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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名称 

国家语委普通话测试取证（PSC）与文化考察研修班 

课程对象 

全日制在读学生，学生人数：    人（可另外安排 1-2 名带队老师）。 

课程时间 

2018 年   月   日至 2018 年   月   日（21 天或 15 天课程班） 

课程目标 

本课程希望带领学员通过在以普通话为主要沟通语言的北京语言大学和以普

通话为母语的周边环境内沉浸学习，提高学生的语言知识及普通话沟通能力，通过

短期密集强化语言训练，帮助学生在国家语委普通话水平测试中取得较为理想的等

级。具体而言，本课程有以下几个主要目标： 

1. 提升学员普通话的听说和沟通能力 

2. 掌握普通话的发音方法和技巧 

3. 为国家语委普通话水平测试做好充分准备，考取等级证书 

4. 体验北京风土人情，感受中国传统文化 

5. 加深与北京语言大学在校生的交流 

师资队伍及教材 

北京语言大学普通话课程专业教师，具有本项目或类似项目授课经验。 

主要教材：《普通话水平测试实施纲要》，商务印书馆 

课程规划 

1. 普通话语音知识与正音：按照《普通话水平测试实施纲要》规定的要求教

授汉语普通话语音有关知识，包括声、韵、调、轻声、变调、儿化等，并有针对性

地进行发音训练、正音训练、语调训练，提高学员普通话语音水平。 

2. 普通话语音与朗读：普通话语音强化练习（内容为课本外的教学补充材料）。

重点为声母、韵母、声调、轻声、儿化等。 

3. 普粤对比正音与朗读/普通话朗读训练：《普通话水平测试实施纲要》中词

语及作品的朗读训练。 

4. 高级口语训练：按照《普通话水平测试实施纲要》规定的要求进行普通话

口语表达训练。重点训练普通话词语、句子的规范运用。 

5. 测试反馈与指导：针对学员个人的具体情况进行有针对性的普通话测试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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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6. 普通话水平测试应试专题讲座：介绍普通话水平测试应试技巧及策略，由

国家级测试员主讲。 

文化考察安排 

1. 历史文化名胜：故宫博物院、颐和园、慕田峪长城、恭王府、南锣鼓巷 

2. 现代首都风貌：国家博物馆、鸟巢水立方、前门大街、什刹海、798 艺术区

3. 艺术民俗体验：国家大剧院、北京梨园剧场、朝阳剧场、农家乐 

4. 其他参访：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展示中心、北京市规划展览馆 

津贴及食宿安排 

交通费用：参与本项目的同学需自行承担香港往返北京的交通费用，接送机及

统一安排的外出文化考察交通费均由北语承担； 

用餐津贴：抵京后，将为每名同学发放北语校园一卡通（可在学校餐厅、超市、

水果店使用），除外出集体安排用餐外，其他在校时间按每人每天 50 元津贴存入一

卡通。外出活动将安排集体用餐，无需同学们承担费用； 

住宿安排：入住北京语言大学国际学生之家（双人间，独立卫浴，24 小时热

水，WiFi）、北京矿业大学国际交流中心或北京中油宾馆海淀分部（校外住宿距离

学校步行均在 5 分钟内）。同学无需承担住宿费用。 

网络：提供 10G 校园网流量。 

其他 

1. 此项目受教育部“港澳与内地高等学校师生交流计划项目”资助； 

2. 参与项目学生有机会参加国家语委普通话水平测试，考试成绩入级者，将

颁发国家语委签发的普通话水平等级证书。测试报名及实施由北语负责； 

3. 课程时间及日程安排可根据学员实际情况及需求进行调整；参访及文化考

察以实际发生情况为准。 

附： 

1. 北京语言大学/香港浸会大学 2018 年国家语委普通话测试取证（PSC）与文化考

察研修班日程安排（21 天及 15 天课程表） 

2. 北京语言大学概况及项目背景 

 



附 1-1：北京语言大学/香港浸会大学 2018 年国家语委普通话测试取证（PSC）与文化考察研修班日程安排（21 天） 

 日期 
上午 下午 

14:00—15:50 
晚上 

8:30—10:20 

第 2 节 

10:30—12:10 

Day1 抵达、入住、参观校园；欢迎晚宴 

Day2 开班仪式 普通话语音知识与正音 文化体验课 1：中国京剧 北京梨园剧场观看京剧 

Day3 普通话语音知识与正音 普通话语音训练 游览颐和园  

Day4 普通话语音知识与正音 普通话语音训练 讲座：普通话与粤语发音对比  

Day5 普通话语音知识与正音 普通话语音训练 文化体验课 2：老北京的习俗与文化  

Day6 普通话语音知识与正音 普通话语音训练 小组讨论与自修 1  

Day7 游览慕田峪长城 游览北京 798 艺术区 游览鸟巢、水立方 

Day8 参观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游览前门大栅栏文化街 

Day9 普粤对比正音与朗读 高级口语训练 
讲座：国家语委普通话水平测试分析

与指导 
 

Day10 普粤对比正音与朗读 高级口语训练 参观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展示中心 朝阳剧场观看杂技 

Day11 普粤对比正音与朗读 高级口语训练 文化体验课 3：中国书法  

Day12 普通话朗读训练 高级口语训练 参观北京市规划展览馆  

Day13 普通话朗读训练 高级口语训练 文化体验课 4：中国武术  

Day14 游览恭王府、十刹海、南锣鼓巷 国家大剧院观看演出 

Day15 文化体验课 5：传统风筝绘制 京郊放风筝、农家乐体验 

Day16 普通话朗读训练 高级口语训练 小组讨论与自修 2  

Day17 模拟测试 模拟测试 测试反馈指导  

Day18 考前强化训练 考前强化训练 考前强化训练  

Day19 国家语委普通话水平测试 自行安排 

Day20 自行安排 结业式及欢送晚宴 

Day21 送机返程 



附 1-2：北京语言大学/香港浸会大学 2018 年国家语委普通话测试取证（PSC）与文化考察研修班日程安排（15 天） 

 日期 
上午 下午 

14:00—15:50 
晚上 

8:30—10:20 

第 2 节 

10:30—12:10 

Day1 抵达、入住、参观校园；欢迎晚宴 

Day2 开班仪式 普通话语音知识与正音 文化体验课 1：中国京剧 北京梨园剧场观看京剧 

Day3 普通话语音训练 普通话朗读训练 
讲座：国家语委普通话水平测试分析

与指导 
 

Day4 普通话语音知识与正音 普通话朗读训练 文化体验课 2：中国武术  

Day5 普通话语音训练 普通话朗读训练 文化体验课 3：老北京的习俗与文化  

Day6 普粤对比正音与朗读 高级口语训练 游览南锣鼓巷  

Day7 游览慕田峪 / 或八达岭长城 游览北京 798 艺术区 游览鸟巢、水立方 

Day8 参观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游览前门大栅栏文化街 

Day9 普粤对比正音与朗读 高级口语训练 文化体验课 4：中国书法 朝阳剧场观看杂技 

Day10 普粤对比正音与朗读 高级口语训练 一对一指导  

Day11 模拟测试 模拟测试 测试反馈与指导  

Day12 考前强化训练 考前强化训练 考前强化训练  

Day13 国家语委普通话水平测试 自行安排  

Day14 文化体验课 5：传统风筝绘制 结业式及欢送晚宴 

Day15 送机返程  



附 2：北京语言大学概况及项目背景 

北京语言大学概况 

北京语言大学是中国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创办于 1962 年，是中国唯一一

所以对来华留学生进行汉语、中华文化教育为主要任务的国际型大学，素有“小

联合国”之称；学校对中国学生进行外语、中文、信息科学、金融等专业教育，

同时承担着培养汉语师资、出国留学预备人员出国前的外语培训工作等任务。经

过五十多年的发展，北语已经发展成为一所以语言教学与研究为特色和优势，中

文、外语及相关学科协同发展的多科性大学，已成为我国中外语言、文化研究的

学术重镇和培养涉外高级人才的摇篮。2014 年，学校明确了建设世界一流语言

大学的奋斗目标和构筑四大学术方阵的战略构想。 

同时，学校积极发展相关学科，现有文学、经济学、法学、工学、历史学、

教育学、管理学和艺术学等八个学科门类，博士后流动站 1 个、博士专业 17 个、

硕士专业 35 个、本科专业 30 个。学校目前设有三个学部、六个直属学院（教学

部）、三个直属科研院所和 12 个省部级以上研究中心。其中包括国家语委研制和

修订语言文字规范标准的中国语言文字规范标准研究中心、国家语委实施语言资

源保护国家工程的专业机构中国语言资源保护研究中心。 

学校编辑出版学术刊物九种，核心期刊包括《世界汉语教学》、《语言教学与

研究》、《中国文化研究》等。学校出版社出版的各类教材在海内外产生广泛影响，

有近百个国家的各类院校和培训机构使用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的对外汉语教材。 

中文教育优势及与港澳地区的合作 

北京语言大学从事汉语国际教育和中华文化教育历史最长，规模最大，师资

力量最雄厚。迄今为止，学校已经为世界上 183 个国家和地区培养了 16 万余名

懂汉语、熟悉中华文化的外国留学生。自 20 世纪 90 年代初，学校即开始对香港、

澳门地区的政府官员、教师、学生进行普通话教学培训相关工作。20 余年的普

通话培训工作一方面积累了丰富的一线教学经验和项目执行经验，另一方面培训

了一大批专业的师资队伍。迄今为止，学校为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树

仁大学、香港羣力资源中心、澳门大学、澳门科技大学、澳门终审法院、澳门高



 

 

 

等教育辅助办公室、澳门公职局、澳门教育暨青年局等高校和机构培养了 3000

余名擅长普通话、熟悉中华文化的港澳同胞。 

在合作办学方面，北京语言大学与香港中文大学合办课程与教学论硕士学位

课程、普通话教师暑期培训证书课程、对外汉语教学法证书课程；与香港树仁大

学合办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学位课程；与香港教育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教育学院、

香港树仁大学合办普通话沉浸课程；与澳门理工学院合办语言学硕士研究生课

程、中葡/中英翻译硕士课程，共建澳门语言文化研究中心。 

截止目前，我校承办的教育部“港澳与内地高等学校师生交流计划项目”—

—北京语言大学普通话测试取证与文化考察研修班项目已达 10 余项，累计人数

390 余人，合作院校包括：香港大学、香港教育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浸会

大学、香港科技大学、香港公开大学、香港恒生管理学院、澳门大学、澳门科技

大学、澳门理工学院、澳门城市大学、澳门旅游学院等多所港澳地区院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