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您期待已久的汉语教学资源平台来了！>

现在注册免费！

www.morefunchinese.com

课程　百种精选品牌互动课程、少儿读物任你选！

资源　千种教学图片、歌曲、动画、试题任你用！

工具　几大语言要素实用工具轻松解决教学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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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子书

  歌曲与舞蹈

  在线词卡

  互动游戏与练习

  动画

Cool Panda、iSuper、YCT、体验  百种精选电子课程，倾心打造精彩课堂。

  教学案例   培训资料

教学案例库、师资培训资料  真实案例实训资料，全面助力教师发展。

www.morefunchinese.com

www.morefunchines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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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题

  童谣

  文化视频

  教材配套资源

  简笔画

图片、音频、歌曲、动画、试题  千种优质教学资源，轻松解决教学难题。

  字词卡

  汉字贪吃蛇   词语翻牌

  电子书制作

练习、阅读、卡片、转换、游戏、试卷  六类实用教学工具，强力提升教学效率。

www.morefunchines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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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学汉语教学资源

 适用：符合北美社会文化环境、课堂教学环境和教学大纲，符合青少年认知规律，根据学生需求设计主题。

 全面：为北美中小学汉语教育提供一体化解决方案和教学服务，内容丰富，配套齐全。

 系统：符合汉语教学规律，兼顾话题、功能、词汇和语法，兼顾听说读写各项言语技能的训练与培养，课程体系安排合

理，教学内容编排系统。 

 丰富：包括文本、歌曲、练习、游戏、故事等多种教学资源和素材。

 真实：语料真实自然，文化点典型可信，创设自然规范的语言文化学习情境。

 有趣：融合多种教学方法，以活动为主线，活动形式灵活多样，强调“做中学、体验中学”，营造愉悦的学习氛围。

汉语｜英语

小学练习册5-封面.indd   1

2010.4.14   4:26:27 PM

小学练习册6-封面.indd   1 2010.4.14   4:27:26 PM

┃小学┃　
  1—6年级，零起点—初级

 MP3光盘∕智能白板

 共6级 

小学学生用书5-封面.indd   1

2010.4.14   4:28:06 PM

小学学生用书6-封面.indd   1

2010.4.14   4:28:40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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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chinesexp.com.cn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 Book ( 1 2 3 4 5 6 )

 Workbook ( 1 2 3 4 5 6 )

 Teacher Book ( 1 2 3 4 5 6 )

 Middle School
 Student Book ( 1A 1B 2 3 )

 Workbook ( 1A 1B 2 3 )

 Teacher Book ( 1A 1B 2 3 )

 High School
 Student Book ( 1A 1B 2 3 4 )

 Workbook ( 1A 1B 2 3 4 )

 Teacher Book ( 1A 1B 2 3 4 )

 Supplementary Materials

 Pinyin Book Pinyin Cards 

 Flash Cards Teaching Wall Charts

®

汉 
语

体
验

拼

音

课

本

Pinyin B
ook

系列教材
®体验汉语

Experiencing 
Chinese Series

● 咨询、订购、免费下载更多教学资源:

 www.chinesexp.com.cn
● 读者服务邮箱：xp@hep.com.cn
● 读者服务热线：0086-10-58581350 
 58556502

H
igher

E
ducation

P
ress

高

等

教

育

出

版

社

定价  元28.00

®

国际语言研究与发展中心 

HIGHER EDUCATION PRESS

®

国际语言研究与发展中心 

HIGHER EDUCATION PRESS

体验汉语小学学生用书1 978-7-04-022269-2 132页 体验汉语小学练习册6 978-7-04-027907-8 112页

体验汉语小学练习册1 978-7-04-022270-8 108页 体验汉语小学词语卡片1 978-7-04-023717-7 104页

体验汉语小学学生用书2 978-7-04-025859-2 128页 体验汉语小学词语卡片2 978-7-04-023718-4 120页

体验汉语小学练习册2 978-7-04-026355-8 108页 体验汉语小学词语卡片3 978-7-04-026541-5 112页

体验汉语小学学生用书3 978-7-04-026356-5 148页 体验汉语小学词语卡片4 978-7-04-027515-5 132页

体验汉语小学练习册3 978-7-04-026542-2 108页 体验汉语小学词语卡片5 978-7-04-027908-5 172页

体验汉语小学学生用书4 978-7-04-027513-1 148页 体验汉语小学词语卡片6 978-7-04-028547-5 136页

体验汉语小学练习册4 978-7-04-027514-8 108页 体验汉语小学教师用书1 978-7-04-022271-5 256页

体验汉语小学学生用书5 978-7-04-027690-9 136页 体验汉语小学教师用书2 978-7-04-025363-4 260页

体验汉语小学练习册5 978-7-04-027691-6 116页 体验汉语拼音卡片 978-7-04-023716-0 60页

体验汉语小学学生用书6 978-7-04-027906-1 136页 体验汉语拼音课本 978-7-04-025875-2 1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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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5练习册封面.indd   1 2010.4.13   5:02:50 PM

┃初中┃　
  7—9年级，零起点—初中级 

 MP3光盘∕智能白板∕网络资源 www.morefunchinese.com

 共6级

体验汉语初中学生用书1A 978-7-04-022272-2 104页 体验汉语初中学生用书2B 978-7-04-027580-3 176页

体验汉语初中练习册1A 978-7-04-022273-9 72页 体验汉语初中练习册2B 978-7-04-027581-0 76页

体验汉语初中学生用书1B 978-7-04-025042-8 124页 体验汉语初中学生用书3A 978-7-04-028572-7 180页

体验汉语初中练习册1B 978-7-04-025044-2 104页 体验汉语初中练习册3A 978-7-04-028573-4 76页

体验汉语初中学生用书2A 978-7-04-025493-8 136页 体验汉语初中学生用书3B 978-7-04-033152-3 172页

体验汉语初中练习册2A 978-7-04-025494-5 80页 体验汉语初中练习册3B 978-7-04-033153-0 76页

系列教材
®

Middle School

Experiencing Chinese Series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 Book ( 1  2  3  4  5  6 )

 Workbook ( 1  2  3  4  5  6 )

 Teacher Book ( 1  2  3  4  5  6 )

 

 Student Book ( 1A 1B 2A 2B 3A 3B )

 Workbook ( 1A 1B 2A 2B 3A 3B )

 Teacher Book ( 1A 1B 2A 2B 3A 3B )

 High School

 Student Book ( 1A 1B 2A 2B 3A 3B )

 Workbook ( 1A 1B 2A 2B 3A 3B )

 Teacher Book ( 1A 1B 2A 2B 3A 3B )

●咨询、订购、免费下载更多教学资源 :
	 www.chinesexp.com.cn

●读者服务邮箱：xp@hep.com.cn

●读者服务热线：0086-10-58581350
	 0086-10-58556502

国际语言研究与发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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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　
  10—12年级，零起点—初中级

 MP3光盘∕智能白板∕网络资源 www.morefunchinese.com

 共6级

体验汉语高中学生用书1A 978-7-04-022259-3 112页 体验汉语高中学生用书2B 978-7-04-027842-2 172页

体验汉语高中练习册1A 978-7-04-022260-9 64页 体验汉语高中练习册2B 978-7-04-027843-9 104页

体验汉语高中学生用书1B 978-7-04-025040-4 140页 体验汉语高中学生用书3A 978-7-04-028214-6 184页

体验汉语高中练习册1B 978-7-04-025041-1 112页 体验汉语高中练习册3A 978-7-04-029414-9 116页

体验汉语高中学生用书2A 978-7-04-025489-1 176页 体验汉语高中学生用书3B 978-7-04-029415-6 188页

体验汉语高中练习册2A 978-7-04-025490-7 108页 体验汉语高中练习册3B 978-7-04-030237-0 120页

高中－学生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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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白板┃
 通过智能白板（Smart Board）的互动功能，全面训练学生听说读写各项能力。

 每课内容从生词训练、课文学习、课堂活动到文化体验，应有尽有。

 大量卡通动画，模拟真实语言环境。

 丰富的互动式课堂游戏、活动，活跃课堂气氛，增加趣味性。

 互动式介绍中国文化，所学内容不再枯燥。

 软件内容与《体验汉语》教材一致，配套教材使用效果更佳。

体验汉语智能白板小学教学资源1A 978-7-89469-874-2 

体验汉语智能白板初中教学资源1A 978-7-89469-875-9

体验汉语智能白板高中教学资源1A 978-7-89469-8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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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学汉语教学资源

“图书版权输出奖励计划”奖励项目   “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立项项目

 本土化：符合泰国社会文化环境和课堂教学环境，符合泰国教师教学习惯和学生的学习风格。

 一体化：为泰国中小学汉语教育提供一体化解决方案和教学服务，内容丰富，配套齐全。

 系统性：符合汉语教学规律，课程体系安排合理，教学内容编排系统，教学形式设计精良。

 针对性：符合青少年认知规律，根据学生需求设计主题，创造真实、自然、规范的语言文化情境。

 体验式：融合多种教学理念，用活动贯穿课堂，活动形式灵活多样，强调“做中学、体验中学”，营造愉悦的学习

氛围。

汉语｜泰语

┃小学┃　
  1—6年级，零起点—初级

 MP3光盘∕网络资源 www.morefunchinese.com 

 共12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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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验汉语小学学生用书1（泰国版） 978-7-04-029556-6 68页 体验汉语小学学生用书7（泰国版） 978-7-04-032552-2 68页

体验汉语小学练习册1（泰国版） 978-7-04-029554-2 60页 体验汉语小学练习册7（泰国版） 978-7-04-032558-4 60页

体验汉语小学学生用书2（泰国版） 978-7-04-029555-9 68页 体验汉语小学学生用书8（泰国版） 978-7-04-032551-5 68页

体验汉语小学练习册2（泰国版） 978-7-04-029553-5 60页 体验汉语小学练习册8（泰国版） 978-7-04-032557-7 60页

体验汉语小学学生用书3（泰国版） 978-7-04-023057-4 68页 体验汉语小学学生用书9（泰国版） 978-7-04-032550-8 68页

体验汉语小学练习册3（泰国版） 978-7-04-030037-6 60页 体验汉语小学练习册9（泰国版） 978-7-04-032556-0 60页

体验汉语小学学生用书4（泰国版） 978-7-04-029555-9 68页 体验汉语小学学生用书10（泰国版） 978-7-04-032555-3 68页

体验汉语小学练习册4（泰国版） 978-7-04-029553-5 60页 体验汉语小学练习册10（泰国版） 978-7-04-032561-4 60页

体验汉语小学学生用书5（泰国版） 978-7-04-025289-7 68页 体验汉语小学学生用书11（泰国版） 978-7-04-032554-6 68页

体验汉语小学练习册5（泰国版） 978-7-04-025290-3 60页 体验汉语小学练习册11（泰国版） 978-7-04-032560-7 60页

体验汉语小学学生用书6（泰国版） 978-7-04-027577-3 68页 体验汉语小学学生用书12（泰国版） 978-7-04-032553-9 68页

体验汉语小学练习册6（泰国版） 978-7-04-026543-9 60页 体验汉语小学练习册12（泰国版） 978-7-04-032559-1 60页

primary studentbook 1.indd   13 2010.2.26   4:05:48 PM

情景对话，
日常交际
培养学生用汉
语交流和表达
的能力。

primary studentbook 1.indd   14 2010.2.26   4:05:55 PM

能力培养，
习惯养成
全面培养学
生听说读写
能力发展。

primary studentbook 1.indd   17 2010.2.26   4:06:11 PM

primary studentbook 1.indd   21 2010.2.26   4:06:32 PM

primary studentbook 1.indd   16 2010.2.26   4:06:07 PM

内容多元，资源丰富
包含丰富的歌曲、文化、手
工制作内容。

primary studentbook 1.indd   19 2010.2.26   4:06:22 PM

模块学习，
系统编排
按照不同语言要
素 进 行 系 统 编
排，目标清晰，
重点分明。

primary studentbook 1.indd   8 2010.2.26   4:05:15 PM

primary studentbook 1.indd   18 2010.2.26   4:06:17 PM

互动练习，课堂游戏
包含不同类型的练习、活动与游戏，
动静结合，方法多样。

primary studentbook 1.indd   9 2010.2.26   4:05:22 PM

primary studentbook 1.indd   11 2010.2.26   4:05:37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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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验汉语初中学生用书1（泰国版） 978-7-04-029552-8 104页

体验汉语初中练习册1（泰国版） 978-7-04-029550-4 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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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话
以对话为主，培养学
生的实际交际能力。

体验中国
注重中泰文化对比，
为学生的跨文化沟通
打下基础。

学习目标
列举学生将要学习的内
容，帮助教师明确教学
目标。

热身
从泰国初中生熟悉的内
容开始，通过讨论引导
学生进入主题。

活动
活动形式灵活多样，注重提高学生听
说读写各项能力。

你最喜欢下面的什么动物？除了这些动物，还有没有你喜欢的？

เธอชอบสัตว์อะไรดังต่อไปนี้มากที่สุด  นอกจากสัตว์ดังต่อไปนี้แล้ว  ยังมีสัตว์ชนิดอื่นที่เธอชอบอีกไหม

老虎 lAohL 熊猫 xiYngmQo 马 mA 大象 dSxiSng

猫 mQo狗 gGu

我喜欢大象  

学习目标 

จุดประสงค์การเรียนรู้

●	 学会表达喜爱的感情

	 สามารถแสดงความรู้สึกชื่นชอบ

●	 学会表达各种动物的名称

	 สามารถบอกช่ือสัตว์ชนิดต่างๆ

4

考拉 kAolQ海豚 hAitPn

热  身อุ่นเครื่อง

ฉันชอบช้าง

49

4.indd   49 2011.1.30   12:43:04 PM

你的家人和邻居都养了哪些宠
物？他们的宠物叫什么名字，把你的
观察结果告诉大家。

ครอบครัวและเพื่อนบ้านเธอเลี้ยงสัตว์อะไร

บ้าง สัตว์เหล่านั้นชื่ออะไร  เธอช่วยบอกผลสำรวจ

ของเธอให้เพื่อนๆ ซิ

鼠  shL
1984, 1996 

牛  niP
1985, 1997

虎  hL
1986, 1998

兔  tM
1987, 1999

龙  lYng
1988, 2000

蛇  shR
1989, 2001

马  mA
1990, 2002 

羊  yWng
1991, 2003

猴  hYu
1992, 2004

鸡  jU
1993, 2005 

狗  gGu
1994, 2006 

猪  zhO
1995, 2007 

	 	 你是哪一年出生的？在中国的生肖里，你
属什么，和泰国的一样吗？

  เธอเกิดปีใด  ใน 12 นักษัตรของจีน  เธอเกิดปีอะไร เหมือน
กับของประเทศไทยไหม

下面是中国的12生肖。 

12 นักษัตรของจีน 

汉语社区ชุมชนภาษาจีน

体验中国สัมผัสเมืองจีน

56

4.indd   56 2011.1.30   12:43:49 PM

 

1 听录音，连线。
 ฟังแล้วโยงเส้นจับคู่

1 仿照例句，问一问你的同学，他们喜欢什么动物？

 ถามเพื่อนๆ ของเธอตามประโยคตัวอย่างว่า  ชอบสัตว์อะไรบ้าง 

 
	 A: 你 喜欢   什么   动物？

 NJ xJhuan shRnme dHngwu?

B: 我  喜欢  狗。

 WG xJhuan gGu.

A: 我 也 喜欢  狗。

 WG yD xJhuan gGu.

鱼
yP

大象
dSxiSng

猫
mQo

熊猫
xiYngmQo

听一听กิจกรรมการฟัง

说一说กิจกรรมการพูด

52

4.indd   52 2011.1.30   12:43:26 PM

他   喜欢    大象。
TQ  xJhuan  dSxiSng.

我  也  喜欢    大象。
WG  yD xJhuan dSxiSng. 1

2

她  喜欢    狗。
TQ  xJhuan  gGu.

我  也   喜欢   狗。
WG  yD  xJhuan  gGu.

3我  也  喜欢  鱼。
WG  yD xJhuan  yP.

它  喜欢   鱼。
TQ  xJhuan  yP.

会  话บทสนทนา

他 tQ  喜欢 xJhuan  大象 dSxiSng  也 yD 她 tQ  狗 gGu

  เขา (ผู้ชาย)       ชอบ                                ช้าง ก็                    เขา (ผู้หญิง)              สุนัข 

它 tQ  鱼 yP  动物 dHngwu  猫  mQo  吗 ma

 มัน (สรรพนาม)               ปลา                สัตว์                                แมว                    ไหม (คำถาม)คำศัพท์
词语

50

4.indd   50 2011.1.30   12:43:14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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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　
  10—12年级，零起点—初中级

 MP3光盘∕网络资源 www.morefunchinese.com 

 共6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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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目标
列举学生将要学习的内容，
帮助教师明确教学目标。

บ้านของฉัน

wG        de         jiQ

在本课，你应学会：	 1. 询问并表达物品的方位；

 2. 句型：⋯⋯在哪儿？

ในบทนี้ นักเรียนจะได้เรียนรู้เกี่ยวกับ

 1.  การถามและบอกที่ตั้งสิ่งของ

 2.  รูปประโยค ⋯⋯在哪儿

           จุดประสงค์การเรียนรู้

บทที่

6

u6.indd   65 2011.1.30   2:40:08 PM

67

บทที่ 6  บ้านของฉัน

	 孙		丽：	 	妈妈，我		的				汉语			书			在		哪儿？
 SOn LK：	 MQma,  wG  de   HSnyL  shO   zSi   nAr? 

	 妈妈：	 在			沙发				旁边。
 mQma：	 ZSi  shQfQ  pWngbiQn.

	 孙		丽：	 我			的				钥匙			在		哪儿？
 SOn LK：	 WG   de   ySoshi   zSi    nAr?

	 妈妈：	 在		椅子			下面。
 mQma：	 ZSi   yJzi    xiSmian.

	 孙		丽：	 我		的			钱包			在		哪儿？
 SOn LK：	 WG de qiWnbQo zSi   nAr?

	 妈妈：	 在			桌子				上面。
 mQma：	 ZSi  zhuTzi shSngmian.

	 孙		丽：	 我		的				眼镜		在		哪儿？
 SOn LK：	 WG de  yAnjKng zSi   nAr?

	 妈妈：	 在		你		的		鼻子				上面。
 mQma：	 ZSi   nJ de    bIzi   shSngmian.

	
听录音，然后与同伴一起练习下列对话。

ฟังแล้วฝึกพูดบทสนทนากับเพื่อน

在	 zSi อยู่

哪儿	 nAr ที่ไหน

沙发	 shQfQ โซฟา

旁边	 pWngbiQn  ข้างๆ

钥匙	 ySoshi กุญแจ

椅子	 yJzi เก้าอี้

下面	 xiSmian ข้างล่าง

钱包	 qiWnbQo กระเป๋าเงิน

桌子	 zhuTzi โต๊ะ

上面	 shSngmian ข้างบน

眼镜	 yAnjKng แว่นตา

鼻子	 bIzi จมูก

   生 词

  คำศัพท์ใหม่

การแสดงออ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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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课 我 的  家6 

66

อุ่นเครื่อง

1）书在桌子______________。

2）铅笔在铅笔盒__________。

3）钥匙在桌子____________。

4）灯在书柜______________。

桌子
zhuTzi

椅子
yJzi

	书柜
shOguK

		灯
dEng

	沙发
shQfQ

上面
shSngmian

里面
lJmian

下面
 xiSmian

旁边
pWngbiQn

1. 听录音，跟读下列词语。

	 ฟังแล้วอ่านตาม

2. 听录音，跟读下列词语，

	 然后看图完成句子。

	 ฟังและอ่านตาม แล้วเติมคำลงในช่องว่างตามรูปภาพ

        ข้างบน        ข้างใน

        ข้างๆ       ข้างล่าง

床
chuWng

u6.indd   66 2011.1.30   2:40:15 PM

热身
从泰国高中生熟悉的内容开
始，通过讨论引导学生进入
主题。

表达
紧密贴近泰国真实生活，关
注中泰不同文化背景，让学
生在真实语境中学习汉语。

扩展
扩展词汇和句型，为语言点
补充相关信息。

练习和活动
通过各种练习和活动，培
养学生汉语听说读写各项
能力。

第    课 我 的  家6 

68

两人活动。将下列词语连成句子，并仿照句子，根据实际情况与同伴对话。

กิจกรรมคู่  : เรียงคำต่อไปนี้ให้เป็นประโยคที่ถูกต้อง  แล้วใช้ประโยคเหล่านี้สนทนากับเพื่อน

1.	 的	 桌子	 铅笔	 下面	 王丽	 在

2.	 哪儿	 在	 我	 手机	 的

3.	 上面	 你	 钱包	 椅子	 在	 	 的

4.	 沙发	 书	 旁边	 在	 汉语

阅读下面三段话，然后将其与相应的图片连线。

อ่านแล้วโยงเส้นจับคู่รูปภาพกับบทสนทนาให้ถูกต้อง

房间
fWngjiQn

ห้อง

灯
dEng

โคมไฟ, ไฟ

左边
zuGbian

ด้านซ้าย

1.	这		是			孙		丽		的			房间。			桌子
 ZhF shK  SOn  LK   de fWngjiQn.   ZhuTzi

 在			沙发					右边，			灯		 在		沙发
	 zSi   shQfQ   yHubian, dEng zSi  shQfQ

	 		左边。
				zuGbian.

2.	这		是		我		的			房间。					床			 	在		
			 ZhF shK wG  de fWngjiQn. ChuWng zSi

 沙发				左边，		桌子			在			沙发
	 shQfQ		zuGbian,  zhuTzi   zSi   shQfQ

   右边。
	 yHubian.

3.	这		是				巴差			的			房间。	椅子
	 ZhF shK  BQchQi  de  fWngjiQn.   YJzi

 在			沙发				左边，		书柜			 在		
     zSi   shQfQ   zuGbian,  shOguK   zSi

				沙发				右边。
	 shQfQ	 yHubian.

床
chuWng

  เตียง

แบบฝึกหัดเสริม

扩展词汇

คำศัพท์เพิ่มเติม

书柜
shOguK
  ตู้หนังสือ

右边
yHubian

ด้านขวา

u6.indd   68 2011.1.30   2:40:29 PM

69

บทที่ 6  บ้านของฉัน

69

两人活动。画一张你房间的图片，然后向你的同伴简要介绍一下。

กิจกรรมคู่: วาดรูปห้องของตัวเอง  แล้วบรรยายให้เพื่อนฟังอย่างย่อๆ

例：这是我的房间。_______	在	_______	左边/右边/旁边。

	 	______	在	______	上面/下面。

听录音，跟读下列拼音。

ฟังแล้วอ่านตาม

z Qo	 Wo Ao	 So

uU   (uI) uJ	 uK

s Qo  (Wo) Ao	 So

uU uI uJ	 uK

c Qo	 Wo Ao	 So

uU   (uI) uJ	 uK

การฟัง

u6.indd   69 2011.1.30   2:40:35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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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学汉语教学资源

汉语｜英语

 

  K—5年级，零起点/初级

 网络资源 www.morefunchinese.com

 共6级：K级：4册词卡书；第1级：40册教学大书，40册学生读物；第2级：40册学生读物；第3

级：20册学生读物（陆续开发）

  APP: WaWaYaYa, Overdrive

 本土开发：中美教学机构联合研发，为英语国家少儿汉语学习者精心打造。

 资源丰富：文字、故事、练习、歌曲、舞蹈、小制作、动画等各类学习资源一应俱全。

 理念先进：融入故事教学法、TPR教学法、CLIL等多种有效教学方法，全面开发少儿多元智能。

 科学分级：遵循少儿学习者认知、语言和阅读能力发展水平，将难度分为1—6级，科学编排，系统设计。

 配套齐全：配套强大的内容学习资源平台，具备学习、练习、游戏、课堂管理功能。

Cool Panda 少儿汉语教学资源·1级·动物

我们爱跳舞（教学大书） 978-7-04-040816-4 16页 这是鸟（教学大书） 978-7-04-040815-7 16页

这是谁的家？（教学大书） 978-7-04-040826-3 16页 你是谁？（教学大书） 978-7-04-040825-6 24页

动物（学生读物，共4册） 978-7-04-040827-0  

Cool Panda 少儿汉语教学资源·K级（词卡书）

鱼的颜色 978-7-04-050977-9 8页 宠物医院 978-7-04-050975-5 8页

全家福 978-7-04-050976-2 8页 水果沙拉 978-7-04-051059-1 8页

Cool Panda 编写组 编著

┃第1级 Level 1┃

┃K级 Level K┃

颜色
Colors

K

鱼的颜色

01-Cool Panda 少儿汉语教学资源-词卡书-鱼的颜色（封一、封二，内文P1-6页，封三、封四）一改pr1_李新.indd   1

2018/12/25   9:31:53

家庭
Family

全家福

K

02-Cool Panda 少儿汉语教学资源-词卡书-全家福（封一、封二，内文P1-6页，封三、封四）一改pr1_李新.indd   1

2018/12/25   9:32:25

水果
Fruits

K

04-Cool Panda 少儿汉语教学资源-词卡书-水果沙拉（封一、封二，内文P1-6页，封三、封四）一改pr1_李新.indd   1
2018/12/25   9:3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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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ol Panda 少儿汉语教学资源·1级·家庭与服饰

捉迷藏（教学大书） 978-7-04-044084-3 20页 我来帮你吧！（教学大书） 978-7-04-044105-5 20页

你喜欢哪个？（教学大书） 978-7-04-044104-8 16页 风来了（教学大书） 978-7-04-044120-8 16页

家庭与服饰（学生读物，共4册） 978-7-04-042885-8  

Cool Panda 少儿汉语教学资源·1级·中国文化

十二生肖（教学大书） 978-7-04-044046-1 16页 北京欢迎你（教学大书） 978-7-04-044043-0 16页

哪个是中国的？（教学大书） 978-7-04-044045-4 20页 酷熊猫（教学大书） 978-7-04-044044-7 16页

中国文化（学生读物，共4册） 978-7-04-042301-3  

Cool Panda 少儿汉语教学资源·1级·水果与食物

嘿！斑马！（教学大书） 978-7-04-044106-2 16页 贪吃的小鸟（教学大书） 978-7-04-044123-9 20页

我的果园（教学大书） 978-7-04-044121-5 16页 这是什么？（教学大书） 978-7-04-044107-9 16页

水果与食物（学生读物，共4册） 978-7-04-043568-9  

Cool Panda 少儿汉语教学资源·1级·数字与颜色

小鸭过马路（教学大书） 978-7-04-041237-6 20页 喜欢气球的小猪（教学大书） 978-7-04-041230-7 24页

彩色的地球（教学大书） 978-7-04-041238-3 20页 五颜六色（教学大书） 978-7-04-041231-4 20页

数字与颜色（学生读物，共4册） 978-7-04-0412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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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ol Panda 少儿汉语教学资源·1级·身体部位与动作

有趣的汉语课（教学大书） 978-7-04-044441-4 16页 好朋友（教学大书） 978-7-04-044438-4 16页

鸟会飞（教学大书） 978-7-04-044439-1 16页 雪人，对不起（教学大书） 978-7-04-044440-7 16页

身体部位与动作（学生读物，共4册） 978-7-04-043873-4  

Cool Panda 少儿汉语教学资源·1级·天气、季节与大自然

你好！北极熊（教学大书） 978-7-04-044442-1 16页 向日葵（教学大书） 978-7-04-044444-5 20页

一滴水的旅行（教学大书） 978-7-04-044445-2 16页 去露营啦！（教学大书） 978-7-04-044443-8 16页

天气、季节与大自然（学生读物，共4册） 978-7-04-043969-4  

Cool Panda 少儿汉语教学资源·1级·形状、性状与方位

有趣的形状（教学大书） 978-7-04-044452-0 16页 比一比（教学大书） 978-7-04-044450-6 16页

愉快的周末（教学大书） 978-7-04-044453-7 16页 圣诞礼物（教学大书） 978-7-04-044451-3 16页

形状、性状与方位（学生读物，共4册） 978-7-04-044166-6  

Cool Panda 少儿汉语教学资源·1级·星期、日期、时间

神奇的钟（教学大书） 978-7-04-044448-3 16页 有趣的客人（教学大书）   978-7-04-044446-9 20页

我的运气真好（教学大书） 978-7-04-044447-6 16页 小蝌蚪长大了（教学大书） 978-7-04-044449-0 16页

星期、日期、时间（学生读物，共4册） 978-7-04-0444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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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ol Panda 少儿汉语教学资源·1级·家居与日常生活

我的房间（教学大书） 978-7-04-044433-9 20页 小猫和阳光（教学大书） 978-7-04-044434-6 16页

美好的一天（教学大书） 978-7-04-044435-3 16页 妮妮的早晨（教学大书） 978-7-04-044436-0 16页

家居与日常生活（学生读物，共4册） 978-7-04-044428-5  

┃第2级 Level 2┃

Cool Panda 少儿汉语教学资源·2级·动物　978-7-04-046390-3

这是谁的蛋？ 28页 鲨鱼来了！ 20页

谁会捉迷藏？ 24页 大家一起来！ 20页

Cool Panda 少儿汉语教学资源·2级·中国文化　978-7-04-045814-5

春节 20页 美猴王 20页

中国美食节 20页 魔术师的大手帕 24页

Cool Panda 少儿汉语教学资源·2级·科学　978-7-04-046767-3

闹房子，静房子 28页 它有牙齿么？ 20页

我长大了 20页 物品与材料 20页

谁会捉迷藏-封面封底封二三.indd   3 16/9/13   10:11

這是誰的蛋？-封面封底封二三.indd   3

16/9/13   10:11

鯊魚來了！-封面封底封二三.indd   3

16/9/13   10:13

大家
一起来！

大家一起来！-封面封底封二三.indd   3

16/9/13   10:12

http://2d.hep.cn/458141/80086-10-58581350

xp@hep.com.cn

www.morefunchinese.com

www. hepmall.com.cn

www.chinesexp.com.cn

● 学校 School 

● 职业 Occupations

● 地点 Places

● 家居 House & Home

● 国家与城市 Countries & Cities 

● 交通 Transportation

● 运动 Sports

● 爱好 Hobbies 

● 节日 Festivals 

● 大自然 Nature

● 身体感觉 Feelings & Sickness

● 情感与情绪 Emotions

● 日常活动 Daily Routines 

● 旅行 Traveling

● 科学 Science

● 社会 Society

● 中国文化 Chinese Culture

● 数字 Numbers

● 颜色 Colors

● 动物 Animals

● 家庭 Family

● 服饰 Clothes

● 水果 Fruits 

● 身体部位 Body Parts

● 星期与日期 Calendar

● 动作 Actions

● 方位 Positions & Directions 

● 时间 Time

● 天气与季节 Weather & Seasons

● 形状与性状 Shapes & Properties

● 货币与购物 Money & Shopping

● 食物 Food & Drinks

● 自我介绍 Self Introduction

● 朋友与邻居 Friends & Neighbors ● 中国文化 Chinese Culture

● 动作 Actions

Scan the QR Code or login link 

below for the recordings

扫描二维码或登录其下方链接，获取配套录音

春节-封面封底封二三.indd   2-3

16/9/26   14:18 http://2d.hep.cn/458142/80086-10-58581350

xp@hep.com.cn

www.morefunchinese.com

www. hepmall.com.cn

www.chinesexp.com.cn

● 学校 School 

● 职业 Occupations

● 地点 Places

● 家居 House & Home

● 国家与城市 Countries & Cities 

● 交通 Transportation

● 运动 Sports

● 爱好 Hobbies 

● 节日 Festivals 

● 大自然 Nature

● 身体感觉 Feelings & Sickness

● 情感与情绪 Emotions

● 日常活动 Daily Routines 

● 旅行 Traveling

● 科学 Science

● 社会 Society

● 中国文化 Chinese Culture

● 数字 Numbers

● 颜色 Colors

● 动物 Animals

● 家庭 Family

● 服饰 Clothes

● 水果 Fruits 

● 身体部位 Body Parts

● 星期与日期 Calendar

● 动作 Actions

● 方位 Positions & Directions 

● 时间 Time

● 天气与季节 Weather & Seasons

● 形状与性状 Shapes & Properties

● 货币与购物 Money & Shopping

● 食物 Food & Drinks

● 自我介绍 Self Introduction

● 朋友与邻居 Friends & Neighbors

● 动物 Animals

● 中国文化 Chinese Culture

Scan the QR Code or login link 

below for the recordings

扫描二维码或登录其下方链接，获取配套录音

美猴王-封面封底封二三.indd   2-3

16/9/27   11:02

● 学校 School 

● 职业 Occupations
● 地点 Places

● 家居 House & Home
● 国家与城市 Countries & Cities 
● 交通 Transportation
● 运动 Sports

● 爱好 Hobbies 

● 节日 Festivals 

● 大自然 Nature

● 身体感觉 Feelings & Sickness
● 情感与情绪 Emotions
● 日常活动 Daily Routines 
● 旅行 Traveling

● 科学 Science

● 社会 Society

● 中国文化 Chinese Culture

● 数字 Numbers

● 颜色 Colors

● 动物 Animals

● 家庭 Family

● 服饰 Clothes

● 水果 Fruits 

● 身体部位 Body Parts
● 星期与日期 Calendar
● 动作 Actions

● 方位 Positions & Directions 
● 时间 Time

● 天气与季节 Weather & Seasons
● 形状与性状 Shapes & Properties
● 货币与购物 Money & Shopping
● 食物 Food & Drinks
● 自我介绍 Self Introduction
● 朋友与邻居 Friends & Neighbors ● 中国文化 Chinese Culture

● 食物 Food & Drinks

Scan the QR Code or login link below for the recordings扫描二维码或登录其下方链接，获取配套录音

http://2d.hep.cn/45814/8

0086-10-58581350

xp@hep.com.cn

www.morefunchinese.comwww. hepmall.com.cn
www.chinesexp.com.cn

美食节-封面封底封二三.indd   2-3

16/9/26   14:18

● 学校 School 

● 职业 Occupations
● 地点 Places

● 家居 House & Home
● 国家与城市 Countries & Cities 
● 交通 Transportation
● 运动 Sports

● 爱好 Hobbies 

● 节日 Festivals 

● 大自然 Nature

● 身体感觉 Feelings & Sickness
● 情感与情绪 Emotions
● 日常活动 Daily Routines 
● 旅行 Traveling

● 科学 Science

● 社会 Society

● 中国文化 Chinese Culture

● 数字 Numbers

● 颜色 Colors

● 动物 Animals

● 家庭 Family

● 服饰 Clothes

● 水果 Fruits 

● 身体部位 Body Parts
● 星期与日期 Calendar
● 动作 Actions

● 方位 Positions & Directions 
● 时间 Time

● 天气与季节 Weather & Seasons
● 形状与性状 Shapes & Properties
● 货币与购物 Money & Shopping
● 食物 Food & Drinks
● 自我介绍 Self Introduction
● 朋友与邻居 Friends & Neighbors ● 中国文化 Chinese Culture

● 形状与性状 Shapes & Properties

http://2d.hep.cn/458143/8

0086-10-58581350

xp@hep.com.cn

www.morefunchinese.comwww. hepmall.com.cn
www.chinesexp.com.cn

Scan the QR Code or login link below for the recordings扫描二维码或登录其下方链接，获取配套录音

魔术师的大手帕-封面封底封二三.indd   2-3

16/9/27   1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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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ol Panda 少儿汉语教学资源·2级·家庭生活　978-7-04-050971-7

今天穿什么？ 21页 我的全家福 17页

祝你生日快乐 25页 你属龙吗？ 25页

Cool Panda 少儿汉语教学资源·2级·我自己　978-7-04-046768-0

自我介绍 20页 我会帮忙了 16页

一、二、三，茄子！ 20页 小木偶 20页

Cool Panda 少儿汉语教学资源·2级·社区生活　978-7-04-050715-7

帽子是谁的？ 24页 你在哪儿工作？ 21页

小狗在哪里？ 24页 一天 22页

Chinese Teaching Resources
for Young Learners

家庭生活
Family Life

我的全家福

07-Cool Panda少儿汉语教学资源-家庭生活-我的全家福-封面+封二-初排_李新.indd   3 2018/12/21   16:13:44

少儿汉语教学资源
Chinese Teaching Resources

for Young Learners
社区生活
Community Life

2

你在哪儿工作？

05-Cool Panda 少儿汉语教学资源-社区生活-你在哪儿工作-封面+封二-二改_斯雯.indd   3 2018/10/29   16:22:21

Chinese Teaching Resources

for Young Learners

家庭生活
Family Life

今天穿什么？

01-Cool Panda少儿汉语教学资源-家庭生活-今天穿什么-封面+封二-一改_博文.indd   3

2019/1/31   16:23:06

少儿汉语教学资源

Chinese Teaching Resources

for Young Learners

帽子是谁的？

社区生活

Community Life

2

03-Cool Panda 少儿汉语教学资源-社区生活-帽子是谁的-封面+封二-三改_博文.indd   3

2019/1/29   9:55:05

Chinese Teaching Resourcesfor Young Learners

家庭生活
Home Life

祝你生日快乐！

05-Cool Panda少儿汉语教学资源-家庭生活-祝你生日快乐-封面+封二-一改_博文.indd   3

2019/1/31   16:23:42

少儿汉语教学资源Chinese Teaching Resourcesfor Young Learners

社区生活
Community Life

2

小狗在哪里？

07-Cool Panda 少儿汉语教学资源-社区生活-小狗在哪里-封面+封二-二改_斯雯.indd   3

2018/10/29   16:39:20

Chinese Teaching Resources
for Young Learners

家庭生活
Family Life

你属龙吗？

03-Cool Panda少儿汉语教学资源-家庭生活-你属龙吗？-封面+封二-初排_斯雯.indd   3
2018/12/7   17:19:59

少儿汉语教学资源
Chinese Teaching Resources

for Young Learners

社区生活
Community Life

2

01-Cool Panda 少儿汉语教学资源-社区生活-一天-封面+封二-二改_斯雯.indd   3

2018/10/29   17:00:47

Cool Panda 少儿汉语教学资源·2级·出行　978-7-04-047173-1

过去和现在 20页 中国城在哪儿？ 20页

魔法旅行 28页 这是谁的包？ 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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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级 Level 3┃

Cool Panda 少儿汉语教学资源·3级·文化　978-7-04-049027-5

奇妙的建筑  22页 今天是个什么日子？ 22页

中国舞比赛 24页 最 20页

Cool Panda 少儿汉语教学资源·2级·学校生活　978-7-04-050716-4

我的文具盒 21页 小鹦鹉学汉语 25页

有趣的运动 25页 有一双大脚真好 25页

Cool Panda 少儿汉语教学资源·2级·我认识的人　978-7-04-050899-4

猜猜她是谁 21页 你喜欢做什么？ 25页

我们是双胞胎 21页 我有一个朋友 25页

Chinese Teaching Resources
for Young Learners

我认识的人
The People I Know

2

01-Cool Panda少儿汉语教学资源-我认识的人-你喜欢做什么-封面+封二-一改_李艳.indd   3 2018/11/29   14:36:35

Chinese Teaching Resources

for Young Learners

猜猜她是谁

我认识的人

The People I Know

2

05-Cool Panda少儿汉语教学资源-我认识的人-猜猜她是谁-封面+封二-一改_李艳.indd   3

2018/11/29   15:21:45

Chinese Teaching Resources
for Young Learners

我有一个好朋友

我认识的人
The People I Know

2

07-Cool Panda少儿汉语教学资源-我认识的人-我有一个好朋友-封面+封二-一改_李艳.indd   3
2019/1/29   17:05:04

少儿汉语教学资源

Chinese Teaching Resources
for Young Learners

学校生活
School Life

2

My

Case
我的文具盒

Pencil

03-Cool Panda少儿汉语教学资源-学校生活-我的文具盒-封面+封二-二改_斯雯.indd   3

2018/10/25   10:45:23

少儿汉语教学资源

Chinese Teaching Resources

for Young Learners

学校生活

School Life

2

小鹦鹉学汉语

ParrotThe

Learns Chinese

07-Cool Panda少儿汉语教学资源-学校生活-小鹦鹉学汉语-封面+封二-二改_斯雯.indd   3

2018/10/25   14:46:08

少儿汉语教学资源Chinese Teaching Resourcesfor Young Learners

学校生活
School Life

2

有趣的运动

05-Cool Panda少儿汉语教学资源-学校生活-有趣的运动-封面+封二-二改_斯雯.indd   3

2018/10/25   10:45:42

少儿汉语教学资源Chinese Teaching Resourcesfor Young Learners

学校生活
School Life

2

有一双大脚真好！

01-Cool Panda少儿汉语教学资源-学校生活-有一双大脚真好-封面+封二-二改_斯雯.indd   3

2018/10/25   10:45:18

Cool Panda 少儿汉语教学资源·2级·重要的日子　978-7-04-050970-0

植树节 24页 今天是我的生日 20页

重要的节日 25页 开学第一天 24页

Chinese Teaching Resources

for Young Learners

重要的日子

今天是我的生日

Important Dates

2

05-Cool Panda少儿汉语教学资源-重要的日子-今天是我生日-封面+封二-初排pr2_东明.indd   3

2018/12/27   20:32:41

Chinese Teaching Resources
for Young Learners

重要的日子
Important Dates

2

植树节

01-Cool Panda少儿汉语教学资源-重要的日子-植树节-封面+封二-初排_李艳.indd   3 2018/12/17   18:49:27

Chinese Teaching Resources
for Young Learners

重要的日子
Important Dates

2

07-Cool Panda少儿汉语教学资源-重要的日子-重要的节日-封面+封二-一改_博文.indd   3 2019/2/1   13:43:15

Chinese Teaching Resources
for Young Learners

重要的日子
Important Dates

2

03-Cool Panda少儿汉语教学资源-重要的日子-开学第一天-封面+封二-初排_李艳.indd   3
2018/12/17   18:5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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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你是哪国人？  NI SHI NA GUO REN

Cool panda 编写组

少儿汉语教学资源
Chinese Teaching Resources for Young Learners

0086-10-58581350

xp@hep.com.cn

www.morefunchinese.com

可在各大网上书店购买

Log in to “MoreFunCHINESE” and 

get the Cool Panda electronic books, 

cartoons and other resources.

登录“魔方汉语网”获取Cool Panda

配套电子书、动画等资源。

http://2d.hep.cn/49027/8

Scan the QR Code or log in to the 

link below for the recordings

扫描二维码或登录其下方链接，

获取配套录音

少儿汉语教学资源

学校生活

Chinese Teaching Resources
for Young Learners

3

00000

1

2

3
级

4

5

● 文化 Culture

● 动物 Animals

● 数字 Numbers

● 运动和爱好 Sportsand Hobbies

● 身体感觉和情绪 Feelingsand Emotions

● 交通与出行 Transportation and Travel

● 学校生活 SchoolLife

● 社区生活 CommunityLife

● 休闲活动 LeisureActivities

● 重要的日子 ImportantDates

● 你是哪国人？
     Which Country Are You From?

● 我的教室
My Classroom

● 我是大侦探
I'm a Detective

● 探秘百宝箱
How Much Is This?

Cool Panda
Cool Panda School Life

封面.indd   1

2020/3/11   15:00

WhichWhich

 Are You  from?Country

 Are You  from?Country

Cool Panda 少儿汉语教学资源·3级·动物　978-7-04-053714-7

宠物店 24页 海底漫游 29页

蚕宝宝长大了 28页 丢失的项链 21页

Cool Panda 少儿汉语教学资源·3级·学校生活  

你是哪国人？ 21页 探秘百宝箱 25页

我是大侦探 21页 我的教室 25页

Cool Panda 少儿汉语教学资源·3级·数字　978-7-04-053715-4

爸爸的一天 25页 蛋糕的主人 25页

幸福中餐馆 20页 这个多少钱？ 24页

Cool Panda 少儿汉语教学资源·3级·运动与爱好　978-7-04-053713-0

冰雪运动 21页 老照片 25页

谁是第一名？ 25页 中国人喜欢看乒乓球比赛 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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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故事
图文并茂，内容突出。

精彩故事
图文并茂，内容突出。

开心儿歌
曲风多元，活泼有趣。

趣味游戏
学以致用，开发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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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动画

唱一唱

练一练

更多立体资源，尽在www.morefunchinese.com

跳一跳

学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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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学汉语教学资源

地球科学·树

这是一棵树

树的种类

一棵苹果树

树木很重要

物理科学·纺织材料

物品各有不同

纺织材料

做纺织品

纺织材料和水

生命科学·鱼

鱼的构造

鱼的生活

金鱼的生活

鱼和鱼群

地球科学
Earth & Space

主编

树4-封面-2.indd   1

16/2/29   下午2:53

地球科学·树
这是一棵树

树的种类

一棵苹果树
树木很重要
物理科学·纺织材料

物品各有不同
纺织材料

做纺织品

纺织材料和水
生命科学·鱼

鱼的构造

鱼的生活

金鱼的生活
鱼和鱼群

地球科学
Earth & Space

主编

树3-封面-2.indd   1

16/2/29   下午2:02

汉语

  K—5年级，沉浸式，科学，初级

 网络资源 www.morefunchinese.com

 共6级；1级共3个主题，每个主题4册

  APP: WaWaYaYa

 配套齐全，包含学生用书和教师指南。

 主题为纲，符合科学课程教学实际。

 贴近生活，选取学生最感兴趣话题。

 科学准确，符合FOSS教学大纲要求。

 生动细致，贴近北美少儿审美趣味。

 分级编排，遵循认知能力发展模式。

 突出教学，语言与知识水平同步提升。

 注重实践，互动实验贯穿学习始终。

 配套齐全，带动多元课堂教学模式。

Marisa Fang（林宛芊）【美】 Zhining Chin（秦志宁）【美】 主编

地球科学·树

这是一棵树

树的种类

一棵苹果树

树木很重要

物理科学·纺织材料

物品各有不同

纺织材料

做纺织品

纺织材料和水

生命科学·鱼

鱼的构造

鱼的生活

金鱼的生活

鱼和鱼群

地球科学
Earth & Space

主编

树1-封面-2.indd   1 16/2/29   下午1:58

地球科学·树

这是一棵树

树的种类

一棵苹果树

树木很重要

物理科学·纺织材料

物品各有不同

纺织材料

做纺织品

纺织材料和水

生命科学·鱼

鱼的构造

鱼的生活

金鱼的生活

鱼和鱼群

地球科学
Earth & Space

主编

树2-封面-2.indd   1

16/2/29   上午9:13

iSuper中文小博士·1级·地球科学·树 978-7-04-044873-3

这是一棵树 16页 树的种类 12页

一棵苹果树 16页 树木很重要 12页

iSuper中文小博士·1级·地球科学·树·教师指南 978-7-04-048720-6 85页

┃第1级 Level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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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uper中文小博士·1级·物理科学·纺织材料 978-7-04-044879-5

物品各有不同 20页 纺织材料 12页

做纺织品 12页 纺织材料和水 16页

iSuper中文小博士·1级·物理科学·纺织材料·教师指南 978-7-04-048697-1 55页

iSuper中文小博士·1级·生命科学·鱼 978-7-04-044884-9

鱼的构造 12页 鱼的生活 12页

金鱼的生活 16页 鱼和鱼群 16页

iSuper中文小博士·1级·生命科学·鱼·教师指南 978-7-04-048698-8 60页

地球科学·树

这是一棵树

树的种类

一棵苹果树

树木很重要

物理科学·纺织材料
物品各有不同

纺织材料

做纺织品

纺织材料和水

生命科学·鱼

鱼的构造

鱼的生活

金鱼的生活

鱼和鱼群

物理科学
Physical Science

主编

纺织1-封面.indd   1

16/3/7   上午11:39

地球科学·树

这是一棵树

树的种类

一棵苹果树

树木很重要

物理科学·纺织材料

物品各有不同

纺织材料

做纺织品

纺织材料和水

生命科学·鱼

鱼的构造

鱼的生活

金鱼的生活

鱼和鱼群

主编

纺织4-封面.indd   1

16/3/2   上午11:12

地球科学·树

这是一棵树

树的种类

一棵苹果树

树木很重要

物理科学·纺织材料

物品各有不同

纺织材料

做纺织品

纺织材料和水

生命科学·鱼

鱼的构造

鱼的生活

金鱼的生活

鱼和鱼群

生命科学
Life Science

主编

鱼3-封面-2.indd   1

16/3/2   上午10:32

生命科学
Life Science

主编

地球科学·树
这是一棵树

树的种类
一棵苹果树

树木很重要
物理科学·纺织材料

物品各有不同
纺织材料

做纺织品
纺织材料和水
生命科学·鱼

鱼的构造
鱼的生活

金鱼的生活
鱼和鱼群

鱼和鱼群-封面-2.indd   1

16/3/2   上午10:52

地球科学·树

这是一棵树

树的种类

一棵苹果树

树木很重要

物理科学·纺织材料

物品各有不同

纺织材料

做纺织品

纺织材料和水

生命科学·鱼

鱼的构造

鱼的生活

金鱼的生活

鱼和鱼群

物理科学
Physical Science

主编

纺织2-封面.indd   1

16/3/7   上午11:33

地球科学·树
这是一棵树
树的种类

一棵苹果树
树木很重要
物理科学·纺织材料
物品各有不同
纺织材料

做纺织品

纺织材料和水
生命科学·鱼
鱼的构造

鱼的生活

金鱼的生活
鱼和鱼群

生命科学
Life Science

主编

鱼2-封面-2.indd   1

16/3/2   上午10:29

地球科学·树

这是一棵树

树的种类

一棵苹果树

树木很重要

物理科学·纺织材料

物品各有不同

纺织材料

做纺织品

纺织材料和水

生命科学·鱼

鱼的构造

鱼的生活

金鱼的生活

鱼和鱼群

生命科学
Life Science

主编

鱼1-封面-2.indd   1

16/3/2   上午10:23

地球科学·树

这是一棵树

树的种类

一棵苹果树

树木很重要

物理科学·纺织材料
物品各有不同
纺织材料

做纺织品

纺织材料和水
生命科学·鱼

鱼的构造 

鱼的生活

金鱼的生活

鱼和鱼群

物理科学
Physical Science

主编

纺织3-封面.indd   1

16/3/7   上午11:31

┃第2级 Level 2┃

iSuper中文小博士·2级·生命科学·生物·昆虫 978-7-04-048622-3

蝴蝶和飞蛾 21页 生命周期 25页

生物昆虫 18页 观察昆虫成长 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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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级 Level 3┃

iSuper中文小博士·2级·物理科学·物质 978-7-04-048623-0

物质和属性 18页 物质的分类 18页

水的特性 16页 物质的特性 21页

iSuper中文小博士·2级·地球科学·地球结构 978-7-04-048621-6

矿石和化石 16页 水和地球 21页

土壤 16页 岩石 25页

iSuper中文小博士·2级·地球科学·地球结构·教师指南　978-7-04-050879-6　98页

iSuper中文小博士·3级·地球科学·气体和气象　978-7-04-051081-2

气体的属性 20页 天气和气象 20页

风和风的测量 20页 气候的变化 20页

In cooperation with the Hopkins School District

XinXing Academy,U.S.A

与美国霍普金斯学区新星小学合作

08800

2
8
5
m
m

210mm

28

01-高等教育2020年宣傳冊（中文版）-修订-（二维码1页+P001-047）-一改pr2_斯雯.indd   28 2020/3/27   14:54:19



┃第4级 Level 4┃

iSuper中文小博士·3级·生命科学·植物和动物　978-7-04-051082-9

新的植物 20页 植物的生长周期 13页

植物的组成部分 16页 植物和动物的成长条件 16页

260 m
m

260 m
m

185 mm

185 mm

CMYK

Marisa Fang 林宛芊
Zhining Chin 秦志宁

主编

滚 动

物理科学
Physical Science3 平衡和运动 Balance and MotionHopkins School DistrictXinXing Academy美国Hopkins学区新星小学

地球科学·气体和气象
气体的属性

天气和气象

风和风的测量
气候的变化

生命科学·植物和动物
新的植物

植物的生长周期
植物的组成部分
植物和动物的生长条件
物理科学·平衡和运动
平衡（一）

平衡（二）

旋转

滚动

3

定价：60.00元

登录“魔方汉语网”获取配套电子书、动画等资源。

0086-10-58581350

xp@hep.com.cn

www.morefunchinese.com

Log in to "MoreFunCHINESE" and get the electronic 
books, cartoons and other resources.

09-iSuper中文小博士漢語教學資源3-物理科學-滚动封面-初排_李艳.indd   1

2018/11/8   16:16:39

260 m
m

260 m
m

185 mm

185 mm

CMYK

Marisa Fang 林宛芊

Zhining Chin 秦志宁主编

平衡
物理科学
Physical Science3 平衡和运动 Balance and Motion

（一）Hopkins School District

XinXing Academy

美国Hopkins学区新星小学

地球科学·气体和气象

气体的属性

天气和气象

风和风的测量

气候的变化

生命科学·植物和动物

新的植物

植物的生长周期

植物的组成部分

植物和动物的生长条件

物理科学·平衡和运动

平衡（一）

平衡（二）

旋转

滚动

3

定价：60.00元

登录“魔方汉语网”获取配套电子书、动画等资源。

0086-10-58581350

xp@hep.com.cn

www.morefunchinese.com

Log in to "MoreFunCHINESE" and get the electronic 

books, cartoons and other resources.

00-iSuper中文小博士漢語教學資源3-物理科學-平衡1封面-初排_李艳.indd   1

2018/10/18   20:14:00

260 m
m

260 m
m

185 mm

185 mm
CMYK

Marisa Fang 林宛芊
Zhining Chin 秦志宁

主编

平衡
物理科学
Physical Science3 平衡和运动 Balance and Motion

（二）

Hopkins School District
XinXing Academy
美国Hopkins学区新星小学

地球科学·气体和气象

气体的属性

天气和气象

风和风的测量

气候的变化

生命科学·植物和动物

新的植物

植物的生长周期

植物的组成部分

植物和动物的生长条件
物理科学·平衡和运动

平衡（一）

平衡（二）

旋转

滚动

3

定价：60.00元

登录“魔方汉语网”获取配套电子书、动画等资源。

0086-10-58581350

xp@hep.com.cn

www.morefunchinese.com

Log in to "MoreFunCHINESE" and get the electronic books, cartoons and other resources.

03-iSuper中文小博士漢語教學資源3-物理科學-平衡2封面-初排_李艳.indd   1

2018/10/18   20:1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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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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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MYK

Marisa Fang 林宛芊

Zhining Chin 秦志宁主编

旋 转
物理科学
Physical Science3 平衡和运动 Balance and Motion

Hopkins School District

XinXing Academy

美国Hopkins学区新星小学

地球科学·气体和气象

气体的属性

天气和气象

风和风的测量

气候的变化

生命科学·植物和动物

新的植物

植物的生长周期

植物的组成部分

植物和动物的生长条件

物理科学·平衡和运动

平衡（一）

平衡（二）

旋转

滚动

3

定价：60.00元

登录“魔方汉语网”获取配套电子书、动画等资源。

0086-10-58581350

xp@hep.com.cn

www.morefunchinese.com

Log in to "MoreFunCHINESE" and get the electronic 

books, cartoons and other resources.

06-iSuper中文小博士漢語教學資源3-物理科學-旋转封面-初排_李艳.indd   1

2018/10/31   14:37:36

iSuper中文小博士·3级·物理科学·平衡和运动　978-7-04-050880-2

平衡（一） 16页 平衡（二） 12页

旋转 20页 滚动 16页

iSuper中文小博士·4级·地球科学·太阳、月球与地球　978-7-04-053742-0

太阳与地球 20页 月球与地球 20页

太阳系 16页 宇宙空间 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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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内容突出，
呈现方式直观。

互动游戏丰富，
练习形式有效。

Super中文小博士·4级·物理科学·声音与光　978-7-04-053587-7

声音的来源 20页 声音的变化与传播 20页

光与影子 18页 光的反射 20页

Super中文小博士·4级·生命科学·生命的结构

生物的特性 20页 生物的生长 16页

生物与环境 20页 人类的骨骼 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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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重品格培养，
塑造健康观念。 

深入浅出地阐
释科学知识。

教学重点突出，
语言难度适当。

设计品质精良，
培养审美情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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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学汉语教学资源

汉语｜日语

  1—6年级，零起点—初级

 词语卡片∕MP3录音免费下载：www. morefunchinese. com/resource/file

 共6册

 注重语音学习，从易到难，循环出现，形式多样。

 注重交际，话题丰富实用，对话和短文内容贴近生活。

 循序渐进，言语技能均衡发展。1—2册以启蒙为主，3—4册侧重听说，5—6册侧重读写。

 注重趣味性，练习形式以活动和游戏为主，提倡互动与合作学习。

 注重教具使用，书后附赠拼音卡片、词语卡片和汉字部件卡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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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顶呱呱1 978-7-04-034409-7 80页

汉语顶呱呱2 978-7-04-034403-5 80页

汉语顶呱呱3 978-7-04-034402-8 126页

汉语顶呱呱4 978-7-04-034401-1 128页

汉语顶呱呱5 978-7-04-034400-4 176页

汉语顶呱呱6 978-7-04-034399-1 180页

热身
包括拼音和活动两个部分。
拼音部分自成体系，贯穿全
书，由易到难，循环递进。
活动部分形式活泼，容易吸
引学生的注意力，激发学生
的学习兴趣。

练一练
活动和练习，形式以听说为
主，同时练写简单汉字。

扩展
以练习形式出现，听说
读写兼顾，适用于汉语
水平较高的学生。

汉语加油站 
2

35

  ⋯⋯有/没有⋯⋯。 

 例 狗有尾巴，没有翅膀。

  A：你要什么？ B：我要⋯⋯。 

 例 A：你要什么？

   B：我要西瓜。

  A：什么大？什么小？ B：⋯⋯大，⋯⋯小。

 例 A：什么大？什么小？

   B：西瓜大，草莓小。

  A：这/那是什么动物？ B：这/那是⋯⋯。 

 例 A：这是什么动物？   

   B：这是狗。

   A：那是什么动物？   

   B：那是猫。

重
点

句 型

1

2

3

4

5-8.indd   35 2013.3.5   8:39:51 AM

这是狗

               zhF      shK      gGu                      zhF      shK       gGu                    gGu     gGu       gGu     gGu 

         这     是     狗，         这     是     狗，         狗    狗    狗   狗  

            zhF       shK       gGu                      nS        shK       mQo                    nS        shK       mQo        

       这    是     狗。         那   是    猫，        那    是    猫，  

          mQo    mQo      mQo    mQo         nS         shK      mQo                     zhF      shK        yP 

      猫   猫      猫    猫      那     是   猫。         这   是   鱼，

            zhF       shK       yP                        yP       yP           yP        yP            zhF      shK        yP 

        这    是    鱼，         鱼   鱼     鱼   鱼      这   是    鱼。

            nS              shK              niAo                                  nS               shK             niAo 

      那        是        鸟，                那        是       鸟，

          niAo       niAo      niAo       niAo           nS                      shK                         niAo 

      鸟     鸟    鸟     鸟      那            是              鸟。

song 02

36

歌
曲

5-8.indd   36 2013.3.5   8:39:57 AM

汉语加油站
每4课后有一个“汉语加油站”， 
总结句型，同时学习中国歌曲。

书后附赠拼音卡片、词语卡片和汉字部件
卡片，方便学生做游戏或复习时使用。

n l g k h j

q x zh ch sh r

z c s y w n

词语卡片.indd   15 2013.3.5   9:01:44 AM

2424

a o e i u v

a o e i u v

n g n g n g

b p m f d t

将声调符号沿轮廓剪下来

词语卡片.indd   13 2013.3.5   9:01:43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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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语卡片.indd   3 2013.3.5   9:00:53 AM

说一说
句型练习，以听、说、认、练为主。
记一记
生词部分，要求学生能够认读生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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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学汉语教学资源

汉语｜英语

  中小学生，零起点—初中级

 从自然环境、文化习俗、学习生活、价值观念、身份认同、历史传承、休闲娱乐

等多个角度展示新西兰的风貌。

 分享了新西兰中小学生的生活感受与奇思妙想，描绘了奇异国度的美好生活。

 采用中、英双语对照的形式，可作为提高汉语水平、使用汉语介绍新西兰的参考

资料。

 可作为读者学习英语、了解新西兰概况、熟悉当地生活的阅读材料。

飞翔的奇异鸟—新西兰中小学生演讲集 978-7-04-048568-4 205页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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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ok out the window. No computer graphic enhancements necessary. Nau mai! 

Haere mai!

During the Christmas season in other countries, families gather around the fire 

and play in the snow. Not in the place that I call home. Christmas in the hot 

summer sun, barbeque and swimming in the beach is what I’m used to. This is also 

the time for the famous Kiwi dish of pavlova to come out, and for bare feet and 

singlets to finally become acceptable for non-New Zealanders. Nau mai! Haere mai!

To a newcomer, New Zealand may seem like a very peculiar place with people 

who do not care about what’s on their feet and a fragile biodiverse ecosystem that 

sometimes gets greatly affected by new diseases. But what I have learnt from 

growing up as a New Zealand native is that we have a talent for making newcomers 

feel welcome; before you know it you will have become used to the unique land of 

New Zealand and never want to leave. Nau mai! Haere mai! Welcome! Enter!

006

PineAPPle lumPs, PAvlovA1 And Pies

 Student: Ashleigh Evans
 Year: 12
 School: Aparima College

Slap on your jandals2 and head down to your mate’s place to support the boys in 

black with a feed of whitebait patties, caught and cooked by the local lads.

“Yeah-nah3 bro, we’re off to the bach4 in your Hilux. Pack your gumboots5 and your 

Swanndri6. Bring your chilly bin7, chocker block with hokey pokey8 ice cream and L&P9. 

We’ll start with a pig hunt, then to the beach to get some paua. Mmm, mean-as 

kai10, bro.” 

1 A	meringue-based	dessert	
named	after	the	Russian	
ballerina	Anna	Pavlova.	
Usually	topped	with	fruit	
and	whipped	cream.

2	 Kiwi	slang	for	flip	flops	or	
thongs.	

3	 Kiwi	slang,	meaning	“I	
heard	what	you	just	said	but	
I	don’t	really	agree	with	it”.	

4	 A	holiday	house,	usually	by	
the	beach,	lake	or	forest.

5	 Kiwi	slang	for	rain	boots	or	
wellies.	

6	 A	New	Zealand	outdoor	
clothing	brand,	originally	
for	farmers,	known	for	its	
bushshirts	with	patterns	of	
blue	&	black	or	red	&	black	
checks.	

7	 A	portable	cooling	box	that	
can	keep	food	and	drinks	
cool.

8	 Honeycomb	toffee.	Hokey	
pokey	ice	cream	is	a	kind	of	
vanilla	ice	cream	with	solid	
bits	of	honeycomb	toffee	in	
there.

9	 Lemon	&	Paeroa.	A	kiwi	
soft	drink	made	out	of	
lemon	flavoring	in	natural	
mineral	water	from	a	town	
called	Paeroa	in	New	
Zealand.

10	Māori	for	food.

Pin
eAPPle lu

m
Ps, PAvlovA An

d P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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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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菠萝巧克力软糖，帕芙洛娃蛋糕1和馅饼

姓名：阿什莉·埃文斯

年级：十二年级

学校：阿帕利玛中学

穿上人字拖 2，去朋友家，一边吃着当地人打捞的小银鱼制成的馅

饼，一边给全黑队的小伙子们加油。“对……不对3，哥们儿，我们开着

你的皮卡去度假小屋4吧。带上你的雨鞋5和Swanndri6衬衫夹克，提上野餐

冰箱7，在里面塞满蜂巢太妃糖8冰淇淋和派罗瓦柠檬汽水9。我们先去打野

猪，再去海边捡些鲍鱼。嗯，食物10美味极了，哥们儿。”

1 帕芙洛娃蛋糕	
Pàfúluòwá dàngāo

 源自新西兰，据说是为了
纪念俄国芭蕾舞演员安
娜·帕芙洛娃而发明。以
蛋白糕饼为底，通常会缀
以水果和打发的鲜奶油。

2	人字拖rénzìtuō
 新西兰俚语，指人字拖。
3	对……不对duì...bùduì
 新西兰人表达“我听到你

说的了，但是并不（完
全）同意”的一种方式。

4	度假小屋dùjià xiǎowū
 通常在海边、湖边或者森

林附近。
5	雨鞋yǔxié
 新西兰俚语，指雨鞋。
6	 Swanndri
 新西兰传统户外品牌，最

初专门为农民设计，因其
红黑或蓝黑格子的外衣而
受人喜爱。

7	野餐冰箱yěcān bīngxiāng
 便于携带的野餐冰箱。
8	蜂巢太妃糖	

fēngcháo tàifēi táng
 蜂巢太妃糖是新西兰特有

的冰淇淋，由香草冰淇淋
加入蜂巢太妃糖颗粒制成 

9	派罗瓦柠檬汽水 
Pàiluówǎ níngméng qìshuǐ

 柠檬口味的，用派罗瓦小
镇特有的矿泉水制成的
汽水。

10	食物shíw&
 毛利语，意为食物。

081

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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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曼娜瓦野马

姓名：霍莉·麦克因尼斯

年级：八年级

学校：北帕默斯顿师范中学

卡曼娜瓦是新西兰的一种野马，生活在位于北岛中部的卡曼娜瓦森林

公园。它们在环境艰苦的山区生存，有着令人称道的耐力和生命力。

卡曼娜瓦野马主要来源于被遗弃1或逃走的马，主要由阿拉伯马、标

准竞赛用马和克莱兹代尔马等品种组成。虽然也有赛马被遗弃，但最早在

卡曼娜瓦漫步的却是当初和探险家一起乘船而来的埃克斯穆尔马和威尔士

小型马。卡曼娜瓦已成为新西兰特有的野马，虽然不及澳洲布伦比野马2

和美洲野马3出名，但也已逐渐在国际范围内为人所知。

卡曼娜瓦野马的数量曾一度达到一千二百匹。然而随着数量的增加，

其生存状态也逐步恶化。新西兰资源保护局不知该如何是好，只得有选择

地宰杀一些野马。人们得知这个消息后，开始了激烈的讨论。大家集思广

益，想要帮助这些马儿：最终，他们决定将马群集中驯养。当时，资源保

护局觉得这个想法非常可笑并且拒绝合作。一位女士站出来说：“如果你

们能将这些马聚集起来，我可以救助并驯养其中的四十匹。”一开始，资

源保护局并未理会，但经过一番考虑后，他们决定尝试一下：于是，那一

年有四十匹马得到了救助，它们都很享受被驯养的生活。这就是“集驯救

助”行动的开端，现在每两年都会进行一次。2003年，有九百匹马被集中

起来，但只有二十四匹被领养救助，大约八百七十匹马沦为狗的食物。好

在被领养率逐年缓慢增长，直至2016年，所有的马都被领养了。

1	被遗弃b-i yíqì
 被农场遗弃的马。
2	澳洲布伦比野马	

/ozhōu Bùlúnbǐ yěmǎ
 一种澳洲野马。
3	美洲野马Měizhōu yěmǎ
 一种美国野马。

087

为
什
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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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想要别人帮你嚼东西吗？这就是看电影而不读书给人的感受。

顺便说一下，大多数电影都无法通过贝克德尔测验。这个测验跟性别

和说长道短有关，所以在这里我就不多做解释了。

电影有时还会毁了原著，或者漏掉其中的场景和人物。

例如《分歧者》原著里的马琳，电影里就没有这个角色了！

电影实在是问题百出，通常会过度简化事物，而且很多东西都可能在

其“翻译”过程中流失。

总的来说，读书可以集中注意力、提高想象力、减轻压力，益处良

多。我坚信：电影虽好，但书比电影好太多了。

090

c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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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ter reading the rest of this report, you may or could be thinking about 

changing your ways to help the conservation effort but you don’t know where to 

start. Well, this is the section for you: A great way to start off is by being aware of 

what you can do at home. A way you can do this is by making a garden. It’s the 

least you can do. Add some flowers, edibles and any cool plants you may want in 

your garden, because, no matter what you do, you’ll be making a change. Another 

thing you might want to do is to be smart about your rubbish… recycling, reusing 

and reducing your amount of litter will help the environment a lot.

Maybe you want to take it a step further and help out with the community? 

Then join a local conservation club. It is pretty simple to do so and you will be 

helping out with the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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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学汉语教学资源

  1—6年级，零起点—初中级

 MP3录音免费下载：www.morefunchinese.com/resource/file

 6册学生书，6册练习册

 系统： 全套教材共6册，每册教材10课，每课的适用学时为6—8学时，每5课后有一个复习课，适用学时为2学时。

 适用： 适用于印度尼西亚当地私立学校、三语学校、基督教学校、国际学校等的汉语课程。

 科学： 交际性、趣味性、文化性兼顾，注重语音和汉字学习。

 配套： 全套教材均配有练习册，同步满足教学需求。

汉语｜印尼语

印度尼西亚小学汉语练习册1 978-7-04-048219-5 72页 印度尼西亚小学汉语练习册2 978-7-04-048220-1 72页

印度尼西亚小学汉语练习册3 978-7-04-048221-8 72页 印度尼西亚小学汉语练习册4 978-7-04-048222-5 72页

印度尼西亚小学汉语练习册5 978-7-04-048223-2 72页 印度尼西亚小学汉语练习册6 978-7-04-048224-9 72页

印度尼西亚小学汉语1 978-7-04-043238-1 76页 印度尼西亚小学汉语2 978-7-04-044589-3 76页

印度尼西亚小学汉语3 978-7-04-044108-6 96页 印度尼西亚小学汉语4 978-7-04-045438-3 96页

印度尼西亚小学汉语5 978-7-04-045437-6 96页 印度尼西亚小学汉语6 978-7-04-047038-3 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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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听力 练词语 练汉字

扩展练习

学拼音

3
学拼音 Pelafalan

b p m f

b        p        m        f

认一认 Mengenal1

唱一唱 Menyanyi2

b         b        b b b

p         p        p p p 

m        m       m m m 

 f          f         f  f  f

b p m f

b p m f

03-01

03-02

我七岁。
                Saya Berusia 7 Tahun.

14

印尼教材 第1册 1-4.indd   14 16/3/3   下午5:10

学对话

   MDijiQ:            MQma,            nJ    huIlWi    la.

美加： 妈妈，你回来啦。
  mQma:      WG     huIlWi   le.             NJ  zSi  zuH  shRnme  ne?

妈妈： 我回来了。你在做什么呢？
   MDijiQ:      WG   zSi   xiD   zuHyF.

美加： 我在写作业。
  mQma:        NJ     bSba    zSi      nAr?

妈妈： 你爸爸在哪儿？
   MDijiQ:        BSba      zSi  shOfWng.

美加： 爸爸在书房。
  mQma:       TQ   zSi  shOfWng zuH  shRnme  ne?

妈妈： 他在书房做什么呢？
  MDijiQ:      TQ    zSi  shOfWng  kSn shO  ne.

美加： 他在书房看书呢。

听一听，说一说 Mendengarkan dan berdialog1 05-04

     huIlWi

  回来 kembali

生词  

       la

  啦 sudah
      xiD

  写 menulis
      zuHyF

  作业 tugas/perkerjaan rumah

学对话 Percakapan

我演你猜 Saya memperagakan, anda menebak2

2 我在做什么？1你在吃饭。

写作业 看电视 喝水

做运动

吃饭

吃香蕉 跑 笑

27

5     Saya Sedang Membuat Tugas.
我在写作业。

印尼教材 第3册 4-5.indd   27 16/3/4   下午6:37

写汉字

学词语
拼一拼 Pengejaan3

h + Ao ➡   

n + Ai ➡   

n + Wn ➡  

s + Qn ➡  

m + Qo ➡  

b + S ➡  

sh + Sng ➡  

w + Wng ➡  

学词语 Pembelajaran Kosakata

认一认，读一读 Membaca dan mengenal1 01-02

gQo

高
tinggi

Ai

矮
pendek

pSng

胖
gemuk

shHu

瘦
kurus

chWng

长
panjang

duAn

短
pendek

dS

大
besar

xiAo

小
kecil

1

3

Siapakah Dia?
他是谁？

印尼教材 第2册1-2.indd   3 16/3/4   下午4:35

读一读

读一读 Membaca

   piSoliang

  漂亮 cantik

   shRi

  谁 siapa

   tYufa

  头发 rambut

读故事 Membaca cerita1 01-04

1 TQ hDn pSng.

她很 胖。 2 XiR tSi xiAo le.

鞋太小了。

1 TQ hDn shHu.

她很 瘦。 2 XiR tSi  dS  le.

鞋太大了。

1  TQ  shK shRi?

她是谁？
2  TQ shK HuUgOniang.

她是灰姑娘。  TSi hAo le!       BP dS  yD  bM xiAo.

太好了！不大也不小。

根据故事选择合适的词语 Berdasarkan cerita, pilihlah jawaban yang tepat

角色扮演 Memerankan karakter

2

3

A. 胖    B.瘦    C.大    D.小

       DSjiD                        xiR     >rjiD                         xiR

1  大姐      ，鞋      。  2  二姐      ，鞋      。
      HuUgOniang bP                  yD  bP                       xiR bP                  yD  bM                 

3  灰姑娘  不      也不      ，鞋不      也不      。

生词  
    xiR

  鞋 sepatu

    tSi                le

  太……了 telalu...

专有名词
    HuUgOniang

  灰姑娘 Cinderella

4人一组，将小故事表演出来。4 orang per kelompok, berdasarka cerita diatas perankan 
karakter yang ada.

1

5

Siapakah Dia?
他是谁？

印尼教材 第2册1-2.indd   5 16/3/4   下午4:35

扩展

           Saya Adalah Orang Indonesia.

扩展 Memperluas

看图片，连一连，记一记 Melihat gambar, melatih daya ingat1

游戏：同心圆  Permainan: Lingkaran kebersamaan2

YKndMnIxUyS

印度尼西亚

MAlWixUyS

马来西亚

XUnjiQpT

新加坡

TSiguY

泰国

FEilCbUn

菲律宾

全班同学站成两个同心椭圆形圆圈，两人一组，面朝对方，每人手拿一张写有国家名

称的卡片，用本课句型与同伴进行对话练习。对话结束后，外圈同学向右移动，与下

一名同学继续练习对话。

全班同学站成两个同心椭圆形圆圈，两人一组，面朝对方，每人手拿一张写有国家名

新加坡

泰国

中

日本

2我是印度尼西亚人。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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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笔画 Mengenal kaligrafi1

描出下列汉字中的“ ” Cari “ ” dari kata-kata hanzi yang tersedia 
dibawah

2

写一写 Menulis3

hRnggTu

横钩    

字

学

家

你

zK

kata

写汉字 Menulis Huruf Hanzi

jiQ

rumah

xuR

belajar
nJ

kamu

56

印尼教材 第1册 8-10.indd   56 16/3/2   下午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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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学汉语教学资源

语言点词语

หนังสือเรียน ภาษาจีนเพื่อการสื่อสาร 1

หนังสือเรียน ภาษาจีนเพื่อการสื่อสาร 2

แบบฝกหัด ภาษาจีนเพื่อการสื่อสาร 1

แบบฝกหัด ภาษาจีนเพื่อการสื่อสาร 2

คูมือครู ภาษาจีนเพื่อการสื่อสาร 1

คูมือครู ภาษาจีนเพื่อการสื่อสาร 2

交际汉语 1

交际汉语 2

交际汉语 1 练习册

交际汉语 1 教师用书

交际汉语 2 练习册

交际汉语 2 教师用书

สัมผัสภาษาจีน

สัมผัสความสุข

สัมผัสความสําเร็จ

ห
น

ังสือเรียน
 ภาษ

าจีน
เพ

ื่อการสื่อสาร 

2

交
际
汉
语

2

120.-

ไดผานการตรวจประเมินคุณภาพ

จากสํานักงานคณะกรรมการการอาชีวศึกษ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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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学汉语教学资源

汉语｜英语

  K—2年级，初级

 点读笔∕网络资源 www.morefunchinese.com

 共8册

  APP: WaWaYaYa

 大脑转起来：贯彻5C教育理念，主题编排，学科关联，培养儿童阅读能力，启发儿童多元智能。

 耳朵竖起来：有声配套，全书铺码。含双语朗读、原创音乐与儿歌、有声互动游戏、有趣声效等近3 000个声音，探

索不断，精彩连连。

 小手动起来：配套数字涂鸦、手工制作、益智游戏，以及多种玩法小卡片。

笑眯眯少儿汉语绘本读物·午睡的鼹鼠（精装点读版） 声音 978-7-04-035325-9 18页

笑眯眯少儿汉语绘本读物·彩色门（精装点读版） 颜色 978-7-04-035324-2 22页

笑眯眯少儿汉语绘本读物·聪明的刺猬（精装点读版） 水果 978-7-04-035327-3 28页

笑眯眯少儿汉语绘本读物·蚊子去哪儿了（精装点读版） 方位 978-7-04-035328-0 24页

笑眯眯少儿汉语绘本读物·小青蛙，别生气（精装点读版） 动物保护 978-7-04-035321-1 24页

笑眯眯少儿汉语绘本读物·蜗牛的旅行（精装点读版） 职业 978-7-04-035323-5 32页

笑眯眯少儿汉语绘本读物·甲虫翻身记（精装点读版） 昆虫 978-7-04-035326-6 28页

笑眯眯少儿汉语绘本读物·七只鸭（精装点读版） 数字 978-7-04-035322-8 24页

笑眯眯少儿汉语绘本读物（精装点读版盒装，不含点读笔）  978-7-04-0207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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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富的配套
导读手册、趣味
手工、互动卡片

甲虫简笔画.indd   1 2013.5.10   3:08:31 PM

有趣的故事
风格多样，制作精良，鼓励
探索，培养阅读兴趣，激发
儿童想象力。

 本产品可配套洪恩HT100、TTP120、

TTP216、TTP226、TTP316、TP210型号

点读笔。

蜗牛的旅行游戏地图.indd   1 2013.5.10   3:26:53 PM

蚊子去哪儿了 (拼图).indd   1 2013.5.10   1:21:49 PM

39

01-高等教育2020年宣傳冊（中文版）-修订-（二维码1页+P001-047）-一改pr2_斯雯.indd   39 2020/3/27   14:56:48



中小学汉语教学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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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欢迎你Welcome to China 短期汉语系列教材

汉 语 桥 - 中 学 生 夏 令 营
Chinese Bridge Summer Camp for Foreign Students

修订版 Revised Edition

语言类
学汉语·学生用书学汉语·教师用书

才艺类
学剪纸
学脸谱
学书法·水墨画学中国结

地域类
游北京
游重庆
游海南
游河南
游山东
游陕西
游新疆

●咨询、订购、免费下载更多教学资源     

www.chinesexp.com.cn ●读者服务邮箱：xp@hep.com.cn
●读者服务热线：0086-10-58581350

 

0086-10-58586502可在各大网上书店购买

学书法水墨-封面-修订版.indd   1

2016-3-15   19:3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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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英语

  通用，零起点—初级

 MP3录音、教师用书免费下载：www. morefunchinese. com/resource/file

 共3类，13册

 适用性：以学习者为中心，用深入浅出、图文并茂的方式展示汉语与中国文化的魅力。

 活动式：以任务和活动为主线，用寓教于乐、高效学习的理念，调动学习者的学习兴趣。

 资源性：以学习者自主选择为导向，用丰富素材、多元练习，满足学习者的个性化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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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剪纸
文化介绍与手工制作相结
合，寓教于乐，素材丰富。

语言类
中国欢迎你·学汉语·学生用书（修订版） 978-7-04-045006-4 68页

中国欢迎你·学汉语·教师用书 978-7-04-045000-2 62页

才艺类

中国欢迎你·学剪纸（修订版） 978-7-04-044981-5 50页

中国欢迎你·学脸谱（修订版） 978-7-04-044980-8 30页

中国欢迎你·学书法·水墨画（修订版） 978-7-04-044982-2 26页

中国欢迎你·学中国结 978-7-04-045004-0 30页

地域类

中国欢迎你·游北京（修订版） 978-7-04-044992-1 26页

中国欢迎你·游重庆 978-7-04-032801-1 22页

中国欢迎你·游海南 978-7-04-032810-3 22页

中国欢迎你·游河南 978-7-04-032809-7 22页

中国欢迎你·游山东 978-7-04-032807-3 22页

中国欢迎你·游陕西 978-7-04-032806-6 22页

中国欢迎你·游新疆 978-7-04-032802-8 22页

学汉语·学生用书
语言学习：以话题为主
线，语言学习与文化感
知并重。

学中国结
呈现7种简单易学的中
国结制作方法，学习技
艺，了解文化。

游北京
图文并茂，让学生在快乐的学习过
程中了解各地风光民俗。

学脸谱
用丰富的活动和练习帮
助学生了解中国脸谱。

学汉语·教师用书
教学指导：从教学需求出
发，指导翔实，易于使用。

学书法·水墨画
全新的编排视角，构建学生中国文
化审美情趣，让学生学有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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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学汉语教学资源

  K—2年级，零起点—初级

 MP3录音免费下载：www. morefunchinese. com/resource/file

 共4辑，每辑10册

  APP: WaWaYaYa

 主题编排，符合北美地区教学实际；兴趣领先，选取与少儿生活相关的话题。

 情节简单，符合语言学习认知规律；画面有趣，贴近北美地区少儿审美趣味。

 分级编排，遵循阅读能力发展模式；循序渐进，帮助少儿稳步提高阅读能力。

 注重复现，强调教学内容的语境化；配套齐全，带动亲子阅读和家校间联动。 Meggie Chou 【美】 编著

Diving Into Chinese少儿汉语阶梯读物•初级1 978-7-04-041503-2

数字 40页

大小月 32页

我爱妈妈 24页

我的爸爸爱吃苹果 16页

我爱我的小熊 16页

小鱼要吃一个面包 16页

小蝌蚪变成了青蛙 20页

大象宝宝有没有妈妈？ 24页

你是不是我的妈妈？ 24页

爱吃的小猫 20页

系列2.indd   1 2015.3.23   4:34:05 PM

系列2.indd   7

2015.3.23   4:34:22 PM

系列2.indd   3

2015.3.23   4:34:14 PM

系列2.indd   5 2015.3.23   4:34:18 PM

汉语｜英语

Diving Into Chinese少儿汉语阶梯读物•初级2 978-7-04-041504-9

红色的花，红色的蝴蝶 20页

狮子，狮子，摸摸头 24页

咖啡色的小猴子 20页

小狗的耳朵长，小熊的耳朵短 20页

小鱼宝宝 20页

乌龟弟弟在游泳 20页

灰色的大象看到了五只松鼠 20页

五只猴子跳跳跳 20页

一，一只乌龟爬进来 20页

星期日，小鸭子在做什么？ 24页

系列3.indd   1 2015.3.23   4:35:18 PM

系列3.indd   7

2015.3.23   4:35:36 PM

系列3.indd   3

2015.3.23   4:35:29 PM

系列3.indd   5

2015.3.23   4:35:32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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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绵羊说：

“不是，我不是你的妈妈。”

4

Book1-9.indd   4 15-3-16   15:44

5

Book1-9.indd   5 15-3-16   15:44

译文
帮助理解，注重应用。

Diving Into Chinese少儿汉语阶梯读物•初级3 978-7-04-041510-0

紫色的马在做什么？ 20页

早上，小绵羊想做什么？ 24页

你叫什么名字？ 24页

你几岁？ 24页

爷爷有几个苹果？ 24页

牛奶倒了 24页

星期六早上，小河马要不要游泳？ 20页

变色龙会不会唱歌？ 20页

有几只松鼠想爬树？ 20页

小鳄鱼会打网球也会骑自行车 16页

系列4.indd   1 2015.3.23   4:36:38 PM

系列4.indd   7

2015.3.23   4:36:55 PM

系列4.indd   3

2015.3.23   4:36:47 PM

系列4.indd   5

2015.3.23   4:36:51 PM

Diving Into Chinese少儿汉语阶梯读物•初级4 978-7-04-041511-7

谁的舌头长？ 24页

犀牛的身体胖不胖？ 20页

汽车跑得快不快？ 20页

小猪吃得多不多？ 24页

你是哪国人？你住在哪里？ 20页

今天你会在哪里吃晚饭？ 20页

明天你会怎么去学校？ 20页

我想坐火车去动物园 20页

我不是男孩子，我是女孩子 20页

兔子跑得快还是乌龟跑得快？ 20页

系列1.indd   1 2015.3.23   4:32:45 PM

系列1.indd   5

2015.3.23   4:33:01 PM

系列1.indd   3

2015.3.23   4:32:58 PM

系列1.indd   5 2015.3.23   4:33:01 PM

词汇
按序编排，标注词性。

Vocabulary
词语

Category

Time

Verbs 

Location

Location

Location

Food

Translation

today

will

library

park

home

dinner

Pinyin

jīn tiān

huì

tú shū guǎn

gōng yuán

jiā

wǎn fàn

Vocabulary

今天

会

图书馆

公园

家

晚饭

14

Book 4-6.indd   14 15-3-16   15:49

故事
图文并茂，内容突出。

乌龟弟弟在游泳。

2

Book 2-6.indd   2

15-3-16   15:37

3

Book 2-6.indd   3 15-3-16   15:38

Translation
翻译

灰色的大象看到了五只松鼠

灰色的大象看到了五只松鼠。一只红色的松鼠在看书。
一只橙色的松鼠在跑步。
一只黄色的松鼠在洗澡。
一只绿色的松鼠在睡觉。
一只蓝色的松鼠在吃汉堡包。

16

Book 2-7.indd   16

15-3-16   15:38

The translation is the literal  (word-
for-word) translation of the Chinese 
text of this book, and is not a correct 
Standard English translation. This 
literal translation helps readers to 
maintain the grammatical structure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and therefore 
helps the readers to think in Chinese 
terms even if the words themselves 
are in English.

The Grey Elephant Saw Five Squirrels 

The grey elephant saw five squirrels.

A red squirrel is reading a book.

An orange squirrel is running.

A yellow squirrel is taking a shower.

A green squirrel is sleeping.

A blue squirrel is eating a hamburger.

17

Book 2-7.indd   17 15-3-16   1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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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学汉语教学资源

  初级—中级

 网络资源 www.morefunchinese.com

  APP: WaWaYaYa

 是专门针对少年儿童编写的汉语读物，讲述发生在国际学校中文班里的一系列有趣的事。共8季、40个故事，每个

故事既独立成册又相互联系。

 每个故事包含约30句，采用插画和文字结合排版的形式，语言活泼幽默，情节生动有趣，画风清新简洁。

 从网上下载故事录音，方便读者随时随地通过有声读物的形式学习使用。

汉语｜英语

运动会封面.indd   2-3

2015.12.17   3:11:56 PM

露营封面.indd   2-3

2015.12.17   3:32:55 PM

爱写听封面.indd   2-3

2015.12.17   3:18:33 PM

神秘纸条封面.indd   2-3 2015.12.17   3:20:01 PM

读书周封面.indd   2-3

2015.12.17   3:36:23 PM

青春校园汉语读物·9年级3班·第2季 978-7-04-043950-2

运动会啊，运动会！ 30页 露营 30页

爱听写的女孩  30页 神秘纸条 30页

我们的读书周 30页

青春校园汉语读物·9年级3班·第1季 978-7-04-042355-6

我什么都懂小姐 30页 不爱说话的瑞安 30页

那个小子真帅 30页 国宝熊猫 30页

学校图书馆 30页

Victor Siye Bao 编著

作  者  Victor Si
ye Bao

懂小姐封面.indd   3

2015.5.21   11:12:42 AM

作  者  Victor Siye Bao

那个小子真帅封面.indd   3

2015.5.21   1:30:47 PM

作  者  Victor Siye Bao

国宝熊猫封面.indd   3

2015.5.21   1:17:27 PM

混血儿瑞安封面.indd   2-3

2015.5.28   10:53:31 AM

学校图书馆封面.indd   2-3

2015.5.28   10:46:15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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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校园汉语读物·9年级3班·第3季 978-7-04-044153-6

爱八卦的汉语老师 30页 长头发的男孩 30页

理个发有多难 30页 长胡子的11月 30页

学校里的神秘角落 30页

八卦老师封面.indd   2-3

2016.1.26   2:34:02 PM

长头发的男孩封面.indd   2-3

2016.1.20   4:25:31 PM

理发有多难封面.indd   2-3

2016.1.18   2:45:54 PM

长胡子的11月封面.indd   2-3 2016.1.19   10:03:33 PM

神秘角落封面.indd   2-3

2016.1.20   4:36:11 PM

青春校园汉语读物·9年级3班·第5季 978-7-04-048160-0

没有参加比赛却得奖的乒乓球队长 34页 小金庸迷 30页

心不在焉的男孩 34页 师生飞盘大战 34页

爱心围巾 32页

青春校园汉语读物·9年级3班·第4季 978-7-04-047565-4

汤姆和杰瑞 34页 话痨 36页

你到底会不会说话 34页 功夫小子 34页

受伤的季节 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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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校园汉语读物·9年级3班·第6季 978-7-04-048673-5

都是名字惹的祸 34页 游泳训练记 34页

我们自己做的汉语书 34页 交换圣诞礼物 34页

鲁克在厕所里做了什么 32页

青春校园汉语读物·9年级3班·第7季　978-7-04-050339-5

防火演习 34页 再做汉语书 34页

做一天校长 32页 春节联欢会 30页

全校大合照 30页

青春校园汉语读物·9年级3班·第8季　978-7-04-051023-2

慈善步行 32页 紧张的口试 32页

毕业前的恶作剧 32页 最后一课 32页

难说再见 32页

第一次读到这么可爱的汉语书， 

好想知道后来还发生了什么事。

慈善步行

Nice pictures, interesting story,  

mysterious and funny.

韩国，12岁

　　　0086-10-
58581350

　　　xp@hep.com
.cn

　　　www.morefunch
inese.co

m/resource
/file

　　　http://2d
.hep.cn/5

1023/1

作 者 Victor Siye Bao

喜欢这套书的风格，非常适合 

给我的孩子读。插图和文字配 

合得非常好，突出放大的文字 

对阅读很有帮助，语言风格很 

生活化，活泼好玩儿，我相信 

孩子们都非常喜欢这样的读物！

Funny! I hope I can read more.

爱尔兰，13岁

新加坡，40岁

美国，15岁

185 m
m

130 mm

我为什么喜欢这本书？嗯……因 
为它有趣，幽默，插图漂亮！对 
了，读起来像连环画。 紧张

I like to read the stories. It has nice  
pictures, cool font and good length. 作 者 Victor Siye Bao

很酷，一看就想读，喜欢书里的 
文字大小有变化。还有，看后学 
到了东西，不仅是汉语。

It’s a nice book. Interesting story,  
humorous. I like the cool fonts.

的
口试

　　　0086-10-58581350

　　　xp@hep.com.cn

　　　www.morefunchinese.com/resource/file

　　　http://2d.hep.cn/51023/2

185 m
m

130 mm

越南，11岁

丹麦，14岁

美国，13岁

加拿大，15岁

毕业前的

　　　0086-10-58581350

　　　xp@hep.com.cn

　　　www.morefunchinese.com/resource/file
　　　http://2d.hep.cn/51023/3

作 者 Victor Siye Bao

9年级3班的故事，好像我们生活中发生的事儿啊。原来全世界的孩子都差不多啊。

Nice pictures, easy to read  fonts, interesting.

恶作剧Cool pictures, funny comics.  I enjoy the reading.

我学汉语的时间不长，但感觉这 些书一点儿也不难，也许是因为 故事很有趣吧。呃……也可能是 漫画和字体起了作用。

185 m
m

130 mm

英国，13岁

韩国，15岁

法国，14岁

德国，17岁

最后一课

　　　0086-10-58581350

　　　xp@hep.com.cn

　　　www.morefunchinese.com/resource/file

　　　http://2d.hep.cn/510
23/4

作 者 Victor Siye Bao

喜欢这本书，感觉像漫画，图片 

和故事非常好玩。书里的字体很 

可爱，我觉得汉字更迷人了。

Very enjoyable. Great characters 

and interesting pictures!

非常幸运找到了这套书，孩子 

喜欢得不得了，都是关于他学 

校生活的故事，比较贴切。很 

好，很有趣！（家长）

A must read! You won't  

regret this series!

185 m
m

130 mm

韩国，15岁

瑞典，13岁

美国，37岁

意大利，16岁

难说再见

　　　0086-10-58581350
　　　xp@hep.com.cn
　　　www.morefunchinese.com/resource/file　　　http://2d.hep.cn/51023/5

作 者 Victor Siye Bao

Amazing series. I love the  fonts and pictures. Never  wanted to put it down.

本人是一位国际学校汉语教师， 
可以很负责任地说，这是一套非 
常好的课外阅读书。内容贴近真 
实生活，人物生动活泼，故事情 
节有趣，语言简单幽默。即使是 
汉语水平不高的学生，也可以借 
助图画理解。我特别喜欢书里的 
放大字体，可以帮助学生提高汉 
语水平。

加拿大，14岁

中国，45岁

Amazing！自己的生活竟然可以
在书中看到！ 185 m

m

130 mm

新西兰，16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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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在拍这些照片之前，

我们全校师生要先一起拍一张

大合照。

7

03-全校大合照（文前P1-2，内文P1-30）-三改_丽佳.indd   7 2018/8/28   下午 02:57:07

学校里各个校队的队员，需要穿上

队服，按照时间表的安排，跟教

练和管理员老师一起照相。

6

03-全校大合照（文前P1-2，内文P1-30）-三改_丽佳.indd   6 2018/8/28   下午 02:57:06

照相的那天，学校礼堂外面会站满学

生。大家都在为照相做准备。

5

03-全校大合照（文前P1-2，内文P1-30）-三改_丽佳.indd   5 2018/8/28   下午 02:57:05

每年的11月份，我们学校都会组

织学生们照相。我们既要跟班

主任一起拍全班集体照；也要

单独拍个人照。如果有兄弟姐

妹的，也可以一起拍合影。

4

03-全校大合照（文前P1-2，内文P1-30）-三改_丽佳.indd   4 2018/8/28   下午 02:5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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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用，零起点—高级

 PPT、MP3录音：www.morefunchinese.com/resource/file

 共7类

 以学习者生存需求为依据，以实用的交际任务为主线，注重听说，淡化语法。

 课文内容真实，语句简短易学，利于学生记忆和使用。

 活动形式多样，实践性强，尤其是互动性的任务活动，能够极大地增强学习者的参与意识。

 兼顾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展示真实的中国生活图景，利于学习者融入中国社会生活。

 提供灵活选用的板块和学习内容，符合短期汉语教学的特点。

 图文并茂，形式活泼，减轻记忆负担，增加学习者的学习兴趣。

 每册图书均配有练习册。

体验汉语短期教程·留学篇（英语版）（修订版） 978-7-04-049525-6 180页 陈作宏 田艳 主编

体验汉语短期教程·生活篇（英语版）（修订版） 978-7-04-049526-3 157页 朱晓星 岳建玲 吕宇红 褚佩如 主编

体验汉语短期教程·生活篇进阶（英语版）（修订版） 978-7-04-049540-9 162页 朱晓星 褚佩如 主编

体验汉语短期教程·旅游篇（英语版）（修订版） 978-7-04-050926-7 140页 张如梅 高莹 主编

体验汉语短期教程·公务篇（英语版）（修订版） 978-7-04-053695-9 174页 褚佩如 岳建玲 朱晓星 主编

体验汉语短期教程·文化篇（英语版）（修订版）  200页 孙易 汪梦川 主编

体验汉语短期教程·商务篇（英语版）（修订版） 978-7-04-051010-2 107页 张红 岳薇 主编

49540-00.indd   1 2019/3/13   14:23

 50926-00.indd   1 2019/3/13   15:05 51010-00.indd   1 2019/3/13   14:23

49525-00.indd   1 2019/3/13   14:2349526-00.indd   1 2019/3/13   14:23

汉语｜英语

┃学生书┃

成人汉语教学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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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篇┃
对象／零起点学习者

课时／50—70课时

语种／英语

┃生活篇┃
对象／零起点学习者

课时／40—50课时

语种／英语

┃生活篇·进阶┃
对象／已完成50课时学习者

课时／60—80课时

语种／英语

学习目标 Objectives

1.	 学会谈论经历	 Learn	to	talk	about	your	experiences

2.	 学会描述过去的事情	 Learn	to	describe	what	has	happened	in	the	past

3.	 学会表达希望	 Learn	to	express	your	wishes

4.	 学会说明原因	 Learn	to	give	reasons

热身 Warm-up

1	 想想下列职业是否有以下特点，并根据你的想法用“√”或“×”填写下表。
Describ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following occupations, and then fill in the form.

辛
xīnkǔ

苦
tiring

收
shōurù

入  高
gāo

high income
有
yǒu

 意
yìsi
思

interesting

秘
mìshū

书（secretary）

会
kuàijì

计（accountant）

医
yīshēng

生 （doctor）

律
lǜshī

师（lawyer）

老
lǎobǎn

板 （boss）

老
lǎoshī

师 （teacher）

职
zhíyuán

员 （clerk）

你
Nǐ

 是
shì

 在
zài

 哪
nǎr

儿 长
zhǎngdà

大  的
de

 ？
?

Where did you grow up?1Lesso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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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目标 Objectives

1.	 学会问候的基本表达用语 Learn to greet people

2.	 学会介绍自己的姓名、国籍 Learn to introduce one’s name and nationality

热身 Warm-up   01-01

你
Nǐ

 好
hǎo

 ！
|

Hello!1Lesson 

你
Nǐ

 好
hǎo|

！李
Lǐ

 先
xiānsheng

生 。
.

Hello! Mr. Li.

你
Nǐ

 好
hǎo|

！ 王
Wáng

 小
xiǎojiě.

姐。

Hello! Miss Wang.

我
Wǒ

 很
hěn

 好
hǎo.

。

I’m fine.

你
Nǐ

 好
hǎo

 吗
ma?

？

How are you?

5

01-高教社-《体验汉语·生活篇（修订版）》- L1（P5-16）-三改pr1_博文.indd   5 2019/2/20   14:26:02

练习 Exercises

1 选词填空。Choose the correct word to fill in the blanks.

1  很
Hěn

      你
nǐmen

们  能
néng

 来
lái

 我
wǒ

 家
jiā

 吃
chīfàn.

饭。

2  我
Wǒ

 的
de

 钥
y3oshi

匙  丢
diū

（lose）了
le,

，我
wǒ

 很
hěn

     。
.

3  明
Míngtiān

天  上
shàngwǔ

午  我
wǒ

 有
yǒu

 个
ge

 面
miànshì

试（interview），

 我
wǒ

 有
yǒudiǎnr

点儿      。
.

4  我
Wǒ

 丈
zhàngfū

夫  每
měitiān

天  喝
hē

 很
hěnduō

多  酒
jiǔ,

，我
wǒ

 很
hěn

     。
.

生
shēngqì

气   
angry

高
gāoxīng

兴着
zh1ojí

急 紧
jǐnzhāng

张   
nervous

2 回答下列问题，说说你的感受。Answer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about your feelings.

1  你
Nǐ

 常
chángcháng

常  着
zh1ojí

急／
/

生
shēngqì

气  吗
ma?

？

2  你
Nǐ

 什
shénme

么  时
shíhou

候  会
huì

 着
zh1ojí

急／
/

生
shēngqì?

气 ？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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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
Sòng

丽
Lìli
丽：

:
 你
Nǐ

 好
hǎo|

！ 

 珍
Zhēnnī

妮 ：
:

 你
Nǐ

 好
hǎo|

！

 宋
Sòng

丽
Lìli
丽：

:
 您
Nín

1 贵
guì

 姓
xìng?

2？

 珍
Zhēnnī

妮 ：
:

  我
Wǒ

 姓
xìng

 怀
Huáitè,

特， 

叫
jiào

 珍
Zhēnnī

妮 。
.

您
Nín

 贵
guì

 姓
xìng?

？ 

 宋
Sòng

丽
Lìli
丽：

:
 我
Wǒ

 姓
xìng

 宋
Sòng

，
,

叫
jiào

 宋
Sòng

 丽
Lìli.
丽。

 Song Lili: Hello!

 Jenny: Hello!

 Song Lili: What’s your surname?

 Jenny: My surname is White. I’m Jenny. What’s your surname?

 Song Lili: My surname is Song. My name is Song Lili.

1	您：It is the respectful form of“你（nǐ）”. It is used in formal occasions or to 

address elders. For informal occasions, especially when addressing children, people 

use“你叫什么名字？（Nǐ	ji3o	sh9nme	míngzi?）”instead of“您贵姓？（N!n	

gu#	x#ng?）”

2	贵姓（gu#	x#ng）：The respactful way of asking one’s surname.

注释 Notes

课文 Text   01-04

7

你 好 ！
Hello! 1Lesson 

01-高教社-《体验汉语·生活篇（修订版）》- L1（P5-16）-三改pr1_博文.indd   7 2019/2/20   14:26:03

5

你 好 ！
Hello! 1Lesson 

学习目标 Objectives

1.	 学会打招呼的常用表达方式　Learn	the	most	commonly	used	greetings

2.	 学会说自己的名字和国籍　Learn	to	introduce	your	name	and	nationality

3.	 学会数字	1—10　Learn	the	numbers	1	to	10

词语 Words and Phrases   01-01

nǐ

你
you

1
2

h2o

好
good, fine

3

gu# x#ng

贵姓
surname

4

jiào

叫
call

5

sh9nme

什么
what

6

m!ngzi

名字
name

7

w6

我
I, me

13

r9n

人
people,  
person

14

Yīnggu5

英国
the United 
Kingdom

12

gu5

国
nation, country

11

n2

哪
which

10

sh#

是
be

9

ne

呢
a modal  
particle

xìng

姓
surname  

is...

8

你
Nǐ

 好
hǎo|

！
Hello!1Lesson 

数字 Numbers（1）  01-02

1

6

一
yī

六
liù

2

7

七
qī

二
èr

3

8

八
bā

三
sān

4

9

九
jiǔ

四
sì

5

10

十
shí

五
w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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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 好 ！
Hello! 1Lesson 

情景 Scene   01-04

 马
Mǎ

修
xiū:

： 你
Nǐ

 好
hǎo|

！

 林
Lín Huá:

华： 你
Nǐ

 好
hǎo|

！

 马
Mǎ

修
xiū:

：  你
Nǐ

 贵
guì

 姓
xìng?

1？你
Nǐ

 叫
jiào

 什
shénme

么  名
míngzi?

字？2

 林
Lín Huá:

华：  我
Wǒ

 姓
xìng

 林
Lín,

，我
wǒ

 叫
jiào

 林
Lín Huá,

华3，你
nǐ

 呢
ne?

？4

 马
Mǎ

修
xiū:

： 我
Wǒ

 叫
jiào

 马
Mǎ

修
xiū.

。

 林
Lín Huá:

华： 你
Nǐ

 是
shì

 哪
nǎ

 国
guó

 人
rén?

？

 马
Mǎ

修
xiū:

： 我
Wǒ

 是
shì

   英
Yīngguórén.

国人。

 Matthew: Hello!
 Lin Hua: Hello!
 Matthew: What’s your surname, please?
 Lin Hua: My surname is Lin, please call me Lin Hua,  

what’s your name, please?
 Matthew: I’m Matthew.
 Lin Hua: What’s your nationality?
 Matthew: I am British.

01-体验汉语-留学篇（英语版）-Unit 1（P5-12）-六改_斯雯.indd   7 2019/2/20   14:5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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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关键句 Key Sentences

1. 我
Wǒ

 正
zhèngzài

在  想
xiǎng

 送
sòng

 什
shénme

么  礼
lǐwù

物 呢
ne.

。

2. 我
Wǒmen

们  上
shàngjiē

街  去
qù

 买
mǎi

 吧
ba.

。

3. 你
Nǐ

 看
kàn

 这
zhège

个  礼
lǐwù

物 怎
zěnmeyàng?

么样？

4. 生
Shēngrì

日  怎
zěnme

么  能
néng

 送
sòng

 闹
nàozhōng

钟  呢
ne?

？

1. I am thinking about what gift to buy.

2. Let’s go shopping.

3. What do you think about this gift?

4. How can we give a clock as a 
birthday gift?

情景 Scenes

  04-03

  04-04

(Lin Hua and Mark are in a room.)

  马
Mǎkè:

克： 林
Lín

 华
huá,

， 张
Zhāng

 梅
Méi

 后
hòutiān

天  生
shēngrì

日  聚
jùhuì.

会。你
Nǐ

 去
qù

 不
bu

 去
qù?

？

林
Lín

  华
Huá:

： 当
Dāngrán

然  要
yào

 去
qù.

。我
Wǒ

 正
zhèngzài

在  想
xiǎng

 送
sòng

 什
shénme

么  礼
lǐwù

物 呢
ne.

。

  马
Mǎkè:

克： 我
Wǒmen

们  上
shàngjiē

街  去
qù

 买
mǎi

 吧
ba.

。

林
Lín

  华
Huá:

： 好
Hǎo.

。

(Lin Hua and Mark come to a gift shop.) 

  马
Mǎkè:

克： 林
Lín

 华
huá,

，你
nǐ

 看
kàn

 这
zhègè

个  礼
lǐwù

物  怎
zěnmeyàng?

么样？

林
Lín

  华
Huá:

： 闹
Nàozhōng?

钟？  不
Bùhǎo|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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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篇┃
对象／已完成50课时学习者

课时／40—50课时

语种／英语

┃文化篇┃
对象／已完成160课时学习者

课时／60—80课时

语种／英语

┃商务篇┃
对象／已完成160课时学习者

课时／60—80课时

语种／英语

7

乘 车
Transportation 1Lesson 

（Outside the airport.）

 司
Sījī:
机： 你

Nǐ
  好
hǎo|

！你
Nǐ

 去
qù

 哪
nǎr?

儿 1？

 杰
Jiékè:

克： 我
Wǒ

 去
qù

 友
Yǒuyì

谊  宾
Bīnguǎn.

馆 。2

（50 minutes later.）

 司
Sījī:
机：  先

Xiānsheng,
生，  友

Yǒuyì
谊 宾

Bīnguǎn
馆  到

dào
 了
le.

 3。

 杰
Jiékè:

克： 好
Hǎode,

的， 谢
xièxie

谢 你
nǐ.

。

（Jack has a look at the taxi meter.）

 杰
Jiékè:

克： 给
Gěi

 你
nǐ

  钱
qián.

。4

 司
Sījī:
机： 这

Zhè
 是
shì

 发
fāpiào.

票。 下
Xiàchē

车   小
xiǎoxīn.

心。

 杰
Jiékè:

克： 谢
Xièxie,

谢，再
zàijiàn.

见。

 司
Sījī:
机： 再

Zàijiàn.
见。

情景 Scenes

(Outside the airport.)
 Driver: Hello! Where are you going?
 Jack: I’m going to the Friendship 

Hotel.
(50 minutes later.)
 Driver: Mister, we’ve reached the 

Friendship Hotel.

 Jack: OK. Thanks.
(Jack has a look at the taxi meter.)
 Jack: Here is the money.
 Driver: Here is the receipt. Be careful 

getting out.
 Jack: Thanks. Goodbye.
 Driver: Goodbye.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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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  再听一遍录音，然后选择一个人物，为他准备一个自我介绍。Listen to the record 

again, and then fill in the blanks.  01-02

通信电址： 中国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华为
基地

邮政编码：100871

电话号码：010-58838729

网址：http://www.huawei.com/cn/

工程师

林泉

C

通信地址：中国广州市流花路 15 号

邮政编码：510012

　　　　　号码：020-86661661

　　　　　号码：202-86661662

网址：http://www.guangzhouhonda.com.cn

经理

张元

D

通信地址：中国上海市江宁路 100 号

邮政编码：20010

电话号码：021-38834500

电子邮箱：luckylin-job@163.com

　　　　　

三岛明

B

01-体验汉语短期商务篇（英语版）-Lesson 1（P1-8）-初排_李艳.indd   4 2018/10/17   17:45:31

5

学习目标 Objectives

1.	 学会乘坐出租车的基本用语　Learn	the	common	expressions	for	taking	a	taxi

2.	 学会乘坐公共汽车的基本用语　Learn	the	common	expressions	for	taking	a	bus

3.	 学会数字	0-10　Learn	the	numbers	0-10

热身 Warm-Up

指指读读 Point and Speak  1-1

指读词语，可以由一个学生单独完成，也可以两人一组，一个人指图片，一个人说
词语。

Point to the words and say them aloud. Work individually or in pairs. One student points 
to a picture randomly, while the other student says the word aloud.

售
shòupiàoyuán

票员
conductor

计
jìjià
价 器

qì

taxi
发
fāpiào

票
receipt

公
gōngjiāo

交  卡
kǎ

public transportation card

出
chūzūchē

租车
taxi

地
dìtiě

铁
subway

司
sījī
机

driver
公

gōnggòng
共  汽

qìchē
车

bus

 乘
Chéngchē

车 
Transportation1Les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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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学习目标 Objectives

1. 能用汉语介绍自己和介绍别人　Can introduce yourself and others in Chinese

2. 能用汉语介绍职位头衔　Can introduce the names of some job titles in Chinese

3. 能制作汉语名片　Can design your own name card in Chinese

词语 Words and Phrases   01-01

chū cì

初次
first time

1

jìzhě

记者
journalist

2
diànzhǎng

店长
store manager

3

gōngchéngshī

工程师
engineer

4
jiāoliú

交流
exchange

5

jīngyàn

经验
experience

6

zhǔguǎn

主管
person in  

charge

7

jīnglǐ

经理
manager

8
péixùnshī

培训师
trainer

9

fēnxīshī

分析师
analyst

10
guǎnggào

广告
advertisement

11

bù

部
department

12
rénlì zīyuán

人力资源
human  

resource

13

初
Chū

 次
cì

 见
jiàn

 面
miàn

 
First Meetings1Les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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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应 该 送 什 么？
What do we gift?

学习目标 Objectives

1.	 学习关于禁忌的表达　Learn	the	expression	of	taboos

2.	 了解中国人禁忌的一般常识　Understand	common	Chinese	taboos

热身 Warm-up

闹
nàozhōng

钟
alarm clock

伞
sǎn

umbrella
翻

fānchuán
船

capsize

第一部分 Part I

词语 Words and Phrases

  04-01

  04-02

4Lesson 

1

后
hòutiān

天
the day after 

tomorrow

8

反
fǎnzhèng

正
anyway,  
anyhow

2

生
shēngrì

日
birthday

7

到
dàodǐ

底
after all, in  

the end

4

当
dāngrán

然
of course

5

上
shàngjiē

街
go shopping

3

聚
jùhuì

会
party

6

奇
qíguài

怪
strange

 应
Yīnggāi

该 送
sòng

 什
shénme?

么?
What do we gi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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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验汉语短期教程·留学篇·练习册（修订版） 978-7-04-052547-2 165页 张璟 主编

体验汉语短期教程·生活篇·练习册（修订版） 978-7-04-053315-6 115页 王雅娟 主编

体验汉语短期教程·生活篇进阶·练习册（修订版） 978-7-04-053316-3 133页 朱晓星 褚佩如 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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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习册┃

7

你 好 ！
Hello! 1Lesson 

情景 Scene   01-04

 马
Mǎ

修
xiū:

： 你
Nǐ

 好
hǎo|

！

 林
Lín Huá:

华： 你
Nǐ

 好
hǎo|

！

 马
Mǎ

修
xiū:

：  你
Nǐ

 贵
guì

 姓
xìng?

1？你
Nǐ

 叫
jiào

 什
shénme

么  名
míngzi?

字？2

 林
Lín Huá:

华：  我
Wǒ

 姓
xìng

 林
Lín,

，我
wǒ

 叫
jiào

 林
Lín

 华
Huá,

3，你
nǐ

 呢
ne?

？4

 马
Mǎ

修
xiū:

： 我
Wǒ

 叫
jiào

 马
Mǎ

修
xiū.

。

 林
Lín Huá:

华： 你
Nǐ

 是
shì

 哪
nǎ

 国
guó

 人
rén?

？

 马
Mǎ

修
xiū:

： 我
Wǒ

 是
shì

   英
Yīngguórén.

国人。

 Matthew: Hello!
 Lin Hua: Hello!
 Matthew: What’s your surname, please? Lin Hua: My surname is Lin, please call me Lin Hua,  what’s your name, please? Matthew: I’m Matthew. Lin Hua: What’s your nationality? Matthew: I am British.

01-体验汉语-留学篇（英语版）-Unit 1（P5-12）-七改_博文.indd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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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看图说话 Look and Say

好
hǎo

关键句 Key Sentences   01-03

1. 你
Nǐ

 好
hǎo|

！

2. 你
Nǐ

 贵
guì

 姓
xìng?

？

3. 你
Nǐ

 叫
jiào

 什
shénme

么  名
míngzi?

字 ？

4. 我
Wǒ

 叫
jiào

 林
Lín Huá,

华，你
nǐ

 呢
ne?

？

5. 你
Nǐ

 是
shì

 哪
nǎ

 国
guó

 人
rén?

？

6. 我
Wǒ

 是
shì

  英
Yīngguórén.

国人。

1. Hello!
2. What’s your surname, please?

3. What’s your name, please?

4. Please call me Lin Hua, what’s your 

name, please?
5. What’s your nationality?
6. I am British.

B

你
Nǐ

 是
shì

 哪
nǎ

 国
guó

 人
rén?

？

　　　 。

A

　　　 。你
Nǐ

 叫
jiào

 什
shénme

么  名
míngzi?

字？

 选词搭配。Choose the proper words to match the word below.

01-体验汉语-留学篇（英语版）-Unit 1（P5-12）-六改_斯雯.indd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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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线搭配。Read and match.

1  你
Nǐ

 叫
jiào

 什
shénme

么  名
míngzi?

字？   a  你
Nǐ

 好
hǎo|

！

2  你
Nǐ

 是
shì

 哪
nǎ

 国
guó

 人
rén?

？   b  我
Wǒ

 是
shì

  英
Yīngguórén.

国人。

3  你
Nǐ

 好
hǎo|

！   c  我
Wǒ

 叫
jiào

 林
Lín Huá.

华。

活动 Activities

1 语音练习 Pronunciation

 朗读下列词语。Read aloud.  01-05

你
nǐ

人
rén

我
wǒ

什
shénme

么

好
hǎo

名
míngzi

字

叫
jiào

哪
nǎ

 国
guó

1 “贵姓”is a polite and respectful way of asking someone’s name. The answer is“我

姓……”.
2 In Chinese, the word order of a question is the same as the statement, unlike the English 

grammar. When a statement is changed into a question, the questioned part ought to be 

replaced with an interrogative word. The word order remains the same. The question form 

of the statement“我是英国人。”is“你是哪国人?”

3 Chinese people put their surnames (family names) before their given names. When giving 

their names to others, Chinese people generally give their full names: surnames, and then 

given names.
4 “你呢”means “What’s your name?” in this sentence. The particle“呢”can follow a 

noun or a pronoun to form a question similar to the English “And you?”. The meaning of 

this question depends on the preceding part of the sentence. E.g. in“我是英国人，你

呢？”,“你呢”means “What country are you from?” ; in“我要学汉语，你呢？”,“你

呢”means “Do you want to study Chinese?”.

Notes

01-体验汉语-留学篇（英语版）-Unit 1（P5-12）-六改_斯雯.indd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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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 好 ！
Hello! 1Lesson 

学习目标 Objectives

1.	 学会打招呼的常用表达方式　Learn	the	most	commonly	used	greetings2.	 学会说自己的名字和国籍　Learn	to	introduce	your	name	and	nationality3.	 学会数字	1—10　Learn	the	numbers	1	to	10

词语 Words and Phrases   01-01

nǐ

你
you

1 2

h2o

好
good, fine

3

gu# x#ng
贵姓

surname

4

jiào

叫
call

5

sh9nme
什么
what

6

m!ngzi
名字
name

7

w6

我
I, me

13

r9n

人
people,  
person

14

Yīnggu5
英国

the United 
Kingdom

12

gu5

国
nation, country

11

n2

哪
which

10

sh#

是
be

9

ne

呢
a modal  
particle

xìng

姓
surname  

is...

8

你
Nǐ

 好
hǎo|

！
Hello!1Lesson 

数字 Numbers（1）  01-02

1

6

一
yī

六
liù

2

7

七
qī

二
èr

3

8

八
bā

三
sān

4

9

九
jiǔ

四
sì

5

10

十
shí

五
w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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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验汉语·基础教程（上） 978-7-04-020313-4 246页

体验汉语·基础教程（下） 978-7-04-020519-0 258页

体验汉语·基础教程练习册（上） 978-7-04-025488-4 152页

体验汉语·基础教程练习册（下） 978-7-04-025862-2 170页

汉语｜英语

  通用，零起点—高级

 PPT电子教案、MP3录音、教师参考书免费下载：www. morefunchinese. com/resource/file

 基础、中级、高级

 采用任务型教学方法，注重学习体验。

 语料地道真实，富有时代特色，充满生活情趣。

 注重汉字教学，采用“认写分流、多认少写、逐渐达到认写合流”的模式。

体验汉语·基础教程 适合汉语初学者使用。每册24课，建议每课授课4—5学时。

体验汉语·中级教程
适合已掌握1 000词的学生使用。每册12单元，每单元由两课组成，约有30—40个生

词，建议每单元授课6—8学时。

体验汉语·高级教程
适合已经掌握2 200—2 500词的学生使用。每册10单元，每单元由3课组成，约有

60—80个生词，建议每单元授课6—8学时。

┃基础教程┃

姜丽萍 主编

成人汉语教学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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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子
提炼出本课5个重点句型。

听与说
包含侧重听说的练习。

语音练习
通过韵语进行音
律教学。

注释 & 趁热打铁
语言注释后紧跟语言练习，帮
助学习者及时掌握。

句型操练
在特定场景中进行语
言交际实践。

1

� 1

 

�

�=

=

�
               NJ     hAo

� � | Sentences

001 Hello! � �!
NJ  hAo!

002 Hello! (polite form) � ��
NIn  hAo!

003 Hello! (polite form) � � ��
NJmen  hAo!

004 Bye! � ��
ZSijiSn!

005 See you tomorrow! � � ��
MIngtiQn jiSn!

� ! | Part I

� � | Words

1. � nJ you 3. �� zSijiSn bye

2. � hAo good

� ! Proper Nouns

1. �� MAkF Mark 2. �� KAlPn Karen

7

�=�=�

� � ! Chinese Characters

� � � �

�

�

�

�

� � ! Pronunciation

   � � � � � � � � � �
 zhFlJ zhJ mSi bSo zhFlJ bP mSi pSo

3

�=�=�

�  | Text 2

(Scene: Mrs. Wang is greeting several students in the classroom.)

�=�=�� �=�=��
WWng lAoshU: NJmen hAo!

�=�=�� �=�=���=��
AndRlL: WWng lAoshU, nIn hAo!

�=�� �=�=��
KAlPn: LAoshU  hAo!

�=�=�� �=�=��
WWng lAoshU: MIngtiQn jiSn!

�=�=��
�=�=��AndRlL:
MIngtiQn jiSn!�=�W

KAlPn:

� � | Notes

1. � The respectful form of � 
�  is a polite form of � used to show respect. It is usually used when talking to senior people. But

sometimes you can also say �  to people in your age to show respect, especially when you meet at the first time.

�  doesn't have a plural form, so you CANNOT say “��”K

2. � !"# Sentences with an adjectival predicate
In an adjectival predicate, the verb �  is not used. Adjectives are put right after the subject. E.g.

Subject (S) Predicate (Adj.)
� ��

�� ��

�� ��

� ! | Pattern Drills

1. ���

����

� �� ==��读与写
练习丰富，侧重读写。

6

1   �==�

�

�

shM

piD

nS

2.� ! Rules of Stroke Order�1�

  
�

  
�=

� | Reading and Writing

� � !"#$=Fill in the Blanks and Complete the Conversations

A�� 

B� |||||||||||||||||||||||||||||||||||�

A�� 

B� |||||||||||||||||||||||||||||||||||�

A�� |||||||||||||||||||||||||||||

B�� 

A� |||||||||||||||||||||||||||||||||||�

B�� !

Horizontal before vertical

Downward-left before

downward-right

4

1   �==�

� >

� !

� ��>

2. �� /� !

���� /� �

� 
tYngxuR men

� � !"# Look and Answer

� ! | Vocabulary Extension

� | Listening and Speaking

�� �� ��

� ! píêáâÉ=tÜáäÉ=íÜÉ=fêçå=fë=eçí

� !"#$%&'(�

2

1   �==�

�  | Text 1

(Scene: Karen meets Mark, and they say hello to each other.)

�=�� �=���=��
KAlPn: MAkF,  nJ  hAo!

�=�� �=���=��
MAkF: NJ  hAo,  KAlPn!

�=�� �=��
KAlPn:  ZSijiSn!

�=�� �=��
MAkF:  ZSijiSn!

� � | Notes

� !" Hello!
In Chinese, this is a common greeting and can be used at any time. It is also used as a reply.

� ! píêáâÉ=tÜáäÉ=íÜÉ=fêçå=fë=eçí

� ! | Part II

� � | Words

1. ��  nJmen you 4. � nIn you (respectful form)

2. �� mIngtiQn tomorrow 5. � jiSn to see

3. �� lAoshU teacher

� ! Proper Nouns

1. � WWng Wang 2. �  AndRlL Andrew

�� I��>

� ��>

� 

汉字
从基本笔画、书写顺序
到汉字构成法则，循序
渐进，为学习者打下汉
字书写基础。

5

�=�=�

� � ! Pair Work

� � A � � B

� 

� 

� � � � �

� 

� !

� � � � �

� !"

� 

� � !"#$% Give a Response According to the Situation

1. � 
2. � 
3. � 

� � | Characters

Chinese characters are square-shaped. There are 3 levels in the structure of Chinese characters: strokes, compo-

nents and characters as wholes.

The stroke is the smallest component unit of Chinese characters. It refers to the dots and lines, which constitute the

character. Stroke includes basic strokes and compound strokes.

1.� ! Strokes of Chinese Characters�1�

Stroke Name     Example

hRng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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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第2单元  中国美食之旅

27

第3课  中餐馆就餐记

1. 看看网友对一家饺子馆的点评，说说选择餐馆就餐时你最看重哪个方面？为什么？

2. 你听说过下面哪些有趣的中国菜名？猜猜看它们的得名跟什么有关系？
 

2  课   文          2-05

第 3  课  中餐馆就餐记

1  热身活动

马克是这次“学做中国菜大赛”的冠军，他饶有兴趣地记录下了自己

在当地一家著名中餐馆的就餐经历。

上周末几位在活动中结识的中国朋友邀请我一起去了一家中餐馆。据朋

友们说，想品尝口味正宗、价格实惠的中国菜，①非这家餐馆莫属。一路上

他们一直在向我描述，从餐馆的环境到菜品的口味，从服务到口碑，吊足了

我的胃口，我心中对这次就餐充满了期待。

东
坡

肉

宫
保

鸡
丁

麻
婆

豆
腐

都
一

处
烧

卖

口味：2（好） 环境：1（一般） 服务：1（一般）
这家饺子还真不错，吃饭的时间人爆满。
我点了个猪肉三鲜和香菇鸭肉的饺子，
个个都是皮薄馅大，味道也很好。
其他的相对就普通了，去那儿还得吃饺子。

跟一位清
朝的官员
有关系

跟一位中国
古代文学家
有关系

跟一位脸上
长麻点的妇
女有关系

跟一位中国
古代皇帝有
关系

20

第2单元  中国美食之旅

21

第2课  学做一道拿手菜

第 2  课  学做一道拿手菜

1  热身活动

1. 你知道中餐常用的烹调方法有哪些？跟西餐的烹调方法有什么差别？

2. 对你来说，做中国菜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2  课  文          2-03

今天的比赛现场，热闹非凡，几位参赛者都跃跃欲试，冠军是谁？现

在还是个谜。

本场比赛有三位选手参赛，将要学做中国名菜——“宫保鸡丁”。负

责演示的大师傅强调说这道菜虽略显复杂，但只要把握好几个细节，就能

做得八九不离十。首先，鸡肉要拍松，切成小丁，然后用料酒、盐、淀粉

上浆，这样口感会比较嫩滑。接下来调汁，糖、醋各两

勺，少量酱油、盐、淀粉和水，切记比例要适量。鸡

丁过油时，注意火候千万不能过。放入花椒、辣椒、鸡

丁，然后倒入事先调好的汁。最后再放入花生米，否则

就不脆了。大师傅边说边做，一道色、香、味俱全的宫

中
 餐

西
 餐

第2课
侧重读与说的经典语篇
和活动。 第3课

侧重读与写的经典范文
和活动。

热身活动
每课起始，围绕单元主题，
采用多种形式进行热身准备。

语言点
简练准确的语言点讲
解，配有实用练习。

Unit 3.indd   52 2014.12.5   2:29:12 PM

Unit 3.indd   38 2014.12.5   2:29:04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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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验汉语·中级教程1 978-7-04-036182-7 142页 体验汉语·中级教程练习册1 978-7-04-036332-6 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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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课
侧重听与说的语料和 
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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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英语

  通用，零起点

 MP3、PPT电子教案、对话情景视频，免费下载：www. morefunchinese. com/resource/file

 基础、初级

 坚持以功能为纲，功能、结构相结合，兼顾文化。

 坚持任务型教学理念。

 内容上进行了更新和“瘦身”。

 突出教学资源的支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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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点菜 Ordering Meal

活动与扩展 Activities and Extension

语音 Phonetics

1. 听录音，跟读比较 z 和 zh。Listen to and read after the recording, compare the 

pronunciation between “z” and “zh”.

1  zì - zhì 2  zú - zhú 3  zǎo - zhǎo 4  zàn - zhàn 
5  zěn - zhěn 6  zuān - zhuān 7  zōng - zhōng 8  zǒng - zhǒng

2. 朗读句子。Read the sentences aloud. 

1  中午你去哪儿吃饭？  2  我去餐厅吃饭。
3  你吃包子还是米饭？ 4  我要一碗米饭和一个带肉的菜。
5  你吃饺子还是面条？ 6  我不会用筷子。

扩展 Extension

1.  听录音，看图学习关于餐具和菜名的词语。Listen to the recording and learn the 

words related to tableware and dishes from the pictures.

餐
cānjù

具
tableware

刀
dāo

knife
叉

chāzi
（子）
fork

勺
sháozi

子
spoon

中
Zhōngguócài

国菜
dishes

宫
gōngbǎo

保  鸡
jīdīng

丁
kung pao chicken 

北
Běijīng

京  烤
kǎoyā

鸭
peking roast duck

麻
má

婆
pó

 豆
dòufu

腐
mapo tofu

我
Wǒ

 在 吃
chī

 包
bāo

子。
I am eating baozi.

她
Tā

 在
zài

 看
kàn

 报
bàozhǐ.

纸。
She is reading a newspaper.

zi.zài zài zhǐ.

语音

比较相似的语音，完成从字词

到句子的练习，帮助学生形成

标准的语音发音。扫描二维码

即可获取配套录音资源。

活动与扩展
基于本课所学内容，扩展语音、汉

字知识，同时补充文化知识让学生

在活动中运用语言。

扩展

补充与本课话题相关的词语，帮助学生扩大词汇量，

并以完成交际任务的形式让学生即学即用。

词语

展示需要掌握的生词，扫描二维码即可获取录音资源。

看视频，回答问题。

让学生带着问题看视频，理解课文大意。

听录音，跟读对话。

学生听课文录音，朗读课文，掌握对话内容，帮助

学生建立“音”“意”联系。
2

点菜 Ordering Meal

词语 New Words

 听录音，跟读学习词语。Listen to and read after the recording to learn new words.

 

对话 Dialogue

1. 看视频，回答问题。Watch the video and answer the questions. 

1   卡
Kǎlún

伦 中
zhōngwǔ

午  去
qù

 哪
nǎr
儿 吃

chī
饭
fàn?

？安
Andélǔ

德鲁 呢
ne?

？

2   卡
Kǎlún

伦 吃
chī

 包
bāozi

子 还
hái

是
shi

 米
mǐ

饭
fàn?

？    3   安
Andélǔ

德鲁 吃
chī

 什
shénme?

么？

4   卡
Kǎlún

伦 喝
hē

 什
shénme?

么？  5   卡
Kǎlún

伦 和
hé

 安
Andélǔ

德鲁 都
dōu

 要
yào

 了
le

 什
shénme?

么？

2. 听录音，跟读对话。Listen to and read after the recording. 

安德鲁和卡伦在教室聊天。Andrew is chatting with Karen in the classroom.

安
Andélǔ:

德鲁： 中
Zhōngwǔ

午  你
nǐ

 去
qù

 哪
nǎr
儿 吃

chī
饭
fàn?

？

　卡
Kǎlún:

伦： 我
Wǒ

 去
qù

 餐
cāntīng

厅  吃
chī

饭
fàn.

。你
Nǐ

 呢
ne?

？

安
Andélǔ:

德鲁： 我
Wǒ

 也
yě

 去
qù.

。

肉
ròu

meat

8

喝
hē

to drink

10

菜
cài

vegetable

9

碗
wǎn

bowl

11

中
zhōngwǔ

午
noon

1

餐
cāntīng

厅
cafeteria

3

吃
chī

to eat

2

包
bāozi

子
baozi

4

米
mǐfàn

饭
rice

6

带
dài

with

7

还
háishi

是
or

5

鸡
jīdàn

蛋
egg

12

汤
tāng

soup

13

师
shīfu

傅
waiter/
waitress

14

 鱼
yúxiāng

香  肉
ròusī

丝
专有
名词 fish flavored shredded pork

01-体验汉语基础教程2（修订版）-Lesson 1（P1-12）-三改pr1_东.indd   2 2020/3/27   8:52:55

对话 

扫描二维码即可观看情景剧视频。以学生最熟悉的学校生活为话题，

展现真实场景对话。以完成任务形式，帮助学生在用中学。

56

02-高等教育2020年宣傳冊（中文版）-修订-（P048-077）-一改pr3_斯雯.indd   56 2020/3/27   14:00:58



  通用，零起点—中级

 MP3录音免费下载：www. morefunchinese. com/resource/file

 共4册

 采用任务型教学方法，注重学习体验。

 语料地道真实，富有时代特色，充满生活情趣。

 注重汉字教学，采用“认写分流、多认少写、逐渐达到认写合流”的模式。

汉语｜泰语·老挝语

体验汉语·基础教程1（泰语版） 978-7-04-025096-1 132页

体验汉语·基础教程2（泰语版） 978-7-04-025420-4 138页

体验汉语·基础教程3（泰语版） 978-7-04-025366-5 142页

体验汉语·基础教程4（泰语版） 978-7-04-025367-2 146页

┃泰语版┃

┃老挝语版┃

成人汉语教学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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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验汉语1（老挝语版） 978-7-04-037662-3 132页

体验汉语2（老挝语版） 978-7-04-037663-0 138页

体验汉语3（老挝语版） 978-7-04-037664-7 142页

体验汉语4（老挝语版） 978-7-04-037665-4 146页

听与说
包含侧重听说的
练习。

课文
每课提供两段真实、
自然的对话。

句型操练
在特定场景中进行语
言交际实践。

注释
语言注释简练准确，
帮助学习者及时掌握
相关语言点。

汉字
从基本笔画、书写顺
序到汉字构成法则，
循序渐进，为学习者
打下汉字书写基础。

读与写
包含侧重读写的练习。

句子
提炼出本课5个重点句型。

问 家 庭

51

三	 根据情景作出回答	ຕອບຄາໍຖາມຕາມສະຖານະການທ່ີກາໍນດົໃຫ້

1.		你家有几口人？	

2.	你爸爸做什么工作？

3.	你有姐姐吗？	

	 汉	字	| 

1. 汉字笔画	ເສັ້ນຂດີຂອງຕວົອກັສອນຈນີ

 ເສ້ັນຂດີ ຊື່ ເອີນ້ ຕວົຢາ່ງ

 h0ng pi- w1n  g5u  

  

 t@

 

  pi-  zh0   

2. 汉字偏旁	ກຸມ່ເສນຂດີຂອງຕວົອກັສອນຈນີ(3)
    

    nV  z$  p2ng	 妈            t@ sh7u  p2ng 护 

3. 汉字组合	ການປະກອບຕວົອກັສອນຈນີ(3)

  
女字旁

	 女 + 马		 妈	

 n_  z$  p2ng
	 女 + 且	 姐	

	 女 + 未	 妹	

		提手旁	
扌 + 户	 护

 
t@ sh7u  p2ng 

	 读与写	| 

一	 把括号里的词填入适当的位置	ເອົາຄາໍໃນວງົເລັບໄປຕື່ ມໃສຕາໍແໜງ່ທ່ີເໝາະສມົ

1. 我 A 家 B 有 C 三口人。	 	 （也）

ຕວົອກັສອນຈນີ

ການອາ່ນແລະການຂຽນ

43

第 6 课
       
            D$          li*       k=

你 家 有 几 口 人
          N#        ji1        y7u       j#       k7u     r0n

	 句	子 | 

026 	 	 	 你 家 有 几 口 人？
    N#  ji1  y7u  j#  k7u  r0n?

027   	 我 家 有 三 口 人。	
    W7  ji1  y7u  s1n  k7u  r0n.

028 	 	 	 你 爸 爸 做 什 么 工 作？
    N#  b4ba  zu8  sh0nme  g5ngzu8?

029 	 	 	 你 有 姐 姐 吗?	
    N#   y7u  ji-jie ma?

030 	 	 	 你 姐 姐 在 哪 儿 工 作？
    N#  ji-jie  z4i  n3r  g5ngzu8?

	 第一部分 | 
 

	 词	语 | 

1.	 家	 ji1 

2.	 有	 y7u 

3.	 口	 k7u 

4.	 和	 h0 

5.	 做	 zu8 

6.	 工作	 g5ngzu8

7.	 大夫	 d4ifu

ປະໂຫຍກສາໍຄນັ

ຄອບຄວົເຈົາ້ມຈີກັຄນົ?

ຄອບຄວົຂອ້ຍມສີາມຄນົ.

ພ່ໍຂອງເຈົາ້ເຮັດວຽກຫຍງັ?

ເຈົາ້ມເີອືອ້ຍບໍ?

ເອືອ້ຍຂອງເຈົາ້ເຮັດວຽກຢູໃສ?

ຕອນທີ1

ຄາໍສບັ

ເຮອືນ,ຄອບຄວົ

ມ ີ

ຄນົ(ລກັສະນະນາມທ່ີ

ໃຊກ້ບັຈາໍນວນຄນົໃນຄອບຄວົ)

ກບັ,ແລະ

ເຮັດ

ວຽກ,ເຮັດວຽກ

ໝໍ,ທານໝໍ

6 你家有几口人

50

①

  

二	 双人练习	ຈບັຄູສ່ນົທະນາ

 

  A                  B
  W7 ji1 y7u s1n k7u r0n, b4ba, m1ma h0 w7.

  W7 b4ba sh$ d4ifu.

  W7 m1ma z4i b!ngu3n g5ngzu8.

  W7 xu0x@ Y!ngy&.

  A                    B

 N# y7u g9ge ma? __________. W7 zh# y7u y@ ge ji-jie.

 N# ji-jie z4i n3r g5ngzu8?

 T1 sh$ d4ifu ma?     B*,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②

	 听与说	| 

一	 看图回答问题	ເບິ່ ງຮບູພາບແລວ້ຕອບຄາໍຖາມ

他们做什么工作	？																												

ການຟງັແລະການສນົທະນາ

ເຂົາເຈົາ້ເຮັດວຽກຫຍງັ?

6 你家有几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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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文一 | 

(ມາກລມົກບັຈາງຮວາ)

	 马	克:	 张 华，你 家 有 几 口 人？ 
 M3k=: Zh1ng Hu2,  n#  ji1  y7u  j#  k7u  r0n?    

	 张	华:	 我	家	有	三	口	人，爸	爸、妈	妈	和	我。	
 Zh1ng  Hu2: W7  ji1  y7u  s1n  k7u  r0n,  b4ba,  m1ma  h0  w7.
	 马	克:	 你 爸 爸 做 什 么 工 作？
 M3k=: N#  b4ba  zu8  sh0nme  g5ngzu8?
	 张	华:	 他 是 大 夫。
 Zh1ng  Hu2: T1  sh$  d4ifu.
	 马	克:	 你 妈 妈 呢？
 M3k=: N#  m1ma  ne?
	 张	华:	 我 妈 妈 是 老 师。
 Zh1ng  Hu2: W7  m1ma  sh$  l3osh!.

	 注	释 | 

  1.  “有”字句(1) ປະໂຫຍກ“有” (1)

 ① “有”ໃນບອ່ນນີສ້ະແດງເຖງິຄວາມເປັນເຈົາ້ຂອງຫືຼການມຢີູໃ່ນຄອບຄອງເຊ່ັນວາ່:

  
 

   	 有    

 	 我 	 有 一个手机。 

 	 我 	 有 一个姐姐。

	 	 波乔 	 有 一个哥哥。

 ② ຫາກຕອ້ງການເພ່ີມຄາໍຂະຫຍາຍໃຫວ້າງຄາໍຂະຫຍາຍໄວດ້າ້ນໜາ້“有”ເຊ່ັນວາ່:

 
  

     

         +有     
	 他 也有	 一个手机。 

	 我 也有 一个姐姐。

	 波乔 也有 一个哥哥。

ບດົຮຽນທີ1

ຂໍ້ສງັເກດ

ຕວົຕງ

ຕວົປະກອບ

ຕວົສາໍແດງ
ຕວົປະກອບ

ຄາໍວເິສດຕວົຕງ
ຕວົສາໍແດງ

6 你家有几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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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句型操练 | 

  

1. A：你家有几口人？

  N# ji1 y7u j# k7u r0n?

 B：我家有三口人。

  W7 ji1 y7u s1n k7u r0n?

 A：……家有几口人？

       ... ji1 y7u j# k7u r0n?

 B：……家有……口人。

       ... ji1 y7u ... k7u r0n?

她做什么工作？

T1 zu8 sh0nme g5ngzu8?

他家有几口人？

T1 ji1 y7u j# k7u r0n?

他们是谁？

T1meng sh$ shu@?

他呢?

T1 ne?

张华 马克 王老师

张华的妈妈/老师 张华的爸爸/大夫

2. 你爸爸做什么工作？						

 N# b4ba zu8 sh0nme g5ngzu8?

	 ……做什么工作？

   ... zu8 sh0nme g5ngzu8?

趁热打铁 
 

ການຝຶກຮບູປະໂຫຍກ

ຕເີຫັຼກຕອນຮອ້ນ

问 家 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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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汉字练习	ຝຶກຂຽນຕວົອກັສອນຈນີ

ຕວົອກັສອນຈນີ ລາໍດບັຂດີ

	 都	

   

	 护	

   

	 么	

   

	 妈	

 

六	 	 	 	语音练习	ຝຶກອອກສຽງ

他 的 亲 戚 买 了 七 斤 新 鲜 的 西 红 柿。

T1 de q!nqi m3ile q! j!n x!nxi1n de x!h6ngsh$.

. “x”ທຽບໄດກ້ບັສຽງ“ຊ”ໃນພາສາລາວ.ເວລາສຽງ“x”ປະສມົກບັສະຫຼະ
“i”ກາຍເປັນສຽງ“xi”,ຈະອອກສຽງຕາ່ງກບັສຽງ“ຊີ່ ”ໂດຍທ່ີເວລາ
ອອກສຽງນີໃ້ຫຫ້ຍີ່ ງສບົອອກດາ້ນຂາ້ງຫຼາຍກວາ່ ການອອກສຽງ “ຊີ່ ”
ໃນພາສາລາວ.

语音练习
通过韵语进行
音律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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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英语

入乡随俗（上册） 978-7-04-021652-3 322页 冯胜利 王学东等主编

入乡随俗（下册） 978-7-04-021666-0 316页 冯胜利 王学东等主编

知人论世（上册） 978-7-04-021653-0 266页 冯胜利 冯禹等主编

知人论世（下册） 978-7-04-021667-7 234页 冯胜利 冯禹等主编

说古道今（上册） 978-7-04-021654-7 262页 冯胜利 冯禹等主编

说古道今（下册） 978-7-04-021668-4 262页 冯胜利 冯禹等主编

文以载道（上册） 978-7-04-021655-4 250页 冯胜利 冯禹等主编

文以载道（下册） 978-7-04-021656-1 342页 冯胜利 冯禹等主编

  大学本科学习者、高级汉语学习者，中高级

 MP3光盘

 共8册

 为美国哈佛大学唯一核心汉语教材，由哈佛大学中文部教师历时五年编写完成。

 《入乡随俗》（两册）以“地道的口语”教学为基础，适当引入正式典雅的语体，适合大学二年级学生使用。

 《知人论世》（两册）在巩固基础口语的同时，逐渐将重点转移到典雅语体（包括正式口语）的训练，选文均为著

名作家的作品和经改编的散文，适合大学三年级学生使用。

 《说古道今》（两册）兼顾正式口语和典雅语体的训练，选文地道，均出自作家原作，适合大学四年级学生使用。

 《文以载道》（两册）专注正式口语训练和典雅语体写作，选文地道，均出自作家原作，适合大学五年级学生使用。

成人汉语教学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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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句型

讨论题

语法修辞总结

生词

课文

重要词语的解释和使用习惯

词汇辨认与扩充

练习

電梯中第十一課

�

        梯門合上了。 

開電梯的胖姑娘撳了一下有“10”字的方鈕，方鈕亮了。能感覺到

電梯在向上移動。胖姑娘懶洋洋地坐在操縱盤下的電鍍椅上，看報紙上

的影劇廣告。 

好，只當胖姑娘不存在。 

她望著他。一刹那間，她覺得世界上只存在著她和他。 

他微笑著。他的頭髮花白了，但仍舊那麽豐茂。他額頭、眼角、耳

邊的紋路，細碎而明顯，但他的面龐總體來說還是那麽神采奕奕。他腮

幫和下巴的鬍子儘管刮得非常乾淨，但留下了一片均勻的淡墨染出般的

印迹。他的喉結仍是那麽尖銳結實。 

她把眼光移開。她受不了他那雙眼睛裏射出的光，那並不是譴責、

嫌弃、輕視、懷疑的光，恰恰相反，那眼光裏充滿了寬容、關懷、尊

重、信任。唯其如此，她受不了。 

電梯在向上移動。 

她和他是在人行道上邂逅的。 

她一眼就認出了他。最近報紙上還登載了一篇記者的專訪，附有他

的照片。近兩年來，他的照片經常出現在報刊上。 

有一回電視裏還出現了他的大特寫，並且有他一段錄音講話。 

她痛楚地意識到，這正是他。 

他也一眼就認出了她。雖然她老了許多，而且消失了昔日的活潑，

但是她的輪廓，她走路的姿勢，還是使他一下子就認出了她。他遇上

她，內心裏涌動著真誠的快樂。 

他就住在前面新建的高樓裏。他邀請她上去坐坐。她答應了。 

他們都感到有許多話要談，但是他們一時又並沒有說什麽。進了電

梯，他們只是相互微笑地對視著。 

電

电梯中        第十一课

��

E	刹那间⋯⋯觉得⋯⋯

 In a very short period of time, (subject) felt...
	 【课文】	 一刹那间，她觉得世界上只存在着她和他。 

   In a very short period of  time, she felt as if  there were nobody else but 

her and him in the world.

	 【补充】	 诊断书上写着“癌症”两个字，刹那间，他觉得眼前一片黑暗。

   Seeing the word “cancer” in the diagnostic notice, he suddenly felt that 

there was nothing but darkness ahead.

E 要等到⋯⋯时，⋯⋯才能⋯⋯

 cannot... till...
	 【课文】	 要等到她在湖边的那个隐秘的角落里寻到他时，眼里才能重新充满

律动着的线条和色彩。

   Not until she found him in the secret corner beside the pond, rhythm 

lines in motion and colors could be restored in her eyes.

	 【补充】	 公共汽车司机说要等到五十个座位都坐满时才能开车。

   The bus driver said the bus would not leave the station till all the 50 seats 

were occupied.

E 当年的⋯⋯今天回忆起来，依旧⋯⋯

 When we now recall ... of the past, still...
	 【课文】	 他当年的那些诗句，今天回忆起来，依旧火辣辣的。

   When we recall the verses he wrote long ago, still we have a feeling of  

flaming today. 

	 【补充】	 当年的那些事情，今天回忆起来，依旧让她觉得脸红。

   Recalling what she did long ago, she still felt blush with shame. 

E 倘若真的⋯⋯就⋯⋯

 If really... then...
	 【课文】	 倘若真的如此，世界和生活就都还算单纯。 

   If  that story were true, the world and life could be considered simple and 

pure.

	 【补充】	 老板倘若真的知道了这件事，我们就有大麻烦了。

   If  our boss really knew what we did, then we would have been in big trouble.

重要句型
Important Sentence Patterns

電梯中第十一課

��

电梯 電梯 diSntU n. elevator
揿 qKn v. press, push down
钮 鈕 niL n. push button
操纵盘 操縱盤 cQozHngpWn n. control panel
电镀 電鍍 diSndM a. electroplate
丰茂★ 豐茂 fEngmSo a. abundant
额头 額頭 RtYu n. forehead
纹路 紋路 wRnlM n. wrinkles
细碎 細碎 xKsuK a. in small, broken bits
面庞★ 面龐 miSnpWng n. face

神采奕奕 shRncAiyKyK phr.
glowing with health and 
radiating vigor

腮帮 腮幫 sQibQng n. cheek
下巴 xiS·ba n. the lower jaw
喉结 喉結 hYujiR n. Adam’s apple
射出 shFchO v. c. shoot, project

生    词
New Words

 他和她认识多久了？

❖ 他们是在哪儿认识的？

 在电梯中，她为什么觉得世界上只有他和她两个人？

❖ 她为什么受不了他的目光？

 他的样子有什么变化？

❖ 蒲公英象征什么？西番莲又象征什么？

 她上大学的时候学的是什么专业？现在做什么工作？

 她跟谁结婚了？她为什么要跟这个人结婚？

❖ 他和她在文化革命中的生活怎么样？

 她的丈夫找鞋油的故事说明了什么？

❖ “我现在付出的比那更高”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

 她为什么没有走进他的家？

讨 论 题 
Topics for Discussion

电梯中        第十一课

��

造反派 zSofAnpSi n.
people rebelling against 
leaders

逍遥派 xiQoyWopSi n.

people not interested in poli-
tics and taking the opportunity 
(no local authority) to enjoy 
their hobbies at working hours

挥动 揮動 huUdHng v. wave, brandish
红宝书 紅寶書 HYngbAoshO p.n. Quotations from Chairman Mao
狭小 狹小 xiWxiAo a. narrow and small
潮湿 潮濕 chWoshU a. damp
裤衩 褲衩 kMchA n. underpants
抡镐 掄鎬 lOngAo v.o. swing pickax
刨 pWo v. dig
虮虱★ 蟣虱 jJshU n. louse
坚韧 堅韌 jiQnrFn a. tough and tensile
坛 壇 tWn n. circles, world, e.g. 文坛，诗坛
罗曼·罗兰 羅曼·羅蘭 LuYmSn·LuYlWn p.n. Romain Rolland
蜷缩 蜷縮 quWnsuT v. huddle, curl up
钉螺 釘螺 dUngluY n. a kind of fresh water snail
管 guAn m.w. for a long, slender cylinder
乃至于★ 乃至於 nAizhKyP phr. and even
失落 shUluH v. lose

苦尽甘来★ 苦盡甘來 kLjKngQnlWi phr.
when bitterness is finished, 
sweetness begins

牛棚 niPpRng n.
cowshed; camp for the bad 
guys

代价 代價 dSijiS n. price, cost
开启★ 開啓 kQiqJ v. open
缓★ 緩 huAn a. slow
倚★ yJ v. lean on or against
原野 yuWnyD n. open country
腾★ 騰 tRng v. rise, soar
旋转 旋轉 xuWnzhuAn v. spin, revolve

语法修辞总结：排比句
General Grammar and Rhetoric Review: Parallel Construction

P
arallel construction is frequently used in fictions, proses, as well as public lec-
tures in order to enhance the artistic appeal. The most common parallel con-

struction is made by repeating the same verb for several times in consecutive phrases. 

Sometimes it can also be formed by repeating an adverb or phrase structure.

電梯中第十一課

��

E 只当  only take it as
 [Note: 1. Often followed by negative words. 2. In informal speech, often 

pronounced as zhidang.]
	 【课文】	 好，只当胖姑娘不存在。

   Good! Let us think that plum girl did not exist at all.

	 【补充】	 · 他一定要去法国就让他去吧，只当我没有这个儿子。

   If  he insists on leaving us for France, let him go. Just assume we did not 

have such a son at all.

E 恰恰相反  on the contrary 
 [“恰恰相反”is different from “反而”. The meaning of “恰恰相反”is 

just on the contrary. It is usually placed in the beginning of a sentence. The 
meaning of “反而” is “unexpectedly” and is usually placed between a 
subject and a verb.]

	 【课文】	 恰恰相反，那眼光里充满了宽容、关怀、尊重、信任。

   On the contrary, that pair of  eyes are filled with forgiveness, concern, re-

spect, and trust.

重要词语的解释和使用习惯
Explanations and / or Idiomatic Usage of Important Words / Phrases

E ⋯⋯而不⋯⋯

 ... yet ...
 Note: Generally the adjectives before and after “而不” should be of the 

same number of characters. The two adjectives should be of the same 
direction but different in quality.

	 【课文】	 她丈夫体躯清瘦而不干瘪，五官端正而不俊秀。

   Her husband is spare but not too thin; he has a well proportioned face 

yet not handsome.

	 【补充】	 他的住宅朴素而不简陋。

   His residence is simple yet not shabby.

電梯中第十一課

�0

I.	 改写句子（从上面的重要句型和词汇中找出）
1. 我把我的故事讲给他听的时候，他很同情我。

2. 打孩子的人没有资格作家长。

3. 你唱歌的时候不要看下面的观众，就好像你一个人在给自己唱歌，这样就不会紧张了。

把下面的话翻译成中文，注意排比句
1. We shall fight on the beaches, we shall fight on the landing grounds, we shall fight in the 

fields and in the streets, we shall fight in the hills; we shall never surrender.
2. He spent all he saved for his son’s education. For himself, he never went to a restaurant 

for a dinner, to wear a decent suit, to travel for entertainment, to buy houseware beyond 
basic need, or to a cinema.

III.	写作
续写课文。假设又过了十年，他和她再次相遇，会怎么样呢？发挥你的想象力。（至少

四百字）

练    习
Exercises

電梯中第十一課

��

   In doing so, what a high price would you have to pay? 

	 【补充】	 · 那位经济学家认为，环境污染是经济发展的必要代价，我完全不

同意他的看法。 

   That economist believes that to develop economy we must pay the price 

of  pollution. I totally disagree with him.

	 	 	 · 你让你孩子一天学习十六个小时，电视不能看，电影也不能看，

这样即使考上了大学，付出的代价也太大了！

   You are asking your kid to learn 16 hours a day, stopping him from 

watching TV and movies. Even if  he could thereby get acceptance from 

a college, I am afraid he paid too much price to have it.

词汇辨认与扩充
Words Recognition and Expansion 

E �. 丰 (abundant)
	 【课文】	 丰茂

【补充】		 A	 主人为我们准备了丰盛的晚餐。

  B	 展览的内容非常丰富。

	 	 C	 今年秋粮获得了大丰收。 

E �. 昔 (past)
	 【课文】	 昔日

【补充】		 A	 很多思想保守的人认为今不如昔。

  B 老年人总是喜欢回忆往昔。

  C 今昔对比可以让人更了解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

E �. 羞 (shy，bashful)
	 【课文】	 羞怯

【补充】		 A 犯了这么大的错误，老王觉得羞愧难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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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英语

留学中国·汉语综合教程1 978-7-04-030649-1 252页 黄晓颖 主编

留学中国·汉语综合教程2 978-7-04-028300-6 278页 黄晓颖 主编

留学中国·汉语综合教程练习册1 978-7-04-032190-6 174页 黄晓颖 主编

留学中国·汉语综合教程练习册2 978-7-04-031624-7 170页 黄晓颖 主编

留学中国·汉语科普阅读教程1 978-7-04-030650-7 182页 李昊 王俊祺 主编

留学中国·汉语科普阅读教程2 978-7-04-028287-0 196页 李昊 王海玲 主编

  预科来华留学生，零起点—中级

 MP3光盘∕PPT电子教案

 选文覆盖理、工、医学、经济、管理等学科，内容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和学科性。

 生词表中列出生词与相关例句，且均配有译文，大大降低教师讲解生词的难度。

 每课练习中均有新HSK题型，每三课配有一个用于单元复习的HSK模拟小测试。

 练习充分，真正做到听说读写并重。

成人汉语教学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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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性练习

课文

汉字练习

语言点例释

扩展知识
课后自测

实践活动

教学目标
生词与例句

生词练习
109

Lesson 10 When did you go to bed?

第一部分    Part 1

生    词    New words

1. 多 adj. duT after

2. 点 n. diAn o’clock 
3. 才 adv. cái a very short time ago   

4. 昨天 n. zuótiQn yesterday

5. 晚上 n. wAnshang night; evening

6. 睡 v. shuì go to bed

7. 那么 adv. nàme so 

8. 晚 adj. wAn late 
9. 迟到 v. chídào be late

你怎么9点多才来？

Why did you only arrive after 9 o’clock?

我昨天晚上两点多睡的。

I went to bed after 2 o’clock last night.

那么晚才睡，还能不迟到？

How can you expect not to be late for 

school when you go to bed that late?

109

10-01

第 10 课

教学目标   Objectives

1 学会使用方位词。To learn how to use nouns of locality.

2 学会说明地点所处方位。To learn how to show the location.

第一部分   Part 1

生    词    New words

1. 预订 v. yùdìng reserve 
2. 机票 n. jUpiào air ticket 

3. 知道 v. zhUdào know 
4. 航空 n. hángkTng aviation

5. 售票处 n. shòupiàochù ticket office

6. 办 v. bàn do

7. 查 v. chá refer

1	 能区分“就”和“才”。To be able to distinguish between	就	and	才.

2	 掌握“是⋯⋯的”的用法。To master the usage of	是⋯⋯的.

   NJ    shì       jJ    diAn  shuì    de

你是几点睡的?
When did you go to b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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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点例释一    Language points I

(一)  “是⋯⋯的” The sentence pattern 是⋯⋯的

“是⋯⋯的”句用来强调说明已经发生的动作的时间、地点、对象、方式等。“是”放在被强调说明的

部分之前，有时可以省略。“的”放在句尾。

The sentence pattern 是⋯⋯的 is used to emphasize the time, location, object and form of an action. 是 is 
put before the emphasized part and can be omitted sometimes. 的 is put at the end of the sentence.

1. 你是什么时候来中国的？ 3. 我是跟哥哥一起来的。

2. 你的书是在哪儿买的？ 4. 他是坐车来的。

 两人一组，用“是⋯⋯的”互相问答。
              Work in pairs to ask and answer questions with 是⋯⋯的.

 例如：A:   你是怎么来学校的？

       B:   我是坐公共汽车来的。

(二)  副词“就”和“才” The adverbs 就 and 才

副词“就”和“才”有时可以表示时间的早、晚、快、慢等。“就”一般表示事情发生得早、快或进

行得顺利，“就”常常和“了”一起用；“才”相反，一般表示事情发生得晚、慢或进行得不顺利，

“才”的后面一般不出现“了”。

Sometimes the adverbs 就 and 才 express whether a time’s early, late, fast, slow, etc. 就 generally expresses 
that something happens early, fast or goes well, and is usually used together with 了. On the contrary, 才 
generally expresses that something happens late, slowly or doesn’t go well, and 了 is usually not seen after 才. 

1.  八点上课，玛丽七点半就来了，维卡八点半才来。

2.  他二十分钟就写完作业了，我两个小时才写完作业。

3.  维卡只去一家商店就买到了喜欢的衣服，玛丽去了很多家商店才买到了喜欢的衣服。

 用“ 就”和“才”填空。
              Fill in the blanks with 就 and 才.

1.  星期六玛丽七点多        起来了，维卡十点多        起来。

2.  在学校的商店        可以买到水果。

3.  去了很多家书店        买到这本书。

4.  昨天我八点        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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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办法 n. bànfA method

11. 期中 n. qUzhTng mid-term 
12. 复习 v. fùxí review 

13. 就 adv. jiù already

14. 起来 v. qJlai get up 

15. 第 affix dì a character used before integers to indicate order

16. 教室 n. jiàoshì classroom   

17. 肯定 adv. kDndìng undoubtedly 

 请连线。
Matching.

教 肯 考 迟

到 试 室 定

kAoshK chIdSo jiSoshK kDndKng

没办法！

What could I do?

我今天六点半就起来了。

I got up at half past 6 today.

肯定是睡觉！

Must be sleeping!

明天开始期中考试，我还没复

习呢。

The mid-term test starts tomorrow, but I 

haven’t revised yet.

那你是第一个到教室的吧？

You must have been the first to come to 

the classr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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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文一    Text 1

(Class is over. Mary is asking Vika some questions.)

玛丽：	维卡，你怎么九点多才来？

维卡：	我昨天晚上两点多睡的。

玛丽：	那么晚才睡，还能不迟到？

维卡：	没办法啊，明天开始期中考试，我还没复习呢。

玛丽：	我也是两点多睡的，可是我今天六点半就起来了，七点半就到教室了。

维卡：	啊？那你是第一个到教室的吧？

玛丽：	是啊。你知道我现在最想做什么吗？

维卡：	肯定是睡觉！

玛丽：	对，你自己去吃饭吧，我回宿舍睡觉。

1  两人一组，互相问答。
Work in pairs to ask and answer questions.

(1)  维卡是几点来的？

(2)  维卡昨天晚上是几点睡的？为什么？

(3)  玛丽是几点起来的？几点到教室的？

(4)  玛丽现在最想做什么？为什么？

2  两人一组，根据课文内容和下列时间，用“才”和“就”说说玛丽的情况。
Work in pairs, use 才 and 就 to introduce Mary’s situation according to the text and the following time.

(1)  昨天晚上两点多→         

(2)  今天早上六点半→         

(3)  今天早上七点半→         

(4)  今天中午下课后→         

 MAlì:  WéikA, nJ zDnme jiL diAn duT cái lái? 

 WéikA:  WG zuótiQn wAnshang liAng diAn duT shuì de. 

 MAlì:  Nàme wAn cái shuì, hái néng bù chídào? 

 WéikA:  Méi bànfA a, míngtiQn kQishJ qUzhTng kAoshì, wG hái méi fùxí ne. 

 MAlì:  WG yDshì liAng diAn duT shuì de, kDshì wG jUntiQn liù diAn bàn jiù 

qJlai le, qU diAn bàn jiù dào jiàoshì le. 

 WéikA: Á? Nà nJ shì dìyUge dào jiàoshì de ba? 

 MAlì: Shì a. NJ zhUdào wG xiànzài zuì xiAng zuò shénme ma? 

 WéikA: KDndìng shì shuìjiào! 

 MAlì:  Duì, nJ zìjJ qù chUfàn ba, wG huí sùshè shuìjiào. 

1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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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练习   Chinese Characters Exercises

一、 为下列汉字选择正确的拼音 Choose the right Pinyin for the following characters

  1.  才：A.  cI B.  cWi   6.  多：A.  dTu B.  duT

  2.  起：A.  jJ B.  qJ   7.  点：A.  diAn B.  tiAn

  3.  睡：A.  shuI B.  shuK   8.  就：A.  jiM B.  jiu

  4.  现在：A.  xiSncSK B.  xiSnzSi   9.  当：A.  dQng B.  tQng

  5.  晚上：A.  wAnshang B.  wAnshAng   10.  早：A.  zAo B.  cAo

二、 选择正确的汉字写在相应的拼音下边 Choose the right characters for the Pinyin

电视  身体  校长  预习  教室  闹钟  期中  习惯  迟到

1.  yMxI 2.  xiSozhAng 3.  diSnshK 4.  shEntJ 5.  xIguSn

                        

6.  nSozhTng 7.  chIdSo 8.  jiSoshK 9.  qUzhTng

                   

三、写汉字 Write the Chinese charac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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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汉字游戏 Chinese characters game

请在下列汉字上加一笔，使它变成另一个汉字，看看谁写得又多又快。
Add a stroke to each character and change it into a different one. You may compete to see who can write most 
and fastest.

例：人→  大  

   1.  大→      2.  儿→      3.  休→      4.  干→    

扩展知识   Extensive Knowledge

生活起居常用词语 Common Words of Daily Life
10-05

qJ chuáng

起床
get up

1
xJ liAn

洗脸
wash face

2
shuQ yá

刷牙
brush teeth

3

chU zAofàn

吃早饭
have breakfast

4

shàng kè

上课
have classes

5
kèjiQn xiOxi

课间休息
break time

6

xià kè

下课
finish class

7
chU wLfàn

吃午饭
have lunch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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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根据录音，将下列句子填写完整。
Complete the sentences according to the recording.

(1) （玛丽说）我每天早上起来      ，常常用      。

(2) （维卡说）在中国      ，我们国家      ，到现在      。

(3) 李老师告诉我们                 。

(4) （维卡说）我每天下午都     ，每天晚上要做练习、           。

2  两人一组，互相问答。
Work in pairs to ask and answer questions.

(1) 玛丽为什么说“我每天早上起来也很难”？

(2) 维卡还没习惯什么？为什么？

(3) 李老师告诉他们什么？

(4) 维卡每天下午和晚上都做什么？

实践活动   Practical Activity

四人一组，每人找4—6个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中国人，对他们的作息时间进行调查。然后组内
讨论后，总结一下每个年龄组的特点，形成一份调查报告，并选出一人在全班同学面前宣读。
Work in groups of four, everyone find four to six Chinese with different ages and occupations. Survey their 
routine schedules. And then make an investigation report and select a person to report orally to the whole 
class.

姓名 Name 年龄 Age 作息时间 Rest hours 特点 Characteristics

1.

2.

3.

1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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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Oxi

休息
rest

9
zuò zuòyè

做作业
do homework

10
qù túshOguAn

去图书馆
go to the library

11

zuHyùndòng

做运动
do sports

12

chU wAnfàn

吃晚饭
have supper

13

fùxí

复习
review

15

yùxí

预习
preview

16

liáotiQn

聊天
chat

17

tUng yUnyuè

听音乐
listen to music

18

shuìjiào

睡觉
go to bed

20 
xJzAo

洗澡
take a bath/shower

19

14
gòuwù

购物
go shopping

课后自测   Self-Evaluation

1. Can you give some examples to tell the difference between 就 and 才?

2. Can you express time in Chinese? Quickly tell the present time.

3.  Do you know the 是⋯⋯的 pattern sentence? Try to use it to ask those people around 

two questions.

shSnguAng

上网
surf on Internet

21 

shSng fLdAo kè

上辅导课
have tutorial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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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 使用建议

留学中国·汉语综合教程1 每册包括18课，可供210—240个学时使用。学完本套教材，学生基本可以达到新

HSK4级水平。留学中国·汉语综合教程2

留学中国·汉语科普阅读教程1
与《汉语综合教程》同步，每册可供100学时使用。

留学中国·汉语科普阅读教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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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英语

体验汉语口语教程1 978-7-04-028400-3 304页

体验汉语口语教程2 978-7-04-028601-4 330页

体验汉语口语教程3 978-7-04-029288-6 316页

体验汉语口语教程4 978-7-04-032451-8 280页

体验汉语口语教程5 978-7-04-034661-9 204页

体验汉语口语教程6 978-7-04-038223-5 196页

体验汉语口语教程教学资源包1 978-7-04-037056-0 968页

体验汉语口语教程教学资源包2 978-7-04-037218-2 848页

体验汉语口语教程教学资源包3 978-7-04-037270-3 828页

体验汉语口语教程教学资源包4 978-7-04-039258-6 132页

体验汉语口语教程教学资源包5 978-7-04-041411-0 108页

体验汉语口语教程教学资源包6 978-7-04-029823-9 112页

  通用，初级—中高级

 教学资源包：词图卡片∕教学图片∕课本剧∕口语测试

 MP3录音、PPT电子教案免费下载：www. morefunchinese. com/resource/file

 共6级

 考虑到学习者学习经历复杂，每册适当降低起点，延伸内容难度。

 采取以任务为中心的体验式课堂教学模式。

 以贴近生活的口头交际为主线，提高教学内容的实用性。

 注重从输入到输出、从旧知识到新知识、从个人准备到合作学习的自然过渡，提高学习效率。

 兼顾语言形式练习，在任务后对重要的语音、词汇和语法进行归纳整理，提高学习者表达的准确性。

 为新教师提供教学建议，尝试将教学评价引入教材。

陈作宏 主编

成人汉语教学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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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
让学生对即将学习的
内容产生初步认识。

准备
复习和预习相结合，
激活与学习目标相关
的知识。

My Name Is Irving

11

Read the following words aloud, pay attention to the 
pronunciation and the meanings.

nJ
you

hAo
good

shK
be

nA
which

guY
country

rRn
people, person

wG
I, me

ne
a modal 
particle

jiSo
call

shRnme
what

mIngzi
name

zhF
this

de
a modal 
particle

pRngyou
friend

nIn
you

guKxKng
surname

xKng
one’s
surname is

zhM
live

nAr
where

hSo
number

lYu
building

tQ
he, him

ma
a modal particle

liPxuRshEng
overseas
student

yD
also, too

nAge
which

fWngjiQn
room Proper nouns RKbDn

Japan
MDiguY
U.S.

ZhTngguY
China

WWng JOn
Wang Jun

O
_

uwRn
Irving

ShQnbDn
YUlWng
Yamamoto 
Ichiro

NSlQ
Nara

Choose the proper words to match the words below.

Word building.

Example:
         rRn

   RKbDnrRn

   shK RKbDnrRn

1

8

14

2

9

73

10

15

4

11

1716

5

12

6

18

13

19

20 21

31

26

33 3432

22

28

23

29

24 25

30

shK jiSo zhM

A tip for students

You should find as many words 
as you can to match the words 
mentioned above.

27

词语
包括生词和词语搭配练习。

给教师的提示
针对活动步骤和
注意事项提出教
学建议。

给学生的提示
告诉学生某些要
求或针对具体活
动提出建议。

句子
进行句型准备。

活动
提供丰富多样的任务型活动。

情景
包括3-4段以真实生活为
场景的对话和读前听、
读后说等练习，帮助学
生熟悉课文内容。

语言练习
巩固语音、词汇、语法等语言知识。

总结与评价
归纳、整理本课内容，让学
生为自己的表现作出评价。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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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英语

汉语交际口语1 978-7-04-025368-9 186页 陈作宏 田艳 主编

汉语交际口语2 978-7-04-022926-4 214页 陈作宏 张璟 主编

  通用，初级—准中级

 MP3录音免费下载：www. morefunchinese. com/resource/file

 每册书包括15个单元和两首中文歌，每册书建议教学时间为50—70课时。

 利用丰富的任务活动，帮助学习者在使用汉语的过程中学习汉语，并在短 

期内有效提高口语交际能力。

 每个单元以交际任务为线索，课文语句简短易学，贴近真实生活。

 辅以大量功能性图片，帮助学习者进入日常生活中的交际情境。

准备

目标

你  好
 NJ hAo

Hello

准 备 Preparation

  他(她)是哪国人？What is his/her nationality?

Unit

1   

目 标 Objectives

1 学会简单打招呼 Learn the simple expressions of greeting people

2 学会说自己的名字和国籍 Learn to say your name and nationality

3 学会数字1～10 Learn the numbers 1–10

法国人
FAguYrRn

英国人
YUngguYrRn

美国人
MDiguYrRn

中国人
ZhTngguYrRn

韩国人
HWnguYrRn

日本人
RKbDnrRn

②
③

④ ⑤ ⑥

①

词语练习

生词
	

生 词     New Words

 从你学过的词语里选择合适的词与下面的词语搭配。Use the proper words you’ve learnt 
to match the words below.

是                                                             姓                                                             
shK    xKng

		
叫                                                                                                                              好
jiSo	 		hAo

�

1

5 6 7 8

9 10 11

15

19

20

12

16 17

2 3 4

1413

18

	 你	 you	 好	 good, well 是	 be 哪	 which

nJ hAo shK nA

	 国	 country, nation 人	 person 我	 I, me 叫	 call

	 guY rRn wG jiSo

	 什么		what 名字	 name 呢		a modal particle indicating a question 

shRnme mIngzi ne 

	 这	 this 的	 a structural particle 朋友	 friend

zhF de  pRngyou

	 很	 very 高兴	 glad 认识	 know	 您	 respectful form of  “你” 	
	 hDn gQoxKng rFnshi nIn

	 贵姓	 what is your surname (a respectful form of asking one’s surname)

 guKxKng  

	 姓	 one’s surname is	

	 xKng 

Proper Names

	 美国	 U. S. A 朱丽	 Julie, a personal name 王浩	 Wang Hao, a personal name  

 MDiguY ZhOlK  WWng HSo 

	 杰克	 Jack, a personal name 王	 Wang, a surname

 JiRkF  WWng

1

4 5

2 3

你  好

看图说话

句子

  看看下面的图片，想一想他们可能说了什么。Look at the pictures and think what they 
might say.

�

Unit 1

我叫朱丽。
WG jiSo ZhOlK.

你是哪国人？
NJ shK nA  guY rRn?

① ② ③

句 子     Sentences

1. 你好！Hello!

 NJ hAo!

2. 你是哪国人？What’s your nationality?

 NJ shK nA guY rRn?

3. 我是美国人。I’m American.

 WG shK MDiguYrRn.

4. 你叫什么名字？What’s your name?

 NJ jiSo shRnme mIngzi?

5. 我叫朱丽，你呢？My name is Julie, and you?

 WG jiSo ZhOlK, nJ ne?

6. 这是我的朋友。This is my friend.

 ZhF shK wG de pRngyou.

7. 您贵姓？What’s your surname?

 NIn guKxKng?

8. 我姓王，叫王浩。My surname is Wang. I’m Wang Hao.

 WG xKng WWng, jiSo WWng HSo.

�

?

对 话 1     Dialog 1

	 王浩：	你好1！
 WWng HSo:	 NJ hAo!

	 朱丽：	你好！
 ZhOlK: NJ hAo!

	 王浩：	你是哪国人？
 WWng HSo: NJ shK nA guY rRn?

	 朱丽：	我是美国人。
 ZhOlK: WG shK MDiguYrRn.

	 王浩：	你叫什么2名字？
 WWng HSo:  NJ jiSo shRnme mIngzi?

	 朱丽：	我叫朱丽3，你呢4？
 ZhOlK:  WG jiSo ZhOlK, nJ ne?

	 王浩：	我叫王浩。
 WWng HSo:  WG jiSo WWng HSo.

 Wang Hao: Hello!
 Julie: Hello!
 Wang Hao: What’s your nationality?
 Julie: I’m American.
 Wang Hao: What’s your name?
 Julie: My name is Julie, and you?
 Wang Hao: My name is Wang Hao.

  你好！
   NJ hAo!

1  Tone changes in Chinese
When one syllable is immediately followed by another, the tone of a syllable may change, which is called tone changes. The change of the 
third tone is an important phonetic phenomenon in Chinese. There are mainly two ways of tone changes.   
1. A third tone, when immediately followed by another third tone, should be pronounced in the second tone, and the latter third tone 
remains pronounced in the third tone. E.g.	你	（nJ）+	好	（hAo）should be pronounced as	你好	（nI hAo）.
2. A third tone, when followed by a first, second, forth tone or most neutral tones, usually becomes a half third tone, that is, the tone that 
only falls but does not rise. E.g.	老师	（lAoshU）,	宝石	（bAoshI） and	广告	（guAnggào）.

2  In Chinese the word order of an interrogative sentence is the same as the declarative one, unlike the English grammar. When a 
declarative sentence is changed into an interrogative, its word order is unnecessary to change but substitute an interrogative word with the 
questioned part. E.g. the interrogative sentence of 他叫大卫(His name is David.)	is 他叫什么(What’s his name?), and 她去北京(She went to 
Beijing.) is 她去哪儿（Where did she go?）

3  The basic word order of Chinese is: subject + predicate (verb or adjective) + object (if the predicate verb has its objectives.).

4 	你呢  means	你叫什么	 in the sentence. 呢	 is used after a noun or pronoun to form an interrogative sentence, and the meaning of the 
sentence depends on the preceding sentence. E.g. 你呢	in the sentence of 我是英国人，你呢？(I’m British, and you?) means 你是哪国人？
(what’s your nationality?), while 你呢	 in 我要去超市，你呢？(I’m going to a supermarket, and you?) means 你去超市吗？(Are you going to 
a supermarket?)  or 你要去哪儿？（Where are you going?）

  根据对话1选择合适的句子填空。Fill in the blanks with proper sentences according to 
Dialog 1.

�

你  好

�

理解性练习

对话

注释

成人汉语教学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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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用，初级—高级

 共6册

 唯一一套全系列汉语写作教材，出版以来广受好评。

 采用以任务为中心的体验式课堂教学模式。

 分阶段、有计划地提高学生的书面表达能力，促进学生汉语交际能力的全面发展。

 教学内容与实际课堂教学步骤同步，为教师提供教学时间和教学提示。

汉语｜英语

体验汉语写作教程（初级1） 978-7-04-020425-4 196页 邓秀均 陈作宏 主编

体验汉语写作教程（初级2） 978-7-04-020675-3 204页 邓秀均 陈作宏 主编

体验汉语写作教程（中级1） 978-7-04-019884-3 142页 张璟 陈作宏 主编

体验汉语写作教程（中级2） 978-7-04-020518-3 172页 张璟 陈作宏 主编

体验汉语写作教程（高级1） 978-7-04-020483-4 174页 张璟 陈作宏 主编

体验汉语写作教程（高级2） 978-7-04-022147-3 244页 田艳 陈作宏 主编

成人汉语教学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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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前准备：热身活动
激活相关知识，帮助学生
熟悉主题，预测内容。

写前准备：语言形式
提供相关语言知识。

写作任务：动手写
在规定时间内顺利完成
草稿。

作业
包括“准备”和“课后写”，
布置课后作业，并为完成作业
做一定准备。

写作任务：整理思路
通过个人活动和小组活动相
结合的方式，帮助学生理清
思路，确定写作方案。

讨论修改
让学生在互动中互相启
发、互相学习，进一步
自主修改和加工文稿。

2 � 

�=�=�=�====Before Writing

���=�=�=� (� 30 �� ) Warm-Up

NK � !!"#$%&'� !"#$%&"'()*+,-./01�

� !"#$%&'()*+,-./0

Choose and Match Look at the pictures carefully. Choose words from the Word

Box and match them with the related pictures. Pay attention to when they take place.

� � ��� � � � !� �

���� !� � � � � � 

����� � !"� !"

1–1 1–2

1–41–3

� !"#$%� 

� !"##$%&��

� !"#$%&'(

� !"#$

��� !"#

� � !"

�

�

�

�

�

�

� 

4 � 

OK � !"� !"#$%&'(!")*+!#,-� !"#$%

Work in Pairs Choose the proper structure from the table above and complete the

sentences below.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U��

PK � !" NJS �� NJT� !"#$%

Write Sentences     Write down two sentences about Picture 1–6 and Picture 1–7.

�

�

�=�=�=�====Writing Task

���=�=�=� (� 15 �� ) Gather Your Thoughts

�� !"#$%&'()*� !"#$%&'()*+,� !"#

� !"

Think About It Think how to introduce Karo.Gather your thoughts and write down

simple words, phrases and sentences.

� !"#

� !"#$%&'� !"#$%&%'� !"#$%&%'

� !

� !

� !"#$� !"#$%&'� !"#

�   ! " 5

�====� � !"# � !"#$

� 
� !"#� � !"#$%&� !

� � �  � � !!

���=�=� (� 20 �� ) Getting It Down

�� OM � !"#$%&'(� !"#$%&

Write About It Write a paragraph about Karo in 20 minutes.

��

� !"#$

� !"#$

� !"#$

� !� 

� !�"�

� !"#�

� !"#$

� !"#$

� !"#

� !"#$

� I� !"�

� !"#$

� !

�   ! " 3

OK � !"� !!"#$%&'� !"#$%&'()*+,

Work in Pairs Use the words you wrote beside the pictures and discuss the pictures.

���=�=�=� ( � 20 �� ) Language Focus

NK �� !"#$%&'()*+� !"#$%&'()*

Structures Look at the time words and example sentences in the table. Make sense
of their meanings and usages.

� !"#

� !"#$%&� !"#$%&&'()� !"#$%&'()� 

� !"#$� !"#$%&'()*+

� !"#$ �====�

��E�F�� ������ !"#$%&'

�� � �� !"#$%&'()

� ��� ���  !""#$%

��� ��� !"#$%%&'(

�� L��
������� !"#$%

�� !���� !"#$%

������� !"#$%&

���E� L�F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5 1–6 1–7

6 � 

�=�=�=� ( � 15 �� ) Discussion and Revision

NK � !"#$%���� � !"#� !"#$%

Share with Your Partner Exchange your paragraph with your partner. Pay attention

to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 !"#"$%&'()*+,

�� !"#$%&'()*+,-

�� !"#$%&'(

��� � !"#$%&'()*+()

�� !"#$%&%'"()*!+,-./!0

�� !"#$%&'()*+,� �� !�K���� ��

OK � !"#$%&'(")*+,-&."/012

Revision Revise it according to your partner’s suggestion and your new ideas.

�

�===�====Assignment

�� !"#$%&'()*

Write about your experience to China.

���====� Preparation

NK �� !"#

Think about the questions.

� !"#$

� !"� 

� !"#$

� ! "#$� !"#$%&

� !"� !"#$%&"'()

� !"#$� !"#$%&'(

��� !"#$%&'

� 

� !"

��
VSKRKNS

ññññññññññññññññ

ññññññññññññññ�
ññññññññññññññññññ

ññññññññññññññññ

ññññññññññ�
ññññññññññññññññññ

书名 难度设计 使用建议

体验汉语写作教程（初级1、2）
从汉字开始，帮助学生把学到的汉字、语法、

词汇等知识导入到书面表达中去。

每 册 1 5 课 ， 建 议 每 册 授 课

36—40课时。
体验汉语写作教程（中级1、2）

以语段训练为突破口，丰富学生各种语段类型

的写作经验，训练汉语表达的准确性。

体验汉语写作教程（高级1、2）
向记叙文、说明文、议论文写作过渡，训练学

生写出完整的文章，并有效提高表达的得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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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英语

阅读中文1 978-7-04-024773-2 114页

阅读中文2 978-7-04-025098-5 140页

阅读中文3 978-7-04-025863-9 156页

阅读中文4 978-7-04-026613-9 170页

阅读中文5 978-7-04-027689-3 144页

阅读中文6 978-7-04-027688-6 152页

  通用，初级—高级

 MP3光盘

 共6册

 以训练学生阅读中国报刊、浏览中文网页和查询各种中文生活资讯的能力为主要教学目标。

 降低阅读难度起点，使欧美学生顺利通过阅读入门阶段。

 所选课文均按相应难度进行编写和改写，风格多样，覆盖当代中国社会生活各类信息、话题和热点问题。

 特别强调信息检索，每课都有大量“信息查找”练习，注重培养快速阅读的技巧。

朱子仪 郑蕊 主编

成人汉语教学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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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与例句

词语表

第 1 课 

故宫位于北京市中心，在天安门广场北一公里，景山公园南

门对面，旧称“紫禁城”。明朝第三位皇帝——永乐皇帝朱棣于

1406年开始修建，1420年建成。这里是明清两代的皇宫，曾居住

过24位皇帝。对我们来说，“紫禁城”是旧王朝
3 3

的宫殿，所以称

为“故宫”。

故宫的宫殿建筑是中国现存最大、最完整的古建筑群，呈长

方形，南北长960米、东西宽750米，占地面积72万平方米，周围

环绕
3 3

有50米宽的护城河和10米高的城墙。故宫分外朝和内廷两大

部分，共有宫殿房屋8700间。外朝是皇帝举行大典
3 3

和召见大臣
3 3 3 3

的

场所，其中心是太和、中和、保和三大殿，它们建在汉白玉砌
3

成

的8米高的台基上，是故宫里最吸引人的建筑。内廷是皇帝和后
3

妃
3

以及幼年皇子、皇女们日常居住的地方，由乾清宫、交泰殿、

坤宁宫、东西六宫和御花园组成。

故宫是收藏
3 3

文物珍品
3 3

最多的博物馆，藏有珍贵历史文物90多

万件，是研究明、清两代历史和历代艺术的重要资料，其中很多

是绝无仅有
3 3 3 3

的国宝。故宫内常设文物陈列
3 3

有：陶瓷馆馆藏陈列、

珍宝馆馆藏陈列、钟表馆馆藏陈列、书画馆馆藏陈列、青铜器
3 3 3

馆

馆藏陈列、玉器
3 3

馆馆藏陈列等。

故宫博物院全年开放。门票：旺季
3 3

（自4月1日—10月31日）

60元/人，淡季
3 3

（自11月1日—翌年3月31日）40元/人。珍宝馆10

元，钟表馆10元。 

去故宫游览，你最关注的是什么？是那里的宫殿建筑？是当年皇帝的生活
方式？还是里面收藏的文物？

	 阅读准备	    Warm-Up Before Reading

阅  读	    Reading

�

第 1 课 

	 注	释	    Notes on the Text

 5. 大臣 （名） dSchRn minister (of a monarchy)

 6. 砌 （动） qK lay bricks or stones with mortar

 7. 后妃   hHu fEi imperial concubines

 8. 收藏 （动） shTucWng collect and store

 9. 珍品 （名） zhEnpJn treasure

 10. 绝无仅有  juR wP jJn yGu unique

 11. 陈列 （动） chRnliF display, exhibit

 12. 青铜器  qUngtYng qK bronze artworks

 13. 玉器 （名） yMqK jade artworks

 14. 旺季 （名） wSngjK busy season

 15. 淡季 （名） dSnjK slack season

 16. 讲解 （动） jiAngjiD explain

 17. 纪念品 （名） jKniSnpJn souvenir

 18. 地铁 （名） dKtiD subway

1 位于

 动词，位置处在（某处）。

 It’s a verb which means to be located.
 例句： 中国位于亚洲的东部。

  颐和园位于北京西北郊。

�

信息检索（一）故宫博物院

	 词语表	    Vocabulary Base

1.2米以下儿童免费参观。大、中、小学生凭学生证购买门

票20元/人。珍宝馆和钟表馆门票各10元/人。

开放时间：11月1日至翌年3月31日，开馆时间 8:30—16:30，

停止入场时间 15:40（含钟表馆、珍宝馆）

4月1日至10月31日，开馆时间 8:30—17:00，停止入场时间 

16:10（含钟表馆、珍宝馆）

故宫博物院服务项目：

1.  汉语、英语、日语、德语、法语等录音导游

2.  汉语、英语、日语讲解
3 3

员讲解服务

3.  出售商品（旅游纪念品
3 3 3

、图书、食品） 

4.  广播

5.  存包

交通：乘公交1、4、20、52、57、101、103、109、111路等

均可到达。

地铁
3 3

：1号线天安门东站或天安门西站下车；2号线前门站下

车。

 1. 王朝 （名） wWngchWo dynasty

 2. 环绕 （动） huWnrSo surround, encircle

 3. 大典 （名） dSdiAn grand ceremony held by a state

 4. 召见 （动） zhSojiSn call in (one’s subordinates) 

�

读后练习

课堂活动与交流

第 1 课 

 5. 故宫里哪些建筑最吸引人？

 6. 作为收藏文物珍品的博物馆，故宫内常设哪些文物陈列？

 7. 如果你12月5日去故宫游览，门票多少钱？

 8. 故宫博物院旺季时门票加参观珍宝馆和钟表馆的票一共要付多少

钱？

 9. 什么样的游客可以免票？什么样的游客可以买20元的门票？

 10. 如果你5月6日去故宫游览，游客停止入场的时间是几点？

 11. 故宫博物院的服务项目中有法语录音导游服务吗？

 12. 乘地铁1号线在哪一站下车？

课堂活动与交流  Class Activity and Discussion

课堂讨论： 1. 在下页的故宫平面图上画出一条既快捷又可参观到尽

可能多的主要景点的游览路线。

 2. 根据你的兴趣爱好，哪些景点和文物陈列是必须参观

的？

�

信息检索（一）故宫博物院

	 读后练习	    Exercises After Reading

2 台基

 作为建筑基础的高台。

 It refers to a high platform as the basement of a building.

3 御（yM）

 指与皇帝有关的。

 It refers to something related to an emperor in the feudal society.
 例：御笔（皇帝亲笔写的字或画的画）、御膳（皇帝吃的饭菜）、御花园

（皇宫里的花园）。

4 翌（yK）

 书面语，次于今日、今年的。

 It’s a formal word which means next, immediately following in time.
 例：翌日、翌年。

5 公交

 公共交通。这里指公交车辆。

 It refers to public transportation bus.

信息查找（12分钟）Fact-Finding Exercises

 1. 故宫是哪个皇帝在位时开始修建的？哪一年建成的？

 2. “紫禁城”居住过明清两代多少个皇帝？

 3. 外朝是什么样的场所？

 4. 内廷是什么样的地方？

�

阅读准备

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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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英语·日语·韩语

外国人汉语发音训练 978-7-04-028401-0 282页 仇鑫奕 编著

语音知识概述
简明扼要，深入
浅出。

语音练习
内容丰富，
形式多样。

a o e ê i u v
i i er

ai ei ao ou ia ie ua
uo ve iao iou uai uei

an ian uan van en in un vn ang
iang uang eng ing ueng ong iong

n ng
a o e ê i u v ai ei ao ou

an ang en eng ong

When speaking Chinese an[an] you should open your mouths wider and 

lower your tongues compared with the English an[an].

1
o e

Many learners pronounce o[o] as o[ ] in such English words as dog and sorry. Notice that: 

To pronounce o[o], you need to shape your mouth into an oval, push your tongue backward and raise its root. 

o

o

o

o

Tips 

o

bT fY pH

pT bT mH

mT bY mG

bTdA

bT hSo

bTli

bTfSng

2

发音提示
突破难点，
解决偏误。

  通用，初级—中级

 MP3录音免费下载：www. morefunchinese. com/resource/file

 标准的汉语正音教材，也可作为常备语音工具书。

 全书分为“声母”“韵母”“语音辨正”三部分。

 训练为主，讲解为辅，配有发音提示。

成人汉语教学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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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英语

语法展示
用直观的格式、图
文结合的方式，说
明典型用法。

图解基础汉语语法 978-7-04-028430-0 344页 姜丽萍 编著

语法讲解
分项讲解语法内容，
条目清晰，并配英文
注释。

小贴士
补充说明语法学习中
需要注意的内容。

语法练习
用多种形式的有效练习帮助
学习者巩固语法知识。

  通用，初级

 精选100项基础语法内容详解，配合1 000张绘制图片辅助解释。

 易懂：采用“图解”的释义方式，图文相结合，避免用语法解释语法。

 易练：提供形式多样的练习内容，可操作性强，帮助学习者进行巩固。

 易用：体例简洁，便于学习查找。

成人汉语教学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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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知识
介绍实用汉字基础知识，帮
助学习者系统掌握汉字。

汉语｜英语·俄语

书写、认读练习
包含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
书写和认读练习，重视字词
关系，创设汉字语境，帮助
学习者充分练习所学汉字。

课后作业
包含打字练习、街头汉字等形
式创新、易于学习者课后进行
的练习形式。

综合练习
读写结合，帮助学习者全面巩
固所学汉字。

学习汉字
包含笔画、偏旁、汉字书
写，配有简明释义、书写
提示和汉字组词。

体验汉字 入门篇 978-7-04-026754-9 256页 邓秀均 田艳 编著

体验汉字 提高篇 978-7-04-030039-0 258页 田艳 邓秀均 编著

  通用，初级—中级

 认写分流，读写分进，符合学习规律，帮助学习者树立学习信心。

★ 《入门篇》学写汉字386个，认读词语约800个。

★ 《提高篇》学写汉字500个，词语750个，认读词语约1 300个。

 设计合理，循序渐进，编排系统科学，帮助学习者全面掌握汉字。

 练习丰富，形式创新，强调实际运用，帮助学习者提高学习兴趣。

学习目标
列出重点学习内容和学
习要求。

成人汉语教学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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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务汉语学习者，准中级

 MP3

 案例式：采用案例教学法，围绕案例展开语言学习和操练。

 综合性：以案例分析与讨论为核心，辐射听说读写各项技能。

 实用性：精选全球经典真实案例，有效提高商务汉语交际能力。

纵横商务汉语·准中级阅读教程 978-7-04-035429-4 162页 陈珺 主编

纵横商务汉语·中级阅读教程1 978-7-04-036373-9 195页 陈珺 陈泽涵 主编

纵横商务汉语·中级阅读教程2 978-7-04-036372-2 214页 陈珺 主编

纵横商务汉语·高级综合教程1 978-7-04-035569-7 140页 郭曙纶 王淑华 主编

纵横商务汉语·高级综合教程2 978-7-04-036237-4 145页 王淑华 郭曙纶 主编

纵横商务汉语·案例教程  978-7-04-037641-8 264页 周红 主编

纵横商务汉语·跨文化交际案例教程 978-7-04-037756-9 137页 柳岳梅 主编

纵横商务汉语·案例教程 英语区1 978-7-04-045278-5 173页 周红 主编

纵横商务汉语·案例教程 英语区2 978-7-04-045533-5 151页 周红 主编

纵横商务汉语·案例教程 英语区3 978-7-04-046940-0 161页 刘焱 主编

纵横商务汉语·日本企业案例教程1 978-7-04-042059-3 183页 卢惠惠 主编

纵横商务汉语·日本企业案例教程2 978-7-04-042438-6 163页 吴琼 主编

纵横商务汉语·日本企业案例教程3 978-7-04-043998-4 177页 汪如东 主编

汉语｜英语

成人汉语教学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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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前 热 身

随着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发展及中国企业走向世界，中国“国际职业经理人”也在不断成长。一般说来，“国际职业经理人”是指在自己国家以外的市场工作过一段时间，能在自己文化以外的环境下胜任管理工作的经理人。在中国，职业经理人一般是指将经营管理工作作为长期职业，具备一定职业素质和职业能力，并掌握企业经营权的群体。也就是说，职业经理人是各个企业、组织、单位的专职管理人员，一般以合同制、项目制为主。职业经理人负责公司整体运营发展，以此为唯一职业，包括总经理、部门经理、项目经理等。目前，“职业经理人”的队伍正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日益成长和壮大。

（图片来源：富士通官方网站，www.fujitsu.com/cn）

下班时间到了，走还是不走？

第  4  课

第3课.indd   33 2013.1.24   10:23:44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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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务汉语学习者，零起点

 MP3光盘

 专门为海外零起点汉语学习者编写的商务汉语入门教材。

 以“简单、易懂、易记、有用”为编写原则，快速入门，实用为先。

 语言与内容循序渐进，突出商务口语特色。

 全书12个单元，建议教学时间为48课时。

语言注释

对话

重点句型

小测试

生词

话题

对话练习

词汇练习

汉语｜英语

成功商务汉语 978-7-04-032386-3 88页 王立非 主编

常用表达

成人汉语教学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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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英语·法语·德语·日语·韩语·西班牙语·俄语·意大利语·阿拉伯语·越南语

  商务汉语学习者，初级

 MP3光盘

 理念国际化：符合外国人学习语言的特点，教材设计和内容将国际化与中国元素相结合，商务文化与传统文化兼顾。

 场景模块化：精心选择和设计12个典型商务场景。

 教法多样化：综合运用多种语言教学法，提高汉语教学的趣味性和有效性。

 全书共12个单元，建议教学时间为60课时。

 采用大量实景摄影照片，真实自然，形象生动。

商务汉语一本通（汉英对照） 978-7-04-028930-5 120页

商务汉语一本通（汉法对照） 978-7-04-029294-7 120页

商务汉语一本通（汉德对照） 978-7-04-029296-1 120页

商务汉语一本通（汉日对照） 978-7-04-029292-3 120页

商务汉语一本通（汉韩对照） 978-7-04-029293-0 120页

商务汉语一本通（汉西对照） 978-7-04-029291-6 120页

商务汉语一本通（汉俄对照） 978-7-04-029295-4 120页

商务汉语一本通（汉意对照） 978-7-04-029290-9 120页

商务汉语一本通（汉阿对照） 978-7-04-029297-8 120页

商务汉语一本通（汉越对照） 978-7-04-029289-3 120页

王立非 主编

成人汉语教学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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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重点

文化导入

常用对话

熟能生巧

常用表达

生词

重点句型

实用汉语

学以致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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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类教学资源

35-00151-040-01你好中国乌尔都读物封.indd   1 16-1-11   下午3:07

35-00151-023-01你好中国泰国DVD封.indd   1 14-3-28   上午11:01

35-00151-030-01你好中国韩国读物封.indd   1 16-4-28   上午9:45

  通用

 DVD光盘∕MP3光盘

 《你好，中国》是由中国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主办、中国国际广播电台（CRI）、高等教育出版社联合策划实施的

大型多媒体系列文化项目。《你好，中国》选取了100个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文化点，从不同侧面反映中国文化的

博大精深，加深国外民众对中国和中华文化的了解。

★ 视频体验：DVD视频短片每集时长3分钟，外文讲解，中文字幕，风格多样。

★ 阅读体验：纸质课本为中外文对照版本，图文并茂，含有汉字演变展示，练习丰富多样。

★ 听觉体验：MP3音频短片每集时长10分钟，外文对话。

★ 网络体验：互动型学习网站，大容量免费资源。

 到魔方汉语网www. morefunchinese. com免费收看视频样片

汉语｜英语·俄语·西班牙语·法语·德语·意大利语·葡萄牙语·希腊语·捷克语·泰语·日语· 

韩语·蒙古语·乌尔都语·阿拉伯语·孟加拉语·印度尼西亚语·土耳其语·老挝语·泰米尔语· 

印地语·尼泊尔语·缅甸语·豪萨语·匈牙利语·柬埔寨语·波斯语·菲律宾语·罗马尼亚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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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 

虎

解读“马”字：

“马”是人类的好朋友，4000年前，人

们就已经学会训练马，让马帮助人们干活。

“马”的甲骨文是  ，像一匹马的样子，后来

因为汉字的变化，就看不到马的样子了。汉字

中由“马”组成的字，都和马有关系，如驴、

骆驼、骡等等。

在世人眼中，马和虎是两种几乎不搭界的动物。

如果非要把马和虎放在一起，十有八九马会成为老虎

的一顿美餐。有趣的是，汉语里“马”和“虎”却组

合在一起，并产生了另外的意思，就是形容某人办事

草率或粗心大意。这是为什么呢？

据说宋朝的时候，有一个画家，他作画时喜欢

随心所欲，让人搞不清他画的究竟是什么。有一次，

他刚画好一个虎头，就碰上有个朋友来请他画马，于

是他就随手在虎头后面画了一个马的身子。朋友问他

画的是马还是虎，他随口回答：“马马虎虎。”朋友

不满意，随手把画挂在墙上就走了。画家的大儿子见

了，问他画的是什么，他说是虎；小儿子问他画的是

什么，他却说是马。不久，大儿子外出打猎时，在街

上看见别人的马，以为是老虎，就把人家的马当老虎

射死了，画家不得不给马主人赔了一大笔钱。又过了

几天，画家的小儿子外出碰上老虎，却以为是马想去

骑，结果被老虎活活咬死了。画家悲痛万分，把画烧

了，从此改掉了马虎的毛病。而“马虎”和“马马虎

虎”这两个词却因此而流传开了。

Careless 

关键词

马  虎  草率 粗心  画家  画  

交际用语

做事情不能马虎。

开车时要专心，马虎不得。

练习：问答

	 1	.	 	为什么“马虎”可以用来形容人办事草率或粗心

大意？

	2	.	 	汉字中由“马”组成的字都有什么特点？能举例

说明一下吗？

甲骨文

隶书

金文

小篆

楷书（简）

楷书（繁）

“马虎”的故事 Story of “Horse Tiger”

练习

H
ello, C

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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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法

解读“书”字：

“书”本来的意思是写字。它的金文 

是   ，上面是“聿”，像手拿毛笔的样子，下

面是“者”，提示“书”字的读音。我们现在

用的“书”是简体字，它的繁体字是“书”，

和金文的字形还是很像，只不过是把“者”写

成“日”了。

书法是汉字的书写艺术，主要指用毛笔书写汉

字的规则，它的产生和汉字的特点密切相关。书写汉

字时不仅讲究点画线条的强弱、浓淡、粗细变化，而

且还要注意字形字距、行间的分布，所以章法布局优

美，带有强烈的艺术色彩。	

书法艺术已有3000多年历史了，中国古代最著名

的书法家有王羲之、王献之、张旭、颜真卿等。这些

书法家有很多有意思的故事，王羲之、王献之父子二

人的故事就很有趣。

王羲之的儿子王献之七八岁就开始跟父亲学书

法，总想超过父亲。母亲告诉儿子要勤学苦练才能有

进步。五年后的一天他把写好的字拿给父亲看，王羲

之一点儿都不满意，随手在一个“大”字下添了一个

点儿，退还给儿子。儿子拿给母亲看，说：“我练了

五年，您看我和父亲的字还有什么不同?”母亲认真

地看了看，最后指着王羲之在“大”字下加的那个点

儿，说：“只有这个点儿像你父亲写的字。”王献之

听完后深受震动，从此专心练习书法，后来终于和父

亲齐名，被人们称为“二王”，成了书法史上的一个	

奇迹。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练习书法是需要坚持不懈、

刻苦努力的，做别的事情也一样。

Calligraphy

关键词

字距  行间  章法  布局   刻苦  练习 

交际用语

老师的书法写得真好。

他每天专心练习书法，终于成了书法家。

练习：判断正误

	 1	.	 王羲之和王献之是兄弟。（	 ）

	2	.	 书法主要指用毛笔书写汉字的艺术。（	 ）

	3	.	 练习书法需要持之以恒。（	 ）

金文

小篆

隶书

楷书（简）

楷书（繁）

书圣——王羲之
Sage of Calligraphy Wang Xiz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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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 people know that a horse and a tiger are two different 
animals. If you put them together, it’s highly likely that the 
horse will become a feast for the tiger. Interestingly, in the 
Chinese language, “horse” and “tiger” are combined to have 
an unimaginable meaning. That is, being bold and careless in 
doing something. Why?

During the Song Dynasty, an artist liked to paint whatever 
he wanted. He often ended up painting subjects that people 
could not figure out. One day, he had just painted a tiger’s 
head when a friend came and asked him to paint a horse. The 
artist then added a horse body to the tiger head. When the 
friend asked what he had painted, he answered, “Horse Horse 
Tiger Tiger”. The friend was unhappy. He hung the picture 
on the wall before he left. The older son of the artist saw the 
picture and asked what it was and was told it was a tiger. When 
his younger son came, the painter said it was a horse instead. 
Soon, his older son went hunting. When he saw a horse on the 
street he shot it, thinking it was a tiger. The artist had to pay a 
lot of money to the owner of the horse. Several days later, the 
younger son bumped into a tiger. He thought it was a horse and 

tried to ride on it. Then the tiger killed him. The artist was so 
sad. He burned the picture and would never dare to be careless 
any more. However, the expression ma ma hu hu “Horse Horse 
Tiger Tiger” and the short version, ma hu “Horse Tiger” have 
since spread. 

C
arel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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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alligraphyCalligraphy is the art of writing Chinese characters and 

especially refers to the rules of writing with a brush. The 
emergence of calligraphy is closely associated with the special 
style of Chinese characters. When writing Chinese characters, 
emphasis is placed on the change in the stipples and lines as 
well as spacing between the characters and the lines. A beautiful 
composition and strong artistic sense are also important.

Calligraphy has a history of more than 3,000 years. The most 
renowned calligraphers include Wang Xizhi, Wang Xianzhi, 
Zhang Xu and Yan Zhenqing. There are many interesting stories 
about these artists that are related to calligraphy, including that 
of father and son calligraphers Wang Xizhi and Wang Xianzhi.

Wang Xianzhi, who was the son of Wang Xizhi, started 
practicing calligraphy with his father when he was only seven or 
eight years old. He always dreamed of surpassing his father, but 
his mother told him that progress came only after hard work. 
One day five years later, Wang Xianzhi showed the characters 
he wrote to his father. Dissatisfied with his son’s progress, 
Wang Xizhi added a dot under the Chinese character 大. Wang 
Xianzhi took it to his mother and said, “I’ve practiced for five 
years. Could you tell the difference between my handwriting 
and that of my father?” His mother studied the copy and then 
pointed to the dot Wang Xizhi put under the character 大, 
saying, “Only this dot is like your father’s handwriting.” Wang 
Xianzhi was shocked and started practicing calligraphy even 
harder. His reputation later rivaled that of his father. The two 
were called the Two Wangs (In Chinese, Wang has another 

meaning of king.), a miracle in the history of calligraphy. The 
story tells us that just like working on anything else, practicing 
calligraphy requires unremitting efforts.

王羲之的书法作品——《兰亭序》 
Wang Xizhi’s work – Preface to the “Poems Composed at the Orchid Pavilion” 练书法

Practicing calligraphy

画轴和毛笔 Scroll painting and bru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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कयता आप जतान्ते हैं फक चीन को “चोंग कवो (मधय ्दतेश)” कयों कहता जता्ता है? ्दरअसल, “चोंग कवो” शब्द हज़तारों वष्य पहलते चीन कते  शतांग रताजवंश में पै्दता हुआ थता। चयूंफक शतांग रताजवंश की रताजधतानी पयूव्य, पजशचम, ्दक्क्ण और उत्र चतारों ह्दशता कते  मधय में जसथ् थी, इसशलए इसते “चोंग कवो” यतानी मधय कता ्दतेश कहता जता्ता थता। 20वीं श्ताब्दी की शुरुआ् सते “चोंग कवो” औपचताररक ्ौर पर चीन ्दतेश कता नताम बन गयता।
“चोंग कवो” को “हवता शयता” भी कहलता्ता है, “हवता” कता म्लब है सुन्दर्ता और “शयता” कता म्लब है ववशताल। चीन सचमुच एक ववशताल और सुन्दर ्दतेश है। वसत्र, खतानपतान, ननवतास और यतात्रता की अपनी-अपनी ववशतेष्ता है। कयता आप ्यैतार हो गए हैं चीन कता ्दौरता करनते कते  शलए?
वसत्र। चीन कता इन्हतास बहु् लमबता है और भयूशम बहु् ववशताल है। ्दतेश में नतानता प्रकतार कते  परंपरताग् वसत्र शमल्ते हैं, जसैते हतान जता्ीय वसत्र, 

थतांग रताजकतालीन वसत्र, ्ी पताओ (चोंगसताम) आह्द आह्द। इसकते  अलतावता ्दतेश की 56 जतान्यों कते  अपनते अपनते ववशशषट वसत्र भी हैं, जो आपको चुननते कते  शलए उपलबध हैं। अगर आपको रुधच हो, ्ो उनहें पहननते की कोशशश करें।
खतानपतान। चीन में खतानपतान शस़ि्य  खतानता-पीनता नहीं, बजलक एक प्रकतार की संसकृन् भी हो्ी है। यहतां आपको ववशभनन प्रशसद्ध जतायकते ्दतार वयंजनों कता सवता्द चखनते कता पयूरता मौकता शमल सक्ता है और सडकों पर सथतानीय ववशतेष्ता वतालते सवताह्दषट जलपतान भी खतानते को शमल सक्ते हैं। खट्ता, मी्ठता, कडवता और ् तेज़, जो कु् भी होनता चताहहए, यहतां सब मौजयू्द हैं। आपको अच्ी शरताब और उम्दता चताय भी पीनते को शमल सक्ता है।
ननवतास। चीन में न कते वल आधुननक ऊंची ऊंची इमतार े्ं हैं, बजलक शभनन-शभनन शलैी वतालते नतागररक आवतास भी शमल्ते हैं। जैसते पतेइधचगं कता तसी-ह-यवतान यतानी चतार्दीवतारी आगंन, शयतेनशी प्रतां् की गुफतानुमता मकतान, फयू चयतेन प्रतां् की थुलोउ इमतार् इतयताह्द। आपको इनमें रह्ते हुए एक अलग ्रह कता अनुभव प्रताप् हो्ता है।
यतात्रता। चीन में यतात्रता कते  शलए लतायक बहु्-सी जगहें हैं, जजनमें ववशव ववरतास् सयूची में शताशमल सथलों की संखयता ही 53 हैः लमबी ्दीवतार, टतेरताकोटता वॉररयस्य, तवुन हवतांग आह्द...... जहतां आप जताएंगते, वहतां आपको इ्नता मज़ता शमलतेगता फक घर वतापस जतानता ही भयूल जताएंगते।
आज, चीन अपनता दवतार खोलकर ्दनुनयता सते शमलनते-घुलनते जता रहता है। चीन में पतेइधचगं ओपतेरता और पजशचमी ओपतेरता एक ही रंगमंच पर प्र्दशश््य  हो्ते हैं। ओलंवपक खतेलों ्थता वलि्य एकसपो कता आयोजन भी यहतां हुआ है। यहतां ववशव की ववशभनन संसकृन्यतां झलक्ी हैं। उतसताही और मतेहमताननवताज़ी चीनी 

लोग बतांहते खोलते आपकता सवताग् 
कर रहते हैं।

天安门 थयतेनआनमन दवतार

鸟巢 बि्य नतेसट सटतेडियम

ची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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အဘယ္ေၾကာင့္ တရုတ္ႏုိင္ငံကို “က်ံဳးေကာ္ 

(အလယ္ႏုိင္ငံ)”ဟု ေခၚသလဲ။ “က်ံဳးေကာ္” ဆိုေသာ 

စကားလံုးသည္ အရင္ဆံုး လြန္ခဲ့တဲ့ ႏွစ္ေပါင္းေထာင္ခ်ီေသာ 

ရွန္းေခတ္တြင္ စတင္ေပၚေပါက္ခဲ႔ျပီး ရွန္းေခတ္၏ 

ၿမိဳ႕ေတာ္သည္ အေရွ႕၊ အေနာက္၊ ေတာင္၊ ေျမာက္ 

ေလးဘက္၏ အလယ္တြင္ တည္ရိွ သျဖင့္၊ “က်ံဳးေကာ္”ဟု 

ေခၚပါသည္။ ၂၀ ရာစုမွစ၍ “က်ံဳးေကာ္”ကုိ ႏုိင္ငံအမည္အျဖစ္ 

တရားဝင္ သုံးစြဲလာပါသည္။

“က်ံဳးေကာ္”သည္ “ဟြာရွ” ဟုလည္း အမည္ရသည္။ 

“ဟြာ”ဆုိသည္ လွပသည္၊ “ရွ”သည္ ထည္ဝါခမ္းနားမႈ 

ျဖစ္သည္။

ၾကီး - တရုတ္သည္ ေျမဧရိယာက်ယ္၀န္း၍ လွပသာယာ 

ေသာနို္င္ငံတစ္နုိင္ငံျဖစ္ျပီး စားဝတ္ေနေရး အသီးသီးတို႔တြင ္

ထူးျခားခ်က္မ်ား ရိွေနပါတယ္။ တရုတ္ကို ခရီးသြားအစ ီ

အစဥ္ကုိ ဆြဲၾကပါစုိ႔။

အဝတ္ - တရုတ္ႏုိင္ငံ သမုိင္းေၾကာင္း ရွည္လ်ား၍ 

နယ္ေျမက်ယ္ဝန္းလွသျဖင့္၊ ရိုးရာဝတ္စံုမ်ားစြာ ရိွပါသည္။ 

ဟန္ဝတ္စံု၊ ထန္ဝတ္စံု၊ ခ်ီေဖာင္စသည္တို႔ေပါ့။ တိုင္းရင္းသား 

၅၆ မ်ိဳးတို႔၏ ဝတ္စံုေတြလည္း ရိွေသးသည္။ သင္ 

စိတ္ၾကိဳက္ရာအားလုံး စမ္းဝတ္ၾကည့္ႏုိင္ပါသည္။

အစား - တရုတ္ႏိုင္ငံမွာ အစားက အစားတင္ မဟုတ္ဘဲ၊ 

ယဥ္ေက်းမႈ တစ္ရပ္လည္းျဖစ္ပါသည္။

တရုတ္ နာမည္ေက်ာ္ ဟင္းမ်ိဳးစုံကို       ျမည္းၾကည့္ 

ႏုိင္သည္၊ လမ္းေဘးမွ ေဒသထြက္ သေရစာေတြလည္း 

ျမည္းၾကည့္ ႏုိင္သည္။ ခ်ဥ္ခ်ိဳခါးစပ္ အကုန္ရိွသည္။ 

အရက္ ေကာင္းေသာက္၊ လက္ဖက္ရည္ ေကာင္းေတြ 

ေသာက္ၾကည့္ႏုိင္သည္။

ေနထိုင္ - တရုတ္ႏုိင္ငံမွာ ေခတ္ေပၚတိုက္တာႀကီး ေတြ 

သာမက၊ ပံုစံ မတူေသာ လူေနအိမ္မ်ားလည္း ရိွပါသည္။ 

ေပက်င္းမွ ေလးမ်က္ႏွာၿခံ၊ ရွန္ရီွးမွ လိွဳဏ္ဂူ၊ ဖူက်န္႔မွ 

ေျမေဆာင္ စသည္တို႔က သင့္ကို မတူညီတဲ့ ခံစားခ်က္ေတြ 

ေပးမည္ျဖစ္သည္။

သြားလာ - တရုတ္ႏိုင္ငံမွာ သြားသင့္သည့္ ေနရာေတြ 

မ်ားျပားလွသည္။ “ကမၻာ့အေမြအႏွစ္” အျဖစ္ စာရင္းသြင္းခဲ႔ေသာ  

ေနရာေတြကတင္ ၅၃ ခုပါဝင္ပါသည္၊ မဟာတံတိုင္း၊ 

ေရွးစစ္သားရုပ္၊ တြင္းဟြမ္၊ ဘယ္ကုိေရာက္ေရာက္ 

မျပန္ခ်င္ေအာင္ လူကိုဆြေဲဆာင္ႏိုင္ပါသည္။

天安门 ထ်န္းအန္းမင္ ရင္ျပင္ေတာ္

鸟巢 အိုလံပစ္အားကစားကြင္း

တ
ရုတ္

ႏုိင္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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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安门 Tian’ anmen Square C
hina

Do you know why China is called Zhongguo or the “Middle 
Kingdom”? The name Zhongguo  f irst appeared several 
thousands of years ago during the Shang Dynasty. It was called 
Zhongguo because its capital was located in the center of the 
land. The name Zhongguo was only officially used as the name 
of China starting in the 20th century. Zhongguo is also called 
Huaxia. Hua means “beautiful” while xia means “huge”. 
China is indeed a huge and beautiful country with unique 
characteristics in clothing, food, housing and travel. Are you 
ready to start your tour of China?

Clothing. China has a long history and covers a huge territory. 
Its offers many traditional clothing like Han Chinese clothing, 
Tang suits and qipao or cheongsam as well as clothing from its 
56 ethnic groups. You can try all of them if you are interested.

Food. In China, food is also a culture. You can taste various 
renowned Chinese dishes or local delicacies with all kinds of 
flavors—sour, sweet, bitter or spicy—on the street. You can 
also have a cup of high quality wine or tea.

Housing. Chinese housing features modern high-rises and 
various residential buildings. Beijing’s traditional courtyards, 
Shaanxi’s cave dwellings and Fujian’s Tulou buildings offer 
vastly different experiences.

Travel. There are many places you can visit in China. Twenty-
nine of them are listed as UNESCO World Heritage Sites. You 
will be fascinated by the Great Wall, Xi’an’s Terracotta Warriors 
and the Dunhuang Grottoes. Today, China is opening itself up 
to the world. It is where the Beijing opera and Western opera 
coexist, where the Olympic Games and the World Expo were 
held and where different cultures flourish. The hospitable 
Chinese welcome you with open arms.

鸟巢 National Stadium, the Bird’s Nest 
3

天安门 Ворота Тяньаньмэнь  

Знаете, почему Китай называют «Чжунго» или «Срединное государство»? Считается, что слово «Чжунго» стало ис-пользоваться еще несколько тысяч лет тому назад, в эпоху династии Шан. В те времена   китайское государство со всех сторон было  окружено вассальными княжествами. Оно рас-полагалось в центре по отношению к ним. По этой причине его жители именовали себя «Чжунго»  или «срединное го-сударство». В древности в это название вкладывался главным образом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и культурный смысл. Начиная с 20-го столетия, слово «Чжунго» появилось  в официальном названии китай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Кроме того, Китай еще на-зывают «Хуася». Иероглиф «хуа» переводится, в частности, как «красота», а иероглиф «ся» – как «величественность». Китай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очень большая и красивая страна. Вы готовы отправиться в путешествие по Китаю?
Одежда. У Китая обширная территория с разнообразными климатическими условиями. В Китае существует много видов традиционной одежды. Вы можете примерить ханьфу (на-циональную одежду древних китайцев), танчжуан (китайский традиционный костюм), ципао (китайское традиционное женское платье). Кроме того, у всех 56 национальностей Ки-тая есть свои самобытные костюмы.
Еда. В Китае еда – это не просто способ удовлетворить чувство голода. Она – неотъемлемая и очень важная  часть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культуры страны. Китайская кухня на-столько разнообразна, что каждый может найти 
в ней что-то на свой вкус. Хотите – попро-
буйте сложные и изысканные блюда тради-
цонной кухни. Или отведайте простой, но 

также очень вкусной, народной еды в уличных кафе и ресто-ранчиках. А еще вас ждут прекрасные спиртные напитки и знаменитый китайский чай.
Жилье. Если вам надоели высокие городские дома, то навер-няка будет интересно посмотреть китайские традиционные жилища. Вряд ли кого оставит равнодушным посещение знаменитых пекинских «сыхэюань» (квадратный двор с жи-лыми постройками по всем четырём сторонам),  пещерных жилищ «яодун» в провинции Шэньси или земляных домов-крепостей «тулоу» в провинции Фуцзянь.  
Путешествие. В Китае много мест, которые стоит посетить. Это и 29 китайских культурных и природных объектов, вклю-ченных в список мирового наследия ЮНЕСКО. Говорят, что те, кто побывал во всех этих местах, уже никогда не смогут их забыть. 

К
итай

1-41.indd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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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好，中国—百集全媒体文化体验短片（中英对照）  978-7-04-033093-9 202页

你好，中国—百集全媒体文化体验短片（中俄对照）  978-7-04-031491-5 202页

你好，中国—百集全媒体文化体验短片（中西对照）  978-7-04-033638-2 202页

你好，中国—百集全媒体文化体验短片（中法对照）  978-7-04-035430-0 202页

你好，中国—百集全媒体文化体验短片（中德对照）  978-7-04-036374-6 202页

你好，中国—百集全媒体文化体验短片（中意对照）  978-7-04-037540-4 202页

你好，中国—百集全媒体文化体验短片（中葡对照）  978-7-04-041071-6 202页

你好，中国—百集全媒体文化体验短片（中希对照）  978-7-04-044889-4 202页

你好，中国—百集全媒体文化体验短片（中捷对照）  978-7-04-044875-7 202页

你好，中国—百集全媒体文化体验短片（中泰对照）  978-7-04-039257-9 202页

你好，中国—百集全媒体文化体验短片（中日对照）  978-7-04-039253-1 202页

你好，中国—百集全媒体文化体验短片（中韩对照）  978-7-04-039322-4 202页

你好，中国—百集全媒体文化体验短片（中蒙对照）  978-7-04-043949-6 202页

你好，中国—百集全媒体文化体验短片（中乌对照）  978-7-04-043953-3 202页

你好，中国—百集全媒体文化体验短片（中阿对照）  978-7-04-042380-8 202页

你好，中国—百集全媒体文化体验短片（精选版）（中阿对照） 978-7-04-026537-8 62页

你好，中国—百集全媒体文化体验短片（中孟对照）  978-7-04-045031-6 202页

你好，中国—百集全媒体文化体验短片（中印对照）  978-7-04-047492-3 202页

你好，中国—百集全媒体文化体验短片（中土对照）  978-7-04-047641-5 202页

你好，中国—百集全媒体文化体验短片（中老对照）  978-7-04-048824-1 202页

你好，中国—百集全媒体文化体验短片（中泰米尔对照） 978-7-04-048955-2 202页

你好，中国—百集全媒体文化体验短片（中印地对照） 978-7-04-050608-2 202页

你好，中国—百集全媒体文化体验短片（中尼对照） 978-7-04-050577-1 202页

你好，中国—百集全媒体文化体验短片（中缅对照） 978-7-04-050337-1 202页

你好，中国—百集全媒体文化体验短片（中豪对照） 978-7-04-050722-5 202页

你好，中国—百集全媒体文化体验短片（中匈对照） 978-7-04-051936-5 202页

你好，中国—百集全媒体文化体验短片（中柬对照） 978-7-04-052280-8 202页

你好，中国—百集全媒体文化体验短片（中波斯对照） 978-7-04-052484-0 202页

你好，中国—百集全媒体文化体验短片（中菲对照） 978-7-04-052877-0 202页

你好，中国—百集全媒体文化体验短片（中罗对照） 978-7-04-053472-6 2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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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用

 共3类

 面向世界各国读者的普及型读物，便于读者初步了解中国。

 选编中国历史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进行客观记述。

 选取中国地理的自然特点和人文特征，进行概略描述。

 筛选中华文化和民俗风情的精华内容，进行生动描述。

 双语对照，图文并茂，内容翔实，生动有趣。

汉语｜英语·德语·泰语·老挝语·芬兰语·柬埔寨语·越南语·挪威语· 

乌克兰语·丹麦语·马来语·蒙古语

文化类教学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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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常识

中国文化常识（中英对照） 978-7-04-020714-9 282页 中国历史常识（中德对照） 978-7-04-020718-7 270页

中国文化常识（中德对照） 978-7-04-020715-6 284页 中国地理常识（中英对照） 978-7-04-020720-0 258页

中国文化常识（中泰对照） 978-7-04-020716-3 284页 中国地理常识（中德对照） 978-7-04-020721-7 258页

中国文化常识（老挝语版） 978-7-04-038684-4 282页 中国地理常识（中泰对照） 978-7-04-020722-4 258页

中国文化常识（芬兰语版） 978-7-04-038682-0 282页 中国地理常识（老挝语版） 978-7-04-029077-6 258页

中国文化常识（柬埔寨语版） 978-7-04-038683-7 282页 中国地理常识（芬兰语版） 978-7-04-035385-3 258页

中国文化常识（越南语版） 978-7-04-038689-9 282页 中国地理常识（柬埔寨语版） 978-7-04-033813-3 258页

中国文化常识（挪威语版） 978-7-04-038687-5 282页 中国地理常识（越南语版） 978-7-04-034990-0 258页

中国文化常识（乌克兰语版） 978-7-04-038688-2 282页 中国地理常识（挪威语版） 978-7-04-035440-9 258页

中国文化常识（丹麦语版） 978-7-04-038681-3 282页 中国地理常识（乌克兰语版） 978-7-04-035279-5 258页

中国文化常识（马来语版） 978-7-04-038685-1 282页 中国地理常识（丹麦语版） 978-7-04-034716-6 258页

中国文化常识（蒙古语版） 978-7-04-038686-8 282页 中国地理常识（马来语版） 978-7-04-029081-3 258页

中国历史常识（中英对照） 978-7-04-020717-0 288页 中国地理常识（蒙古语版） 978-7-04-034295-6 258页

中国历史常识（中泰对照） 978-7-04-020719-4 270页

历史常识

文化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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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用

 PPT电子教案免费下载：www. morefunchinese. com/resource/file

 订阅学习慕课：www.icourse163.org/course/BLCU-1206638814

★ 系统展开，权威解读，为读者展现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

★ 中英双语，适用广泛，满足各层次读者教学与学习需求。

★ 全面梳理，细致讲解，注重不同地域与文化的差异对比。

★ 彩色印刷，精品打造，充分激发读者对中国文化的兴趣。

★ 立体配套，配有免费电子教案，含大量图片和珍贵地图。

中国概况 978-7-04-028628-1 192页 郭鹏 程龙 编著

中国概况（英文版） 978-7-04-032547-8 212页 郭鹏 程龙 编著

汉语·英语

直观系统的慕课满足 
个性化学习需求

细致的
注解

系统的讲述

精美的配图

丰富的练习

文化类教学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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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类教学资源

对话
展现文化情景

活动
进行专项练习

导入
引入学习内容

短文
学习文化内容

文化全景—中级汉语教程（上） 978-7-04-027517-9 186页 史迹 主编

文化全景—中级汉语教程（下） 978-7-04-028368-6 202页 史迹 主编

  通用，中级

 MP3录音免费下载：www. morefunchinese. com/resource/file

 以语言为基础，以文化为线索，帮助学习者系统学习语言，深入了解文化。

 语言自然，内容真实，选材典型，在交际情景中展开中外文化差异的对比。

 体例多样，练习丰富，注重文化知识、文化现象与文化体验的融合与呈现。

 以小见大，深入浅出，用有趣的角色设定和通俗易懂的语言创设文化氛围。

★ 上册 词汇量 1 500个左右

★ 下册 词汇量 1 800个左右

汉语｜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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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材型资源
人性化设计

丰富的内容
明确的指示

贴心的提示
有趣的练习

  通用

┃剪纸┃
 介绍剪纸的相关知识，教授剪纸的方法与技巧，帮助学习者了解文化，

获得技艺。

 涵盖对边折剪、连续折剪、多边折剪、剪刻汉字、单独纹样、立体折剪

等多种剪纸类型。

 附送《剪纸图样册》一本，提供160个设计新颖的剪纸图样。

·
汉语｜英语

剪纸 978-7-04-032564-5 36页 王业霞 编著

皮影戏 978-7-04-033213-1 42页 王业霞 编著

文化类教学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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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用的资源
齐全的配套

详细的操作步骤
贴心的制作提示

深入浅出的讲解方式
触手可及的中国文化

┃皮影戏┃
 介绍皮影戏的相关知识，讲授皮影制作和操纵的基本方法，帮助学习

者了解文化，获得技艺。

 图文并茂地呈现皮影戏造型、色彩、图案、结构等知识，并详细提供

自制影偶制作方法。

 附送《我的皮影包》一本，提供皮影图样10个，皮影戏剧本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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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用，中高级

 以普及古琴知识、介绍古琴文化为主要内容，同时结合古琴所承载的中华文化

特质及相关文化观念的阐释，帮助学习者增强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并提高其汉

语阅读能力。

★ 中英对照，增强理解

★ 多元资源，听学兼顾

★ 课后习题，温故知新

★ 分级词表，高效学习

★ 精美装帧，品味阅读

汉语·英语

闻声知道—古琴文化读本 978-7-04-049831-8 145页 耿虎 张锦冰 主编

图30　　（清代）郎世宁《弘历观画图》绢本

FIGURE 30  (Qing Dynasty) Giuseppe Castiglione (Lang Shining) Hongli Viewing Paintings Silk Scroll

0 9 4

02-古琴-（P051-098）-一改pr1_博文.indd   94 2018/6/7   下午 01:17:18

图31　　（法国）钱德明《中国古今音乐考》中关于琴和瑟的介绍

FIGURE 31  (France) Jean Joseph Marie Amiot (Qian Deming)
Memoir on the Music of the Chinese, Introduction on qín and sè

第一位正式向世界介绍古琴的西方人，是法国传教士钱德

明（公元1718年—公元1793年）。1780年，他在法国巴黎出版

了《中国古今音乐考》，其中就介绍了琴的起源与制作，还附

有古琴形制的图片。这本书是目前发现的第一部向西方介绍古

琴的音乐专著，在世界音乐文化交流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The first individual to fully introduce the guqin to the West was a 
French Missionary named Jean Joseph Marie Amiot (1718 A.D.-
1793A.D.). In the year 1780, he published a book in paris titled Memoir 
on the Music of the Chinese. The text introduces both the origins of the 
guqin as well as its construction, including images depicting its form. 
This was the first book containing a treatise on guqin that was produced 
for the West, and thus, has a very important place in the annals of world 
history in regards to cultural exchange.

0 9 5

02-古琴-（P051-098）-一改pr1_博文.indd   95 2018/6/7   下午 01:17:18

文化类教学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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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题大纲

任务大纲 词汇大纲

语言点大纲

  YCT考生、少儿汉语教师

 共4册

 权威发布，由孔子学院总部/国家汉办颁布，对2009年版大纲进行补充、修订和完善。

 理念先进，依据主题式和任务型教学理论，以交际话题和语言任务为指引。

 科学分级，根据可靠语料，参照少年儿童的认知学习特点进行分级。

 内容翔实，含话题大纲、任务大纲、语言点大纲、词汇大纲。

 配套实用，每级大纲包含YCT考试真题及应考指南。

汉语

2 Test Syllabus & Guide

一级话题
二级话题
（12项）

三级话题（37项）

信息表述

人物信息

姓名、年龄、国籍（中国）、家庭情况、职业（老师）、

体貌特征（口、耳朵、鼻子、眼睛、个子、手、头发）、

喜好（饮食偏好、动物偏好、厌恶）、身心状况（高兴、

不高兴）、人物关系（老师、爸爸、妈妈、姐姐、哥哥、

不认识）

事物信息 事物的领属

时间信息
时刻（点）、日期（号、月、星期、今天、明天）、时长

（天数）

处所信息
处所（哪儿、家、学校、商店、中国）、位置（哪儿、这

儿、那儿）

数量信息 数字、人数、水果数量

日常生活

饮食
饭菜(饭、米饭)、糕点（面包）、水果（苹果）、饮料

（水、牛奶）

娱乐活动 照相

人际交往 打招呼、告别、感谢、拒绝、询问、评价、表达爱意

交通出行 出行（哪儿）

教育
学习活动 认字

教学活动 课堂指令

自然 动物
动物种类（猫、狗）、动物基本信息（年龄、名字、领

属）、形体特征（外形）、动物行为（吃、喝、叫）

话 题
大纲

考试大纲及应考指南　　一级 3

序号 任务 目标

1 相互认识

1　能认清图片中的父母、老师等人物关系。。

2　能听懂别人简单的自我介绍。

3　�能就姓名、国籍、年龄、体貌特征等进行简单的自我介

绍。

2 了解五官

1　能认清图片中的五官、手和头发。�

2　能在游戏中听懂他人发出的指认具体五官的指令。

3　能和同学互相说出五官、手和头发的简单特征。

3 介绍家人

1　能认清图片中的家庭成员。��������������������������������������������

2　�能向他人介绍图片中的人物的姓名、年龄、关系、体貌

特征等内容。

3　能根据家庭实际情况回答有关家人的信息。

4 喜欢的食物

1　能认清图片中的牛奶、米饭、苹果等食物。

2　能向他人介绍自己喜欢的食物。

3　能在用餐时说出自己想吃的食物。

5 认识数字

1　能认清图片中的数字或数字手势语。

2　能听辨出年龄、日期、时间、数量等数字词。

3　能和他人互相问答上述数字信息。

任 务
大纲

4 Test Syllabus & Guide

类别 细目 内容 示例

1 名词 时间名词
月 十月九号

星期 星期一

2 动词

一般动词 在1 你的耳朵在这儿。

心理动词
爱 我爱喝牛奶。

喜欢 你喜欢喝这个吗？

3 数词 基数词 1~99 现在13：50

4 量词

个 他有三个苹果。

口 我们家有四口人。

号 今天是四月几号？

点 三点

5 代词 疑问代词

什么1 那是什么？

谁 谁的手大？

哪 哪个是你姐姐？

哪儿 你现在在哪儿？

几1 你有几个苹果

多1 你的狗多大？

6 副词

很 很大

在2 她们在喝水。

不 他的个子不高。

7 连词 和1 这是耳朵和鼻子。

8 助词
吗 你喝水吗？

的1 谁的眼睛大？

语 点言
大纲

YCT考试大纲与应考指南（一级）（2016版） 978-7-04-045787-2 33页

YCT考试大纲与应考指南（二级）（2016版） 978-7-04-045784-1 41页

YCT考试大纲与应考指南（三级）（2016版） 978-7-04-045785-8 54页

YCT考试大纲与应考指南（四级）（2016版） 978-7-04-045786-5 80页

考试类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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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CT考生、少儿汉语教师

 MP3录音免费下载：www.morefunchinese.com/resource/file

 共4册

 官方发布：唯一一套由孔子学院总部/国家汉办官方发布的“YCT真题集”。

 理念先进：“考教结合”“以考促教”“以考促学”，进一步满足广大汉语学习者学习、备考的需求。

 高效指导：精选历次考试真题，为学习者备考提供有益指导的同时，为教师的实际教学提供有效参考。

 轻松备考：依据YCT考试进行分册，一书一级，层层突破，每级5套真题，快速扫清盲点。

 精准自测：可作为日常学习中阶段性的自评工具，便于使用者高效把握考试内容，实战操练。

 自如备考：配备参考答案，答题卡，听力录音可以在线使用，亦可下载使用。

汉语｜英语

听力

3试卷一

一、听  力
第 一 部 分

第 1-5 题

例如：

 

1. 2.

3. 4.

5.

YCT真�集.�二�：2018版-文前+正文+文后.indd   3 2018/11/1   下午 01:38:47

听力材料

14 真题集（二级）

试卷一听力材料

（音乐，30 秒，渐弱）

大家好！欢迎参加 YCT（二级）考试。
大家好！欢迎参加 YCT（二级）考试。
大家好！欢迎参加 YCT（二级）考试。

YCT（二级）听力考试分四部分，共 20 题。
请大家注意，听力考试现在开始。

第一部分

一共 5 个题，每题听两次。

例如：看医生
   长头发

现在开始第 1 题：

 1．一只手
 2．热茶
 3．苹果和香蕉
 4．很好吃
 5．看电视

第二部分

一共 5 个题，每题听两次。

例如：你是红色的，我是黄色的。

现在开始第 6 题：

 6．这个椅子没人坐。
 7．你也会做饭？
 8．不要说话，他们在学习呢。
 9．这块面包多少钱？
10．她的头发真长。

YCT真�集.�二�：2018版-文前+正文+文后.indd   14 2018/11/1   下午 01:38:55

YCT真题集（一级）（2018版） 978-7-04-050599-3 81页

YCT真题集（二级）（2018版） 978-7-04-050598-6 91页

YCT真题集（三级）（2018版） 978-7-04-050597-9 104页

YCT真题集（四级）（2018版） 978-7-04-050596-2 131页

阅读

9试卷一

二、阅  读
第 一 部 分

第 21-25 题

例如：

 看
kàn

 电
diànshì

视   桌
zhuōzi

子  和
hé

 椅
yǐzi
子

21. 22.

写
xiě

 字
zì

大
dà

 鼻
bízi
子

23. 24.

 1
shíyī

1  点
diǎn

  两
liǎng

 只
zhī

 鸟
niǎo

 

25.

在
zài

 商
shāngdiàn

店  

YCT真�集.�二�：2018版-文前+正文+文后.indd   9 2018/11/1   下午 01:38:53

参考答案

17试卷一

试卷一答案

一、听 力

第一部分

  1．×    2．×    3．√    4．×    5．√

第二部分

  6．D   7．F   8．E   9．B 10．A

第三部分

11．B  12．A  13．B  14．C  15．C

第四部分

16．A 17．C 18．A 19．B 20．C

二、阅 读

第一部分

21．√  22．√  23．×  24．√  25．×

第二部分

26．C 27．A 28．B 29．F 30．D

第三部分

31．E 32．A 33．F 34．C 35．B

第四部分

36．D 37．E 38．C 39．A 40．B

YCT真�集.�二�：2018版-文前+正文+文后.indd   17 2018/11/1   下午 01:38:55

全真答题卡

91答题卡

YCT真�集.�二�：2018版-文前+正文+文后.indd   91 2018/11/1   下午 01:39:52

（2018版）

考试类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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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CT考生、少儿汉语学习者，零起点—初级

 网络资源 www.morefunchinese.com

　　MP3录音免费下载：www.morefunchinese.com/resource/file

 6册学生书，6册活动手册，6册教师指南

 孔子学院总部/国家汉办组织的YCT考试指定教材。

 权威发布，考教结合，帮助学习者系统学习汉语，顺利通过考试。

 理念先进，设计科学，融合多种有效的教学方法，科学设计课程体系，开发学习者的多元智能。

 听说领先，系统编排，帮助学习者系统掌握汉语知识，综合提高各项语言技能。

 内容充实，活动多样，营造快乐学习氛围，帮助学习者成功习得汉语。

 配套活动手册，系统编排，活动丰富，融合多种有效的练习形式，开发学习者的多元智能。

 配套教师指南，为教师提供多样教学选择与建议。

汉语｜英语

苏英霞 主编

YCT级别 词汇量 学时

第1册 YCT（一级） 80 35—45

第2册 YCT（二级） 150 35—45

第3册
YCT（三级） 300 50—60

第4册

第5册
YCT（四级） 300 60—70

第6册

┃学生书┃

YCT标准教程 (第四册) 封面.indd   1 16-2-26   上午11:36

标准教程
STANDARD COURSE 22

    主编  苏英霞             编者  王蕾
Lead Author Su Yingxia                 Author Wang Lei

中小学生汉语考试（YCT）是一项国际汉语能力标准化考试，考查汉语非第一

语言的中小学生在日常生活和学习中运用汉语的能力。在真题分析的基础

上，本着“考教结合”的理念，《YCT标准教程》应运而生。

The Youth Chinese Test (YCT) is an international standardized test of Chinese 
proficiency, which evaluates the ability of primary school and middle school students 
whose mother tongue is not Chinese to use the Chinese language in their daily lives 
and study. YCT Standard Course has been developed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YCT 
papers and the principle of “combining testing and teaching”.

国家汉办官方认证
Officially Certified By Hanban

中小学生汉语考试

YCT权威教材
Authoritative YCT Textbook

Youth Chinese Test

Textbook YCT Vocabulary Class Hours
(For Reference)

Book 1 Level 1 80 35～45

Book 2 Level 2 150 35～45

Book 3
Level 3 300

50～60

Book 4 50～60

Book 5
Level 4 600

60～70

Book 6 60～70

定价：65.00元

欢迎登录网站，获取MP3等配套资源
For supportive resources, e.g. MP3 files, please visit

www.chinesetest.cn/jiaocheng.do

www.chinesexp.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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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教程
STANDARD COURSE 11

主编：苏英霞               编者：金飞飞  王蕾
Lead Author: Su Yingxia                 Authors: Jin Feifei  Wang Lei

中小学生汉语考试（YCT）是一项国际汉语能力标准化考试，考查汉语非第

一语言的中小学生在日常生活和学习中运用汉语的能力。在真题分析的基

础上，本着“考教结合”的理念，《YCT 标准教程》应运而生。

The Youth Chinese Test (YCT) is an international standardized test of Chinese 
proficiency, which evaluates the ability of primary school and middle school students 
whose mother tongue is not Chinese to use the Chinese language in their daily lives 
and study. YCT Standard Course has been developed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YCT 
papers and the principle of “combining testing and teaching”.

国家汉办官方认证
Officially Certified By Hanban

中小学生汉语考试

YCT 权威教材
Authoritative YCT Textbook

Youth Chinese Test

Textbook YCT Vocabulary Class Hours
(For Reference)

Book 1 Level 1 80 35～45

Book 2 Level 2 150 35～45

Book 3
Level 3 300

50～60

Book 4 50～60

Book 5
Level 4 600

60～70

Book 6 60～70

定价：65.00 元

欢迎登录网站，获取 MP3 等配套资源
For supportive resources, e.g. MP3 files, please visit

www.chinesetest.cn/jiaocheng.do

www.chinesexp.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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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
教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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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CT标准教程 封面 20141202-.indd   1 15/4/11   下午1:04

标准教程
STANDARD COURSE 33

    主编  苏英霞             编者  王淑红  郝琳
Lead Author Su Yingxia           Authors Wang Shuhong  Hao Lin

中小学生汉语考试（YCT）是一项国际汉语能力标准化考试，考查汉语非第一

语言的中小学生在日常生活和学习中运用汉语的能力。在真题分析的基础

上，本着“考教结合”的理念，《YCT标准教程》应运而生。

The Youth Chinese Test (YCT) is an international standardized test of Chinese 
proficiency, which evaluates the ability of primary school and middle school students 
whose mother tongue is not Chinese to use the Chinese language in their daily lives 
and study. YCT Standard Course has been developed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YCT 
papers and the principle of “combining testing and teaching”.

国家汉办官方认证
Officially Certified By Hanban

中小学生汉语考试

YCT权威教材
Authoritative YCT Textbook

Youth Chinese Test

Textbook YCT Vocabulary Class Hours
(For Reference)

Book 1 Level 1 80 35～45

Book 2 Level 2 150 35～45

Book 3
Level 3 300

50～60

Book 4 50～60

Book 5
Level 4 600

60～70

Book 6 60～70

定价：72.00元

欢迎登录网站，获取MP3等配套资源
For supportive resources, e.g. MP3 files, please visit

www.chinesetest.cn/jiaocheng.do

www.chinesexp.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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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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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CT标准教程 3册 封面151126.indd   1 16/1/29   下午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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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句、生词

    MFimei de yAnjing hDn xiAo.

• 妹妹 的 眼睛 很 小。Little sister’s eyes are small.
     NJ de   gFzi  zhEn gQo!

• 你的个子 真  高！You’re so tall!

You’re so tall!
你的个子真高！

Lesson 6

 Let’s learn

Key sentences

 
的
de (indicating a possessive 

  relationship)  妹妹的眼睛 

 小
xiAo

 small 很小

 大
dS

 big 很大

  长
chWng

 long 不长

 
个

gFzi

子
 height (for people) 

  你的个子，个子很高

 * 真
zhEn

 really 真长

 高
gQo

 tall 真高

Pair work. One student says a word 
and the other points to his/her  
own corresponding body part.

06-01

  

头发 hair

  

眼睛 eye

  

耳朵 ear

  

鼻子 nose

  

手 hand

bIzi

tYufa

shGu

yAnjing

Drduo

24

YCT标准教程 第一册.indd   24 15/4/7   下午3:26

测试页

 

1.  □
 

2.    □
 

3.  □
 

4.  □

A B C D

1 Listening.

 Test

03-05

2 Reading: True or false.

5.

kSn diSnshK
看   电视 

6.

zhuTzi hR  yJzi 
                        桌子 和 椅子

7.

zSi shSngbian
        在     上边

8.

zSi lJmian
在  里面 

Where is your pencil?
你的铅笔呢？

17

3

YCT标准教程 第二册1-8.indd   17 16/1/26   下午4:20

YCT标准教程1 978-7-04-042367-9 62页

YCT标准教程2 978-7-04-044167-3 72页

YCT标准教程3 978-7-04-044590-9 72页

YCT标准教程4 978-7-04-044844-3 72页

YCT标准教程5 978-7-04-045452-9 144页

YCT标准教程6 978-7-04-046345-3 148页

课文、活动

Question:姐姐会不会做包子？

 Let’s  read

Question:他妈妈是不是医生？

 1. Group work. The whole class is divided into two or three groups. When the teacher asks 
a question with “会不会” or “是不是”, the groups compete to answer the question. See 
which group will win. 
2. Pair work. Tell your partner what your family members’ jobs are, and what they can cook.

05-02

1 JiDjie,         nJ huK bu huK zuH fSn?

姐姐，你会不会做饭？

3 4
WG ySo chU bQozi.

我 要 吃包子。
WG bP huK zuH bQozi.

我不会 做包子。

2 HuK.      NJ ySo chU shRnme?

会。你要 吃 什么？

1 ZhF ge bQozi zhEn hAochU!

这 个包子真 好吃！

3

4

 NJ mQma shK bu shK chPshU?

你妈妈是不是厨师？

 BP shK,     wG mQma

不是，我妈妈
shK yUshEng.

是 医生。

2 ZhF shK wG mQma zuH de.

这是 我妈妈 做的。

24

标准教程
Standard Course

YCT标准教程 第二册1-8.indd   24 16/1/26   下午4:21

 Let’s match

 Let’s chant 02-03

LWnqiP lWnqiP,    dA dA dA,

篮球篮球，打打打，
 zPqiP   zPqiP,       tU   tU   tU.

足球足球，踢踢踢。
DA lWnqiP,       tU   zPqiP,

打篮球，踢足球，
wGmen dTu yGu hAo shEntJ.

我们  都 有 好 身体。
HWi yGu yYuyGng, shuT HSnyL,

还有  游泳、说 汉语，
mDitiQn yMndHng hR  xuRxI.

每天   运动  和学习。
HuQnyIng nJ yD  lWi cQnjiQ,

欢迎   你也来参加，
hAo pRngyoumen zSi  yKqJ.

好    朋友们  在一起。

 1.

2.

3. 

A.

B.

C.

打
dA

踢
tU

欢
huQnyIng

迎

足
zPqiP

球

篮
lWn

球
qiP

 

新
xUn

 老师

•

•

•

•

•

•
lAoshU

10

标准教程
Standard Course

YCT标准教程 第三册 1-2.indd   10 16/2/3   下午3:38

歌曲、说说唱唱

小故事

 Mini story 06-03

1 2 

3 4 

1

1

1

1

2

2
2

3

2

 1. What would you say when you want to offer help to others?
2. Offer your help to your teacher or friends today.

  WG zSi chuQn xiR ne!

                         我在  穿  鞋呢！
WFi,    wG ySo qM pAobM,   nJ xiAng

喂，我 要去 跑步，你 想
 hR wG  yKqJ  qM ma?

和 我一起去吗？
 HAo le ma?

 好了吗？

 HWi ySo sQnshI fEnzhTng.

还 要 三十  分钟。

 XiAng qM.

  想 去。

HAo,   wG qM zhAo nJ.

好，我去 找你。

 NJ zSi zuH shRnme?

你在 做 什么？
 ZSi shuKjiSo ma?

在 睡觉  吗？

 WG bQng nJ chuQn,

 我 帮 你  穿，
hAo bu hAo?

 好 不 好？

 WG zSi chuQn xiR ne!

 我在  穿  鞋呢！  BM,     wG nRng zKjJ chuQn.

不，我 能自己 穿。

I can put it on by myself.
我能自己穿。

31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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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CT标准教程·活动手册1 978-7-04-048217-1 45页

YCT标准教程·活动手册2 978-7-04-048218-8 45页

YCT标准教程·活动手册3 978-7-04-048614-8 55页

YCT标准教程·活动手册4 978-7-04-048613-1 46页

YCT标准教程·活动手册5 978-7-04-048612-4 82页

YCT标准教程·活动手册6 978-7-04-048611-7 90页

┃活动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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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CT标准教程·教师指南1 978-7-04-053790-1 64页

YCT标准教程·教师指南2  64页

┃教师指南┃

定价：00.00元
编者　谢婷

标准教程　教师指南
STANDARD COURSE　　　TEACHER’S GUID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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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SK考生

 MP3录音免费下载：www. morefunchinese. com/resource/file

 新：全新真题，设计新颖，宜学宜考，实现高分高能培养目标。

 简：结构清晰，深入浅出，简单易用，满足考生自学备考需求。

 专：官方真题，专业解析，独家出版，帮助考生掌握考试技能。

 全：听说读写，解析详尽，适度扩展，符合HSK以考促学理念。

考试类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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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阶段
双页对排方便考前模拟。

第一阶段
考试结构一目了然。

第二阶段
全方位解析考试重点，专项
技能各个击破。

从学生出发，备考
目标明确。

扫描二维码获取听力录
音，让备考更加方便。

96

04-高等教育2020年宣傳冊（中文版）-修订-（P088-101）-一改pr2_斯雯.indd   96 2020/3/27   14:19:30



  HSK考生

 MP3录音免费下载：www. morefunchinese. com/resource/file

 HSK备考首选教材，全面强化应试技能。

 针对HSK考试内容，讲解考试策略技巧。

 百道全真考题详解，数百道自测题强化。

 两套仿真模拟试题，帮助考生考前冲刺。

新HSK考试辅导教程（4级） 978-7-04-034073-0 174页

新HSK考试辅导教程（5级） 978-7-04-032800-4 240页

新HSK考试辅导教程（6级） 978-7-04-035776-9 284页

精讲词汇，系统学习

分类解析，各个击破

加强自测，附赠试题

4

新HSK考试辅导教程   4级

解题技巧

1. 听前，看一下试卷上的句子，想想可能会听到的内容。

例  题

题：

姐妹俩性格差不多。

听力录音：

虽然她俩是姐妹，性格却很不一样。

看了本题的句子，我们可以知道听到的内容很可能会有“姐妹”，同时谈姐妹的性格，考生可以听前

想想，听力的内容是姐妹的性格“一样”或“不一样”。这个题应答错（×）。

下面，我们给出3个题，大家先来猜一猜：

题1：

签证已经办好了。

题2：

广告词应该简短。

题3：

小王今天要加班。

请想一想，这3个题的听力内容可能与什么有关，然后回答问题。

第1单元
判断题分类讲练

11-42L01.indd   4 2012.1.31   4:31:52 PM

5

听    力·第1单元

二 相关词汇

时 间 

过去  现在  后来  未来  将来  事先  最初  目前  至今  如今  最近

昨天  今天  明天  去年  今年  明年  马上  一会儿  经常  以来  以前

以后  早上  上午  中午  下午  傍晚  晚上  夜  公元  时代  古代

近代  现代  年代  世纪  按时  准时  刚才  刚刚  始终  同时  暂时

年  月  中旬  星期  周末  礼拜天  号  日历  日期  点  小时

刻  分钟  秒  时间  期间  阶段  时候  时刻  时期

数 量 

第一  比例  百  千  万  亿  甲  乙  丙  丁  几 

多少  整个  整体  总共  全部  任何  所有  零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个别  个人  各  各自 

每  半  两  俩  无数  许多  唯一  一切  某

度量衡 

公里  里  分之  公斤  两  厘米  米  立方  平方  吨 

表示数量增加或减少 

多  少  长  短  大  小  重  倍  宽  剩  差 

升  降低  损失  缩短  缩小  提高  缺乏  缺少  促进  增加  增长 

扩大  减少  等  等于 

9

听    力·第1单元

类型二  地点题

一	 题型介绍及样题分析

题型介绍 

考生可以先看选项，从选项中知道这个题是地点题后，在听时一定要注意男的

和女的谈话的场景，一般可以从他们谈话内容来判断他们谈话的地点。

样题分析 

  男： 车快开了，我要上车了。

  女： 好，祝你一路平安。到了以后给我来电话。

  问： 他们最可能在哪儿？

A 车站 B 学校 C 医院 D 机场

“一路平安”为关键词，很明显，这是离别的场景，一般离别的场景涉及的地方是车

站、机场等，“火车”这一关键词说明地点是在火车站，正确答案选A。

  男： 肚子该饿了吧？附近有一个吃海鲜的地方，很有名，要不我们去那儿吃？

  女： 抱歉，我对海鲜过敏，我们换一个地方吧。

  问： 关于女的，可以知道什么？

A 不饿 B 不想换地方 C 对海鲜过敏 D 在讽刺男的

1

2

题号 答案 说	 明

 9 D
“这儿能坐100个人呢”和“我看还是从隔壁房间再搬20张桌子和椅子

吧”可知应该是120人来开会。

10 A “今天的温度有35度吧”和“要降8度呢”可知明天是27度。

续表

新HSK考试辅导教程   5级

6

45. A 导游 B 推销员 C 服务员 D 售票员 

二、阅读

第 一 部 分

第46—60题：请选出正确答案。

46—48．

在西方国家，人们结婚的时候，新娘一定要穿上白色的婚纱。 46  向他们表示祝

福，参加婚礼的人们要向新人的身上撒上彩色的纸屑。但在很久以前，人们撒的并不是

彩色的纸屑，而是谷粒。它表示一种美好的  47 ，希望新人结婚以后，能过上丰衣足

食的  48  生活。

46. A 因为 B 由于 C 为了 D 所以

47. A 祝愿 B 幻想 C 真理 D 运气

48. A 幸福 B 高档 C 繁荣 D 艰苦

49—52．

战国时期，有一个人叫苏秦，他是个很有名的政治家。年轻时，由于  49  不深，

曾到过很多地方做事，但都不受重视。回家后，家人对他也很  50 ，瞧不起他。这对

他的刺激很大。所以， 51 。他常常读书读到深夜，很疲倦，很想睡觉。于是，他想

出了一个方法，准备一把剪刀，一打瞌睡，就用剪刀往自己的大腿上刺一下。这样，疼

痛可以使自己清醒起来，再  52  读书。这就是苏秦“刺股”的故事。

49. A 学问 B 本领 C 目标 D 体验

50. A 热情 B 友好 C 称赞 D 冷淡

51. A 他下定决心，认真读书 B 他很悲观，认为生活没有意义

 C 他巴不得离开家乡 D 他决定不再读书 

52. A 迅速 B 控制 C 陆续 D 接着

53—56．

乌鸦站在高大的  53  上，轻松自由。一只小兔子看见了，心中非常羡慕，就问

乌鸦：“乌鸦大哥，你这么  54  快乐，真好呀，我能不能跟你一样，也整天呆着不做

143

书    写·第1单元

八	 介宾短语

介宾短语基本格式：A+介词+宾语+动词。 

介宾短语中的介词和例句如下：

1. “对”介词

“对”是一个很常用的介词，它常常用来引进行为动作的对象或者是关系者。如：

重复使用塑料袋对
4

保护环境极为重要。

2. “给”介词

“给”主要用来引出行为动作的接受对象。如：

请给
4

我来个拍黄瓜。

3. “由于”介词

介词“由于”通常用来引出原因。如：

由于
4 4

通讯技术的运用，世界变得越来越小。

4. “从”介词

介词“从”主要用来引进行为动作发生的起点。如：

我刚从
4

一个大学毕业。

5. “在”介词

“在”使用的范围比较广泛，它可以用来引进时间、处所、范围等。如：

他在
4

学习方面遇到了一些困难。

6. “用”介词

介词“用”常常用来引出动作行为所使用的工具、材料等，使用范围比较广。如：

她准备用
4

高档布做一套衣服。

7. “经过”介词

介词“经过”通常用来引出达到某一目的所用的方式、方法。如：

经过
4 4

努力，他终于得了冠军。

8. “向”介词

“向”表示行为动作的方向。如：

他向
4

银行正式提出了贷款的请求。

9. “通过”介词

介词“通过”经常用来表示达到某种目的或结果所使用的手段、方法。如：

通过
4 4

游览长城，我们认识到了古代人民的智慧。

模拟试卷（一）

1

新 汉 语 水 平 考 试
HSK（ 五 级）

模拟试卷（一）

注    意

一、HSK（五级）分三部分：

 1. 听力（45题，约30分钟）

 2. 阅读（45题，40分钟）

 3. 书写（10题，40分钟）

二、听力结束后，有5分钟填写答题卡。

三、全部考试约125分钟（含考生填写个人信息时间5分钟）。

汉语

考试类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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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来自世界各地的一线教
师的教学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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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 考

1.  小贾要赴新西兰进行汉语教学，当地的孔子学院希望她过去之后先开一个试

听课，形式不限，旨在让来试听的学生产生对汉语学习和中国文化的兴趣。有

经验的志愿者对她说：“十二生肖是汉语教学中一个很好的主题，学生在讨论生

肖的时候既能了解中国文化和国情，又能练习写汉字、说汉语，还可以做剪纸手

工。”于是她打算在这次试听课中将十二生肖与汉字学习结合起来。你觉得这个

思路如何？具体该如何设计 呢？

2.  假设你要赴欧洲某国任教，关于是否应该开设汉字课的问题，校长想征求你的

意见，想一想你会如何作答。如果校长希望你开设汉字课，你会如何安排课时和

教学内容，如何处理汉字课与其他汉语课型的关系？

阅 读

1. 李大遂．简明实用汉字学（第五章“汉字的结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2. 万业馨．应用汉字学概要（第七章“汉字特点与部件教学”）．合肥：安徽大

学出版社，2005．

3. 李大遂．汉字的系统性与汉字认知．暨南大学华文学院学报，2005（1）．

4. 江新．“认写分流、多认少写”汉字教学方法的实验研究．世界汉语教学，

2007（2）．

5. 王秀荣．国际汉语汉字与汉字教学（第一章“中国符号——汉字”）．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

思考
对案例的探讨或延伸。

阅读
提供文献资源，帮助加深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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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分的时候，可以先直接跳过教材上的讲解，只要求学生掌握当课的汉字和笔顺即可。

还有，我觉得课后的汉字练习也应该做一些修改，让学生能够正确书写汉字即可，至于

“拆分汉字”这样的题目，可以直接变成让学生练习笔顺的题目。

（李爽）

汉字分为独体字和合体字。独体字是由笔画直接组合而成的，其结构单位

包含“笔画—整字”两个层次，如案例（一）中提到的“山、日、水”都是独体

字。合体字可以进一步拆分成部件，部件由笔画直接组合而成，所以合体字的结

构单位包含“笔画—部件—整字”三个层次。部件如果能独立成字，那就是独

体字了，如“树”，其三个组成部件“木、又、寸”都可以独立成字。

现在通行的汉语教材多数是按词本位的原则编写的，参照词汇的常用度来

选词，并没有照顾到汉字自身的规律，如案例（一）中提到的“谢”这样的合体

字，出现在“谢谢”这个词里，由于“谢谢”的常用度非常高，所以“谢”字经

常在第一课就会出现。教学时，教师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做一些调整，采用“认

写分流”的做法，简单的字要求学生会读会写，而较难的字可以先要求学生学会

认读即可。结构复杂的字难写，却并不一定难认，区别性可能更强。初级阶段培

养兴趣很重要，案例（一）中的教师打算先教授一些笔画简单、意象明确的常用

字，这是非常可取的。但是我们也要注意，不能简单地说现代汉字像画画，因为

古代汉字的图画性在隶变之后几乎完全消失了，正是因为图画性的消失，汉字才

走向线条性、方块状，才这么讲究笔顺，这一点教师应该做到心中有数。

案例（二）中的教师觉得教材中给出的讲解和例字都太难了，于是想跳过

教材上的讲解，把课后练习中的“拆分汉字”直接变成让学生进行笔顺练习的

题目。这种做法不一定可取。教材的开篇讲解往往带有概论性质，意在让学生

了解汉字的表意方法、结构规律，给出的例字多能让学生在宏观上对汉字的特

点有更好的把握，并非真的让学生掌握这些例字的形音义。这位教师将教材上

提供的“拆分汉字”的题目改作练习笔画之用，实际上跳过了汉字的二级结构

单位——部件，忽视了部件的可组合性、生成性，不利于学生了解汉字构形的规

律，可能会给学生带来笔画构字杂乱无章、无规律可循的印象。这一点也提醒我

们，了解教材编写的意图对教师来说是很重要的。

分 析

分析
分析指出案例中的问题，提出
相应的教学建议或对应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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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38 汉字教学从哪里开始？
教学地点：意大利罗马  教学对象：混合年龄初级业余班

（一）

马上就要正式上课了，最近我看了一些汉字教学的材料，有两点对我挺有启发的，教

汉字的时候我应该铭记在心。第一，写汉字就像画画。汉字与西方的字母文字有天壤之

别，对西方学生来说，汉字确实不容易书写，但是另一方面，他们又觉得汉字很有意思，

大部分外国人刚刚接触汉字的时候都会觉得中国文字就像画画一样。教师应该利用这一

点，在教授汉字之初，尽量选取一些象形字，比如“山、日、水”等笔画简单、意象鲜明的

汉字。第二，汉字有难易之分。要注意的是，一般的汉语教材开始就会出现“你好、谢谢”

等汉字，这时候就要注意选择性地教给学生，像“谢”这样结构较复杂、笔画较多的合体

字就不应该过早出现在汉字教学环节，那样的话学生会觉得汉字非常难写，就会“画”出

令我们哭笑不得的“汉字”。

（朱勇）

（二）

备课时我发现汉字部分的教学真让人不乐观。一是教材上对于汉字部分的讲解太难

了，给出的例字有很多都不是常用字；二是学生本来就是刚刚接触汉字，甚至有很多部件

他们都还没有学过，我又怎么给他们解释含有这些部件的字呢？所以，我觉得在处理汉字

用于第一堂课的汉字教学PPT（选自高等教育出版社海外教师培训资料） 

  《国际汉语教师证书》考试考生、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外语专业的学生，

外派教师，汉语教师志愿者等

 案例资源 www.morefunchinese.com/teacher/intl

 《国际汉语教学案例与分析》的姊妹篇，是适用于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学生和广大国际汉

语教师的观点碰撞类书籍。

 精选《国际汉语教学案例与分析》的100道思考题，汇集百余位国际汉语同仁观点，供

读者因地制宜、因人而异地选择教学解决方案。

 有针对性地提供理论介绍和参考文献，以便读者加深和扩展对教学实例的理解和认识。

┃国际汉语教学案例争鸣┃

┃国际汉语教学案例与分析┃
 PPT电子课件

 孔子学院总部/国家汉办《国际汉语教师证书》考试参考用书，新手国际汉语教师必备。

 汇聚国内外35位汉语教师的126个教学案例，真实典型，可读性强。

 涉及教学与管理、语言要素教学、文化与跨文化交际等八大方面问题，系统全面。

 分析精到，拓展适用，理论与实践结合，帮助教师全面提升教学能力。

考试类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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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碰撞
来自国际汉语同仁线上线下
的讨论，供读者因人而异、
因地制宜地吸纳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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鞠 慧

（1）（2）（3）（4）的做法或是耽误课堂时间，或不符合外国学生的习惯，或是无法制度化

坚持下去，或是易让成人学生产生反感情绪；（5）和（6）的认识对教师管理课堂不利，会影响

教学的效果；（7）显然没有从学生的个体情况出发。

张京京

前 4 种状况我见到过，甚至听学生抱怨过；（1）（4）可能使一些学生恼羞成怒；（2）牵涉

了经济问题，格外不妥；（3）侵犯了双方的权益、空间和独立性。

刘 弘

我从来没有做过（1）（2）（3）（4），因为我自己也不能接受这样的做法。现在学校一般有

管理制度，如不来上课要请假、多次不来可能会取消学籍、迟到要影响平时分数等。我觉得只

要根据学校规定做就行了。我 2009 年在纽约大学上海中心工作的时候，他们的迟到规定很严

格，只允许一次无理由的请假，其余请假都必须有请假条。即使有假条的请假也会影响平时分

数（出勤占总分的 10%），超过若干次请假，就不能参加期末考试等，执行起来也非常严格。我

觉得语言进修生的管理也可以借鉴。真正的问题是老师能否做到，或者老师能做到、管理部门

是否配合。

王 波

对于迟到的惩罚措施，要根据具体情况而定，同时也取决于教师和学生的性格特点，无法

一概而论。对于成年人来说，无法强制他来上课，但是在第一次课上一定要提出考勤规定，说

明缺勤或者迟到的后果，并且在整个学期中严格执行。

  因时因地因人而异

朱 勇

（1）（2）的唱歌、表演节目以及买糖果，我觉得要根据具体情况来决定。我曾经听过一个

老师的课，有同学迟到，课间时迟到的学生很开心地给每位同学发了一根冰棍儿，大家谈笑风

生，其乐融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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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 岩

我也同意一定要因时因地因人而异。对待正规大学、中学、小学学生管理还是应该从严，

可以在学期初通过讨论共同确定纪律及相关违纪后果。老师当然要倾听学生的理由，但是纪律

还是要严格执行。对待业余班学生则可相对宽松，鼓励其尽量按时上课，毕竟这些学生不可能

将学习摆在第一位。

  如何处理学生迟到？

赵 晗

事先沟通很重要，这个要事先和学生沟通好。但我还是把用发糖作为小惩罚的做法停了，

只是在逢年过节时老师发一些糖果让学生开心开心。结果孩子们跟我闹了脾气。

苏磊鑫

我们的做法是，每次上课之后点名签到，每个月迟到四次者（所有课），辅导员找谈话。有

缺课未请假者，发现一次找一次。基本原则是：课前明确教学纪律，而不当堂批评学生，课后

解决问题，看是否因生病或其他问题导致迟到、旷课。

理论广角

课堂规则制定与实施

迟到、旷课、讲话、开小差、随意使用手机等，是教学中存在的常见行

为，如果教师处理不当，会对教学产生一定的消极影响。提前制定相应的规

则和监督机制对预防学生不当行为有一定的威慑作用。

在课程开始之前，教师要对课堂上和教学管理中学生可能出现的问题

行为有一定预见，制订明确、合理、精炼、具有操作性、奖惩分明的课堂和

教学规则。在上第一堂课时，教师要用简单明了的方式将课堂规定以口头

或书面形式展示给学生，并抓住学期开始的机会，与学生共同讨论，征求学

生对课堂规则的意见，分享师生的需要与要求，以公平、民主的方法共同制

订课堂规则，让学生自觉遵守纪律。在实施过程中，要不断进行检查，并根

据各方面的具体情况加以补充、修改和调整。

案例
来自世界各地的
一线教师的跨文
化日志。

理论广角
就思考题设计的某个教学点
或理论点予以介绍，结合实
例进行论述。

延伸阅读
满足国际汉语同仁
更高的学术追求。

理论聚焦
针对案例涉及的跨
文化交际理论进行
阐释。

实战问题
精选自《国际汉语教学
案例与分析》的问题。

案例分析
对案例进行正反两
面的分析，指出值
得借鉴的做法，分
析存在的问题，提
出相应的建议与应
对策略。

跨文化交际案例与分析 978-7-04-045367-6 352页 朱勇 主编

 汇聚海外27个国家任教的64位教师的125个跨文化案例，真实典型，可读性强。

 涵盖了文化模式和价值观、跨文化交际的心理与态度、跨文化的语言交际、跨文化

的非语言交际、跨文化适应、跨文化人际交往、跨文化的国际汉语教学和跨文化的

国际汉语教学管理八大方面，条分缕析，系统全面。

 理论点拨，拓展实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帮助读者全面提升跨文化交际能力。

┃跨文化交际案例与分析┃

延伸阅读
提供延伸阅读书目，为
读者提供启示与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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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学生违反教学和课堂规则时，教师要及时按照之前制定好的规则处

理，维持规则的有效性。教师也要根据教学实际情况及时调整和补充、完善

规则，营造和谐的课堂氛围，为学生的汉语学习提供良好的环境。值得注意

的是，在处理学生不当行为时，教师也应以尊重学生为首要前提，注重学生

的个性差异，根据学生的个性特征慎重选择处理手段，平等对待每一位学

生，并在一定范围内允许学生犯错误（王俏华，2005）。

延伸阅读

1. 陈时见．课堂管理论（第六章“规则与行为”）．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

2. 王俏华，张俊丽．对教育领域中教师惩罚学生的策略探讨．教育探索，2005（3） .

3. Gayle H. Gregory & Carolyn Chapman. （2002） . Differentiated Instructional Strategies : 

One Size Doesn’t Fit All . Thousand Oaks: Corwin Press, Inc.

4. Kang, D. M. （2013） . EFL Teachers’ Language Use for Classroom Discipline: A Look at 

Complexinterplay of Variables. System, 41 （1） . 

5. Margutti, P., & Piirainen-Marsh, A. （2011） . The Interactional Management of Discipline 

and Morality in the Classroom: An Introduction. Linguistics and Education, 22 （4） .

6. Pane, D. M. （2010） . Viewing Classroom Discipline as Negotiable Social Interaction: A 

Communities of Practice Perspective. Teaching and Teacher Education, 26 （1） .

7. Rahimi, M., & Hosseini, K.F. （2012） . EFL Teachers’ Classroom Discipline Strategies: 

the Students’ Perspective. Procedia-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8. Tomlinson, C.A. （1999） . The Differentiated Classroom: Responding to the Needs of All 

Learners. Alexandria, VA: Association for Supervision and Curriculum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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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战问题

以下是一些教师对教学管理的认识或做法。其产生均有客观原因，但基

本都弊大于利。请分析讨论这些认识或做法的弊端和危害，注意其中可能存

在的文化差异和对师生关系可能产生的影响。

（1）	罚迟到的学生唱歌或表演节目。他们不好意思了，下次自然就长记性了。

（2）	 	我们班师生之间、学生之间关系非常融洽，每天迟到的人负责买糖果请

大家吃。

（3）	要求同住一栋宿舍楼的学生互相“叫早”，互相督促。

（4）		当众追问学生迟到、旷课的原因。这是教师的责任、也能对学生形成

压力。

（5）	 	对成年人的汉语教学不同于对儿童的教学，出勤等问题应该以学生自觉

为主。

（6）	 	我是专业人员，不是服务人员。讲好课最重要，考勤等问题不重要，也不

是我的责任。

（7）	 	不来上课就是不对的，无论什么理由。如果有人三次不来，以后也不用

来了。

观点碰撞

刘仙佑

对于（1）和（2），我认为关于迟到的惩罚侵犯了学生权利；而对于（3）互相“叫早”的

做法，大部分外国人都很反感别人影响自己休息；至于（4），当众追问原因导致学生没台阶下，

让他们很窘迫；关于（5）和（6），我认为出勤问题应该设置自觉签到，可以起到督促的作用；

（7）的说法过于绝对，学生有自己的理由参加或不参加课程学习。

贰五 正确认识教学管理

国际汉语教学案例争鸣 978-7-04-042882-7 396页 朱勇 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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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

商务汉语考试BCT(A)大纲 978-7-04-034390-8 42页 孔子学院总部/国家汉办

商务汉语考试BCT(B)大纲 978-7-04-041184-3 114页 孔子学院总部/国家汉办

商务汉语能力标准 978-7-04-036372-2 80页 孔子学院总部/国家汉办

BCT（A）模拟题集 978-7-04-039254-8 110页 姜安

  中级—高级

 MP3录音免费下载：www. morefunchinese. com/resource/file

 孔子学院总部/国家汉办唯一指定的商务汉语考试（BCT）官方大纲。

 孔子学院总部/国家汉办组织编写，企业选拔任用人才，学校和培训机构开展教学，学习者自我评价等均可使用。

 每册由考试说明、样卷、样卷听力材料、答案、答题卡、成绩报告、考试要求及过程和参考词汇等部分组成。

41184-00商务汉语考试BCT(B级)大纲-绿.indd   1 14-11-14   上午10:36

35-00172-007-01商务汉语能力标准.indd   1 14-12-1   下午2:01

考试类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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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BCT（B）笔试考试分三部分：

 1. 听力（50题，约35分钟）

 2. 阅读（40题，60分钟）

 3. 写作（2题，40分钟）

二、听力结束后，有 5 分钟填写答题卡。

三、全部考试约 145 分钟（含考生填写个人信息时间 5 分钟）。

2bCT ( b ）B1301(pdf置入).indd   7 2015.1.4   1:34:30 PM

目录

目录.indd   1 2015.1.4   1:37:13 PM

介绍

1介绍.indd   1 2015.1.4   1:34:01 PM

1介绍.indd   2 2015.1.4   1:34:02 PM

2bCT ( b ）B1301(pdf置入).indd   14 2015.1.4   1:34:32 PM

2bCT ( b ）B1301(pdf置入).indd   18 2015.1.4   1:34:34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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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汉语教师、汉语国际教育及相关专业学生

 共6册

 为国际汉语教师量身定制的必备实用手册。内容丰富全面，为教师解决“教什么”和“怎么教”的问题；突出实用功

能，省去转化时间，减轻备课压力。

 提供“资源式”教学资料。书中含大量可直接利用的教学内容、表格、图片、声音练习、活动、复印活动页等素材。

 提供“处方式”教学指导。从教学实际问题出发，从不同层面为教师提供融知识和教学步骤于一体的教学指导。

汉语

┃语法教学手册┃
 图片、MP3录音免费下载：www. morefunchinese. com/resource/file

 50个初中级汉语教学核心语法点详解和教学建议。

★ 以外国学生为教学对象，用简洁的语言解释语法概念。

★ 用格式化的方式直观展示语法结构。

★ 提供并分析常见语法偏误，帮助教师提前预测教学难点。

★ 指出教师在讲解和操练语法项目的过程中需要注意的问题。

★ 模拟真实课堂，为教师提供多样化、案例式课堂教学解决方案。

★ 提供活动建议，帮助学生尽快将语言知识转化为语言技能。

★ 提供针对该语法项目设计的测试题。

 近700张语法教学图片免费下载。

 大量测试练习页，方便教师直接复印使用。

语法教学10.indd   55 2013.12.13   11:20:26 AM

语法教学10.indd   59 2013.12.13   11:20:34 AM

语法教学10.indd   58 2013.12.13   11:20:32 AM

语法教学10.indd   56 2013.12.13   11:20:29 AM

国际汉语教师语法教学手册（第2版） 978-7-04-039091-9 370页

国际汉语教师中级语法教学手册 978-7-04-047774-0 266页

杨玉玲 编著

ON GRAMMAR TEACHING
HANDBOOK

FOR INTERNATIONAL
CHINESE TEACHERS

教学手册教学手册
国际汉语教师语法

第2版

附赠光盘中包含
本书全部图片

语法封面.indd   3 2014.1.8   04:10:53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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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音教学手册┃
 MP3录音免费下载：www. morefunchinese. com/resource/file

 语音知识与教学技能结合并重，提供简明有效的教学对策与建议，注重

实际语音能力的提高。

 为教师提供大量兼顾针对性、趣味性与实用性的语音练习与活动。

 大量语音训练听读材料，全部可在资源平台免费下载。

 大量测试练习页，方便教师直接复印使用。
国际汉语教师语音教学手册  封面.indd   3 2015.6.30   4:47:37 PM

国际汉语教师语音教学手册 978-7-04-033660-3 418页

┃词汇教学手册┃
 图片免费下载：www. morefunchinese. com/resource/file

 近20种常用词语卡片、教学活动与游戏。

 80组近1 500个词语简笔画和教学卡片。

 105组易混词语辨析与练习题。

 35个词汇教学常见问题解答。

国际汉语教师词汇教学手册 978-7-04-034500-1 256页

第四单元.indd   179 2015.7.6   4:28:52 PM

第二单元.indd   18 2015.7.6   4:18:05 PM

第三单元.indd   46 2015.7.6   4:12:51 PM

第四单元.indd   174 2015.7.6   4:28:44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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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教学手册┃
 深入浅出地阐释汉字教学基本知识、原则和方法。

 2 500个常用字和次常用字详解。

★ 列出该汉字的字音、字义、古字、图片、笔顺。

★ 有选择性地对字形、字义和字义发展做出解释。

★ 列出包含该汉字和某一部件的字，帮助教师提高教学效率。

★ 便于教师进行对比教学。

★ 列举包含该汉字的常用词语。

 60个汉字教学常用课堂练习与活动。

 大量活动与测试页，方便教师直接复印使用。
汉字教学手册封面.indd   3 2016.3.10   5:18:35 PM

429

ACTIVITY

ACTIVITY

  4~6个学生一组，各组分别坐成一列，每个学生拿一张白纸和一支笔。教师将同样

内容的汉字卡片分别发给各组队尾的学生。各组队尾的学生同时打开卡片，记住汉字

字形后将卡片扣放在桌子上或交还给教师，然后让坐在自己前面的学生转过身来，把

刚才看到的汉字写在白纸上，该学生记住后再传给前一个学生，以此类推。各组最前

面的学生把书写结果展示给大家看。看看哪组学生完成得又快又准确。

☛	教学小提示

➊ 此活动可以用来练习新汉字也可以用来复习学过的汉字。

➋ 传字活动还可以用“背上写字”的形式进行，具体做法是：

各组队尾的学生用手指在他/她前一个学生的后背上写出汉字，学生

一个接一个地在前一个组员的背上写字，直到写到各组最前面的那

个学生，最后由该学生在黑板上写出汉字。

传字游戏 趣味书写类  任意笔画/部件/汉字8

  2~3个学生一组，每次选两组学

生进行比赛。教师发给每组学生或每

个学生一支笔。教师说一个汉字，两

组学生同时在黑板上写字。每个学生

每次只能写一笔，写得快而且准确的

一组获胜。

互助写字 趣味书写类  任意部件/汉字9
选自《国际汉语教师课堂技巧教学手册》，有改动

选自《国际汉语教师课堂技巧教学手册》

24

汉语与汉字教学

❷	部件解析法

有些汉字的意义是由构字部件的意义组合而成的。

有些汉字是由表示声音和表示意义的部件构成的。

❸	动作法

有些笔画和结构简单的汉字可以用动作表现出来。

❹	联想法

使用联想法时，可以以字源为依据，也可以随意发挥，只要联想对学生记忆字形有帮助就

可以。

联想是很个性化的，跟文化背景和生活经验有关。教师也可以发挥学生的想象力，让他们

自己描述对汉字的印象，以激发学生学习汉字的兴趣。需要注意的是，不是每个汉字都适合用

联想法，教师要综合考虑字形、字义、字源等方面的因素，选择合适的汉字进行联想。

“妹”字的“  ”和“  ”像妹妹的裙子。 “爽”字像一个人买了很多东西，很高兴的样子。

“串”字像一个肉串。 “员”字像一个人。

“雨”字像窗户上落下的雨。 “丽”字像两扇窗户，想看美丽的风景需要推开窗户，

可以把两点想象成推窗的手。

串

雨 丽

员

爽妹

大 小 人

天 火 明

水清，从氵青声。“氵”旁的字多与水

有关。

流放，从攵方声。“攵”旁的字多与拿着棍棒

一类器械打击有关。清 放

用手（又）拿敌人的耳朵。 手放在眼睛（目）上看。

人的话（言）是值得信任的。 小土是“尘”。

取 看
信 尘

47

基本笔画、笔顺与数字

汉字训练营一

姓名               日期

1.  用汉语写出数字。Write out the numbers in characters.

 12 (   ) 45 (   ) 89 (   ) 67 (   )

 100 (   ) 250 (   ) 3 000 (   ) 50 000 (   )

2.  读出下列词语。Read out the following words.

一百二十一	 七千六百五十九	 三十八万	 四十六

3.  根据拼音选择汉字。Choose the characters according to their pinyin.

sì 四		西	 j@ 几		九	 qi`n 千		干	 w^ 五		王	 liù 六		大		

shí 七		十	 èr 工		二	 b2i 百		白	 wàn 万		方	 b` 八		人	

4.  计算并用汉字写出得数。Calculate and write out the numbers in characters.

一	+	二	=（	 	 ）	 三	+	五	=（	 	 ）	 四	+	三	=（	 	 ）

六	+	二	=（	 	 ）	 七	+	二	=（	 	 ）	 一	+	八	=（	 	 ）

一	+	一	=（	 	 ）	 一	+	三	=（	 	 ）	 五	+	二	=（	 	 ）

十	+	二十一	=	 	 （	 	 	 	 	 ）	 五十八	+	十六	=	 	 	 （	 	 	 	 	 ）

三十二	+	四十六	=（	 	 	 	 	 ）	 七十三	+	十二	=	 	 	 （	 	 	 	 	 ）

四十九	+	二十五	=（	 	 	 	 	 ）	 六十五	+	十四	=	 	 	 （	 	 	 	 	 ）

八十八	+	六十六	=（	 	 	 	 	 ）	 七十五	+	三十七	=	 	 （	 	 	 	 	 ）

九十一	+	四十三	=（	 	 	 	 	 ）	 五十二	+	五十五	=	 	 （	 	 	 	 	 ）

六十九	+	九十二	=（	 	 	 	 	 ）	 三十八	+	二百五十七	=（	 	 	 	 	 ）

COPY
P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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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象识字教学

生 活 ： 衣 食 住 行
字  源 古字形像挂着的手巾或围巾。

类推识字 巾部（…页）

形 近 字 中 市 币

组  词 巾帼    餐巾 红领巾 毛巾 面巾纸 纱巾 手巾  

头巾 围巾 浴巾

衣·表·革·巾·布·食·米

clothes

字  源 古字形像有领有袖、衣襟左右交叉的衣服。

类推识字  衣部（…页）

形 近 字 农 布 表

组  词  衣服  衣柜  衣帽间  衣裳  衣物    穿衣镜  

大衣   风衣   挂衣钩  救生衣  毛衣   内 /外衣   上衣  

睡衣 洗衣店 洗衣机 雨衣   衣冠禽兽 衣锦还乡 衣食住行  

白衣天使 丰衣足食 天衣无缝

6画

衣
y~

surface

字  源 “表”的古字形像皮子在里毛在外的衣服。

“錶”本义是较小的计时器，简化作“表”。

形 近 字 农 布

组  词 表白 表达 表弟  表格  表决  表面  表明  表情  

表示  表率  表态  表现  表象  表演    代表  发表  计划表  

日程表 手表 图表 外表 值班表 钟表   表里如一 一表人才

8画

表 [錶]

bi2o

leather

字  源 兽皮剥下、去毛、晒干后为“革”。

类推识字  革部（…页）

形 近 字 草 

组  词  革除 革命 革新 革职    变革 改革 皮革

字  谜 新鞋没沾土。

9画

革
g9

towel

3画

巾
j~n

choth

字  源 棉麻织物的通称，从巾父声。

类推识字 怖 希

形 近 字 币 

组  词  布局  布料  布匹  布置    遍布  发布  发布会  

分布 公布 抹布 麻布 棉布 幕布 尿布 瀑布 散布 宣布  

织布 桌布    开诚布公 任人摆布 星罗棋布 

5画

布
b&

food

字  源 古字形像有盖子的、盛满食物的容器，本义

是饭食、可以吃的食物，引申指吃。

类推识字 狼浪娘琅锒粮酿踉 朗 郎廊榔 餐

组  词 食量 食品 食谱  食堂  食物  食言  食盐  食欲  

食指    绝食  粮食  零食  素食  挑食  甜食  饮食  主食    

寝食不安 衣食住行 自食其果 自食其力

9画

食
sh!

rice

字  源 古字形像一粒粒的米。

类推识字 米部（…页）

形 近 字 来 未 

组  词 米醋 米饭 米酒 米粒 米线   大米 分米 毫米  

厘米 平方米 小米 玉米 

字  谜 一到就来。/上八不像八，下八才是八，十字

当中站，生命须靠它。

6画

米
m@

国际汉语教师汉字教学手册 978-7-04-032526-3 512页

国际汉语教师课堂技巧教学手册 978-7-04-030654-5 262页

┃课堂技巧教学手册┃
 128个常用课堂活动与游戏操练方法。

★ 从语言要素角度进行细致分类。

★ 对活动目的和组织方式进行合理标注。

★ 列举具体的参考练习内容。

★ 细致说明活动准备材料和教具制作方法。

★ 图文并茂地介绍活动步骤。

★ 提醒教学注意事项，并给出活动扩展的方式。

 50个课堂教学中最常见的问题详答。

 书后附大量活动复印页，方便教师直接复印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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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汉语教师、汉语国际教育及相关专业学生

 网络资源www.morefunchinese.com

 共4册

 前沿理念，专业素养：立足美国教育环境，帮助新手教师迅速了解美国教育状况，掌握在美从事汉语教育工作和生活

的必备技能。

 典型案例，精炼分析：收集了拥有美国教学经验的汉语教师们亲身经历的典型案例，并提供了专业的分析和解决方

案、建议以及相应的理论指导。

 地道英语，高效沟通：通过原汁原味的英语对话，为读者提供了各种工作和生活场景所需的英语口语及书面语范例与

模板。

 美国文化，实用策略：展现了真实的美国社会文化和教育文化，详解中美文化差异，列举成功的跨文化交际策略，并

提供了在美国环境下中国文化推广的多种方法与活动实例。

 一手资料，立体呈现：汇集了美国本土教师珍贵的教学资料、实用的工作模板及PPT演示文稿，并提供了丰富的电子

文件、美式英语对话音频、成功案例视频等立体资源。

国际汉语教师生存指南·工作篇（上） 978-7-04-049452-5 238页

国际汉语教师生存指南·工作篇（下） 978-7-04-049453-2 203页

国际汉语教师生存指南·课堂管理篇（上） 978-7-04-053586-0 208页

国际汉语教师生存指南·课堂管理篇（下） 即将出版

国际汉语教师生存指南·生活篇（上） 即将出版

国际汉语教师生存指南·生活篇（下） 即将出版

Lisa Huang Healy（黄丽娟） 主编

教师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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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特定教学环境中的课堂管理与	学习者特点
01		学前班和小学的课堂管理与学习者特点

背景

很多教过学前班和小学的教师都会同意这个说法：学前班和小学的学生是一个有很大跨度的群体（5—11岁），教师需要针对不同年龄段采用不同的课堂管理方式和方法。根据年龄，可以把这个群体大致分成三组：低年级（学前班、幼儿园和一年级），中年级（二年级和三年级）及高年级（四年级和五年级）。这些不同年龄的学习者有很多共同的特点，但由于每组学生在生理和心理上的发育和发展不同，认知能力和学习方式存在差异，因此他们也有一些不同之处。教师应该因材施教，针对学习者的特点制订和采取有效的课堂管理措施和方法。

原则、策略与技巧

	 5—11岁儿童的学习特点和相应的课堂管理策略	 	
1 	 注意力集中的时间短，天生活泼好动
孩子生下来之后就通过肢体的不断活动来成长，活动可以增加血液循环，为大脑提供氧气，提高孩子的注意力。如果学生一节课都是听教师“满堂灌”，师生之间没有任何互动的活动，那么学生就很有可能注意力不集中，如趴在桌上睡觉、做小动作、交头接耳、随意走动等，影响课堂秩序。小学生注意力集中的时间比较短，建议对于年幼的学生，倘若一节课有一个小时，可以设计10—15个不同的课堂活动，也就是说，每4—6分钟就要更换一个活动。在中文课堂上，全身反应法（Total Physical Response）是一种常见的互动方式。其他可用的方式还有跳韵律操、根据所学内容编制歌舞或顺口溜、设计需要走动的游戏、进行有意义的小组活动等。做到学中有动、动中有学，并注意课堂的动静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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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例分析

这种让学生参与制订规章制度的方法非常可行，比单纯地把课堂规则“填鸭式”地灌输给学生更有效。学生会根据自己的理解制订规则，同时会觉得自己是制度的主人，因此更会主动地遵守。

小贴士

针对低年级学生好动的特点，教师在每堂
课上应该准备五至六个活动，每个活动的时间
不要太长，最好在五六分钟之内，然后更换另
一个活动，活动之间切换要快，以免学生出现
行为问题。上课时，不要为了完成教学计划而
一味地讲课，不顾学生。教师要随时留心孩子们的反应，发现孩子们开始出现注意力涣散或疲惫的样子，就要马上更换活动。例如，教授数字时，教师可以利用“Bingo”游戏让学生练习数字的识别，当学生出现注意力不集中的现象时，教师可以立即换成做简单的加减法活动，这样学生就不会因为长时间停留在一个活动中变得呆滞、失去兴趣而产生课堂管理问题。

学生们用骰子做加减法示意

思考与应用

杨老师在五年级的班级里有一条规则是学生不可以随意走动。有一天上中文课时，
有两个学生不经允许就到储物架取东西，影响了纪律，杨老师当场就扣了这两个学生的
课堂表现分数，然后再次强调不经允许不可以随便走动。过了不久，当全班学生正在分
组做活动时，Jack站起来到放置卷笔刀的地方去削铅笔，杨老师心想，Jack是一名好学
生，平时都比较遵守规则，只是偶尔犯点小错误，问题不大，而且其他学生在做活动，
也许没看到，所以没必要打断教学，于是没有给Jack扣分。你如何看待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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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兴趣和认识。对于规章制度有了个性化的理解，更希望成为制度的主人。

高年级的学生开始出现叛逆心理。他们会挑战权威，在教师批评教育他们的过程

中，部分孩子会出现不满情绪和抵触行为，具体表现为否认事实、极力辩解或不以为

然。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很敏感、脆弱，对待他们要多用鼓励和肯定的方法，切忌与孩子

争执和大声呵斥孩子。

案例分析

      案例一

Apple Elementary School的方老师至今还记得她第一年来美国教中文的情形。来

美国之前她是中国的一名小学语文教师，学生对她很敬畏。她刚开始到美国教幼儿

园时，对幼儿园的孩子要求也颇为严格，她觉得纪律要从小抓，应该从小练就军队

般的课堂秩序。她要求学生上课时要像士兵一样不东张西望、不交头接耳、不随意

走动。学生有小动作的时候她马上就会给予严厉的批评。

这天，方老师正在讲“颜色”的话题，平时就比较好动的Tom突然离开座位来

到方老师这儿，一只手敲着她的手背，另一只手指着美国国旗说：“红色，红

色。”方老师批评他不应该随意走动，Tom坐回了座位。过了一会儿，当方老师讲

到蓝色时，Tom又站了起来，走到国旗那儿指着说：“蓝色，蓝色。”方老师很生

气，严厉地批评了他，告诉他如果不经允许再离开座位就跟他的家长联系，从此，

所有孩子都一动不敢动了。下课前，她检测孩子们对“颜色”的掌握情况时，发现

他们记住的颜色不到教学目标的三分之一，更不可思议的是，有两个学生甚至趴在

桌上睡着了。

经过一个学期的授课，方老师对美国学生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意识到在低年级

的课堂上要动静结合，一堂课里要有多种多样的活动让孩子们做。后来，她在给幼

儿园的班级讲“动物”主题时，改变了以往的“满堂灌”和“不许动”的授课模

式，准备了几个活动给孩子们做：让每个孩子扮演不同的动物，做出扮演的动物典

型的动作，让其他同学猜出动物的中文名字；让学生闭上眼睛听动物的声音然后说

出动物的名字；和孩子们一起做动物面具或头饰，然后用它们做道具表演一个简单

的短剧；还有边唱边跳的动物韵律操。孩子们都兴致勃勃地参与，边玩边学，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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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打电话”活动

 活动目的： 学生通过不断重复所学词汇或句子达到口头表达的目的。学生也通过听和

辨别发音听懂和推断词汇和句子。

 沟通模式：口头表达 (Presentational Speaking)

听力理解 (Interpretive Listening)

 活动适用：小学、初中、高中

 语言水平：初级、中级、高级

 活动形式：小组、全班

 活动属性：动态、静态

 活动准备：需要练习的词汇、拼音或句子

 活动步骤：

1. 把学生分成两个或若干个小组，教师小声告诉第一个学生要练习的词语或句子。

2. 第一个学生在第二个学生耳边小声重复教师给的词语或句子。

3. 第二个学生再以此方式把听到的内容重复给第三个学生，以此类推。

4. 最后一名学生把听到的词语或句子大声说出来，说得最快又准确的组获胜。

 
【编者 何云赤】

第一章 课堂管理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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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刀小试

判断下列句子是否正确，如果不正确，请改正，并说明原因。

1.	她在我心目中是最漂亮女孩。

2.	成都很有意思，上面房子长着很多树和花。

3.	这样人不是朋友。

4.	火车票去上海的已经卖完了。

5.	她是妻子的我的哥哥。

6.	我认识了很多朋友在西方国家留过学。

7.	她是第一个人做完作业。

8.	那杯水在桌子上的不能喝了。

9.	这种的情况在我们国家很少。

10.	上高中时候我们就认识了。

六、状语

状语是谓词性偏正词组中的修饰成分。状语不等同于副词。状语是从词

语在句中的作用来说的，而副词是从词语本身的语法功能来说的。副词都可

以作状语，但不是作状语的都是副词，因为汉语中有很多成分可以充当状

语。例如：

他刚出去。

他奶奶非常善良。

您慢走。

他把手里的杯子轻轻地放下了。

窗外的小鸟叽叽喳喳叫个不停。 

明天见！

他对学生非常耐心。

他一口吞下一个包子。

什么是状语？状语和副

词是一回事吗？

11
第一章 

汉语教学设计流程简介

前期信息调查阶段

中期课程策划阶段

后期教学实施阶段

教学对象分析

教学目标制定

教案设计

教学情境分析

课程组织

学习测试 教学评估

图 1.1 教学设计流程图

依据教学设计环节的先后逻辑顺序，可以将教学设计流程切分为三个阶

段：（1）前期的信息调查阶段；（2）中期的课程策划阶段；（3）后期的教学

实施阶段。前期的信息调查阶段主要包括教学对象分析和教学情境分析这两

个环节。中期的课程策划阶段则包括教学目标制定以及课程组织这两个环

节。而后期的教学实施阶段包括教案设计、学习测试，以及教学评估这三个

环节。前期的信息调查阶段主要起到一个摸清教学背景信息的作用，这些教

学背景信息包括教学对象的信息以及教学环境的信息。依据这些教学背景信

息，教师可以进入中期的课程策划阶段，首先是制定教学目标，然后对教学

内容、教学顺序，以及教学进度这三个方面进行部署。在课程的宏观部署完

成之后，就可以进入后期的教学实施阶段，也就是设计教案并实施教学。在

实施教学的过程中，为确保教学与学习的有效性，还需要适时对学生的汉语

细致的讲解
举例详实，注重启发，全面
精准概括教学基础知识。

264

然后教师让学生自己拿别人的东西问另一个同学：“这是谁的……？”进行

接龙练习。教师没有讲解“的”表示领属关系，但学生其实已经理解了“的”

的用法。这种以练代讲的方法如果换成教师用专业术语讲解，效果就差多了。

二、图片道具法

实物法虽然是一种形象直观的方法，但能直接拿进教室的实物毕竟有

限，所以和实物法一样形象直观的图片法就成为初级阶段教学中很常用的一

种方法。比如，在讲解“能”和“会”的不同时，可以使用下面的图 片：

鱼和鸭子会游泳，鸡不会游泳。鸭

子会游泳，但今天它的脚受伤了，不能

游泳。

再如，在讲解“除了……以外，……都……”的时候，可以使用下面的

图片：

师：（出示图片）他们是谁？你们知道吗？

生：他们是姚明、成龙、刘德华和赫本。

师：他们都是男的吗？

生：不，姚明、成龙和刘德华是男的，赫本不是男的。

师：那么我们可以说：“除了赫本以外，他们都是男的。”（板书）

师：他们都是中国人吗？

生：不，姚明、成龙和刘德华是中国人，赫本不是中国人。

实用的内容
为读者提供可以直接利用的教
学设计原理、方法和技巧。

深厚的理论
关注学科关键与热点问题，
提供海内外文献观点。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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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教学设计流程简介

“女”、“大”、“好”、“水”█等。

██ █设计课堂活动：小学生的语音模仿能力较强（Flege，1999；Long，

1990；Patkowski，1990），学习拼音宜少讲解、多示范、多模仿。小

学生在认知方面以形象思维为主要特征，课堂教学可考虑多用图片、多

媒体等生动形象的教学手段。另外，小学生注意力容易分散，应注意适

当变化活动形式，可多采用游戏、比赛等生动有趣的活动形式，如声母

韵母交朋友、加减笔画变新字等游戏活动。

一般来说，在教学的开始阶段，教师对学生的了解还比较有限。随着对

学生了解的不断深入，教师应根据学生的具体学习情况不断优化教案设计思

路，以使课堂教学更加适用于具体的教学对象。

在教学实施的过程中，教师一般需要通过以下两种方式来检验教学与

学习的成效：（1）针对学生汉语学习的学习测试；（2）针对教师教学行为

的教学评估。了解学生的学习成效可以帮助教师检验教学安排是否合理，

教学目标能否顺利实现。教学评估则可以让教师了解学生及其他相关方对

于课程的意见与建议。学习测试与教学评估可以贯穿到整个教学过程中，

为教师提供重要的教学反馈信息。以下介绍学习测试与教学评估环节的基本

情况，它们的具体设计方法将在第八章“语言测试与教学评估”中详细阐述。

学习测试

为了解教学与学习是否有效，教师需要对学生的汉语学习进行测试。汉

语测试的内容一般包括语音、汉字、词汇、语法、听说读写技能当中的一项

或多项内容。测试的内容重点应与中期阶段所制定的教学目标保持一致。在

汉语课程中常见的学习测试按照测试的阶段性可以分为随堂小考、单元考

试、期中考试和期末考试等。汉语学习测试按照测试的形式又可以分为听力

考试、口语考试和笔试等，笔试中一般包含了对于汉字、词汇和语法知识的

测试以及写作能力的测试。

教学当中测试的安排频率一般要取决于教学对象和教学情境特点以及课

程的组织方案。一般来说，学生的学习动机越强，测试频率就可以越高；课

时数越多，考试次数就可以相应地增加；教育文化的竞争性特点越突出，测

试的频率就可以越高。一般来说，在课程开始以后一个月左右，教师可以安

排第一次单元考试，因为这时学生已经学习了一定的内容，可以通过单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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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学生与管理

1. “习得”与“学习”的不同

习得与学习的概念在20世纪60年代由西方学者提出，70到80年代，美

国学者克拉申（Krashen）进一步系统阐述了二者的不同。简而言之，习得

指学生在自然交际中不知不觉地获得语言，学习指学生通过大量正式的讲

解、模仿、操练、记忆等有意识地掌握语言的规则。表3.1进一步比较了二

者的不同（刘珣，2000；王建勤，2009）。

表3.1 “习得”与“学习”的比较

习得 学习

心理过程 潜意识地自然地获得 有意识地规则地掌握

获得方式 自然语境中非正式的言语交际 课堂中正式的讲解、模仿、操练、记忆

关注点 语言的功能、意义 语言形式

获得知识的类型 隐性知识 显性知识

获得知识的作用 语言的理解、生成 语言输出的监控、调整

效果 一般比较好 不确定

典型案例 儿童习得第一语言 成人在学校学习第二语言

以上是对习得和学习的比较，根据克拉申的观点，习得与学习是学生获

得第二语言的两种不同的心理过程，其中最核心的差异是：习得是潜意识

的，学习是有意识的，人们平时能听懂别人说话、与别人自由地交谈依靠的

是习得的知识，学习的知识起到的是监控、调整的作用。

习得与学习最典型的案例是儿童习得第一语言以及成人在学校学习第二

语言，面向儿童和青少年的第二语言课堂教学，很难像母语习得一样自然和

潜移默化，也不能像成人学习那样机械，应该习得和学习兼而有之，但比例

有所不同。根据以往的研究，儿童和青少年虽然也在学习语言，但更多的是

习得语言。

2. 创设习得的环境

假设有两个班，教学内容都是“V+过”，一个班的教师利用长城、烤鸭

等图片，通过与学生聊天儿的方式教授语言，如“你去过长城吗？你吃过烤

36

能吃肉，因此鼎的数量与大小能体现出主人和客人的高贵身份，后来“鼎”

渐渐变成礼器。相传，黄帝曾铸三个鼎，象征天、地、人；夏禹搜罗全国的

金属，铸成九个大鼎，作为传国之宝。周灭商后，移九鼎于镐京，同时举行

了隆重的定鼎仪式。从此，鼎成了权力的象征，列鼎制度也随之出现。周代

规定：天子可以九鼎，诸侯有七个，大夫五个，士三个，普通老百姓一个也

不能有，谁违反了规定谁就是犯上作乱。后来中国人用“钟鸣鼎食”来形容

贵族之家的奢华生活，用“问鼎中原”来形容对最高政权的争夺。

�②�“五味调和”与“烹小鲜”

既然吃饭不仅仅是吃饭，那么做饭也不仅仅是做饭，很多技艺高超的厨

师被中国人视为了不起的政治家，他们烹调的方法也被视为治理国家的良

方，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伊尹的例子。商代的开国元勋伊尹，原是个陪嫁的奴

隶，具体负责商汤的膳食。当他发现商汤志在灭夏，但又急于求成，便利用

烹饪故意激商汤发火。果然，商汤受不了饭菜的非咸即淡，一怒之下将伊尹

叫来当面呵斥，而伊尹则趁机借饭菜阐述治国的道理。他把饮食制作的烹饪

技术融会贯通到国家治理之中，形成一套治国与烹饪相结合的文化理念。类

似的传说典故还有很多，比如彭祖用酱、醋、肉酱、盐和梅子等五味调羹，

令尧胃口大开，尧认为他既然能将各种调料巧妙地运用在一起，一定也善于

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于是封他于彭城。老子在陈述他的治国理念时，也

直接用烹调作比喻，说“治大国如烹小鲜”，应该“无为而治”。

（3）饮食与养生�

①�从《黄帝内经》到现代中国居民“膳食宝塔”

《黄帝内经》从中华民族生存环境的实际情况出发，为中国人设计了“五

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的营养方案，

提倡“以素食、五谷为主，以荤食为辅，不偏食，不过饱”

的饮食禁忌。这在几千年的生活实践中，一直为中国人所

遵循，现代中国居民的膳食指南仍然延续了这个方案。

五谷（稷、黍、麦、菽、稻）

五果（枣、李、栗、杏、桃）

五畜（牛、羊、猪、犬、鸡）

五菜（葵、藿、薤、葱、韭）

中国居民膳食宝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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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就可选用近期名人婚礼的新闻，像媒体一直在追踪报道的郭晶晶的婚礼

就是很好的案例。在具体操作时，教师可以分步骤对各种新闻信息进行整理

分析，然后选出具有教学价值的内容，予以补充强化。

下面提供一个教学案例：

步骤一：将婚礼全过程的相关报导收集成一个小数据库。

步骤二：将数据库中的信息按教学的需求进行分类。

■� 婚礼的过程（迎亲、注册、婚宴、回门）

■� 婚礼中的重要元素（礼金、请帖、婚车、婚纱、婚戒、婚鞋、伴郎伴娘的人选、婚宴的

地点与宾客、婚宴菜单等等）

■� 婚礼的中国特色（鞭炮、迎亲与礼金、婚车、婚礼的菜单、喜糖、去祠堂祭祀、邀请老

家的村长等等）

步骤三：对重点的内容进行梳理分析

郭晶晶的婚礼基本上是西式的，这代表了现代中国婚礼的潮流，但是中国人的婚礼仍然会有

中国文化的烙印，学生可以通过比较自己去发现，这样才能更深刻地理解中国的传统。

■� 婚礼过程中的迎亲与回门� �����������������讨论“嫁”与“娶”的差别。

■� 鞭炮、礼金、豪华车队� � 讨论为什么中国人特别重视这些？这与古代的婚�

� � � � 俗有什么关系？“明媒正娶”是什么意思？

■� 喜糖、婚礼的菜单� � �讨论中国人讨“口彩”的习俗：中国人用吉利的

名字来代替菜名，如“金玉满堂”（乳猪拼葵花

鸡），菜也要选择八道。

■� 在婚礼之后去祠堂祭祀� � ���������������������������

■� 邀请老家的村长代表族人参加����������������������������������������讨论中国人的家族观念

■� 霍家特别重视霍启刚的婚礼，因为他是长房长孙

步骤四：确定所需材料，补充背景知识

■� 选取“霍启刚赴保定迎亲”“婚宴菜单曝光（图片）”“去霍氏祠堂祭祀”“婚礼豪华车队

（图片）”作为课上阅读的内容

■� 补充背景知识：�中国古代婚礼的“六礼”，中国的家族简介

72

土豆丝的过程，之后大家还分组介绍了自己国家一个菜的做法，不知不觉中

用上了很多“把”字句，也了解了不少菜的做法。

拍摄视频创设情景的方法马老师在教趋向补语、可能补语等语法的时候

也都用上了，效果非常好，学生们非常有兴趣，让她的课堂活而不乱。

图3.4

案例3.6

语音训练——像和中国人说话一样和外国学生说话

和外国学生说话时，教师总会调整自己的语言，不自觉地放慢语速，把

每一个字都说清楚，这其实不符合第二语言习得真实、自然的教学要求，也

导致很多学生只能听懂教师说的话。赵老师上课说话时，会尽量保持原有的

速度，尝试像和中国人说话一样和外国学生说话，学生们慢慢地也都能听

懂，而且说汉语时的语速也慢慢向中国人靠拢。所以，从习得的角度练习语

音，赵老师的建议是教师要限制自己在语言上的调整。

案例3.7

听力训练——看广告

听力训练时，学生听到的录音常常都是在录音棚中录制的，由于教材的

滞后性，听的常常是已经过时的内容，很不真实、不自然。

陈老师有一个好办法——看广告。广告的语言自然，发音清楚，有画面

辅助，而且很短。每次上听力课时，她会给学生看一个广告，让他们快速记

下广告的内容，再模仿广告的语调做一个自己的广告，不仅练习了听力，也

18

案例1.7

教学案例背景：�小学生，汉语零起点水平，学校开设汉语课程主要是为了

培养学生对于汉语学习的兴趣，教室配备有电脑、投影仪

等教学设备

教学设计目标：确定课程组织的大致设计思路

██ █确定教学内容及选择教材：学生为汉语零起点水平，因此首先需要学习

一些必要的拼音及汉字知识；之后可以学习一些初级汉语话题，如自我

介绍、买东西、去饭馆吃饭、谈论天气、看病等，教师可以根据这些话

题思路来选择合适的教材；学生为年龄偏低的小学生，在认知方面以形

象思维为主要特征，学校开设汉语课主要是为了培养学生对于汉语学习

的兴趣，因此教学内容应尽量生动有趣，教学进度适宜偏慢，课堂教学

可考虑多用教具、多媒体等教辅材料以提高课堂的趣味性，激发学生学

习汉语的兴趣。

██ █确定教学单元及所需课时：小学生的认知能力及接受能力比较有限，承

受学习压力的能力也可能偏低，因此完成一个教学单元所需的课时可能

会较多；目前还需要教学单元的具体内容信息以及总课时信息来确定该

课程大致可以安排多少个教学单元。

案例1.8

教学案例背景：�印度尼西亚大学生，具备中级汉语水平，学习动机较强，

将来可能从事中印（尼）外交方面的工作，大部分学生信

奉宗教

教学设计目标：确立课程组织的大致设计思路

██ █确定教学内容及选择教材：学生为成年大学生，且学习动机较强，教学

内容适宜充实紧凑；学生已具备中级汉语水平，未来可能从事外交方面

的工作，因此教学内容可以侧重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类的题材。

██ █确定教学单元及所需课时：该组学生学习汉语的积极性较高，因此教学

进度可以稍快，完成一个教学单元所需的课时可能会相对较少；目前还

典型的案例
理论联系实践，提供大量真实的
教学案例，供读者思考、讨论与
参考。

46

根柱子组成的空间，间数越多级别越高。纹饰中龙纹高于动物纹，动物纹高

于其他纹。柱色朱红色高于其他色。

悬山式

庑殿式

歇山式

硬山式

重檐庑殿式屋顶

中国最高等级的宫殿建筑——故宫太和殿

金黄色琉璃瓦 10个吻兽

面阔11间

三层汉白玉围栏
台基

朱红色梁柱

台基四周的石
柱台阶及御道
雕刻着龙纹

中国古代建筑等级森严，无论是皇家宫殿还是普通民居都遵循严格的礼

制。老北京的四合院，看上去形制相仿，但是只要细细品味大门细节的差

异，便能知道主人的身份与地位，这就是所谓的“门脸”。

看古建筑的方法

屋顶式样：屋顶可分为庑殿式、歇山式、悬山式、硬山式，前两种式样又可分为重檐与

单檐两种，从屋顶可以看出建筑的等级（按等级从高到低排列）：

重檐庑殿式>重檐歇山式>单檐庑殿式>单檐歇山式>悬山式>硬山式

吻兽：吻兽是置于古代大型建筑屋脊上的“避邪物”，传说可以驱逐来犯的厉鬼，守护家

宅的平安，并可冀求丰衣足食、人丁兴旺。在中国的宫殿建筑中，吻兽越多，建筑的级别越高。

吻兽数量一般以单数排列，最多为九个，只有故宫的太和殿有10个吻兽。除了领头的骑凤仙

人之外，后面依次为龙、凤、狮子、海马、天马、押鱼、狻猊、獬豸、斗牛、行什（猴子）。

台基：有台基比无台基等级高

	 台基级数多的比级数少的等级高

	 白玉台基比其他台基的等级高

	 有围栏的比无围栏的等级高	

吻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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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 解释 古字形 图画

兔 像兔子的形状。

鼠 像老鼠的形状。

龙【龍】
像龙的形状，龙是古代中国人想象中善于变化、

能行云布雨的神异动物，是力量的象征。

虎 像老虎的侧面形象。

象 像大象的形状。

鹿 像鹿的形状。

鸟【鳥】 像长着翅膀的鸟的形象。

乌【烏】

像黑色羽毛的乌鸦之形，因为羽毛为黑色，人

们常常看不出它的眼睛，所以比“鸟”少了一

“丶”。

续表

丰富的素材
为汉语教师提供图片类、文
字类、表格类等丰富的、工
具式教学资源。

有效的练习
提供有效的练习，引发思
考，促进巩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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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考练习二

一、填空

1.  一般认为“六书”中属于造字法的是    、    、    、    ，属于用字法的

是    、    。

2. 许慎的      是中国第一本文字学专著，也是文字学研究领域最权威的著作。

二、选择

1. 从汉字造字法来看，“瓜、肉、册、面”四个字都是   。

 A象形字 B指事字 C会意字 D形声字

2. 从汉字造字法来看，“本、寸、甘、刃”四个字都是   。

 A象形字 B指事字 C会意字 D形声字

3. 从汉字造字法来看，“牧、保、拿、歪”四个字都是   。

 A象形字 B指事字 C会意字 D形声字

4.下列汉字中不是形声字的是   。

 A旗 B闻 C泪 D载

5.下列哪个字的造字法与其他字不同？

 A安 B吹 C道 D远

6.下列哪个字的形旁和声旁的位置关系与其他字不同？

 A期 B颖 C欣 D歌

三、按照造字法给下面的汉字归类

疯 盲 上 鸣 舞 固 初 饭 刚 鹿 三 肥 下 电 究 家 焦 牲 圆 吓 雨

象形字：                                        

指事字：                                        

会意字：                                        

形声字：                                        

209
第七章 

文化教学中的问题与对策

   第三步：说明你希望学生通过上述交谈有何收获。

2. 请以“日历”为道具，为海外小学生设计“用语言来学习文化”的汉语课。

   第一步：发现文化点。

观察中国的日历与其他国家日历的差异，人们会发现中国 ●

的日历有天干与地支相配的年（如2013癸巳年）、农历日期

（如初二）、二十四节气（如春分）、中国的传统节日等。你可

以整理出哪些文化点？

   第二步：选择文化点。

   你如何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对文化点进行取舍与细化？

考虑学生的接受水平，比如对于小学生来说“天干地支”与 ●

十二生肖哪个更适合教学？

考虑母语文化的影响，比如在东欧国家，新年与春分有关， ●

那么在给当地小学生介绍节气时，选择清明还是春分？

考虑教学时间与目标，比如中国传统节日很多，选择哪些节 ●

日比较合适？为什么？

如何利用文化产物和文化习俗来表达文化观念？比如介绍节 ●

日，如何让学生了解习俗背后的文化？如何将文化活动与课

堂教学结合起来？

   第三步：将文化点与语言教学结合在一起。

将文化隐含在语言之中，比如“今年是什么年？”“你属什 ●

么？”可用于学习什么文化点？

用语言学习文化，比如在课堂上教会学生读中国的日历，编 ●

写介绍中国节日的小故事，引导学生比较中外节日的差异，

带领学生体验中国节日，走入中国社区等。

日历

十二生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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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汉语教师、汉语国际教育及相关专业学生

 共3册

一套属于你的、适合你的、独一无二的课堂活动设计笔记！

 发现式教师学习理念

 引导型活动设计模式

 精选240个活动实例

 配有160张活动复印页

汉语

多样化实例
提供丰富的课堂活动设计实例及配套的活动页，教师
可以直接在课堂上使用。

活动案例改47-100.indd   98 2012.5.28   9:46:59 PM

活动案例改1-46.indd   30 2012.5.28   9:38:58 PM

56 环 画 册连

194 195

技能教学附录.indd   194 2014.3.27   9:11:42 AM

我的课堂活动设计笔记·话题功能篇 978-7-04-025152-4 292页 丁安琪 主编

我的课堂活动设计笔记·语言技能篇 978-7-04-034889-7 202页 丁安琪 主编

我的课堂活动设计笔记·语言要素篇 978-7-04-039323-1 248页 丁安琪 邓秀均 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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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型设计
清晰呈现活动环节，引导教
师总结、思考，改编并设计
属于自己的课堂活动。

活动案例改1-46.indd   40 2012.5.28   9:39:33 PM

活动案例改1-46.indd   14 2012.5.28   9:37:26 PM

活动案例改1-46.indd   31 2012.5.28   9:39:01 PM

活动案例改1-46.indd   1 2012.5.28   9:36:32 PM

以问题为导向
提供一种思考的角度，启发
教师自主学习、设计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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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汉语教师、汉语国际教育及相关专业学生

 精选来自亚洲、欧洲、美洲、非洲、大洋洲约20个国家的课堂教学真实案例。

 涉及汉语要素教学、技能教学、教学方法与活动、教学组织与管理、资源—课

程—评估、跨文化交际、中华文化传播等七大热门主题。

 涵盖各教学层次和类型，并配以专家、名师的透彻分析和点评。

汉语

真实案例
真实记录、生动再现课堂
教学情景。

反思与思考
提供教学者的后续反思，
进一步提出问题。

国际汉语课堂教学案例 978-7-04-038128-3 256页 汉国教专业学位研究生教指委秘书处

随文提问
启发读者在阅读案例过程
中积极思考。

专家点评
详细分析案例，提出专业
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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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汉语分级阅读研究 978-7-04-053780-2 372页 王鸿滨 著

  国际汉语教师、汉语国际教育及相关专业学生

 全面细致地考察了国内外阅读教育发展的历史及众多成熟的分级阅读体系。

 对国内外第二语言阅读能力标准以及当前国民阅读教育的现状及取得的成果进

行深入剖析。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内容涉及阅读难易度、可读性公式、语言难度测查等阅读

教育的核心问题。

 丰富的图表资料为分级阅读标准建设提供数据支持和规范化路径。

汉语

典型的案例

深厚的理论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教师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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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号/标准版号 书名 主编 定价 订量

中小学·体验汉语中小学教材·英语版

978-7-04-022269-2 体验汉语小学学生用书1 国际语言研究与发展中心 138

978-7-04-022270-8 体验汉语小学练习册1 国际语言研究与发展中心 98

978-7-04-025859-2 体验汉语小学学生用书2 国际语言研究与发展中心 138

978-7-04-026355-8 体验汉语小学练习册2 国际语言研究与发展中心 98

978-7-04-026356-5 体验汉语小学学生用书3 国际语言研究与发展中心 138

978-7-04-026542-2 体验汉语小学练习册3 国际语言研究与发展中心 98

978-7-04-027513-1 体验汉语小学学生用书4 国际语言研究与发展中心 138

978-7-04-027514-8 体验汉语小学练习册4 国际语言研究与发展中心 98

978-7-04-027690-9 体验汉语小学学生用书5 国际语言研究与发展中心 138

978-7-04-027691-6 体验汉语小学练习册5 国际语言研究与发展中心 98

978-7-04-027906-1 体验汉语小学学生用书6 国际语言研究与发展中心 138

978-7-04-027907-8 体验汉语小学练习册6 国际语言研究与发展中心 98

978-7-04-023717-7 体验汉语小学词语卡片1 国际语言研究与发展中心 118

978-7-04-023718-4 体验汉语小学词语卡片2 国际语言研究与发展中心 118

978-7-04-026541-5 体验汉语小学词语卡片3 国际语言研究与发展中心 128

978-7-04-027515-5 体验汉语小学词语卡片4 国际语言研究与发展中心 118

978-7-04-027908-5 体验汉语小学词语卡片5 国际语言研究与发展中心 148

978-7-04-028547-5 体验汉语小学词语卡片6 国际语言研究与发展中心 138

978-7-04-022271-5 体验汉语小学教师用书1 国际语言研究与发展中心 168

978-7-04-025363-4 体验汉语小学教师用书2 国际语言研究与发展中心 168

978-7-04-023716-0 体验汉语拼音卡片 国际语言研究与发展中心 118

978-7-04-025875-2 体验汉语拼音课本 国际语言研究与发展中心 105

978-7-04-022272-2 体验汉语初中学生用书1A 国际语言研究与发展中心 112

978-7-04-022273-9 体验汉语初中练习册1A 国际语言研究与发展中心 70

978-7-04-025042-8 体验汉语初中学生用书1B 国际语言研究与发展中心 128

978-7-04-025044-2 体验汉语初中练习册1B 国际语言研究与发展中心 88

978-7-04-025493-8 体验汉语初中学生用书2A 国际语言研究与发展中心 128

978-7-04-025494-5 体验汉语初中练习册2A 国际语言研究与发展中心 72

978-7-04-027580-3 体验汉语初中学生用书2B 国际语言研究与发展中心 128

978-7-04-027581-0 体验汉语初中练习册2B 国际语言研究与发展中心 72

978-7-04-028572-7 体验汉语初中学生用书3A 国际语言研究与发展中心 128

978-7-04-028573-4 体验汉语初中练习册3A 国际语言研究与发展中心 72

978-7-04-033152-3 体验汉语初中学生用书3B 国际语言研究与发展中心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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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号/标准版号 书名 主编 定价 订量

978-7-04-033153-0 体验汉语初中练习册3B 国际语言研究与发展中心 72

978-7-04-022259-3 体验汉语高中学生用书1A 国际语言研究与发展中心 112

978-7-04-022260-9 体验汉语高中练习册1A 国际语言研究与发展中心 70

978-7-04-025040-4 体验汉语高中学生用书1B 国际语言研究与发展中心 128

978-7-04-025041-1 体验汉语高中练习册1B 国际语言研究与发展中心 98

978-7-04-025489-1 体验汉语高中学生用书2A 国际语言研究与发展中心 148

978-7-04-025490-7 体验汉语高中练习册2A 国际语言研究与发展中心 98

978-7-04-027842-2 体验汉语高中学生用书2B 国际语言研究与发展中心 148

978-7-04-027843-9 体验汉语高中练习册2B 国际语言研究与发展中心 98

978-7-04-028214-6 体验汉语高中学生用书3A 国际语言研究与发展中心 148

978-7-04-029414-9 体验汉语高中练习册3A 国际语言研究与发展中心 108

978-7-04-029415-6 体验汉语高中学生用书3B 国际语言研究与发展中心 148

978-7-04-030237-0 体验汉语高中练习册3B 国际语言研究与发展中心 108

978-7-89469-874-2 体验汉语智能白板小学教学资源1A 国际语言研究与发展中心 3000

978-7-89469-875-9 体验汉语智能白板初中教学资源1A 国际语言研究与发展中心 3000

978-7-89469-873-5 体验汉语智能白板高中教学资源1A 国际语言研究与发展中心 3000

中小学·体验汉语中小学教材·泰国版

978-7-04-029556-6 体验汉语小学学生用书1 国际语言研究与发展中心 —

978-7-04-029554-2 体验汉语小学练习册1 国际语言研究与发展中心 —

978-7-04-029555-9 体验汉语小学学生用书2 国际语言研究与发展中心 —

978-7-04-029553-5 体验汉语小学练习册2 国际语言研究与发展中心 —

978-7-04-023057-4 体验汉语小学学生用书3 国际语言研究与发展中心 —

978-7-04-030037-6 体验汉语小学练习册3 国际语言研究与发展中心 —

978-7-04-029555-9 体验汉语小学学生用书4 国际语言研究与发展中心 —

978-7-04-029553-5 体验汉语小学练习册4 国际语言研究与发展中心 —

978-7-04-025289-7 体验汉语小学学生用书5 国际语言研究与发展中心 —

978-7-04-025290-3 体验汉语小学练习册5 国际语言研究与发展中心 —

978-7-04-027577-3 体验汉语小学学生用书6 国际语言研究与发展中心 —

978-7-04-026543-9 体验汉语小学练习册6 国际语言研究与发展中心 —

978-7-04-032552-2 体验汉语小学学生用书7 国际语言研究与发展中心 —

978-7-04-032558-4 体验汉语小学练习册7 国际语言研究与发展中心 —

978-7-04-032551-5 体验汉语小学学生用书8 国际语言研究与发展中心 —

978-7-04-032557-7 体验汉语小学练习册8 国际语言研究与发展中心 —

978-7-04-032550-8 体验汉语小学学生用书9 国际语言研究与发展中心 —

978-7-04-032556-0 体验汉语小学练习册9 国际语言研究与发展中心 —

978-7-04-032555-3 体验汉语小学学生用书10 国际语言研究与发展中心 —

978-7-04-032561-4 体验汉语小学练习册10 国际语言研究与发展中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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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号/标准版号 书名 主编 定价 订量

978-7-04-032554-6 体验汉语小学学生用书11 国际语言研究与发展中心 —

978-7-04-032560-7 体验汉语小学练习册11 国际语言研究与发展中心 —

978-7-04-032553-9 体验汉语小学学生用书12 国际语言研究与发展中心 —

978-7-04-032559-1 体验汉语小学练习册12 国际语言研究与发展中心 —

978-7-04-029552-8 体验汉语初中学生用书1 国际语言研究与发展中心 —

978-7-04-029550-4 体验汉语初中练习册1 国际语言研究与发展中心 —

978-7-04-029551-1 体验汉语初中学生用书2 国际语言研究与发展中心 —

978-7-04-029549-8 体验汉语初中练习册2 国际语言研究与发展中心 —

978-7-04-030754-2 体验汉语初中学生用书3 国际语言研究与发展中心 —

978-7-04-030755-9 体验汉语初中练习册3 国际语言研究与发展中心 —

978-7-04-031158-7 体验汉语初中学生用书4 国际语言研究与发展中心 —

978-7-04-031171-6 体验汉语初中练习册4 国际语言研究与发展中心 —

978-7-04-027909-2 体验汉语初中学生用书5 国际语言研究与发展中心 —

978-7-04-027910-8 体验汉语初中练习册5 国际语言研究与发展中心 —

978-7-04-028433-1 体验汉语初中学生用书6 国际语言研究与发展中心 —

978-7-04-028434-8 体验汉语初中练习册6 国际语言研究与发展中心 —

978-7-04-029548-1 体验汉语高中学生用书1 国际语言研究与发展中心 —

978-7-04-029546-7 体验汉语高中练习册1 国际语言研究与发展中心 —

978-7-04-029547-4 体验汉语高中学生用书2 国际语言研究与发展中心 —

978-7-04-029545-0 体验汉语高中练习册2 国际语言研究与发展中心 —

978-7-04-030369-8 体验汉语高中学生用书3 国际语言研究与发展中心 —

978-7-04-030753-5 体验汉语高中练习册3 国际语言研究与发展中心 —

978-7-04-031159-4 体验汉语高中学生用书4 国际语言研究与发展中心 —

978-7-04-031160-0 体验汉语高中练习册4 国际语言研究与发展中心 —

978-7-04-028004-3 体验汉语高中学生用书5 国际语言研究与发展中心 —

978-7-04-028005-0 体验汉语高中练习册5 国际语言研究与发展中心 —

978-7-04-028431-7 体验汉语高中学生用书6 国际语言研究与发展中心 —

978-7-04-028432-4 体验汉语高中练习册6 国际语言研究与发展中心 —

中小学·Cool Panda少儿汉语教学资源

978-7-04-050977-9 Cool Panda K·鱼的颜色 Cool Panda 编写组 36

978-7-04-050976-2 Cool Panda K·全家福 Cool Panda 编写组 36

978-7-04-050975-5 Cool Panda K·宠物医院 Cool Panda 编写组 36

978-7-04-051059-1 Cool Panda K·水果沙拉 Cool Panda 编写组 36

978-7-04-040815-7 Cool Panda1·动物·这是鸟（教学大书） Cool Panda 编写组 68

978-7-04-040816-4
Cool Panda1·动物·我们爱跳舞 

（教学大书）
Cool Panda 编写组 68

978-7-04-040825-6
Cool Panda1·动物·你是谁？ 

（教学大书）
Cool Panda 编写组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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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7-04-040826-3
Cool Panda1·动物·这是谁的家？ 

（教学大书）
Cool Panda 编写组 68

978-7-04-041230-7
Cool Panda1·数字与颜色·喜欢气球的小

猪（教学大书）
Cool Panda 编写组 68

978-7-04-041237-6
Cool Panda1·数字与颜色·小鸭过马路 

（教学大书）
Cool Panda 编写组 68

978-7-04-041231-4
Cool Panda1·数字与颜色·五颜六色 

（教学大书）
Cool Panda 编写组 68

978-7-04-041238-3
Cool Panda1·数字与颜色·彩色的地球 

（教学大书）
Cool Panda 编写组 68

978-7-04-044043-0
Cool Panda1·中国文化·北京欢迎你 

（教学大书）
Cool Panda 编写组 68

978-7-04-044046-1
Cool Panda1·中国文化·十二生肖 

（教学大书）
Cool Panda 编写组 68

978-7-04-044044-7
Cool Panda1·中国文化·酷熊猫 

（教学大书）
Cool Panda 编写组 68

978-7-04-044045-4
Cool Panda1·中国文化·哪个是中国

的？（教学大书）
Cool Panda 编写组 68

978-7-04-044105-5
Cool Panda1·家庭与服饰·我来帮你

吧！（教学大书）
Cool Panda 编写组 68

978-7-04-044084-3
Cool Panda1·家庭与服饰·捉迷藏 

（教学大书）
Cool Panda 编写组 68

978-7-04-044120-8
Cool Panda1·家庭与服饰·风来了 

（教学大书）
Cool Panda 编写组 68

978-7-04-044104-8
Cool Panda1·家庭与服饰·你喜欢哪

个？（教学大书）
Cool Panda 编写组 68

978-7-04-044123-9
Cool Panda1·水果与食物·贪吃的小鸟 

（教学大书）
Cool Panda 编写组 68

978-7-04-044106-2
Cool Panda1·水果与食物·嘿！斑马！ 

（教学大书）
Cool Panda 编写组 68

978-7-04-044107-9
Cool Panda1·水果与食物·这是什么？ 

（教学大书）
Cool Panda 编写组 68

978-7-04-044121-5
Cool Panda1·水果与食物·我的果园 

（教学大书）
Cool Panda 编写组 68

978-7-04-044438-4
Cool Panda1·身体部位与动作·好朋友 

（教学大书）
Cool Panda 编写组 68

978-7-04-044441-4
Cool Panda1·身体部位与动作·有趣的

汉语课（教学大书）
Cool Panda 编写组 68

978-7-04-044440-7
Cool Panda1·身体部位与动作·雪人，

对不起（教学大书）
Cool Panda 编写组 68

978-7-04-044439-1
Cool Panda1·身体部位与动作·鸟会飞 

（教学大书）
Cool Panda 编写组 68

978-7-04-044444-5
Cool Panda1·天气、季节与大自然·向

日葵（教学大书）
Cool Panda 编写组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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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7-04-044442-1
Cool Panda1·天气、季节与大自然·你

好！北极熊（教学大书）
Cool Panda 编写组 68

978-7-04-044443-8
Cool Panda1·天气、季节与大自然·去

露营啦！（教学大书）
Cool Panda 编写组 68

978-7-04-044445-2
Cool Panda1·天气、季节与大自然·一

滴水的旅行（教学大书）
Cool Panda 编写组 68

978-7-04-044446-9
Cool Panda1·星期、日期、时间·有趣

的客人（教学大书）
Cool Panda 编写组 68

978-7-04-044448-3
Cool Panda1·星期、日期、时间·神奇

的钟（教学大书）
Cool Panda 编写组 68

978-7-04-044449-0
Cool Panda1·星期、日期、时间·小蝌

蚪长大了（教学大书）
Cool Panda 编写组 68

978-7-04-044447-6
Cool Panda1·星期、日期、时间·我的

运气真好（教学大书）
Cool Panda 编写组 68

978-7-04-044450-6
Cool Panda1·形状、性状与方位·比一

比（教学大书）
Cool Panda 编写组 68

978-7-04-044452-0
Cool Panda1·形状、性状与方位·有趣

的形状（教学大书）
Cool Panda 编写组 68

978-7-04-044451-3
Cool Panda1·形状、性状与方位·圣诞

礼物（教学大书）
Cool Panda 编写组 68

978-7-04-044453-7
Cool Panda1·形状、性状与方位·愉快

的周末（教学大书）
Cool Panda 编写组 68

978-7-04-044434-6
Cool Panda1·家居与日常生活·小猫和

阳光（教学大书）
Cool Panda 编写组 68

978-7-04-044433-9
Cool Panda1·家居与日常生活·我的房

间（教学大书）
Cool Panda 编写组 68

978-7-04-044436-0
Cool Panda1·家居与日常生活·妮妮的

早晨（教学大书）
Cool Panda 编写组 68

978-7-04-044435-3
Cool Panda1·家居与日常生活·美好的

一天（教学大书）
Cool Panda 编写组 68

978-7-04-040827-0 Cool Panda1·动物（学生读物，共4册） Cool Panda 编写组 68

978-7-04-041239-0
Cool Panda1·数字与颜色 

（学生读物，共4册）
Cool Panda 编写组 68

978-7-04-042301-3 Cool Panda1·中国文化（学生读物，共4册） Cool Panda 编写组 68

978-7-04-042885-8
Cool Panda1·家庭与服饰 

（学生读物，共4册）
Cool Panda 编写组 68

978-7-04-043568-9
Cool Panda1·水果与食物 

（学生读物，共4册）
Cool Panda 编写组 68

978-7-04-043873-4
Cool Panda1·身体部位与动作 

（学生读物，共4册）
Cool Panda 编写组 68

978-7-04-043969-4
Cool Panda1·天气、季节与大自然 

（学生读物，共4册）
Cool Panda 编写组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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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7-04-044413-1
Cool Panda1·星期、日期、时间 

（学生读物，共4册）
Cool Panda 编写组 68

978-7-04-044166-6
Cool Panda1·形状、性状与方位 

（学生读物，共4册）
Cool Panda 编写组 68

978-7-04-044428-5
Cool Panda1·家居与日常生活 

（学生读物，共4册）
Cool Panda 编写组 68

978-7-04-046390-3 Cool Panda2·动物（学生读物，共4册） Cool Panda 编写组 68

978-7-04-045814-5 Cool Panda2·中国文化（学生读物，共4册） Cool Panda 编写组 68

978-7-04-046767-3 Cool Panda2·科学（学生读物，共4册） Cool Panda 编写组 68

978-7-04-046768-0 Cool Panda2·我自己（学生读物，共4册） Cool Panda 编写组 68

978-7-04-047173-1 Cool Panda2·出行（学生读物，共4册） Cool Panda 编写组 68

978-7-04-050971-7 Cool Panda2·家庭生活（学生读物，共4册） Cool Panda 编写组 68

978-7-04-050715-7 Cool Panda2·社区生活（学生读物，共4册） Cool Panda 编写组 68

978-7-04-050716-4 Cool Panda2·学校生活（学生读物，共4册） Cool Panda 编写组 68

978-7-04-050899-4 Cool Panda2·我认识的人（学生读物，共4册） Cool Panda 编写组 68

978-7-04-050970-0 Cool Panda2·重要的日子（学生读物，共4册） Cool Panda 编写组 68

978-7-04-049027-5 Cool Panda3·文化（学生读物，共4册） Cool Panda 编写组 68

978-7-04-053714-7 Cool Panda3·动物（学生读物，共4册） Cool Panda 编写组 68

978-7-04-053715-4 Cool Panda3·数字（学生读物，共4册） Cool Panda 编写组 68

978-7-04-053713-0 Cool Panda3·运动与爱好（学生读物，共4册） Cool Panda 编写组 68

Cool Panda3·学校生活（学生读物，共4册） Cool Panda 编写组 68

中小学·iSuper中文小博士沉浸式汉语教学资源

978-7-04-044873-3
iSuper中文小博士·1级·地球科学·树 

（共4册）
林宛芊 秦志宁 88

978-7-04-048720-6
iSuper中文小博士·1级·地球科学· 

树·教师指南
林宛芊 秦志宁 88

978-7-04-044879-5
iSuper中文小博士·1级·物理科学· 

纺织材料（共4册）
林宛芊 秦志宁 88

978-7-04-048697-1
iSuper中文小博士·1级·物理科学·纺

织材料·教师指南
林宛芊 秦志宁 88

978-7-04-044884-9
iSuper中文小博士·1级·生命科学·鱼

（共4册）
林宛芊 秦志宁 88

978-7-04-048698-8
iSuper中文小博士·1级·生命科学· 

鱼·教师指南
林宛芊 秦志宁 88

978-7-04-048621-6
iSuper中文小博士·2级·地球科学·地

球结构（共4册）
林宛芊 秦志宁 88

978-7-04-050879-6
iSuper中文小博士·2级·地球科学·地

球结构·教师指南
林宛芊 秦志宁 88

978-7-04-048622-3
iSuper中文小博士·2级·生命科学·生

物·昆虫（共4册）
林宛芊 秦志宁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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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7-04-048623-0
iSuper中文小博士·2级·物理科学·物

质（共4册）
林宛芊 秦志宁 88

978-7-04-051081-2
iSuper中文小博士·3级·地球科学·气

体和气象（共4册）
林宛芊 秦志宁 88

978-7-04-051082-9
iSuper中文小博士·3级·生命科学·植

物和动物（共4册）
林宛芊 秦志宁 88

978-7-04-050880-2
iSuper中文小博士·3级·物理科学·平

衡和运动（共4册）
林宛芊 秦志宁 88

978-7-04-053742-0
iSuper中文小博士·4级·地球科学·太

阳、月球与地球（共4册）
林宛芊 秦志宁 88

978-7-04-053587-7
iSuper中文小博士·4级·物理科学·声

音与光（共4册）
林宛芊 秦志宁 88

iSuper中文小博士·4级·生命科学·生

命的结构（共4册）
林宛芊 秦志宁 88

中小学·顶呱呱日本小学生通用汉语课本

978-7-04-034409-7 汉语顶呱呱1 编写组 68

978-7-04-034403-5 汉语顶呱呱2 编写组 68

978-7-04-034402-8 汉语顶呱呱3 编写组 98

978-7-04-034401-1 汉语顶呱呱4 编写组 98

978-7-04-034400-4 汉语顶呱呱5 编写组 118

978-7-04-034399-1 汉语顶呱呱6 编写组 118

中小学·印度尼西亚小学汉语教材

978-7-04-043238-1 印度尼西亚小学汉语1 编写组 35

978-7-04-044589-3 印度尼西亚小学汉语2 编写组 35

978-7-04-044108-6 印度尼西亚小学汉语3 编写组 35

978-7-04-045438-3 印度尼西亚小学汉语4 编写组 35

978-7-04-045437-6 印度尼西亚小学汉语5 编写组 35

978-7-04-047038-3 印度尼西亚小学汉语6 编写组 35

978-7-04-048219-5 印度尼西亚小学汉语练习册1 艾辛 20

978-7-04-048220-1 印度尼西亚小学汉语练习册2 艾辛 20

978-7-04-048221-8 印度尼西亚小学汉语练习册3 艾辛 20

978-7-04-048222-5 印度尼西亚小学汉语练习册4 张静 20

978-7-04-048223-2 印度尼西亚小学汉语练习册5 张静 20

978-7-04-048224-9 印度尼西亚小学汉语练习册6 张静 20

中小学·泰国·职业汉语教材

978-7-04-040823-2 交际汉语1 陈作宏 48

978-7-04-040824-9 交际汉语2 陈作宏 48

978-7-04-043710-2 交际汉语练习册1 陈作宏 9

978-7-04-043712-6 交际汉语练习册2 陈作宏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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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7-04-043236-7 交际汉语教师用书1 陈作宏 28

978-7-04-043711-9 交际汉语教师用书2 陈作宏 29

中小学·笑眯眯少儿汉语有声绘本读物

978-7-04-035325-9 笑眯眯少儿汉语绘本读物·午睡的鼹鼠 编写组 39

978-7-04-035324-2 笑眯眯少儿汉语绘本读物·彩色门 编写组 39

978-7-04-035327-3 笑眯眯少儿汉语绘本读物·聪明的刺猬 编写组 39

978-7-04-035328-0 笑眯眯少儿汉语绘本读物·蚊子去哪儿了 编写组 42

978-7-04-035321-1
笑眯眯少儿汉语绘本读物· 

小青蛙，别生气
编写组 39

978-7-04-035323-5 笑眯眯少儿汉语绘本读物·蜗牛的旅行 编写组 45

978-7-04-035326-6 笑眯眯少儿汉语绘本读物·甲虫翻身记 编写组 39

978-7-04-035322-8 笑眯眯少儿汉语绘本读物·七只鸭 编写组 39

978-7-04-020730-9 笑眯眯少儿汉语绘本读物（盒装，不含点读笔） 编写组 329

中小学·中国欢迎你短期汉语教材

978-7-04-045006-4 中国欢迎你·学汉语·学生用书（修订版） “中国欢迎你”编委会 25

978-7-04-045000-2 中国欢迎你·学汉语·教师用书 “中国欢迎你”编委会 38

978-7-04-044981-5 中国欢迎你·学剪纸（修订版） “中国欢迎你”编委会 16.8

978-7-04-044980-8 中国欢迎你·学脸谱（修订版） “中国欢迎你”编委会 16.8

978-7-04-044982-2 中国欢迎你·学书法·水墨画（修订版） “中国欢迎你”编委会 16.8

978-7-04-045004-0 中国欢迎你·学中国结 “中国欢迎你”编委会 16.8

978-7-04-044992-1 中国欢迎你·游北京（修订版） “中国欢迎你”编委会 13.8

978-7-04-032801-1 中国欢迎你·游重庆 “中国欢迎你”编委会 13.8

978-7-04-032810-3 中国欢迎你·游海南 “中国欢迎你”编委会 13.8

978-7-04-032809-7 中国欢迎你·游河南 “中国欢迎你”编委会 13.8

978-7-04-032807-3 中国欢迎你·游山东 “中国欢迎你”编委会 13.8

978-7-04-032806-6 中国欢迎你·游陕西 “中国欢迎你”编委会 13.8

978-7-04-032802-8 中国欢迎你·游新疆 “中国欢迎你”编委会 13.8

中小学·Diving Into Chinese 少儿汉语阶梯读物

978-7-04-041503-2
Diving Into Chinese 少儿汉语阶梯读物· 

初级1（共10册）
Meggie Chou 98

978-7-04-041504-9
Diving Into Chinese 少儿汉语阶梯读物· 

初级2（共10册）
Meggie Chou 98

978-7-04-041510-0
Diving Into Chinese 少儿汉语阶梯读物· 

初级3（共10册）
Meggie Chou 98

978-7-04-041511-7
Diving Into Chinese 少儿汉语阶梯读物· 

初级4（共10册）
Meggie Chou 98

中小学·青春校园汉语读物

978-7-04-042355-6
青春校园汉语读物·9年级3班· 

第1季（共5册）
Victor Siye Bao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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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7-04-043950-2
青春校园汉语读物·9年级3班· 

第2季（共5册）
Victor Siye Bao 79

978-7-04-044153-6
青春校园汉语读物·9年级3班· 

第3季（共5册）
Victor Siye Bao 79

978-7-04-047565-4
青春校园汉语读物·9年级3班· 

第4季（共5册）
Victor Siye Bao 79

978-7-04-048160-0
青春校园汉语读物·9年级3班· 

第5季（共5册）
Victor Siye Bao 79

978-7-04-048673-5
青春校园汉语读物·9年级3班· 

第6季（共5册）
Victor Siye Bao 79

978-7-04-050339-5
青春校园汉语读物·9年级3班· 

第7季（共5册）
Victor Siye Bao 79

978-7-04-051023-2
青春校园汉语读物·9年级3班· 

第8季（共5册）
Victor Siye Bao 79

中小学·其他

978-7-04-034397-7 精彩汉语（基础）（日语版） 国际语言研究与发展中心 118

978-7-04-048568-4 飞翔的奇异鸟—新西兰中小学生演讲集
苏雨恒 霍建强  

约翰娜·考可兰
68

成人·短期·体验汉语短期教程

978-7-04-018747-2 体验汉语·生活篇（40—50课时）（英语版）
朱晓星 岳建玲

吕宇红 褚佩如
58

978-7-04-020491-9 体验汉语·生活篇练习册 宋海燕 詹成峰 28

978-7-04-033129-5
体验汉语·生活篇进阶 

（60—80课时）（英语版）
朱晓星 褚佩如 78

978-7-04-022389-6 体验汉语·生活篇（40—50课时）（希腊语版） 
朱晓星 岳建玲

吕宇红 褚佩如
78

978-7-04-023060-4
体验汉语·生活篇 

（40—50课时）（意大利语版） 

朱晓星 岳建玲

吕宇红 褚佩如
58

978-7-04-019089-2 体验汉语·生活篇（40—50课时）（日语版）
朱晓星 岳建玲

吕宇红 褚佩如
68

978-7-04-019053-3 体验汉语·生活篇（40—50课时）（泰语版）
朱晓星 岳建玲

吕宇红 褚佩如
58

978-7-04-019056-4 体验汉语·生活篇（40—50课时）（俄语版）
朱晓星 岳建玲

吕宇红 褚佩如
68

978-7-04-019054-0 体验汉语·生活篇（40—50课时）（德语版）
朱晓星 岳建玲

吕宇红 褚佩如
68

978-7-04-019057-1 体验汉语·生活篇（40—50课时）（法语版）
朱晓星 岳建玲 

吕宇红 褚佩如
68

978-7-04-019058-8 体验汉语·生活篇（40—50课时）（印尼语版）
朱晓星 岳建玲 

吕宇红 褚佩如
58

978-7-04-019052-6 体验汉语·生活篇（40—50课时）（韩语版）
朱晓星 岳建玲 

吕宇红 褚佩如
58

122

05-高等教育2020年宣傳冊（中文版）-修订-（P102-135）-一改pr3_斯雯.indd   122 2020/3/27   14:25:30



书号/标准版号 书名 主编 定价 订量

978-7-04-023252-3 体验汉语·生活篇（40—50课时）（越南语版）
朱晓星 岳建玲 

吕宇红 褚佩如
58

978-7-04-023390-2 体验汉语·生活篇（40—50课时）（蒙古语版）
朱晓星 岳建玲 

吕宇红 褚佩如
58

978-7-04-023377-3 体验汉语·生活篇（40—50课时）（马来语版）
朱晓星 岳建玲 

吕宇红 褚佩如
58

978-7-04-023388-9
体验汉语·生活篇 

（40—50课时）（葡萄牙语版）

朱晓星 岳建玲 

吕宇红 褚佩如
68

978-7-04-019055-7
体验汉语·生活篇 

（40—50课时）（西班牙语版）

朱晓星 岳建玲

吕宇红 褚佩如
68

978-7-04-025369-6 体验汉语·生活篇练习册（西班牙语版） 宋海燕 詹成峰 38

978-7-04-017733-6 体验汉语·留学篇（供2周使用）(英语版） 陈作宏 田艳 38

978-7-04-017734-3 体验汉语·留学篇（50—70课时）(英语版） 陈作宏 田艳 58

978-7-04-020524-4 体验汉语·留学篇练习册 张璟 36

978-7-04-020320-2 体验汉语·留学篇（50—70课时）（法语版） 陈作宏 田艳 58

978-7-04-020322-6 体验汉语·留学篇（50—70课时）（韩语版） 陈作宏 田艳 58

978-7-04-020321-9 体验汉语·留学篇（50—70课时）（日语版） 陈作宏 田艳 58

978-7-04-022193-0
体验汉语·留学篇 

（50—70课时）（西班牙语版）
陈作宏，田艳 58

978-7-04-022380-4 体验汉语·留学篇（50—70课时）（俄语版） 陈作宏 田艳 58

978-7-04-018766-3 体验汉语·商务篇（60—80课时）（英语版） 张红 岳薇 58

978-7-04-022829-8 体验汉语·商务篇练习册（英语版） 李青 高莹 李扬 28

978-7-04-020323-3 体验汉语·商务篇（60—80课时）（日语版） 张红 岳薇 58

978-7-04-020325-7 体验汉语·商务篇（60—80课时）（俄语版） 张红 岳薇 58

978-7-04-020324-0 体验汉语·商务篇（60—80课时）（德语版） 张红 岳薇 58

978-7-04-020488-9 体验汉语·商务篇（60—80课时）（法语版） 张红 岳薇 58

978-7-04-020544-2 体验汉语·商务篇（60—80课时）（韩语版） 张红 岳薇 58

978-7-04-020543-5 体验汉语·商务篇（60—80课时）（泰语版） 张红 岳薇 58

978-7-04-024967-5
体验汉语·商务篇 

（60—80课时）（西班牙语版） 
张红 岳薇 68

978-7-04-022146-6 体验汉语·公务篇（60—70课时）（英语版） 褚佩如 朱晓星 岳建玲 68

978-7-04-027395-3 体验汉语·公务篇（60—70课时）（法语版） 褚佩如 朱晓星 岳建玲 68

978-7-04-027396-0 体验汉语·公务篇（60—70课时）（日语版） 褚佩如 朱晓星 岳建玲 68

978-7-04-028632-8
体验汉语·公务篇 

（60—70课时）（西班牙语版）
褚佩如 朱晓星 岳建玲 68

978-7-04-028546-8 体验汉语·公务篇（60—70课时）（德语版） 褚佩如 朱晓星 岳建玲 68

978-7-04-025492-1 体验汉语·公务篇（60—70课时）（泰语版） 褚佩如 朱晓星 岳建玲 68

978-7-04-028006-7 体验汉语·公务篇（60—70课时）（韩语版） 褚佩如 朱晓星 岳建玲 68

978-7-04-020263-2 体验汉语·文化篇（60—80课时）（英语版） 曾晓渝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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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7-04-022428-3 体验汉语·文化篇（60—80课时）（法语版） 曾晓渝 65

978-7-04-024700-8 体验汉语·文化篇（60—80课时）（德语版） 曾晓渝 65

978-7-04-022427-6
体验汉语·文化篇 

（60—80课时）（西班牙语版）
曾晓渝 65

978-7-04-022383-5 体验汉语·文化篇（60—80课时）（俄语版） 曾晓渝 65

978-7-04-020545-9 体验汉语·文化篇练习册（60—80课时） 孙雪等 35

978-7-04-020312-7 体验汉语·旅游篇（40—50课时）（英语版） 张如梅 艾辛 58

978-7-04-020426-1 体验汉语·旅游篇（40—50课时）（法语版） 张如梅 艾辛 58

978-7-04-020427-8 体验汉语·旅游篇（40—50课时）（日语版） 张如梅 艾辛 58

978-7-04-020428-5 体验汉语·旅游篇（40—50课时）（韩语版） 张如梅 艾辛 58

978-7-04-027623-7
体验汉语·旅游篇 

（40—50课时）（西班牙语版）
张如梅 艾辛 58

978-7-04-022381-1 体验汉语·旅游篇（40—50课时）（俄语版） 张如梅 艾辛 58

978-7-04-028213-9 体验汉语·旅游篇（40—50课时）（德语版） 张如梅 艾辛 58

成人·短期·体验汉语短期教程（修订版）

978-7-04-049525-6
体验汉语短期教程·留学篇（英语版） 

（修订版）
陈作宏 田艳 68

978-7-04-049526-3
体验汉语短期教程·生活篇（英语版） 

（修订版）

朱晓星 岳建玲  

吕宇红 褚佩如
68

978-7-04-049540-9 
体验汉语短期教程·生活篇进阶（英语版） 

（修订版）
朱晓星 褚佩如 68

978-7-04-050926-7 
体验汉语短期教程·旅游篇（英语版） 

（修订版）
张如梅 高莹 68

体验汉语短期教程·文化篇（英语版） 

（修订版）
孙易 汪梦川 68

978-7-04-053695-9 
体验汉语短期教程·公务篇（英语版） 

（修订版）
褚佩如 岳建玲 朱晓星 68

978-7-04-051010-2 
体验汉语短期教程·商务篇（英语版） 

（修订版）
张红 岳薇 68

978-7-04-052547-2
体验汉语短期教程·留学篇·练习册 

（修订版）
张璟 38

978-7-04-053315-6
体验汉语短期教程·生活篇·练习册 

（修订版）
王雅娟 38

978-7-04-053316-3
体验汉语短期教程·生活篇进阶·练习册 

（修订版）
朱晓星 褚佩如 38

978-7-04-052472-7
体验汉语短期教程·旅游篇·练习册 

（修订版）
高莹 38

978-7-04-053744-4
体验汉语短期教程·公务篇·练习册 

（修订版）
褚佩如 岳建玲 朱晓星 38

体验汉语短期教程·文化篇·练习册 

（修订版）
孙易 孙雪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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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7-04-052677-6
体验汉语短期教程·商务篇·练习册 

（修订版）
王雅娟 38

成人·体验汉语100句

978-7-04-020314-1 体验汉语100句·生活类（英语版）
朱晓星 岳建玲 

吕宇红 褚佩如
28

978-7-04-022928-8 体验汉语100句·生活类（俄语版）
朱晓星 岳建玲 

吕宇红 褚佩如
28

978-7-04-022303-3 体验汉语100句·生活类（西班牙语版） 
朱晓星 岳建玲 

吕宇红 褚佩如
28

978-7-04-020831-3 体验汉语100句·生活类（韩语版） 
朱晓星 岳建玲 

吕宇红 褚佩如
28

978-7-04-020832-0 体验汉语100句·生活类（法语版） 
朱晓星 岳建玲 

吕宇红 褚佩如
28

978-7-04-027844-6 体验汉语100句·生活类（蒙古语版）
朱晓星 岳建玲 

吕宇红 褚佩如
28

978-7-04-020830-6 体验汉语100句·生活类（日语版）
朱晓星 岳建玲 

吕宇红 褚佩如
28

978-7-04-020520-6 体验汉语100句·留学类（英语版） 陈作宏 田艳 28

978-7-04-022304-0 体验汉语100句·留学类（西班牙语版） 陈作宏 田艳 28

978-7-04-020835-1 体验汉语100句·留学类（法语版） 陈作宏 田艳 28

978-7-04-020833-7 体验汉语100句·留学类（日语版） 陈作宏 田艳 28

978-7-04-022929-5 体验汉语100句·留学类（俄语版） 陈作宏 田艳 28

978-7-04-020834-4 体验汉语100句·留学类（韩语版） 陈作宏 田艳 28

978-7-04-020521-3 体验汉语100句·商务类（英语版） 张红 28

978-7-04-020836-8 体验汉语100句·商务类（日语版） 张红 28

978-7-04-020838-2 体验汉语100句·商务类（法语版） 张红 28

978-7-04-020837-5 体验汉语100句·商务类（韩语版） 张红 28

978-7-04-022305-7 体验汉语100句·商务类（西班牙语版） 张红 28

978-7-04-020522-0 体验汉语100句·惯用表达类（英语版） 王小宁 28

978-7-04-020682-1 体验汉语100句·惯用表达类（法语版） 王小宁 28

978-7-04-021566-3 体验汉语100句·惯用表达类（日语版） 王小宁 28

978-7-04-021567-0 体验汉语100句·惯用表达类（韩语版） 王小宁 28

978-7-04-022306-4 体验汉语100句·惯用表达类（西班牙语版） 王小宁 28

978-7-04-020523-7 体验汉语100句·文化类（英语版） 孙易 孙雪 谷峰 28

978-7-04-022322-4 体验汉语100句·文化类（法语版） 孙易 孙雪 谷峰 28

978-7-04-022148-0 体验汉语100句·文化类（日语版） 孙易 孙雪 谷峰 28

978-7-04-022321-7 体验汉语100句·文化类（韩语版） 孙易 孙雪 谷峰 28

978-7-04-022934-9 体验汉语100句·文化类（俄语版） 孙易 孙雪 谷峰 28

978-7-04-022307-1 体验汉语100句·文化类（西班牙语版） 孙易 孙雪 谷峰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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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7-04-020315-8 体验汉语100句·旅游类（英语版） 张如梅 28

978-7-04-022933-2 体验汉语100句·旅游类（俄语版） 张如梅 28

978-7-04-022932-5 体验汉语100句·旅游类（法语版） 张如梅 28

978-7-04-022930-1 体验汉语100句·旅游类（日语版） 张如梅 28

978-7-04-023302-5 体验汉语100句·旅游类（西班牙语版） 张如梅 28

978-7-04-022931-8 体验汉语100句·旅游类（韩语版） 张如梅 28

978-7-04-020839-9 体验汉语100句·公务类（英语版） 朱晓星 岳建玲 褚佩如 28

978-7-04-028716-5 体验汉语100句·公务类（日语版） 朱晓星 岳建玲 褚佩如 28

978-7-04-028630-4 体验汉语100句·公务类（法语版） 朱晓星 岳建玲 褚佩如 28

978-7-04-028629-8 体验汉语100句·公务类（韩语版） 朱晓星 岳建玲 褚佩如 28

978-7-04-020584-8 体验汉语100句·体育类（英语版） 程红 吴志强 28

成人·体验汉语综合教程

978-7-04-053733-8 体验汉语基础教程（修订版）1 姜丽萍 58

978-7-04-053732-1 体验汉语基础教程（修订版）2 姜丽萍 58

体验汉语基础教程（修订版）3 姜丽萍 —

体验汉语基础教程（修订版）4 姜丽萍 —

978-7-04-053750-5 体验汉语基础教程·练习册（修订版）1 姜丽萍 25

978-7-04-053751-2 体验汉语基础教程·练习册（修订版）2 姜丽萍 25

体验汉语基础教程·练习册（修订版）3 姜丽萍 —

体验汉语基础教程·练习册（修订版）4 姜丽萍 —

978-7-04-020313-4 体验汉语·基础教程（上） 姜丽萍 65

978-7-04-020519-0 体验汉语·基础教程（下） 姜丽萍 68

978-7-04-025488-4 体验汉语·基础教程练习册1 姜丽萍 38

978-7-04-025862-2 体验汉语·基础教程练习册2 姜丽萍 42

978-7-04-036182-7 体验汉语·中级教程1 姜丽萍 56

978-7-04-036332-6 体验汉语·中级教程练习册1 姜丽萍 36

978-7-04-038438-3 体验汉语·中级教程2 姜丽萍 66

978-7-04-038639-4 体验汉语·中级教程练习册2 姜丽萍 39

978-7-04-035591-8 体验汉语·高级教程1 姜丽萍 52

978-7-04-036213-8 体验汉语·高级教程练习册1 姜丽萍 30

978-7-04-041098-3 体验汉语·高级教程2 姜丽萍 68

978-7-04-041099-0 体验汉语·高级教程练习册2 姜丽萍 36

成人·体验汉语·泰语版

978-7-04-025096-1 体验汉语·基础教程1 姜丽萍 45

978-7-04-025420-4 体验汉语·基础教程2 姜丽萍 45

978-7-04-025366-5 体验汉语·基础教程3 姜丽萍 46

978-7-04-025367-2 体验汉语·基础教程4 姜丽萍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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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人·体验汉语·老挝语版

978-7-04-037662-3 体验汉语1 姜丽萍 46

978-7-04-037663-0 体验汉语2 姜丽萍 46

978-7-04-037664-7 体验汉语3 姜丽萍 45

978-7-04-037665-4 体验汉语4 姜丽萍 45

成人·汉语综合教程

978-7-04-021652-3 入乡随俗（上册） 冯胜利 王学东 等 266

978-7-04-021666-0 入乡随俗（下册） 冯胜利 王学东 等 266

978-7-04-021653-0 知人论世（上册） 冯胜利 冯禹 等 213

978-7-04-021667-7 知人论世（下册） 冯胜利 冯禹 等 190

978-7-04-021654-7 说古道今（上册） 冯胜利 冯禹 等 205

978-7-04-021668-4 说古道今（下册） 冯胜利 冯禹 等 205

978-7-04-021655-4 文以载道（上册） 冯胜利 冯禹 等 198

978-7-04-021656-1 文以载道（下册） 冯胜利 冯禹 等 258

成人·留学中国汉语综合教程

978-7-04-030649-1 留学中国·汉语综合教程1 黄晓颖 52

978-7-04-028300-6 留学中国·汉语综合教程2 黄晓颖 58

978-7-04-032190-6 留学中国·汉语综合教程练习册1 黄晓颖 36

978-7-04-031624-7 留学中国·汉语综合教程练习册2 黄晓颖 38

978-7-04-030650-7 留学中国·汉语科普阅读教程1 李昊 王俊棋 48

978-7-04-028287-0 留学中国·汉语科普阅读教程2 李昊 王海玲 49

成人·中长期·信心汉语

978-7-04-020485-8 信心汉语1·信心篇 严彤 等 48

978-7-04-020486-5 信心汉语2·生活篇 严彤 等 48

978-7-04-020487-2 信心汉语3·工作篇 严彤 等 48

成人·体验汉语口语教程

978-7-04-028400-3 体验汉语口语教程1 陈作宏 65

978-7-04-028601-4 体验汉语口语教程2 陈作宏 70

978-7-04-029288-6 体验汉语口语教程3 陈作宏 68

978-7-04-032451-8 体验汉语口语教程4 陈作宏 63

978-7-04-034661-9 体验汉语口语教程5 陈作宏 48

978-7-04-038223-5 体验汉语口语教程6 陈作宏 52

978-7-04-037056-0 体验汉语口语教程教学资源包1 陈作宏 528

978-7-04-037218-2 体验汉语口语教程教学资源包2 陈作宏 478

978-7-04-037270-3 体验汉语口语教程教学资源包3 陈作宏 428

978-7-04-039258-6 体验汉语口语教程教学资源包4 陈作宏 58

978-7-04-041411-0 体验汉语口语教程教学资源包5 陈作宏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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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7-04-029823-9 体验汉语口语教程教学资源包6 陈作宏 54

成人·汉语交际口语

978-7-04-025368-9 汉语交际口语1 陈作宏 田艳 58

978-7-04-022926-4 汉语交际口语2 陈作宏 张璟 59

成人·体验汉语写作教程

978-7-04-020425-4 体验汉语写作教程（初级1） 邓秀均 陈作宏 48

978-7-04-020675-3 体验汉语写作教程（初级2） 邓秀均 陈作宏 49

978-7-04-019884-3 体验汉语写作教程（中级1） 张璟 陈作宏 45

978-7-04-020518-3 体验汉语写作教程（中级2） 张璟 陈作宏 48

978-7-04-020483-4 体验汉语写作教程（高级1） 张璟 陈作宏 52

978-7-04-022147-3 体验汉语写作教程（高级2） 田艳 陈作宏 59

成人·阅读中文

978-7-04-024773-2 阅读中文1 朱子仪 郑蕊 38

978-7-04-025098-5 阅读中文2 朱子仪 郑蕊 42

978-7-04-025863-9 阅读中文3 朱子仪 郑蕊 45

978-7-04-026613-9 阅读中文4 朱子仪 郑蕊 46

978-7-04-027689-3 阅读中文5 朱子仪 郑蕊 43

978-7-04-027688-6 阅读中文6 朱子仪 郑蕊 45

978-7-04-028330-3 汉语小小说选读 王晓薇 沈建华 68

成人·外国人汉语发音训练

978-7-04-028401-0 外国人汉语发音训练 仇鑫奕 46

成人·图解汉语

978-7-04-028430-0 图解基础汉语语法 姜丽萍 72

978-7-04-034720-3 体验汉语图解词典 李晓琪 288

978-7-04-035329-7 图解生活汉语（日语版） 单韵鸣 山本和惠 48

成人·体验汉字

378-7-04-026754-9 体验汉字 入门篇 邓秀均 田艳 49

978-7-04-030039-0 体验汉字 提高篇 田艳 邓秀均 50

成人·商务汉语·纵横商务汉语

978-7-04-035429-4 纵横商务汉语·准中级阅读教程 陈珺 42

978-7-04-036373-9 纵横商务汉语·中级阅读教程1 陈珺 陈泽涵 49

978-7-04-036372-2 纵横商务汉语·中级阅读教程2 陈珺 55

978-7-04-035569-7 纵横商务汉语高级综合教程1 郭曙纶 王淑华 42

978-7-04-036237-4 纵横商务汉语·高级综合教程2 王淑华 郭曙纶 45

978-7-04-037641-8 纵横商务汉语·案例教程 周红 68

978-7-04-037756-9 纵横商务汉语·跨文化交际案例教程 柳岳梅 38

978-7-04-045278-5 纵横商务汉语·案例教程 英语区1 周红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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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7-04-045533-5 纵横商务汉语·案例教程 英语区2 周红 46

978-7-04-046940-0 纵横商务汉语·案例教程 英语区3 刘焱 46

978-7-04-042059-3 纵横商务汉语·日本企业案例教程 1 卢惠惠 48

978-7-04-042438-6 纵横商务汉语·日本企业案例教程2 吴琼 46

978-7-04-043998-4 纵横商务汉语·日本企业案例教程3 汪如东 46

成人·商务汉语·成功商务汉语

978-7-04-032386-3 成功商务汉语 王立非 48

成人·商务汉语·商务汉语一本通

978-7-04-028930-5 商务汉语一本通（汉英对照） 王立非 68

978-7-04-029294-7 商务汉语一本通（汉法对照） 王立非 68

978-7-04-029296-1 商务汉语一本通（汉德对照） 王立非 68

978-7-04-029292-3 商务汉语一本通（汉日对照） 王立非 68

978-7-04-029293-0 商务汉语一本通（汉韩对照） 王立非 68

978-7-04-029291-6 商务汉语一本通（汉西对照） 王立非 68

978-7-04-029295-4 商务汉语一本通（汉俄对照） 王立非 68

978-7-04-029290-9 商务汉语一本通（汉意对照） 王立非 68

978-7-04-029297-8 商务汉语一本通（汉阿对照） 王立非 68

978-7-04-029289-3 商务汉语一本通（汉越对照） 王立非 68

成人·其他

978-7-04-024963-7 医用汉语教程入门篇1 马玉汴 68

978-7-04-024964-4 医用汉语教程入门篇2 马玉汴 68

978-7-04-021564-9 中医汉语口语入门（英语版） 宋一伦 杨学智 王晶 38

978-7-04-026540-8 中医汉语口语入门（德语版） 宋一伦 杨学智 王晶 38

978-7-04-028367-9 中医汉语口语入门（法语版） 宋一伦 杨学智 王晶 38

978-7-04-017920-0 做游戏学汉语 丁迪蒙 李白坚 38

978-7-04-031846-3 当代中国经贸概况 姚玲珍 40

978-7-04-032986-5 科技汉语阅读教程 刘冬 88

978-7-04-040346-6 当代中国金融概况 姚玲珍 40

978-7-04-040757-0 国际商务汉语论文集 韩红 25

978-7-04-046952-3 战略视角下的财务报表分析 张新民 68

文化·你好，中国—百集多媒体文化体验短片

978-7-04-033093-9
你好，中国—百集全媒体文化体验短片 

（中英对照）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498

978-7-04-031491-5
你好，中国—百集全媒体文化体验短片 

（中俄对照）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498

978-7-04-033638-2
你好，中国—百集全媒体文化体验短片 

（中西对照）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4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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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7-04-035430-0 
你好，中国—百集全媒体文化体验短片

（中法对照）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498

978-7-04-036374-6
你好，中国—百集全媒体文化体验短片

（中德对照）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498

978-7-04-037540-4
你好，中国—百集全媒体文化体验短片

（中意对照）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498

978-7-04-041071-6
你好，中国—百集全媒体文化体验短片 

（中葡对照）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498

978-7-04-044889-4
你好，中国—百集全媒体文化体验短片 

（中希对照）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498

978-7-04-044875-7
你好，中国—百集全媒体文化体验短片 

（中捷对照）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498

978-7-04-039257-9
你好，中国—百集全媒体文化体验短片

（中泰对照）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498

978-7-04-039253-1
你好，中国—百集全媒体文化体验短片

（中日对照）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498

978-7-04-039322-4
你好，中国—百集全媒体文化体验短片 

（中韩对照）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498

978-7-04-043949-6
你好，中国—百集全媒体文化体验短片 

（中蒙对照）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498

978-7-04-043953-3
你好，中国—百集全媒体文化体验短片 

（中乌对照）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498

978-7-04-042380-8
你好，中国—百集全媒体文化体验短片

（中阿对照）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498

978-7-04-026537-8
你好，中国—百集全媒体文化体验短片

（精选版）（中阿对照）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98

978-7-04-047641-5
你好，中国—百集全媒体文化体验短片

（中土对照）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498

978-7-04-045031-6
你好，中国—百集全媒体文化体验短片

（中孟对照）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498

978-7-04-047492-3
你好，中国—百集全媒体文化体验短片

（中印对照）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498

978-7-04-048824-1
你好，中国—百集全媒体文化体验短片

（中老对照）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498

978-7-04-048955-2
你好，中国—百集全媒体文化体验短片

（中泰米尔对照）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498

978-7-04-050608-2   
你好，中国—百集全媒体文化体验短片 

（中印地对照）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498

978-7-04-050577-1   
你好，中国—百集全媒体文化体验短片 

（中尼对照）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498

978-7-04-050337-1   
你好，中国—百集全媒体文化体验短片 

（中缅对照）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4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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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7-04-050722-5   
你好，中国—百集全媒体文化体验短片 

（中豪对照）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498

978-7-04-051936-5
你好，中国—百集全媒体文化体验短片

（中匈对照）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98

978-7-04-052280-8
你好，中国—百集全媒体文化体验短片

（中柬对照）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98

978-7-04-052484-0
你好，中国—百集全媒体文化体验短片

（中波斯对照）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98

978-7-04-052877-0
你好，中国—百集全媒体文化体验短片

（中菲对照）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98

978-7-04-053472-6
你好，中国—百集全媒体文化体验短片

（中罗对照）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98

文化·中国常识

978-7-04-020714-9 中国文化常识（中英对照） 国家侨办 国家汉办 68

978-7-04-020717-0 中国历史常识（中英对照） 国家侨办 国家汉办 65

978-7-04-020720-0 中国地理常识（中英对照） 国家侨办 国家汉办 62

978-7-04-020718-7 中国历史常识（中德对照） 国家侨办 国家汉办 65

978-7-04-020715-6 中国文化常识（中德对照） 国家侨办 国家汉办 68

978-7-04-020721-7 中国地理常识（中德对照） 国家侨办 国家汉办 62

978-7-04-020716-3 中国文化常识（中泰对照） 国家侨办 国家汉办 68

978-7-04-020722-4 中国地理常识（中泰对照） 国家侨办 国家汉办 62

978-7-04-020719-4 中国历史常识（中泰对照） 国家侨办 国家汉办 65

978-7-04-029077-6 中国地理常识（老挝语版） 国家侨办 国家汉办 86

978-7-04-035385-3 中国地理常识（芬兰语版） 国家侨办 国家汉办 86

978-7-04-033813-3 中国地理常识（柬埔寨语版） 国家侨办 国家汉办 86

978-7-04-034990-0 中国地理常识（越南语版） 国家侨办 国家汉办 86

978-7-04-035440-9 中国地理常识（挪威语版） 国家侨办 国家汉办 86

978-7-04-035279-5 中国地理常识（乌克兰语版） 国家侨办 国家汉办 86

978-7-04-034716-6 中国地理常识（丹麦语版） 国家侨办 国家汉办 86

978-7-04-029081-3 中国地理常识（马来语版） 国家侨办 国家汉办 86

978-7-04-034295-6 中国地理常识（蒙古语版） 国家侨办 国家汉办 86

978-7-04-038684-4 中国文化常识（老挝语版） 国家侨办 国家汉办 86

978-7-04-038682-0 中国文化常识（芬兰语版） 国家侨办 国家汉办 86

978-7-04-038683-7 中国文化常识（柬埔寨语版） 国家侨办 国家汉办 86

978-7-04-038689-9 中国文化常识（越南语版） 国家侨办 国家汉办 86

978-7-04-038687-5 中国文化常识（挪威语版） 国家侨办 国家汉办 86

978-7-04-038688-2 中国文化常识（乌克兰语版） 国家侨办 国家汉办 86

978-7-04-038681-3 中国文化常识（丹麦语版） 国家侨办 国家汉办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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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7-04-038685-1 中国文化常识（马来语版） 国家侨办 国家汉办 86

978-7-04-038686-8 中国文化常识（蒙古语版） 国家侨办 国家汉办 86

978-7-04-041024-2 中国文化常识（葡萄牙语版） 国家侨办 国家汉办 86

文化·中国概况

978-7-04-028628-1 中国概况 郭鹏 程龙 68

978-7-04-032547-8 中国概况（英文版） 郭鹏 程龙 72

文化·文化全景

978-7-04-027517-9 文化全景—中级汉语教程（上） 史迹 46

978-7-04-028368-6 文化全景—中级汉语教程（下） 史迹 48

文化·其他

978-7-04-032564-5 剪纸 王业霞 68

978-7-04-033213-1 皮影戏 王业霞 48

978-7-04-049831-8 闻声知道—古琴文化读本 耿虎 张锦冰 88

978-7-04-020329-5 孔子名言录 国际语言研究与发展中心 86

考试·YCT·YCT考试大纲与应考指南

978-7-04-045787-2 YCT考试大纲与应考指南（一级）（2016版） 国家汉办/孔子学院总部 35

978-7-04-045784-1 YCT考试大纲与应考指南（二级）（2016版） 国家汉办/孔子学院总部 42

978-7-04-045785-8 YCT考试大纲与应考指南（三级）（2016版） 国家汉办/孔子学院总部 46

978-7-04-045786-5 YCT考试大纲与应考指南（四级）（2016版） 国家汉办/孔子学院总部 55

考试·YCT·YCT真题集

978-7-04-050599-3  YCT真题集（一级）（2018版） 国家汉办/孔子学院总部 56

978-7-04-050598-6 YCT真题集（二级）（2018版） 国家汉办/孔子学院总部 60

978-7-04-050597-9 YCT真题集（三级）（2018版） 国家汉办/孔子学院总部 66

 978-7-04-050596-2 YCT真题集（四级）（2018版） 国家汉办/孔子学院总部 72

考试·YCT·YCT标准教程

978-7-04-042367-9 YCT标准教程1 苏英霞 65

978-7-04-044167-3 YCT标准教程2 苏英霞 65

978-7-04-044590-9 YCT标准教程3 苏英霞 72

978-7-04-044844-3 YCT标准教程4 苏英霞 72

978-7-04-045452-9 YCT标准教程5 苏英霞 82

978-7-04-046345-3 YCT标准教程6 苏英霞 82

978-7-04-048217-1 YCT标准教程·活动手册1 苏英霞 25

978-7-04-048218-8 YCT标准教程·活动手册2 苏英霞 25

978-7-04-048614-8 YCT标准教程·活动手册3 苏英霞 35

978-7-04-048613-1 YCT标准教程·活动手册4 苏英霞 35

978-7-04-048612-4 YCT标准教程·活动手册5 苏英霞 40

978-7-04-048611-7 YCT标准教程·活动手册6 苏英霞 40

132

05-高等教育2020年宣傳冊（中文版）-修订-（P102-135）-一改pr3_斯雯.indd   132 2020/3/27   14:25:32



书号/标准版号 书名 主编 定价 订量

978-7-04-053790-1 YCT标准教程·教师指南1 谢婷 40

YCT标准教程·教师指南2 谢婷 40

考试·HSK·HSK真题集

978-7-04-038975-3 HSK真题集（一级）（2014版） 国家汉办／孔子学院总部 45

978-7-04-038976-0 HSK真题集（二级）（2014版） 国家汉办／孔子学院总部 55

978-7-04-038977-7 HSK真题集（三级）（2014版） 国家汉办／孔子学院总部 60 

978-7-04-038978-4 HSK真题集（四级）（2014版） 国家汉办／孔子学院总部 64

978-7-04-038979-1 HSK真题集（五级）（2014版） 国家汉办／孔子学院总部 67

978-7-04-038980-7 HSK真题集（六级）（2014版） 国家汉办／孔子学院总部 73

978-7-04-038981-4 HSKK真题集（2014版） 国家汉办／孔子学院总部 40

考试·HSK·HSK真题解析

978-7-04-044152-9 HSK真题解析（4级）（2016版） 国家汉办／孔子学院总部 70

978-7-04-044349-3 HSK真题解析（5级）（2016版） 国家汉办／孔子学院总部 75

978-7-04-044350-9 HSK真题解析（6级）（2016版） 国家汉办／孔子学院总部 80

考试·HSK·新HSK考试辅导教程

978-7-04-034073-0 新HSK考试辅导教程（4级） 陈香 48

978-7-04-032800-4 新HSK考试辅导教程（5级） 陈香 56

978-7-04-035776-9 新HSK考试辅导教程（6级） 陈香 66

考试 ·《国际汉语教师证书》考试

978-7-04-042528-4 国际汉语教学案例与分析（修订版） 朱勇 58

978-7-04-042882-7 国际汉语教学案例争鸣 朱勇 68

978-7-04-045367-6 跨文化交际案例与分析 朱勇 68

考试·BCT

978-7-04-034390-8 商务汉语考试BCT(A)大纲 国家汉办／孔子学院总部 39

978-7-04-041184-3 商务汉语考试BCT(B)大纲 国家汉办／孔子学院总部 78

978-7-04-038953-1 商务汉语能力标准 国家汉办／孔子学院总部 58

978-7-04-039254-8 BCT（A）模拟题集 刘云 38

教师·国际汉语教师课堂教学资源

978-7-04-039091-9 国际汉语教师语法教学手册（第2版） 杨玉玲 118

978-7-04-047774-0 国际汉语教师中级语法教学手册 杨玉玲 孙红玲 118

978-7-04-034500-1 国际汉语教师词汇教学手册 刘座箐 霍苗 78

978-7-04-033660-3 国际汉语教师语音教学手册 宋海燕 138

978-7-04-032526-3 国际汉语教师汉字教学手册 王秀荣 168

978-7-04-030654-5 国际汉语教师课堂技巧教学手册 王巍 孙淇 78

教师·国际汉语教师生存指南

978-7-04-049452-5 国际汉语教师生存指南·工作篇（上）
 Lisa Huang Healy 

（黄丽娟）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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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7-04-049453-2 国际汉语教师生存指南·工作篇（下）
 Lisa Huang Healy 

（黄丽娟）
68

978-7-04-053586-0 国际汉语教师生存指南·课堂管理篇（上）
 Lisa Healy Huang 

（黄丽娟）
58

国际汉语教师生存指南·课堂管理篇（下）
 Lisa Healy Huang 

（黄丽娟）
58

国际汉语教师生存指南·生活篇（上）
 Lisa Healy Huang 

（黄丽娟）
—

国际汉语教师生存指南·生活篇（下）
 Lisa Healy Huang 

（黄丽娟）
—

教师·国际汉语教师培养与培训

978-7-04-037853-5 国际汉语汉字与汉字教学 王秀荣 45

978-7-04-036494-1 国际汉语语音与语音教学 宋海燕 45

978-7-04-036686-0 国际汉语语法与语法教学 杨玉玲 吴中伟 58

978-7-04-036879-6 国际汉语文化与文化教学 陈莹 45

978-7-04-037849-8 国际汉语词汇与词汇教学 刘座箐 45

978-7-04-036646-4 国际汉语教学设计 廖建玲 42

978-7-04-037760-6 国际汉语课堂管理 闻亭 常爱军 原绍锋 45

教师·国际汉语教师自主发展

978-7-04-025152-4 我的课堂活动设计笔记·话题功能篇 丁安琪 72

978-7-04-034889-7 我的课堂活动设计笔记·语言技能篇 丁安琪 58

978-7-04-039323-1 我的课堂活动设计笔记·语言要素篇 丁安琪 邓秀均 68

教师·其他

978-7-04-038128-3 国际汉语课堂教学案例
汉国教专业学位研究 

生教指委秘书处
46

978-7-04-053780-2 国际汉语分级阅读研究 王鸿滨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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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获取渠道┃

  

 

国内教师可以直接识别下方二维码，在微店购买。

目前微店支持中国大陆及港澳台地区图

书订购，提供正规发票，中国大陆地区

还可享受包邮服务！

 

如果您身在海外，可以列出预购清单，通过以下方式联系

我们，我们会第一时间为您安排订购。

 联系人：王老师 杨老师

 电 话：+86-010-58556617 / 58556147 / 58581350

 邮 箱：xp@hep.com.cn

 进入赠书页面，在“图书查询”栏输入“高等教育出版社”，在“模糊查询”处勾选“出版社”，点击“查询”

 登录孔子学院总部／国家汉办赠书网 http://zengshu.hanban.org/main/

 在“整套申请”处输入您需要的数量

 勾选完成后，打开“我的书篮”，点击“生成订单”，按步骤填写并确认相关

信息
 提交订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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