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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现代技术的发展使外语教学进入了升级换代的新时期。随着

高校教学管理平台的强化，网络辅助式下的各种教学模式迅速发展。

因此 L2 中文教学界也需要做出相应的调整，探索新的网络多媒体教

学模式、以及混合式、网授式的教学模式。本文讨论现阶段网络环境

下的教学方式和技术的更新，课程网络化的趋势及其对中文教学的影

响。作者提出优化中文教学的设想：整合网络教学资源及针对中文教

学难点的工具，并将相应的工具和技术支援合理地、有系统性地纳入

教学程序，以促进各种网络环境下的中文教学。 

 

Abstract: Rapid technology advances have brought about a new 

generation of web-facilitated foreign language instruction. Given the 

increasing popularity of blended instructional models due to enhanced 

CMS support in higher education, the L2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field 

needs to update itself. The field must seek effective multimedia pedagogy 

and approaches to blended and online courses as well as instructional 

modalities. This article discusses current practices of language instruction 

and technology upgrades, and the impact of these trends in online 

education of the L2 Chinese language.  The author proposes that tools be 

developed to support Chinese language-specific needs and that these tools 

be pedagogically and systematically built into the instructional structure to 

optimize online learning environments for Chinese language learn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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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教学平台及课程管理系统（Course management 

system，CMS 或 Learning management system，LMS） 在最近几年来更新的速度也

随之加快，为师生提供更便捷的教学管理以及多种常用数码工具。在 CMS/LMS 强

有力的支援下，大学课程的授课结构与方式逐渐向网络化方向转型。单纯的以教师

为中心的课堂面授教学方式正在逐渐让位于更便捷灵活的各种技术强化的模式，如

网络辅助型（Web-facilitated），综合型 /混合型（ blended/hybrid），网授型

（online）、甚至慕课型（MOOCs）。不言而喻， 教育技术的发展也对外语教学

方式产生极大的影响，促使外语教学界进入了教学和教材升级换代的新时期，教学

方式也须随之做出相应的调整和改变。这无疑给我们的 L2 中文教学（以下简称

“中文教学”）带来新的思考和挑战：现阶段以及今后数年中，教育技术会在何种程

度上影响中文课程的结构和教学方式？中文教学应如何面对结构上的改变做出相应

的调整？师生的角色以及教学活动方式会与以往有何不同？从网络化+移动化的发

展趋势上看，今后中文教学的研发更应着重于解决哪些问题？   

 

 本文旨在通过对现阶段的美国外语教学方式的介绍以及对大学课程发展趋势

的分析，探讨网络技术支持下的教学模式变化及其合理性与可行性；并针对中文语

言教学提出设想：适应新教学结构、系统性地建设优化的中文教学模式。  

 

 

2.   外语教材及其教学环境的升级换代 

    

 从美国近年来的外语教学变化上可以看出网络技术的支持力度和外语教学模

式的发展趋势。 大约 2007 年左右，美国主要教育出版公司的外语教材就已经开始

进入升级换代时期: 将课本网络化并辅之以各种线上练习活动和教学管理。到目前

为止，网络辅助技术已经基本上成熟稳定，可以全方位或多方位支持线上教学活动。

较为突出的变化总结如下： 

 

1. 网络技术将教材、教学活动、教学管理三位集于一体  

2. 传统的纸本教材已可退居二线，甚至可被网络版电子课本（e-book）取代  

3. 教学内容不再只限于文字、图像、讲解、练习，而更多地融入多媒体视听材

料、及其他大众化的网络资源  

4. 作业完成及提交作业方式多为线上完成、提交；常规练习通常提供自动答案 

5. 网络辅助的线上同步及异步活动增加，其中也包括利用语音工具的同步或异

步活动、及合作式、自主式、自助式的学练方式  

6. 教材的网上教学管理系统及教学平台（LMS） 提供多方面的技术支持和教

学管理，包括作业日历、学生作业记录、作业完成情况报告及资料储存，提

取等； 

7. 教师也可在网上检查作业时直接用文字或语音提供评语  

8. 网络教材的教学平台可直接导入大众化的网络工具，如博客、播客、You-

Tube, Google Earth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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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教材网络版及其教学平台一瞥 

 

 外语教材的网络化现状可从教材的网络教学平台中略见一斑，如《中文听说

读写》第三版（Liu & Yao, 2009）的网络练习册和相继出版的电子课本，《中文天

地》第二版（Wu et al, 2010) 所使用的 My Chinese Lab，和《你我他》(Zhang, 2014)

使用的 iLrn Center。 虽然这几个教材平台略有不同，但大致都包括一些常规元素。

一般来说，目前的网络化的教材都由三个主要部分组成：电子课本、练习活动区、

教学管理系统；这三个部分相对独立（可能各有自己的导航菜单）而又相互联通，

可使用户在平台内来回自由走动（图 1）。从表 1 中可以看到这三个系统中的一些

主要功能和技术特点 。 

 

 
图 1： 教材平台的三个主要组成部分 

 
表 1：教材平台三个组成部分的主要功能特点 

线上功能及活动 

Online Features 

技术特点 

Key Technology Functionalities 

 

电子课本 

eBook  

页面与纸质课本基本相同，但在页边（如顶端及底部）加入各种互

动功能，包括页码标记（bookmarks），重点标亮（highlights）等; 

多媒体功能：音频视频材料可在当页点击播放，如词汇表单词点击

发音、视频短片点击播放，有声词卡点击操作，视频辅导也嵌入电

子课本相关页面，点击播放  

练习活动区 

  Activities 

各项练习可从电子课本上页面点击进入动手操作练习页面： 如填

空、选择答案、 听力、阅读、写作等；很多练习均可在提交后随即

提供答案、提示或其他自动反馈   

教学管理系统 

 LMS 

提供注册学生名册、成绩册、作业布置、作业完成情况通告栏；教

师资源区、导学资源（视频辅导或 PPT 视频配音短片，或当页帮助

提示等）   

 

 

  

电子课本 

eBook 

教学管理系统 

LMS 

练习活动区 

Activ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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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网络平台特点示例  

 

1）电子课本  

 

 网络电子课本是教材升级换代的一个显著特征，突出了数码技术的优势，即

互动性、便捷性、及多媒体功能。音频与视频在当前页面即可点击播放，章节内容

可任意跳跃查找。此外，电子书便捷的浏览、标示功能也都可在页面上触手可及，

如页码标记（bookmarks）,  重点标亮（highlights），个人笔记（notes）等。图 2

为目前网络版电子课本上常见的一些互动功能特点。 

 

 

 
图 2: 电子课本页面互动功能示例 

(经允许局部屏幕截图选自《你我他》Cengage Learning—iLrn Center 课程网页) 

 

 有的教材也推出了用于移动工具的电子版，如《中文听说读写》强化电子版

（Liu & Yao, 2013)，保持了电子书的版面，同时在课文部分嵌入了音频，也具有

电子书一些基本的浏览功能，如跳页、笔记、标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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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平板电脑电子课本示例 

（选自《中文听说读写》第三版强化电子书，Cheng and Tsui Company, retrieved from  

https://itunes.apple.com/us/book/integrated-chinese-level-1/id616435590?mt=11) 

 

2）   练习活动区  

 

 网络平台的练习活动区包括常规词句、语法、听读等练习，而且通常可以从

电子课本页面上点击进入动手操作页面。下面的两个例子为利用语音工具（如 

voice boards) 做课外口语练习，学生可以直接录音并提交；教师可在听完录音后，

直接在平台上用语音点评，反馈给学生。 
 

 
图 4:  线上口语练习示例 

（选自《中文天地》Pearson --My Chinese Lab Demo, retrived from 

http://www.pearsonhighered.com/showcase/chineselink2e/media.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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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平台上的语音工具通常不仅可供一人单独做异步语音练习活动（图 3），

也可供多人异地同步对讲、并直接提交线上录音（图 4）。 以下示例为看图说话对

练活动，可作为课外练习，或将录音作为阶段评估。  

 

 

 

学生从电子课本上

找到所需完成的问

答练习，点击后即

跳 出 互 动 练 习 页

面。 

 

1. 点击系统提供的

链接和学生名单找

对练伙伴。 

 

2. 按照练习要求和

图片提示进行会话

练习，同时录音。 

 

3. 录音记录都自动

显示在下端，包括

顺序和时长，学生

可选择提交。 

图 5： 线上看图会话同步对练示例 

(经允许局部屏幕截图选自《你我他》Cengage Learning—iLrn Center 课程网页) 

   

3） 线上教学管理系统 

 

 网络的优势在于它不仅可为学生营造教室以外的学习环境，而且还能提供更

多便捷的教学管理和资源,  支持学生的线上学练活动。图5显示教学平台首页上的

通告栏（局部），提示学生作业完成情况。  

 

 

LMS 教学管理系统

在平台首页显示学

生作业完成报告

栏； 

 

将鼠标移动于每个

条目之上即显示学

生名字。 

图6： 学生作业完成情况通告栏示例  

  (经允许局部屏幕截图选自 Cengage Learning—iLrn Center 课程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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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服务还包括提供教学辅助， 特别是西班牙语、法语等大语种通常备有比

较详尽的导学资料和答疑，可在当前页面就弹出“是否需要指点”的解答提示，如

下图（图6）所示的其他语种为特定练习所提供的自动帮助。 

 

 
 

图 7:  当页解答提示示例 

（选自 Pearson --MyLanguageLabs Features, retrived from 

http://www.pearsonmylabandmastering.com/northamerica/mylanguagelabs/) 

 

 此外，其他语种的教材平台也常配有语法讲解的视频辅导。下图为一西班牙

语电子课本语法讲解页面，嵌入了两段视频：一段是由老师介绍语法概念，另一段

是利用PPT来演示例句 。  

 

 

 

点击右边页面

上的视频标记

便弹出视频播

放窗口； 

 

点击箭头标记

处弹出语法讲

解 PPT （见

下图）。  

图 8a:  线上视频辅导语法讲解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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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法讲解 PPT

详细演示例

句，并伴随配

音解说。 

 

学生从下端可

下载文字、音

频或视频。 

图 8b: 线上视频辅导示例 

（局部屏幕截图选自 Hola Amigos, Cengage Learning—iLrn Center） 

  

 其他语种的教材平台还提供其他丰富教学体验的教学资源，如导入/链接常用

的大众化工具及网络资源 Podcasts, Google Earth 等，作为强化练习或补充。 

 

 
图 9: 导入其他资源和工具示例  

（局部屏幕截图选自 Horizons, Cengage Learning—iLrn Center） 

 

 

3.  探索网络技术优化的教学方式  

  

    技术的升级与教学环境的改变使得过去难以实现的教学方式成为现实和可能，

扩大了教学方式和教材设计的空间和思路，使语言教学向多媒体、多元化、多样化

方向发展。从多媒体运用、翻转式课堂、群组式学习、混合式和网授式学习趋势上

可以看出网络技术给外语学习带来新的机会和挑战。可以说，外语教学不仅是教授

语言技能，也是培养学生逐步适应未来各种网络环境下工作和交际需要的技能。 

可以预测，在今后数年中，纸质课本会逐渐被淘汰，而语言教材即会更着重研发数

码环境下（网络＋移动兼容）的电子课本及其配套资源。以此发展态势分析，中文

低年级的教学模式研发不是只将纸质课本移到网上、升级为电子课本，而更应该将

中文语言教学所需的技术支援和必备资源融入教学规划和设计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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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视频运用 

 

 视频教学在外语教学上的诸多优势已为 L2 学界所承认， 但如何合理有效地运

用却尚待进一步探索。传统的外语教学方式由于受教室和网络技术条件限制，视频

的利用率往往较低，因而不常作为教学内容的主要传授方式，而常作为在文字为主

的纸本教材之外“锦上添花”的补充或辅助材料。近年来不仅课堂设备和网络技术条

件大大提升，而且更重要的是视频已经普及到人们生活、工作、学习、娱乐的各个

层面，自然也成为外语教材里的元素。视频材料的丰富来源也给外语教学更多的教

学选择空间，可以用于不同活动，如视频教学用途可分为三大类，前期导入，内容

主体，和教学活动导体，并可再分出 10 类不同活动，以练习不同技能（张霓，

2013）。对于低年级中文学习者来说，视频教学不仅可提供听力练习和接触文化的

机会，而且对发音和声调的培养都有积极促进作用。另外，语感的获得需要相当量

的目标语的输入，而中文教学中却常因汉字阅读障碍使得学习者在语言输入量上受

到极大限制。视频的利用恰好可以减轻阅读负担，从而补充语言输入。总之，无论

是从中文教学特点着眼还是出于未来多媒体环境需要的考虑，中文教学环节中都不

应只将视频作为次要的补充材料，而应让其占有更显要的位置。这就需要教材研发

者们广开思路，将视频作为重要元素而合理有效地融入到教程环节之中。郑艳群

（2014）指出：“ 能否充分发挥多媒体教学的优势，并不在于是否使用多媒体技术，  

关键在于加强多媒体汉语教学的教学设计，这样才能提高其有效性和高效性。”

（第 59 页）。 

 

    以初级中文教材为例。有的教材已尝试采用直接用视频呈现主课内容的方式，

如 《汉语和中国文化》（Encounters) (Ning & Montanaro, 2012)大量地利用了视频。

《你我他》（Zhang, 2014）教程中也在必要的词语句式准备之后直接导入一段视

频故事。学生除了需要了解内容以外，也需要回答问题，因此仅看懂内容还不够，

需要在课下再次视听并做问题听答，以此达到多次输入、多次练习的效果。 值得

注意的是，仅仅提供视听材料还不足以保证收效，还需要进一步探讨究竟以何步骤

和方式呈现/重复视频内容能达到最佳输入效果，即所输入的内容和形式引起学生

的注意（noticing）进而促进语言的习得   (Schmidt, 1995)。学生自己在课前视听与

在课上视听有何差别？若以速度放慢的音频听力加以辅助，是否收效更好？若加上

音频选择，应先听再看，还是先看再听？中文字幕和英文字幕是助力还是阻力？这

些细节都有待进一步尝试研究，以找出最优教学方案。 

 

 除呈现教学内容以外， 视频可以用于线上教学辅导，如语法讲解（如前面其

他语种的图例所示）或文化讲解（如中文教材 Encounters) 。 由于学生可针对自己

的难点选择性地播放，这就使自助式的学习也更个人化、更有效率， 正是电脑辅

助学习的优势所在（张霓，2011）。 

 

3.2 翻转式课堂 

 

 “翻转课堂” （the flipped classroom） 教学模式是建构式教学法所大力提倡的

教学模式，近年来不仅在美国乃至全世界教育领域里都被广为采用，被证明为当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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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环境下最合理、有效的授课方式；此模式对学习者思辨能力和动手操作技能的

培养也有极大帮助（Johnson et al, 2014）。 简单来说，翻转课堂旨在营造‘学习者

为中心’的学习环境，利用网络技术和多媒体，把低层认知活动（ lower-order 

activities ） ，即较为单纯的听课、记忆、阅读等活动安排在课下自习, 而高层认知

活动（higher-order activities），如讨论、分析、创作则放在有教师指导、同学互动

的课上进行。所谓低层和高层的划分源于教育目标分类 （Bloom’s Taxonomy 1956, 

2001），指的是思维认知的深浅及复杂程度。低层认知包括记忆、理解、应用，而

高层涉及分析、判断、创作。事实上，越往高层次发展，思维能力和认知层面更应

拓宽 。 

  

 翻转课堂的倡导者 Bergmann（2013）指出，此模式目的在于增强师生互动及

个性化教学，让学生自己承担起学习责任，老师在旁指导（“guide on the side”），

而不在前主导（“not the sage on stage”），同时使讲授与建构知识相结合。显然，

高层活动不是单一、孤立发展的，不仅需要更多时间，而且更需要老师的指导、师

生之间的互动、以及同学之间的合作与交流。因此，把难度高的活动放在课上进行

更合理。而课下学生自助式学习也可借助线上同步和异步活动、以及多种媒体，如

视频、音频、博客、播客、维基、搜索工具等提供辅助，使之行之有效。  

 

3.2.1 利用现代技术辅助自助式学习 

  

 中文作为一种声调语言，加强听说的训练对学习者极为重要。然而课上提供

的练习机会十分有限，老师也很难同时照顾到所有学生。而利用教学平台提供的语

音会话板可提供线上口语练习的机会。这样通过电脑辅助的交流方式（CMC) 把课

堂练习延伸到课外，可弥补课堂的不足。另外，我们可将原来在课上进行的词句操

练、语法练习、初步听读练习等活动换到课下，从而匀出更宝贵的课堂时间来进行

更多的师生、生生互动交流的活动。 

 

 有报告显示，中文网络课程的学生在口语和汉字认读方面取得与教室面授一

致或更好的效果（程朝晖，2011）。利用异步和同步的 voice board 会话工具在课

外进行一人或多人的说话练习也有助于提高学习者的中文流利度和准确性（Guo & 

Guo, 2013）。笔者（张霓，2011）在初级班的初步尝试也表明，用电脑/网络多媒

体辅助下的自助式学习在听说操练和基础语法方面的效果对程度中等和较差的学生

来说反而更有效，从延后的作文和问答式的输出测试上看, 程度中、低者对新学的

语法难点句型的掌握明显提高。除了多媒体的强化效果外，另一个主要原因是学生

在自助式的学习过程中针对自己的弱项有选择地重复了某些练习。此外，课上练习

也常会因学生的能力、性格、情绪、焦虑等因素而达不到预期的效果。这些例子表

明翻转课堂用于中文教学有其合理性和可行性。  

 

3.2.2 如何使翻转式教学行之有效   

 

 陳姮良（2014）的翻转实践获得良好收效。其步骤为：学习者先在课前观看

老师专门录制的教学影片（生词、句型等），并利用教师发给的学习单进行各项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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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准备，然后在课上即可进行预期的进阶语言教学活动、讨论、应用等。经过这样

的流程，学习者在学习中文的同时也学到了学习策略。显然，学习者是否能在课前

承担起学习责任是翻转课堂是否成功的关键，而掌握自助式学习的方法策略也应该

成为教学目标之一。这就要求学生有学习自主性的意识和高度自律性，确保完成课

前任务，才能有效地进行课上的更高层次的活动。此外，也应根据学练内容以及学

生程度来决定是否采用翻转式以及何种活动方式，教师需要预先细致规划课前与课

上的步骤。例如，高年级的学生进行课上的话题讨论分析、课堂报告等活动比较有

效，而低年级用同样的方式未必可行。而且，对初级学习者来说，即使课前有准备，

课上的任务也需要有组织、有计划、按步骤地进行，否则有可能事倍功半，收效甚

微。比如，有的课上交际任务活动看似热闹，老师也退居二线在旁“指导”，但其效

果反而不如老师站在台前“主导”的单纯操练问答活动。因此，在选择翻转教学方式

时，我们不仅需要考虑其可行性，还需要考虑必要性和短时高效的原则。 

  

   
中级：小组创作表演小品 

巩固语言知识，尝试口头表达

的交际技能，提高流利度 

中高级：话题阅读讨论 

课前阅读短文，列出讨论议题

及看法，课上小组讨论、辩

论、汇报 

高级：模拟交际任务报告 

小组模拟角色做报告，与其他

同学互动演练，提高流利度与

交际技能 

图 10: 合作式、建构式、任务式课堂活动示例   

 

 

4. 教学模式发展总趋势  

 

 随着教育技术的升级、普及、和更加成熟，可以预测未来的课程结构和教学

方式也将有更大更多的改变，如面授课时将会更多地为网授方式所取代。据 2013

年美国 2800 所大学问卷调查结果，选修线上课程的学生人数增长很快，大学生中

至少选修一门线上课程的已逾 700 万。大多数高校领导认为选修网授课程的人数还

会上升，而且，在对学习成效的看法上，认为网授与面授“不相上下”的人数也仍在

上升（Allen & Seaman, 2014）。专家们指出（Mayadas & Miller, 2014），推广电

化教学（e-Learning) 的主要目的有三：其一为改善就读条件，让无法到校园上课的

人可通过其他渠道接受教育；其二为提高效益，利用各种电化教学媒介和方式来控

制成本、提高教学效率和学习成效；其三为扩大学生的选择空间, 更自由地选择上

课的时间、地点、以及学习方式。很多研究报告表明，对学生来说，灵活和方便是

网授式课程的最吸引人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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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课型分类 

 

 由于网授型课程日益增多，为了研讨方便，美国线上教学研究权威机构 OLC 

（原名为 The Sloan Consortium) 将大学授课方式的类别做了一个初步的划分和界定，

共分为四类（Allen & Seaman, 2014）： 

 

 传统面授型（Traditional)：网络辅助为 0％；课程内容基本通过课堂面授   

 网络辅助型（Web-facilitated)：网络辅助为 1-29%；如: 借助课程管理系统或

网页辅助课堂面授 

 混合型（Blended/Hybrid)：网络辅助为 30-79%；由于有相当比例的课程内容

通过网络传授，面授课时减少 

 网授/线上型（Online)：网络辅助为 80％以上；大部分或全部课程内容以网

授方式进行，一般无教室课时 

 

4.2  混合式教学：最优化的教学模式 

  

 “课堂＋网络”的混合型授课模式发展迅速，被美国教育领域普遍认为是最有发

展潜力和空间的教学模式。这种模式将线上活动“有计划地、有教学价值地与课堂

面授相结合（[...] in a planned, pedagogically valuable manner）”（Picciano, 2007）,  

从而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互补不足、相得益彰。从教学管理和经济效益层面上看，

混合型课程可增加网络利用率，减少面授（教师、教室、设备）的成本，意味着同

样的教室设备条件下可教授更多的学生。教学实践表明，混合模式可促进学生掌握

数码时代所需要的多种技能，包括信息管理、自学、网络检索查阅、以及与他人合

作等 （Dziuban & Moskal，2004）。对学生来说，混合式课型除了灵活性和方便以

外，同时享有与教师、同学面对面交流的益处，因此易于接受。专家们预测，未来

数年中，大部分高校的课程会转为混合型。相比之下，远程网授型因缺乏面对面的

交流而较难推广。尽管如此，远程课程却有很多其他选择上的优势，如时间、地点、

内容、个人化教学、等，因此仍有发展空间（Johnson et al, 2014）。 

 

4.3  推动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方式   

  

 可以看出，教学平台上会更加重视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方式，也会全力支持

各种基于学生需要的新型教学模式，其中值得关注的一个现象是社交圈效应。据新

媒体联盟（NMC）最近对高教领域趋势的预测，无处不在的大众化的社交媒介

（如 Facebook 等）将在一两年内对高校教学方式产生极大的影响（Johnson et al, 

2014）。也就是说，社交群组式的学习方式（social learning）将会成为大学校园课

程中最常见的模式之一 。  

  

 郑艳群（2014）指出，教育技术应 “重视学生主体的需要和利益，并为之提供

相应的服务” （第 59 页）。从以下示例可看出教学管理平台 Blackboard （Bb）积

极配合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方式。Bb 课程页面上设置了不同的教学结构选项，包

括合作式（collaboration）、建构式（constructivism）、群组式（social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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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每个结构都配有与其相关的常用工具（如博客、维基、讨论板等），以方便各

种学习倾向。这些“套餐”组合点击可至，给教学带来方便。 

 

 
图 11: Blackboard 教学平台课程结构/教学方式设置选项示例 

 

    一些学者发现，群组式学习可增加线上学习的“人性化”，有助于保持学生的

学习热情和动力，可起到相互支持鼓励、为共同目标而努力、共同进步的作用

（Guo & Guo, 2013）。群组若按其兴趣爱好或职业取向而组合，教学内容也就可

以更切合学生的实际需要（Malhotra, 2013)。 

 

 

5.  对中文教学发展的思考与设想 

    

 过去数年中，不少学校由于条件所限将中文课程设为远程课程，这些尝试摸

索出一些宝贵的经验。姜松（2014）基于中文初级班网授型课程实践，总结出网授

课程的诸多优势，认为丰富的内容、材料和教学资源使网络教学成为最优化的语言

及文化输入平台，网络的便利不但适合个人化的学习，也支援群组化的学习，使得

不具备开课条件的学校能共享教学资源。但急需解决的是学生中途退课的问题。因

此如何保持学生的学习热情和线上学习的动力需要进一步探索。程朝晖（2011）在

中级网络中文课程实践中感受到，设置得当的网络课程可以获得良好的学习效果，

特别是在听力、识字方面甚至可比教室面授的收效还好。但存在的问题同样是学生

需要更人性化的教学感受。笪骏（2011）也通过对中国大陆出版的汉语教学和资源

系统进行评估，发现它们在教学模式设计、内容选取编排和平台技术等方面与美国高

校汉语教学的实际情况不能很好地匹配，从而影响了它们的推广和使用。这些实践都

为中文网络教学的研究提供了资料。 
 

 可以预测，受教育领域网络化大环境的影响，中文教学在今后几年内将会有

更多的不同类型的网络课程相继开设。尽管中文学习者的人数还会上升，但学校会

节省成本而采取共享资源的各种措施，如：不加新班、减少面授课时、鼓励开设混

合型或网授型课程、与其他学校合开远程课程等。鉴于这样的发展态势，中文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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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应加快步伐与时俱进，加强对网络强化型（包括翻转式教学）、混合型、及网授

型课程的研究以及资源建设。 

 

5.1 如何优化网络环境下的中文教学模式 

 

  1）加强人性化元素: 应该说，加强人性化元素是今后教育成败的关键，但事

实上这并不是只针对远程网络课型的学生，而是今后教育领域努力的方向。郑艳群

（2014）强调， “以学生为本和以学生为中心是当今语言教学的立足点”，而且“不

是口号，而应落到实处”（第 58-59 页）。显而易见，新的发展趋势急需我们培养

从事网络教学的专职人员，包括在线教师、在线辅导员、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

同时，我们可以通过现有的技术营造人性化氛围，如以下方式： 

 

 录制线上辅导视频， 如线上语法讲解或文化讲解等。当学生在线上自

习时播放视频， 类似一对一的辅导，可使线上学习减少隔离感而更具

人性化。  

 安排在线辅导员，利用大众化工具，如 Skype 或微信等，通过同步或

异步视频方式定期与学生网上交谈 

 利用社交圈/群组式学习方式，按兴趣爱好或职业取向分组，用同步或

异步方式开展学习和社交活动   

  

 2）建设针对中文教学特点的资源库：现阶段的中文教学资源已经比从前丰富

了许多，需要进一步努力的是把可望而不可及的“满天星”变为“一点通”。笪骏

（2011）对网络资源建设提出过具体的系统规划的建议，其中还包括解决技术方面

存在的问题。因此，我们应集中技术力量系统地研发针对中文教学的技术工具，系

统地整合并规划适于解决中文教学难点的网络资源，并逐步完善这些工具和资源，

将其融入到网络教学平台、教学程序的每个环节之中。下面列出一些初级教学需要

的基本元素。 

表 2：网络初级中文教学所需要的教学资源库基本元素 

学生资源 教师资源 技术支援/综合资源 

• 学习策略  

• 具体步骤  

• 必要的工具  

• 视频辅导  

• 自测游戏  

• 自测题库  

• 阶段咨询计划  

• 技能测试辅导  

• 同学通讯录  

• 同学作品交流区  

• 联系中文语伴  

• 联系在线辅导员  

• 教学法总汇  

• 中文难点讲解示范  

• 教学策略参考资料  

• 分级教案资料库  

• 分级题库  

• 图片库  

• PPT 模板  

• 各类常用表格  

• 评估参考标准  

• 网络教学培训计划  

• 网络教学交流渠道  

• 在线教师咨询点  

• 网络教学通讯  

• 网络教学期刊  

 

• 工具/Apps  

• 汉语拼音辅导  

• 声调辨别辅导  

• 汉字动画  

• 汉字书写  

• 打字准确训练  

• 自编生词卡  

• 常用工具下载  

• 综合资源  

• 网络字典  

• 自测游戏  

• 微博、博客、播客  

• 中文歌曲  

 



张霓                                                                                                    优化中文教学模式——从现状看发展 

Journal of Technology and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5(2), 66-82. ISSN: 1949-260X                           80 

 

6. 结语 

  

  不言而喻，新时期的挑战更需要我们加强理论联系实际的研究，这不仅包括

基于研究的教学设计（research-informed design），也包括基于教学设计的研究

（design-based research）。前者提供了教学设计的理论依据，后者则在教学设计的

实施中有针对性地做跟进研究，调整设计，反复改进，这样层层推进步步提高，从

而使教学设计更为科学，达到最佳学习效果（Pardo-Ballester & Rodríguez, 2009）。 

陆俭明（2012）指出，要发展汉语数码化网络教学，就必须科研引航，其中人是最

为重要的。 谢天蔚（2014）强调教师坚持不懈的重要性，指出“老师面对不断更

新的电脑技术，必须树立终生学习的观念，要坚持尝试实践，从实践中学习。以前

是有什么用什么，现在是要什么有什么。关键是要从自己的需要出发来尝试实践”

（第 73-74页）。总之，语言教学的升级换代不仅仅是从纸上到网上，从桌面到云

端，而也代表着教学方式多方面的调整、改进、更新。 因此，中文网络教学环境

的建设和教学模式的优化不仅需要技术的支援，也有赖于教师们对新型教学的不断

尝试和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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