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achers’ Resources

Chinese

International Chinese
Teacher Training Series
International Chinese Teachers, students majoring in International Chinese Education and
related disciplines
7 books
 Imparts fundamental knowledge; accurately and concisely explains what needs to be taught.
 Introduces basic methods and presents real-life cases to illustrate how to teach.
 Explains basic theories, and connects theory to practice succinct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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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刀小试

判断下列句子是否正确，如果不正确，请改正，并说明原因。
1. 她在我心目中是最漂亮女孩。

能吃肉，因此鼎的数量与大小能体现出主人和客人的高贵身份，后来“鼎”

2. 成都很有意思，上面房子长着很多树和花。

渐渐变成礼器。相传，黄帝曾铸三个鼎，象征天、地、人；夏禹搜罗全国的

3. 这样人不是朋友。

金属，铸成九个大鼎，作为传国之宝。周灭商后，移九鼎于镐京，同时举行

4. 火车票去上海的已经卖完了。

了隆重的定鼎仪式。从此，鼎成了权力的象征，列鼎制度也随之出现。周代

5. 她是妻子的我的哥哥。

规定：天子可以九鼎，诸侯有七个，大夫五个，士三个，普通老百姓一个也

6. 我认识了很多朋友在西方国家留过学。

不能有，谁违反了规定谁就是犯上作乱。后来中国人用“钟鸣鼎食”来形容

7. 她是第一个人做完作业。

贵族之家的奢华生活，用“问鼎中原”来形容对最高政权的争夺。

8. 那杯水在桌子上的不能喝了。

②“五味调和”与“烹小鲜”

9. 这种的情况在我们国家很少。

既然吃饭不仅仅是吃饭，那么做饭也不仅仅是做饭，很多技艺高超的厨

10. 上高中时候我们就认识了。

师被中国人视为了不起的政治家，他们烹调的方法也被视为治理国家的良
方，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伊尹的例子。商代的开国元勋伊尹，原是个陪嫁的奴

六、状语

隶，具体负责商汤的膳食。当他发现商汤志在灭夏，但又急于求成，便利用

什么是状语？状语和副
词是一回事吗？

烹饪故意激商汤发火。果然，商汤受不了饭菜的非咸即淡，一怒之下将伊尹
状语是谓词性偏正词组中的修饰成分。状语不等同于副词。状语是从词

叫来当面呵斥，而伊尹则趁机借饭菜阐述治国的道理。他把饮食制作的烹饪

语在句中的作用来说的，而副词是从词语本身的语法功能来说的。副词都可

技术融会贯通到国家治理之中，形成一套治国与烹饪相结合的文化理念。类

以作状语，但不是作状语的都是副词，因为汉语中有很多成分可以充当状

似的传说典故还有很多，比如彭祖用酱、醋、肉酱、盐和梅子等五味调羹，

语。例如：

令尧胃口大开，尧认为他既然能将各种调料巧妙地运用在一起，一定也善于
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于是封他于彭城。老子在陈述他的治国理念时，也

他刚出去。

直接用烹调作比喻，说“治大国如烹小鲜”，应该“无为而治”。

他奶奶非常善良。

Detailed Explanations

（3）饮食与养生

您慢走。

①从《黄帝内经》到现代中国居民“膳食宝塔”

他把手里的杯子轻轻地放下了。

《黄帝内经》从中华民族生存环境的实际情况出发，为中国人设计了“五

窗外的小鸟叽叽喳喳叫个不停。

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的营养方案，

明天见！

提倡“以素食、五谷为主，以荤食为辅，不偏食，不过饱”

他对学生非常耐心。

的饮食禁忌。这在几千年的生活实践中，一直为中国人所

他一口吞下一个包子。

遵循，现代中国居民的膳食指南仍然延续了这个方案。

Detailed, thorough, and
enlightening examples, which
accurately summarize
fundamental knowledge about
Chinese teaching.

五谷（稷、黍、麦、菽、稻）

92

五果（枣、李、栗、杏、桃）
五畜（牛、羊、猪、犬、鸡）

中国居民膳食宝塔

五菜（葵、藿、薤、葱、韭）

36

前期信息调查阶段

教学情境分析

教学对象分析

然后教师让学生自己拿别人的东西问另一个同学：
“这是谁的……？”进行
接龙练习。教师没有讲解“的”表示领属关系，但学生其实已经理解了“的”
的用法。这种以练代讲的方法如果换成教师用专业术语讲解，效果就差多了。
中期课程策划阶段

课程组织

教学目标制定

二、图片道具法
实物法虽然是一种形象直观的方法，但能直接拿进教室的实物毕竟有
限，所以和实物法一样形象直观的图片法就成为初级阶段教学中很常用的一
种方法。比如，在讲解“能”和“会”的不同时，可以使用下面的图 片：

鱼和鸭子会游泳，鸡不会游泳。鸭
后期教学实施阶段

教案设计

学习测试

教学评估

子会游泳，但今天它的脚受伤了，不能
游泳。

图 1.1 教学设计流程图

再如，在讲解“除了……以外，……都……”的时候，可以使用下面的
依据教学设计环节的先后逻辑顺序，可以将教学设计流程切分为三个阶

图片：

段：（1）前期的信息调查阶段；（2）中期的课程策划阶段；（3）后期的教学
实施阶段。前期的信息调查阶段主要包括教学对象分析和教学情境分析这两
个环节。中期的课程策划阶段则包括教学目标制定以及课程组织这两个环
节。而后期的教学实施阶段包括教案设计、学习测试，以及教学评估这三个
环节。前期的信息调查阶段主要起到一个摸清教学背景信息的作用，这些教
学背景信息包括教学对象的信息以及教学环境的信息。依据这些教学背景信
息，教师可以进入中期的课程策划阶段，首先是制定教学目标，然后对教学
内容、教学顺序，以及教学进度这三个方面进行部署。在课程的宏观部署完
成之后，就可以进入后期的教学实施阶段，也就是设计教案并实施教学。在

Useful Content

师：（出示图片）他们是谁？你们知道吗？

实施教学的过程中，为确保教学与学习的有效性，还需要适时对学生的汉语

生：他们是姚明、成龙、刘德华和赫本。
师：他们都是男的吗？

Provides course design principles,
methods, and techniques that can
be directly applied in the classroom.

生：不，姚明、成龙和刘德华是男的，赫本不是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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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那么我们可以说：
“除了赫本以外，他们都是男的。”
（板书）
师：他们都是中国人吗？
生：不，姚明、成龙和刘德华是中国人，赫本不是中国人。

264

“女”
、
“大”
、
“好”
、
“水”
█等。
█ █设 计 课 堂 活 动： 小 学 生 的 语 音 模 仿 能 力 较 强（Flege，1999；Long，

█

1990；Patkowski，1990），学习拼音宜少讲解、多示范、多模仿。小
学生在认知方面以形象思维为主要特征，课堂教学可考虑多用图片、多
媒体等生动形象的教学手段。另外，小学生注意力容易分散，应注意适
当变化活动形式，可多采用游戏、比赛等生动有趣的活动形式，如声母

1.“习得”与“学习”的不同

韵母交朋友、加减笔画变新字等游戏活动。

习得与学习的概念在 20 世纪 60 年代由西方学者提出，70 到 80 年代，美
国学者克拉申（Krashen）进一步系统阐述了二者的不同。简而言之，习得

一般来说，在教学的开始阶段，教师对学生的了解还比较有限。随着对

指学生在自然交际中不知不觉地获得语言，学习指学生通过大量正式的讲

学生了解的不断深入，教师应根据学生的具体学习情况不断优化教案设计思

解、模仿、操练、记忆等有意识地掌握语言的规则。表 3.1 进一步比较了二

路，以使课堂教学更加适用于具体的教学对象。

者的不同（刘珣，2000；王建勤，2009）。

在教学实施的过程中，教师一般需要通过以下两种方式来检验教学与
学习的成效：（1）针对学生汉语学习的学习测试；（2）针对教师教学行为

表 3.1 “习得”与“学习”的比较

的教学评估。了解学生的学习成效可以帮助教师检验教学安排是否合理，

习得

教学目标能否顺利实现。教学评估则可以让教师了解学生及其他相关方对
于课程的意见与建议。学习测试与教学评估可以贯穿到整个教学过程中，
为教师提供重要的教学反馈信息。以下介绍学习测试与教学评估环节的基本

潜意识地自然地获得

有意识地规则地掌握

获得方式

自然语境中非正式的言语交际

课堂中正式的讲解、模仿、操练、记忆

语言的功能、意义

语言形式

关注点

情况，它们的具体设计方法将在第八章“语言测试与教学评估”中详细阐述。

学习

心理过程

学习测试

获得知识的类型

隐性知识

显性知识

为了解教学与学习是否有效，教师需要对学生的汉语学习进行测试。汉

获得知识的作用

语言的理解、生成

语言输出的监控、调整

一般比较好

不确定

儿童习得第一语言

成人在学校学习第二语言

语测试的内容一般包括语音、汉字、词汇、语法、听说读写技能当中的一项

效果

或多项内容。测试的内容重点应与中期阶段所制定的教学目标保持一致。在

典型案例

汉语课程中常见的学习测试按照测试的阶段性可以分为随堂小考、单元考
试、期中考试和期末考试等。汉语学习测试按照测试的形式又可以分为听力

以上是对习得和学习的比较，根据克拉申的观点，习得与学习是学生获

考试、口语考试和笔试等，笔试中一般包含了对于汉字、词汇和语法知识的

得第二语言的两种不同的心理过程，其中最核心的差异是：习得是潜意识

测试以及写作能力的测试。

的，学习是有意识的，人们平时能听懂别人说话、与别人自由地交谈依靠的

教学当中测试的安排频率一般要取决于教学对象和教学情境特点以及课

是习得的知识，学习的知识起到的是监控、调整的作用。

程的组织方案。一般来说，学生的学习动机越强，测试频率就可以越高；课

习得与学习最典型的案例是儿童习得第一语言以及成人在学校学习第二

时数越多，考试次数就可以相应地增加；教育文化的竞争性特点越突出，测

语言，面向儿童和青少年的第二语言课堂教学，很难像母语习得一样自然和

试的频率就可以越高。一般来说，在课程开始以后一个月左右，教师可以安

潜移默化，也不能像成人学习那样机械，应该习得和学习兼而有之，但比例

排第一次单元考试，因为这时学生已经学习了一定的内容，可以通过单元考

有所不同。根据以往的研究，儿童和青少年虽然也在学习语言，但更多的是
习得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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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found Theories

2. 创设习得的环境
假设有两个班，教学内容都是“V+ 过”
，一个班的教师利用长城、烤鸭
等图片，通过与学生聊天儿的方式教授语言，如“你去过长城吗？你吃过烤

第三章

学生与管理

69

Provides major current
perspectives that are prominent
in recent literature in China and
throughout the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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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1.7
教学案例背景：小 学生，汉语零起点水平，学校开设汉语课程主要是为了
培养学生对于汉语学习的兴趣，教室配备有电脑、投影仪
等教学设备
教学设计目标：确定课程组织的大致设计思路

时，就可选用近期名人婚礼的新闻，像媒体一直在追踪报道的郭晶晶的婚礼

土豆丝的过程，之后大家还分组介绍了自己国家一个菜的做法，不知不觉中
用上了很多“把”字句，也了解了不少菜的做法。

就是很好的案例。在具体操作时，教师可以分步骤对各种新闻信息进行整理
█ █确定教学内容及选择教材：学生为汉语零起点水平，因此首先需要学习

█

分析，然后选出具有教学价值的内容，予以补充强化。

拍摄视频创设情景的方法马老师在教趋向补语、可能补语等语法的时候

一些必要的拼音及汉字知识；之后可以学习一些初级汉语话题，如自我

下面提供一个教学案例：

也都用上了，效果非常好，学生们非常有兴趣，让她的课堂活而不乱。

介绍、买东西、去饭馆吃饭、谈论天气、看病等，教师可以根据这些话
题思路来选择合适的教材；学生为年龄偏低的小学生，在认知方面以形

步骤一：将婚礼全过程的相关报导收集成一个小数据库。

象思维为主要特征，学校开设汉语课主要是为了培养学生对于汉语学习
的兴趣，因此教学内容应尽量生动有趣，教学进度适宜偏慢，课堂教学

步骤二：将数据库中的信息按教学的需求进行分类。

可考虑多用教具、多媒体等教辅材料以提高课堂的趣味性，激发学生学

■

婚礼的过程（迎亲、注册、婚宴、回门）

■

婚礼中的重要元素（礼金、请帖、婚车、婚纱、婚戒、婚鞋、伴郎伴娘的人选、婚宴的

习汉语的兴趣。
█ █确定教学单元及所需课时：小学生的认知能力及接受能力比较有限，承

█

地点与宾客、婚宴菜单等等）
■

受学习压力的能力也可能偏低，因此完成一个教学单元所需的课时可能

婚礼的中国特色（鞭炮、迎亲与礼金、婚车、婚礼的菜单、喜糖、去祠堂祭祀、邀请老

会较多；目前还需要教学单元的具体内容信息以及总课时信息来确定该

家的村长等等）

课程大致可以安排多少个教学单元。
图 3.4

步骤三：对重点的内容进行梳理分析

案例 1.8

郭晶晶的婚礼基本上是西式的，这代表了现代中国婚礼的潮流，但是中国人的婚礼仍然会有

■
■

案例 3.6

教学案例背景：印 度尼西亚大学生，具备中级汉语水平，学习动机较强，

中国文化的烙印，学生可以通过比较自己去发现，这样才能更深刻地理解中国的传统。
婚礼过程中的迎亲与回门 讨论“嫁”与“娶”的差别。
鞭炮、礼金、豪华车队



讨论为什么中国人特别重视这些？这与古代的婚







语音训练——像和中国人说话一样和外国学生说话

将来可能从事中印（尼）外交方面的工作，大部分学生信



俗有什么关系？“明媒正娶”是什么意思？

■

喜糖、婚礼的菜单



讨 论中国人讨“口彩”的习俗：中国人用吉利的

■

在婚礼之后去祠堂祭祀



和外国学生说话时，教师总会调整自己的语言，不自觉地放慢语速，把

奉宗教

每一个字都说清楚，这其实不符合第二语言习得真实、自然的教学要求，也

教学设计目标：确立课程组织的大致设计思路

导致很多学生只能听懂教师说的话。赵老师上课说话时，会尽量保持原有的
速度，尝试像和中国人说话一样和外国学生说话，学生们慢慢地也都能听

█ █确定教学内容及选择教材：学生为成年大学生，且学习动机较强，教学

█

名字来代替菜名，如“金玉满堂”
（ 乳猪拼葵花

懂，而且说汉语时的语速也慢慢向中国人靠拢。所以，从习得的角度练习语

内容适宜充实紧凑；学生已具备中级汉语水平，未来可能从事外交方面

鸡）
，菜也要选择八道。

音，赵老师的建议是教师要限制自己在语言上的调整。

的工作，因此教学内容可以侧重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类的题材。



█ █确定教学单元及所需课时：该组学生学习汉语的积极性较高，因此教学

█

■

邀请老家的村长代表族人参加讨论中国人的家族观念

■

霍家特别重视霍启刚的婚礼，因为他是长房长孙

案例 3.7

进度可以稍快，完成一个教学单元所需的课时可能会相对较少；目前还

听力训练——看广告
听力训练时，学生听到的录音常常都是在录音棚中录制的，由于教材的

步骤四：确定所需材料，补充背景知识
■

滞后性，听的常常是已经过时的内容，很不真实、不自然。

18

选取“霍启刚赴保定迎亲”
“婚宴菜单曝光（图片）
”
“去霍氏祠堂祭祀”
“婚礼豪华车队

陈老师有一个好办法——看广告。广告的语言自然，发音清楚，有画面
辅助，而且很短。每次上听力课时，她会给学生看一个广告，让他们快速记

（图片）”作为课上阅读的内容
■

下广告的内容，再模仿广告的语调做一个自己的广告，不仅练习了听力，也

补充背景知识：
中国古代婚礼的“六礼”，中国的家族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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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ssic Cases

根柱子组成的空间，间数越多级别越高。纹饰中龙纹高于动物纹，动物纹高

Connects theory to practice, and
provides a large amount of
cases for the reader to ponder,
discuss and reference.

于其他纹。柱色朱红色高于其他色。
重檐庑殿式屋顶
续表
汉字

解释

兔

古字形

图画

金黄色琉璃瓦

10 个吻兽

朱红色梁柱

面阔 11 间
三层汉白玉围栏
台基

台基四周的石
柱台阶及御道
雕刻着龙纹

像兔子的形状。

中国最高等级的宫殿建筑——故宫太和殿

鼠

中国古代建筑等级森严，无论是皇家宫殿还是普通民居都遵循严格的礼

像老鼠的形状。

制。老北京的四合院，看上去形制相仿，但是只要细细品味大门细节的差
异，便能知道主人的身份与地位，这就是所谓的“门脸”。

龙【龍】

像龙的形状，龙是古代中国人想象中善于变化、
看古建筑的方法

能行云布雨的神异动物，是力量的象征。

屋顶式样：屋顶可分为庑殿式、歇山式、悬山式、硬山式，前两种式样又可分为重檐与
单檐两种，从屋顶可以看出建筑的等级（按等级从高到低排列）：
重檐庑殿式 > 重檐歇山式 > 单檐庑殿式 > 单檐歇山式 > 悬山式 > 硬山式
虎

像老虎的侧面形象。

庑殿式

吻兽：吻兽是置于古代大型建筑屋脊上的“避邪物”
，传说可以驱逐来犯的厉鬼，守护家
宅的平安，并可冀求丰衣足食、人丁兴旺。在中国的宫殿建筑中，吻兽越多，建筑的级别越高。
吻兽数量一般以单数排列，最多为九个，只有故宫的太和殿有 10 个吻兽。除了领头的骑凤仙

象

人之外，后面依次为龙、凤、狮子、海马、天马、押鱼、狻猊、獬豸、斗牛、行什（猴子）
。

像大象的形状。
歇山式

鹿

Rich Resources

像鹿的形状。
吻兽

悬山式

台基：有台基比无台基等级高
台基级数多的比级数少的等级高
鸟【鳥】

白玉台基比其他台基的等级高

像长着翅膀的鸟的形象。

有围栏的比无围栏的等级高

硬山式

像黑色羽毛的乌鸦之形，因为羽毛为黑色，人
乌【烏】

们常常看不出它的眼睛，所以比“鸟”少了一

46

“丶”
。

Provides the Chinese teacher
with many forms of teaching
tools, including pictures, texts,
diagrams, and so on.

64

思考练习二

一、填空
1. 一般认为“六书”中属于造字法的是
是

、

、

、

、

，属于用字法的

第三步：说明你希望学生通过上述交谈有何收获。

。

2. 许慎的

是中国第一本文字学专著，也是文字学研究领域最权威的著作。

2. 请以“日历”为道具，为海外小学生设计“用语言来学习文化”的汉语课。
第一步：发现文化点。
●

二、选择
1. 从汉字造字法来看，“瓜、肉、册、面”四个字都是
A 象形字

B 指事字

C 会意字

A 象形字

B 指事字

C 会意字

B 指事字

C 会意字

4. 下列汉字中不是形声字的是
A旗

B闻

以整理出哪些文化点？

。

第二步：选择文化点。

D 形声字

3. 从汉字造字法来看，“牧、保、拿、歪”四个字都是
A 象形字

（如初二）、二十四节气（如春分）、中国的传统节日等。你可

D 形声字

2. 从汉字造字法来看，“本、寸、甘、刃”四个字都是

。

你如何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对文化点进行取舍与细化？

D 形声字

●

D载

●

D远

●

Effective Exercises
Provides exercises that
effectively get students
reflecting on and solidifying
information.

B吹

C道

B颖

C欣

日历

D歌

考虑教学时间与目标，比如中国传统节日很多，选择哪些节
日比较合适？为什么？

6. 下列哪个字的形旁和声旁的位置关系与其他字不同？
A期

考虑母语文化的影响，比如在东欧国家，新年与春分有关，
那么在给当地小学生介绍节气时，选择清明还是春分？

5. 下列哪个字的造字法与其他字不同？
A安

考虑学生的接受水平，比如对于小学生来说“天干地支”与
十二生肖哪个更适合教学？

。
C泪

观察中国的日历与其他国家日历的差异，人们会发现中国
的日历有天干与地支相配的年（如 2013 癸巳年）
、农历日期

。

●

如何利用文化产物和文化习俗来表达文化观念？比如介绍节
日，如何让学生了解习俗背后的文化？如何将文化活动与课
堂教学结合起来？

三、按照造字法给下面的汉字归类
疯 盲 上 鸣 舞 固 初 饭 刚 鹿 三 肥 下 电 究 家 焦 牲 圆 吓 雨

第三步：将文化点与语言教学结合在一起。
●

么？”可用于学习什么文化点？

象形字：
指事字：

将文化隐含在语言之中，比如“今年是什么年？”
“你属什

●

用语言学习文化，比如在课堂上教会学生读中国的日历，编

会意字：

写介绍中国节日的小故事，引导学生比较中外节日的差异，

形声字：

带领学生体验中国节日，走入中国社区等。

十二生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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