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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文馄觜爨下的汉谲搬擎与激禽资濂研缝

□ 汉语教材词汇部分的一些问题
——以法语地区使用的教材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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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汉语教学

中文教学与时俱进

［美］谢天蔚

　 　 电脑和网络的出现极大改变了我们的教学观念。中文教学不
再是靠一书一笔一词典。软件和工具层出不穷，无远弗届的网络
使交流极其方便，电脑支持的课堂教学日渐常态化，教学观念和
手段也应随之变化。将来的教师将是ｄｉｇｉｔａｌ ｎａｔｉｖｅｓ （数字化原生
代），现在的大部分教师还是ｄｉｇｉｔａｌ ｉｍｍｉｇｒａｎｔｓ （数字化移民代）。
在这两代交替的时候，“移民”要努力学习，跟上潮流，中文教学
要与时俱进。下面从几个方面来叙述电脑和网络如何改变和影响
中文教学的观念和方法，并探讨今后可能面临的一些问题。

１　 网上学中文的资源
１９９５年左右，电脑网络已经开始形成。有人尝试把学中文的

材料放到网上。记得最早的一个网页列出了一些常用的旅游用的
句子，有汉字、拼音、发音、英文解释，仅此而已。没有语法，
也没有练习，非常简单。当时汉字在网页上的呈现问题还没有解
决，中文是做成图片的，一个句子就是一个图形文件。但当时这
样简单的学习材料已令人激动不已。

最初制作网上学习中文材料的并不是中文老师，而是学习中
文的学生和电脑公司一些对教中文有兴趣的人。他们很容易地把
一些中文句子搬到网上，但是没有明确的教学目的和全面的知识。
不过种种资料源源不断地向网上涌来。资源多了，找起来就困难。
于是我就想到，是否可以建立一个资料库，把这些网上学中文的
资源全部收集起来，加以归纳分类。这样老师和学生使用起来不
就方便了吗？１９９７年我的网页“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Ｏｎｌｉｎｅ网上学中
文”① 就这样建立起来了。将资源按语音、词汇、语法等分成十
几个小类。这是一个极其简单的网页，但一直坚持了１７年，点击
率达到了３５０万次以上。这个点击率在网络世界太微小，但是在
中文教学的领域内算是普及程度相对高的。为什么一个简单的网

① 网址：ｈｔｔｐ：∥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ｃｈｉｎｅｓｅｏｎｌｉｎｅ ｎｅ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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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可以吸引人呢？关键是老师和学生希
望得到学习的资源。学生希望有更多的
学习资料帮助学习，也希望得到有关去
中国学习的资料、找到一些人练习中文
（做“键友”）。根据调查，北美中文老
师使用最多的工具之一就是谷歌搜索
（Ｌｉ，ｅｔ ａｌ．，２０１４）。表明至今为止，在
网上搜索资料帮助教学一直是一项重要
的网上活动。

２　 电子教案
改变中文教学的第二件事就是电子

教案代替了纸质教案。以前上课每一堂
课都有教案，详细列出教学目的、教学
步骤、教具和课后作业。这是每一个老
师都必须做的。自从电脑进入教学以后，
老师可以充分利用各种电脑工具来准备
教案。一开始仅仅是用电脑打出教案，
内容跟以前相同，只不过是键盘输入代
替了手写。电子教案发展的第二步是很
多人开始学习制作多媒体的课件。诚然，
多媒体的课件有很大的吸引力，因为不
但可以看到文字，还可以听到声音，看
到动画，还有音像。然而在课堂里应用
多媒体的教学还是遇到困难。关键是制
作多媒体的课件不是每个老师都能做到
的。有的多媒体的教材非常专业，但要
花费数年时间和大量资金。即便专业人
士制作的课件，并不见得适用每一个老
师的课堂教学。不少多媒体的课件都是
为某一本教材制作的，不采用该课本的
老师和学生就无法使用。如果课本要修
改，课件便不适用了。

对老师而言，比较实际的是利用已
有的电脑工具，结合日常的备课来制作
电子教案。这样准备的时间相对较短，

课堂上可以立即使用，还可以根据实际
情况随时修改。我使用的电子教案主要
采用的是网页电子教案和ＰＰＴ两种形式。
首先，为每一课建立一个网页式的电子
教案。列出教学目标、教学步骤和课后
作业。每一个教学步骤都可以连接各种
教学内容和资源。例如教到某一个汉字
时，一点击链接就跳到这个汉字的动画。
讲到汉字的结构，链接可以跳到某一段
视频。课后学生作业也链接到各种练习。
学生回家也可以看到要做什么，可以打
印出学习资料和作业，如汉字动画和练
习的写字单。第二种电子教案以ＰＰＴ演
示片为基本手段。合理使用ＰＰＴ可以节
约课堂时间。例如把照片放在ＰＰＴ内就
很有效。还有外加链接，如一些实景录
像、Ｙｏｕｔｕｂｅ或者优酷的视频等。不必把
所有生词和语法解释都照搬到ＰＰＴ。ＰＰＴ
是ｐｏｗｅｒ ｐｏｉｎｔ，是有“说明力”的“要
点”。还有传统教具很好用的，就不必用
ＰＰＴ。例如教到时间的时候，用一个纸板
的钟足矣。网上有关于时间的互动练习，
就可以链接在ＰＰＴ内。原则是：用传统
手段没有办法搬进课堂的就可以用ＰＰＴ，
不要照搬。影响教学质量的决定因素是
老师给学生多少语言输入（ｉｎｐｕｔ），给学
生多少机会输出（ｏｕｔｐｕｔ）。Ｏｃｃａｍｓ ｒａｚｏｒ
原则”应该记得：“切勿浪费较多的东西
去做用较少的东西同样可以做好的事
情”。

有了基本的电子教案库，无论技术
如何发展，都可以“随机应变”。例如后
来又出现了Ｐｒｅｚｉ演示软件，在功能上和
制作上与ＰＰＴ很不相同。在原来的电子
教案基础上可以转移到Ｐｒｅｚｉ。在适合网
络传递和播放的两个网站ｓｌｉｄｅｓｈａｒｅ 和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ｓｌｉｄｅ上，可以将这些演示片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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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传送，便于任何人浏览。①

３　 “手写”与“电写”
另一件具有深远影响的事是电脑改

变了我们书写的习惯。 “电写”与“手
写”“抢锋头”。

中文总是被认为是最难学的语言，
因为老外学中文有两个难关，一是声调
关，另一个是写字关。老外学生对声调
是不是一个难点有不同的意见，然而对
于汉字难写难记则没有异议。

现在电脑出现了，汉字可以用键盘
方便地输入，那么老外学生对此怎么看
呢？我们老师的观念能不能跟得上时代
的变化呢？十多年以前在一次会议上，
我们曾经提出要在中文教学中引入打字，
立即遭到质疑。集中的问题是“这样培
养的是外国文盲”，“汉字是中国文化的
精华，不学汉字还叫学中文吗？”。十多
年过去了，现在几乎没有学校不用电脑
打中文的。老师写电邮、制作ＰＰＴ、准备
教案都用电脑。学习中文的学生和老外
用中文写博客，在网上交流。中文教学
中“打字学中文”的观念和方法已经普
及开来。“电写”的概念走入我们生活。

有了“电写”还要不要“手写”？
答案是肯定的。将来我们还需要学读写
汉字，需要学习汉字的结构、偏旁部首，
因为汉字的知识可以帮助我们读写。汉
字中的文化元素也会得到传承。而且电
脑（特别是平板和手机）输入方法之一
也还有“指写”。但是日常生活中实际更
多使用的是用键盘“电写”。常用汉字的
数量会有限制，手写的场合会减少，书

法课将成为艺术课程。
其实中文打字对学习中文（不管是

华裔孩子还是老外学中文）都有很大的
正面影响，对于提高语言能力、汉字辨
认和电子交流都非常有帮助。汉字打字
的心理过程与其他拼音文字很不同。打
英文只涉及语音、字母，但是中文打字
涉及更多的心理活动。只要是采用语音
输入都会首先想到声音，然后转换成字
母（拼音或者注音），然后是对屏幕出现
的汉字的辨认、确认和选择。这个利用
语音打汉字的过程对于强化语言学习特
别有帮助。再说现在大家用电子邮件、
微信交流，作家写作，“手指功”、“键盘
功”是必不可少的。因此在中文教学中
采用“打字学中文”是一种值得推而广
之的方法。

那么学习中文的老外对此有什么看
法呢？网上有一个网页，都是学中文的
老外在讨论，为什么学中文那么难。有
的认为，难和费时间是两回事。学中文
是费时，并不等于难。最费时间的是学
汉字，但是现在有了电脑，打字就很容
易了。明尼苏达大学教授Ｊｏｓｅｐｈ Ａｌｌｅｎ曾
经学习中文，深知学习中文的甘苦。他
对一些学生和中国人做了调查，并在他
写的一篇文章中提出学中文的美国学生
手写汉字是“低效的资源使用”，他建议
初学中文的学生应该注重“汉字／词辨
认”（Ａｌｌｅｎ，２００８）。持这种观点的老外
不少，他们都认为初学者可以用拼音，
写汉字可以延后。在这一领域已经有不
少研究（如谢天蔚，２０１１）。

问题不是要不要学打字，要不要学
写字，而是什么时候“打”，什么时候

① 这两个软件各有不同的功能，在此不做专门探讨。有兴趣者可以自己到ｓｌｉｄｅｓｈａｒｅ ｎｅｔ和ｅｌｅｃｔｒｉｓｌｉｄｅ ｎｅｔ两个
网站查询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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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我们在教学中总结的经验是“听
说读打写”，突出“读打”的重要性。在
时间序列的安排上采用这样的模式：“一
上只写不打，一下又写又打，二上二下
不写只打，到了三四要写就写，要打就
打。”① 其实这也不是绝对的。我们在一
年级上第二个月就开始用打字，用的是
最简单的Ｐｅｎｌｅｓｓ② （也用过南极星③）。
目的是在开始学习写字的同时也让学生
知道，中文是可以打字的。在这个阶段
强调每个字母、每个声调和单字（不是
词）输入。目的是要学生记住发音，认
出字形，便于辨认。但是书写在这阶段
比打字多。因为一是要满足学生对写字
的好奇心，二来是要让学生对字形、笔
画、偏旁、笔顺有概念。打字只在ｌａｂ里
进行。到了一年级下学期开始就用打字
做作业了。学生可以在家里打字，不必
每次都到ｌａｂ。学生的作业用Ｅｍａｉｌ提
交。二年级更是如此。此后作业和测验
都在电脑上进行，全部用打字（包括高
年级）。因此打字在实际的学习中占很大
的比重。

４　 网上教学与远程教学
大家常将网上教学和远程教学等同

起来，其实两者并不相同。网上教学可
以是远程的，也可以是近程的。远程教
学也不一定就是网上教学，以前的广播
电视教学也是远程教学，但没有使用电
脑。日常课堂教学也可以是网上教学，
但不一定是远程的。例如放在网上的电

子教案就可以近程使用。上面所说的电
子教案即是网上教学，是网页支持的
教学。

大约在十年以前我对于完全的网上
课程很热衷，花了很多时间设计制作了
初级中文的课程，放在网上让学生学习。
结果不理想，退课率达到５０％。究其原
因，是完全的网上学习需要学生有强烈
的学习动机，有自控和自学的能力，能
够按照规定的进度学习。然而人的惰性
使大多数的人不能坚持到底。一般出现
的情况都是拖延作业和测试。老师对此
往往是无能为力。即便是有学分的制约，
学生也是最后放弃学分，放弃课程。

以后我就考虑改变模式，采用混合
的网上教学，把面授和网上学习结合起
来。几年下来发现也不是所有的课程适
合采取这种模式。低年级的口语课以面
授为本，加上网上资源的支持是比较合
乎实际的。到了高年级网上的课程就比
较合适，可以跟据不同的课程的性质采
用混合的或者完全的模式。例如三年级
的文言文可就可用混合模式。学生自学
课文，到课堂里来讨论。三、四年级的
报刊阅读课程就可以采用完全的网上教
学模式，学生的讨论完全可以在网上进
行，最后的考试和报告都可以如此进行。
总之，网上教学不是一刀切，要看课程
的性质和实际情况的需要。

远程教学对于课外辅导以及跟其他
学校的学生合作学习是非常有效的手段。
我们曾经得到联邦政府的资助，举办了
六年的暑期海外学习班。每一届的学生

①

②

③

“一上”就是第一年第一学期，以下类推。
Ｐｅｎｌｅｓｓ软件由任常慧教授和徐平教授共同开发，有关研究论文存于：ｈｔｔｐ：∥ｗｗｗ ｓｉｎｏｐｌａｔｏｎｉｃ ｏｒｇ ／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

ｓｐｐ１０２＿ ｔｅａｃｈ＿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ｄｆ；该软件现存于：ｈｔｔｐ：∥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ｃｈｉｎｅｓｅｏｎｌｉｎｅ ｎｅｔ ／ ｔｏｏｌｓ ／ ＰＬＩＮＳＴＡＬＬ ＥＸＥ；说明文件存于：
ｈｔｔｐ：∥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ｃｈｉｎｅｓｅｏｎｌｉｎｅ ｎｅｔ ／ ｔｏｏｌｓ ／ Ｐｅｎｌｅｓｓ ｄｏｃ。

南极星官网：ｈｔｔｐ：∥ｗｗｗ ｎｊｓｔａｒ ｃｏ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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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两个暑假去国外学习中文，他们来
自各地各校，暑期学习回来以后分别回
到自己的学校。因此在两个暑假之间如
何维持他们的语言就成了一个问题。我
们利用远程网上手段，分别与北京、西
安、台北的老师连线，在网上对这些学
生进行辅导，每个星期都至少有一个小
时的时间跟辅导员交流学习，收到很好
的效果（谢天蔚，２０１３）。其他学校也有
采用网络视频在学校之间进行学生间的
交流，例如日本早稻田大学学生跟国内
的大学和台湾的大学连线，进行视频讨
论，效果非常好（砂冈和子，２０１２）。此
外，还有利用电子邮件请国内的对外汉
语专业和国际汉语教育专业的学生来辅
导我们的学生。辅导员帮助老师批改学
生的作业，回答学生的问题，有必要时
在网上进行语音或视频讨论。这种利用
电子邮件辅导的模式虽然可以进行，但
并不理想。

５　 今后如何？
十年以前Ｂａｘ 在“ＣＡＬＬ—ｐａｓｔ，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ａｎｄ ｆｕｔｕｒｅ”（《电脑辅助教学———
过去、现在与将来》）这篇文章中对当时
的电脑教学情况做了分析，并提出了
“常态化”（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的概念（Ｂａｘ，
２００３）。所谓常态化就是人们在日常生活
中对某一项技术已经习以为常，已经不
认为这些工具是高端的科学技术。十年
过去了，现在的情况如何呢？上面已经
说到中文教师学会在２０１２年发出问卷，
向北美高校的中文老师调查中文教学情
况。其中有几个问题是关于电脑应用的。
从调查的结果来看，最常使用的几个方
面就是我们前面说到的ＰＰＴ演示工具和
网上资源（谷歌搜索和ＹｏｕＴｕｂｅ视频资

料）。其中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老师们
在实际教学中使用移动和云端技术还不
多。而移动和云端技术在近两年中得到
飞速的发展。对这种现象的唯一解释就
是这两种前途无量的技术在中文教学中
还没有“常态化”，还需要一定的时间。
如果我们在两三年以后再进行一次调查，
那么结果很可能会很不一样。

近两年智慧手机和平板电脑崛起，
通讯的工具也层出不穷，不断更新换代。
交流通讯工具“微信”异军突起，本来
许多人使用Ｓｋｙｐｅ的也转向微信，有的甚
至用微信代替了电子邮件。Ｆａｃｅｂｏｏｋ在
此类软件面前也蒙受极大的压力。前两
年在中文教学界已经有不少人曾经使用
Ｓｋｙｐｅ来进行远程辅导和教学，那么在微
信出现以后是不是会影响到如何在中文
教学中使用电脑呢？博客和微博也是老
师们用来跟学生交流的好工具。现在会
不会随着微信的出现发生变化呢？平板
电脑进入教室，老师怎样利用平板技术
呢？我们有没有足够的教学资源可以在
平板电脑上使用呢？

技术的发展太快，问题很多，我们
必须很好地思考和研究，面对日新月异
的技术发展，中文教师到底应该怎么办？
这乃是以后要讨论的题目。

我有三点体会：第一，坚持不懈，
终生学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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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不要贪多，不要急于升级换代。每
一个新工具要充分了解彻底利用。有的
工具比较长命，有的工具相对短寿。第
三，始终记得自己是中文老师，不是电
脑技师。中文教学的根本是教什么怎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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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电脑始终是工具。让电脑为你服务， 而不要做电脑的奴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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