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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电（宋滟鞠） 日前，由孔子学院总部／国家汉办
与全国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共同
主办，北京语言大学负责承办的首届“汉教英雄会”夏令
营活动遴选晋级比赛在北京语言大学正式启动。

此次活动是一次中外学生共同参加的汉语教学类比
赛，全国共有来自 84 所院校的 700 名中外汉语国际教育专
业硕士研究生参加此次活动。活动分为海选阶段、遴选晋
级阶段和汉教夏令营活动阶段。此次遴选晋级比赛对海选
晋级的140名选手中进行集中现场遴选，选出50强参加6月
份举办的“汉教英雄会”夏令营活动。

作为参赛者之一、来自西南大学的张润表示，来参加
本次比赛一方面是想借此机会展示自己在教学方面所学到
的知识；另一方面是希望与同学、老师交流切磋，开阔自
己的视野。

来自澳大利亚的高健，学习汉语已经有四五年了。“我
认为这个比赛非常有意义，老师和同学也鼓励我参加。无
论结果如何，都是一个锻炼自己的机会。而且参加比赛能
够认识很多新朋友，这对我来说非常重要。” 高健说。

为进一步向观众呈现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硕士研究生的
风采和汉教事业的风貌，让更多的人爱上学汉语、教汉语，此
次“汉教英雄会”夏令营活动将首次把汉语教学类比赛搬上
荧幕，结合真人秀、娱乐益智类节目的展示模式，利用现代科
技舞美和外出文化任务突出选手的个人魅力值和影响力。

据悉，首届“汉教英雄会”是在前两届全国“孔子学
院杯”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硕士研究生教学技能大赛基础之
上举办的。

汉语口语也有自己的语法

第一个需要澄清的是：和书面语一样，汉语口
语也有自己的语法。既然如此，口语教学就应该有
自己的课程设计模块，有自己内在的教学规律可
循。口语的确有自己独特的语法特征，比如，有填
充词的和无填充词的停顿，有断句，有省略等。既
然如此，口语教学也应该宽容这样的语言特征。口
语的梯度，也应该仿照儿童习得母语的一些规律，
按照从易到难，从描写类型过渡到叙述类型，再从
说明类型发展到论说类型这样的语言认知文体次第
来进行。对口语教学者来说，我们首先要熟悉汉语
口语自身独到的语法特征，即所谓“口语性”，然后
据此特征开展口语教学。

有一次，口语课老师给学生布置任务，要求学
生就同一类话题做介绍。老师依次布置的任务体现
出难度上的逐步过渡：从“自我介绍”到“介绍自
己的房间”，再到“介绍家乡”或“介绍我喜欢的一
座城市”，最后是“介绍一种意大利特产”。介绍过
程中，学生的话语里出现了一些偏误，有语音方面
的，如“我很好 （hǎo） 学”；有词汇方面的，如

“这种东西不好买 （应是‘卖’） ” ；也有语法方

面的，如“买不起”说成了“你不可以买” 等。学
生做完介绍后，老师设计了一个由其他学生听众做
点评的环节，之后是口语老师针对介绍过程和学生
们点评进行总结和打分。老师在更正常见的、普遍
性的偏误和打分时，对学生完成口语任务时出现的
一些不合适的表达方式，如不影响交际效果，都采
取一定限度的宽容。

口语教学需配合书面语练习

第二个要澄清的是：既然是口语教学，我们是
否还需要书面语这类练习来配合呢？答案是肯定
的。因为成人要提高外语口语水平，就必须要有针
对口语任务的事前加工环节。这一事前加工过程其
实就是把以前学过的、储存在记忆中的汉语语音、
词汇和句法特征重新激活，并做有选择性的提取，
然后再把自己的表达意向与语言元素进行匹配。毕
竟，在意大利使用汉语是在人为创造的交际语境
中，这样就缺乏真实交际环境和交际实物的暗示。
因此，事先准备虽有人为痕迹，但是对于培养口语
流利度、口语准确度、话题延展性、口语复杂性等
非常有效。

以表演一场应聘工作的面试口语任务为例。老
师把学生分成若干个组别，每两个人一组，一位扮
演人事部经理，另一位则扮演应聘者。先让学生即
兴表演一次，因该语境属于比较正式的场合，所
以，老师对双方的话语做记录，然后指出错误和不
足，并进行修改润色，反馈给学生。在这个语境
下，老师向学生重点介绍了求职面试时常用的专门
用语，还特别提出，应聘者在回答人事部经理提问
时应尽量采用半书面化的正式措辞，如“我在意大
利最好的大学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我在2012年2
月从东方大学获得了硕士学位”等。随后，老师给
这两个学生布置课后作业——整理修改语句，并让
他们在下一次课堂上再表演一次，以提高他们的口
语水平。与此同时，评估第二次口头练习时，对学
生在流利度、准确度和表达的复杂性方面也提出更
高要求。

（寄自意大利）

2017年我的愿望有3个，那
就是：提高自己的组织管理能
力、放弃学习舞蹈以及获得到
德国旅游的机会。

虽 然 我 的 学 习 成 绩 还 不
错，但是其它方面还有很多需
要改进的地方，比如我要养成
整 理 书 本 、 书 写 整 洁 的 好 习
惯，并且要提高管理时间的能
力。

我 现 在 对 跳 舞 很 不 感 兴
趣，我希望 2017 年不要继续学
跳舞，做自己不感兴趣的事实
在很没劲，我完全可以通过参
加其它活动锻炼身体。

我希望 2017 年能有机会去
德国旅游。我听说德国有很多中
世纪历史古迹，我对这些很感兴
趣，很希望能去亲眼看看。

（寄自加拿大）

怎样上好
汉语口语课？

彭 莺 徐海铭

我们在意大利开设《汉语口语》课
程已有两年。开设这一课程，理由有
三：一是大学中文系班级规模大，学生
人数多，学生鲜有机会在课上使用汉语
交流；二是中文系听说课程开设少；三
是即使有些大学开设听说课，由于人手
不足和资源有限等客观原因，从这类课
程整体设计上来看，仍然缺乏系统性、
连贯性和阶梯性。在这样的教学现状之
下，很多学生在口语表达和听力方面比
较欠缺。

在我们讨论如何给意大利学生上汉
语口语课之前，有必要澄清两个重要的
教学理念。

首届“汉教英雄会”

晋级赛启动

我的3个愿望
哈翔元（11岁）

“看报纸就像看天书”

3年前，木兰从罗马尼亚来到北
京，成为北京语言大学汉语言专业
的一名留学生。下飞机时，充满异
域风情的东方国度让她对一切都非
常好奇：“我觉得到中国留学是一个
好机会，接触一门如此有趣的语
言，了解一种完全不同的文化。”
尽管现在的木兰使用起中文得心应
手，然而3年之前，繁复的汉字、复
杂的声调，让木兰很是犯怵。虽然
一直在努力学习汉语，然而依旧没
有明显进步，那时的木兰陷入了学
习低潮期，心情总是很沮丧，对中
文学习产生了一种抗拒。

“那时候，看报纸就和看天书一
样，通篇读下来脑袋都是懵的。打
开电视看新闻，主持人嘴巴一张一
合，一则报道就过去了，什么都没
听明白，内容只能靠画面进行猜
测。这些经历让我觉得我的汉语水
平没有过关，学习汉语这门语言是
很大的挑战。”平日里与人沟通，木
兰也是充满了不自信，甚至在日常
交流时紧张得讲不出话。

同样来自罗马尼亚的戴逸文出
于对中国文化的喜爱，来到中国学
习汉语，结识了不少中国朋友。然
而在学习中文的过程中，她有好多
次想放弃：“特别是刚开始的时候，

汉字让我十分头痛，单单一个汉
字，就算反复练习，但是过几天就
忘得一干二净。有时候真的想放
弃。中文太难了，自己好像永远都
学不会。开始时，我身边也有许多
朋友和我一起学，由于惧怕中文的
高难度，都打了退堂鼓。但中国有
句俗话说得好，‘只要功夫深，铁杵
磨成针’，最后我还是坚持了下来。”

“焦虑感”来自哪里？

木兰和戴逸文在学习过程中的
焦虑感，很多外国汉语学习者也遇
到过。在汉语学习的课堂上，一些
学生不爱发言，如果被老师点名发
言，则脸红、说话结结巴巴；有的
学生避免与任课教师的目光接触，
有的时候甚至连说话声音都变得怪
异；还有的同学在考试时紧张到大
脑一片空白，甚至连最简单的问题
也答不上来，这些都是焦虑的表现。

北京华文学院副教授张江丽认
为，外国汉语学习者的焦虑主要由3
种原因造成。

第一种就是交际焦虑。即与人
进行交流时，由于语言的原因而产
生的焦虑。中国人口众多，方言复
杂。不同职业的人用语也不同，还
有一些人有自己独特的说话风格，
例如有人语速较快，有人喜欢用网
络词汇等。遇到这些情况，一些外
国汉语学习者经常会有一种挫败
感。认为自己经过长时间的学习，
与他人进行汉语交流依旧十分吃力。

第 二 种 是 惧 怕 负 面 评 价 的 焦
虑。比如，同一个班里，欧美学生
比较积极主动回答老师问题，而日
本学生则比较害羞，很少主动表
达，焦虑感较强。因此，日本学生
往往会担心自己说错了，别人会对
自己产生负面评价。

第三种就是考试焦虑。最常见
的就是考试将近，有的外国学生就
会反复来问任课教师会有什么题
型、考哪些课文、重点语法点在哪

里等。每一遍都会问得特别详细，
害怕出现纰漏。考试来临前的那种
焦虑溢于言表，抓耳挠腮，神情紧
张。

莫让焦虑影响学习

在学习汉语的过程中，适度的
焦虑可以促进汉语学习，这是正面
的、促进性的焦虑。但是过度焦
虑，也就是负面的、阻碍性的焦虑
就会影响学习的自信心，进而影响
学习的效果。

印尼阿拉扎大学孔子学院汉语
教师林晓蓓说：“我之前教过一个学
生，他读的是汉语高级班，但说话
发音还是不够标准，带着所谓的

‘外国腔’。当年他参加‘汉语桥—
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时，碰到了
许多口语优秀的华裔，与他们比赛
时有心理落差。这种心理让他开始
怀疑自己的汉语水平，对他之后的
学习造成了不小的冲击。以前他是
班上的好学生，课堂上积极回答问
题。但比赛之后就像换了一个人似
的，开始沉默寡言，羞于表现自
己。”

针对语言焦虑，张江丽提出建
议：首先，要建立起良好的师生关
系，形成和谐的课堂气氛。让学生
在汉语教学课堂上没有压抑感和不
安全感，从而降低学生的焦虑；其
次，学生要自我调整，不断提高汉
语水平，树立自信。同时，学生应
该经常预习与复习课文，当准备工
作做得好时，他们也就会有信心学
好汉语了，焦虑感会相应下降；最
后，有些外国留学生在课堂上害怕
说错话，怯于提问，也不敢表达自
己的观点。针对这些学生，教师可
采取小组学习方法进行交流；在汉
语教学时，还可以设置一些游戏，
通过学唱中文歌曲、翻译留学生本
国的歌曲、看中文电影等形式来放
松情绪，增加学生学习汉语的兴
趣，从而达到降低焦虑的目的。

“中文太难了，好像永远学不会”

如何度过学汉语的“焦虑期”？
韩昊洋

数据显示，目前全球有
60 多个国家将汉语教学纳入
国民教育体系，海外学习汉语
的人数已过 1.2 亿，且以 50%
的幅度在增长。“中文热”持
续升温背景之下，很多人进入
中文课堂，希望可以通过学习
中文了解中国文化。然而在学
习中文过程中，不少学生有焦
虑心理。那么，外国汉语学习
者如何化解这种焦虑呢？

哈翔元“汉教英雄会”启动仪式现场

我生活在一个普通的 4 口之
家，家里有爸爸、妈妈弟弟和
我。我们之间互相理解、帮助和
关爱，家里充满了幸福和欢乐。

记 得 那 是 一 个 夏 天 的 周
末，我又要去打网球了，好开
心！打完网球，妈妈边帮我擦
汗边说：“今天好热！我先到车
上开空调，你一会儿再上来。”
看到停车场上的小伙伴们一会
儿就走光了，我打开车门，也
准备回家，发现车子里还是太
热，于是我又把车门关上，想
在外面再等一会儿。谁知妈妈
听到车门响，以为我已经上车
了，就把车开走了。

我一看妈妈把车开走了，飞
跑着去追，一边追一边喊，可是
我怎么追得上 4 个轮子的汽车

呢？只见汽车一会儿就无影无踪
了，只留下我站在空空的停车
场，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我急得快哭了，突然想到爸
爸讲过，遇到困难的时候，要冷
静，哭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于是我
对自己说：“不能哭，想想怎么办
……走回去？但是路好远，而且可
能会碰到坏人。在原地等妈妈，那
要等多久呢？就在这时，我看见一
位老奶奶向我走来，我就上前对
老奶奶说：“您好！我和妈妈走散
了，您能帮我吗？”奶奶一听就把
手机借给了我。

我刚要给妈妈打电话，就看
见妈妈的车飞快地开过来。妈妈
一下车就紧紧地抱着我。我好想
哭，因为我刚才真的好害怕。但
是我不能哭，我理解妈妈，她要

陪我打球，要照顾弟弟，还要上
班，实在太忙了，所以我不想让
妈妈难过。这时妈妈却哭了。我
帮妈妈擦眼泪，安慰妈妈说：

“没关系的，我都这么大了，会
自己想办法的。”为了让妈妈开
心起来，我还给妈妈讲了几个笑
话。

回到家，爸爸正在做晚饭，
我和妈妈去帮忙，我还帮妈妈榨
果汁。爸爸问我为什么回来晚
了，我开玩笑地说妈妈刚才差点
把我弄丢了。爸爸听了怪妈妈太
粗心了，我急忙说：“没关系
的，我一点都没害怕！”爸爸和
妈妈都笑了。妈妈把果汁递给
我，满满的一杯果汁，盛满了家
里人对我的爱，真甜啊！

（寄自澳大利亚）
（本文获得第十七届华人少

年作文比赛二等奖）

相亲相爱

一家人
温颜宁（9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