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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从留学生的演讲话题着手来探讨对外汉语口语教材的话题选择问题&通过统计$
文章总结出了留学生演讲话题的总体分布规律’关于中国社会(中国文化的话题#4#(&4[%%个人信息

话题#!4("4[%%世界性话题#!$(!&[%%关于语言的话题#&(+&[%%关于本国的话题##("&[%%中外

差异的话题#’(&*[%)在此基础上$文章还对不同口语水平(不同国籍留学生的话题分布规律进行了总

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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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宇明#!&&$%认为$大多数学者都同意$儿童

语言学习是最为成功的语言学习范例&儿童语言

学习的输入方式主要是交谈式$而且交谈时的话

题控制权往往掌握在儿童手中&然而第二语言学

习的输入方式主要是讲授式和操练式的$话题的

控制权不在学习者手中&这种输入方式有着较强

的计划性$并受到教科书的限制&*!+李宇明先生从

输入方式的不同来探讨第一语言学习与第二语言

学习的差异$这对我们在第二语言教学中选择何

种输入方式具有启发意义&我们认为借鉴儿童语

言学习的经验$把话题控制权交给学生$会有助于

提高第二语言习得的效率&
话题控制权$在对外汉语口语教材的编写中

就涉及到话题选择的问题$即话题是由教材编写

者设计的还是根据学生的兴趣选择的&另外$对
外汉语教师在教材内容之外经常要增加一些话

题$这也涉及到话题选择&
如果要做到让学生掌握话题控制权$话题选

择必须从学生的实际需求和兴趣出发&如有学者

认为应该,多根据留学生的实际情况选择-小.而

-近.的话题/#苏焰!&&’%&*,+有学者谈到话题选

择应遵循四个原则’难度适宜)贴近学生实际$抓
到兴奋点)增加世界性话题)贴近学生的知识水

平&#王若江!&&&%*$+目前对外汉语口语教材的

话题是否贴近学生的实际$是否能引起留学生的

兴趣$我们没有作实际的调查&但是$目前有关教

材编写研究的论著中很难看到有关探讨留学生感

兴趣话题的论文或调查报告&笔者在参与编写

0新编中级汉语口语1#南开大学出版社,"",%时

感受颇深的就是话题选择没有可以借鉴的成果&
因此$我们认为如果能归纳出一个留学生真

正感兴趣的话题大纲$会避免对外汉语口语教材

编写时话题选择的盲目性$有助于把话题控制权

交给学生$从而会提高对外汉语教学的效率&

一&本文的研究对象与方法

本文把研究对象定位在留学生的演讲稿&我

们认为从留学生的演讲稿出发$一是便于操作$二
是演讲话题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因为留学生演讲

时$大多数话题能引起留学生听众的共鸣$这恰好

与话题选择的原则相契合&" 通过分析留学生演

讲话题的规律有助于了解学生真正的兴趣所在&
笔者对北大!&&#-,"",年’年来所有参赛

留学生的,*&篇演讲稿进行筛选$留取,$’篇作

为本文分析研究的对象&这样做的目的是尽量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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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研究的科学性!"
我们把,$’篇演讲稿中同类的话题进行归

类"每一小类和大类都归纳出一个相应的话题#小
话题$大话题%"每个话题都计算出其对应的学生

数量和所占比例!另外"我们还根据学生的口语

水平$学生的国籍对话题的分布进行量的统计!

二!留学生演讲话题分析

"一#所有留学生感兴趣的话题分布

我们先不考虑留学生的水平$国籍等因素"总

结出所有留学生感兴趣的话题目录"如下表所示

#限于篇幅"小话题的数量和比例没有在表中列

出"下文将会谈到%&
从表!可以看到"首先"留学生感兴趣的话题

有近一半集中在谈中国社会$中国文化这个大的

话题#4#(&4[%"其中谈论最多的是留学生活$感
悟$中国文化$对中国的印象$中国人等’个小话

题"约占大话题#中国社会$文化%总数的++[’其
它的如旅行$饮食$关于洗手间$购物$家庭$经济$
交通$卫生等#个小话题占大话题#中国社会$文
化%总数的,$[!

表!"所有留学生感兴趣的话题分布

大话题 小""话""题 学生数量 [

中国社会$文化
留学生活经历$留学感悟$文化$中国印象$中国人$旅行$饮食$关于洗手

间$购物$家庭$经济$交通$卫生
!!’ 4#(&4

中外差异 中日$中美$中韩差异 !4 ’(&*
个人信息 自己$亲人$朋友$爱好$烦恼$理想$经历$恋爱$目标 $$ !4("4
关于本国 节日$家乡$食品$文化等 !& #("&
语言 汉语学习$汉语$汉字$语言特点 ,$ &(+&

世界性话题
美$爱心$幸福$生活态度$朋友$快乐$自由$婚姻$名牌$人与电脑$卡通$
求职$人工流产$流行文化$妇女解放$保护动物$减肥

$! !$(!&

总计 ,$’ !""

""其次"留学生感兴趣的是个人信息方面的话

题#!4("4[%"其中谈论亲人和爱好的最多"约占

个人信息话题的’’[’另外是谈论自己$经历$朋
友$烦恼$理想$恋爱$目标等话题"约占个人信息

话题的4’[!
占第三位的是世界性话题#!$(!&[%"其中谈

论比较多的是关于美$爱心$生活态度$幸福的话

题"约占世界性话题的4#[’其次是关于快乐$自
由$婚姻$朋友$名牌$人与电脑$卡通$求职$人工

流产$流行文化$妇女解放$动物保护$减肥等"约
占世界性话题的’,[!

占第四位的是关于语言的话题#&(+&[%"其

中汉语和汉字占语言话题的#+["其它的是关于

语言特点的话题"约占!$[!
占第五位的是关于本国的话题##("&[%"这

个大的话题包含的范围很广"有节日$婚姻礼俗$
文化$特点等!

占据第六位的是中外差异的话题#’(&*[%"
其中包括三个小话题&中日差异$中美差异$中韩

差异"主要是从文化习惯方面讨论的!
我们以话题为横轴"以留学生数量为竖轴"制

成直方图#如图!%"就可以更清楚地观察留学生

感兴趣的话题!

图!"所有留学生感兴趣的话题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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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删掉的演讲稿中有些很难找出话题所在"有些是讲述一个故事"有些是时效性强的"如关于,"""年的话

题"有些是说明性的"如介绍手机$自己的网站等!万方数据



""!二"从留学生的口语水平来看话题分布

北京大学对每学期入学的留学生都要进行口

语测试!按照成绩分为不同的口语班!他们使用的

教材也是由北大出版社出版的口语系列教材"下

面!我们分初#中#高三个水平段考察留学生演讲

话题的分布情况$见表,"

表,"不同口语水平的留学生感兴趣的话题分布

大话题
初级学

生数量
[

中级学

生数量
[

高级学

生数量
[

中国社

会#文化
4+ *4($# 4& 4#(’! !& $!(!’

中外差异 * #(,, $ ,(&+ ’ #(,"
个人信息 + &(’& !’ !4(#’ !! !#("$
关于本国 4 ’(4# & #(&! * &(#4
语言 & !,($$ !" &(& 4 *(’*
世界性

话题
" " !’ !4(#’ !* ,*(,$

总计 +$ !"" !"! !"" *! !""

""我们计算的百分比是纵向的!比如初级学生

中国社会#文化话题所占比例为*4($#[!这个比

例是占所有初级学生话题总量的百分比"从这个

数字可以看出有多少初级口语水平的留学生对这

个话题感兴趣"
我们先从纵向分析!初级口语水平的学生关

注最多的是中国社会#文化话题!占所有初级学生

话题总量的*4($#[!第二位的是关于语言的话

题%!,($$[&!第三位的是个人信息%&(’&[&!第

四位的是中外差异%#(,,[&!第五位的是关于本

国的话题%’(4#[&!世界性话题初级学生没有一

个探讨的"
中级口语水平的学生关注最多的也是中国社

会#文化 的 话 题!占 所 有 中 级 学 生 话 题 总 量 的

4#(’![!其次是个人信息和世界性话题!所占比

例相 同!都 为 !4(#’[!占 第 四 位 的 是 语 言

%&(&[&!第五位的是本国话题%#(&![&!最后一

位是中外差异%,(&+[&"
高级口语水平的学生关注最多的也是中国社

会#文化的话题!但是比例不大!约占高级学生话

题总量的$!(!’[!其次关注的话题是世界性话

题%,*(,$[&!占第三位的是个人信息方面的话题

%!#("$[&!第四#五#六位分别是关于本国话题

%&(#4[&#中外差异%#(,"[&#语言%*(’*[&"
如果以话题为横轴!以各话题所占不同水平

段学生总数的百分比为竖轴!制成直方图如图,!
可以更加清楚#直观地进行比较"

图,"不同口语水平的留学生感兴趣的话题分布

下面我们再从横向做一个比较!看一看口语水平

不同的留学生关注的话题顺序$
初级$中国社会#文化%个人信息%语言%本

国%中外差异%世界性话题

中级$中国社会#文化%个人信息\世界性话

题%语言%本国%中外差异

高级$中国社会#文化%世界性话题%个人信

息%本国%中外差异%语言

通过比较!我们发现初#中#高三个不同水平

等级的留学生所共同关注的话题中比例最高的都

是中国社会#文化!但是所占各自话题的比例不

同$初级%中级%高级"原因可能是初级阶段的

留学生刚来中国!一切都是陌生的#奇怪的!因此

他们的兴奋点在中国社会#文化上的比较多"到

了高级阶段!由于大多数都在中国生活过一段时

间!对中国社会#文化已经习惯!不像初级阶段那

样关注了"另外!这也可能与留学生的语言水平

呈正相关!初级阶段语言水平不足以谈论’世界性

话题(!而高级阶段则能胜任!因此导致初级阶段

关于中国社会#文化的话题比例高"
初#中#高级三个水平等级所关注的话题中差

距最大的是关于世界性的话题!初级阶段关注的

比例为"!而高级阶段关注的比例为,*(,$[!仅
比其所关注占第一位的中国社会#文化话题少

)"!)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对外汉语教学与研究版& 第$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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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由此可见"高级阶段留学生的汉语能力已

经能够帮助他们表达复杂的#抽象的话题了"而初

级阶段还不具备自由表达自己思想#观点的语言

能力"因此对世界性的话题不敢涉猎!
另外一个需要注意的是"初#中#高三个水平

等级的学生都比较关注个人信息话题"所占的比

例分别为&(’&[#!4(#’[#!#("$["这在教材的

话题和以前的研究中很少见到!我们认为关于自

己#朋友#亲人等等的话题是留学生最熟悉的"因
此成为他们关注的焦点也是自然的!当然"这也

许与演讲本身的特点有关!
!三"从留学生国籍看话题分布

我们所分析的,$’篇演讲稿来自$"个国家

的留学生"有些国家的留学生参赛数量很少"以国

籍研究价值不大!基于这种原因"我们在统计时

对一个国家参赛人数超过$"的留学生的演讲话

题进行研究!这三个国家是日本$+!%#美国$*+%#
韩国$$,%"占所有研究对象的+,($4[!表$是

对这三个国家的留学生话题选择情况的统计!

""我们先从纵向分析"韩国留学生关注的话题

按比例大小依次是&中国社会#文化$’"[%%个人

信息$!’(*$[%%语言$!,(’[%\世界性话题

$!,(’[%%本国$*(,’[%%中外差异$$(!$[%’

日本留学生关注的话题依次为&中国社会#文化

$4$(**[%%个人信息$!,(*#[%\世界性话题

$!,(*#[%%语言$!!(,+[%%本国$&(#*[%\中

外差异$&(#*[%’

表$"韩#日#美三国留学生感兴趣的话题分布

大话题 韩国 [ 日本 [ 美国 [
中国社

会#文化
!* ’" $! 4$(** $, 4+(+*

中外差异 ! $(!$ + &(#* ’ +(4*
个人信息 ’ !’(*$ & !,(*# !$ !&(4
关于本国 , *(,’ + &(#* $ 4(4#
语言 4 !,(’ # !!(,+ ’ +(4*
世界性

话题
4 !,(’ & !,(*# & !$(4$

总计 $, !"" +! !"" *+ !""

美国留学生关注的话题依次为&中国社会#文化

$4+(+*[%%个人信息$!&(4[%%世界性话题

$!$(4$[%%语言$+(4*[%\中外差异$+(4*[%

%本国$4(4#[%!
如果以话题为横轴"以各话题所占不同国家

参赛学生的百分比为竖轴"制成直方图如图$"就
可以更加直观地进行比较了!

图$"韩#日#美三国留学生感兴趣的话题分布

""我们比较韩#日#美三国留学生关注话题的异

同"可以发现他们关注的前三位的话题都是中国

社会#文化"个人信息"世界性话题"表现出趋同

性!稍有区别的是三者所占的比例有所不同"美
国留学生在个人信息和世界性话题方面比韩#日
学生的比例高"尤其是个人信息方面比韩国高出

$(++["比日本高出*(+,[!原因一方面可能由

于美国留学生华裔很多"他们都很关注自己所属

的国家"探讨自己陷入国籍矛盾的不少’另一方面

可能与美国学生更注重个人有关!另外一个有趣

的现象是日本学生关注本国的话题比韩国#美国

学生都要高"这可能与日本民族的特点有关!从

表中可以看出"以上三个国家的学生所关注的话

题比例虽然有所不同"但是差距不是很明显!

三#结论及余论

有些学者早就呼吁(我们感到"在中高级阶段

口语课实行话题交际的原则是正确的"但是"应该

改变以介绍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观念和中国人的

现代生活为主的做法"把学生变为主体"提出年轻

人真正感兴趣的话题!话题的领域亟待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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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若江!&&&"#$$本文可以说是对话题领域的尝

试性的研究%所得出的结论有值得参考之处&
首先%我们有了一个初’中’高三个阶段的话

题总目录%包括*大类%4’小类%详细可参看表!&
由于教材针对的对象不同’编写目的不同%在话题

选择时会有差异%但是可以在这一目录中根据比

例筛选一些话题&这样比没有目录可以借鉴’完
全靠教学经验要科学一些&

其次%应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关于个人信息’留
学生本国’语言文字类的话题%这些话题在以前教

材编写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但在我们的研究

中却占有很大的比例&我们认为这类话题既然是

留学生所关注的%那么把它们编入教材就是可行

的&我们的确应打破整本教材都是中国社会’文
化的格局%增加一些学生感兴趣的其他话题%使教

材真正能引起学生的兴趣&
另外%针对不同口语水平的口语教材在选择

话题时可以参考本文总结的话题目录&当然由于

北大对每学期入学的留学生口语水平测试后所划

定的级别与其它院校可能会存在一些差异%因此

本文从口语水平角度考察学生的话题选择就会有

一定的局限性%再加上统计的资料有限%所以得出

的结论就不免会有遗漏或偏颇之处&比如本文话

题目录中初级阶段没有(世界性话题)%并不意味

着初级口语教材中一定不出现这一话题&本文所

统计的比例只能代表倾向性的规律&
本文在确定每一篇演讲稿的话题时%有一些

要凭主观的判断或取舍%在总结大的话题类别时%
也经过了多次修正&如果有可能%我们还可以做

更大型的调查研究以弥补本文的缺陷&仅以此文

抛砖引玉%期盼对外汉语口语教学早日有一个权

威的话题大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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