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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不少孔子学院都
将汉语课堂从线下转移到了线上。对于很多
学员来说，这是一种全新的体验，而对汉语
教师们来说却是不小的挑战。很多老师反
映，与学员流畅沟通及调动学员学习积极性
等是目前较为棘手的几个问题。

针对这些问题，老师们分享了自己的网
络教学经验，给大家支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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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过程中与学生沟通难？
来试试这些方法

对如何在网上与学生流畅沟通，老师们有什么样
的高招呢？

如果是因为网络等原因导致的沟通困难，南非德
班理工大学孔子学院汉语教师志愿者徐艳丽表示，如
果部分学生的网络特别卡顿，可以一边用电脑与学生
进行文字沟通，一边通过手机视频，二者同步进行。

如果是因为学生不理解课程内容导致的沟通困
难，澳大利亚西澳大学孔子学院汉语教师王春晖认

为，汉语教师在准备网络授课时，应准备更多的教学
内容，还要经常观察屏幕上学生的表情与反应，并及
时询问，判断学生是否听得懂。

另外，汉语教师应及时回答聊天记录中学生的问
题。在课程结束后的学生小组讨论环节中，教师要注
意掌控节奏。

意大利米兰国立大学孔子学院汉语教师志愿者孙
铭阳表示，在线下课堂中，学生可以通过老师的一些
肢体动作理解其表达的意思，但网上教学时，学生无
法看到这些，这时候就需要教师有足够耐心，用比上
课时更慢的语速让学生明白教师所表达的指令。

除了上述方法，也可以借鉴米兰国立大学孔子学
院施雅利老师的方法，提前 10 到 15 分钟进入直播平
台与学生进行交流。就像平时在教室上课一样，老师
早点进入教室，与学生交流其学习情况，解答他们的
问题，给直播课堂暖暖场。

此外，可以适当借助学生母语或英语，将指令的
关键词打出来，让学生通过“看”，直观地明白教师
的想法。

学生上课热情不好保持？
也许是没用对方法

在线下课堂，老师可以通过学生的反应，及时更
改教学方式激发学生的上课热情。但是在网上课堂
中，隔着屏幕如何才能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呢？

孙铭阳建议，可以在讲完生词、语法或者一部分
内容的时候缓解一下上课气氛，让学生精神放松后再
集中精力听课。比如，可以放一小段中文歌曲或是一
个简短的小视频。如果是年龄比较小的学生，可以适
当给予奖励。

即使是网络课堂，也需要学生互动，要适时提问
学生，确保其在认真听课。

乌克兰南方师范大学孔子学院的栾晔教师的经验
是通过制作精美的课件及教具卡片，设计有趣的、有
意义的会话活动等调动学生的学习热情。

在巴林大学孔子学院，老师们通过展示卡片、共
享文化视频，调节课堂氛围。课余时间，教师们通过
使用“WhatsApp”软件和学生保持密切联系，追踪汉
语直播课的教学情况和学生反馈，完善网课教学方
法，提高学生的上课积极性。

除了增加一些课堂小活动外，增强学生之间的互
动，也是提升学生上课热情的必备法宝。施雅利建
议，老师们可以布置一些小组作业，然后在课上反馈
成果。小组作业不仅能让学生之间增强互动协作，保
持学生在课下的学习热情，还能通过课上成果展示获
得成就感，从而保证上课的热情。

在 荷 兰 格 罗 宁 根 孔 子 学 院 ， 老 师 们 还 利 用
“Zoom”平台为每个班的学生提供每周两小时的课后
辅导，学生们可以自愿参加。学生们表示，课后辅导
效果很好，问题及时得到了解决，自己对汉语课也更
有信心了。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3 月 13 日起，斯里兰卡
兰比尼中学孔子课堂暂时关闭教学点，但学生们学
习汉语的方式在疫情之下更加多元。

善真：凌晨四点上网课

自从在北京读书后，善真没有和家人庆祝过斯
里兰卡新年。今年精心准备了全家出游的惊喜，也
因为斯里兰卡政府颁布了行动管制令而让计划全部
泡汤。

善真现为北京语言大学南亚师资班的大三学
生，4年前她获得了“汉语桥”世界中学生中文比赛
斯里兰卡赛区的冠军。为了努力实现自己当中文系
教授的梦想，又为了节省开销，3年来她回家团圆的
次数屈指可数。她说，原本打算陪陪家人就回学
校，可是斯里兰卡日趋严重的疫情又让她不得不呆
在家里。

“我有时凌晨 4点就要起床准备上网课。因为网
络很卡，经常听不见老师说话。妈妈不在家，我还
得一边做饭一边听课。”善真说。善真的妈妈是一名
护士，因为疫情，妈妈每天早上 5 点就要出门，晚
上 11 点才能回家，回来之后也是自我隔离。为一
家 5 口人做饭的任务就落在了善真的肩上，她每天
都会在妈妈上班前准备好早饭，然后一边复习一边
等着网课开始。但善真从不觉得早起学习很辛苦，
相反，她的心里更加心疼妈妈，也更想努力地学习
中文。

善真无奈地告诉我说：“我只有手机没有电脑，
所以常常看不清楚屏幕，每次都要问同学借笔记。
我现在因为网络问题没法上课，但还是会完成作
业。”善真每周有12节110分钟的课程，她十分担心
落下学习进度。

当我问善真：“你现在想回学校吗？”她说：“很
想很想！我真的很想念在中国的生活，我特别想念
和老师同学面对面学中文的时光，最想在音乐课上
唱歌。”

悟尘：我在缅甸教中文

受疫情影响，家在缅甸的悟尘因为航班调整等
原因无法返回斯里兰卡继续学习中文。悟尘是斯里
兰卡凯拉尼亚大学的留学生，同时也是孔子课堂的
学员。他每年都会趁着学校假期返回缅甸去看望家
人朋友。在中文课上，早到迟退的悟尘永远坐在第
一排。当身在缅甸的悟尘得知缅甸飞往斯里兰卡的
航班将暂停时，内心十分煎熬。

悟尘说：“我真的很想学中文，早知道这样的
话肯定不会回缅甸，这是我学习中文以来第一次
间断。”

航班暂停的第二天，悟尘决定趁着这段时间免
费教当地孩子们汉语拼音和常用中文表达，“学好中
文能找到工作”。“中国帮助缅甸建设公路，也给缅
甸人带来很多就业机会。”悟尘补充道。

悟尘认为教授汉语的过程也是自己复习巩固、
加深中文印象的过程。他的的理想是成为一名汉语
教师，向家乡的孩子们教授这门古老优美的语言，
更希望可以通过中文改变那些失学儿童的命运。

悟 尘 告 诉 我 说 ：“ 等 我 过 了 汉 语 水 平 考 试
（HSK） 4级，我一定申请去中国读书”。

中文教师：备课答疑两不误

“汉语教师应该灵活地适应各种环境下的教学，
这段时间我正好可以解决学生先前留下的问题，也
可以给我自己好好充电和备课。”开朗是汉语教师志
愿者方文辉给人的第一印象，她说汉语时嘴角自然
上扬，说话语调轻松明快。

本科刚毕业，方文辉就来到斯里兰卡担任汉语
教师志愿者，今年已经是第三年了，也早已摸索出
了一套适合本地学生的教学方法。

疫情期间，孔子课堂的汉语教师志愿者根据任
教班级的实际情况，准备了生动活泼的汉语教材，
更增设了“健康汉语”“每日疫情播报”和“你的抗
疫生活”等内容，并通过微信和WhatsApp等软件将
学习材料发送给学生并在线答疑。

“这样的学习方式很有趣，因为我也想和姐姐一
样去北京读书，所以我不想停止上课。”善真的妹妹
马英说，为了可以和姐姐一样圆梦北京语言大学，
马英无论线上答疑还是面授课程都是最积极的学生。

（作者系斯里兰卡兰比尼中学孔子课堂汉语教师
志愿者）

初次网络授课效果好

西班牙马德里爱华中文学校的老师们经过 1个月
左右的教学方案商讨和培训，4 月 4 日正式推出了中
文网络课。开课的第一天，在正式开课前，老师们先
和学生们聊起天来。

正在爱华中文学校执教的张玉老师说这是她第一
次接触网上授课这种教学方式，“说实话，第一次上
网课之前我挺激动，也有些紧张，怕孩子们不配合，

怕课堂教学软件运用不熟练，但是一节课下来，发现
只要有信心，将每个知识点内化于心，就会顺利很
多。学生们第一次接触网课觉得挺新奇的，脑筋转得
也很快。虽然第一次上课只有两个小时，但比线下课
3个小时讲到的知识点还多。”

正在西班牙读初一年级的柴润泽，是爱华中文学
校的学生，正在适应线上授课这种模式。“线上授课
有问题可以直接问老师。虽然我很想念在教室里和同
学们在一起的日子，但是上网课也能看到老师和小伙
伴们。”

对爱华中文学校的老师和学生来说，都是第一次
接触网课，只能在摸索中往前走。“为了保证教学质
量，在教学方案上多下功夫很重要。”爱华中文学校
校长黄小捷说。

考虑到线上教学不能像线下教学一样，老师和同
学可以进行面对面交流，爱华中文学校实行的是10人
以下的小班制，旨在保证线上课程的教学效果。“从了
解教材到选定课程时间，从网络授课的课件如何做到
新颖到教师培训如何做到突出重点，从老师在网络课
上的语音、仪容、亲和力到如何熟练操作网络课堂教学
软件……大家都反复商讨，力求做到最好。如今，我这
个第一次接触网课的老师，在课堂上如果学生遇到了
软件使用问题，也能迅速帮他们解决。”张玉说。

老师教学花样多

网络授课因为缺少老师和学生之间的面对面互
动，如何让学生在网课时间中专注于老师所讲的内
容，是教授网络中文课的老师面临的挑战。

从 2 月泰国宋卡王子大学普吉孔子学院开设线
上中文课程起就在教学一线的陈良玉老师介绍了自
己的经验，她说：“有时候我会通过展示一些泰国的
明星图片发散大家的思维，有时候会采取情境小游
戏的方式吸引学生，例如讲到点餐这节课时，让学生
轮流扮演服务员，互相提问。”陈良玉老师的网络课
不仅吸引了来自泰国的学生，也有来自越南、老挝的
学生等，虽然大家相距甚远，但因中文聚在了一起。

“这是线下课程做不到的。虽然有学生听不懂泰语，
但一看到我和泰国同学进入角色扮演环节，开始互
相提问时，就会积极加入。”陈良玉说。

与张玉同在爱华中文学校执教的吴易威老师也总
结了自己的小窍门，“为了大家理解得更为直观，讲

解课文前，我会提前准备一些与课文相关的中国文
化或历史典故的视频”。清明节前后，吴易威带着学
生学习古诗 《春夜喜雨》。为了让学生们了解诗作者
杜甫，不仅为学生们介绍了这首诗的背景，还介绍
了杜甫草堂的由来。对年纪小的学生来说，对中华
饮食比较感兴趣，吴易威便和学生们一道讨论清明
节的饮食习俗。”

为了激发学生们的学习兴趣，张玉除了从内容上
不断进行调适，还抓住了多媒体这个“发力点”，“线
上教学同线下授课相比，时间、方式和地点更加灵
活，比如我会利用有趣的视频动画和卡通图片对课本
知识进行补充，让学习不那么枯燥。”

课后复盘有技巧

对网络中文课来说，如何让学生巩固课堂知
识、如何及时了解学生的课业进展等也是老师面临
的挑战。

针对线上教学互动有限的短板，陈良玉以自己所
教授的课程为例介绍说：“我们孔院的基础汉语课程
每周三天，每天两个小时，由于网课和大家接触时间
较短，我便和学生们在课后建立了学习交流群。目前
群里有50多人，除了讨论中文语法等学习问题，大家
还会在群里即兴开展中文绕口令比赛。比如，‘4’和

‘10’这两个数字的辨别对于泰国人来说不是很容
易，挑战者把自己的绕口令语音发到群里，不仅活跃
了气氛，也让大家感觉到，即使是线下课程，中文也
在身边。”

群里的学生大多已经工作，他们来自东南亚各国
的不同行业，有的是汉语零基础水平，有的已经学习
过一段时间的汉语，每天大家都会在群里交流一些简
单的汉语句子，有问题就一起探讨，同学们也可以互
帮互助，有汉语基础的同学可以帮助汉语零基础的同
学尽快入门。

“推出中文互动学习群后，学生们很是喜欢，这
也给了我启发，即使疫情结束， 也可以保留这个
群，让中文教学的方式更加多样化。”陈良玉说。

“我很喜欢大家一起在线上互动的学习方式。对
我来说，线上学习有一个很大的优势，即能够随时随
地在软件上回顾老师讲的内容。” 正在陈良玉网络中
文课堂学习汉语的泰国学生宁宁说。

（本文图片均由采访对象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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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汉语教师，这份线上教学指南请收好
孔 媛

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

持续蔓延，多国升级防控

措施，停工停课。受疫情

影响，不少孔子学院和海

外中文学校将线下中文课

程移到线上，推出了形式

多样的教学形式，在与学

生的互动实践中实现了

“停课不停学”。

情景游戏、动画视频……

网上教中文的精彩打开方式
王淑晨

情景游戏、动画视频……

网上教中文的精彩打开方式
王淑晨

泰国宋卡王子大学普吉孔子学院陈良玉
老师在为学生上网络中文课。

西班牙马德里爱华中文学校张玉老师在为
学生上网络中文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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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马德里
爱华中文学校吴易威
老师 （上排中） 和学
生在网络中文课堂上。

悟 尘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