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语学院推荐汉语国际教育专业本科学生阅读书目
（体例：序号 书名 作者 出版社 ）

1. 古代汉语 王力 中华书局出版
2. 现代汉语（上、下）（第二版） 黄伯荣、李炜北京大学出版社
3.应用语言学纲要 齐沪扬、陈昌来主编 复旦大学出版社
4. 普通语言学教程（瑞）费尔迪南·德·索绪尔 高名凯译，商务印书馆
5.语言学纲要 叶蜚声、徐通锵著，北京大学出版社
6. 语音学 朱晓农 商务印书馆出版
7. 汉语词汇学导论 许威汉 北京大学出版社
8. 语言问题 赵元任 商务印书馆
9.现代汉语语法研究 朱德熙 商务印书馆出版
10.现代汉语语法研究教程 陆俭明 北京大学出版社
11.现代汉语语用学 沈家煊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12.中国文化要略（第 3 版） 程裕祯 外研社
13.中国文化要义 梁漱溟 学林出版社
14.士与中国文化 余英时 上海人民出版社
15. 中华文明史（四卷） 袁行霈、严文明、张传玺、楼宇烈 北京大学出
版社
16. 外国文化史 孟昭毅 曾艳兵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17. 中国：传统与变迁 (美)费正清 世界知识出版社
18. 东南亚佛教与文化 张英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19 跨文化交际学概论 胡文仲主编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跨文化交际学 陈国明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1.跨越文化的屏障 胡文仲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2.跨文化交际 莫道明、莫凡 北京大学出版社
23.中外礼仪文化比较 刘佩华主编 中山大学出版社
24.比较文化学 方汉文 广西师大出版社
25.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 许倬云 贵州人民出版社
26.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习得与教学 温晓虹 北京大学出版社
27..实用对外汉语教学法（第三版）徐子亮、吴仁甫 北京大学出版社
28.对外汉语教育学引论 刘珣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29.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文化概说 杜道明 北京大学出版社
30..国际汉语教学案例与分析 朱勇 高等教育出版社
31.语言迁移与二语习得——回顾、反思和研究 俞理明 上海外语教育出
版社
32.汉语可以这样教——语言要素篇 张和生 商务印书馆
33.现代外语教学--理论、实践与方法 庄智象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34.在语境中教语言 Alice Omaggio Hadley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35.learning in doing （美） 林德斯特伦伯格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36.外国学生汉语语音学习对策 朱川 新学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37.对外汉语教学目的、原则、方法(第二版)》 程棠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38.对外汉语教学中的理论和方法 黄锦章 北京大学出版社。
39.课堂教学方法·实践篇 （德）迈尔 冯晓春 金立成译 华东师范大学

出版社
40.国际汉语教学综合课教学方法与技巧 姜丽萍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41. 怎样教外国人汉语 李珠、姜丽萍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42.汉语教与学必备：教什么？怎么教？ 傅海燕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43. 外国人学汉语语法偏误研究 周小兵等，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44. 对外汉语文化教学研究 李晓琪主编 商务印书馆
45.外语教育中的文化教学 陈申 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46.对外汉语听力教学理论与方法 刘颂浩 北京大学出版社
47.汉语阅读教学理论与方法 周小兵、张世涛、干红梅 北京大学出版社
48.汉语口语教学 柯传仁等 北京大学出版社
49.第二语言教与学的文化因素 （美）Hinke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50.心理学是什么——人文社会科学是什么丛书 崔丽娟

北京大学出版

社
51. 超越教学法 库玛 北京大学出版社
52.课堂教学理论与实践 杨惠元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53.中文游戏大本营 (新西兰)鲍思冶编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54.汉语可以这样教——语言技能篇 赵金铭 商务印书馆
55.汉字教学理论与方法 周健 北京大学出版社
56.中国文学史 （四卷本） 袁行霈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57.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 钱理群等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58.中国现代文学史 郭志刚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59.中国当代文学史（修订版） 洪子诚 北京大学出版社

60.外国文学史（上下册） 郑克鲁 高等教育出版社
61 .傅雷家书 傅雷 三联书店
62.鲁迅全集 鲁迅 人民文学出版社
63.围城 钱钟书 人民文学出版社
64. 边城 沈从文 中国青年出版社
65.朱自清散文选 朱自清 江苏译林出版社
66.《文化苦旅》余秋雨 长江文艺出版社
67.唐宋八大家文选 崇文书局
68.三国演义 (明)罗贯中著人民文学出版社
69.老人与海 海明威著 吴劳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70. 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 马克·吐温著，许汝祉译 译林出版社
71.鲁宾逊漂流记 丹尼尔·笛福著 徐霞村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72. 希腊的神话和传说（德）斯威布著 楚图南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73. 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 米兰昆德拉 上海译文出版社
74. 飞鸟集（泰戈尔 英汉双语诗集）（印度）泰戈尔 著，郑振铎译 外语
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75.雪国 （日）川端康成 叶渭渠 唐月梅译 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
76.红与黑 （法）司汤达著 郝运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77.安娜·卡列尼娜(俄)托尔斯泰著 周扬、谢索台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78.一千零一夜（阿拉伯） 纳训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79.谁的大学 薛涌 云南人民出版社，
80. 美国精神的封闭（美）艾伦·布卢姆 译林出版社

81.文化帝国主义（英）汤林森 上海人民出版社
82. 菊与刀：日本文化的类型 （美）鲁思·本尼迪克特 商务印书馆
83.中国民俗学 陈勤建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84. 民俗解析（美）阿兰·邓迪斯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85. 文化的重要作用（美 ）塞缪尔·亨廷顿、劳伦斯·哈里森 新华出版社
86.专业期刊：
《世界汉语教学》，世界汉语教学学会
《语言教学与研究》
，北京语言大学
《汉语学习》
，延边大学
《汉语教学学刊》，北京大学对外汉语教育学院
《语言文字应用》，教育部语用所
《对外汉语研究》，上海师范大学
《外语教学与研究》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中国语文》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
《当代语言学》，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