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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

北语
北京语言大学是教育部直属高校，是中国

唯一一所以汉语国际教育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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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又是一所以语言教学与

研究为特色和优势的多科性大学，目前北京语言

大学已成为中国中外语言、文化研究的重要学术

基地和培养涉外高级人才的摇篮。

北京语言大学创办于 1962 年。建校 50 年来，

学校已经为世界上近 180 个国家和地区培养了近

15 万名懂汉语、熟悉中华文化的外国留学生。目

前，每年有上万人次不同国家、不同肤色、不同

语言的外国留学生与 6000 余名中国学生一起在

北京语言大学学习和生活。

北京语言大学在中国从事汉语国际教育和中

华文化教育历史最长，规模最大，师资力量最为

雄厚。目前，学校已形成特色鲜明、优势明显、

结构合理、内容充实的学科体系，从短期教育、

进修教育到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教育及网络

教育，学科层次齐备，教育教学质量得到国内外

普遍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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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目录与
主干课程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5



6    www.blcu.edu.cn

专业名称 专业方向

汉语言专业
汉语言 经贸汉语 汉英双语

汉日双语 日汉翻译 韩汉翻译

汉语国际教育专业

各专业方向主干课程

汉语技能 经贸汉语 双语及翻译 中国学 汉语国际教育

汉语综合课 商务汉语综合 英汉翻译 中国历史 高级汉语综合

汉语听力课 经贸洽谈 韩汉口译笔译 中国人文地理 文化专题讨论

汉语口语课 商务口语交际 韩汉同声传译 中国国情 现代汉语词汇

汉语阅读课 国际贸易实务 日汉口译笔译 中国文学 现代汉语语法

汉语写作课 实用商务写作 俄汉翻译 中国哲学 教学原理与实践

朗读与正音 中国对外贸易 高级英语综合 中外文化交流史 中国文化体验

汉字读写课 经济学原理 英语听力口语 论语选读 现代汉语修辞

新闻语言基础 当代中国经济 高级日语综合 中国民间文化 语音汉字教学

新闻视听 经济调研 日语听力口语 中国影视赏析 词汇语法教学

主要公共选修课

现代汉语语音、现代汉字概论、口语习惯用语、成语选讲、经贸汉语阅读、经济评

论选读、经济法基础与实务、世界经济概论、中国文化英文讲座、中国艺术史、当

代中国话题、韩汉语法偏误、计算机应用、太极拳、书法、语言实习等

注：以上所有课程均可跨专业、跨方向选课。

 本科学位（留学生，学制 4 年）

专业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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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科学位（中外学生同堂上课，学制 4 年）

专业目录

专业名称

英语 法语

德语 葡萄牙语

意大利语 西班牙语

朝鲜语（韩国语方向） 日语

阿拉伯语 俄语

翻译（英语方向、法语方向） 金融学

国际政治 会计学

人力资源管理 国际经济与贸易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数字媒体技术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新闻学

汉语国际教育 绘画

汉语言文学 国际事务与国际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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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目录

 硕士学位（学制 3 年）

专业名称 研究方向

国际政治

联合国研究 中国外交和中外关系

当代国际关系 国际经济

英文授课国际经济贸易（学制两年）

思想政治教育
马克思主义基础研究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与实践

中外思想政治、管理工作研究

课程与教学论

对外汉语教学论 对外汉语课程论

对外汉语学习论 对外汉语教材研究

对外汉语教学评估研究 对外汉语教学资源研究

对外汉语教学现代化

文艺学

审美文化研究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

文艺美学 中西文论比较

中国书画美学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理论语言学 社会语言学与语言应用

第二语言习得研究 语言测试

对外汉语教学 语言地理学

语言信息处理 计算语言学

语料库语言学 计算机辅助语言学习

汉语言文字学

语音学 文字学

语法学 词汇学

方言学 汉语史

汉外语言对比研究

中国古典文献学
古代文学文献研究 古代汉语文献研究

出土文献研究

中国古代文学

先秦两汉文学 魏晋南北朝文学

唐宋文学 元明清文学

中国文学批评史

中国现当代文学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

女性文学研究

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
跨语言比较 双语研究

汉语言研究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比较文学的跨文化研究 比较文学的跨学科研究

中西文学比较 东方文学研究

海外汉学与中国文学 中西文论与文化研究

世界文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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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名称 研究方向

英语语言文学

英国文学 美国文学

西方文论 西方文化研究

中西文学比较研究

法语语言文学 法国文学与文化 法国理论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

德语语言文学 德语语言文学

日语语言文学
日语语言学 日本文学（含日本文化）

日汉同声传译

西班牙语语言文学 西班牙语语言文学

阿拉伯语语言文学
阿拉伯语言与文化 阿拉伯文学

阿拉伯语翻译与实践

欧洲语言文学 意大利语语言文学

亚非语言文学 韩国语语言文学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理论语言学 应用语言学

翻译学

中国史
中国通史 中国思想史

中国艺术史 中外文化交流史

计算机系统结构 嵌入式语音处理 计算机系统结构与网络安全

计算机软件与理论
数据挖掘 模式识别

信息检索

计算机应用技术

自然语言处理 计算机辅助语言学习

语音信号处理 汉语国际教育技术

信息系统 数字媒体

数据库技术

汉语国际教育

英汉翻译 笔译 口译

法汉翻译 笔译 口译

基础心理学
语言测试 认知心理

儿童心理发展

 硕士学位（学制 3 年）

专业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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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目录

 博士学位（学制 3 年）

专业名称 研究方向

汉语国际教育

文艺学 批评史与文化研究 儒学与中国传统审美文化研究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语言政策与语言战略 社会语言学与语言应用

对外汉语教学与语法研究 对外汉语教学与词汇研究

商务汉语与教学研究 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习得研究

语言信息处理 汉语认知与学习

语言发展与语言障碍 实验语言学

汉语韵律句法研究 语法化理论和汉语句法

语言对比研究

汉语言文字学

音韵学与语音史研究 汉语方言学

古文字与词汇史 训诂与历史词汇

古文字学 汉语语法史

汉语语法学 汉语语法学和语义学

中国古典文献学 出土文献语言研究 古代语言学文献

中国古代文学

中国诗学与魏晋唐宋诗歌艺术 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文学与文献

古代文学与审美文化 元明清文学

明清文学

中国现当代文学 中国现当代文学及性别文化 中国当代文学

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 中国少数民族双语教学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比较美学与跨文化研究 东亚文学关系与中国学

东西方文化理论与宗教学 西方文学经典与比较文学

英语语言文学 英美文学

欧洲语言文学 翻译理论与实践

亚非语言文学
日本文学与文化 阿拉伯语言与文化

对比语言学与韩国语词汇研究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句法学 语义学

英汉语言对比研究 句法语义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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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科学位（学制 2 年）

专业名称 专业方向 主干课程

汉语言专业

商务

经贸汉语口语 经济报刊阅读

中国人文地理 中国国情（经济）

新闻听力 中国文化

计算机中文编辑

社会

报刊语言基础 话题口语

中国人文地理 中国国情（社会）

新闻听力 中国文化

计算机中文编辑

旅游

中国人文地理 中国文化

中外文化交流 实况听力

汉语视听说 话题口语

计算机中文编辑

文秘

实用语法分析 汉语写作基础

报刊语言基础 汉语阅读

汉语视听说 中国文化

计算机中文编辑

专业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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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修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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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修项目

 短期语言进修（一学期及一学期以下）

一学期课程（周课时 20 小时）

A 班 B 班 C 班 D 班 E/F 班

综合入门 初级综合 准中级综合 中级综合 高级综合

口语入门 初级口语 准中级口语 中级口语 高级口语

听力入门 初级听力 准中级听力 中级听力 视听说

生活汉语 实用汉语 准中级阅读 中级阅读

商贸口语

备注 : 除以上必修课外，D 等级开设中级经贸阅读、汉语写作、历史故事中的语言典故、中国电影欣赏、

HSK 讲练。E/F 等级开设高级经贸阅读、古文入门、当代文学与中国国情等选修课。

12 周课程（周课时 20 小时）

A 班 B 班 C 班 D 班 E/F 班

综合入门 初级综合 准中级综合 中级综合 高级综合

口语入门 初级口语 准中级口语 中级口语 高级口语

听力入门 初级听力 准中级听力 中级听力 视听说

准中级阅读 中级阅读 阅读

4 周 / 5 周 / 6 周课程（周课时 20 小时）

A 班 B 班 C 班 D 班 E/F 班

口语入门讲练 初级汉语讲练 准中级口语 中级口语 高级口语

口语入门复练 初级汉语复练 准中级听力 中级听力 报刊阅读

准中级阅读 中级阅读 新闻视听说

 远程汉语培训
通过网络学习方式学习汉语课程，为没有机会来华的学生提供北京语言大学的优秀教学资源。

 汉语教师进修
专门向从事对外汉语教学师资和较有汉语言文化功底的人常年开设汉语基本知识与技能、中国文化、中

国国情和第二语言习得等基础理论，以及汉语语音、词汇、语法、汉字等语言要素和听、说、读、写等基本

技能的教学原则、方法和技巧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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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修项目

 短期语言强化（一学期及一学期以下）

一学期课程（周课时 30 小时）

A 班（零起点） A 班 B 班 C 班 D 班 E 班

初级基础  综合入门 初级综合 准中级综合 中级综合 高级综合

初级活动 口语入门 初级口语 准中级口语 中级口语 高级口语

听力入门 听力入门 初级听力 准中级听力 中级听力 高级阅读

初级读写 语言实践 初级阅读 准中级阅读 中级阅读 应用写作

初级交际 语言实践 视听说 视听说 新闻视听说

语言实践 语言实践 语言实践 中国历史

古代汉语

语言实践

备注 :除以上必修课外，A等级开设汉字读写、听说交际、语音辨析等选修课。B/C/D等级开设电子商务、

话题交际、习惯用语基础班 / 提高班、初级 / 中级 / 高级商贸口语、HSK4 级 /HSK5 级强化、古代汉语、中

国电影讲座等选修课。

12 周课程（周课时 30 小时）

A 班 B 班 C 班 D 班 E/F 班

综合入门 初级综合 准中级综合 中级综合 高级综合

口语入门 初级口语 准中级口语 中级口语 高级口语

听力入门 初级听力 准中级听力 中级听力 视听说

语言实践 语言实践 准中级阅读 中级阅读 语言实践

语言实践 语言实践 阅读

4 周课程（周课时 30 小时）

A 班 B 班 C 班 D 班

口语入门讲练 初级汉语讲练 准中级口语 中级口语

口语入门复练 初级汉语复练 准中级听力 中级听力

A/B 等级开设话题交际、听力入门
准中级阅读 中级阅读

C/D 等级开设习惯用语、实用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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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修级别 主干课程

初级汉语进修

初级汉语 初级汉语听和说

初级汉语读和写 汉字

汉语语音 汉语口语

实用汉语语法

中级汉语进修

中级汉语 中级汉语听和说

经济报刊阅读 中国报刊语言基础

经贸汉语口语 实用汉语语法

汉语语词辨析 汉语写作基础

新闻听力 话题口语

中国人文地理 中国文化

翻译基础

高级汉语进修

高级汉语 高级汉语口语

中国报刊阅读 商务案例分析

高级经贸汉语 中国国情

热门话题 古代汉语

汉语修辞 汉语写作

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赏析 汉语熟语

中华文明专题 中外文化交流

翻译

 普通汉语进修（1 年至 2 年）

针对学生的不同水平和需求，开设初、中、高级 60 余门课程。

 高级研修（1 年至 2 年）

可选择硕士研究生或博士研究生的专业，对某一专业进行研究。

 团体文化研修
根据团体的要求及时间予以安排汉语、中国历史、哲学、中国文学史、中国戏曲、中国民俗风情、中

国当代经济、中国国情、中国社会概览、中国旅游地理、中国园林建筑、中外文化交流、中国书法、绘画、

中国武术等相关课程的教学。

研修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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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学金
●  中国政府奖学金 ;

●  孔子学院奖学金 ; 

●  北京市外国留学生奖学金 ;

●  北京语言大学来华留学生奖学金 ;

●  “华夏奖学金”;

●  “平安友谊奖学金”。

以上奖学金介绍请登录北京语言大学留学北语网站查询。

奖学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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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在北语
机遇无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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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5

学在北语 机遇无限

学校实施自由灵活的学分制教育，汉语言

专业的本科留学生从二年级起可选修第二学位

（或专业）课程，包括国际经济与贸易等专业，

课程连通学分互认，达到规定的学分要求，可

取得文学 + 经济学等双学位（或双专业）。此外，

学校还与大连海事大学等国内知名特色高校合

作开设“2+3”直通班，在我校学习两年汉语言

课程取得大专学历后，可直接升入大学本科二

年级，学习海事管理、航运管理、海商法、邮

轮游艇管理等特色专业方向。

去第三国
游学深造

遍访神州 
品读中国

下一个明星就是你

学习第二专业，
取得两个学位

学校已与耿马傣族佤族自

治县、中国文字博物馆、太极

拳发祥地陈家沟、北京老舍茶

馆、吉利汽车集团、袁隆平水

稻研究院、四川希望小学等中

国著名的工、农、文化及教育

机构达成战略合作或互助协

议，通过社会调查、长途教学

实践、志愿者服务、慰问演出、

参观访问、太极功夫夏令营等

活动，每年组织大量留学生深

入中国各地了解风土人情，体

验丰富多彩的中华文化。

学校积极鼓励留学生参加“汉语桥”大赛、

汉语辩论赛、“汉语之星”大赛、外语口译比

赛、演讲比赛和歌手大赛、才艺大赛、国际文

化节等活动，组织专业培训团队提高选手的综

合竞赛水平，在国家和省部级各类大赛中连年

斩获总冠军，打造出捷盖（喀麦隆）、华家德

（伊朗）、黄伟（美国）、高慕鸿（美国）、

蜂谷诚（日本）、馨玥（埃及）、大卫（俄罗

斯 )、米禄（塔吉克斯坦）、世玉（泰国）、

巴图萨娜（蒙古）等一大批在中国家喻

户晓、深受喜爱的明星级留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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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学在北语 机遇无限

北语
就在您身边

留在中国工作

学校目前已与世界 50 多个

国家的 280 多所大学及教育机

构建立了合作交流关系，与美、

英、法、德、西班牙、澳大利亚、

荷兰、日本、韩国等近二十个

国家的五十余所院校开展学生

交换项目，学历生可借此赴第

三国学习相关专业学历课程取

得学分。同时，学校还在寒暑

假期开展特色游学研修项目，

您可通过此项目赴美、英、意、

日、韩和马来西亚等第三国知

名高校游学研修，甚至走进外

国家庭，深入了解多彩的异国

风情。

学校已承办了 16所孔子学院，

遍布亚、欧、北美、拉美等世界

各地，并在日本、韩国、泰国等

地建立了海外办学机构，已向国

外派遣了数千人次的对外汉语教

师和志愿者教师。北语的这些驻

外教学机构，为更多的外国学生

创造了不出国门就可以了解北语、

学习北语课程的便利，为大量外

国学生来我校留学深造提供了丰

厚的奖学金，同时也为我校各国

留学生毕业后提供了更多的就业

和实习机会。

学校紧紧依托北京众多的驻

华使馆及外国大企业驻京机构，

充分利用孔子学院、国际汉语教

学研究基地等平台，积极联系电

视台、报刊杂志、出版社、国际

会展、外语培训机构和周边社区、

中小学等单位，为留学生们创造

了教学、金融、IT、新闻媒体、

节目主持、翻译、编辑、文秘、

导游等与专业学习相关的大量实

习机会，培养实用型人才。学校

建立了专门的网上平台及时发布

各种就业用人信息，还成立了中

外学生就业指导中心，针对有意

在华就业的留学生提供专业的指

导和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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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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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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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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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在北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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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语言大学座落于中关村科技园区内、学府林立的学院路上，校

园占地 38公顷，绿树成荫，花团锦簇，营造了宁静而舒适的学习生活环境。

学校教学设备齐全，有多种语言实验室和多媒体教室，还有专门的语音

实验室、同声传译室。每个教室都安装有红外线听力设备，配备了电脑、

空调、PPT 和音像播放设备。

学校 2013 年新落成的综合大楼，建有千人大剧院。校园内有很多特

色的中餐厅，还为留学生提供各种特色的西餐、韩餐、日餐、东南亚餐

和伊斯兰 ( 穆斯林 ) 餐，供学生自由选择。校园内的各类体育设施齐全，

有篮球、排球、网球、足球等运动场所，逸夫体育馆内还设有游泳池、

羽毛球场、乒乓球室、保龄球室、形体中心及健身房等。

校园内有工商银行营业部、邮电所、商品部、洗衣店、网络中心等

生活服务机构。学生出行交通便利，乘 307、331、690、375、743、957 路

等公共汽车或城铁可直达市中心，乘出租汽车 40 分钟可达首都机场。

生活在北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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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在北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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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在北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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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舍费用及设施

生活在北语

住宿中心

房间类别 收费标准（人民币） 房间设施

单人间 90 － 160 元 / 天
电视、电话、宽带网、空调、冰箱、淋浴、卫生间等设施。

双人间

60 － 95 元 / 床 / 天

45 － 65 元 / 床 / 天 电视、电话、宽带网、空调、公用卫生间、洗漱间及
浴室等设施。

电话：0086-10-82303300，电子邮箱：zhusu1@blcu.edu.cn

会议中心

经济单人间 140 － 198 元 / 天
电视、电话、宽带网 ( 含上网费 )、空调、冰箱、淋浴、

卫生间等设施。
豪华单人间（套间） 205 － 348 元 / 天

豪华双人间（套间） 398 元 / 天

电话：0086-10-82303778，电子邮箱：hyzx2002@blcu.edu.cn，网址：www.blcu.edu.cn/conference/index.html

注： 以上费用根据住宿时间长短享受不同的价格优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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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学流程

报名方法
申请者可通过以下三种方式报名

来校学习

1   直接在留学北语网上报名

（www.blcu.edu.cn）；

2   直接访问来华留学生招生办公室递

交申请材料 ;
3   从网上下载《入学申请表》，将填

好的申请表和申请材料，通过电子

邮件发到来华留学生招生办公室工

作邮箱。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APPLICATION FORM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S 

Very Important: If the form is not filled in on a computer, please write legibly in black or blue ink. Please fill every section of the form. 

Name on passport 

/Family name 
Chinese name 

Photo 

/Given name 

     
Nationali ty Place of birth 

Date of birth            /Y     /M      /D  Male  
Female 

Married
Single Passport No. Religion 

/Highest education Current or 
latest occupation 

/ Current or latest school or employer  

Intended program at BLCU /from        /Y     /M    /D  /to            /Y     /M    /D 

/ Tick the appropriate box to indicate the number of Chinese words you know. 
  A  None    B  about 800   C  about 1500   D  about 2500   E  about 3500    F  about 4000 

 A B C D /The Intensive Program is offered only to students in Chinese level A, B, C and D 
/Full non-Chinese permanent postal address: 

/Tel:                         /Fax:                    E-mail: 
/Address to receive the admission package, if different from above: 

/Tel:                         /Fax:                    E-mail: 
( )/Curriculum vitae Starting from high school

Previous and current educational institute & employer years attended (from/to)     Position

                                                     From           to                               

                                                    From           to                               

/Family members 
/ Name                       / Relation              / Tel. 

                                                                                          

                                                                                                     

, Emergency contact (Can be a parent or relative of the 
applicant, out of China, or in China. Student cannot be the contact)  

/ Name:                                                                                      

/ Nationality:                         /Relationship to the applicant:                       

/Permanent Mailing Address:                                                             

                                                                                                

/ Name of employer:                                                                            

/Tel: ( /home)                                  E-mail:                                          

1.

HSK

2.

3.

JW202

4.
800 / 600 /

1 http://www.studyinblcu.cn) 
       2 (T/T) ( )

ACCOUNT WITH BANK HUA XIA BANK BEIJING BRANCH                
SWIFT BIC HXBKCNBJ030

4066200001819400000429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15TH XUEYUAN ROAD,HAIDIAN DISTRICT BEIJING,CHINA  

3

 http://www.blcu.edu.cn

入学流程

递交
材料 

预订
宿舍

来校
报到

到中国使
( 领 ) 馆办理
入境签证

寄发《入学
通知书》和
《外国留学
人员来华签
证申请表》

1
2

3
4 5

6

审核
材料



电子邮件：  zhaosh1@blcu.edu.cn（英语，欧洲、非洲、大洋洲地区）

zhaosh2@blcu.edu.cn（英语，东南亚、南北美洲地区）

zhaosh3@blcu.edu.cn（中文，特殊项目及硕博士）

zhaosh4@blcu.edu.cn（韩语、日语，日韩地区）

zhaosh5@blcu.edu.cn（英语，奖学金生及亚洲其他地区）

网址：  http://www.blcu.edu.cn（可链接中文、英文、法文、西班牙

文、俄语、日语、韩语、阿拉伯语等多种语言网址）

地址：  中国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 15 号，

北京语言大学来华留学生招生办公室

邮编： 100083
电话：  0086-10-82303951

0086-10-82303088
0086-10-82303086

传真： 0086-10-82303087

联系方式： 

学费标准
类   别 学费（人民币）/

学年 / 人 备   注

学历生学费标准

汉语言专科 23200 元 每年 2 月、9 月开学

本科 23200 元 每年 2 月、9 月开学

汉英、汉日双语方向（汉语言专业） 24900 元 每年 2 月、9 月开学

中国绘画 24900 元 每年 9 月开学

国际经济与贸易（全英文授课） 24900 元 每年 9 月开学

硕士 25700 元 每年 9 月开学

中国书画美学方向硕士 30700 元 每年 9 月开学

博士 28200 元 每年 9 月开学

非学历生学费标准

长期
（一学年）

语言、普通进修 23200 元 每年 2 月、9 月开学

高级进修 28200 元 每年 9 月开学

短期
（一学期以下）

普通班一学期 （20 学时 / 周） 11600 元 每年 2 月、9 月开学

强化班一学期 （30 学时 / 周） 19100 元 每年 2 月、9 月开学

普通班 12 周 （20 学时 / 周） 8300 元 每年 3 月、9 月开学

强化班 12 周 （30 学时 / 周） 12500 元 每年 3 月、9 月开学

普通班 6 周 （20 学时 / 周） 4800 元 每年 7 月开学

普通班 5 周 （20 学时 / 周） 4200 元 每年 7、12 月开学

普通班 4 周 （20 学时 / 周） 3500 元 每年 2、6、7、8 月开学

强化班 4 周 （30 学时 / 周） 5300 元 每年 7、8 月开学

汉语教师进修班

4 周班 3800 元 具体开课时间详见学校网站

5 周班 5000 元 具体开课时间详见学校网站

注：短期文化研修班的学费标准须根据研修内容确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