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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主题的汉语教材分期研究

刘元满 北京大学对外汉语教育学院

提  要  汉语教材编写尽管已经有很长的历史，但中国人自己编写、在目的语环境中大规

模进行教学还是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事。本文通过考察教材文本内容，按照教材主

题变化，将汉语教材发展分为四个时期：1.颂扬期（20世纪50年代—70年代中

期）；2.展示期（20世纪70年代末—90年代末期），又可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

段以文学作品为中心，后一阶段以民众生活为中心；3.通感期（21世纪初约10年
间）；4.多元化期（2010年以来）。

关键词  主题 汉语 教材 内容 分期

Abstract Though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instructional materials goes far back in history, the 
writing of materials by Chinese people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materials on a large-scale 
basis in the target language environment only occurred after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Based on the textual analysis of the instructional materials, this paper 
classifies the changes into four periods: praise stage (from the 1950s to the mid of 1970s), display 
stage (from the late 1970s to the late 1990s), universal stage (around the first decade of the 21th 
century), and diverse stage (since the 2010s)

Key words theme; the Chinese language; instructional materials; content; identification of st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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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对外汉语教学进入新的历史阶段。

这些分类从不同角度进行，具有其合理性。

不过我们还可以从教材主题进行考察。所谓主题，

“是文学、艺术作品中所表现的中心思想，是作品

思想内容的核心”（《现代汉语词典》）。任何教材都

无法脱离内容而独立以语言形式存在。特别是中高

级阶段的综合教材，不同的话题共存于一册，我们

可将其视作一部完整的作品，发掘概括出共同的主

题思想。自 50 年代以来，汉语教材内容主题的变

化呈现出阶段性特点，与中国社会发展阶段关系密

切，与学科发展轨迹也有一定程度的吻合。教材主

题的变化折射出人们对时代的认识和思考，在时代

主旋律、社会价值观方面留下非常清晰的印记。

本文将从教材内容主题变化的角度对教材进

行分期。由于综合性教材课文多直接采用或改编原

文，利于集中考察时代特点以及编写者的语言观念

和价值取向，因此本文所选教材主要是各时期经典

的代表性综合教材，并以高级为主。

二、颂扬期（20世纪 50年代—70年代中期）
汉语教学状况：探索期到停滞期再到恢复期。

1950 年，“东欧留学生中国语文专修班”成

立，1952 年专修班并入北京大学，因留学生国别

范围扩大而更名为“外国留学生中国语文专修班”

（邓懿，1994），所使用的教材《汉语教科书》上、

下两册于 1958 年正式出版，成为新中国之后第一

部对外汉语教材。正如书名所示，这套教材是具有

教科书性质的，具有相当的权威性。

《汉语教科书》的体例以及语音、汉字、词

汇、语法等语言要素呈现方式等都对后来的汉语

教材编写具有深远的影响。上册的话题主要关于

学生生活，下册则有了一些社会性话题。以 60 课

以后的目录为例：60. 颐和园游玩，61. 南辕北辙，

一、引言

从世界汉语教育史的角度看，汉语第二语言

教学历史可以追溯到早期的佛教僧侣学习时期，魏

晋时期及此后各个历史时期都开展有汉语教学活动

（张西平，2009）。不过，尽管汉语教学历史可以追

溯到很久之前，但都只是以较小的规模、在较窄的

范围内进行。学者们普遍将 20 世纪 50 年代初作为

汉语第二语言教学及研究的起点。

关于学科分期，学者所处时代不同，切分会

有所不一。吕必松 (1990) 将 80 年代末之前的学科

分为四个阶段，程裕祯 (2005) 将 21 世纪之前学科

分为三个阶段：事业开创时期 (50 年代初—70 年代

末 )、学科确立时期 (1978—1987)、学科深化时期

(1987—1999)，每一阶段的时间跨度扩大了。

教材编写数量与学科发展呈正比。“全球汉语

教材库”目前收录对外汉语教材信息 16000 余册，

其中有 10000 余册（种）实体教材 1，数量在学科

建立之后呈急剧增长之势。

在教材分期方面，赵贤州（1988）的三阶段

分期与吕必松的学科分期大致重合。后来不少学

者将世纪之交作为分期临界点。刘珣（2000）从教

学法角度将教材分作三个时期：50—70 年代结构

法教材时期，80—90 年代结构与功能相结合时期，

21 世纪结构、功能、文化相结合的时期；沈庶英

（2012）从学科发展角度分作三个时期：50—70 年

代末为起步期，1977—1999 为发展期，2000 年以

后为繁荣期；李晓琪（2013）将教材与事业发展同

步考察，把教材分为五个时期：20 世纪 50 年代是

新中国汉语教学的初创期；60—70 年代为汉语教

学发展、停滞和恢复期；80 年代对外汉语教学学

科地位确立，汉语教材也开始自觉自立；90 年代

至 21 世纪初，事业进入大发展时期，汉语教材日

趋成熟；2005 年以后，以世界汉语大会召开为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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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力量。文章的叙事方式也形成了一定的范式。

当时教学对象主要是来自社会主义国家的留学生，

是同志加兄弟的关系，课文通过第一人称“我”的

方式表现出他们为中国的建设成就欢呼，并以在中

国学习生活为荣。邓懿（1994）在编写教材的过程

中要经过周培源、李广田、吕叔湘等人细心审阅。

而杜荣（1994）也回顾说这套教材每教过一年之后

都由全体任课教师共同总结问题，商讨改进办法，

然后由邓懿进行修改，最后正式出版。由此我们可

以看出，这套教材并非单纯的编写者个人所为，它

凝聚着集体的劳动，反映出人们的高度共识。教材

主题表现的是时代最强音，颂扬的是山川秀丽、国

家发展、工农业欣欣向荣、人民安居乐业等。大家

自觉遵守充满激情、崇尚精神力量的写作范式，留

下了浓重的时代印记。

专修班编写的教材只够用于初级水平的学生

学习，杜荣曾选用过《谁是最可爱的人》《田寡妇

看瓜》等短小的文章供水平较高的学生学习，其

1960 年完成的《汉语课本》成为后来中级汉语教

材的雏形。

1966—1970 年，汉语教学进入停滞期，之后

逐渐恢复。1972 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北京语言学

院编写的《汉语读本》上、下册，在主题方面仍沿

用《汉语教科书》的编写思路。1975 年出版了续

编第三、四册，课文基本上采用原著。以下为《汉

语读本》各册课文目录：

62. 我的家人，63. 介绍农场合作社，64. 胜利农业

生产合作社，65. 救治烧伤病人，66. 农民家的孩子

有学上，67. 参观农业展览，68. 寄给 ××× 的一

封信，69. 体检，70. 北京大学，71. 日记（天安门、

人民英雄纪念碑），72. 愚公移山。

具体内容以 65 课为例：

一个钢铁工厂的工人烧伤了，叫人送到医院

里来了。大夫们看着这个工人都想不出办法来，因

为各国的医学都没有治这种重伤的经验。正在这个

时候儿，工人从昏迷中醒过来，他看着大夫们说：

“我要活下去，钢需要我……”

党一定要救活他，医院里的领导同志立刻把

大夫们找来开会。会上领导同志说：“在资本主义

国家里，烧伤的是谁？当然是劳动人民；资本主义

国家会想出各种方法来救劳动人民吗？我们是社

会主义国家，一定要救活这个工人。我们一定能做

出资本主义国家办不到的事情……”。这些话解放

了大夫的思想，提高了他们的认识。一个青年大

夫——共产党员说：“我们一定要拿出自己所有的

力量来救活建设社会主义的人。”

别的医院里有名的大夫也被派到这里来了，

为救活这个工人，大夫们开始了紧张、困难的工

作。一个月过去了，这个工人不但还活着，而且伤

慢慢儿地好起来了。在党的领导下，他被大夫救

活了。

上世纪 50 年代，国家在进行火热的社会主义

建设，人们由衷地为国家的发展而自豪，特别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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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减弱，语言与文化相结合受到普遍肯定，选材范

围扩大了，教材数量也大为增加。这一时期又可以

《汉语水平词汇与汉字等级大纲》出版为界分为前

后两段。前半期以文学作品为中心，后半期以民众

生活为中心。

（一）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末期

《汉语教科书》1973 年修订后重新出版，到

1980 年出齐六册 2。第 5—6 册用于高级水平学生，

文章均为名家选读，百科知识、中国历史、中国地

理、文学作品等都进入教材。1981 年起出版的《实

用汉语课本》系列教材编写理念非常具有代表性：

“要学好汉语，必须对中国的文化、历史和现实有

所了解。本书 ( 特别是从第二册开始 ) 尽可能将语

言和文化结合起来，通过有关中国社会、历史、名

胜古迹、风土人情等题材学习汉语”。（前言 3）

我们以《实用汉语课本》第三、四册课文

为例：

从出版时间看，全套教材跨时比较长，加上

有出版周期，教材编写时基本处于“文革”中后期，

时代思潮也充分体现在教材中。与《汉语教科书》

相比，课文不再借用留学生的口吻，而是直接讲故

事。“革命”成为教材主旋律，时代“英雄”和榜

样成为重点描写对象，意识形态逐步上升为主要内

容，以至于后期样板戏也进入教材。教材在歌颂劳

动人民智慧的同时也批判“反动思想”，带有浓厚

的为政治服务的意识。

三、展示期（20世纪70年代末—90年代末期）

学科状况：从恢复汉语教学到对外汉语教学成

为一门独立学科。

70 年代末，中国社会打破了封闭格局，“改革

开放”成为时代符号，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

教材内容也出现了新气象。中国期待外界了解自

己，教材也相应向世界打开大门，全面介绍中国。

这一时期高校已经形成较为固定的汉语教学模式，

新的教学法融入到汉语教学中，教材中意识形态成

上册

1天安门2小八路军3黔之驴4我和小牛5“长工屋”6东郭先生和狼7刘胡兰8丝绸之路9茶乡新貌

10万里长城11董存瑞12为人民服务13南泥湾开荒14特别快车15中国古代的医学家李时珍16赶路

17大庆人18草船借箭

下册

19南京长江大桥20替班的一天21黄鼠狼给鸡拜年22草原英雄小姐妹23牛郎织女24纪念白求恩25

小英雄雨来26廉颇和蔺相如27种水稻的启示28大寨29换稻种30武松打虎31瓷都景德镇32新松村

的后代33“隔夜愁”变成了“百日鲜”34鲁迅

第三册

35纪念孙中山先生36鲁班学艺37商鞅变法的故事38母亲39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40同志的

信任41清贫42青山翠竹43智取威虎山（第三场深山问苦）44雪山草地间45花园的城市——杭州

46克己复礼是林彪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纲领47闪光48藤野先生

第四册
49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节选）50很有必要 大有作为51延安的种子52人民英雄纪念碑53

小燕迎春54红灯记（第五场痛说革命家史）55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节选）56龙腾虎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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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也实践了语言与文化结合的理念，“课文内容

涉及中国地理、历史、政治、经济、社会、教育以

及哲学思想等各个方面，读者可以在学习语言的同

时，了解中国的文化”。

80 年代，对外汉语教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

地位得以确立，极大地促进了汉语教学的发展。教

学规模不断扩大，学习层次要求更为细化，大型的

系列教材编写成为社会需要。1987 年起陆续出版

的《汉语教程》系列教材达 8 册，依然继承了语言

与文化相结合的编写思想：“课文内容注意题材的

广泛性和体裁的多样性，力求生动活泼，能反映

中国的现实情况，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些方面也做

了适当的介绍。”中级课文主要为改写，历史人物、

中国风物是主要话题，体现出教材向世界展示中国

社会与文化的特点；高级着重于培养独立阅读原

著和书面表达的能力。《汉语高级教程》课文目录

如下：

《实用汉语课本》时代、题材跨度很大，“既

有反映城市生活的作品，又有描写农村情况的著

作；既有写于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名作，又有反

映当代现实生活的作品”。该教材试图以全面展示

的方式，有意识地、多方面地向外界介绍中国社

会。话题几乎无所不包，有历史、地理、文化、艺

术、社会概况、人际关系、著名人物、文学作品等

等，而在叙述方式上，也力求客观正确，与之前教

材相比平和了许多。

学习者通过这些话题来学习语言，不仅训练

了必要的语言表达能力，同时也可以了解到中国社

会不同方面的情况，从而对中国有较为全面的认

识。不过教材也带有难以避免的问题，即与学生生

活离得较远。编写者采用展示和宣传的方式，学习

者看到的是经编写者过滤了的社会，学习者只是被

动接受，无法参与其中。

同时期产生重要影响的中美合编教材《话说中

第三册

1到中国旅游2新疆见闻3壮丽的三峡4在上海——古波的日记5西湖边的神话6丁大娘谈家常7他们俩

和好了8在老队长家做客9方兴的爱情10一个太极拳辅导站11《贵妃醉酒》和《罗密欧与朱丽叶》12

神奇的针灸和华佗的故事13画家徐悲鸿的故事14参观西安碑林15谈论报纸和广播

第四册

16乘小火车旅行17在中国食品展销会上18教育世家19农民科学家高培南20厂长候选人21天安门——

中国近百年历史的见证22秋瑾23故宫里的故事24万里长城25从唐僧取经说起——唐朝中外文化交流

26端午节和屈原27参观杜甫草堂28蛐蛐儿29痛苦的重逢30茅盾和《子夜》——帕兰卡的一次报告

第一册

（1987）

1背景2小小说两篇（一）常胜的歌手（二）借锅3苏州园林4随感二则5夜走灵官峡6结婚现场会

（上）7结婚现场会（下）8语言感受的灵敏度9祖孙俩10沙漠中的饭店11悼念朱光潜先生12孔乙己

13樱花赞14桑金兰错

第二册

（1989）

15京白16乐趣与没趣17荷花淀18在国际笔会第四十五届大会上的讲话19丁香花下20语言和文字

（《语文常谈》节选）21当铺前22溜达23五战五胜（《超越自我》节选）24祝福（上）25祝福（下）

26雷雨（第一幕）27范进中举（《儒林外史》节选）28林黛玉进贾府（《红楼梦》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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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世纪90年代初—90年代末

这一时期，汉语第二语言教学学科得以迅速

发展。汉语水平考试的问世、《汉语水平词汇与汉

字等级大纲》以及《汉语水平等级标准与语法等

级大纲》等标准的推出，使得教材编写有了科学

依据。

文学作品继续作为高级阶段汉语教材选文的

主选来源。1990—1992 年北京语言学院外国留学

生二系所编《高级汉语教程》上、中、下三册，所

选课文仍是以现当代的散文、短篇小说为主，并选

用少量的话剧、杂文、古代白话小说等。

这一时期，中级阶段教材的课文有了一些变

化。以《桥梁 · 实用汉语中级教程》（1996）为例，

该教材因题材多样、词汇量大、练习丰富而受到学

习者的广泛欢迎。课文均为改写，涉及教育、职

业、婚姻家庭、经济、法律、道德、文化、交通、

健康、环境 10 个题材范围。《桥梁》目录如下：

从目录中可以看出，高级阶段的选文几乎都

是经典文学作品，包括小说、散文、戏剧等多种文

体。20 世纪 80 年代，文学受到社会追捧。人们不

仅重视文学作品的语言功能，也重视文学作品反映

社会现实的功能。选取名家名篇，培养文学鉴赏力

成为此阶段一大目标。该套教材的目的便是“进一

步提高学生的阅读和写作能力，培养学生分析、鉴

赏汉语典范作品的语言的能力。课文尽量选现代、

当代著名作家的作品，重视语言的典范性，注意题

材的广泛性和体裁的多样性”。选择《儒林外史》

和《红楼梦》也是“用意在于引导学生初步接触古

典白话小说，引起阅读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的兴趣”。

编写者希望通过文学作品提高学习者的表达

能力，培养学习者的文学兴趣，但由于很多学习者

并非文学专业出身，学习汉语的目的也并非为了研

究文学作品、探究文学意象，这样的内容更是拉大

了与学习者的距离，学过的东西在实际交际中无法

运用，影响到学习者的学习兴趣和学习效果。

上册

1我的希望工程2差不多先生传3我记忆中的两个女孩4醉人的春夜5话说“面的”6眼光7吸烟者的烦恼

8广告与顾客9李群求职记10写在助残日之前11热爱绿色12买彩票13我的第二故乡14在那遥远的地方

15公文包丢失之后

下册
16地球的主人17我无怨无悔18班车19健忘的教授20三个母亲21整容22住宅电话——现代家庭的宠物

23中国人的姓和名24陕北姑娘25重读西藏26试试吸毒27价格28干得好不如嫁得好吗29孔乙己30雷雨

该套教材强调“在力求题材广泛、体裁多样的

同时，注意到时代感与稳定性的统一，科学性与趣

味性的有机结合，中外文化的对比与交流”。从课

文选材也可以看出，中级教材话题不再是文学性很

强的文章，也不再都是名家名篇，而是通过日常生

活来展示普通中国人的形象、改善了的物质条件、

人们所关心的生活内容以及个人的生活追求，几乎

都是人们关心的身边事，只在最后保留了两篇文学

作品。内容尽管还是展示性的，但却是学生乐于了

解的，与之生活也更为贴近。

我们同步考察这一时期高级教材状况。以

1996 年出版的《实用汉语高级教程》（共四册）为

例，该教材“全书编写力求贯彻学以致用的实践原

则，注意课文题材的广泛性和题材的多样化”。目

录如下：



42   

国际汉语教育（中英文）    第 2 卷 2017 年第 3 期

四、通感期（21 世纪初约 10 年间）

学科状况：一方面关于学科性质仍然在不断进

行讨论；另一方面对外汉语教学事业继续发展，教

学规模扩大，教材种类激增，特别是多层次、多技

能、全方位的大型教材的出版引人注目。这一时期

教材的话题和内容研究成为热点，研究角度也多样

化起来。

人们普遍认可通感话题、普适性话题。刘月

华（2002）提出了多条建议，诸如话题不要“宣传”，

特别不要用那些过分赞扬中国政治、文化、历史的

言辞；注意文化方面、价值观方面的差异；西方学

生不喜欢太刺激、太悲伤的课文；要注意课文是否

有年龄、性别、种族等方面的歧视，要顾及学生的

感受；课文所反映的中国社会生活问题最好没有太

强的时间性，由于近年来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变化

很快，有些话题很容易过时（刘月华，2002）。

高增霞（2010）考察了 14 套“高级汉语”教

材选文，其中 13 种都是这一时期编写的。她发现

教材编写者大多喜欢从比较传统的或具有相当影响

力的媒体或集刊上选材，以及在青年人喜欢的媒体

第一册 第二册 第三册 第四册

背影 品茶 雨中登泰山 神奇之谜

花市 中国石拱桥 银杏树（上） 时装设计师

怎样做人 安乐居 银杏树（下） 围墙

轮椅上的新诗篇 老刀枪 私立学校景观 在国际笔会第45届大会上的讲话

傅雷家书 西双版纳礼赞 茶馆 我与地坛

日出（上） 职业病人 围城（上） 双猫图

日出（下） 代沟 围城（下） 上海人

语言的灵敏度 祝福 实业家的胸怀 阿Q正传（上）

小二黑结婚（上） 玉殇 普通话与方言 阿Q正传（下）

小二黑结婚（下） 评论二则 中国妇女的状况 怎样写毕业论文和学年论文

课文均采用原文。整体来看，题材比较广泛，

除了部分典型的文学作品分散于各册之外，还选用

了大量能够展示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内容，便于外国

人了解中国。

这一时期也出现了不少关于教材话题和内容的

专门研究。赵金铭（1998）认为“对外汉语教材，应

取汉语本位论，但不可把中国文化本体论渗入其中。

外国人学汉语大多带有工具性目的，取融合性学习

目的者，不能说没有，但微乎其微”。“外国人学汉

语，就不一定非要认同中国文化。因此，语言教材

应多考虑人们的文化通感，要让学习者在学习汉语

时感到人文性，从而使汉语走向国际社会”（赵金铭，

1998）。王若江（1999）也抓住教材中存在的普遍性问

题，提出教材中的话题应尽量贴近学生的实际生活，

应增加世界共性话题，使话题尽量贴近学生的知识

水平。她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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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若江，1999）。

这些建议对后来的教材编写起了很大的推动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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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以高级教材《博雅汉语 · 飞翔篇》（共三

册）为例。其选文原则是“以内容深刻、语言优美

的原文为范文，重在体现人文精神、突出人类共通

文化，展现汉语篇章表达的丰富性和多样性，让学

习者凭借本阶段的学习，最终能在汉语的天空中自

由飞翔”。各册选文如下：

上选材。她还指出编写者比较倾向于选择故事性较

强、人情味较重、时代色彩较淡的作品，认为“这

也是目前编写者在编写高级汉语时形成的一些共

识”（高增霞，2010）。尽管该文主要是从语言处理

方面进行考察，而未对内容专门进行讨论，但我们

仍然可以看出名家名篇及文学作品在高级教材中已

经大为淡化了。

《飞翔篇》第一册 《飞翔篇》第二册 《飞翔篇》第三册

父亲的谜语 每天都冒一点险 网络颠覆了什么？

请按 那年那月那狗 中国城市大角力

一诺千金 人在风中 中国社会发展的世界意义

沙漠里的奇怪现象 现代化和蜗牛 保护城市生态刻不容缓

内部招标 上天自有安排 中国文化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天才梦 球迷种种 制度建设：中国的二次重大转型

人 面容 安乐死是人道，还是合理谋杀

随感二则 辛亥革命与我 基因时代的恐慌与真相

人生就是与困境周旋 无为· 逍遥· 不设防

我反对克隆人 音乐之伴

这个时期的选文已经不再有传统的文学作品，

而代之以散文随笔类的思考性文章，关注了一些社

会问题却并不太尖锐，有些话题有争议性，但为数

不多。突出了教材所强调的“人类共通文化”。

五、多元化期（2010 年以来）

学科状况：大学本科专业名称由“对外汉语

专业”更名为“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学科建设进

一步深化，一些学者强调汉语国际教育的学科独特

性，呼吁将其升级为二级学科。

一些影响力较大的教材陆续进行了改版，主

题内容前后有所变化。以《发展汉语 · 综合高级汉

语》（上、下册）为例，第一版于 2005 年出版，第

二版于 2011 年面世，上册课文仅换了三课 4，下册

则全部更换。改版后的教材“注重课文内容的百科

知识性，力求广泛涉及中国历史文化和当代社会生

活的各个方面，并以展示当代社会风貌为主”。强

调重视选文的文化视角和课文的文化蕴涵，“在遵

循语言教学为核心的前提下，注重选取有代表性的

文化元素、古今人物及其相关事件，来反映中国

文化较内在的命题，使学习者在课文学习的同时对

中国历史、传统文化、价值观念、情感世界以及当

今中国社会的某些方面，有一个比较准确生动和深

刻的理解”。课文内容力求广泛、覆盖面更宽，“课

文内容及其文化取向古今兼顾、以今为主，中外兼

顾，以中为主，注重文化的古今联系和中外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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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5 个，从话题分布来看，最浅为个人信息类，最

难为社会问题类。一、二年级的教材集中于日常生

活方面的内容，而高年级的教材则集中在社会话题

方面，七套教材全部 55 个社会话题中有 51 个集中

在高年级教材或教材的高级册中，这说明海外高级

汉语教材社会性话题非常突出。欧阳芳晖等（2016）

也认为美国版教材联系、对比、反思文化的内容

比中国版教材丰富，体现的跨文化意识强于中国版

教材。

通过以上讨论发现，学者们已经充分认识到

教材中话题和内容方面存在的不足，主张兼容并

包、尊重多元文化，建议设置一些与现实紧密联

系、能够进行文化反思的内容。这些研究无疑促进

了教材主题向多元化发展。随着国际交流合作日

益频繁，国外的汉语项目，特别是长期入驻中国的

北美项目，其汉语教学模式受到广泛认可。国外教

材也陆续进入国内，有的还在国内出版，在语言与

文化的关系方面提出了自己的思考。正如《走进中

国百姓生活》编者所言“我们都是在美国从事多年

中文教学的教师……如何把语言教学与文化教学结

合起来一直是中文教学界重视的问题，我们不主张

在初中级教材中直接讲授中国文化知识，即使在高

级阶段，文化知识的内容也不应过多。……可以说

本教材提供了语言和文化教学相结合的一个新的 

并着力通过故事来反映文化”。 

《发展汉语 · 综合高级汉语》第二版目录如下：

第一册

1享受旅行2起名字3我的第一份工作4沙漠中的饭店5走上自首之路6网络时代的爱情7北京人与上海

人8科技时代人们的时间9高薪养廉与缘木求鱼10一辆自行车11交谈的智慧12孤独的晚餐13跨越时空

的相见14提醒15《论语》心得(节选)

第二册

1尊重知识尊重人才2累积时间的力量3三个丽友4司徒雷登5红牌轶事6白鹤梁古水文题刻7琴弦上的

“蝴蝶”8广告亦当入乡随俗9康熙皇帝10看不见的“邮”戏规则11气候变化——人类面临的挑战12庄

子的寓言13居贤遗作14中国婚姻60年之嬗变15廖承志致蒋经国先生信

《发展汉语》（第二版）极少选取传统文学作

品，不少课文都与现代社会的情感和价值观相关。

第二册收录了几篇知识性文章，还特别加进了政论

性文章，体现了编者欲打破四平八稳和不痛不痒的

表现方式的理念；将可能引起争议的社会问题引入

到教材中，说明教材开始出现个性化追求，而能够

正式出版，也说明社会氛围更为包容。

这一阶段关于教材话题的研究仍是热点。李

欣蓓（2014）从学习者角度考察《发展汉语》、《博

雅汉语》和《新实用汉语课本》的话题设置情况，

发现学习者对教材话题的需求与教材实际选择话题

之间存在不匹配现象，认为是由编者在话题选择上

所持的文化单项输出和对文化包容尊重的缺失等文

化态度引起的。因此主张“教材编写者应该以兼容

并包的心态和多元文化的视角指导自身编写实践，

选择恰当的话题，讲好中国故事”。

一些学者注意到国外汉语教材与国内的不同。

周小兵（2010）对 9 套中外汉语文化教材进行了考

察，发现部分汉语文化教材对象不明确，内容多

为古代文化知识而导致课文语言难度过高。苏新春

等（2011）建构了一个五大类 52 小类的话题分析

模板，五大类话题为个人信息、生活、人际交往、

学习与工作、社会话题。他们对美国、英国、澳大

利亚 7 套大学汉语教材话题进行统计，共标出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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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理念和 ACTFL 制定的“优级”外语学习标准

而编写的。这套教材适用于北美大学四、五年级中

文常规教学及各种短期中文项目高年级提升班，编

写组人员都在美国的大学长期任教，根据北美学习

者最普遍的专业学习需求选取经典话题，注意保持

话题生命力，“各章主题不仅具有很强的时事性和

讨论性，更是研究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必谈话题，不

会转瞬即陈”。

《焦点中国》各课话题如下：

切入点”。

也有学者尝试将英语教学中广泛采用的内容

教学法吸收到汉语教材中。根据曹贤文（2005）的

介绍，内容教学法是一种语言教学的路子，它把与

其他专题有关的话题和任务跟第二语言结合在一起

进行教学，传统教学法把对语言的直接学习作为教

学中心，而内容教学法的教学中心是通过学习专题

来学习语言并获得语言能力。高级汉语综合教程

《焦点中国》（2015）就是参照主题式内容教学法的

该教材分四大专题 16 个话题，每个话题都配有三

个视频和一篇阅读材料。编者选入当代社会的热

点性话题视频或文章，诸如“丈母娘推高中国房

价”“习近平谈中美关系：太平洋之大容得下中

美”“宜黄拆迁惨剧”“保钓示威”等，这些话题不

回避社会问题，巧妙利用电视及网络视频，从多个

角度呈现不同观点。由于这些话题紧扣时代脉搏，

同时也是学生极为关心的内容，能够紧紧抓住学习

者的兴趣点和关注点。学完这套教材，学生不仅可

以畅所欲言，分享不同观点，也对一些社会现象有

了更为深入的了解。

这一时期的汉语教材主题体现出多元化特点，

包容性更强。既可玩味汉语语言文字，亦可关注日

常生活；既可承载知识增长见闻，亦可肩担道义针

砭时弊。

六、小结

60 多年来，汉语教材的主题发生了巨大变化。

这些变化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尤其是所处时代的

政治思潮、社会价值观、审美风格等，编写者思想

意识、知识结构以及个人风格等也起了很大作用。

如前所述，按照教材主题变化情况，新中国

成立之后教材可分为四个时期：1. 颂扬期（20 世

纪 50 年代—70 年代中期）；2. 展示期（20 世纪 70

年代末—90 年代末期），其中又分为两个阶段，70

年代末—80 年代末期和 90 年代初—90 年代末期；

3. 通感期（21 世纪初约 10 年间）；4. 多元化期（2010

年以来）。综合来看，教材姿态逐渐放低，从单方

面宣示走向互通彼此，语言与文化逐渐实现有机

结合。

教材的主题意识会影响到编者的话题选择。

语言学习者并不只是单纯学习语言，也不会只满足

专题 话题目录

一、社会篇 1人肉搜索2非诚勿扰3环境保护4“男孩危机”5城市拆迁

二、经济篇 6本土化7人民币汇率8电子商务9中国楼市10山寨vs .微创新

三、国际关系篇 11中美关系12中国在非洲的战略13中国人的爱国情结

四、人物篇 14鲁迅15邓小平16“80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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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学习者不仅懂汉语，更能懂中国；不仅可以讨

论普适性话题在中国的表现，还能分析当代中国独

特的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只历时考察不同时期的

代表性综合教材主题变化，并未涉及分项技能教材

的主题情况。我们也必须注意到，在目的语环境

中，针对不同水平、不同技能进行立体化大型教材

编写，应对教材进行细化，将一些特定内容转入专

门教材中，如中国文化、中国概况、中国历史、中

国文学、时事新闻等，考察不同技能的教材主题变

化以及各类专门教材的主题变化也都将很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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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了解目的语国家的历史文化；语言学习者谈论的

也并不只是人类社会的普适性话题，他们同样会热

烈讨论目的语国家的现实世界以及现实问题。由于

获取信息的渠道多样化，语言学习者会通过多种方

式深入了解目的语国家，在目的语环境中学习的人

更会有亲身体验。信源的不同、感受的差异都使得

语言学习者会对一些社会现象及社会问题进行交流

并展开讨论，因此那些能够与现实生活紧密结合、

能够使他们畅所欲言的教材会更受欢迎。

李宇明（2016）谈到汉语教学中的话题时指出，

一个决心融入国际社会的国家，不应当拒绝、惧

怕学生关于当代中国的各种提问（李宇明，2016）。

而教材编写在语言教学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主导作

用。我们应当正视汉语学习者已经具备的中国社会

知识，满足汉语学习者的表达需求，关注一些有深

度的社会性问题。只有教材主题多元化，才能保证

附注

1 “全球汉语教材库”使用说明 http://www.ctmlib.com/help（2016/12/1）。

2 《汉语教科书》1973 年修订后重新出版，到 1980 年出齐六册，1—2 册为对话，3—4 册为短文，5—6 册为名家选读。1958 年出版的《汉

语教科书》只在“说明”中提到“本书由北京大学外国留学生中国语文专修班汉语教研室集体编写”。1973—1980 修订版各册封面下方

署名作者为“北京大学外国留学生汉语教材编写组”，第五册和第六册则在后记中出现了具体编写人员，这也从一个方面说明尽管仍是

集体编写教材，但编者已经具有知识产权保护意识。

3 后文多处引用文字，如无特别说明，则均引自所述教材“前言”或“编写说明”。

4 与第一版相比，第二版上册仅换掉三课：8《访友之行》，14《看世界在变》，15《祥林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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