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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高级口语教材多以编选的形式 ,围绕某一话题展开 ,主要问题为缺少口语交际特

点 、与学习者生活太远 、难以培养得体性表达 。在实际交际中 ,同一场景之下 ,话题常常会发生变

化 ,而话轮也会发生多次转换 ,因此高级口语的训练重点应包括如何掌握谈话技巧 ,保持谈话得

体性 ,在谈话中掌握一定的“说话权” 。高级口语教材编写时要考虑说什么 、对谁说 、怎么说的问

题 ,综合考虑话题 、情景 、话轮等因素 ,突出口语交际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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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外汉语教材近几年出版周期之快 、出版种类

之多都大大超过以往 。但从汉语国际推广的大环

境来看 ,我们仍然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叶子认为 ,

“面向不同国家和地区 、乃至不同层次要求的多样

化的教材严重不足 ,特别是大众型 、入门型教材 、网

络多媒体教材和多种形式的口语化教材不足”[ 1] 。

分技能教学是目前课程设置的主要模式 。《高

等学校外国留学生汉语教学大纲(长期进修)》[ 2]

(P16-17)把口语课定为初等必修 ,中等和高等必修

或选修 ,而实际上绝大多数学校都将口语课定为各

阶段必修课。口语教材的出版数量在各类教材中

居于首位[ 3] ,但绝大部分是针对初中等阶段编写

的 ,高等阶段的口语教材只有少数几种 。我们在实

际教学中发现 ,高级阶段学生在交际活动中的问题

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一是参与静态的话题讨论比

较容易 ,在动态的场景活动中 ,对身份不同的人物

难以得体应对;二是在与对方谈论一致的话题以及

表达相近的评价态度时比较自如 ,而在表达不同态

度或者复杂情感时比较被动;三是在谈话过程中 ,

应答对方时比较顺畅 ,而在引导话题 、控制谈话权

方面难度较大。

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可能有多方面 ,但已有教

材的编写方式所造成的影响不容忽视。王弘宇认

为教材编写的主要问题是前期准备工作不足 ,编写

的内容和形式也缺少才思[ 4] 。本文也认为高级口

语编写指导思想一直比较模糊 ,导致编写思路方面

受到束缚 ,造成了高级口语教材雷同 、低水平重复

的现状。要在高级口语教学方面有所突破 ,就必须

正视高级口语教材编写中存在的问题 ,进而寻求解

决的办法 。

一 、高级口语教材的编写形式及主要问题

长期以来 ,汉语高级口语教材所承担的主要任

务是展示话题 ,提供口语句式 、惯用语 ,培养成段表

达能力。课文内容主要选自报刊文章 ,采用话题式

编写形式 。

有的教材对文章进行一定增删 ,但基本保持原

文风格 ,祖人植等(1997 ,2005)《高级汉语口语》(提

高篇)的第一版和第二版都采用了这种方式 ,郭颖

雯等(1999)《汉语口语教程》也是这样 ,课文“素材

多选自报刊杂志 ,有叙事文 、论说文 、说明文 、访谈

录 、调查报告等多种形式。”选文围绕一个话题 ,基

本不关涉场景 ,在主观性讲述 、说明或者议论方面

进行训练 。

也有围绕某一话题 、采用问答的编写形式 ,人

物为发表某种看法而设 ,自觉围绕某个中心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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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中断话题 ,更不岔开话题向其他话题蔓延。对话

多在某种静态场合展开 ,很少有场景转换。这类教

材如章纪孝主编《高级汉语口语———话题交际》 ,主

课文“素材多取自报刊杂志 、广播录音 、每篇课文表

现当代中国社会不同侧面的一个话题” 。陈光垒主

编(1999)《汉语口语教程》也是这种形式 。

这样由原文改编的话题型编写方式在训练学

生较为复杂的成段表达方面还是起到了积极作用

的 ,但也表现出以下一些问题 。

1.缺少口语交际特点

报刊文章一般都是叙述体 ,主题集中 ,本来是

用来阅读的 ,说话人独自完成语篇 ,不会中途被打

断。不需要交际场合 ,也没有特定交际对象。电视

访谈节目虽是对话形式 ,却是比较独特的话语结

构 , “一期谈话节目就是一个完整的语篇(tex t),有

主题(话题)、有层次 ,讲究起承转合。而节目的主

持人就像是这个语篇的设计者 ,他运用一定的语言

手段 ,诱导着嘉宾和观众共同完成这个语篇的创

作”[ 5] 。这种教材也着重于在讲述 、说明或者议论

方面进行训练。即使是以对话形式编写的教材 ,在

话题先行的指导思想下 ,人物名字只是便于称谓 ,

谈话内容与身份 、性格并无关联 ,缺乏人与人之间

的互动关系 ,人物之间都相当默契 ,谈话顺畅进行 ,

话轮控制都恰到好处 。

使用这类教材 , 课堂上一般都采用阅读理

解———消化内容 ———扩展讨论或口头成段表达这

样的步骤 。“对话” 、“交谈”所特有的“会话原则”是

无从体现出来的 。

2.与学习者生活相距太远

①　这三部教材分别为郭颖雯等《汉语口语教程》 , 章纪孝主编《高级汉语口语———话题交际》 , 陈光垒主编《汉语口语
教程》高级 A 种本下册 。

尽管编者都希望所选内容具有普遍性 、永久

性 ,但绝大部分报刊文章及电视谈话节目都是以中

国人的口吻叙述中国人的事情 ,价值取向也是中国

式的 。学习者虽然可以从中了解中国人的所思所

想 ,了解到一些文化差异 ,主要的收获是学习到一

些词汇 、句式等表达法 ,而话题内容只能作为知识

储存起来 。而在实际生活中 ,学习者很少参与电视

谈话类节目。所学内容与学习者生活有距离 ,学过

的东西无法在实际交际中运用 ,便会影响学生的学

习兴趣。

3.较难培养得体性表达

话题先行的编写思想使文章内容受到限制 ,课

文中没有典型人物 ,也就没有鲜明的身份和个性特

点;缺乏典型场景 ,也就无法展示不同场合的表达

要求 。口语有不同的语体 ,如谈话语体 、论辩语体 、

演讲语体 ,而谈话语体中又可进一步划分出家庭谈

话体 、一般谈话体 、公务谈话体 ,目前的高级口语教

材显然涉及得极为有限。如果教材中不进行展示

和训练 ,学习者就很难掌握表达的得体性 ,不能在

恰当的时间 、恰当的地点说出恰当的话 。

一些高级口语教材也在尝试改进 ,如同样采用

选文型 ,但不限于报刊文章 ,而选用访谈 、小品 、相

声 、小说 、话剧等等多种口语形式 ,如马箭飞主编

(1999)《汉语口语速成高级篇》 ,人物性格鲜明 ,用

语也非常地道 ,学习者可以接触到大量的口语表

达。但在内容方面同样存在与学习者生活距离较

远的问题 。学生对中国式的思维方式 、一些地道的

口语表达方式有所了解 ,对内容的评价方面也得到

一定训练 ,但在实际交际活动中如何站在自己的立

场 、表达自己的思想还是难以把握的。

还有一种创作型编写方式 ,如刘元满等《高级

汉语口语》(1997 ,2004),像一个完整的剧本 ,设计

多种场景 ,安排不同话题 ,有贯穿全文 、为留学生常

接触的特定人物 ,突出交际文化特点 ,注重交际策

略和交际技巧 ,强调符合人物身份的得体性表达 。

不过 ,这类教材属于创作 ,尚未见到其他同类型教

材。

按照结构———功能———文化相结合的编写原

则 ,高级阶段应该突出文化特点。孙清忠认为交际

的主要障碍已经不在语言本身 ,而在于对交际文化

知识的了解程度及对汉语交际文化模式的适应性 。

交际文化知识“主要包括:(1)由于文化差异引起的

词语的文化意义;(2)特殊语句语篇结构;(3)不同

的心理价值观念以及一些非语言交际文化项目等”
[ 6] 。一方面强调反映一定文化内涵的词语及语

篇 ,一方面强调文化价值观念 。但实际上 ,真实语

境中的口语表达呈现出更为复杂的特点 ,仅有这个

标准还远远不够。

王小曼对前文涉及的三部高级口语教材①的

话题编排 、语料选择 、练习设计等方面进行了对比

分析 ,认为学什么和怎么学的问题“仍然没有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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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好的解决 ,这恐怕与之或多或少地脱离教学实际

有关”[ 7] 。

交际是语言学习的重要目标 ,口语教材更要紧

紧围绕交际这一核心 。口语教材之所以能够区别

于其他技能课型 ,是因为它不仅要训练说什么 ,还

要训练对谁说 、怎么说的问题 ,高级口语教材要将

话题 、情景 、话轮三大要素加以融合 ,才能突出自己

的课型和阶段特点 ,在训练表达的流利性 、准确性 、

复杂性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

二 、话题———解决说什么的问题

国家汉办《汉语水平等级标准与语法等级大

纲》的各级标准都从话题内容 、语言范围和言语能

力三个方面加以界定[ 8] , 《高等学校外国留学生汉

语教学大纲(长期进修)》也在“话题 、对话或讲话 、

成篇表达的能力 、活用语言 、得体”等方面提出标

准。

(一)关于话题内容的认识

在“结构 ———功能 ———文化”的教学原则指导

下 ,人们认为文化内容应该在中高级教材中加以突

出。以早期的《话说中国》(1983)、《说汉语谈文化》

(1994)①为代表 ,教材课文都是谈论中国文化的 。

在对中国文化不太了解的时代 ,这样的内容容易引

起学生谈话兴趣 ,在训练学生句式 ———语段———语

篇方面也起到了积极作用 。不过这样的话题还是

表现出很大局限性 ,学生只是被动地进行接受性学

习。后来关于话题的认识不断得到修正 ,内容和范

围得到进一步扩展。王若江提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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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她还就口语

教材的话题提出建议:首先难度要适宜;其次 ,应尽

量贴近学生的实际 ,抓到学生的兴奋点;第三 ,应增

加世界共性话题 。显然 ,讨论范围更广 ,在内容方

面要求更加丰富 、更加细化。

①　虽然两本教材都标明是为中级水平编写的 , 但实际上不少学校在高级口语班上使用。

王小曼也是肯定话题式编写模式的 ,认为在具

体的教学实际中 , “话题的内容往往关系到教学效

果的好坏”[ 7] 。建议高级口语教材编写时应以有

用和有趣为着眼点选择话题 ,并注意语料来源的丰

富多样性 。应该采用的话题如:(1)类似“穿衣打

扮 、兴趣爱好……”等较易于引发谈论兴趣 、且存在

个体差异的个人信息类的话题。(2)类似“儿童问

题 、人口问题……”等存在较大文化差异 、能够引起

好奇与探讨的话题 。(3)类似“历史地理 、保护环境

……”等涉及中国国情文化而又与本科专业的培养

目标相符的话题 。这是从个人信息 、生活文化差

异 、中国国情状况三个角度划分出来的 ,虽然有些

话题分类值得商榷 ,但却为教材编写提出了比较具

体的话题建议 。

尽管研究者在哪些话题应该优先选择的看法

上有所差异 ,但都十分强调话题与教学效果的关

系。那么从学习主体 ,即学习者的角度来看 ,哪些

话题是他们所关心的呢? 研究者的结论和学习者

的实际表现有多大的重合呢 ?

汲传波以留学生演讲比赛的话题为突破口 ,统

计出学生对中国社会文化关注最多 ,约占高级学生

话题 总 量的 31.15%, 其 次是 世 界 性 话 题

(26.23%),占第三位的是个人信息方面的话题

(18.03%),第四 、五 、六位分别是关于本国话题

(9.84%)、中外差异(8.20%)、语言(6.56%)[ 10] 。

这里所说的“中国社会文化话题”是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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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世界性话题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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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人信

息的话题包括“自己 、亲人 、朋友 、爱好 、烦恼 、理想 、

经历 、恋爱 、目标”等 。

演讲活动中 ,学生的主体作用得到最大限度发

挥 ,在谈论贴近学生生活的话题方面 ,学生表现最

为积极 ,系有感而发 。这一点与研究者的结论完全

相符。但关于中外差异的话题很少 ,比较抽象 、与

专业相关的话题几乎没有被列入其中 。

根据演讲内容来判断学生的兴趣 ,这个角度很

有新意。不过 ,演讲话题并不能够全部照搬到口语

教材中来。演讲只是一种特殊的口语交际形式 。

用语比较正式 ,或对某一问题发表看法 ,或阐述某

一事理 ,是一项将内容 、逻辑 、言语 、情感 、表演等多

方面综合起来进行的活动。演讲为成段的独白体 ,

听众不介入 ,只通过非语言形式进行有限交流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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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演讲者希望得到听众的呼应 ,演讲内容一般都会

选择那些自己熟悉的 、容易驾驭的话题 。

演讲是培养学生成段表达能力的一个重要方

法 ,教材中可以作为一种口语体形式进行训练 。教

材中还应选择一些学生因畏难而回避的话题 ,在这

方面需要有意引导。

(二)知识性文化与话题的关系

过去一直强调高级口语教材应该突出交际性

文化 ,学生在具体对话中了解之后学会运用 。忌

讳 、婚恋观 、消费观 、饮食特点 、家庭关系等具有文

化差异的现象 ,常常会引起交际失误 ,应该在教材

中得到体现。但如果把交际文化当作话题谈论 ,就

会流于单一的文化介绍 ,降低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

现在时代节奏加快 ,新知识 、新现象不断呈现到人

们的眼前 。科学研究的进步 ,给我们探讨世界带来

了无穷的兴趣。

在这一阶段 ,知识性文化与交际性文化相结合

的问题变得突出起来 。学习者已是成人 ,希望不断

了解和吸收新的知识 。进入高等水平的学生已经

掌握了基本的语言知识 ,利用所学的语言学习新知

识 ,对他们来说既有一定挑战性 ,又有一定的成就

感。

赵金铭发现 , “我们的对外汉语教材往往比较

注重语言知识的等级与完备以及它的系统性与科

学性 ,也很讲究语言技能的培养和训练 ,但对学习

者的情感态度 、文化意识等却关注不够” 。“学习者

通过语言教材不仅获得了语言知识 ,掌握了语言交

际技能 ,同时 ,成年学习者也想通过语言的学习获

取百科知识”[ 11] 。如果认同这样的思路 ,就要有意

识地增加这样的内容 。新的知识性文化穿插在课

文中 ,会使学习者不知不觉中谈吐变得博学多闻 ,

自然也会大大增加教材的趣味性。

(三)突出口语特点适当处理话题

选择了合适的话题 ,这只是编写教材准备工作

的第一步 。同样的话题可以写成多种体裁 ,如叙事

体 、论说体 、谈话体 、访谈体甚至调查报告等。如一

个儿童教育的话题 ,可以用于比较正式的访谈 ,也

可以用于比较随意的路遇式闲谈 ,还可以是一篇专

家的报告或文章。同样的话题也可以用在不同课

型的教材中 ,如关于家庭的话题 ,输入型训练的阅

读 、听力教材可以用 ,输出型训练的口语 、写作等教

材也可以用 ,只不过训练重点不同而已 。

话题是各类高级汉语教材都要考虑的基本要

素 ,但具体到听说读写各项专门技能的训练 ,就必

须添加其他要素才能形成各自特点。赵金铭提出

要重新认识口语教材中的对话 , “口语决不是将叙

述体改为甲 、乙或 A 、B 之间的对话” ,也不是“在课

文或会话中夹杂若干北京口语词”[ 12] ,真正的普通

话口语需要反复斟酌 ,认真编写。完全的话题式编

写模式实际上并没有反映出口语教学的实质 ,这个

问题不解决 ,高级口语教材就走不出老的编写套

路。有了话题这个基本要素 ,我们还需要找出高级

口语教材编写必备的其他要素。

三 、情景———解决在哪里对谁说的问题

(一)谈话是在具体情景中实现的

徐子亮认为生活中的对话是较自由 、限制性较

少的 。进行对话时 ,交流双方自始至终在不断进行

协调和调整 ,或继续深入谈论某一话题 ,或临时改

变谈话内容 ,以适应新的话题。“现有的口语教材

中的会话没有把握生活中会话的特点 ,大都着眼于

交流的内容 ,没有切中口语课的要害” , “口语会话

还应包括提出话头 、承接话头 、结束话头等因素”
[ 13] 。

在日常生活中 ,与他人交往一般都处在某一具

体场景中 ,所涉及的话题可能是自己有兴趣的 ,也

可能是不愿深入谈论的。与对方的谈话态度可能

会有多种表现 ,或者积极配合 ,或者消极附和 ,或者

激烈地争议 ,或者愤怒地中断 。在话题式编写模式

的教材中很难展示这些表达 ,提高学生口语交际能

力的目标也就难以实现 。

高级口语教材的编写要与学习者的实际生活

紧密结合 ,学习者与中国人之间 、学习者与学习者

之间的交际活动更应得到关注 。学生需要将课本

中学到的东西运用于实践 ,而不只是充当看客或者

观察员 ,他们需要对一些思想意识或文化现象发表

议论和看法。

得体性是口语交际中的重要标准。得体性要

求人们遵循一般的谈话规则 ,一方面要符合情景的

需要 ,一方面要符合个人身份地位以及性格特征 。

在具体场景中 ,面对具体交流对象 ,自始至终保持

谈话得体性 ,在谈话中处于主动地位 ,这是高级口

语教材中必须注意的问题。

不同身份关系 、不同生活场景(含公务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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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知识结构的差异 ,会表现出强烈的跨文化交际

特点 。得体性表达要在典型场景中才能得到展示 ,

教材中应该出现商场 、饭店 、家庭 、办公室 、医院 、街

头路边 、研讨会 、社交场所等不同场景的谈话 ,而人

物会带着自己的文化烙印而自然登场。有一个比

较传统的看法 ,认为中级口语阶段就已经解决了这

些场景中的表达问题 ,高级阶段只要让人物高谈阔

论 、成段表达就可以了 ,但实际生活中 ,场景不变 ,

却因水平不同而出现多种层次的谈话表现 ,我们不

能无视这一事实 。

(二)谈话是在不断交流中完成的

王志刚等调查了学习者的学习目的后 ,认为可

分为五类[ 14] :了解中国 、便于工作 、接受更多教育 、

融入中国文化 、便于在中国旅游。而这些目的都需

要与人打交道 ,要在不断的交际活动中才能完成 。

而与人交流离不开口头交谈 ,交谈是一种非个体完

成的活动 ,至少要在两人之间进行 ,大多建立在一

个互有往来的谈话基础上 。一般来说 ,谈话是一个

完整的交际过程 。

话语分析理论的兴起 ,为口语教材的编写提供

了新的理论基础 。话轮是日常会话的基本单位 ,在

特定的时间里只能有一个人在说话。成功的会话

开头和结尾要自然 ,中间要有自然的过渡。如何起

始 ,如何结束 ,会话过程中如何顺应 、说服 、辩解以

致争论 ,无论进行哪种话轮转换都需要遵守一定话

语规则 。也就是说 ,会话过程中的问答 、接应形式

不是随意 、杂乱无章的。

对学习语言的人来说 ,谈话过程是有规律可循

的 ,要保持这个过程顺利进行 ,必须受到专门的训

练。

四 、话轮———解决怎么说的问题

(一)会话是靠话轮推进的

真实语境下的谈话 ,不会一个话题到底 ,话题

的转变比较自由 ,在同一个时间段 、同一个场景 ,所

谈的内容可能话题比较集中 ,也可能比较拉杂;谈

话至少有两个人参与 ,多人参与也是常见的形式 。

话语权不会由一个人控制到底 ,常常要角色互换 。

按照话语分析的理论 ,会话中有话轮交接的结构系

统 ,按照刘虹的定义 , “话轮是指会话过程中 ,说话

者在任意时间内连续说出的一番话 ,其结尾以说话

者和听话者的角色互换或各方的沉默为标志”[ 15]

(P46),如果角色互换 ,那么下一个话轮开始。实际

会话中 ,不可能一个人将话轮控制到底 ,一般有多

个话轮。在会话者的共同协调下 ,会话才能够继续

下去 。因而谈话常常是跨话题 、跨话轮向前推进

的。丰国欣认为话轮转换可以影响话题转换 ,也能

使话题保持不变;话轮不转换 ,话题可以转换 ,也可

以不转换;话轮还有相对转换[ 16] 。

在具体交际中 ,谁先说 、怎么说 、如何把话轮传

递给对方 、又如何把话轮接过来 、如何结束 ,构成了

会话内在结构 。

跨文化交际中因语言 、文化的障碍 ,常常会造

成语用失误 ,这种不得体可能是因缺乏认知策略或

者是不符合特定语境而造成的 。贾志高认为在跨

文化交际中 ,由于对文化差异的无知而出现的不得

体往往比语言错误更为严重[ 17] 。这就为高级口语

教材提出了新的任务 ,高级口语教材应该提供正确

的话题转换和话轮转换规则和技巧。

(二)对答是会话的基本形式

高级口语教材应该体现真实交际特点 ,但用报

刊上的原文 ,或者经过原文改编的口语教材 ,都有

先天的局限。口语的交际基本是一过性的即时性

交际 ,谈话者之间往往遵循合作原则 ,采取澄清 、重

复 、回避 、容忍 、搁置等策略 ,不断进行协调 ,确保交

际能够顺利进行。但有时谈话并不一定顺利 ,如打

断 、批评等 ,话语中具有隐含意义 。

过去的口语教材中 ,人物之间正面响应的比较

多 ,发生嘲讽 、争论 、纠纷等不悦 、不快的场景则很

少。如果说初 、中级阶段的学习尚在语言规则建立

期 ,注重的是语言表达的常规性 、准确性 ,那么到了

高级阶段就应该提供多样化情感的表达方式。

交谈最基本的形式是对答 ,从功能角度划分来

看 ,相关语句的前一部分多为引发语 ,后一部分则

为应答语。刘虹在前人研究基础上 , 总结出致

意———致意 、询问 ———回答 、建议———同意/搪塞/

反对/质疑等十五种对答类型[ 15] (P110)。

这些对答类型在不同语言中有着自己的表达

特色 ,反映出该语言深层次的文化特点 。对非母语

者来说 ,如果教材中没有展示 ,就无法深入学习和

了解。在教材编写中 ,注意了对答形式还不够 ,还

要注意对答形式的丰富多样性。刘虹也注意到“在

汉语口语教学中 ,大部分只注重教授比较如意的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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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方式 ,而不如意的应答方式较少涉及 。 ……当需

要做不如意的应答时 ,他们不知道怎样回答才是恰

当的”[ 15] (P120)。

只要有意识地编写 ,复杂情感是可以在较短的

对话中表现出来的 ,下例是一个不太顺利 、但最终

成功的邀请过程 。

　　华胜:好久没看到这么高水平的比赛啦 ,

世界杯就是不一样! 志强 ,下一场咱们一定得

去球迷俱乐部看 ,那儿人多 、热闹 ,更有现场效

果 ,你说呢 ?

志强:那还用说 。只是……那个时候我得

准备考试 ,恐怕去不了。

华胜:到底是大研究生啊 ,三句话不离学

习呀 、考试呀。又不占你太多时间 ,只不过一

个周末罢了 ,不至于就影响你考试吧。再说 ,

你这个铁杆球迷 ,不会是徒有其名吧?

志强:好啦好啦 ,我服你啦 。到时候看吧 ,

有时间我一定去 。

华胜:这才够朋友。 ……①

上面这段对话就包含了提出建议 ———委婉拒

绝———嘲讽激将———无奈接受但不十分肯定 ———

予以赞扬这样的对答结构 ,将复杂的情感自然表现

出来 。

五 、小结

人们已经意识到编写新型教材的重要性 , 石

斌 、何玉梅将话语分析理论运用于预科口语教学

中 ,建议对人们日常口头交际用语录制后精心研

究 ,在日常会话中找到各种对答类型 ,总结出若干

个功能主题 ,编写出一本全新的会话教材[ 18] 。这

也为我们提出了一个新的思路 ,就是能够基于实

践 ,对汉语学习者进行访谈 ,对实际对话进行录制 ,

从而得到一些客观数据进行科学分析 ,得出的结论

应当对教材编写更具指导意义。

高级口语教材编写首先要转换思路 ,从口语的

形成机制 、构成成分等方面进行研究 ,突出口语交

际的特点 。其次要突破传统做法 ,将话题 、情景 、话

轮作为高级口语教材的必备要素而同时兼顾 ,进行

科学的 、系统的安排。如果说这样的要求过于理

想 ,那么也可以只突出某一要素特点进行编写。目

前高级口语教材在数量上 、种类上都还远远不够 ,

我们尤其缺乏大手笔的教材 。编写者要有一定的

创新意识 ,以创作的态度周密计划 ,编写出能够体

现口语交际特点 、又切实能够提高教学质量的新型

教材 。

①　见刘元满等《高级汉语口语》(1)第二版第五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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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versational Topic , Situation , and Turn-taking in Advanced Oral Chinese Textbooks

LI U Yuan -man

(In ternational College for Chinese S tudies , Peking University , Bei jing 100871 , Chin a)

Abstract:Currently , most advanced o ral Chinese tex tbooks concentra te on a few topics.Their main problems ar e as fol-

low s:they do not accurately reflect the nature of the spoken language , bear little resemblance to actual situations encoun-

te red by students , and are inadequate in tr aining students to e xpress themselve s appropria tely.For students at this level , the

two most difficult elements of o ral Chine se are(i)using language tha t is appropria te to the situa tion and(ii)taking the initi-

a tive in conver sa tion.In an actual situation , conversational topic may change and turn-taking often occur s.Consequently ,

we should take topics , situations , and turn-taking into considera tion in tex tbook compila tion.

Key words:oral Chinese at advanced leve l;te xtbook;topic;situa tion;turn-ta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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