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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日前，国内一些高校为来华留学生开设了线

上中文课程，这种形式对老师和学生来说都是新的尝试。作为语言类教

学课，中文课有其独特的教学规律，如何将这种独特性和线上教学结合

在一起？老师如何完成“对着学生讲课到对着摄像头讲课”的转变？学

生如何适应“和同学一起在教室上课到一个人对着电脑屏幕上课”的变

化……这些都是开设中文网课需要面对的挑战。听听几位一线汉语教师

及正在上中文网课的学生怎么说。

作为一名外派菲律宾中文教师，通
过教学经验的累积，我渐渐明白中文教
学不仅要做好语言教学工作，还要当好
文化使者。

由于没有语言环境，再加上中文又
是副科，有些菲律宾本土学生并不喜欢
中文。

作为一名中文教师，如果仅仅教授
课本上的中国文字，无形中是把知识标
签化，也让学生觉得无趣。所以如何让
学生们转化标签化的认识，让他们从认
可教师到喜欢学习中文再到喜欢中华

文化非常重要。
以我自己的教学实践为例，在课堂

上讲述一些可以与当地文化相比较的知
识点，比如当地人喜欢喝咖啡，中国人
喜欢喝茶等。采用兼顾当地文化的教学
方法，让学生们觉得枯燥的中文课变得
有趣起来，课间再没人起身上厕所，课
堂也开始活跃起来。学生们开始主动问
问题，从不太关心中国到问我中国人的
想法。

我鼓励学生们大胆说中文，也鼓励
他们在观察中思考，在体验中感悟。潜

移默化中，学生们的眼里有了光，那是
一双双充满求知欲的眼睛。我从未告诉
学生们要尊师、守礼，但是随着中文学
习进程的推进，学生们会主动起立鞠
躬，有时也会鼓掌。

同时，我将书法引入教学课堂，以
增加中文教学的趣味性。传播中华文
化、架设教育交流之桥是外派中文教师
的使命，作为中国宋庆龄青少年科技文
化交流中心的一名书法教师，我将自身
专业与中文教育相结合，除了常规中文
课程，还开设了书法班，将中国书法教

育引进兴趣课堂，激发本校学生乃至本
地其他中文学校学生对中国书法的热
情。令我欣慰的是，我所教授的两名学
生的书法作品刊登于报刊，学生李雅诗
还在书法比赛中获奖。

6 个月的时间，从适应到收获，回
顾教学历程，我意识到，建立在文化交
流基础上的海外中文教育这条路还很
长，但只要我们心中有爱，把中文的种
子种进孩子的心里，就会生根、发芽。

（作者系中国宋庆龄青少年科技文
化交流中心外派教师）

北京外国语大学开了网络
中文课，我第一次上这样形式
的课，是一种新的体验，也遇
到了新的挑战。

到目前为止，我已上了近两
周的课，课程内容很好，但课
程形式还是需要一个适应的过
程，比如作业有些难。

我感觉最大的不同是平时上
课时老师会让我们多发表自己
的看法，课堂讨论氛围很浓，
我也很喜欢和大家一起讨论。
但在中文网络课堂上，这点很
难实现。

（作者系意大利留学生）

2020年2月3日，我进入了一个新的工作群——
“学生支持方案制定小组”，入群就看到了《汉语速成
学院特殊时期教学方案》以及各种教学资源的打包文
件等。

经过商议，大家决定按照学生的水平进行分组教
学，我和 5位老师组成第三学习小组，主要负责对接
中文中高等级水平学生的线上教学。我们这组的学生
实际跨 3个水平等级，学习需求多样。老师也分属不
同教研室，有的老师只教过中文初级水平的学生，而
且这种特殊教学任务大家都未接触过。

“教什么？怎么教？”经过初步探讨，决定使用
《中国概况》 的慕课，慕课参与者陈闻老师主动承担
第一次的主讲任务，并提出采用腾讯会议的形式在线
授课。2月4日，线上课堂先在老师们中间开展起来。
大家加入了陈闻老师的腾讯会议“体验+学习”。2月5
日，线上课正式开讲。渐渐地，一切进入轨道。

在整个教学过程中，老师们不懂就问，和同学们
一起学习，课后也常在群里开展教学讨论，分享学生
反馈信息，调整和改进教学方式，这样一来，慢慢摸
索出了一些行之有效的方法，比如：考虑到学习群中
的学生多、信息多，每天开课前15分钟发布群公告提
示学生；考虑到每一讲的内容信息量大，还有部分学

生有时差问题不能同时参与线上课堂，主讲老师课前
课后都会发送预习复习材料并留下邮箱，以便学生可
就指定学习内容与主讲老师交流等。

在教学内容方面，教学组除使用慕课外，也鼓励
各位老师发挥学科优势，比如关心社会问题的杨慧真
老师给同学们带来了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思考；关注经
济发展和国际交流的余绮老师带来的课程内容是
“‘一带一路’上的新老朋友”；专业为古代文学的
刁文慧老师则带学生体会《春夜喜雨》《早春》《江南
春》等诗中的意境。

值得关注的是，知识分为陈述性知识和程序性知
识。前者可以使用以一对多的讲授方式，而中文作为
第二语言教学属于后者。它特别强调，在了解基本语
言知识之后，通过大量的练习实现知识的内化，而后
转化为自动地输出，因此对师生和生生之间的互动
性、对群体学习的氛围要求都很高。所以，比较起
来，实际课堂教学有不可替代的优越性，但网课是课
堂教学很好的辅助形式。对中文网课的未来发展而
言，最关键的是在内容上和形式上要创建优质精品课
程，同时要考虑线上课程如何像线下课程那样进行标
准化、规范化的建设，比如可以设计订制课程等。

（作者系北京语言大学汉语速成学院教师）

北京语言大学汉语速成学院的学生目前分布
在世界各地，他们也为延期开学感到不安和焦
虑。为了让其在疫情期间不间断汉语学习，中华
文化国际传播中心及汉语速成学院相关负责人提
出除了已有的利用微信群线上教学模式以外，通
过学院微信公众号探索线上教学的新模式，即

“速成连接世界——线上课堂”。
因是首次采用线上教学模式，中华文化国际

传播中心主任迟兰英和汉语速成学院院长苏英霞
担任线上课堂小组组长，我任副组长，并组织了
一支有丰富教学经验的教师队伍。

“线上课堂”分为汉语学习、强身健体、中国
文化三大类，老师们从学习者的学习需求、兴趣
爱好和关注点出发编写课文，也亲自录制与课文
内容密切相关的视频。为了方便学生自学和检验
学习效果，还给每课的课文和生词录制了音频，
设计了互动小测验。“线上课堂”每周一、三、五
按主题进行新课推送，第一期于2月7日推出。

中文网课既有优势，也有短板。其优势表现在
几个方面：疫情期间保证了教学的顺利进行；不局
限于课堂人数，有更广的学生群体听课学习；学生
的压力较小，学习氛围相对轻松；不受时空限制，学
生可以随时随地进行学习，实现碎片化、个性化的
教与学；网课的教学资源丰富，媒体多样，易于获
取、传播、分享和保存，不需要像传统课堂一样记笔
记；教师可以借助线上通讯工具及时地将与教学有
关的内容、资源、计划、通知等告知学生，节省了信
息流通的时间和成本。

中文网课的短板在于：师生之间的教学互
动没有传统课堂频繁，生生互动则更少。线下
课堂师生、生生的近距离互动更多，互动情境
也更真实，师生更容易产生共情；老师无法像
课堂上一样观察并监督学生的学习情况，因此
对学生的自律和自控能力提出了较高的要求；
如果是直播课，面对全球学生，因时差问题，

教学时间的统一存在困难；直播课对网络状况、
电脑硬件、软件都有一定的要求，如果上课人数
过多，可能会出现延迟等技术问题，从而影响学
生的课堂体验。

中文作为第二语言教学有其独特性。首先，
在主题、内容、形式、互动等方面有一定特殊
性，特别需要师生面对面以及及时连续地互动和
反馈。因为师生处在不同时空分离的环境下，线
上教学在处理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随时出现的问题
时，相比课堂教学还是受限的。其次，中文教学
除了导入、基本的展示以外，还要设计大量操练
活动帮助学生熟悉、巩固知识和技能，其中还要
有教师的及时反馈、总结以及对学生的纠错和指
导，这是课堂教学的优势，也是线上教学面对的
挑战。第三，中文作为表意文字，课堂上的板书
也非常重要，会对学生起到示范作用。如果选择
的线上教学平台可以展示老师的板书，会弥补这
一不足。如果没选择这样的平台，就会丧失中文
教学很重要的一环。第四，如果想让线上教学达
到较好的教学效果，对汉语教师的网络运用水
平、课件制作能力、综合运用多种形式进行呈现
的能力要求较高。

因此，对中文作为第二语言教学来说，线下
教学为主仍是目前趋势，网络课堂是线下课堂的
有益补充。但是一对一、一对多的在线教育，无
论是慕课还是微课，直播课还是录播课，都满足
着不同群体的需求。有需求就会有市场，就会逐
渐成为趋势。随着教育技术的更新发展，特别是
人工智能和VR技术的发展使在线教育平台更加人
性化、真实化，更接近现实课堂，中文网课将会
逐渐成为一个教学方向。因此，转变教育理念、
教学模式、掌握更新的技术技能以适应新时代的
中文网课应该是教师们要做好的准备。

（作者系北京语言大学中华文化国际传播中
心主任助理）

2008 年开始，北京外国语大学已建立
起了以Blackboard、北外E课堂等为代表的
线上教学技术服务体系。但是这些体系主
要是面授课程的辅助，是为一些特殊学习
对象和特殊课程内容提供服务的。大量的
学习对象一起在网络平台上学习，此次是
首次尝试。

我们的教学对象是在世界各地的留学
生，因为疫情，多数还未返校。那么问题
来了，30多个国家的留学生同步课堂学习
时的时差问题如何解决？那么多门课程线
上教学如何进行科学设置？传统语言课教
师线上教学的技术培训如何在短时期完
成？线上教学效果如何测评和检验……

从 2 月初，老师们就对上述问题展开
了调研和讨论，根据北京外国语大学本科
留学生的特点，规划了线上教学的指导原
则。具体而言，关于教学的原则包括尽量
使用本校的线上教学平台，避免教学产品
知识产权问题的发生；“录播”与“直播”
相结合，综合利用各种线上教学所能采取
的方式和手段；尊重中文作为第二语言教
学的规律，由教师和学生一起商定最终所
选择的教学平台；对一线教师进行必要的
校内使用平台操作培训等。

在具体操作环节上，为调动教师线上
教学的主观能动性、创造性和教学个性，
鼓励各任课教师创新教学模式。比如推荐
老师使用学校在线教学平台 Blackboard 完
成教学任务和课程管理，但各位老师也可

以根据自己的课程特点，以 Blackboard 平
台为基础，选取自己熟悉的平台开展线上
教学活动。

从目前的授课效果看，线上中文教学
面临的挑战有几个方面：首先，线上教学
对老师指导学生毕业论文有一定的影响。
由于来华留学生的毕业论文写作指导，多
数需要师生面对面完成，但毕业论文写作
与论文答辩时间紧、任务重，这就会导
致出现一些不可预知的问题。其次，如
何解决分布在各个国家的学生的时差问
题。第三，第二语言教学的原则与特点
是“精讲多练”。“多练”就需要教学具
有一定的互动性和场景性，线上教学则
无法实现。值得关注的是，对于学生真
实学习状态的客观把握，也是授课教师
面临的一个挑战。最后，在常规的中文
教学课中，对教师的网络技术应用和数
字设备使用的要求并不高。但进入线上
教学后，如何熟练运用网络技术及设备
对教师来说是一个新的挑战。

对教学者来说，从对着一群学生讲课
到对着一个摄像头讲课，需要一个适应过
程。但是，万事开头难，大家都在适应及
摸索过程中。挑战也是契机，也许国际中
文教学的业态会由此发生改变。无论如
何，对国际中文教学领域来说，都是有益
的探索。

（作者系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语言文学
学院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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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第一次上中文网课，每周上9门
课。我的专业是国际汉语教育，目前开的网
课有理论课、论文写作课等。

还没开始上课时，我觉得会有些麻烦，
因为家里的网络比较慢，怕上课时掉线，但
在实际上课过程中，并未遇到类似问题。

在我看来，中文网课有一个优势，即
可以看课程回放，这对留学生来说是很重
要的。如果说中文网课最需要适应的是少
了老师和学生之间的互动，一个人对着电
脑，没有和同学们一起上课的氛围，比如
以前上课听不懂的地方可以问旁边的同
学，也可以互相讨论，但现在主要是老师
在讲，因为同时在线的同学很多，如果大
家都说话不太现实。

目前上了一段时间的网课，在无法到学
校上课的情况下，中文网课是非常好的形
式，可以打破时空限制。

（作者系马来西亚留学生）

线上中文教学之初体验
赵 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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