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2018学年第二学期留学生汉语课程表 Chinese Course Timetable 2017-2018-2
班级Class：A2           上课地点Location：五山校区 Wu Shan Campus           Class Begin: 2018-2-26           Headteacher: Ms. Cheng Yao                                 

           时间

课程
       星期

上　　午 AM 下　　午 PM 晚上 PM

第1节 第2节 第3节 第4节 第5节 第6节 第7节 第8节 第9节 第10节 第11节

8:00-8:45 8:55-9:40 10:00-10:45 10:55-11:40 14:30-15:15 15:25-16:10 16:20-17:05 17:15-18:00 19:00-21:50

星期一 Monday
教师  课室 
Teacher and 
Classroom

Basic Chinese I
(Week2-17)

Cheng Yao 320306

Basic Listening I
(Week2-17)

Cui Shuhui 1405

Gongfu（Week3-10 Optional 
Course)/

Sun Jinxiang Building 32

星期二 Tuesday
教师  课室 
Teacher and 
Classroom

Basic Chinese I
(Week2-17)

Cheng Yao 320306 

Basic Speaking I
(Week2-17)

Pei Xiaorong   320306

星期三 
Wednesday教师  
课室 Teacher and 

Classroom

Basic Chinese I
(Week2-17)

Cheng Yao 320306 

Basic Speaking I
(Week2-17)

Pei Xiaorong   320306

Basic Characters
(Week3-10 Optional Course)

Li Xuelian 1405

星期四 Thursday
教师  课室 
Teacher and 
Classroom

Basic Chinese I
(Week2-17)

Cheng Yao 320306 

Basic Listening I
(Week2-17)

Cui Shuhui 1405

星期五 Friday教
师  课室 Teacher 
and Classroom

Basic Chinese I
(Week2-17)

Cheng Yao 320306

Basic Speaking I
(Week2-17)

Pei Xiaorong 320306

Chinese Song Study（Week10-17 
Optional Course）

Cao Nini  1302                                                                                                                            

Note：Study Week 2-17,Test Week 18 

教材/Textbooks：
Please buy textbooks 
for Chinese language 

classes in the 1st 
floor of west 5.

初级汉语I
汉语教程第一册（上）（第3版）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汉语教程第一册（下）（第3版）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初级听力I 汉语听力教程第一册（修订版，含学习参考）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初级口语I
汉语口语速成入门篇（上）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汉语口语速成入门篇（下）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汉字训练 汉字速成（用于8周汉字选修课）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2017-2018学年第二学期留学生汉语课程表
班级：B1班          上课地点：五山校区                                                    执行时间：2018-2-26         班主任：卜佳晖                                            
           时间

课程
       星期

上　　午 下　　午 晚上
第1节 第2节 第3节 第4节 第5节 第6节 第7节 第8节 第9节第10节第11节

8:00-8:45 8:55-9:40 10:00-10:45 10:55-11:40 14:30-15:15 15:25-16:10 16:20-17:05 17:15-18:00 19:00-21:50

星期一
教师  课室

初级汉语II
(2-17周)卜佳晖 320307

初级阅读II
(2-17周)余怡  320307

初级口语II
(2-17周)郎晓秋 320507

星期二
教师  课室

初级汉语II
(2-17周)卜佳晖 320307

初级口语II
(2-17周)郎晓秋 320307

初级阅读II
(2-17周)余怡 1411

星期三
教师  课室

初级汉语II
(2-17周)卜佳晖 320307

初级听力II
(2-17周)李雪莲 1411

初级汉语II
(2-17周)卜佳晖 1303

星期四
教师  课室

初级听力II
(2-17周)李雪莲 1411

初级汉语II
(2-17周)卜佳晖 320307

科技汉语（初级）
(2-17周)李雪莲 320407 

星期五
教师  课室

初级汉语II
(2-17周)卜佳晖 320307

初级口语II
(2-17周)郎晓秋 320307

HSK4级辅导
（3-10周选修）张燕子 

1303 

教材
/Textbooks：请

到西五留学生
宿舍一楼购买

教材。

初级汉语II
汉语教程第二册（上）（第3版）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注：教学周2-17,考试周18

汉语教程第二册（下）（第3版）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初级听力II 汉语听力教程第二册（修订版，含学习参考）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初级口语II
汉语口语速成入门篇（下）（老生已发）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汉语口语速成 （基础篇）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初级阅读Ⅱ 汉语阅读教程(修订本)第2册 北京大学出版社

科技汉语（初级） 留学中国——汉语科普阅读教程I 高等教育出版社

HSK4辅导 HSK4级大纲及模拟题集(用于8周HSK4辅导选修课）



2017-2018学年第二学期留学生汉语课程表

班级：B2班                    上课地点：五山校区                                                    执行时间：2018-2-26                  班主任：张燕子                                            

           时间

课程
       星期

上　　午 下　　午 晚上

第1节 第2节 第3节 第4节 第5节 第6节 第7节 第8节 第9节 第10节 第11节

8:00-8:45 8:55-9:40 10:00-10:45 10:55-11:40 14:30-15:15 15:25-16:10 16:20-17:05 17:15-18:00 19:00-21:50

星期一
教师  课室

初级汉语II
(2-17周)张燕子 320308

初级听力II
(2-17周)李雪莲 1411

武术(3-10周选修) 
孙进祥 32号楼广场

星期二
教师  课室

初级口语II
(2-17周)裴小蓉 320308 

初级阅读II
(2-17周)成瑶  320308

初级汉语II
(2-17周)张燕子 1303

星期三
教师  课室

初级汉语II
(2-17周)张燕子 320308

初级汉语II
(2-17周)张燕子 

320308 

星期四
教师  课室

初级汉语II
(2-17周)张燕子 320308

初级听力II
(2-17周)李雪莲 1411

星期五
教师  课室

初级口语II
(2-17周)裴小蓉 320308 

HSK4级辅导
（3-10周选修）张燕子 

1303 

注：教学周2-17,考试周18 

教材/Textbooks：请

到西五留学生宿舍
一楼购买教材。

初级汉语II

汉语教程第二册（上）（修订版）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汉语教程第二册（下）（修订版）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汉语教程第一册（下）（第3版）（老生已发）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初级听力II 汉语听力教程第二册（含学习参考）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初级口语II
汉语口语速成入门篇（下）（老生已发）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汉语口语速成 （基础篇）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初级阅读Ⅱ 汉语阅读教程(修订本)第2册 北京大学出版社

HSK4辅导 HSK4级大纲及模拟题集(用于8周HSK4辅导选修课）



2017-2018学年第二学期留学生汉语课程表

班级：C1班    上课地点：五山校区                                                    执行时间：2018-2-26                 班主任：郎晓秋                                        

           时间

课程
       星期

上　　午 下　　午 晚上

第1节 第2节 第3节 第4节 第5节 第6节 第7节 第8节 第9节 第10节 第11节

8:00-8:45 8:55-9:40 10:00-10:45 10:55-11:40 14:30-15:15 15:25-16:10 16:20-17:05 17:15-18:00 19:00-21:50

星期一
教师  课室

中级汉语I
(2-17周)郎晓秋  320305

中级口语I
(2-17周)成瑶 320305 

武术(3-10周选修) 
孙进祥 32号楼广场

星期二
教师  课室

中级汉语I
(2-17周)郎晓秋  320305

中级听力I
(2-17周)曹妮妮 320305

中级阅读I
(2-17周)冷雪莹 1405 

星期三
教师  课室

中级阅读I
(2-17周)冷雪莹320305 

HSK5级辅导

(3-10周选修)余怡  320305

星期四
教师  课室

中级汉语I
(2-17周)郎晓秋  320305

中级听力I
(2-17周)曹妮妮 320305

星期五
教师  课室

中级汉语I
(2-17周)郎晓秋  320305

中级口语I
(2-17周)成瑶 320305 

学唱中国歌
(10-17周通选课) 
曹妮妮 1302

注：教学周2-17,考试周18 

教材/Textbooks：请

到西五留学生宿舍
一楼购买教材。

中级汉语I
成功之路-进步篇II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成功之路-进步篇III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中级听力I 中级汉语听和说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中级口语I 中级汉语口语（上）新版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初级阅读Ⅱ 汉语阅读教程(修订本)第3册 北京大学出版社

HSK5辅导 HSK5级大纲及模拟题集(用于8周HSK5辅导选修课）



2017-2018学年第二学期留学生汉语课程表

班级：D1班                     上课地点：五山校区                                                 执行时间：2018-2-26                 班主任：李雪莲                                      

           时间

课程
       星期

上　　午 下　　午 晚上

第1节 第2节 第3节 第4节 第5节 第6节 第7节 第8节 第9节 第10节 第11节

8:00-8:45 8:55-9:40 10:00-10:45 10:55-11:40 14:30-15:15 15:25-16:10 16:20-17:05 17:15-18:00 19:00-21:50

星期一
教师  课室

中级汉语II
(2-17周)崔淑慧 320502 

视听说
(2-17周)张燕子 320502

武术(3-10周选修) 
孙进祥 32号楼广场

星期二
教师  课室

商务汉语I
(2-17周)李雪莲320502

报刊阅读I
(2-17周)杨梅 320502

星期三
教师  课室

HSK5级辅导
(3-10周选修)余怡  320305

写作I
(2-17周)冷雪莹 1302 

星期四
教师  课室

中级汉语II
(2-17周)崔淑慧 320502 

报刊阅读I
(2-17周)杨梅 320502

视听说
(2-17周)张燕子 320403

星期五
教师  课室

商务汉语I
(2-17周)李雪莲320502

中级汉语II
(2-17周)崔淑慧 320502

学唱中国歌
(10-17周通选课) 
曹妮妮 1302

注：教学周2-17,考试周18 

教材/Textbooks：请

到西五留学生宿舍
一楼购买教材。

中级汉语II 成功之路-进步篇III（老生已发）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写作I 体验汉语 写作教程（中级1） 高等教育出版社

视听说 话题汉语（给老师订《家有儿女》） 外语教学与研究

报刊阅读I 新编 读报纸，学中文——汉语报刊阅读中级上（2015年版） 北京大学出版社

商务汉语I 《卓越汉语商务致胜3》 外语教学与研究

HSK5辅导 HSK5级大纲及模拟题集(用于8周HSK5辅导选修课）



2017-2018学年第二学期留学生汉语课程表

班级：E班                 上课地点：五山校区                                                    执行时间：2018-2-26                         班主任：余怡

           时间

课程
       星期

上　　午 下　　午 晚上

第1节 第2节 第3节 第4节 第5节 第6节 第7节 第8节 第9节 第10节 第11节

8:00-8:45 8:55-9:40 10:00-10:45 10:55-11:40 14:30-15:15 15:25-16:10 16:20-17:05 17:15-18:00 19:00-21:50

星期一
教师  课室

高级汉语
(2-17周)余怡 320407

报刊阅读
(2-17周)卜佳晖320306 武术(3-10周选修) 

孙进祥 32号楼广场

星期二
教师  课室

商务汉语
(2-17周)张燕子 1303 

写作
(2-17周)冷雪莹 1303

星期三
教师  课室

高级汉语
(2-17周)余怡 320502

HSK5级辅导

(2-17周)余怡  320305  

星期四
教师  课室

写作
(2-17周)冷雪莹 320307

商务汉语
(2-17周)张燕子 320306 

星期五
教师  课室

高级汉语
(2-17周)余怡 320304

报刊阅读
(2-17周)卜佳晖320308 

学唱中国歌
(10-17周选修) 
曹妮妮 1302

注：教学周2-17,考试周18

教材/Textbooks：请

到西五留学生宿舍
一楼购买教材。

高级汉语I 《成功之路》跨越篇Ⅰ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商务汉语Ⅱ 《卓越汉语商务致胜4》 外语教学与研究

写作Ⅱ 发展汉语——中级汉语写作（下）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报刊阅读Ⅱ 读报纸，学中文——中级汉语报刊阅读（下
册）

北京大学出版社

HSK5辅导 HSK5级大纲及模拟题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