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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从微博内容的鲜活和丰富性出发，延伸探讨个人化中文

教学模式。笔者以文字微博、图片微博、名人微访谈与视频微博这 4

类具有提升学生阅读、口头表达与书面交际能力功能的新浪微博语体 

(Weibo 4G, G即 Genres) 作为语料，提出反向设计课程内容，指出以

学生兴趣专业背景提供语料、桥接新旧知识、举例阐述范例演示这 3

种不同支架教学方法，并强调其对于微博教学的重要性。 

 

Abstract: This paper will focus on the discussion of the personalized 

Chinese teaching of using authentic materials from SinaWeibo, a major 

micro-blogging site in China. Examples of four genres from Weibo, 

including text, picture, interview and video will be discussed. The paper 

will further suggest the concept of backward design of teaching tasks and 

address the importance of scaffolding strategies in teaching Chinese 

Weib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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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多媒体在语言教学中的价值已越来越受关注和应用。Mayer &  

Moreno (2009) 阐述了多媒体科技对于培养学生学习技能的意义。新媒体联盟 (New 

Media Consortium 2005) 也指出了多媒体教学能通过图片、声音、文字不同形式的

素材展现“多模态 (multi-modal)”形式，让学生通过不同渠道接受知识信息 (p.8)。

Croxall (2011) 在报告中总结了社交媒体 (social media) 对于课堂教学的五项益处，

重点阐述社交媒体能有效增进师生课内外沟通交流，并能拓展学生的视野、更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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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社会生活。作为中国地区主流社会媒体之一，新浪微博 (文中简称“微博”(融合

了美国 Twitter和 Facebook的特征，占据了中国微博活动总量的 87%，是中国访问

量最大的网站之一 (Wikipedia, 2012)。据中国新闻网报道，2011年由两岸媒体主办

的“2011 海峡两岸年度汉字评选”中，“微”字以 40 多万票当选年度汉字。由此可

见，以微博为代表的“微”势力在中国社会已形成了庞大的社会影响力。 

在微博试教的过程中，笔者针对每个学生不同兴趣挑选个人化微博素材，并通

过组织转发、评论等活动进行课堂互动。学生对微博上与自己兴趣相关的内容深感

兴趣、反响颇佳。但依学生的反馈来看，不是每一位学生都熟悉微博的环境及微博

上出现的常用词汇表达，比如“转发”“评论”等字眼。在本文中，笔者将首先概述适

用于微博教学的教学法，然后根据反向设计理念，举例阐述探讨以支架教学为基础

的具体教学方法建议。 

2. 理论简述 

对于中文学习者来说，要熟悉微博的中文语境、熟用微博的各种语言功能，是

颇具挑战性的。若缺乏合理教学法的设计安排，学生极有可能被众多的信息量所困

惑，最终导致动机大大减弱。Bruner & Sherwood (1975) 最早提出建筑行业中使用

的“脚手架”(Scaffolding) 在教育中的比喻。Vygotsky (1978) 拓展了这一比喻，进一

步指出，该脚手架的支架作用应按照学生能力的“近侧发展区” (Zone of Proximate 

Development) 来建立。所谓“近侧发展区”是指介于学者自己实力所能达到的水准，

以及经过他人给予协助之后所能达到之水准，两者之问的差距  (Vygotsky, 1978, 

p.86)。Vygostsky 所主张的“支架教学”建立“近侧发展区”，其实质是利用老师合理

教学手段，在学生的学习过程中充当“脚手架”的作用，从而能提升学生的能力范

围，使学生能完成在其自身能力水平之上的任务。Vygostsky (1978) 因此认为优质

的教学应发生在学生能力发展之前。  

基于 Vygostsky 的观点，Gibboons (2002) 进一步拓展了“支架教学”的教学理

念。他认为，从社会学角度理解，教与学已将这两方面结合成一体：在教学过程

中，老师和学生形成合作参与任务完成的关系，而非一方传授、一方被动接受 

(p.9-10)。老师应该始终保持高要求，但前提是为学生做好足够的前置铺垫。让学

生在有辅助资源与工具的前提下完成高一级别的任务。Gibbons (2002) 指出，学习

者应积极参与到真实与认知挑战性强的任务中。外界对于学习者的支持–通常指的

是是成功的关键。她因此强调，一个支持第二语言习得的与研究项目必须为学生提

供不同互动形式的学习内容  (p. 17)。一些知名学者对于第二语言习得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的研究 (如 Ellis 1994; Swain 1995; van Lier 1996) 也得出了相

符的结论，认为”interaction”(互动) 是语言发展的重要因素。 

Chaiklin (2003) 指出了“近侧发展区”在教学实践中的普适性，能力较弱者在与

能力较强者的互动下，提升自己的能力水平，以至于其在以后能够独立完成类似任

务(p.41)。其实，中文老师使用微博教学就是利用支架教学帮助学生建立近侧发展

区，让他们的语言水平能够在互动的过程中得到提高。为了达到此目标，老师需组



黄韫之                                                  支架式反向教学设计：以微博为例 

Journal of Technology and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3(1), 45-55. ISSN: 1949-260X                      47 

 

织适合学生目前之能力的学习活动，提供学生能力所能了解的引导或教导，并且给

予学生尝试活动的机会。 

对于支架教学的具体实践，Gibbons (2002) 指出要“以未来为目标  (future 

oriented) ”，强调了老师在课堂中以“支架”辅佐学生，从而使他们在课外具有独立

完成任务的能力的重要性。这提醒了我们在设计教学内容时设定“目标”的重要性。

美国政府于 1996 年制定的《外语学习标准：为 21 世纪做准备》(Standards for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 in the 21st Century)，凸显了培养具有实际沟通能力的外

语人才的理念，以满足政治、经济、文化和国际交往的需要。这一理念浓缩成如今

在外语教学中广为熟知的“5C 标准”：Culture (文化认知)、Connections (融会贯

通)、Comparisons (多元比较)、Communities (社区实用)，Communication (信息沟

通）。其中，笔者认为“Connection”至关重要，因为它强调的是培养学生通过外语

学习加强并扩展其他学科的知识，以及让学生利用外语和目的文化知识获取信息并

认知不同的特点  (Standards for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 in the 21st Century, 

2006)。在大学里，许多选修高年级中文课的学生都希望中文能对他们将来求职、

就职有帮助。但由于每个学生的专业方向和兴趣爱好都不尽相同，如果老师仅限于

一本教科书就可能无法满足一些学生的知识需求，因此也可能会让这些学生的学生

动机受到影响。在微博中，有丰富的鲜活语料和不同形式的互动方式可以与不同教

学目的结合。老师所选素材可与学生专业背景相接。若老师能将语言学习与学生的

专业知识和兴趣发展相连，并利用反向设计理念使用微博，那么就能鼓动起学生的

内在动机 (intrinsic motivation)，激发起更高的学习热情，让学生主动在课外自主使

用微博寻求相关信息和沟通。戴金惠教授曾多次强调支架式教学法(scaffolding)在

微博教学实践中的重要性，指出要让微博成为一个持续有效的教学工具，支架式教

学必不可少 (personal communication, December 11, 2011)。由此启发，笔者将在下

文探讨如何利用支架教学理念,对不同语体的微博素材进行教学设计 

 

3. 教学设计与分析 

以下笔者所设计的教学内容所针对的对象为在美国大学选修 300-400（中高

级）中文课程的学生。选修该课程的学生主修的是与国际事务相关的专业，都具有

一定的专业知识背景，有着密切的关注和研究，也因此对国际时事要闻会颇感兴

趣。针对最近受到国际广泛关注的叙利亚问题，笔者选择了“叙利亚局势”作为教学

内容。鉴于 300-400级的学生通常与专业领域挂钩的阅读、写作、表达能力有所欠

缺，笔者将提升学生的专业语言能力弱项作为教学总目标，基于反向设计的理念，

设计循序渐进的四个分目标（见图表 1），利用微博不同语体特征的支架式教学程

序及评测方式来最终达成总目标。所需教时可按客观课程设置与学生水平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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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以下笔者所示任务步骤根据各分目标而设计，由步骤四向步骤一倒推的顺序来

说明“反向设计”教学设计理念。 

步骤四：拓展讨论 

此阶段的目标是让学生能够利用专业词汇和语法对各国立场发表自己的意见与

观点。教学重点是帮助学生完成用母语表达到用中文表达的转换，即让学生能把他

们母语能表达的内容能够用中文表达出来。老师可筛选一些更能激发学生观点见解

的微博。例如，图 2.1中的地图用隐喻的方式来标注每个国家的名字。这可以作为

激发学生对“阿拉伯之春”的各相关国家立场的讨论。对于“乌托邦”、“调停人”、

“一群机器人”的隐喻涵义是否认同，为什么（不）认同。学生在在阐述见解的过程

中，或多或少地想要表达对此地图的观点与想法。老师可以借助这个机会帮助他们

通过这个互相启发的形式来加强他们的口头表述能力。 

要完成此项任务，学生需具备对例如“阿拉伯之春”这样与叙利亚局势相关的背

景信息的中文词汇、隐喻手法的理解。这也就是前一步骤中老师需完成的前置准

备。否则，此步骤将如“海市蜃楼”般无法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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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步骤三：微访谈节选解析 

要让学生熟悉专业词汇与隐喻表达，老师可充分利用微博上的真实语料。新浪

微博经常会邀请各界名人对某个热议话题进行实时文字访谈。通常每个微访谈都会

有众多网友参加。由于前两个教学步骤为学生奠定一些背景知识和语言能力（稍后

会谈及），老师可以让学生接触互动性更强的语体–“微访谈”。图 2.2 是介绍国际

问题专家马晓霖做客微博谈叙利亚局势的官方页面。图 2.3 所示的访谈节选的简短

问答互动便可以作为教学内容。 

在活动设计上，仍然可以采用分组活动”jigsaw activity”形式，让每一个小组负

责阅读一个问答互动，在整理出词汇语法的同时，讨论出受访者的观点和立场。老

师可以让学生自己揣摩一些隐喻手法的表达，例如“侏儒时代”的“侏儒”具体为何

意。通过这样循序渐进的教学步骤，学生便可以在扩充词汇量，获取专业权威的见

解的同时，熟悉中文里在国际事务中常用的一些专业术语和隐喻，这对学生将来在

相关领域内的中文技能运用会有很大的帮助。老师其后还可以根据访谈内容组织学

生对于专家观点的讨论，有助于他们的辩思(critical thinking)的技能，进一步使自

己的语言表述能力在专业技能的带动下得以提高。 

除了继续从不同角度让学生看到中国舆论对于“叙利亚局势”的看法观点之外，

对于学生来说，“微访谈”是一个接触新颖语体的机会。透过这一语体，可以看到中

国人在书面沟通礼节方面鲜活的语用例子，如“请教”、“老师”、“您”的运用。这对

学生在日后实际语用实践也会很有帮助。 

有这些活动内容为基础，学生便可步骤四中的任务做好准备。但如上文所说，

要确保学生能够理解访谈内容以及流畅地用文字进行访谈互动，需能理解中国舆论

对于叙利亚局势的报道内容，这便成为了前一步骤的教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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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来自 http://talk.weibo.com/ft/201202013710 

葉-德銘：向@博联社马晓霖提问：至去年开始的阿拉伯之春“颜色革命”，中东阿拉伯

地区多国发生颠覆执政政权革命，请教马老师：进入 21世纪，您认为中东及阿拉伯地

区的领导人哪个领导能力最强？ 

2月 1日 15:21来自微访谈 - 国际问题专家马晓霖... 

转发(4)|收藏|评论(3) 

博联社马晓霖 ：阿拉伯世界已经告别强人时代，进入侏儒时代，这是进步，但是，侏

儒们能否干出大事，有待时间考验。 

图 2.3 来自 http://www.weibo.com/jx/list.php?class=4 

步骤二：解读各国立场 

此环节的目标是让学生接触中国的舆论对于叙利亚局势的关注角度和报道内

容。 图 2.3中的截图是“动画解读”的互动性页面。用户可以通过移动鼠标，点看每

个国家在叙利亚局势的立场解读。老师仍可把学生按照页面中提到的国家分组进行

解析活动（jigsaw activity）、回馈报告，最后视情况组织跨组讨论、角色扮演等任

务。 

作为这一环节的总结和下一教学步骤的预热，老师可以通过提问的方式鼓励学

生表达对各国立场的看法。这样，学生在巩固相关词汇与表述的基础上，也能建立

专业知识与中文表达的衔接，为他们在接下来的学习任务奠定基础。 

虽然一整段的文字分析对于某些学生的阅读水平会有挑战，但是学生对于叙利

亚局势和国际关系相关知识的熟悉程度可以为理解这些中文微博奠定了基础。但之

前一个环节中对关键词汇的熟知与掌握必不可少。前一步骤的“支架”搭建将可让学

生把小组活动的内容与新知识自然地衔接起来。 

http://weibo.com/u/1149801185
http://weibo.com/n/%E5%8D%9A%E8%81%94%E7%A4%BE%E9%A9%AC%E6%99%93%E9%9C%96
http://weibo.com/1149801185/y3tpPvI0A
http://talk.weibo.com/ft/201201313710
javascript:void(0);
javascript:void(0);
javascript:void(0);
http://weibo.com/1676160070
http://weibo.com/1676160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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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来自 http://mil.news.sina.com.cn/nz/xlyjsggsdsy/index.shtml 

步骤一：热身 - 背景知识介绍 

任务目标：让学生掌握与“叙利亚局势”相关的基本词汇 

此步骤为所有教学任务之首，也是所有后续环节的基础。多数学生在此阶段对

微博很陌生，对于叙利亚局势的中文表达能力较弱，因此老师可以从微博上通过关

注“新浪军事”这一类官方微博用户入手，来获得一些关于叙利亚局势的权威的文字

微博语料。例如，步骤二中的动画微博是通过一则关于叙利亚局势的简短介绍连接

所得的。老师可以利用这条文字微博设计步骤一种的任务，以“热身活动”让学生认

知相关词汇，帮助学生熟记每个国家的名字，并理解“敌”和“友”在国际关系中的隐

喻概念。在任务完成后通过连接完成任务与任务之间的衔接，这样学生也能较容易

地适应学习内容的转换和进阶。 

 
 

图 2.5 

在上述的四个步骤中，老师在四个步骤的教学过程中，无形地起着“提供范例

演示”的支架教学方法。在点击转发、评论微博用户的某个连接，或是输入关键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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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索话题的时候，学生在潜意识里对微博的界面和功能会慢慢熟悉。这样，当老师

在进一步的教学活动中加入学生切身体验微博互动的时候，学生就会比较自然地融

入微博的氛围中。 

4. 教学结果评测 

以上所述的每一环节都是支架式教学的必要支架结构，老师在循序渐进的教学

设计下，由点到面，一步一步有目的地带领学生向更成熟的语言技能迈进。随着学

生所学词汇、结构的增加，他们便能与自己的专业知识挂起钩来，从而积累自己的

语言能力。因此，老师在每推进至下一步之前，必须确认前一环节中学生的接受程

度。否则，“脚手架”无法牢固地建立，教学总目标也无法有效达成。 

检测每一环节中学生的表现，老师未必通过传统考试形式的评测学生的学习成

效，因为这样可能会影响到学生的积极性和流畅性。笔者建议：在检测每一个分目

标是否达成时。可将学习成效检测以非正式的方式融入每下一步骤的开始。例如，

老师可以提问的方式让同学回顾上一环节中所学的内容，而后可根据学生反映来判

断学生是否牢固地掌握所学词汇、句型。而在四个分目标程序都已完成，即步骤四

“拓展讨论”之后，老师则可通过班内辩论或讨论检测学生的口头表达能力是否有所

提升；并利用微博“转发”、“评论”的功能，或在微博平台上诸如微访谈互动活动来

评判学生是否能独立顺畅地进行书面表达与沟通。 

5. 教学启示 

上述的教学内容设想仅仅是基于一个主题和学生对象而阐述的一个范例。笔者

希望能继续发掘更多有教学价值的微博语体并与支架教学理念挂钩。根据不同的学

生对象和课程主题，老师都可以在微博上选取不同类型题材。即使微博要成为主要

教材还为时尚早，但老师可以讲一些有趣的微博拿来作为课前五分钟的“轻松一

刻”，让学生在享受趣味的同时，也能获得语言知识。 

例如，在以中国文化为核心内容的课程中，我们可以参考图 3.1，这一微博形

象地诠释了中国“吃”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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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来自 http://weibo.com/1945530092/xAqiexjue?type=repost 

如果学生对象是中学生，微博中的一些励志语录(参见图 3.2; 3.3)还可以成为很

好的人生启迪教学素材。 
 

 
图 3.2 来自 http://www.weibo.com/jingcaiyulu 

 

 

图 3.3 

来自 http://www.weibo.com/u/1675718025?page=2&pre_page=1&end_id=3423857950331562 

 

如果学生对象是小学生，老师则可以选择一些趣味的卡通、动画、视频为主的

素材，例如图 3.4是一则带有关麦兜歌曲视频的微博。老师可以通过学习歌词、看

图说话等教学内容寓教于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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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来自
http://s.weibo.com/weibo/%25E9%25BA%25A6%25E5%2585%259C&hasvideo=1&rd=ODg1M 

4. 结语 

微博为学生提供了不同语体的中文学习机会。使用微博教学从某种程度上突破

传统的词汇-语法-课文内容的形式。值得注意的是，微博上的素材太多太杂，如果

不做好足够的引导工作，学生可能会被庞大的信息量所迷惑，因无从下手而受到自

信心打击。正因如此，在微博教学过程中，支架式教学至关重要。而反向设计的理

念，让老师更有目的性地依据教学目标设计每一步的任务。老师可在微博里挖掘并

利用丰富的语体，将其与教学目标挂钩，通过支架教学的方法进行反向课程设计，

确保通过每一个小步骤引导学生达成独立运用二语完成任务的能力。 

此外，笔者认为，有效的支架教学离不开老师对于学生的了解。因此，老师须

在教学的开始对学生的学习习惯、业余爱好、专业学科、职业规划等方面信息做一

个全面的了解，这样才能在为学生设计真实语料时更精准有效地选材、设计任务。

在开始阶段，老师可以提供范例等支架教学帮助学生以提高语言技能为主。即使语

言内容本身对于学生来说具有挑战，但在这样支架式的基础之上，就可以更容易桥

接学生的新旧知识，进一步发展学生的语言能力。在学生熟悉了微博的界面功能之

后，然后便可把学生纳入使用微博进行互动的教学内容，并可适当布置课后互动活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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