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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前汉语教师语法教学信念变化初探＊

汲 传 波

提要　 通过对比职前汉语教师课程学习前后的语法教学信念调查结果，发现他们归纳信

念增强、演绎信念弱化，赞同“以学生为中心”；意义信念无明显变化、形式信念弱化，赞同以交

际为中心，同时也肯定语言形式的作用；专业背景、有无教学经验对职前汉语教师的语法教学

信念的变化不存在显著影响。最后，本文针对学界“形式与意义”、“演绎与归纳”孰轻孰重的争

论，提出了在培养职前汉语教师时，应发展其“以意义为中心兼顾形式”、“以归纳为中心兼顾演

绎”的语法教学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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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９０年代起，受教育研究领域重要研究成果的影响，国外学者开始从

事语言教师信念相关研究。近１０年来，教师信念研究已经发展成为语言教师教育研究体系中

最活跃的领域之一（项茂英等２０１６）。已有研究证实，教师信念与教学效果、教师个人的专业

发展密切相关。这是因为，教师信念影响其教学行为，是预测教师教学行为和教学效果的最有

效指标（Ｐａｊａｒｅｓ　１９９２）；信念一旦确立后，就会给人们的心理和行为以深远的影响，它决定着个

体成长与发展的方向、速度和效果（俞国良、辛自强２０００）。因此，对职前汉语教师信念进行研

究，有助于促进教师的专业发展，有助于提高师资培养质量。

语法教学信念是语言教师信念研究中关注的焦点之一。Ｂｏｒｇ　＆Ｂｕｒｎｓ（２００８：４５６）认为

在第二语言教学界，语法教学是一个争论较多的话题，人们对语法教学的不同态度在一定程度

上构成了二语教学研究的一条发展线索。有些教师确信语法形式的准确性比流利性重要，而

有些则确信流利性比准确性更重要，这反映出教师语法教学信念的不同。关于语法教学信念

的研究，英语教学界成果颇丰。Ａｎｄｒｅｗｓ（２００３）用问卷调查了香港中学英语教师的语法教学

信念。结果表明，这些教师的语法教学信念既不保守，也不激进，大都赞同将语法教学融入课

堂交际活动之中。Ｍａｃｒｏｒｙ（２０００）研究了职前英语教师语法教学信念的变化，发现经过一个

学年的课程学习，教师的语法教学信念得到了加强。高强（２００７）调查了山东省１４所普通本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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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校的大学英语在职教师，发现他们既接受交际语言教学的基本原则，也吸收传统的语法教学

方法。李艳（２０１１）对山东省四所高中的英语教师的语法教学信念和教学行为的关系进行研

究，发现教师的语法教学信念影响语法教学行为。
与英语教学界相比，汉语教学界近几年才开始关注语法教学信念，成果虽不多，但研究对

象涉及范围较广。如丁安琪（２０１３）对海外非华裔汉语教师语法教学信念的调查，安然（２０１５）
对北京外国语大学对外汉语教师语法教学信念的调查，汲传波、刘芳芳（２０１２）以及刘芳芳、汲

传波（２０１５）分别调查了中国、韩国的职前汉语教师在课程学习之后的语法教学信念现状。这

些研究成果都借鉴了Ａｎｄｒｅｗｓ（２００３）的问卷，得出了很有新意的结论。另外，刘弘（２０１４）在

研究初任汉语教师实践能力发展的影响因素时，也谈到了新手教师语法教学信念的问题。
综上所述，汉语教学界针对中国职前教师语法教学信念的研究成果仅限于静态研究，职前

教师在课程学习之后语法教学信念是如何变化的不得而知。因缺少从认知层面对职前教师的

了解，我们在课程设置、培养模式方面很难做到有的放矢、因材施教，不能有效地保证师资培养

的质量。本文将通过前后测对比研究设计，对职前汉语教师在第一学期课程学习前后语法教

学信念的变化进行考察。主要探讨以下问题：第一，课程学习之后，职前教师的语法教学信念

是否有变化？第二，语法教学信念在各维度上的变化是否均衡？第三，专业背景和汉语教学经

历是否会影响语法教学信念的变化？第四，对职前教师语法信念的变化应该如何评价？

二　研究方法

２．１被试

本研究的职前汉语教师为某大学一年级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硕士，共５３名，具有不同的本

科专业背景（对外汉语专业２５名，汉语言文学专业１７名，外语专业１１名）。研究对象考入该

专业前在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相关经验上有差异，其中无经验者３６名，有经验者１７名。

２．２研究工具

研究工具是基于Ａｎｄｒｅｗｓ（２００３）、高强（２００７）的“语法教学信念”调查问卷设计的。问卷

共两部分：一是个人信息，包括本科专业、有无教学经验等。二是语法教学信念五点量表，共设

置６个维度，包括以语言形式准确为取向的教学信念（简称“形式信念”）８项、以交际意义为取

向的教学信念（简称“意义信念”）７项、归纳式教学信念（简称“归纳信念”）８项、演绎式教学信

念（简称“演绎信念”）１０项、句型操练在教学中所起积极作用的信念（简称“句型信念”）４项、语
法术语在教学中所起积极作用的信念（简称“术语信念”）３项。为避免单纯量化研究所带来的

局限，本文也尝试结合质性研究方法。研究工具主要为职前教师所撰写的反思日志和针对教

师教育者的访谈。这些研究材料将作为辅助研究手段，主要体现在对研究结果的讨论之中。

２．３数据分析

为最大程度地保证调查结果的客观、准确，发放问卷前都向调查对象讲明调查目 的 及 意

义，声明不据此结果评价学生成绩。为保证问卷回收率，调查对象回答完毕后当场回收问卷。
前后进行两次问卷调查。第一次在第一学期课程开始之初进行，回收有效问卷５３份；第二次

在第一学期课程结束后进行，回收有效问卷５３份。我们运用ＳＰＳＳ　１８．０对数据进行分析。

三　研究结果

３．１语法教学信念变化的总体显著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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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次问卷的配对样本ｔ检验（表１）显示，除了意义信念以外，其他五个信念均有显著差异，
其中形式信念、归纳信念、术语信念差异非常显著。这说明课程学习对于职前汉语教师的语法

教学信念转变发挥了重要作用。课程前后平均值显示，经过一个学期的课程学习，职前汉语教

师在语法教学中越来越倾向于使用归纳，不倾向于使用演绎，越来越淡化形式、句型和术语的

作用。这说明职前汉语教师的信念变化是趋向于交际语法教学信念，趋向于以学生为中心。
表１结果还显示，课程后的句型和术语信念平均值仍高于３，这表明职前教师虽然认同交际语

法教学信念，但是并不排斥句型和术语在语法教学中的作用，仍然肯定传统语法教学的价值。
表１　职前汉语教师语法教学信念变化情况

形式信念 意义信念 归纳信念 演绎信念 句型信念 术语信念

Ｍ（ＳＤ）
学习前 ２．６３（．３３）３．９４（．３５）３．４６（．３１）２．８７（．２６）４．０４（．４５）３．８７（．４８）
学习后 ２．４７（．３９）４．０２（．３６）３．９０（．３３）２．７４（．３５）３．８２（．５６）３．３８（．７４）

ｔ值 ２．７１＊＊ －１．４７ －８．０８＊＊ ２．２２＊ ２．４７＊ ５．１０＊＊

　　３．２语法教学信念变化的各维度均衡性分析

为了比较职前教师在课程前后各维度提高的程度是否有差异，我们在表１的基础上进行

了各维度均衡性分析，借鉴了蹇世琼等（２０１２）的计算方法：语法信念各维度的课程后平均值减

去课程前平均值，并除以课程后与课程初的标准差的和的二分之一。结果见表２。经过一个

学期的课程学习，职前汉语教师的归纳信念变化最大，其次为术语信念、形式信念、句型信念、
演绎信念、意义信念。后文将详论归纳信念发生重要转变的原因。

表２　语法教学信念各维度变化的均衡性比较①

维度 形式信念 意义信念 归纳信念 演绎信念 句型信念 术语信念

提高程度 （－）０．４４４　 ０．２２５　 １．３７５ （－）０．４２６ （－）０．４３６ （－）０．８０３

　　３．３语法教学信念变化的个体差异分析

前文从总体上考察了职前教师在课程学习之后语法教学信念的变化情况，下面将运用配

对样本ｔ检验、单因素方差分析及独立样本ｔ检验考察不同专业、有无教学经验的职前教师在

语法教学信念变化方面的异同。

３．３．１专业与语法教学信念变化

我们先来考察相同专业背景的职前教师语法教学信念各维度的变化情况，结果显示（表

３），经过课程学习，本科为对外汉语专业的职前教师在演绎信念（ｔ＝２．３１，ｄｆ＝２４，ｐ＜０．０５）、
归纳信念（ｔ＝－５．６１，ｄｆ＝２４，ｐ＜０．０１）和术语信念（ｔ＝３．４０，ｄｆ＝２４，ｐ＜０．０１）上发生了显

著变化，其中归纳和术语信念变化非常显著。本科为汉语言文学专业的职前教师在形式信念

（ｔ＝２．３８，ｄｆ＝１０，ｐ＜０．０５）、归纳信念（ｔ＝－３．９９，ｄｆ＝１０，ｐ＜０．０１）和句型信念（ｔ＝３．３１，

ｄｆ＝１０，ｐ＜０．０１）上发生了显著变化，其中归纳和句型信念变化非常显著。本科为外语专业

的职前教师在句型信念（ｔ＝２．３１，ｄｆ＝１６，ｐ＜０．０５）、归纳信念（ｔ＝－４．６４，ｄｆ＝１６，ｐ＜０．０１）和

术语信念（ｔ＝３．４９，ｄｆ＝１６，ｐ＜０．０１）上发生了显著变化，其中归纳和术语信念变化非常显著。这

一结果说明，相同专业背景的职前教师在语法教学信念具体维度上的变化存在差异。三个专业

的职前教师在归纳信念上都发生了显著变化，这一结论非常有意思，后文将深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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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不同专业背景职前教师语法教学信念的变化

专业背景 形式信念 意义信念 归纳信念 演绎信念 句型信念 术语信念

对外汉语

（ｎ＝２５）

前 Ｍ（ＳＤ）２．５５（．３４）３．９０（．３９）３．４８（．３７）２．８７（．２８）３．９７（．４５）３．９３（．４４）
后 Ｍ（ＳＤ）２．４７（．４４）４．０２（．３９）３．９７（．３０）２．６８（．３５）３．７４（．５６）３．４１（．７２）

差值 －０．０８　 ０．１２　 ０．４９　 ０．１９ －０．２３ －０．５２
ｔ值 ０．９４ －１．３３ －５．６１＊＊ ２．３１＊ １．６４　 ３．４０＊＊

汉语言

（ｎ＝１１）

前 Ｍ（ＳＤ）２．５５（．３３）４．１６（．２３）３．４２（．１７）２．９４（．３２）４．３２（．５３）３．９４（．４４）
后 Ｍ（ＳＤ）２．３３（．２６）４．１４（．２３）３．７２（．２６）２．８８（．４３）３．７２（．２６）３．７０（．５３）

差值 －０．２２ －０．０２　 ０．３ －０．０６ －０．６ －０．２４
ｔ值 ２．３８＊ ０．１６ －３．９９＊＊ ０．２９　 ３．３１＊＊ １．７０

外语

（ｎ＝１７）

前 Ｍ（ＳＤ）２．７９（．２５）３．８５（．３１）３．４５（．３０）２．８３（．２１）３．９７（．３４）３．７３（．５４）
后 Ｍ（ＳＤ）２．５７（．３８）３．９４（．３７）３．９３（．３９）２．７４（．２６）３．６５（．４７）３．１２（．８３）

差值 －０．２２　 ０．０９　 ０．４８ －０．０９ －０．３２ －０．６１
ｔ值 ２．０２ －０．８７ －４．６４＊＊ １．３１　 ２．３１＊ ３．４９＊＊

Ｆ值 ．７１７ ．３８８　 １．００１ ．４３３ ．５９９ ．９５０

　　接着我们考察了专业背景是否会影响职前汉语教师的语法信念变化。单因素方差分析结

果显示，课程学习之后，不同专业背景的职前教师在各维度变化上均无显著差异（ｐ＞０．０５）。
这说明，专业背景对职前教师语法信念的转变不存在显著影响。

３．３．２经验与语法教学信念变化

我们先考察无经验或有经验的职前教师语法教学信念的变化情况，配对样本ｔ检验结果

显示（见下表４），课程学习之后，无经验职前教师的句型信念（ｔ＝２．６３，ｄｆ＝３５，ｐ＜０．０５）、归

纳信念（ｔ＝－６．９６，ｄｆ＝３５，ｐ＜０．０１）和术语信念（ｔ＝４．３５，ｄｆ＝３５，ｐ＜０．０１）、形式信念（ｔ＝
２．７９，ｄｆ＝３５，ｐ＜０．０１）都发生了显著变化。

表４　不同经验职前教师语法教学信念的变化

专业背景 形式信念 意义信念 归纳信念 演绎信念 句型信念 术语信念

无经验

（ｎ＝３６）

前 Ｍ（ＳＤ）２．６４（．２９）３．９５（．３４）３．４５（．２７）２．８８（．２８）４．１３（．４４）３．８２（．５０）
后 Ｍ（ＳＤ）２．４５（．３６）４．０５（．３３）３．８８（．３０）２．７７（．３７）３．８６（．５６）３．３０（．７７）

差值 －０．１９　 ０．１　 ０．４３ －０．１１ －０．２７ －０．５２
ｔ值 ２．７９＊＊ －１．６７ －６．９６＊＊ １．４１　 ２．６３＊ ４．３５＊＊

有经验

（ｎ＝１７）

前 Ｍ（ＳＤ）２．６０（．４０）３．９２（．３９）３．４７（．４０）２．８６（．２６）３．８５（．４３）３．９６（．４２）
后 Ｍ（ＳＤ）２．５３（．４６）３．９５（．４０）３．９６（．３９）２．６９（．２９）３．７５（．５７）３．５３（．６７）

差值 －０．０７　 ０．０３　 ０．４９ －０．１７ －０．１ －０．４３
ｔ值 ０．７４ －０．２４ －４．２１＊＊ ２．１２　 ０．６１　 ２．６０＊

ｔ值 －．９５５ ．６９３ －．４５７ ．４９８ －．９０８ －．４２０

　　如表４所示，形式、归纳、术语信念的前后变化非常显著；有经验职前教师的术语信念（ｔ＝
２．６０，ｄｆ＝１６，ｐ＜０．０５）和归纳信念（ｔ＝－４．２１，ｄｆ＝１６，ｐ＜０．０１）也都发生了显著变化，其中

归纳信念的前后变化非常显著。这一结果表明，有经验和无经验的职前教师在语法教学信念

具体维度上的变化存在差异。与３．３．１发现有相似之处，这两类职前教师在归纳信念上也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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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了重要变化，后文将深入讨论。
我们用独立样本ｔ检验考察教学经历是否会影响职前汉语教师的语法信念变化。表４结

果显示，有无经验的职前教师课程前后的语法信念变化在各维度上均无显著差异（ｐ＞０．０５）。
这说明，总体上来看，教学经验对于职前教师的语法信念转变不存在显著影响。当然，我们所

调查的职前教师所拥有的教学经验较为零散，基本上局限于个别教学。教学经验是否会影响

职前教师的语法信念转变尚需大规模调查进行验证。

四　讨论

４．１教师教育课程与语法教学信念的变化

汲传波、刘芳芳（２０１２）首次对职前汉语教师进行调查，发现他们的语法教学信念总体上比

较理想。由于该调查是静态的，反映的是职前教师学习过一个学期课程之后的结果，不清楚他

们在课程学习之前的信念状况。因此，我们不清楚现有的教师教育课程是否对职前教师的语

法教学信念变化有影响。本文的研究结论可以弥补这一缺憾。通过两次调查，发现了职前教

师经过课程学习之后，语法教学信念的５个维度都发生了变化。这一结果值得欣慰，说明经过

密集的理论学习和实践训练，职前汉语教师的语法教学信念越来越理想。比如反思日志中有

的职前教师就谈到“只有将‘交际性目标’作为教学设计的第一原则，才能在每一环节中都自觉

做到少讲多练，使讲练的知识都具有实用性，同时提高授课的效率，达到培养学生交际能力的

根本目的”。这种交际性教学信念的确立和巩固说明了教师教育课程对职前教师语法教学信

念的影响。英语教学界的不少研究成果也支持这一结论，比如 Ｍａｃｒｏｒｙ（２０００）发现１６名职前

英语教师经过一个学年的课程学习，语法教学信念得到加强，他们对语法教学方式变得敏感，
增强了“学生因素”的 意 识，认 为“学 生 因 素”会 影 响 自 己 的 教 学 风 格；Ｃａｂａｒｏｇｌｕ　＆ Ｒｏｂｅｒｔｓ
（２０００）、Ｙｕａｎ　＆Ｌｅｅ（２０１４）也都发现教师教育培训课程对教师信念产生积极影响。当然，英

语教学界也有研究发现教师培训对职前教师的核心信念影响甚微（Ｐｅａｃｏｃｋ　２００１）。这可能与

不同的研究者对“核心信念”的界定有关。如果研究者认为语法教学信念是教师信念体系中的

非核心信念，那么本研究结论与Ｐｅａｃｏｃｋ（２００１）的观点并不矛盾。
前文谈到教师教育课程对职前教师的语法教学信念变化有重要影响，那么究竟是哪些课

程影响了职前教师的信念变化？我们认为应该是第一学期开设的所有课程都对职前教师的语

法信念变化产生了影响。因为本研究所调查的高校在设计国际汉语教师培养课程时，严格按

照全国汉语国际教育硕士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所发布的指导性培养方案进行，重视培养

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反思能力。许多学者都认为实践和反思对信念的转变非常重要（江新、郝丽

霞２０１１；汲传波、刘芳芳２０１２）。事实上，虽然所有课程都对职前教师的语法信念转变存在影

响，但是这种影响有大小之分。本研究的职前教师培养课程体系中有一门技能训练课，该课程

特别重视实践和反思能力的培养，明确要求职前教师面向中国学生和留学生试讲，课下写反思

日志。这种实践之后反思的方式有可能对职前教师语法教学信念的转变发挥了积极作用，产

生了重要影响。因为从反思日志中可以发现，很多职前教师都非常喜欢该课程，认为该课程是

最为有用的一门课，收获特别大。比如一位职前教师在反思日志中这样写道：“谢谢老师这段

时间的指导。还记得入学第一堂课就是您的课堂实践课，从第一堂课的惊喜到后来持续的启

发和收获，真的非常感谢您……。”通过对任课教师的访谈，也证实该课程是该高校汉语国际教

育硕士所有课程中唯一的一门实践课程。职前教师在试讲之后，很多人在教学理念和方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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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发生了质变。因此，我们认为技能训练课对职前教师的语法教学信念影响最大，这一推测应

该有一定道理。比如Ｂｕｓｃｈ（２０１０）针对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职前英语教师的教学信念进行研

究，就发现职前教师学习二语习得课程（尤其是进行教学实践）后部分信念发生了很大变化。

４．２专业背景、教学经历与语法教学信念的变化

本研究发现专业背景、有无教学经验对职前教师的语法教学信念的变化不存在显著影响。
当然，这些职前教师的专业背景虽然各异，但都属于语言专业，其他专业背景的职前教师在语

法教学信念变化上是否存在差异，尚需进一步研究。有教学经验的职前教师和无教学经验者

在信念变化上无显著差异，这似乎表明实践对于信念变化的影响不大。而前文４．１谈到技能

训练课对于职前教师语法信念的变化产生了重要影响。这看似矛盾的结果正说明“反思”和

“专业培养”的重要性。通过对任课教师的访谈，我们了解到有教学经验的职前教师教学时间

并不长，往往是个别辅导或代课，经验是零散的。这些职前教师在教学实践中缺少优秀教师指

导，反思意识和能力不强。而职前汉语教师在技能训练课程中，不但有优秀教师的指导，而且

也学会了如何反思自己和他人的教学，这种专业培养带来的是实践能力和反思能力的同步提

高，因而在信念上产生了重要变化。这也充分说明要把国际汉语教师培养成为反思性实践者

的重要意义（王添淼２０１０）。一位优秀职前教师的反思日志中这样写道：“我对于课堂教学的

反思也逐渐从方法性、技巧性的记录转变为理念性的思考。”在针对每个职前教师的语法教学

信念变化进行排序时，我们发现这位职前教师前后的变化最为显著，而她也恰恰最善于反思。
这充分说明了反思能力在信念培养中的重要作用。总而言之，就目前发现来看，职前汉语教师

的培养阶段不需要特别关注某一类个体，他们的语法教学信念变化结果会殊途同归。

４．３对职前汉语教师语法教学信念变化的评价

前文谈到职前汉语教师在经过一个学期的课程学习之后，语法教学信念越来越倾向于交

际信念和归纳信念，越来越认同“以学生为中心”。我们应该对这种变化做何评价？这涉及到

目前学界争论非常大的一些观点：形式与意义孰轻孰重，演绎与归纳孰为中心。

４．３．１形式信念与意义信念

不同教学理念和方法的差异，核心之一就体现在对于形式和内容（即本文所谈的意义）孰

轻孰重问题的看法上。在教学理论的发展过程中，有的倾向于形式中心论，有的倾向于内容中

心论。现在人们普遍认为，在语言教学中，应该追求形式和内容的平衡（吴中伟２０１４：１３）。这

一看法虽已成为学界的共识，但在语法教学实践中有些难以操作。因为教学实践中有一个中

心相对来说容易把握，有两个中心就难以同时关注，对于职前教师更是如此。如果实践中一直

重视形式而忽视意义，这往往会导致二语学习者语言交际能力不高；如果一直重视意义却忽视

形式，结果是二语学习者的语言交际能力发展不错，但有些语法错误会化石化。②

这一难题如何解决？刘颂浩（２０１０）提出的分层兼顾理念值得借鉴。他认为在设计教学活

动时，首先要找出最主要的一个目的，各项教学活动的设计也要紧紧围绕这个主要目的进行。
在保证主要目的完美实现的同时，如果能够兼顾其他目的，就能在同样的教学活动中达到一举

两得的效果，教学效率自然得以提高。所兼顾的其他目的，相对于主要目的而言，即为次要目

的。基于此，我们提出语法教学实践中应以意义为中心，兼顾语言形式。这一观点既汲取了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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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教学界的最新理念，也更容易操作，更适合职前汉语教师学习掌握。近些年来二语习得界广

泛关注的聚焦形式教学（ｆｏｃｕｓ　ｏｎ　ｆｏｒｍ）指的就是在以意义和交际为中心的基础上，将学习者

的注意力引向语境中偶然出现的语法形式，其主要特点是：对语言形式的注意建立在意义和交

际的基础之上（林琼２０１０：４）。目前最流行的任务教学法就是以任务为中心，把培养语言交际

能力放在首位，但是也会关注语言形式的准确性。“后方法”时代的教学方法也不约而同地采

取了“意义优先”的教学原则和策略，只是“聚焦形式”的程度有所不同（武和平、武海霞２０１４：

１７０）。在职汉语教师的教学信念现状的调查结果也证明了我们的看法，比如安然（２０１５）调查

了１０２位在职教师，发现他们的语法教学信念以交际意义为主要取向，以形式为辅。
本研究发现职前汉语教师意义信念的前后平均值都比较高，说明他们是以意义为中心，经

过课程学习之后，这一信念逐渐巩固，并且得到强化。虽然形式信念的前后均值较低，但是句

型信念与术语信念仍然较高，这是职前汉语教师兼顾形式的表现。

４．３．２演绎信念与归纳信念

Ｔｈｏｒｎｂｕｒｙ（１９９９）在《如何教语法》一书中对归纳法和演绎法的优缺点概括得非常详尽，
认为归纳和演绎都非常重要，这也是目前学界的主流看法。对职前教师来说，如果需要根据语

法及学生的特殊情况灵活选用归纳或者演绎，会让他们无所适从。借鉴分层兼顾理念，我们建

议以归纳为主，兼顾演绎。尤其是对职前教师，建议多用归纳，少用演绎。③ 如果学生可以对

所学的词汇和语法做出自己的决定，也就是说，他们和语言的相遇有一定的“认知深度”，这样

相对于被动地接触语言来说，他们就更有可能理解和记住这一语言。鼓励学生自己发现语言

知识的一个强有力的理由是语言本身的复杂性（Ｈａｒｍｅｒ　２００８）。另外，对汉语这种意合型语

言来讲，具体的语法规则要依赖语境才能讲清楚，因此在语法教学时用归纳法更有优势。
最新的一些研究成果也证明了我们的观点，比如丁安琪（２０１３）发现，海外非华裔教师对归

纳式讲解的认可度 高 于 演 绎 式 教 学，对 归 纳 法 的 态 度 与 对 交 际 性 练 习 的 态 度 正 相 关。安 然

（２０１５）通过对１０２位在职汉语教师调查发现，总体上看归纳比演绎使用的要多，２０－４０岁组

以及语言学相关专业的对外汉语教师在语法教学方面对归纳法的认同度较高。刘弘（２０１４：

１０７）研究中一个新手教师的案例非常有代表性。这位新手教师最初多用演绎法进行语法教

学，在观摩优秀教师的教学之后，转而采用归纳法。她在访谈中谈到了运用归纳法的原因：“先
给出好多例子，然后总结出公式，然后再用公式去做一些定式问答。这个方法教日本人很有

效，我就拿来教美国学生，发现也很好用，所以我现在常常用这个方法教。”
本研究发现职前教师经过一个学期的学习，越来越认同归纳信念，对于演绎信念的认同度

逐渐降低。这一结果可能由于教师教育者对归纳的认同度更高，促进了职前教师的信念转变。
当然，职前教师的信念转变需要自身的认知努力，他们也认可归纳法的价值。

五　结论及余论

本研究发现职前汉语教师经过一个学期的课程学习之后，语法教学信念有了积极变化，主
要表现为：更加重视归纳信念，交际信念逐渐增强；虽形式信念有所弱化，但仍受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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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法教学应该把形式与意义、演绎与归纳进行有机统一，但是在课堂教学层面有 些 理 想

化，不易操作。我们建议采用以意义为中心兼顾形式，以归纳为中心兼顾演绎的语法教学信

念，这有助于实现教学效率的提高和教学效果的优化。有些学者认为第二语言教学现在处于

所谓的“后方法时代”。“后方法时代”的教师是一个自主性的个体，自主性教师应能根据他们

所处的教育环境和社会政治条件的独特性建立和实施教学理念，从而为独特性服务（Ｋｕｍａｒａ－
ｖａｄｉｖｅｌｕ　２００１：５４８）。后方法时代对教师的要求可以作为国际汉语教师培养的理想和终极目

标，因为国际汉语教师的职业指向就是在不同教学环境中、针对不同对象进行教学。但这一目

标距离职前教师的现实能力有些遥远，很多在职教师也很难达到后方法时代要求。就现实目

标而言，我们认为用本文所提出的教学信念培养职前教师具有可操作性，这些信念与后方法时

代的要求并不矛盾，是可行的优先方案。很多职前教师要到海外实习或就业，所信奉的信念比

较容易在实践中实现，也符合最新的二语习得研究成果。这些教师经过若干年的“实 践—反

思—再实践—再反思”之后，在信念上会逐渐向后方法时代的要求靠拢。
关于汉语语法教学信念的研究，尚有不少值得研究的课题，比如深入探讨职前教师个体在

信念变化中的差异，对比专家型教师与职前教师信念的异同，研究信念和教学行为之间的关系

等等。本文仅抛砖引玉，期待学界对这一研究领域给予更多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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