型或汉字；第二次引出儿歌、

练习儿歌；第三次是深入理解和记忆儿歌；第四次阅读配套小书，并利用《作业纸》进行评

估测试。本书是《唱儿歌学汉语》的配套作业纸，提供汉字、写作等方面的练习。 

全套 12 首儿歌是：《过新年》《动物园》《学校的一天》《爱护小树苗》《红绿灯》《鸟虫

鱼》《拍手歌》《花园里》《春天在哪里》《青蛙》《看谁懂礼貌》《新年到》。目前“沈老师教汉

语”系列已出版《学儿歌练阅读》、《唱儿歌学汉语》挂图、《中文趣味涂色本（动物和植物）》、

《中文趣味涂色本（朋友和游戏）》、《沈老师教汉语 • 唱儿歌学汉语（教师版）》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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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信息，请访问北语社官网和资源中心： 

《学儿歌练阅读》资源： 

http://www.blcup.com/PInfo/index/8709  

《唱儿歌学汉语》挂图资源： 

http://www.blcup.com/PInfo/index/8710 

《中文趣味涂色本（动物和植物）》资源：

http://www.blcup.com/PInfo/index/9042 

《中文趣味涂色本（朋友和游戏）》资源：

http://www.blcup.com/PInfo/index/9044 

《沈老师教汉语 · 唱儿歌学汉语（教师版）》挂图资源：

http://www.blcup.com/PInfo/index/9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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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汉语教学研究 2017 年第 1 期 

本期作为 2017 年度第 1 期，在以下几方面具有显

著特色： 

1. 国际化特征更加突出。作者不仅来自国内，更有

多位美国、德国、日本等海外作者，来源更趋多元。研究

内容涵盖国内、海外汉语教学、二语习得，选题更加体现

国际汉语教学的特征。 

2. 选题丰富，贴近现实和引领前沿相结合。【本期话题】讨论的“汉语教学的研究方

法”问题，是当前一线教师迫切需要提高的实际问题，意义重大，但之前很少有专门探讨。

【专论】和【教学语法专栏】延续本刊倡导的教学语法研究，从不同角度持续讨论，继续推

进相关研究。【库玛语言教学讲坛】全面介绍后方法思想，这是近年来学界关注的热点话题。

此外，关于翻转课堂的行动研究、对举格式的偏误分析、自评分版的试验报告等都是切合汉

语教学实际的新的研究，极富探索和借鉴意义。 

3. 回归“杂志”本色。栏目选题丰富，覆盖汉语教学研究多个领域；形式多样，学术

沙龙、专栏连载、专论译稿、名家观点，灵活新鲜；作者层次各异，海内外学术中坚、老一

辈学者、青年新锐、在校学子汇聚一堂；讨论开放包容，直面学科研究，观点争鸣、问题反

思，深刻而务实……使得本期更加充满生气和活力。 

上述特色将是本刊在专业性和生命力方面继续努力的方向。 

本期重点栏目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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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话题】以“汉语教学的研究方法”为议题，邀请了崔永华、丁安琪、吴勇毅、

赵杨等专家结合自己研究汉语教学的经历，介绍、讨论汉语教学研究的方法问题。 

【专论】德国美因兹大学的柯彼德教授从海外研究者的视角观照汉语教学语法体系，

指出其具有厚句薄词的传统，在考察汉语词法规则、进行汉外对比统计的基础上，提出实现

汉语词法和语素教学的初步设想。 

【教学语法专栏】自 2016 年第 1 期以来连续第五期刊载。《对外汉语教学语法体系

之反思与探讨》对现行教学语法体系的诸多问题进行了反思和分析，重点探讨应当从哪几方

面着手建立新的更科学的教学语法体系。《<现代汉语八百词>虚词和语缀特点解析》延续

上一篇对《八百词》实词的讨论，以虚词和语缀为研究对象，详细分析其讲解特点，以期对

当前的汉语语法教学、语法教材编写、教学语法体系构建等发挥借鉴作用。 

【库玛语言教学讲坛】是美国著名语言教学专家库玛教授在北京大学系列讲学内容的

译稿，由刘颂浩教授主持翻译，从本期开始将连续刊载，是对库玛教授后现代教学思想的集

中介绍，希望对我们的汉语教学研究和实践产生积极的影响。 

以往出版的《国际汉语教学研究》有 2014 年第 1-4 期，2015 年第 1 期和第 3、4 期

（电子杂志），2016 年第 1-4 期。 

 



2017.4.25 更新 

 18 / 22 
 

 

 

 

更多信息，请访问北语社官网和资源中心： 

《国际汉语教学研究》2014年第 1期资源：

http://www.blcup.com/PInfo/index/4557  

《国际汉语教学研究》2014年第 2期资源：

http://www.blcup.com/PInfo/index/7892    

《国际汉语教学研究》2014年第 3期资源： 

http://www.blcup.com/PInfo/index/7893  

《国际汉语教学研究》2014年第 4期资源： 

http://www.blcup.com/PInfo/index/7894   

《国际汉语教学研究》2015年第 1期资源：

http://www.blcup.com/PInfo/index/7895    

《国际汉语教学研究》2015年第 3期资源： 

http://www.blcup.com/PInfo/index/8884  

《国际汉语教学研究》2015年第 4期资源：

http://www.blcup.com/PInfo/index/8885   

《国际汉语教学研究》2016年第 1期资源：

http://www.blcup.com/PInfo/index/9136    

《国际汉语教学研究》2016年第 2期资源：

http://www.blcup.com/PInfo/index/9138  

《国际汉语教学研究》2016年第 3期资源：

http://www.blcup.com/PInfo/index/9139  

《国际汉语教学研究》2016年第 4期资源：

http://www.blcup.com/PInfo/index/9140  

http://www.blcup.com/PInfo/index/4557
http://www.blcup.com/PInfo/index/7892
http://www.blcup.com/PInfo/index/7893
http://www.blcup.com/PInfo/index/7894
http://www.blcup.com/PInfo/index/7895
http://www.blcup.com/PInfo/index/8884
http://www.blcup.com/PInfo/index/8885
http://www.blcup.com/PInfo/index/9136
http://www.blcup.com/PInfo/index/9138
http://www.blcup.com/PInfo/index/9139
http://www.blcup.com/PInfo/index/9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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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国际教育本科专业建设研

究 

2013 年全国高校汉语国际教育/对外汉语本科

专业建设研讨会论文选 

本书由 2013 年全国高校汉语国际教育/对外汉

语本科专业建设研讨会的论文集结而成，收录论文四

十余篇，作者遍及全国各汉语国际教育本科专业重点

院校及地方院校。论文内容涉及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专业定位、发展方向、人才培养、教学

团队建设、课程体系建设、教材建设，等等。既有对该专业发展过程的回顾与反思，也有对

未来发展方向的思考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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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实用汉语课本（第 3 版）（土耳其文注释） 

课本 1 及综合练习册 1 

 

《新实用汉语课本》是为海外成人汉语学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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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本 1 为第 3 版第一册课本（土耳其文注释），包括语音预备课 2 课和正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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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合练习册 1 为第 3 版第一册课本的配套练习册

（http://www.blcup.com/PInfo/index/9144）产品，包含了丰富的语音、词汇、句型和

汉字练习及听说读写全面的技能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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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新实用汉语课本》（第 3 版）还出版了英文注释本的课本 1、综合练习册 1、同

步阅读 1 和测试题 1，共四本书。 

 

 

更多信息，请访问北语社官网和资源中心： 

《新实用汉语课本》（英文注释）课本 1资源：

http://www.blcup.com/PInfo/index/8245  

《新实用汉语课本》（英文注释）综合练习册 1资源：

http://www.blcup.com/PInfo/index/8567    

《新实用汉语课本》（英文注释）同步阅读 1资源： 

http://www.blcup.com/PInfo/index/8484   

《新实用汉语课本》（英文注释）测试题 1资源： 

http://www.blcup.com/PInfo/index/8705   

 

 

 

 

 

 

 

 

  

http://www.blcup.com/PInfo/index/8245
http://www.blcup.com/PInfo/index/8567
http://www.blcup.com/PInfo/index/8484
http://www.blcup.com/PInfo/index/8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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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教学资源可访问北语社资源中心：  

http://www.blcup.com/Res 或联系 QQ 799054089 

 

教材购买可联系北语社发行公司&海外部： 

京津冀地区—— 

孙  健 经理  电话：010—82303650 

北方区—— 

马  屹 经理  电话：010-82303591, 82300358 

南方区—— 

崔谦朔 经理  电话：010—82303648，82300268 

海外地区—— 

美洲、大洋洲、非洲 

       区域负责人：刘久畅 Alex Liu 

       邮箱：alexliu113@163.com  

       电话：+86-10-82303365  

 

日本、欧洲（除中欧国家） 

       区域负责人：蒋欣悦 Cathy Jiang 

       邮箱：cathyjiang350@163.com，786380674@qq.com 

       电话：+86-10-82303668 

 

亚洲（除韩国、日本以外） 

       区域负责人：赵帅 Joshua Zhao 

       邮箱：npmo@sina.cn 

       电话：+86-10-82300361 

 

韩国、港澳台、新加坡、中欧国家 

       区域负责人：田朋 Tian Peng 

       邮箱：275364005@qq.com  

       电话：+86-10-82303080 

 

或直接访问北语社网上书店：http://www.blcup.com/PList/ListPro  

 

同样欢迎您来梧桐书坊（北语社实体书店），读书、选书、购书、发现好书，咨询

电话：82303653/3242。 

http://www.blcup.com/Res
http://www.blcup.com/PList/ListPr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