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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成立目的  

河北北方学院对外汉语教学中心隶属于河北北方学院国际教育

学院，以“推广汉语教学，服务医学教育”为宗旨，致力于研发、推

广来华医学留学生的汉语预科教学和语言学习生汉语培训工作，以帮

助来华医学留学生适应在华生活、学习和实习等活动，推广汉语语言

培训和对外汉语教学工作。  

二、成立意义  

（一）国际交流学院对外汉语教学中心的成立，是河北北方学院

具有战略前瞻性的举措，标志着河北北方学院留学生教育教学工作提

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把握发展机遇，在完善机构设置的同时提高社

会影响力，增强在市场化竞争中的核心竞争力。  

（二）对外汉语教学中心作为专门从事对外汉语教学工作的团体，

可以充分发挥团队效应，使本院留学生的汉语教学制度化、规范化、

系统化。  

（三）对外汉语教学中心为广大师生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学习机会

与实践平台，可以让更多优秀的人才得到施展才华的机会，并在具体

工作中得到锻炼与提高。  

三、职责范围  

对外汉语教学中心负责河北北方学院来华留学生的汉语教育教

学工作，具体包括：  

医学留学生汉语预科教学：零基础汉语教学、医学汉语教学、汉

语水平（HSK）考试辅导等；  

语言学习生汉语教学：  

普通汉语教学、专业汉语教学、汉语水平（HSK）考试辅导等。  

四、机构设置和人员安排  

对外汉语教学中心设有教学办公室、对外汉语教研组等。具体安

排如下：  



教学中心负责人：主持对外汉语教学中心全面工作；  

教学办公室：负责日常办公、教学档案、教学资源管理；  

对外汉语教研组：  

医学留学生汉语组：负责中心医学留学生汉语预科和医学专业汉

语教学工作；  

汉语培训组：负责汉语学习生的汉语培训工作；  

常任授课教师：完成中心安排的教学任务，定期参加教研组组织

的教学交流活动。  

五、组织管理和教学管理  

河北北方学院严格遵守教育部《来华留学生医学本科教育（汉语

授课）质量控制标准暂行规定》的有关规定进行教学管理。留学生在

华学习期间，由对外汉语教学中心负责留学生的汉语教学工作。  

对外汉语教学中心由国际交流学院统一领导，各相关院系相互配

合协调，实现优势互补和汉语教学资源的合理配置。  

课程安排、教学计划和教材等由教学中心办公室统一安排配置。  

医学留学生在第一学年基本完成汉语预科教学任务，经过系统的

零基础汉语教学，医学汉语（语言）教学，能够通过国家汉语水平考

试（HSK 考试）四级，具备在中国学习、生活和进一步学习专业知识

的能力。  

语言学习生在每个学期开学前可根据汉语水平和学习要求编入

不同班级，学习期满经我院考试成绩合格者，可持有国家汉办出具的

HSK 成绩单和河北北方学院出具的学时证明和结业证明。  

注：未通过汉语四级的医学留学生不能入医学留学生学籍，只能

作为语言预科班的学生，不能授予学士学位证书和毕业证书。  

只有完成了语言培训，达到国家汉语水平考试 HSK 四级的学生才

能进一步进行系统的专业课学习，如期毕业，获得毕业证书和学士学

位证书。学有余力或重修汉语的学生可适当选修一到两门医学专业课。



学校可为其保留选修专业课成绩，直至该生通过 HSK四级考试，进入

系统的专业课学习成为正式的医学专业课成绩。  

六、教学目标  

（一） 医学留学生汉语教学目标  

汉语预科教学阶段： 在指导学生顺利通过 HSK四级的前提下，

增强学习者对汉语的学习兴趣，在原有基础上不同程度地进一步提高

汉语生存和交际能力，加深对中国的历史、文化和现状的了解。使留

学生适应在华的学习和生活，为进一步学习专业知识打下坚实的语言

基础。  

医学汉语专业教学阶段：对于完成 HSK 四级考试，开始系统学习

专业课的学生，教学中心开设有针对性的医学汉语教学，提高学生的

医院实习语言能力，为学生今后参加教学实践活动和临床实习扫清语

言障碍，进而获得更多临床经验和学习工作机会。  

（二） 汉语培训和专业汉语培训教学目标  

汉语培训：中心开设有初等、中等、高等三个阶段的汉语培训课

程，通过汉语培训，使学习者在原有基础上进一步提高汉语交际能力，

加深对中国的历史、文化和现状的了解。各阶段的教学目标是：  

1.初等阶段  

    通过在初等阶段四级里听、说、读、写等语言技能的训练，

使学生掌握普通话的基本语音和汉语拼音，掌握所规定的 2411 个初

等阶段的词以及相应的汉字，掌握 185 项初等阶段的语法点，初步掌

握汉语的基本语法结构。  

完成初等阶段学习的学生应当具备初步的汉语交际能力，能运用

学到的语言知识和技能解决日常生活中最基本的问题，并在听、说、

读、写四项技能方面达到以下要求：  

听：能基本听准普通话的声、韵、调，能听懂教师用较慢的普通

话所做的讲解；具有初步的猜词能力，在具体的语境中能听懂日常生

活中如见面、介绍或购物时的简单谈话，了解他人对某一事情叙述的

基本内容，理解说话人的主要意图。语速为 120－140 字/分。  



说：能比较准确地发出单个字、词的音，句子的语调虽有明显的

母语影响但所表达的意思连贯，基本上能让听话人理解；能进行日常

生活中诸如见面、介绍、祝贺以及询问、购物等基本口语交际，能用

已经掌握的简单词汇表达自己的意图或叙述某一事情的基本内容，句

子错误率不超过 30%。  

读：能根据汉语拼音比较准确地读出汉字的读音，能借助词典阅

读已学词汇占 80%以上的文章，准确概括出文章的意思；在无词典条

件下，能克服非关键性文字障碍，理解已学词汇占 90%以上的文章的

主要内容。阅读速度达到 90－110字/分。  

写：能用汉语拼音比较准确地写出听到的普通话音节，能用汉字

听写出已学过的字、词、句。汉字书写笔画清楚，笔顺基本正确，具

有初步的汉字结构的知识。能将一段简单的叙述写成文字，能写留言

一类的便条或简短的书信等应用文；能写出 400 字的记叙文，在文章

中表达自己对某事的基本态度，错字或病句不至影响读者对主要内容

的理解。  

2.中等阶段  

通过在中等阶段四级里各项语言技能的训练，使学生掌握 2850

个左右中等阶段的词语以及相应的汉字，80 个左右中等阶段的语法

项（点），具有一般性的听、说、读、写、译能力，能满足一般日常

生活、学习和一定范围内工作的需要，并对汉语的文化背景和语义内

涵有初步的了解。应在听、说、读、写、译五项技能方面达到以下要

求：  

听：能听懂用标准普通话或略带方音的普通话所作的、语速正常

（180－220字/分）、有关一般日常生活和社交活动的会话、一般性

交涉或业务交往的谈话、大学入系基础课程的课堂讲解、题材熟悉的

新闻广播等。  

    说：具有初步的成段表达能力，语调基本正确，语速基本正

常，表达比较清楚、准确、恰当。能就一般性话题展开讨论，进行一

般性交涉和业务洽谈。  

    读：能基本读懂一定工作范围内的应用文、一般性科普文章、

新闻报道、大学入系的基础课程教材等。速度为 120－150 字/分。具

有跳跃障碍，了解大意，查找信息，吸收新词语的能力。  



    写：具有整体听记较长语段（300 字以内）要点的能力，速

度不低于 10字/分。能撰写一般性文章以及一定业务范围内的工作文

件和普通应用文，格式基本正确，语篇较为连贯，表达较为清楚、准

确。  

    译：能就熟悉的话题进行比较顺利的汉语与母语或媒介语的

口译。能对内容熟悉、语言通俗的一般性文章和常见应用文进行笔译。  

3.高等阶段  

通过在高等阶段两级里听、说、读、写、译等语言技能的训练，

使学生掌握 2800 个左右的高等阶段的词语（其中 1200 个左右为复用

式掌握，1600 个左右为领会式掌握）以及相应的汉字。学习 100个

左右的高等阶段的语法项（点）；有成篇的语言表达能力，能较为准

确得体地用汉语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具有在社会生活领域里，从事

较高层次、较大范围的语言交际的能力；基本适应不同语体的需要，

同时对汉语的文化背景和语义内涵有较深的了解；初步具备运用汉语

进行思维的能力。应在听、说、读、写、译五项技能方面达到以下要

求：  

听：能听懂用普通话或略带方音的普通话所作的语速稍快的、内

容较复杂的讲话或会话，以及语速正常或稍快的广播、电视中的新闻

类节目，语速为 200－240 字/分。  

说：能就社会生活中的一般话题较为流利地进行对话或讲话，能

较系统地、完整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有较强的成篇表达的能力。

语音语调正确，语气变化适当，语速正常，语句连贯；用词基本恰当，

能用较为复杂的词汇和句式，有一定的活用语言的能力，表达比较得

体。  

读：能读懂生词不超过 4％、内容较为复杂、语言结构较难的原

文，并能较为准确地理解文章中的深层含义；能借助工具书读懂一定

范围内的工作文件(如业务信函、契约、合同、协议书等)和报刊杂志

上的一般性文章；有较强的快速阅读和查找信息的能力，阅读速度为

200-260字/分；有较强的跳读、猜读和概括提炼的能力。  

写：能用汉字整体听记较长语段的要点；能撰写一般性的文章和

文件；能在两个小时内写出 800 字以上的命题作文（如议论文、记叙

文、说明文、应用文等），汉字书写规范熟练，标点符号运用正确，



用词恰当，语句通顺，条理清楚，句式有较为复杂的变化，能较充分

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  

译：能熟练地就社会生活中的一般话题进行汉语和母语（或媒介

语）之间的口译。能借助工具书对报刊杂志上的一般性文章或专业文

件进行笔译，内容正确，表达清楚，语言通顺。  

七、分班标准及班级设置  

（一）医学留学生  

根据实际学生人数和汉语水平由低到高分为 A-F 班。每班人数

20-60 人不等，同水平班可根据人数分班授课（如 A 班可分为 A1班，

A2 班……）。其中 A-D 班分别对应 HSK 一级至四级，E 班和 F 班为

医学汉语强化班。  

A 班：零基础或刚接触汉语的初学者，入学前基本未掌握普通话

语音或不会使用汉语拼音；未学过或基本未掌握汉语的基本语法结构；

听说读写能力较差或发展很不平衡。课程结束可以使用汉语拼音，逐

步熟悉普通话语音及发音特点，词汇量 150，基本掌握汉语的基本语

法结构。可以理解并使用一些非常简单的汉语词语和句子，满足具体

的交际需求，具备进一步学习汉语的能力。汉语水平考试可达到 HSK

二级水平。  

B 班：经过基本的汉语语音、词汇、语法学习，可以理解并使用

一些非常简单的汉语词语和句子。课程结束可以用汉语就熟悉的日常

话题进行简单而直接的交流，达到初级汉语优等水平，词汇量 300。

汉语水平考试可达到 HSK 二级水平。仍对拼音有较大程度依赖。  

C 班：注重汉字的认读。课程结束可以用汉语完成生活、学习、

工作等方面的基本交际任务，在中国旅游时，可应对遇到的大部分交

际任务。词汇量 600，汉语水平考试可达到 HSK 三级水平。  

D 班：掌握了汉语的基本语法结构及一般的表达法，具有初步的

读写能力。课程结束可以用汉语就较广泛领域的话题进行谈论，比较

流利地与汉语为母语者进行交流。词汇量达到 1200，汉语水平考试

可达到 HSK 四级水平。  



E-F班：面向完成 HSK四级考试、仍有继续学习汉语愿望的学生。

强调语言综合运用能力的提高和专业医学汉语的应用，以满足留学生

在中国进行临床学习和实习的需要。  

根据报告要求，完全符合教学进度的医学留学生应按期完成如下

学习：  

年级  汉语班级  词汇量  HSK 等级  

大一上半学期  A 班  150  HSK1级  

B 班  300  HSK2级  

大一下半学期  C 班  600  HSK3级  

D 班  1200  HSK4级  

大二  E 班  2500  HSK4级以上  

大三  F 班  2500  HSK4级以上  

对于未能按期达到 HSK 四级水平要求的学生必须选择适合的班

级和课程，重修汉语直到完成四级考试。  

（二）语言学习生  

时间设置：长期培训：半年--3 年（建立考评制度）  

短期培训：四周（80 学时）或八周（160 学时）  

夏令营、冬令营  

2 个月、6 个月  



班级设置：  

人数超过 20进行分班考试，根据汉语水平，对应不同级次，编入相

应班级。  

分班标准：（根据《高等学校外国留学生汉语长期进修教学大纲》）  

初等阶段的学习者（包括零起点的初学者），入学前基本未掌握

普通话语音或不会使用汉语拼音；未学过或基本未掌握汉语的基本语

法结构；领会式词汇量在 0—2000词之间，复用式词汇量在 0—1000

词之间；听说读写能力较差或发展很不平衡。  

          中等阶段的学习者，入学前已基本掌握了普通话语音；

已学过并初步掌握汉语的基本语法结构；领会式词汇量在 2000—4000

词之间，复用式词汇量在 1000—2000词之间；已具有初步的听说读

写能力和用汉语进行日常生活交际的能力。      

       高等阶段的学习者，入学前已掌握了汉语的基本语法结构

及一般的表达法；领会式词汇量在 4000词以上，复用式词汇量在 2000

词以上；已具有中等的听说读写译的能力和用汉语进行一般交际的能

力。  

授课语言：中文为主，初等阶段辅以英文。  

等级  班次  学时  

初等  初级 A 班  270-300学时（16-18 学时/周*17 周）  

初级 B 班  270-300学时（16-18 学时/周*17 周）  

中等  中等 A 班  270-300学时（16-18 学时/周*17 周）  

中等 B 班  270-300学时（16-18 学时/周*17 周）  



高等  高等 A 班  270-300学时（16-18 学时/周*17 周）  

高等 B 班  270-300学时（16-18 学时/周*17 周）  

（注：具体编班可按实际情况而定，并加上年度以示区别。）  

八、课程设置与学时安排  

（一）医学留学生     

班级  课程  教材及教学资料  周课时  总学时  

A 班  

8.5 周  

7.5+1  

精读  实用医学汉语·语言篇 1  8  8*8.5  

听说  实用医学汉语·语言篇 1  

HSK 听力辅导材料  

4  4*8.5  

B 班  

8.5 周  

7.5+1  

精读  实用医学汉语·语言篇 2  8  8*8.5  

听说  实用医学汉语·语言篇 2  

HSK 听说辅导材料  

4  4*8.5  

HSK 二级辅导  HSK 二级大纲，真题  

HSK 二级辅导材料  

2  2*8.5  

C 班  精读  实用医学汉语·语言篇 3  8  8*9  



9 周  
HSK 三级辅导  HSK 三级大纲，真题  

HSK 三级辅导材料  

6  6*9  

D 班  

9 周  

精读  实用医学汉语·语言篇 4  8  8*9  

HSK 四级辅导  HSK 四级大纲，真题  

HSK 四级辅导材料  

6  6*9  

E 班  医学汉语  实用医学汉语·基础篇 1  4  4*18  

F 班  医学汉语  实用医学汉语·基础篇 2  4  4*18  

   

注：  

1. 每一学期，根据实际需要开设相应课程。由培训小组办公室 

公布课程表并通知相关任课老师，由相关班主任负责通知学

生；  

2. A 班授课周期为 7.5 周，共 60课时，完成《实用医学汉语·语

言篇 1》，测评考试为 1 周，考试成绩合格者（考试成绩 60%以上）

可升入 B班，不合格者继续留在 A班学习且不得选修任何专业课。B

班以此类推；  

3. 任课教师在学期开始前确定授课内容，调课需向培训小组办

公室填写调课申请，并通知学生相关补课事宜；  

4. 听说课的定位：a.基于精读课本的补充和练习 b.HSK听力辅

导；  



5. 语言培训小组向任课教师提供教材，本学期授课结束后，任

课教师需交回教材。教材由语言培训小组办公室负责统一管理分配。  

（二）汉语学习生  

汉语学习生的培训课程分为语言技能训练（包括专业汉语培训）

课和语言文化知识课两大类。  

1. 语言技能训练课（也称核心汉语课）：应不少于课时总量的

60%--80%。根据学生实际需要可设为必修或选修课：  

课型安排：精读（综合课）、口语、听力、阅读、汉字、写作、

HSK 辅导等等；专业汉语：商务汉语、商务写作、医学汉语（临床、

实习、中医等等）、热门话题、报刊阅读、新闻听力、电影赏析等等。  

2. 语言文化知识课  

是整个语言教学不可缺少的有机组成部分，不仅能开阔学生的视

野，加深对汉语言文化的理解，提高其运用语言的能力，而且能充分 

满足长期培训生多样化的学习要求。分为语言知识课、文化知识课和 

其他文化课。  

语言知识课：包括语法、词汇、修辞等，讲授相对系统的汉语言 

知识，帮助学习者从理论上认识汉语从而指导语言的运用。  

文化知识课：包括中国历史、中国文学（现当代作品选读等），

讲授中国的国情、历史、文化等背景知识，使学习者提高其语言运用 

的层次。  

其他文化课（文化体验课）：增加学习者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和兴 

趣。包括：书法、国画、武术、京剧、剪纸、中国结、太极拳、中国

传统乐器。参观中国名胜古迹、风景、工厂公司、医院等等。  

每周课时安排具体入下表：  

课程  周课时  



精读  8  

口语  2  

听力  2  

HSK  2  

写作  2 可根据实际情况适当

调整三者比例  

泛读  

汉字  

文化/文化体验  2  

九、授课地点  

流动使用对外汉语教学中心固定语言教室。  

注：教室多媒体钥匙由任课老师从培训小组办公室领取，并于下

课后交回。  

十、测试与考试  

科目  要求  

考试

科目  

精读  教师根据学期教学情况，以试卷的形式对学生进行考试，

60 分为合格。考试不合格的学生应于下学期参加补考。  



听说  

考查

科目  

HSK

辅导  

医学

汉语  

教师可根据学期教学情况和课程进度以不同形式（书面/

非书面）对学生进行考察。其中 HSK 辅导应根据当学期 HSK

考试的时间合理安排教学进度。  

十一、考勤  

每学期初由培训小组办公室向各任课教师发放学生考勤表，教师

需按要求如实记录学生考勤，并于学期末交回办公室作为学生期末成

绩的参考。一学期考勤不满 60%的学生，需重修。考勤与学时证明挂

钩，考勤合格（达到 70%）的学生经考试合格可颁发学校出具的学时

证明，否则不予颁发。  

十二、证书授予  

学生学习期满经考试成绩合格者，可持有国家汉办出具的 HSK 成

绩单和河北北方学院出具的学时证明和结业证明。  

                            

   河北北方学院国际教育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