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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体订购汉语/中文课本、教学参考书目录
购书说明： 订购以学校团体为单位。美国国内购书超过$400，可以享受免费邮寄服务。
我们接受支票、汇票、Zelle、Google Wallet、Paypal、P2P 付款。
索取订书单或有关于购书的任何疑问，请与华文教育服务中心购书部联系。
联系人：刘炎生 / 电话 919-599-3389 / 电子邮件ysliuus@yahoo.com / 微信号 ysliuus
图书目录：
 教科书：(第 1-6 页) 《新双双中文》、《标准中文》、《跟我学汉语》、《中文听说读写》等；
 SATII、AP-中文备考材料 (第 3-5 页) ：《最新中文 SAT II 模拟试题》、《收获》、《攀登》、《AP 中文综合测试
– 模拟试题集》、《Strive for a 5: AP Chinese Practice Tests》、《Barron's AP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A
Study Guide to the AP Chinese Language & Culture Test》、《YCT 模拟试题集》、《HSK 真题集》等；
 CSL 教材：(第 5-7 页) 《轻松学汉语-少儿版》、《轻松学中文-少儿版》、《跟我学汉语》、《快乐汉语》等；
 中文教学参考书：(第 7-10 页) 《新华字典》、《中文图解词典》、《中文百宝箱》、《全脑开发学中文》、 《汉
语课堂教学技巧与游戏》、《国际汉语教师课堂技巧教学手册》、《国际汉语教师语法教学手册》等。

书名

新双双中文
1-8 册
作者: 王双双
出版社: 北京大学出版社

双双中文
12-20 册
作者: 王双双
出版社: 北京大学出版社

介绍

使用建议

价格

K-12 年级
学生教材

$25.95$34.95 /册

这是一套专门为海外学生编写的中文教材，适用于有一定中 6-12 年级
文背景的青少年学生(周末中文班使用)。中国文化系列12-20册 学生教材
每套附练习册。全套教材大体介绍了中国地理、历史、哲学等方
面的丰富内容，突出了中国文化的魅力。这套教材体系完整、构
架灵活、使用面广。学生可以从零起点开始，一直学完全部课程
20册；也可以将文化专题单独使用，这样便于高中和大学开设中
国哲学、地理、历史等专门课程，以及假期班、短期中国文化学
习班使用。

$19.95/册
(12-14 册课
本+练习册)

“新双双中文教材” 是 “双双中文教材” 的第二版。这是一
套专门为海外学生编写的中文教材，适用于有一定中文背景的青少
年学生。 改版后的教材共15册，1-5 册为语言学习，合并了第一版
的1-9册。每册附课本、练习册（2本）、及字卡，多媒体学习资料
网络下载。5册后的教材为文化学习部分，共十册。每册一个专题，
介绍了中国地理、历史、哲学等中国文化的丰富内容。全套课本将
汉字的学习放入文化学习的流程之中同步进行。让学生们在学中国
地理的同时，学习了汉字；在学中国历史的同时，学习了汉字；在
学中国哲学的同时，学习了汉字；在学中国科普文选的同时，学习
了汉字。“新双双中文教材” 课程设置为十年，识字量2500个，包
括了从识字、拼音、句型、短文的学习，到初步的较系统的中国文
化的学习。整套教材知识面广，趣味性强，深入浅出，易教易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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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95 /册
(15-20 册课
本+练习册)

美洲华语
K-10 册(简体)
作者: 许笑浓
出版社: 美洲华语出版社

标准中文
(汉语版、修订版)
作者: 崔峦
出版社: 人民教育出版社

中文听说读写
(简体第四版)
作者: Yuehua Liu et al.
出版社: Cheng & Tsui

《美洲华语》共10册，每册自成一套，包括课本、作业本(活页 K-12 年级
式)、生字卡、CD光盘四个部分。 《美洲华语》各册内容的选 学生教材
材，均以相应年级学龄学生的各科知识层面、生活经验和对等程
度的中国文化为主。 《美洲华语》的十二个主题为: 个人家庭、
学校学科、社会环境、饮食健康、自然天文、旅游娱乐、中外节
庆、历史地理、科学科技、人文习俗、心理成长与自我认同。
《美洲华语》采取人性化的设计, 以来自中国大陆、台湾、 美国
华工后裔、中美联姻、单亲等不同家庭背景，在美国土生土长的
五个孩子为主角，串联起《美洲华语》首册至第十册。各册课
本、作业及辅助教材的设计，也特别注重学生在听力理解、口语
表达、阅读理解、书写和翻译能力等方面的学习，以利于掌握三
种沟通模式，融人多元智慧，从而达到“ 5c ”外语教学标准。目
前，众多周末中文学校和旧金山、库柏蒂诺学区的50多所公立学
校都在使用《美洲华语》，所有使用过这套教材的老师以及学生
家长对这套教材赞誉有佳。
《标准中文》(修订版)目前已出版课本 8 册及配套的练习册
(分 A，B 本)。修订版除以中国赴海外留学人员子女、华裔子女
为主要对象外，同时也照顾到对中文感兴趣的外国孩子的学习需
要，面向更广大的学习群体。修订版教材修订了已经过时的课
文，增加了适合实际需要和时代发展的新内容，增加了“小博
士” 、“魔术箱” 、“词语翻译”等板块，丰富了练习的形
式，增加了听说训练、趣味性活动和游戏；加强了汉字教学，适
当安排了字理识字，写字等内容，同时重视英语的辅助功能。全
套教材要达到的学习目标是：学会汉语拼音，掌握 1800 个左右
的常用汉字， 4000 个左右的常用词， 200 个左右的基本局；具
备初步的听、说、读、写能力，能读相当程度的文章，能写 300
字左右的短文，书信；能在使用汉语文字的地区用中文处理日常
事务。
《标准中文》汉语版目前有课本和配套的《中文读本》共三
册 (与汉语版第三级课本配套 ) ，以及相应的《教学指导手
册》。
Integrated Chinese is an acclaimed Mandarin Chinese textbook
series that teaches beginning language learners the skills they need to
communicate effectively in Chinese. First published in 1997, it has
become the most widely adopted Chinese language textbook series in
North America and beyond. Now in its 4th Edition, the time-tested
series has been carefully revised to meet the needs of today’s learners.
Integrated Chinese is a four-volume series designed to cover two years
of study at the college level. The series’ holistic pedagogical approach
ensures that students with no prior knowledge of Chinese concurrently
develop and strengthen their listening, speaking, reading, and writing
skills. Students who complete the series progress from novice-low to
intermediate-high levels of proficiency, building a firm foundation for
further study.
One of the calling cards of Integrated Chinese is its cohesive
system of print and digital resources: each volume includes a
Textbook, Workbook, Character Workbook, Teacher’s Resources, and
free audio downloads. The 3rd Edition DVDs can be used with the 4th
Ed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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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年级
学生教材

$25/册
(课本、练
习册、生字
卡、CD)

$24 /册
-修订版
1-8 册
(课本＋练习
册 A/B)
$12 /册
-汉语版
3 级课本
中文读本
$12/册
教师用书

Chinese as
Second
Language
（CSL）教材

共四册
适合年龄在
初/高中/大
学学生学习
中文

$21-69 /册

《YCT 真题集（2018 版）》是孔子学院总部/国家汉办首次 YCT-中文考
官方推出的 YCT 考试真题。全套共 4 册，包括中小学生汉语考试 试的复习及
（YCT）1—4 级考试真题，每册包含相应等级的真题和答案各 5 练习教材
套，并配有听力录音，师生可通过扫描二维码或输入网址在线使
YCT 真题集 2018 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

YCT 模拟试题集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HSK 真题集
高等教育出版社

攀登
STEP UP to AP
Textbook & Workbook
作者: 陈少元 & 谭大立
语言: 简体/英文
出版社: 圣智出版集团

$128 /套
1，2，3，4
级

用配套录音，也可以在指定的网站下载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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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CT 模拟试题集》共 4 册，对应 YCT 一级、YCT 二级、YCT
三级和 YCT 四级笔试。每次包括模拟试题 6 套，主要特点：
仿真度高，严格遵循考试大纲并参照官方公布的真题设计；活页
装订，便于自测及模拟考试；配有 APP，可在手机和平板电脑上
使用。
《HSK 真题集（2014 版）》系列共 6 册：HSK1-6 级每册包含
相应等级的 5 套考试真题、答案、听力材料及配套 MP3 光盘；
HSKK 包含初、中、高三个等级各 5 套考试真题、听力材料及配套
MP3 光盘。本系列是孔子学院总部/国家汉办指定的 2013 年 HSK
和 HSKK 考试的唯一官方正式出版版本，按级别分册的方式方便
考生根据需求有针对性地选择使用。本系列为考生提供了体验真
实考试的机会，是考生和教师了解考试内容并有针对性地进行自
测和备考的必备用书。随书赠送光盘以及高仿真答题卡，让考生
提前适应考试答题规则。
《攀登》是一套针对美国 AP®中国语言和文化课程及考试编写
的全新中级中文教材。教材内容放眼世界、聚焦中国，从世界热
点带领学生关注、了解中国与世界的联系与互动。课本以美国两
名高中生为主角，借由他们到中国参加海外留学与实习时所接触
的人事物，探究中国社会与问题；课本以故事为主轴，由高中生
的视角切入，增强教材的亲切感与感染力。产品配套包括课本、
练习册以及专门的网站。课本共有 9 个单元，供一学年使用。每
个单元各以三篇文章为主，每篇文章以情景对话形式介绍相关课
题，并含有语言学习点以及相关的句型与词汇练习。练习册紧扣
课本主题和语言点，通过 AP®中文模拟试题和多样化的练习，充
分训练听说读写四大技能，注重沟通交际。练习册还包括两份完
整的 AP®中文模拟考卷，作为期中和期末复习。书里的录音部分
可以上学习网站下载录音（mp3）。网站提供教师手册、录音文
件和答案。
Step Up to AP®: Chinese Language, Culture, and Society is an all-new
intermediate Chinese program designed for high school students taking the
AP®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course.
Using the current developmental trends of contemporary China as its focal
point, Step Up to AP® situates China in the context of increasing
globalization to help students understand the interactions and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the world. Students will engage in a wide range of topics
and gain knowledge of China’s role in important areas such as technology,
economics, trade and business, climate change and green energy, literature
and the arts, as well as the film industry. They will also learn about various
aspects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society, including travel and transportation,
urban and rural development, population and community, geography and
ethnic diversity, endangered animals and wildlife conservation, health and
wellness, sports and leisure, an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rough these
topics, students will develop an awareness and appreciation of Chinese
culture and society, in addition to gaining and enhancing their Chinese
language proficiency.
This program covers one year of instruction and consists of a Textbook
Page 3 of 9

YCT-中文考
试的复习及
练习教材

$143 /套
1，2，3，4
级

HSK-中文考
试的复习及
练习教材

$22-32 /册

AP 中文考试
的复习及练
习教材

$87 /课本
$66/练习册

教师参考书
高年级学生
的学习教材

and a Workbook with companion websites. The Textbook offers nine units,
which engage students in an exploration of Chinese culture and society in
both contemporary and historical contexts. Each unit helps students deepen
their understanding of Chinese cultural products, practices, and perspectives,
and enhances their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 The Workbook
features a wide variety of exercises to help students develop all four-language
skills across the three communicative modes (interpersonal, interpretive, and
presentational). Many of the questions are modeled after the AP® Chinese
exam format to train students to be exam-ready. Also included in the
Workbook are two full-length AP® practice exams. The companion websites
host a range of resources to meet the needs of instructors and students,
including audio files, answer key and teaching suggestions. Visit
www.cengageasia.com/apchinesetb (Textbook) and
www.cengageasia.com/apchinesewb (Worbook).

《收获》(第二版) 的课本为全彩色印刷，图文并茂，内容与
时俱进。新版课文将原版的第 2，3 单元合并为一单元：旅游与
社会。同时新版增加了饮食与运动新单元。第二版《收获》练习
册每个主题有两套模拟练习题。新版练习册一共提供 12 套 AP 中
文模拟试题，以便进一步加强学生听说读写等各项技能。教材使
用者可登录《收获》(第二版)网站
(http://harvest2e.cengageasia.com) 使用或下载练习册的录音资料。
教师也可从网站免费获取教师手册、习题答案等其它教学资源。
(http://harvest2e.cengageasia.com/cos/o.x?c=/ca3_harvest2e/reg)

收获（第二版）
Textbook & Workbook
作者: 许嘉璐等
语言: 简体/英文
出版社: 圣智出版集团

AP 中文综合测试
– 模拟试题集
作者: 于晓华 谢碧霞
语言: 英文/简体/繁体
出版社:中国语言教学研究中心

AP 中文综合测试 – 模拟试
题集-网络版

AP 中文考试
的复习及练
习教材

$34 /课本
$34/练习册
（第二版）

高年级学生
的学习教材

Harvest is a four-skill intermediate Chinese program that integrates the
teaching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It draws students into the study
of Chinese through its stimulating and contemporary readings, authentic
language use, content-based materials, engaging and meaningful activities.
Designed to be covered in one academic year, Harvest offers 6 units or 12
chapters covering a wide variety of cultural topics - School, Family, Food,
Sports, Festivals and Customs, Travel, Famous People, History, Literature
and Arts. The Harvest textbook is offered in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s,
and offers 12 sets of simulated tests modeled after the AP-Chinese exam
format. Each simulated test follows the chapter theme and tests students on
their reading, writing, listening and speaking skills, as well as their cultural
knowledge. The 2nd edition Workbook does not include audio CDs. Instead,
students can get instant access to the audio program from the all-new Harvest
Book Companion Website (http://harvest2e.cengageasia.com). Students may
play the audio files online or take the MP3 files with them to listen on-the-go.
Instructors can register to gain FREE access to the audio program and
supplementary instructor resources which include teaching tips, expanded
notes, supplementary cultural information, and answer keys to exercises in
the book: http://harvest2e.cengageasia.com/cos/o.x?c=/ca3_harvest2e/reg.

本书包括八套完整的繁简对照模拟试题。在编写过程中，编
者既考虑到 AP 中文考试为水平考试的性质，又考虑到目前各校
中文课程使用教材不一的特点，尽可能地包括常用的、难易程度
适中的词汇和语法，并有意识地穿插少量较难的词汇，以便学生
在练习的同时，能够加深对生词的理解和掌握并扩大词汇量。在
文化知识方面，本书把常识性的文化知识融入于阅读之中，对于
一些较重要的文化知识，学生有机会在文化演绎表达部分得以充
分发挥。听力对话部分，则尽可能注意到语言情境内容的真实自
然以及实用性。八套模拟试题；完全按照正常考试模式编排；配
套听力 MP3 文档可在网上直接下载；简繁对照版；程度难度适
当；内容丰富，涵盖面广。
《AP 中文综合测试 – 模拟试题集》网络版是与书籍相配套的
供学生在计算机上练习的模拟试题。和课本一样，网上模拟试题
集也有八套模拟考试试卷。它的考试形式与 AP 中文测试几乎一
模一样，可以帮助学生熟悉考试过程，掌握考试技巧。学校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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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 中文考试
的复习及练
习教材
高年级学生
的学习教材

$29.95 /册
$29.95 /学
生一年网络
版

A Study Guide to the AP
Chinese Language &
Culture Test

通过在网络上创建全班学生的帐户，可以在网络系统上统一布置
全班级的练习作业或安排 AP 模拟测试， 还可以批改学生试卷并
查看学生的测试报告。我们相信这种网络练习与传统书本学习相
结合的课程设置，一定能让大家在 AP 中文考试时取得好成绩。
学生一年网络版销售价格为 $29.95，网络版账户在激活后的有效
期为一年。
《A Study Guide to the AP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Test》 is
intended to meet the needs of AP teachers and students as a test prep
manual of the contents and skills students will need for taking the AP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Test. Students may use this book with
their teacher for the AP Chinese course at school, or they may use it as
a self-study guide. As they proceed through the book, they will learn
theme vocabulary and important sentence structures for performance
tasks. They will also have opportunities to observe models and gain
skills for taking the AP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Test.

AP 中文考试
的复习及练
习教材

$37 /册

高年级学生
的学习教材

作者: Wei-ling Wu et al.
语言: 英文/简体/繁体
出版社:The Far East Book Co.

Strive For a 5: AP Chinese
Practice Tests
作者: Weiman Xu, Han Qu, Sara
Gu, So Mui Chang, Lisha Kang

语言: 英文/简体/繁体
出版社:Cheng & Tsui

轻松学汉语 - 少儿版
简体 第 2 版
作者: 马亚敏
出版社: 香港三联出版社

轻松学中文- 少儿版
作者: 马亚敏/Xinying Li
出版社: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Practice makes perfect, and with this book, you can familiarize
yourself with the AP test and sharpen your skills through practice.
Coupled with valuable suggestions and tips for test taking, this book of
practice tests offers powerhouse drills that get you ready for the day of
the exam! In Strive for a 5, eight full-length practice tests simulate the
AP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exam. Tests are organized by
theme Customs, Daily Life, Economics, Education, Entertainment,
Family, Geography and Mixed Themes so teachers may use any unit
from this workbook to supplement the cultural theme that they are
teaching. This book contains everything needed to prepare for the
exam, including a comprehensive review of the AP Chinese exam s
structure and organization as well as intense practice covering all
major themes that are generally taught in the AP Chinese course.
《轻松学汉语》（少儿版）系列（第二版）是一套专门为汉
语作为第二语言／外语学习者编写的国际汉语教材，主要适合小
学生使用。本套教材旨在从小培养学生对汉语学习的兴趣，帮助
学生奠定扎实的汉语基础，培养学生的汉语交际能力。 《轻松学
汉语》少儿版共有四册，每册都有课本、练习册、补充练习、读
物、教师用书、字卡、图卡、挂图和电子教学资源。
教材内容：课本通过课文、根据课文编写的韵律诗、多种形式的
练习、有趣的课堂游戏培养学生的语言交际能力，使学生在轻松
的氛围中学习汉语；练习册中有汉字描红、抄写汉字、读句子、
读短文等练习，重点培养学生的汉字书写和阅读理解能力；补充
练习可以根据教学需要配合练习册使用。其中的题目也可以用作
单元测验；教师用书为教师提供了具体的教学建议，以及课本、
练习册和补充练习的答案。
《轻松学中文》（少儿版）是专门针对海外非华裔小学生开
发的汉语教材，共 4 册，每册配 a、b 两册课本(Textbook)及两本
练习册（Workbook）（含 CD）。与书配套的图卡和词语卡片对
老师的课堂教学很有帮助。本套教材围绕丁一、田力、京京和乐
乐四个中外小学生的故事展开，用精美的插图、简短的句子和对
话、优美的歌曲等生动的形式培养起学生学习汉语的兴趣，使其
轻松打好汉语学习的基础，掌握如数字、汉字基本笔画、自我介
绍、日常用语等汉语知识。每册最后还特意为学生配了 2 页跟中
国文化有关的介绍和彩色贴纸，随书附赠的 CD 录有每课课文和
歌曲。
Page 5 of 9

AP 中文考试
的复习及练
习教材

$30 /册

高年级学生
的学习教材

Chinese as
Second
Language
（CSL）教材

$45 /套
(课本+练习
册)

共四册
适合 5-7 岁
小学生学习
中文。

Chinese as
Second
Language
（CSL）教材

共四册每册
a/b 两本
适合 5-7 岁
小学生学习
中文。

$70 /套
(a/b 课本
+a/b 练习
册+CD)
$40 /套
(a/b 词语
卡片)
$26 /套
(a/b 图卡)

成长汉语
Step Up with Chinese for
Beginners （Textbook &
Workbook）
作者: Lucy Chu Lee, Lixia Chen
出版社: Cengage Learning

跟我学汉语
(第2版)
作者: 陈绂 朱志平
出版社: 人民教育出版社

快乐汉语
（第2版）
作者: 李晓琪 罗青松 刘晓雨
王淑红 宣雅
出版社: 人民教育出版社

“Step Up with Chinese” is an innovative, standards-based
Chinese textbook series designed for high school students with little or
no Chinese background. Highly learner-friendly and task-centered,
Step Up develops all four language skills while incorporating the
principles of ACTFL Five C’s – Communication, Cultures,
Connections, Comparisons, and Communities. Students will learn all
the necessary material to engage others in meaningful communication
and gain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Chinese culture. This series has
three volumes, and each volume includes a Textbook and a Workbook.
Each textbook offers ten themed lessons that are structured around key
communicative goals. It features a clear, step-by-step approach to help
students progress from small steps towards larger communicative
goals. The accompanying Workbook features a wide variety of
activities to give students plenty of practice on all the skills of
listening, speaking, reading and writing. The program’s website
(http://stepup.cengageasia.com/cos/o.x?c=/ca3_stepup/companion)
offers a Pinyin pronunciation guide, interactive vocabulary flashcards,
free mp3 audio downloads, additional practice exercises and
password-protected instructors’ resources.

Chinese as
Second
Language
（CSL）教材

《跟我学汉语》系列教材自 2003 年出版以来，受到海外汉
语学习者的普遍欢迎。2014 年人民教育出版社推出了《跟我学
汉语》（第二版）系列教材，其主要特点有：
1) 第二版致力于增强教材的普适性和针对性。修订后的教材将适
用于海外大部分地区。修订过程中充分参考一线老师的意见，删
减部分低龄化的教学内容，使教材更加适用于海外的高中学生。
2) 适度削减旧版《跟我学汉语》内容。为了减少课时压力，将每
一册的教学总量压缩了 20%左右；为了降低教材的难度，重新
安排了部分课文和语言点，以更符合《国际汉语教学通用课程大
纲》和 HSK 的要求，学完四册教材后学生能够达到 HSK 四级的
水平；为了增加教材的趣味性，重新设计了课堂活动和部分练习
题……其他诸如关于拼音的说明与教学、关于汉字教学、词语教
学以及文化内容的介绍等，都做了适度的调整与补充。
3) 与时俱进补充新内容，并与 HSK 考试紧密结合。为了帮助海
外汉语教师备课，我们对原教材做了有益补充：在学生用书中用
英语给出了有关语言点的最简单的说明，方便学生掌握；同时在
教师用书中又做了较为详细的解释与扩展，为教师备课提供了可
用的资料。第二版还较大篇幅地增加了教师用书的内容，在“教学
建议”栏目中增设了“教学安排”。为了更好地与 HSK 衔接，我们
在教师用书中增加了 HSK 模拟试题，帮助学生熟悉题型，同时
有针对性地进行自我评测。
这套教材是参照英国国家课程大纲 NC 和 GCSE 考试大纲的标
准，为以英语为母语的中学生编写的中文教材。本教材不仅是英
国公立学校的指定中文教材，而且在北美也广受欢迎。全套教材
分为三个等级(第一册、第二册和第三册)，每个等级有课本(学
生用书)和配套的教师用书。《快乐汉语》系列教材以话题为主
线。全套教材的学生用书分为 3 册，每册 书的课文根据等级不
同，对相同的话题在语言内容上逐步拓展，表达形式上逐步丰
富，难度上逐步推进。 《快乐汉语》从设计、编写、制作、出
版，每一方面都力图做到符合 11-16 岁中学生的心理特点和学习
需求。教材重点培养学生在自然环境中学习汉语的兴趣和 汉语交
际能力，以便为以后的学习和提高打下坚实的基础。全书针对

Chinese as
Second
Language
（CSL）教材

性、系统性强，内容有趣，贴近学生生活，版面活泼、美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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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课本
$44/练习册

共 3 级/6 册
适合 12 岁以
上高中生学
习中文。

共4册

$67 /套
(第 2 版
课本+CD+练
习册)
$26 /册
（第 2 版教
师用书）

适合 12 岁以
上高中生学
习中文。

Chinese as
Second
Language
（CSL）教材

共三册
适合～10 岁
左右学生学
习中文

$54-$58 /
套
(第 2 版学
生用书+练
习册)

快乐汉语 - 多媒体光盘
1,2,3 级

新华字典 (双色本)
出版社: 商务印书馆

精选英汉汉英词典
出版社: 商务印书馆

中文图解词典 - 少儿版
(第2版)
出版社: 北京语言大学

中文百宝箱 (简体版)
第一、二、三、四册
第2版
作者: Marisa Fang, Helen
Jung, Rosemary Firestein
出版社:圣智学习

《快乐汉语》多媒体光盘是一套初级至中级的汉语教材，适合非华
裔学生使用。课文内容涵盖了学生所感兴趣的话题，以及必学的语言要
点和文化知识。全套光盘寓教于乐，充分发挥了多媒体的优势。用活泼
有趣的情景动画来呈现了几位外国学生在中国学习的生活点滴，并通过
视频短片来深化课文内容、展现真实场景、传达中华文化。这些特色可
有效地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使他们打下扎实的语言基础、提高会话能
力，并在潜移默化中汲取文化知识。全套共有三张光盘，每张光盘包括
八个单元，每单元三课。光盘还附带了小字典、图文库等教学资源。通
过动画、视频、游戏等多媒体手段，学写字，学说话，边玩边学，大有
乐趣！

Chinese as
Second
Language
（CSL）教材

共三级

《中文百宝箱》（第2版）是一套具有独创性的、为小学和幼儿园的中
文教师设计的教学活动资源手册。第一和第二册共700多页。内容分为12个
月，按照小学各年级每月的课程主题和月份主题，提供多种类、多层次课
堂活动，并配有中英对照的教学说明供教师参考。课程主题方面，包括幼
儿园和小学低年级常见的自我介绍、打招呼、数字、家庭、时间、身体部
位、食物、颜色等，以及中高年级的学校、运动、爱好、公共场所、旅
游、动物、天气、情绪等。月份主题则以文化为主线，主要包括每月的重
要节日、中西文化比较等。根据这些主题设计的活动也与小学其他学科的
内容相交织和呼应，使学习与日常生活结合，融会贯通。开展这样的教学
活动，可以为学生营造良好的学习语境，教师也可以充分运用多种有效的
语言教学技巧，如肢体演示、角色扮演、游戏、歌谣、关氏连句法、手工
制作、看图说话、趣味问答等，来提升学生的听、说、读、写各方面的语
言能力，并达到学习语言的沟通、贯连、比较、文化和学以致用的目标。
第2版在内容上作了以下改进：
• 修订教学说明；添加更多的新活动，如为十二生肖主题添加数来宝活
动、制作碗盘，以及为高年级学生提供中文的数学乘法表；
• 更新原有内容以反映当下情况，如把手机改成智能手机、把姚明改成林
书豪；更多有关农历新年的活动； 更新学生的作品展示；
• 将第一册和第二册的内容与即将出版的第三和第四册的内容相互对照，
方便老师选用相关主题的材料；12张彩色海报供免费下载。这些海报适用
于课堂教学，包括10张对应月历主题的海报、中国地图，以及课堂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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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套 3x
CD-ROM

适合～10 岁
左右学生学
习中文。

作为世界上发行量最大的辞书(印 400,000,000 多册)，新华字 3-12 年级
典是中国人最熟悉的一部兼顾语言和百科知识的中型词典，几乎
每一个学习汉字的人都从中受益匪浅。第十一版以新华字典 2000
年增补本为蓝本，共收单字 15000 多个，明确区分繁体字、异体
字，收带注解的词语 3500 多个，内有插图和附录。 字形和字音
均根据国家最新语文规范和有关标准确定。字头按音序排列，附
有部首检字。
本词典是我国第一本双语双向词典，由商务印书馆和英国牛 5-12 年级
津大学出版社两家最著名的中文和英文辞书出版机构联合出版。
新版收词量在原来基础上新增词汇近 25％，收录了近十几年来中
文和英文出现的大量新词语。辞典求解、作文、翻译 (英译汉、
汉译英) 兼顾， 是一本中文为母语学习英文者和英文为母语的学
习中文者必备的语言工具书。
《中文图解词典》(少儿版)是一本图文并茂、形象生动的词典，适合
5-10 岁的汉语学习者使用。全书按主题编写，共介绍了 62 个主题，各类词
语与主题紧密相关。每个主题包括 15 -20 个常见的语，全书共收纳了 1100
多个词语。这样的编写方式使学生可以轻松地记忆词汇，也可使他们在相
关的语境中更好地使用词汇。页面上每个词语为简体中文，并附注了拼
音。本书使用了上百张精美的图画和照片来呈现主题词汇，使学习者有赏
心悦目、身临其境之感。与传统的以文字为主的词典比起来，图解词典在
引发学习兴趣、增进理解、加深记忆、提高效率等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优
势。书中还有一个巧妙的设计—每个主题画面中，都有一只小猴子藏在某
处，等待学习者把它找出来。这是一个很有童趣的热身活动，能唤起学生
的好奇心、调动学习兴趣，并进而让他们把注意力集中到词典上。

$20 /1x
CD-ROM

1-4 年级

学生学习中
文补充材料
中文教师的
教学参考书

$12 /册

$16 /册

$29 /册

$49/第一册
$49/第二册
$49/第三册
$49/第四册

中文百宝箱 (简体版)
Vol.1 & 2
作者: Marisa Fang, Helen
Jung, Rosemary Firestein
出版社:圣智学习

游戏学中文
编者：周彦卓，舒一兵
出版社: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中文游戏大本营 课堂游戏 100
例（上，下册）
编者：Victor Siye Bao 等
出版社: 北京大学出版社

汉语语法指南(英文版)
作者: Chungeng Zhu/Yan Gao
出版社: 北京大学出版社

全脑开发学中文
作者: 任京生

这是一套为小学和幼儿园的中文教师设计的教学活动资源手
册。全书分为 12 个月，按照小学各年级每月的课程主题和月份
主题，提供出相应的语言、文化、会话等方面的多种课堂活动，
并配有中英对照的活动说明供教师参考。课程主题方面，包括幼
儿园和小学低年级常见的自我介绍、打招呼、数字、家庭、时
间、身体部位、食物、颜色等，以及中高年级的学校、运动、爱
好、公共场所、旅游、动物、天气、情绪等。月份主题则以文化
为主线，主要包括每月的重要节日、中西文化比较等。根据这些
主题设计的活动也与小学其它学科的内容相交织和呼应，使学生
的学习可以做到与日常生活相结合并融会贯通所学的知识。

学生学习中
文补充材料

$44/Vol 1

本书在游戏中再现生活，在游戏中培养孩子们对汉语的认知能
力、语言智力、人际智力、动觉智力、视觉智力、逻辑智力。书中所选
的100个语言游戏，每个都与少儿的真实生活息息相关，与他们的需
要、兴趣紧密相连，并且集实效性、交际性、竞争性、趣味性为一体，
将汉语字、音、词、句等要素有机地融入游戏当中，在轻松自然的环境

中文教师的
教学参考书

$22 /册

本书是对外汉语教师、汉语教师志愿者编写的汉语教学辅助用书，
对外汉语专业学生亦可参考。全书分为上、下两册，分门别类地介绍了
100个实用有趣的游戏， 既有汉语语音、汉字、词汇、语法、听力、口
语等方面的游戏，又有一些跟中国文化有关的教学活动。本书可帮助教
师更有效和灵活地开展不同内容、不同层次的汉 语课堂教学，从而在快
乐的氛围中潜移默化地提高学生的汉语水平，增强他们对中国文化的了
解。

中文教师的
教学参考书

$33 /上下
两册

《 汉 语 语 法 指 南 A Chinese Grammar for English
Speakers(英文版)》立足于英汉两种语言的语法对比，同时将语言纳
入到一个更为广阔的文化范畴内，使得语法学习不再那么枯燥乏味，反
而变得亲切可 人。由于视角的变化，这本书对传统的汉语语法体系也有
所突破，一些内容的设计打破了惯常的汉语语法分类，有针对性地贴合
英语语法，让人耳目一新，而对那些 以英语为母语的汉语学习者来说，
这
也
意
味
着
更
实
用
、
更
好
用
。
《汉语语法指南 A Chinese Grammar for English Speakers(英文
版)》是一部视角独特的汉语语法工具书，适合以英语为母语的汉语学
习者查阅使用，也可供对外汉语教学者参考备用。全书主体分词类、 句
子成分、特殊句型、句类、时态、标点符号 6 个部分，各部分相互独
立，又有所照应。每部分设有基本介绍和若干小章节，点面结合，力求
全面展示汉语语法，语 言平易，条理清晰，例句翔实。附录概要性地介
绍了汉字、构词法和汉语语音，使得汉语学习更为立体、饱满。

中文教师的
教学参考书

$35 / 册

这本书的作者是在北美从事过多年中文教学的任京生老师。 中文教师的
书中的内容是任老师把他的语言天赋和发明才能完美结合，从理 教学参考书
论到实践创造出一种快捷有效的中文学习方法。中文教学最难的
就是当学生问起你语音、词法、语法等问题时你不知如何巧妙地
去回答。现在，用这本书里的方法去解释，就可使学生恍然大
悟、茅塞顿开。人的左脑是语言中枢，平时的语言学习只是用左
脑。而右脑可开发的潜力是左脑的十万倍，把右脑开发出来配合
左脑学习其效率提高多少倍就可想而知了。这本书，就专门教你
如何全脑开发去教中文。本书对于中小学或大学中文课的教学，
以及在国外各年龄阶段的学生学中文都将起到很好的辅助作
用。 本书一共 203 页。

$38 /册

$44/Vol 2
中文教师的
教学参考书

中，达到“潜移默化”、“教学活动化、活动交际化”的教学效果。这本书
也称得上是少儿汉语教学的游戏小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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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汉语教师课堂技巧教学手册

本书为广大国际汉语教师和有志于从事国际汉语教学工作的
读者而编写，其适用对象为海内外的汉语教师、汉语志愿者，以
及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本科生和研究生；适用范围为专业课教
学、职业培训或自学。本书包含 128 个课堂活动，分别与不同的
语言要素相结合，内容覆盖汉语中最重要、最基本的语言项目。
还包括了课堂教学中常见的 50 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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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从国际汉语教学的角度选取了现代汉语里 62 个最基本
的语法项目，将其分为四大模块：词类；句子成分；特殊句式和
固定结构；句类。本书对语法项目的选择和分类以简明实用、重
点突出为标准，针对外国学生的学习特点，对一些语法项目的归
类进行了特殊的处理。本书每个语法项目的具体内容包括：知识
扫描、常见偏误、教学提示、教学建议（即教学案例）、课堂活
动、训练营（即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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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1200 张常用词简笔画：本书将卡片和简笔画结合起来，以词语
卡片的形式展示了 80 组常用词，涵盖了国际汉语初、中级阶段教学常
见的 60 多个主题。这些简笔画素材便于教师制作词语卡片，布置涂色
练习，开展多种多样的教学活动。20 个词语卡片游戏：本书提供了 20
个利用词语卡片可以开展的课堂活动与游戏，这些课堂活动与游戏具有
很强的可操作性，也能够帮助教师提升词汇教学的效率。105 组常用词
辨析：本书对 105 组同义词/近义词语进行了辨析。这些词语的提取来
自于教学实践，对于词语的分析也针对教学而进行，语言力求简洁易
懂，同时配有实用例句和参考练习。35 个词汇教学问答：本书对 35 个
词汇教学中常见的问题进行了解答，为一线教师提供最实用、最贴心的
教学指南。
《国际汉语教师语音教学手册》按照语音系统的不同类别分为九个
单元，依次是：声调、单韵母、声母、复韵母、音节、连读变调、儿
化、轻声、语调。每个单元细分为课，详述该类别下的具体内容。这样
既能比较系统地呈现汉语语音的基本内容，同时也与目前大多数通行教
材对语音的处理方式相通，便于读者轻松顺利地对照本手册进行教学，
基本不用二次提炼和加工。
第 1 单元 声调；第 2 单元 单韵母；第 3 单元 声母；第 4 单元 复韵；
第 5 单元 音节；第 6 单元 连续变调；第 7 单元 儿化；第 8 单元 轻声
；第 9 单元 语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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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王巍/孙淇
出版社: 高等教育出版社

国际汉语教师语法教学手册
作者: 杨玉玲
出版社: 高等教育出版社

国际汉语教师词汇教学手册
作者: 刘座箐
出版社: 高等教育出版社

国际汉语教师语音教学手册
作者: 宋海燕
出版社: 高等教育出版社

国际汉语教师汉字教学手册
作者: 王秀荣
出版社: 高等教育出版社

国际汉语教师中级语法教学手册

作者: 杨玉玲/孙红玲
出版社: 高等教育出版社

《国际汉语教师汉字教学手册》适用于海内外的汉语教师、汉
语教师志愿者，以及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本科生和硕士研究生；适
用范围为专业课教学、教师培训或者自学。本书包含汉字教学的基
本知识与方法，对约 2500 个常用字和次常用字进行了详解，并提供
了字音、字义、笔画、笔顺、字源、字谜、图片、古汉字等资源和
素材，每部分给出教学提示和建议，指导教师组织汉字教学。同
时，本书还包括 70 种汉字课堂练习与活动，以及供教师复印使用的
活动与测试页。
《国际汉语教师中级语法教学手册》适用于海内外的汉语教
师、汉语教师志愿者，以及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本科生和硕士研究
生；适用范围为专业课教学、教师培训或者自学。本书包含 50 个核
心中级语法项目，每个语法项目包含知识扫描、常见偏误、注意事
项、教学建议、课堂活动及训练营，适用于课前准备、课上讲解及
课后训练。同时，本书还提供了千余张语法教学图片、大量教学案
例和课堂活动，以及供教师直接复印使用的测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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