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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复述是对外汉语教学中常见的练习形式，

是指学生在学习完课文之后，根据一定的提示

（一般为关键词或者关键句），用自己的话将原

课文内容说出或者写出。与传统的默写或者默

记不同的是，复述不要求和原课文语句相同，

但是要求运用新学习的语言要点，以达到理解

课文，复习生词与语法点的目的。复述符合

Swain （1985） 的可理解性输出原理，能够更

好地促进二语习得。

张晓慧 （1997），王天华 （2006），刘瑜

（2008），田靓（2011）等学者都从不同角度对

相关问题进行了研究。王天华（2006）分析了

在复述中使用的包含可证性成分的语用策略。

刘瑜（2008）通过对比学生书面复述的作文与

例文之间的差异， 考察学生交际策略的使用

状况。田靓（2011）探讨的是复述练习频率对

基础阶段汉语学习者口语表达流利度和正确率

的影响。虽然这些研究并未直接分析复述语篇

和原文的差异，但均说明了复述练习是提高学

生表达能力的有效手段。

复述对于提高学习者的口语、阅读、写作

等能力都非常有帮助。当课文为对话体时，将

对话体转变为叙述体的课文复述练习本身就是

提高语言水平的过程。②屈敏 （2012） 也认为

课文复述是提高写作水平的有效策略。王玲等

（2012） 认为复述能减少学生发生语言错误的

概率，提高语言流利度和准确度。这二位学者

的研究对象虽然是英语复述，但对汉语复述研

究仍有借鉴意义。王光全（2012）提出“对话

—转述”教学法的操作程序、使用范围和注意

事项，并对其认知心理学教学的理念进行了讨

论。该文面向对外汉语教学，认为“对话—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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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语体差异一直是国内外学者非常重视和探索的问题。朱德熙（1987），胡明扬（1993），陶红印（1999）都

不同程度地强调过分语体研究语法的重要性。本文所涉及到的语体类型是对话体（教材中的课文）与叙述体（复

述语篇），包括学生书面复述和教材编写者提供的母语者复述语篇。

②《中文听说读写》 Level1-Part2（刘月华和姚道中，2009（第 3版），Cheng-Tsui Company， Inc）的适用对

象为刚学过半年汉语的学生，属于初级水平汉语教材。在教材中每段课文之后都有 recap and narrate （复述）练

习，把课文的主要内容展现出来。本文中的复述语篇范例来自该练习。本文的对话例句选自《中文听说读写》

Level1-Part2的第 11课至 15课课文。由于篇幅所限，若复述例句表意清楚的话，不再列出原对话。

③ 初级汉语水平学生的课文复述语篇、《中文听说读写》Level1-Part2教材的课文原文以及教材提供的复述范

例的举例请见附录。

述”用于成段表达训练、写作训练、词汇训练

有明显的效果。

复述是叙述型语篇，与对话语体有不同的

语言特征。①李泉 （2004） 指出语体跟对外汉

语教学关系密切。本文也认为语体与表达有密

不可分的关系，可以从语体差异的角度对复述

语篇进行分析，从而使学生更好地掌握成段表

达的方法。张晓慧（1997）的研究涉及到复述

语篇与对话语篇的语体差异问题，但该文对其

差异以及教学方法探讨得还不够深入。

总之，对外汉语教学需要复述练习，但

想做好这一练习并不容易。本文将初级汉语

水平学生的课文复述语篇、《中文听说读写》

Level1-Part2教材的课文原文以及教材②提供的

复述范例③进行对比分析，以二语教学与语篇

分析理论为指导，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针对

以下问题展开讨论：1）初级水平学生的复述

出现了哪些偏误？学生是对原文稍加改动还

是又创造性地重新组织了语言？2）将课文对

话转化为复述造成二者在语言上有什么差

异？复述语篇比原语篇多了或者少了哪些语

言特征？3）应该怎样进行课堂复述练习？

1. 语体视角下的复述语篇偏误分析

笔者曾在美国佐治亚理工大学教授初级汉

语，教学对象均为英语母语者，刚学过半年汉

语，使用的教材是 《中文听说读写》 Level1-
Part2。该教材课文全部为对话，每课练习中有

复述范例。本文所用的中介语语料是学生对

《中文听说读写》 Level1-Part2 第 11 课至 15 课

课文的笔头复述。语料的获得方式是请学生课

后独立做完复述以后交给教师。对学生提出的

要求是做该练习时先熟读课文，然后独立完成

复述，不可以参看课本中的复述范例。这样

做，一方面给学生更多的时间，让学生独立思

考，另一方面还能不受其他同学的干扰。最

后，共有 11 名学生完整地完成了 5 课的作业

（每一课需要做两个复述练习），共收集到复述

语篇 110份，约 2.3万字。

我们将学生的复述语篇与原课文以及复述

范例进行对比，分析学习者的偏误，发现主要

偏误在于句式以及关联词。表1为各类偏误类型

出现的次数以及占所有偏误类型的比例，如关

联词偏误次数为76，占所有偏误类型的24%。

偏误类型

偏误次数以及比例

偏误次数总计

关联词

76（24%）

319（100%）

代词

55（17%）

虚词

40（13%）

转述词

32（10%）

句式

116（36%）

表 1: 学生复述中各类偏误类型出现频率

1.1 误用关联词

学生的文本中存在过度或者不正确使用关

联词的问题。过度使用“和”“因为”“可是”

“也”“还”等关联词的现象最为常见，如：

（1） 这个周末高文中的家乡的天气很好，

和纽约也会暖和一点儿。（学生复述）

（2） 王朋给了师傅十块钱，因为他忘了带

饭卡了。师傅想找王朋三块三，可是多找了王

朋一块钱，因为他没看清楚。（学生复述）

（3） 王朋带一些饮料，也一把花。（学生

复述）

例 （1） 关联词“和”的误用主要在于学

生用“和”连接分句。例（2）误用“因为”，

第一句可以改为“王朋忘了带饭卡了，他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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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傅十块钱。”例（3）的“也”不能用在名词

前，可以说“王朋带一些饮料和一把花”或者

“王朋带一些饮料，还带一把花”。①

1.2 代词误用为名词

（4） 李友和王朋去饭馆儿。 王朋想要两

盘饺子。王朋不吃肉所以想家常豆腐。王朋也

想酸辣汤。李友想冰茶和王朋想冰茶。王朋和

李友都太饿了。（学生复述）

这段复述的主语都专有名词，学生不用

“她/他”或者“他们”等代词，学生不能灵活

地根据语篇变换应该使用的指称形式。而代词

对构建语篇连贯性非常重要。代词起粘合作

用，是促进语篇结构的积极手段。（程雨民，

2011：P75）。

1.3 虚词冗余

（5） 明天高文中在家看碟吧。（学生复述）

课文原文是高小音对高文中的建议：“你

还是在家看碟吧！”所以用了“吧”。这个

“吧”只能用在直接引语中。而在复述时，学

生 照 搬 了 直 接 引 语 中 的 句 子 ， 应 该 去 掉

“吧”，转述成“明天高文中在家看碟”。

1.4 转述词缺失或误用

老师在授课时提到过复述时应该使用转述

词，但未在课上进行操练，所以转述词出现的

偏误也达到了 10%。某些学生通篇只用了

“说”或者“问”，使用“某某说”或“某某

问”将原对话搬到复述语篇。偶尔用“告

诉”，不会使用“让”。可能是受到母语迁移的

影响，有时该用“让”却用了“问”，因为

“让”和“问”都可以翻译成英文的 ask。如例

（6）该用“让”，而不是“问”，例（7）整个

语篇反复出现“他说”“王朋说”也不恰当。

（6） 李友问服务员，请上菜快一点儿。

（学生复述）

（可修改为：李友请服务员上菜快一点。）

（7） 他说对不起，王朋说没关系。他说

……，王朋说……（学生复述）

1.5 复述简单化，句式过于单一

个别学生叙述过于简单，只说两三个句子

就认为完成了该练习，没有达到复习生词和语

法的目的。在句式上，总是用“主谓宾”的结

构，不会变化句式，不用话题句。②

（8）高文中跟白英爱打电话。白英爱说今

天和昨天下雨。高文中请白英爱去加州。（学

生复述）

复述范例：纽约很好玩儿，可是那儿现在

的天气非常糟糕，昨天下大雨，今天又下大雨

了。高文中说学校这儿周末的天气很好，让白

英爱快一点儿回来。可是白英爱说纽约周末的

天气也会好一点儿，而且她下个星期有一个面

试，还不能回去。高文中在加州找了一个工

作，他告诉英爱加州的天气很好，冬天不冷，

夏天不热，春天和秋天更舒服，希望白英爱也

去加州。英爱说，加州好是好，可是她更喜欢

纽约。

将学生的练习文本与课本给出的复述范

例对比，可以看出二者差别很大。一些学生

只是对课文原文稍微进行了改动，而没有重

新组织语篇。学生也许因为水平问题，也许

因为态度问题，写出来的语篇无法让人满

意，没有完全达到该练习的目的。那么，需

要教给学生什么才能提高其复述的水平？我

们认为，应该让学生先了解对话体与叙述体

的语体特征差异。

2. 对话体与叙述体的语体差异

本文所讨论的教材《中文听说读写》中的

复述练习是将对话体转换为叙述体，其本质就

是把直接引语转化为间接引语的过程，因此不

能简单地把课文中的话用某某说的形式引述下

来，而是应该重新组织话语，从旁观者的角度

客观叙述事情的发生过程。 Clark & Gerrig
（1990）认为，③直接引语和间接引语的性质有

所区别： 直接引语是例示和复制 （demonstra⁃
tion and reproduction），间接引语是解释和描述

（paraphrase and description）。汉语本体方面对

引语的分类，直接引语与间接引语的差异，语

段结构等方面的研究均可以借鉴，如曹逢甫

（1977），徐赳赳（1996），张荣建（2000），董

秀芳（2008）等。

① 例（3）用“以及”连接也可以，“王朋带一些饮料以及一把花”也是很好的句子，但与“和”“还”比起

来，“以及”的难度较大，本文所研究的对象为初级水平的学生，学生尚未学过“以及”这个词。

② 原对话较长，为节约篇幅，不再列出。

③ 转引自张荣建（2000）书面语和会话中的引语分析，《外国语》第 2期，P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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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个内容，用对话体呈现还是叙述体呈

现，词汇、语法、语篇衔接成分等多个方面都会

存在差异，比如某些感叹词“哎、啊”等在叙述

时就会缺失，而为了使叙述语篇更加连贯，关联

词“可是，所以”等又成了需要添加的成分。本

节将具体分析若对口语对话体进行转述，复述语

篇与原来的对话体相比，出现了哪些差异。教师

只有更深入地了解到这些差异，才能更好地对学

生进行复述训练。下文具体分析对话体与复述语

篇（叙述体）的主要差异。

2.1 只符合对话语体特征的语言点在复述

语篇中缺失

有一些句法特征常在对话语体中出现，如

动词重叠、疑问词等，而转换为复述语篇时，

会使用非重叠形式的动词和疑问句的答句，省

略互动的部分。

（9） 王朋：你有地图吗？给我看看。（此

话轮在复述范例中缺失）

（10） 李友：王朋，你做什么呢？

王朋：我看书呢。（此话步在复述范

例中缺失）

（11） 常老师：小白，下课了？上哪儿

去？（转换为：白英爱要去学校的电脑中心）

以上各例全部选自课文原文，句中语言点

依赖于对话语体的特征，若要在复述语篇中出

现，需要用“说、问、让”这样的引述词引导

出来或者无法出现。例 （9） 中的动词重叠

“看看”在对话中有表示客气的功能，在复述

中没有出现。例（10）与例（11）都是特殊疑

问句，在复述时需要转换形式。例（10）在原

复述中没有出现。例（11）在复述范例中没有

提问，而是直接回答问题，转换为“白英爱要

去学校的电脑中心”。

2.2 复述内容具体化使得上位词缺失

复述将原对话中的某一内容具体化，因此

一些概括性强的上位词就缺失了。

（12） 他要带饮料和花儿，李友买了一本

书送给小音，还要带一些苹果、梨和西瓜。

（复述范例）

课文原文是王朋问李友：“你要送给小音

什么生日礼物？”在叙述中，直接叙述王朋、

李友要带的礼物，“他要带饮料和花儿，李友

买了一本书送给小音，还要带一些苹果、梨和

西瓜”，而没有用“礼物”这个生词。

2.3 复述语篇增加转述词

间接引语转述词为：告诉、对……说、

让。“说”和“问”也较为常用。例 （13） 至

（17）选自课本提供的复述范例。

（13） 高小音告诉他，白英爱今天早上坐

飞机去纽约了。

（14） 王朋对他们俩说开车要小心，他们

对王朋和李友说一路平安。

（15） 高小音让他在家看碟。

（16） 白英爱说，加州好是好，可是她更

喜欢纽约。

（17） 他问高小音他明天怎么办？

2.4 复述语篇增加连接成分与引介成分

原课文对话主人公的行为可能分布在不同

的话轮，或者不同人物的话语中。使用关联词

“可是、但是、因为、所以、又、还”或者句

首引介成分等把主人公的行为串连起来。用关

联词重新组织，使得主线更加清楚。

（18） 医生说不用打针，吃药就可以……

医生还说最好二十四小时不吃饭。（复述范例）

（19） 高文中忘了带地图，他说他不用地

图也能找到中国城。他说一直往南开，过三个

路口，往西一拐就到了。可是王朋说他不知道

东南西北。高文中又说一直往前开，过三个红

绿灯，往右一拐就到了。（复述范例）

例（18）和（19）用“……说，……还/又
说，可是”等引导语篇，展开对话题的评述。曹

逢甫（1977）认为位于句首的连接成分，具有使

随后所跟的整个小句话题化的作用。彭宣维

（1999）进一步认为这些成分具有引介话题结构

的作用而不仅仅是话题的标记成分。从前人的研

究中可以看出，句首的衔接成分既可以作相关的

话题又具有引导篇章，展开对话题评述的作用。

2.5 复述语篇改变指称形式

根据Halliday & Hasan（1976）提出的语篇

衔接理论，第一次出现的人物用专有名词，该

人物再次出现时，应用代词或者零形回指，而

不必每次都重复该名词。如下例中的复述语篇

用“她”回指“白英爱”。

（20） 白英爱要去学校的电脑中心，她不

知道怎么走，但是听说电脑中心就在运动场旁

边。（复述范例）

2.6 复述语篇常用话题——说明结构

叙述体里有明显的主人公和配角，故事总

张文贤，李 榕：初级汉语教学中的对话体-叙述体复述练习研究

61



华文教学与研究 2015年第 4期

是要以某个人的视角展开。当语篇含有两个或

两个以上小句时，语篇会出现两个或两个以上

的话题和述题。这些话题和述题的出现与变化

反映了信息传递的过程，推动语篇向前发展。

这种现象叫做话题推进（topic progression）。话

题推进具有使语篇连贯的作用。很多学者探讨

过该问题，如徐盛桓 （1982），黄衍 （1985），

黄 国 文 （1988）， 胡 壮 麟 （1994）， 黄 勤

（2001） 等。黄勤 （2001） 的提法为，话题推

进主要有以下四种形式 （T代表 topic，C代表

comment）。①前一句的话题是后一句的话题

（平行型）。即 T1 = T2。②前一句的述题是

后一句的述题 （集中型）。即 Cl = C2。③前

一句的话题是后一句的述题 （交叉接应型）

即 T1 = C2。④前一句的述题或述题的一部分

是后一句的话题（直线延续型）。即 C1 = T2。
复述时常采用话题——说明结构，将上一

个句子的宾语作为这个句子的话题，而使语篇

连贯。例 （21） 的复述范例，第二个句子的

“蛋糕”是前一句的话题，又是这一句的述

题，属于集中型。之后，按照时间顺序叙述事

件发生的过程，话题都是“他”，属于平行型。

（21） 高文中的姐姐上个星期过生日，高

文中把没吃完的蛋糕放在冰箱里。蛋糕放了五

六天，昨天晚上他吃了几口，夜里肚子就疼起

来，今天早上上了好几次厕所，他肚子疼极

了，就去医院看病。

2.7 句式变化

对话体里疑问句、反问句、简短问句、祈

使句、感叹句较多，而这些句式在叙述体里多

变成了陈述句，如下例：

（22）原文：

谢小姐：今天天气比昨天好，不下雪了。

高先生：我约了朋友明天去公园滑冰，不

知道天气会怎么样？

谢小姐：我刚才看了网上的天气预报，明

天天气比今天更好。不但不会下雨，而且会暖

和一点儿。

高先生：是吗？太好了！

谢小姐：你约了谁去滑冰？

高先生：白英爱。

谢小姐：你约了白英爱？可是她今天早上

做飞机去纽约了。

高先生：真的啊？那我明天怎么办？

谢小姐：你还是在家看碟吧！

复述范例：

现在是冬天，昨天下雪了，今天的天气比

昨天好，不下雪了。天气预报说明天的天气更

好，不但不会下雪，而且会暖和一点儿，高文

中很高兴，因为他约了白英爱去公园滑冰。可

是高小音告诉他，白英爱今天早上坐飞机去纽

约了。高文中不知道。他问高小音他明天怎么

办？高小音让他在家看碟。

在原对话中，特殊疑问句“不知道天气会

怎么样？”“你约了谁去滑冰？”，反问句“是

吗？”“真的啊？”，感叹句“太好了！”都不能

出现。祈使句“你还是在家看碟吧”变为“高

小音让他在家看碟。”只有用“问”“说”这样

的引述词时才可以保留原来的疑问词，但是复

述短文中疑问句也不可能太多。

2.8 言者主观性以及叙述视角的变化

“主观性”是指语言的这样一种特性，说

话人在说出一段话的同时表明自己的立场、态

度和感情。在对话中，说话人常常会表达自己

的主观看法和判断。而转述时从旁观者的视角

出发，势必会使叙述客观，这样一些主观性表

达就不能出现了。例如：

（23）原文：

高文中：英爱，纽约那么好玩儿，你怎么

在网上，没出去？

复述范例：

纽约很好玩儿。

（24）原文：

李小姐：人怎么这么多？好像一个位子都

没有了。

复述范例：

饭馆儿的人很多。

（25）原文：

王红：妈妈这么漂亮，儿子长大一定也很

帅。（在复述范例中缺失）

例 （23） 原对话是“那么好玩儿”，复述

语篇改为“很好玩儿”。例 （24） 李小姐根据

店里的情况，判断出没有位子，而复述语篇直

接说“饭馆儿的人很多”。例 （25） 王红对海

伦说客气话，说海伦的儿子汤姆长大后一定很

帅，而在复述中却缺少了这一内容。

在复述时，叙述视角的变化也会引起某些

词汇的缺失。下例从第三人称的视角来叙述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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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活动，就变成了“医生给他检查”或者

“医生让他躺下，给他检查”。为了使语篇衔

接，就省略了病人的问话，以及“请您再说一

遍”这样的话语，而是直接叙述药的吃法：

“那种药一天吃三次，一次两片，饭前吃饭后

吃都可以”。

（26）原文：

医生：你躺下。先检查一下。

病人：医生，一天吃几次？请您再说一遍。

复述范例：

医生给他检查，说他是吃蛋糕把肚子吃坏

了。……

类似的情况还有副词“真”、反问句、语气

词等。程度副词“真”不能用于间接引语，应

该把原对话里的“真”改为“很”或者“太”

等其他程度副词。反问句和语气词也都主观性

较强，不适合用在客观视角的第三人称复述中。

3. 课堂复述教学建议

本文所研究的教材属于初级汉语教材，学习

者表达成段语篇存在困难。教材的复述范例中生

词、语法复现率最高能达到 100%，如果学生能

够说出教材中所呈现的这样的复述语句，那一定

是能够达到教学目标的，然而这只是教材编写者

的美好愿望，学生的实际水平距离这个范例差距

较大。从学生的复述文本可以看出，虽然学生被

要求做复述练习，然而很多学生写出的句子却是

变相的直接引述，基本上是照搬原文，因此未完

全达到练习目的。我们认为结合语体差异的复述

练习会更加有效，具体方法如下：

3.1 讲解并练习复述语篇的语言特征

教师在授课前要先掌握对话体与叙述体的

语体差异。在让学生进行复述前应该先根据学

生水平有选择性地讲解并练习复述语篇所具有

的语言特征。可以参照本文上节总结出来的语

体差异，逐渐教给学生复述语篇特有的规律性

的语言，比如转述词、连接成分及引介成分，

人称、话题说明结构、句式变化等。教师在做

复述练习之前，要将语言点进行分类。对于有

对话体特征而在复述里不能出现的生词和语

法，要再单独设计其他形式的练习，可以根据

话轮转换的理论进行训练 （参见张文贤，

2014）。对于适宜在复述中重现的语言点，就

尽量安排在复述中。

在此基础上，复述练习要一步步进行，不

能要求学生一下子表达出完整的语篇。我们主

张采用多层次化的复述方法。即根据学生的学

习阶段，提出不同的复述方式和复述要求。学

习者的汉语水平大致可以分为初级、中级、高

级这三个层次。我们提出采用听读、分段复

述、根据关键词句复述、用指定词语并进行扩

展性复述等方法来对应不同的层次。

3.2 初级水平复述方法——听读

对于初级汉语水平的学生，不宜无指导地

进行复述练习，也不宜要求做大段的复述练

习，而是采用听读练习的方法。听读，即教师

先说一句含有生词或者语法点的句子，请学生

跟着重复老师刚说过的句子，学生不必重新组

织句子，能听懂并能将该句子说出即可。听读

的句子不宜过长，保持在十个字左右为好。例

如：教师说：“今天晚上高小音开生日舞会”。

学生也说：“今天晚上高小音开生日舞会”。受

句子长度的限制，听读练习的目标更集中一

些，每个句子可以只练一个要点。此外，在做

听读练习时要注意一次练习时间不要过长，以

免学生觉得枯燥或注意力不集中。

3.3 中级水平复述方法——分段复述、提

供关键词/句
中级水平学生有一定水平但是水平有限，

适合做分段复述。具体做法是教师根据内容将

课文分割成几个小部分，一个小部分大概有两

个至三个话轮左右的含量，待学生掌握了一个

小部分后再继续下一个小部分，积少成多，从

句子到语段再到语篇。例（27）的两个话轮就

可以组成一个小的部分：

（27）原文:
常老师：小白，下课了？上哪儿去？

白英爱：您好，常老师。我想去学校的电

脑中心，不知道怎么走，听说就在运动场旁边。

复述范例：

白英爱要去学校的电脑中心，她不知道怎

么走，但是听说电脑中心就在运动场旁边。她

看见了常老师。

中级学生水平也可以采用给关键词或者关

键句进行复述练习的方法。我们认为，对于准

中级或者中级学生来说，让学生独立做复述练

习还有难度。要想达到预期的练习目的，教师

应该提供足够的信息。所提供的关键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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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称、时态、连接成分、间接引语等，同

时将学生易犯错误的地方尽量都写出来，例如：

（28） 王朋和李友去……。王朋先……，

李 友 点 了 ……， 她 告 诉 服 务 员 ……， 因 为

……。除了……以外，他们还点了……。服务

员 问 他 们 ……， 王 朋 要 了 ……， 李 友 要 了

……，还告诉服务员……。因为他们……，所

以让服务员……。服务员说……。

在这段复述中，保留了所有的主语，其目

的就是要把主线给学生，让学生知道代词和专

有名词可以交替使用。在虚词方面，“先”

“了”“还”学生常常出现偏误，学生会把

“先”放在主语前面，不知道什么时候该用

“还”或者“了”，因此也有必要给出这些词。

给出连词“因为”（出现两次）“所以”（出现

一次），还提供了转述词“告诉”“问”“让”

“说”这四个动词。学生需要填充的大部分都

是实词。这样，就大大降低了难度。

3.4 高级阶段复述方法——灵活多样

对于高级阶段的学生，方法比较灵活。如

果是基于课文内容的复述，可以采用分段复述

或者给关键词句复述，以达到帮助学生更好地

理解课文以及练习生词语法的目的。如果是拓

展性的练习，则除了必须要使用指定的语言点

外，要求学生多加一些描述性的词语，鼓励学

生更多地使用创造性的语言，从而更好地提高

学生的表达水平。

4. 结语

本文将汉语本体研究与对外汉语教学研究

相结合，分析了学生实际复述语篇中出现的问

题以及汉语教材对话体与叙述型复述的语体差

异。针对学生的水平，我们提出了一些汉语复

述练习的教学建议。我们认为可以根据学生水

平由低到高采用听读、分段复述、根据关键词

句复述、拓展性复述等方法。本文的不足之处

是语料的规模还不够大，如果扩大语料规模，

或许会有更多的发现。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得

到了对话体与叙述体的差异，也能给对外汉语

教学带来一些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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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f the Text Recap Exercise of Elementary Chinese
Zhang Wenxian1，Li Rong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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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 words：elementary Chinese； recap； teaching Chinese
Abstract：Recap is a very effective practice in teaching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The analysis of recap texts from the
genre aspect and the way to do recap exercise should be further researched. After summarizing and analyzing the errors of the
English speaking students in America and the language features of recap texts， we argue that some grammar points are lost
and some language features are added in recap text compared with the original dialogues of the textbook. It implies that the
teachers should let students know the text differences between recap and original dialogue and even design different types of
exercises according to the levels of students.

附录：

课文原文（均为对话）：
（在饭馆儿）
服务员：请进，请进。
李 友：人怎么这么多？好像一个位子都没有了。
王 朋：请问，还有没有位子？
服务员：有，有，有。那张桌子没有人，
服务员：二位要吃点儿什么？
李 友：王朋你点菜吧。
王 朋：好。先给我们两盘饺子，要素的。
服务员：除了饺子以外，还要什么？
李 友：还要一盘家常豆腐，不要肉，我们吃素。
服务员：我们的家常豆腐没有肉。
李 友：还要两碗酸辣汤，请不要放味精。
服务员：好，两碗酸辣汤。那喝点儿什么呢？
王 朋：我要一杯冰茶。
李 友：我很渴，给我一杯可乐，多放一点儿冰。
服务员：好，三十个饺子，一盘家常豆腐，两碗酸辣

汤，一瓶啤酒，一杯可乐。还要别的吗？

李 友：不要别的了，这些够了。我们都饿了，请上
菜快一点儿。

服务员：没问题，菜很快就能做好。

课本中的复述范例：
王朋和李友去一家中国饭馆儿吃饭，饭馆儿的人

很多。王朋先点了两盘素饺子，李友点了一盘家常豆
腐，他告诉服务员家常豆腐不要放肉，因为她吃素。
除了饺子和家常豆腐以外，他们还点了两碗酸辣汤。
服务员问他们喝点儿什么，王朋要了一杯冰茶，李友
要了一杯可乐，还告诉服务员多放一点冰。因为他们
都很饿，所以让服务员上菜快一点儿，服务员说没问
题，菜很快就能做好。

学生复述实例之一：
李友和王朋去饭馆儿。 王朋想两盘饺子。王朋不

吃肉所以想家常豆腐。王朋也想酸辣汤。李有想冰茶
和王朋想冰茶。王朋和李友都太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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