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汉语言专业（基础科段）课程设置表

专业代码：C050128 主考院校：新疆大学

序号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分 备注

1 03706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2

2 12656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概论
4

3 00321 中国文化概论 5

4 00569 汉语精读（一） 6

5 00570 汉语精读（二） 6

6 00573 汉语语法 10

7 00820 汉字学概论 5

8 04370 翻译理论与实践 4

9 06462 汉语写作 5

10 06765 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选 6

11 08050 汉语阅读 6

12 08039 汉语口语(一)（实践） 10

13 08040 汉语听力(一)（实践） 6

总 学 分 75

说明：

1.2019 年 4 月考试起，“汉语言翻译”专业调整为“汉语言”专业，计划设置课程 13 门；

2.本专业 2021 年起不再安排课程考试，2022 年起不再颁发毕业证书；

3.本专业仅面向汉语言翻译专业在籍考生报考。



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汉语言专业（本科段）课程设置表

专业代码：C050127 主考院校：新疆大学

序号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分 备注

1 03708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2

2 03709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4

3 00535 现代汉语 7

4 00541 语言学概论 6

5 00571 汉语精读（三） 6

6 00572 汉语精读（四） 6

7 11248 中国古代文学基础 6

8 06784 中国文学 4

9 07831 阅读与写作专论 5

10 07855 第二语言学习 8

11 08041 汉语应用写作 4

12 08048 汉语口语(二)（实践） 10

13 08049 汉语听力(二)（实践） 6

06999 毕业论文

总 学 分 74

说明：

1.2019 年 4 月考试起，“汉语言翻译”专业调整为“汉语言”专业，计划设置课程 13 门；

2.本专业 2021 年起不再安排课程考试，2022 年起不再颁发毕业证书；

3.本专业仅面向汉语言翻译专业在籍考生报考。



2019 年汉语言专业开考课程表

4 月考试
学历

层次

主考

院校
专业名称

星期六(4 月 13 日) 星期日(4 月 14 日)

上午(9:00--11:30) 下午(14:30--17:00) 上午(9:00--11:30) 下午(14:30--17:00)

专科 新疆大学
汉语言

(050128)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体系概论(12656)

汉语语法(00573)

翻译理论与实践(04370)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03706）

汉字学概论(00820)

汉语写作(06462)

中国文化概论(00321)

汉语精读（一）(00569)

汉语精读（二）(00570)

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选(06765)

汉语阅读(08050)

本科 新疆大学
汉语言

(050127)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03708）

现代汉语(00535)

中国文学(06784)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03709）

阅读与写作专论（07831）

汉语应用写作（08041）

汉语精读（三）(00571)

汉语精读（四）(00572)

第二语言学习(07855)

语言学概论(00541)

中国古代文学基础（11248）

10 月考试
学历

层次

主考

院校
专业名称

星期六(10 月 19 日) 星期日(10 月 20 日)

上午(9:00--11:30) 下午(14:30--17:00) 上午(9:00--11:30) 下午(14:30--17:00)

专科 新疆大学
汉语言

(050128)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03706）

汉语语法(00573)

翻译理论与实践(04370)

汉字学概论(00820)

汉语写作(06462)

汉语精读（一）(00569)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概论(12656)

中国文化概论(00321)

汉语精读（二）(00570)

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选(06765)

汉语阅读(08050)

本科 新疆大学
汉语言

(050127)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03709）

现代汉语(00535)

中国文学(06784)

阅读与写作专论（07831）

汉语应用写作（08041）

汉语精读（三）(00571)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03708）

汉语精读（四）(00572)

第二语言学习(07855)

语言学概论(00541)

中国古代文学基础（11248）



汉语言专业计划课程教材用书目录

序号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教材用书名称 主编 出版社 版次

1 03706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本书编写组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8 年版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自学考试学习读本 刘瑞复、左鹏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8 年版

2 12656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体系概论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本书编写组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8 年版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自学考试学习读本
孙蚌珠、冯雅新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8 年版

3 00321 中国文化概论 中国文化概论 王宁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5 年版

4 00569 汉语精读（一） 职通汉语综合 2 杨寄洲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2016 年版

5 00570 汉语精读（二） 职通汉语综合 3 杨寄洲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2017 年版

6 00573 汉语语法 实用汉语语法 方玉清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

7 00820 汉字学概论 汉语普通话语音辨正 李明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

8 04370 翻译理论与实践 现代汉语 齐沪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 年版

9 06462 汉语写作 发展汉语（第 2版）中级写作（Ⅰ） 蔡永强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2012 年版

10 06765 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选 文学名著精品赏析-中国现代文学卷 方长安、曾凡解 中南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

11 08050 汉语阅读 职通汉语阅读 2 张丽娜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2016 年版

12 08039 汉语口语(一) 汉语听说教程（上） 赵菁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2012 年版



13 08040 汉语听力(一) 汉语听说教程（上） 赵菁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2012 年版

14 03708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本书编写组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8 年版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自学考试学习读本 李捷、王顺生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8 年版

15 03709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本书编写组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8 年版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自学考试学习读本 卫新华、赵家祥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8 年版

16 00535 现代汉语 现代汉语 齐沪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 年版

17 00541 语言学概论 语言学概论 沈阳、贺阳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5 年版

18 00571 汉语精读（三） 职通汉语综合 4 杨寄洲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2017 年版

19 00572 汉语精读（四） 职通汉语综合 5 杨寄洲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2015 年版

20 11248 中国古代文学基础 汉语古文读本（第二版） 王硕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

21 06784 中国文学 国学概论 黄高才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4 年版

22 07831 阅读与写作专论 职通汉语阅读 4 张丽娜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2017 年版

23 07855 第二语言学习 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简论 刘珣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

24 08041 汉语应用写作 高级汉语写作教程 苗东霞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2015 年版

25 08048 汉语口语(二) 汉语听说教程（下） 赵菁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2012 年版

26 08049 汉语听力(二) 汉语听说教程（下） 赵菁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2012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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