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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摘　要] 本文认为明德大学的汉语教学经验已经形成一套汉语教学模式 ,具备整体性 、理论

性 、简明性 、可操作性 、创新性和明晰的目的性等特点。文章指出国内对外汉语教学模式存在四个

问题:缺乏理论总结 , 缺乏危机意识 ,缺乏品牌意识 , 宣传 、推广力度不够。文章最后谈到如何构建

对外汉语教学模式及构建对外汉语教学模式在提高教学质量 、师资培训等方面的意义。

　　[ 关键词] 教学模式;操练;构建;意义

[中图分类号] H 195.1 [ 文献标识码] A [ 文章编号] 1003-7365(2006)04-0064-06

零 、引言

美国明德大学的汉语教学蜚声已久 ,目前除了北美许多大学的汉语教学机构外 ,美国在中

国的许多汉语培训项目也都采用或部分采用明德大学的汉语教学模式 ,如北京师范大学普林

斯顿暑期班 、首都经贸大学 ACC 、北京外国语大学 IES 、北京大学哥伦比亚暑期项目等③。当

然 ,我们也看到不同的汉语教学项目对明德大学的经验有继承也有创新。因此 ,本文所提到的

明德汉语教学经验实际上已不仅仅指明德一个大学的经验 ,也包括普林斯顿等许多大学的汉

语教学经验 ,可以说是北美许多高校集体智慧的结晶。

为适应新世纪对外汉语教学发展的需要 ,推动海内外汉语教学界的沟通与合作 , 2004 年

12月在北京语言大学举办的“新世纪对外汉语教学———海内外的互动与互补”学术讨论会上 ,

美国的多位学者就明德中文教学的核心“操练法”与国内对外汉语界的学者 、教师进行了交流 ,

并于会后进行了教学现场演示 。此前 ,明德大学汉语教学的经验已有几位学者撰文介绍(张和

生 1997 ,郜云雁等 1996 ,施仲谋 1994 ,张喜荣 、田德新 2004)。我们通过对其教学经验的分析 、

总结和对其课堂教学的观摩 ,认为明德大学的汉语教学已经形成了一套有特色 、易操作的教学

模式 ,值得我们国内对外汉语教学界借鉴 、推广和应用 。本文从教学模式的概念 、特征入手 ,分

析明德大学的汉语教学经验已形成一套教学模式的原因 ,简要论述其教学模式带给我们的思

考 ,并讨论如何构建对外汉语教学模式及其意义。

一 、明德大学的汉语教学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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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曾在第八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2005年 7月 ,北京)上宣读。
[ 作者简介] 汲传波 ,男 ,讲师 ,主要研究方向为对外汉语语法 、词汇教学。

当然这些项目与明德的教学有一些差异 ,但是总体上是一致的 ,那就是重视“操练” 。这些项目中最有影响的要数

北京师范大学的普林斯顿暑期班。哥伦比亚暑期班也于 2005年首次来到北京大学 ,笔者参加了整个项目的招聘 、
培训过程。本文的初稿在参加了北京大学—哥伦比亚暑期项目后作了较大修改。在此 , 我要感谢哥伦比亚大学刘

乐宁教授 、威斯康星大学朱永平教授 ,他们的教学培训使我获益匪浅 ,同时也使本文增色不少。



1.1教学模式的定义

最早对教学模式进行研究的是美国的乔伊斯(B.Joyce)和威尔(M .Weil),1972年他们出

版了《当代西方教学模式》一书 ,拉开了教学模式研究的序幕 。我国教学理论界对教学模式的

研究是从 20世纪 80年代中期开始的。目前 ,国内外学者从不同的角度界定教学模式 ,意见不

一(闫守轩 2003)。我们倾向于采用这样的界定:教学模式是在一定理论思想指导下 ,为实现

特定教学目标而设计的比较稳定的教学程序及其实施方法的策略体系(李雁冰 1994)。

1.2教学模式的特点

我们汲取教育理论界学者的研究成果 ,从教学模式的定义出发 ,认为一套教学模式应该具

备以下特点:整体性 、理论性 、简明性 、可操作性 、创新性和明晰的目的性。

1.2.1整体性　任何教学模式都是由一定的指导思想 、主体 、目标 、程序 、策略 、内容和评

价等基本因素组成的 ,本身都有一套比较完整的结构和机制。(李秉德 1991)从教材编写 、教

师备课 、课堂教学(延伸至学生的课前预习及课后复习)到测试 、教学评估都成为一体 ,是一个

有机的系统工程(陈莉 1997)。美国明德大学汉语教学的整个过程符合教学模式整体性的特

点。明德暑期中文学校每期 9周 ,实行封闭式教学 ,从入学测试 、课堂教学 、课外活动到期末评

估等环节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应该说 ,只要是正规的对外汉语教学机构 ,每个教学过程都

应该包括以上这些环节。因此 ,整体性是教学模式的一个基本特征。而教学法和教学模式不

同 ,一般是指课堂教学中所使用的方法 ,不涉及入学测试 、课外活动评估等环节 。

1.2.2理论性　任何教学模式都不可能没有理论指导 ,或者说不可能没有一个理念 。① 在

对外汉语教学模式中 ,起关键作用的理论是语言学习理论。它描述 、解释和预言学习的过程和

规律 ,为模式构建提供具体的指导。目前 ,学习理论主要有经验主义 、行为主义 、认知主义和建

构主义等几类。经验主义学习理论以洛克为代表 ,其理论核心是知识的灌输;行为主义学习理

论以斯金纳为代表 ,以“刺激-反应”心理学理论为基础 ,深信“条件反射”和“强化”的作用 ,其

核心是反复操练;认知主义学习理论强调整体观 ,其核心是外部刺激和认知主体内部心理过程

的相互作用;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强调学生的主动性 ,重视学生的主体作用。明德汉语教学虽然

强调操练的重要性 ,但是他们所采用的操练法与行为主义学习理论衍生出的操练法不完全一

样。明德的操练法强调是在教师控制之下的 、以学生为主的教学方法(朱永平 2004)。原明德

中文暑期学校校长周质平谈到 ,上课不作不必要的讲解 ,课堂不能一味地辨“义” ,只须针对学

生的需要 ,不断进行矫正和操练。(施仲谋 1994)

1.2.3简明性　简明性或简约性也是许多学者认为教学模式所应具备的特征 。(李晓华

1998 ,余小明 2003)任何一个成功的教学模式都是用极其精练的语言就能概括出来的。比如 ,

我国语文教学界的“三主四式” 、“自学六步法”等教学模式。美国明德中文暑期学校的课堂上 ,

教师以学生为中心 ,尽力创造真实的语言环境 ,通过灵活多样的方式反复操练 ,直至学生学懂

会用。课外活动更加强调语言的实际应用(张喜荣 、田德新 2004)。虽然明德没有提出一个简

明的教学模式名称 ,我们认为其模式的核心是“操练” ,可以称之为“操练模式” ,即:大课(导入

课)练 —小课(操练课)练 —个别谈话课练—课外练 。当然 ,不同的课 ,操练的方式和内容会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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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当然 ,我们承认有时候一些成功的教学经验并不是事先有了什么理论作为指导 , 而是在实践中通过总结得来的。

教学经验和教学模式的不同之处在于教学模式要在已有成功经验的基础上 ,进行理论总结。



一样 ,但是操练的基本思想是不变的。

1.2.4可操作性　教学模式的简明性与可操作性可以说是相辅相成的。没有简明性 ,就

谈不上可操作性 。明德汉语教学的操练模式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 。比如 ,学习某个句法结构 ,

让学生跟读句子 、齐读 、复述 、在教师提供的语境下快速造句等。当然 ,作为一套汉语教学模

式 ,除了课堂教学之外 ,还有其他的一系列与之配套的教学活动。比如 ,教师集体备课 、师生一

对一谈话 、辅导答疑 、课前学生必须预习 、每周有周考 、组织各种活动等 ,都有章可循 ,比较规

范 ,易于操作。又如北京师范大学普林斯顿暑期班教师课堂操作有以下特点:不回避学生目

光;课前板书语言点;课堂由教师控制 ,以学生为中心;提问顺序不固定;不考察学生的记忆;强

调纠错;上课准备提示卡;不要求学生下定义;不问不可发展的问题等 。对没有多少对外汉语

教学经验的年轻教师 ,用这套教学模式进行培训 ,大概 3天左右的时间就能基本掌握 。

1.2.5创新性　明德汉语教学模式非常有特色 ,具体表现在:明德暑校采取“全面浸入式”

教学法 ,一切课堂用语 ,宿舍 、餐厅用语 ,以至各种课外活动用语 ,都只用学生的目的语进行 。

学生正式入学之初 ,都必须签署誓约 ,保证在学期间 ,只可以用该语言作为交际语言 ,校园内完

全没有英语电视 、广播和报刊等。(施仲谋 1994)有学者对其特色总结了 7 条:(1)学以致用 ,

注重学生的实际需求;(2)情境教学 ,注意使语言教学活起来;(3)授人以渔 ,想方设法教会学生

怎样学;(4)真实语料 ,教科书及课内外不使用人造的不自然的语言材料;(5)实际运用 ,强调学

生随时随地使用所学语言;(6)以学生为中心 ,用学生的学习成绩检验教学效果;(7)定期严格

测试 ,保质保量完成教学计划 。(张喜荣 、田德新 2004)随着北美各教学项目在国内的开展 ,因

为有了真实的汉语环境 ,各个项目对明德的“全面浸入式”都有一些发展与改进 ,形成了一些自

己的特色 ,比如北师大普林斯顿暑期班打通听说读写 ,不讲英语的“立班精神”。

1.2.6明晰的目的性　作为教学模式 ,必须要有明晰的目的性。明德中文暑期学校的教

学目的非常明晰 ,就是在较短的时间内对学生的汉语能力进行强化训练 ,使其迅速提高。由于

目的明确 ,训练严格 ,因此在明德暑期中文学校学满 9周的学生 ,基本可以用汉语进行日常交

谈 ,汉语水平可达中级或中级以上(张喜荣 、田德新 2004)。明德非常重视汉语初学者的语音 、

语调 ,在明德学习过的学生发音大都非常标准。北京师范大学的普林斯顿暑期班所有的学生

按照水平的不同分年级严格教学 ,严格的管理加上高质量的教学使学生在两个月内培养的听

说读写能力超过在美国学习一年的 。

1.3对明德对外汉语教学模式的评价

明德的汉语教学已经形成了十分有特色的对外汉语教学模式 ,并且其良好的声誉也证明

它是非常成功的 。随着中美两国对外汉语教学工作者的交流日益频繁 ,目前国内熟悉这一套

教学模式的教师也在日益增多 。但任何一个教学模式都不是万能的 ,都有其局限性。明德中

文暑期学校的汉语教学时间非常集中 ,教学相对封闭在人造的目的语环境中 ,教学对象的母语

都是英语 ,教师投入精力多 、工作强度大 。与“交际法” 、“表演法”等重视学生课堂模拟语言交

际的教学模式相比 ,明德的“操练”模式有些机械 ,时间过长容易使学生产生厌倦情绪 。尤其对

于高年级的学生来说 ,会感觉到没有表达的自由。因此 ,明德中文暑校的汉语教学模式非常适

合在对初学者的短期强化教学中采用。我们也可以汲取其精华 ,在长期班的汉语教学中加以

创新性地运用。另外 ,明德模式强调集体备课 ,统一教学 ,忽视了教师的个性和创造性。

二 、明德汉语教学模式引发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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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莉(1997)曾撰文呼吁国内应该建立对外汉语教学模式 ,并且谈了建立对外汉语教学模

式的意义。时至今日 ,讨论对外汉语教学模式的学者不断增多 ,并有一些成果问世。比如 ,有

学者提出要建立适应新形势的对外汉语教学新模式(李世之 2001),有些学者在教学经验的基

础上 ,提出构建具体的教学模式:“随意学汉语”教学模式(杜秀丽 、刁小卫 1998),速成汉语教

学模式设计(洪芸 1998),“1+1”教学模式(王玮 2000),初 、中级对外汉语教学听力课应进行

“理解后听”教学模式(谭春健 2004)等;有些学者讨论教学模式在对外汉语教学过程中的正负

作用以及如何运用好模式的若干实践经验 ,总结出若干种模式的运用法(王际平 2004)。另

外 ,一些大型的对外汉语教学讨论会也开始关注对外汉语教学模式的问题。① 虽然国内出现

了不少对外汉语教学模式 ,但是真正有影响的 、得到成功推广的模式还很少 。赵金铭(2005)认

为 ,对外汉语教学界从 50年代初即进行教学模式的探索 ,主要围绕着如何处理“语”和“文”的

关系上 。目前在对外汉语教学界实施的主要教学模式略显单调 ,不够丰富多样 ,不外乎以下三

种:(1)“讲练—复练”模式;(2)“讲练—复练—小四门”模式;(3)“分技能教学”模式 。“十一 ·

五”期间要进行教学模式的改革 ,提出具有典型意义的标准化的教学范式。

与美国从事对外汉语教学的条件相比 ,国内的条件可谓得天独厚 。比如国内有着天然的

汉语学习环境 ,有大批科班出身的对外汉语教师 ,有政府大量财力的投入 ,有国家汉办的统一

领导等。既然条件如此优越 ,为何没有形成一套有影响的对外汉语教学模式?

我们认为国内没有一套有影响的对外汉语教学模式 ,主要症结可归纳为以下四点:(1)缺

乏理论总结 ,许多优秀的对外汉语教师有许多成功的经验 ,但是大多只停留在经验的层面 ,没

有上升到理论的高度;(2)缺乏危机意识 ,国内从事对外汉语教学有那么多的优势 ,即使没有什

么有特色的教学模式也不愁没有生源 ,因此缺乏危机意识;(3)缺乏品牌意识 ,很多高校的领导

把对外汉语教学作为创收的来源 ,根本不重视对外汉语教学的质量问题 ,更不用说要创立什么

“品牌” ;(4)宣传 、推广力度不够 ,很多高校因为没有“品牌”意识 ,有好的教学模式也不宣传 、推

广或者宣传 、推广的力度不够 。②

三 、如何构建有影响的对外汉语教学模式

关于如何构建教学模式 ,很多教育学界的专家进行过论述。归纳起来 ,方法不外乎有两

种:演绎法和归纳法 。演绎法是指从一种科学理论假设出发 ,推演出一种教学模式 ,然后用严

密的实验证实其有效性 ,它的起点是科学理论假设 ,形成的思维过程是演绎 。归纳法是指从教

学经验中总结归纳出来的教学模式 ,它的起点是经验。(郝志军 ,徐继存 2003)目前国内构建

对外汉语教学模式的学者大是采用归纳法 ,很少采用演绎法 。

构建一套对外汉语教学模式 ,可以在已有教学经验的基础上进行归纳 、总结 ,但是更多的

还是需要教学实验。在北京市第三届对外汉语教学讨论会上 ,吕必松先生就曾大力倡议对外

汉语教师要大胆地搞教学实验 。我们认为 ,这对摆脱国内缺乏有影响的对外汉语教学模式的

现状来讲是必须着手的第一步 。

构建一套对外汉语教学模式 ,要对前人的成果加以借鉴 。任何教学模式都要在前人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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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第八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的主要议题之一就是“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教学模式和教学法研究” 。
申报国家对外汉语教学基地 ,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条件就是要有“成熟有效的教学模式” 。目前已经成为基地的对

外汉语教学单位应该都有一套或几套对外汉语教学模式 ,可惜的是没有得到推广。



础上创新 、发展 ,我们可以借鉴英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模式 、国内的语文教学模式 、国外的汉

语教学模式等的成功经验 ,在此基础上 ,构建起国内有影响的对外汉语教学模式 。

构建一套对外汉语教学模式 ,单靠个人的力量是不行的 ,需要集体的协作与配合 。不但需

要有语言学背景的教师参与 ,还应该有教育学 、心理学等学科背景的教师共同参与。构建一套

对外汉语教学模式 ,需要各单位领导的支持与配合 ,更需要国家汉办的大力支持 。只有在政府

的大力支持下 ,教学模式的大面积实验 、推广才有可能 ,单靠某个高校的力量还是不够的 。

四 、构建对外汉语教学模式的意义

许多学者从教育学的角度谈到这个问题 ,认为教学模式的提出为教师选择合适的教学法

和出色完成教学任务提供有益的帮助。教学模式既是教学过程理论体系的具体化 ,又是教学

实际经验的系统总结 。相对于教学的基本理论而言 ,它是低层次的 ,因而具体 、简明 、易于操

作;相对于教学而言 ,它又是高层次的 ,因而概括 、完整和系统 ,便于教师理解和掌握 ,有利于提

高教学质量(李雁冰 1994)。凡是采用过“操练”教学模式的教师都会有一种深切的感受:虽然

老师很累 ,但是学生水平提高得很快 ,教学质量也很高 。原因是什么呢?

明德“操练”模式要求教师必须集体备课 ,每个教师都必须与其他教师很好地配合才能完

成一个班的教学任务 ,不容许一个教师懈怠。也就是说 ,是教学模式本身的一些制约机制使每

个教师都能发挥最大的潜力 、把精力都投入到教学中去。目前国内各高校的对外汉语教学机

构若能采用明德的教学模式 ,就不会存在有些教师上课不备课的现象 ,也不会存在口语课上

“教师讲授时间比学生练习时间还多”的现象 ,教学质量应该能够大幅度提高。

结合对外汉语师资培训的现状 ,我们认为对于刚踏上对外汉语教学岗位的年轻教师来讲 ,

用很短的时间掌握一套教学模式 ,可以避免重复前人所经历的摸索期 , 较快地进入角色 。目

前国内很多对外汉语教学单位编制都很少 ,面对留学生逐年增加的现状 ,不得不大量外聘兼职

教师 。虽然兼职教师队伍里也有一些科班出身的 ,但是为数甚少 ,大多没有接受过专业训练 。

怎样才能在短期内把兼职教师培训成合格的对外汉语教师 ,我们认为采用一套非常易于操作

的教学模式非常重要 。Bruce Joyce &Emily Calhoun(2003)就提出 ,谁都无法教会你一种教

学模式 ,我们不能 ,你的教授 、教师培训伙伴 、优秀教师也都不能。你只能根据学习模式的基本

步骤及其顺序 ,并反反复复地进行练习 ,自我为师 。

对外汉语教学是我们国家和民族的事业 。从事这一神圣职业的一线对外汉语教师负有义

不容辞的责任 ,我们只有大力倡导教学实验 ,构建有影响的对外汉语教学模式 ,提高对外汉语

教学质量 ,形成自己的特色 ,创出自己的品牌 ,才能吸引更多的留学生到大陆来学习 ,才能为国

家的和平崛起做出更大的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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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struction of Approaches

of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JI Chuên-bo
(Internat ional College fo r Chinese Language Studies , Peking Universi ty , Beijing 100871)

Abstract:This paper concludes that the appro aches of Chinese teaching of Middlbury College

have six characterist ics :ent irety , theo ry , conciseness , manoeuv rability , innovation , trans-

parent purpo se.Meanwhi le , the pape r points out that there are four main problems of the

approaches of Chinese teaching in China:lack of theo ry summarizing , lack of crisis con-

sciousness , lack of t rademark consciousness , and publicizing.The paper also analyzes the

w ay to const ruct the approaches of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 reign language and i ts significance

in improving teaching quality and teachers' t raining.

Key words:approaches;dri ll;construct;signific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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