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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主要探讨汉语国际教 育的 / 三教 0问题。文章首先分析了 / 三教 0问题的背景 和现状, 然后

述及多元背景下汉语教 学研究的各个方面, 最后对 / 三教 0问题的解决 提出一些 看法。本文认 为教师
是 / 三教 0问题的核心, 决策者和教师自身都应该关心教师的职业生涯 发展问题; 多角度、多层 面的基
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是解 决 / 三教 0问题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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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国际教育的 / 三教 0问题已经成为热门话题。所谓 / 三教 0问题指的是教师问题、教
材问题和教学法问题。教师、
教材、
教法问题其实是语言教学的永恒主题, 但是为什么汉语
国际教育中的 / 三教 0问题成了最近的热议话题呢? 这里边有复杂的原因。本文准备就以
下三方面的问题进行探讨: 第一, / 三教 0问题提出的背景与 / 三教 0问题的现状; 第二, 多元
背景下的汉语教学研究; 第三, 三个问题的相互纠结与求解。
一

/ 三教 0问题提出的背景与现状

/ 三教 0问题是在汉语国际推广的大背景下提出来的。 / 汉语国际推广 0的概念是伴随
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而提出来的, 这是国家提升软实力、
实现中华文化伟大复兴的宏观战
略的组成部分, 也是对外汉语教学事业的合理延伸。从宏观层面上看, 随着中国改革进程的
不断深化, 开放领域的不断扩大, 中国的经济奇迹逐渐为世人瞩目, 中国在国际关系格局中
的作用也在不断上升。现在, 中国在融入国际社会的同时已经成了国际大家庭中的重要成
员,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成功举办北京奥林匹克运动会、国际贸易量的增加、双边和多边外交
的活跃以及国际交往越来越频繁、
越来越深入, 国际上学习汉语、了解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
的需求在不断地升温, 这就给我们的汉语国际推广提供了广阔的舞台, 然而我们对此的准备
是不充分的; 从中观层面看, 无论是对外汉语教学还是海外汉语教学, 学习者群体、学习动
机、
学习目标、
学习环境都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 然而我们还没有完全适应这种变化; 从微观
的层面看, 教学观念、教学模式、
教学手段、
教学方法、
教材编写、课程设计、教师培训等等具
体问题的解决都亟需与时俱进。于是, 如何用最短的时间、
以最小的代价、用最有效的方法
让学习者取得最大的学习效益, 成了汉语国际推广领导者和从业人员最关心的问题。因为
这是关系到汉语国际教育能不能健康、
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的问题, 所以 / 三教 0问题成了汉
语教学界一个非常令人关切的话题。这就是 / 三教 0问题提出的背景。那么, / 三教 0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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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状如何呢? 我们分以下几个方面来看。
1. 1教学环境的多元化带来学习需求的多样化
现代意义的汉语第二语言教学始于上个世纪二十年代, 但是大规模的汉语第二语言教
学活动还是最近二十年的事。随着来华留学生数量的大幅增加, 国内接受来华留学生的高
等院校也在不断增加。改革开放之前的三十年, 来华留学生几乎都是通过政府双边协定渠
道来华的政府奖学金生, 数量也很有限, 如 1962年仅有 1138人, 集中在京津地区少数几所
高校, 语言学习几乎都集中在北京语言学院 ¹ , 到 2000年来 华留学生的人数是 5. 2万人,
2008年已经激增到 22. 3万人, 招收留学生的高等院校和教育机构增加到 592所 ( 张秀琴,
2009) 。与此同时, 一些大中城市的中小学也开设了国际部。以北京为例, 2004年北京市成
立了 / 北京市中小学对外汉语教学研究会 0, 参加会员单位 84个 º。国际上汉语教学的规模
和层次也进入快速发展的阶段, 东北亚、
东南亚、
北美、
欧洲、中亚、大洋洲、
非洲、拉丁美洲学
习汉语的人数在不断增长, 虽然没有具体可征的统计数据, 但是这种发展趋势是毋庸置疑
的。来华留学生在目的语环境中学习, 学习的方式和效果与海外学习者母语环境中的教学
都有很大不同。比如说, 在目的语环境中的学习者来自不同的国家和地区, 他们有不同的语
言背景和文化背景, 因此我们所采用的教材和使用的教学法是普适性的, 而在学生母语环境
中的汉语教学则与此不同, 学习者的语言背景和文化背景相对比较单一, 因此教材的选用就
要有针对性, 教学法的实施也会带有地域特点。 / 三教 0问题所涉及到的问题首先是教学环
境的问题, 不同的教学环境会给教学提出不同的要求。
1. 2学习目的的多元化带来教学样式的多样化
中国的对外汉语教学在刚刚起步的时候教学目标比较单一, 以语言预科教育为主, 大部
分学习者学习汉语的目的是为进入中国各大学学习专业做准备。现在仍然有一部分学习者
是以接受语言预科教育为目的的, 但是从整个来华留学群体来看, 学习者的目的千差万别,
很难一言以蔽之。例如北京语言大学的马士基班, 教学对象为马士基集团的高中级管理人
员, 他们的要求是只学习听力和口语, 不要求学习汉字和阅读, 因此传统的听说读写译的教
学安排对他们来说显然是不适用的。在海外, 学习者的情况更为多元, 有华裔背景的学习
者, 他们的学习目的有的是为了继承祖先的文化或者与本民族的文化保持联系, 有的是为了
强化父辈语言和文化的某种优势, 或者为了某种功利目的; 也有非华裔学习者, 学习的目的
也很不相同, 有的是对中华文化感兴趣, 有的是希望更多地了解中国社会, 有的是希望在与
中国进行业务往来的时候获得语言优势, 有的人只是一时好奇, 尝试一下据说是世界上最难
学的语言到底如何难学, 不一而足。学习者的年龄层次也呈现出多元态势, 从儿童到老人,
各个年龄段的人都有。学习者学习需求的多元化就要求我们的教师能够根据学习者的特点
因材施教, 教材和教学法也要根据学习者的要求随时调整。
1. 3教学理念的多元化带来教学法的多样化
任何教学法都是建立在教学理念之上的, 而任何教学理念都有它自己的语言学理论作

¹

资料来自 5中华留学教育史录 6 ( 1949年以后 ),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0年版, 转引自于富增 ( 2009)。

北京市中小学对外汉语 教学研究会成立于 2004年, 根据该研究会提供的资料, 目前会员单 位已经
有 84个, 涵盖了北京市 77所中学和职业学 校, 7所小学。
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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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撑, 而语言学理 论的 发展变 化与哲 学思潮 的变化 又是紧 密相 联系的。比如句 型操 练
( drilling) 法的语言学理论基础是结构主义, 而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哲学基础是经验主义和行
为主义; 又比如功能法的语言学理论基础是乔姆斯基的普遍唯理语法, 而这个理论又是建立
在笛卡尔理性主义的基础上的。翻译法、直接法、
听说法、
模仿 ) 记忆法、
认知法、
沉浸法、任
务型交际法、
综合法等等林林总总、
五花八门的各种教学法都是不同教学理念的具体呈现,
它们都有各自的教学目的和教学方法 ( 程棠, 2008)。语言学理论的发展和第二语言教学、
语言习得、
语言认知研究的发展催生了各种各样的教学理念, 而教学理念的多元化势必带来
教学法的多样化。汉语第二语言教学借鉴了很多其他语言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理论和方
法, 因此在全球范围内的汉语教学也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各种不同的教学模式和教学法
八仙过海、
各显神通。然而, 用印欧语的眼光来看汉语一直为学者们所诟病, 用欧美的各种
语言学理论来指导汉语教学有时难免有削足适履之痛。正如吕必松指出的那样: / 汉语语
言学的时弊在于很多汉语研究者习惯于用印欧语系语言的眼光看待汉语 0, / 汉语语言学是
汉语教学最重要 的理论依 据, 汉 语语言学 理论上怎 么说, 汉语教师 就怎么教 0 ( 吕必松,
2008) 。目前的困境是, 汉语的语言学研究与欧美的语言学理论已经很难切割, 我们的概念
体系、话语体系、哲学基础和方法论基础都已经很难摆脱西方语言学的影响, 尽管我们看到
了一些学者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尝试 ( 如徐通锵, 1997、2008) 。教学理念的多元化对教师、教
材和教学法来说都是一种挑战, 尤其是我们外派到不同国家和地区执教的汉语教师和汉语
教师志愿者, 要适应不同教学理念的要求, 而这样的适应过程往往是痛苦的, 在我们的教师
培训过程中应该加进各种教学法及其教学理念的内容, 还要加进将要派往的国家有关教育
理念及相关传统的教育。
1. 4孔子学院教学模式带来汉语国际教育的多样化
根据孔子学院总部网站的介绍, / 孔子学院是中外合作建立的非营利性教育机构, 致力
于适应世界各国 ( 地区 ) 人民对汉语学习的需要, 增进世界各国 (地区 )人民对中国语言文化
的了解, 加强中国与世界各国教育文化交流合作, 发展中国与外国的友好关系, 促进世界多
元文化发展, 构建和谐世界。0世界上第一家挂牌孔子学院首尔孔子学院诞生于 2004年 11
月, 短短的 5年时间已经建立了 500多所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 / 截至 2009年 10月, 全球
已建立 282所孔子学院和 241个孔子课堂, 共计 523所, 分布在 87个国家 ( 地区 )。孔子学
院设在 84国共 282所, 其中, 亚洲 28国 70所, 非洲 15国 21所, 欧洲 29国 94所, 美洲 11国
87所, 大洋洲 2国 10所。孔子课堂设在 25国 ( 缅甸、
马里、
巴哈马只有孔子课堂, 没有孔子
学院 )共 241个, 其中, 亚洲 10国 27个, 非洲 2国 2个, 欧洲 7国 34个, 美洲 5国 176个, 大
洋洲 1国 2个。0» 毫无疑问, 孔子学院的遍地开花刺激了汉语学习的热潮, 同时也给汉语第
二语言教学带来新的变化。这样众多的孔子学院分别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落户, 每一所孔
子学院或者孔子课堂都有自己的特色,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形成统一的教学模式和教学法。
从教学内容上看, 基础的语言教学、
文化教学只是孔子学院教学活动的一部分, 此外孔子学
院还组织各类文化展示活动, 如中国文化周、中国电影周、中国经济讲座、中国社会讲座、中
国武术教学、
中国烹饪体验等活动; 从学习者层次上看, 可以说是有教无类, 有中小学生, 有
»

录自孔子学院 总部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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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 有商人, 有大学教授, 也有家庭主妇。
1. 5世界格局的多极化与文化的多元化
国际局势的变化波谲云诡, 很多偶发事件会对世界格局产生长远的影响。比如 / 9. 110
事件对美国的影响是深远的, 这种影响使得美国改变了对世界和国家安全的看法, 影响了美
国的外交战略。美国马里兰大学国家外语中心的 F rederick H. Jackson和应用语言学研究
中心的 M argaret E. M alone提出报告, 呼吁美国增强外语能力, 建构国家语言框架综合战略,
美国政府把阿拉伯语、汉语、俄语、朝鲜语、印地语、波 斯语等 19 种语言作为 / 关 键语言 0
( crit ica l language) 。 ( 参见 Jackson & M alone, 2009)美国 / 9. 110之后, 国际格局发生了戏剧
性的变化, 单极世界逐渐走向终结, 多极化的格局逐步显现。欧洲、东盟以及俄罗斯、中国、
印度、巴西纷纷崛起, 东西关系、
南北关系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最近发生的全球经济危机
也改变了人们对西方大国的依赖, 他们开始把目光投向东方, 投向中国。在这种形势下, 文
化多元性的价值越来越显著。这也为汉语国际教育提供了平台, 同时也对汉语国际教育提
出了新的要求, 那就是越来越多的人希望了解东方文明, 希望了解中国文化。因此我们的教
学已经从语言教学逐渐拓展到文化教学。如何让学习者更好地理解和领会中国文化的精
华, 成了我们必须研究的课题。
1. 6教学法的迷信和迷思
有人认为, 只要掌握了先进的教学法就可以大大提高汉语教学的效率。这种想法固然
其来有自, 但是我们必须知道, 所有的教学法都不是孤立存在的, 它们与其他内容密切相关。
赵金铭 ( 2001、2004) 曾提出对外汉语研究应该包括四个不同的层面: 本体论、认识论、方法
论、
工具论; 崔希亮 ( 2005)也提出了要研究 / 教什么 0、/ 怎么教 0、/ 怎么学 0和 / 用什么教 0的
问题。教学法属于 / 怎么教 0的范畴。但是要想知道怎么教, 先得知道教什么。无法想象一
个只懂得教学法而不懂得物理学的人能够教好物理学。一个对汉语一知半解的人, 即使懂
得各种花样的教学法, 他也不可能成为一个合乎要求的汉语老师。因此我们说没有放之四
海而皆准的教学法, 也没有一种治百病的教学法。
1. 7现代教育技术对语言教学的影响
现代教育技术的发展速度超出人们的想象。新技术的出现往往会改变传统的教学方
式。例如计算机和多媒体技术的发展, 为教学提供了更多的选择, 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为教学
提供了海量的信息和资源, 也为语言学习提供了新的渠道。如何有效地利用现代教育技术
来提高语言教学的效率, 而不是让眼花缭乱的技术把教育者和学习者搞得目迷五色、不辨蹊
径, 需要我们认真地研究。
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 汉语国际教育已经出现了多样化的趋势, 这种多样化体
现在各个方面, 因此才会有 / 三教 0问题的提出。在 / 三教 0问题中, 最核心的问题是教师问
题, 因为好的教材是好的教师编写出来的, 教学法也要靠教师来实践。换言之, 没有合格的
教师, 就不会有优秀的教材和教学法。即使有了好的教材和教学法, 一个没有经过训练的教
师也可能会把学生吓跑。 / 汉语难学 0在世界上似乎已成公论, 如果再没有好的老师, 很多
学习者就会知难而退。现在我们面临两个问题: 一是在数量上需要大批受过训练的汉语教
师, 二是在质量上需要高水平的汉语教师。我们的汉语教师不仅仅要擅长教书, 还应该兼善
研究, 因为有很多问题是没有现成答案的, 需要我们自己去研究, 寻找答案。也就是说, 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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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部分教师要介于匠人与学者之间, 起码要成为某一个方面的专家, 这样才能做到游刃有
余。
二

多元背景下的汉语教学研究

我们以往的汉语教学研究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 汉语本身的问题、教学法的问题、学生
习得与认知的问题、
教学工具和教学环境的问题。关于汉语本身的问题, 研究的领域可以涵
盖语音及语音教学、
词汇及词汇教学、
语法及语法教学、汉字及汉字教学、语篇及语篇教学
( 写作 ) 、
汉语史、方言、
语言对比、
语言类型学等几个侧面; 关于教学法的问题, 研究的领域
涵盖教学理论、
各种教学法的理论与实践、
口语教学、
书面语教学、阅读教学、
翻译教学、
教学
模式、课程设置、教学评估等几个侧面; 学生习得与认知的问题可以涵盖学习理论、
第二语言
习得理论与实践、
偏误分析、
中介语、文化冲突问题、学习者焦虑问题、
学习方法及其成绩评
估等; 关于教学工具的问题涵盖了教材、
多媒体课件、
教学环境、
语料库、
网络、
教学辅助工具
等。这些研究也可以根据其针对性分成不同的研究方面。
2. 1普适性研究与特殊性研究
我们的研究有普适性的和特殊性的两种。语言点的安排、
教材的编写、教学法的选择都
有两种安排: 一种是体现语言学习普遍规律的, 比如英语教材中的 5新概念英语 6, 并非针对
某些学习者群体, 而是适用于所有学习者的。 5新概念英语 6是普适性教材的一个很成功的
例子。这种普适性的研究我们已经做过很多。而特殊性的研究是指针对不同学习群体的问
题而进行的专题研究, 如日本学生汉语学习的问题与英国学生、美国学生会有差异, 我们的
研究者和汉语教师在面对不同的学习者的时候最好清楚他们各自的困难是什么。这就需要
做针对性的研究。例如崔希亮等 ( 2008) 的研究就属于这一类。国别化教材的编写和教学
法的选用应该建立在研究的基础上。
2. 2面向教学的语言要素研究
以前我们提到汉语本体研究的时候总是想到对汉语语音、
语义、
语法、
汉字、篇章自身规
律的探索, 这是属于基础研究的范畴。在汉语国际教育领域我们所说的汉语本体研究指的
是面向教学的语言要素研究。汉语言文字学领域有很多研究成果, 如何把这些已有的成果
转化为教学上可以利用的材料, 还需要进行基础研究之后的应用研究。除此之外, 有很多教
学中遇到的问题是从未有人涉足过的, 需要我们做专门的探索。
2. 3针对语言要素的教法研究
有些问题已经有很多人从不同侧面进行过研究, 并已经做过教学上循序渐进的安排。
例如 / 把 0字句, 有很多语法和语义条件都已经描写清楚了, 在教材上也有了明确的说明。
但是如何又快又好地教会学生使用 / 把 0字句仍然需要专门的研究。教学上要追求的不是
理论的完美, 而是 / 二效 0原则: 效率和效果。对于施教者来说, 效率和效果永远是追求的目
标。因此, 针对语言要素的教法研究就成为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了。比如说如何教会阿拉
伯学生汉语的四个声调、
如何教会越南学生和泰国学生汉语的重音和语调、如何教会美国学
生正确使用汉语介词 / 在 0、如何教会法国学生正确使用 / 了 0等等, 都需要有人进行总结和
实验。又比如对于从小熟悉拼音文字的学习者来说, 如何克服汉字学习中的困难、
对成年人
和儿童进行汉语教学应该如何区别对待等等, 也是需要进行教法上的探索的。成年人会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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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理性的拷问, 孩子一般不会。成年人往往有学习其他语言的经验, 孩子通常没有。成年人
有丰富的生活经验和语言交际的经验, 因此使用外语的心理压力比孩子要大。
2. 4针对学习环境的教材研究
教材是教学活动中重要的工具, 教师和学生对教材的依赖程度都很高。现在市场上通
用的教材应该说在数量上已经很多了, 但是优秀的教材仍然凤毛麟角。那么什么样的教材
才是优秀的教材呢? 最重要的指标当然是好用、
合用。要做到这一点, 以下几点是必须做到
的: 第一, 教材的编写者心中要有学生, 他要知道学生学习过程中会遇到哪些障碍, 怎么安排
生词、语法点、
如何复现等等都要心中有数; 第二, 教材编写者心中要有教学理念, 他要懂得
教育规律和语言学习的规律, 心中要有教学法, 编写教材的时候其实已经预想好如何教; 第
三, 教材的编写者心中要有汉语自身特点的整体概念, 他要知道语言要素的教学是建立在对
语言材料烂熟于心的基础上的; 第四, 教材的编写者要有丰富的教学经验, 他要熟知教学的
各个环节以及每个环节可能遇到的问题; 第五, 教材的编写者要熟悉学生的学习环境, 教学
材料的选取要贴近学习者的生活环境。要做到以上几点只有四个字: 研究、实践。任何一套
好的教材都是在扎实研究的基础上完成的, 也都需要在实践中不断修订完善。
2. 5各类课程和教学模式研究
教学研究不仅仅要研究语言本体的问题、教学媒介的问题、
教学法的问题, 还要研究课
程和教学模式的问题。随着教学对象的多样化、教学目标的多样化、
教学环境的多样化, 课
程的设计也要接轨, 不能以不变应万变。以北京语言大学非学历语言教育为例, 来华留学生
来自不同的国家和地区, 校园内外的语言环境都是目的语环境, 因此我们有分课型教学的传
统, 听力、
口语、
阅读、汉字、
写作、
综合各尽其能, 听说读写译等各种技能分头训练。与此相
配套的教学模式也各行其道。而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 我们必须照顾到他们各自的教学传
统, 根据他们的实际需求设计课程, 选择教学模式。例如, 我们为沙特阿拉伯国王大学中文
系设计的课程和选择的教学模式, 就必须照顾到阿拉伯世界的传统和习惯, 包括课时的长度
和前后课程的衔接, 都不是随意安排的。
2. 6真实教室和虚拟教室教学研究
前面我们所讨论的教学研究基本上是以真实教室环境为原型的, 这种教学环境当然是
汉语国际教育的主流, 起码现在还是主流。但是我们不能忽视虚拟课堂的教学研究。在网
络环境中如何安排教学、
如何吸引学习者、
如何与学生互动、如何与学生建立师生感情等等,
都是虚拟环境下汉语教学研究的课题。虚拟教室有自己的弱点, 因为施教者和学习者不能
面对面地交流, 实时互动比较困难; 但是虚拟教室也有自己的优势, 对学生来说时间比较灵
活, 可以采用量体裁衣的方式选择学习课件, 学习自主性很强。互联网打破了时空的限制,
使语言学习超越了传统的教学模式。 E时代培养了一批 E- learning的学习者群体, 他们习惯
了虚拟环境的自由, 学会了利用超链接所获得的各种学习资源。
2. 7检验教学效果的测试研究
如何检验学生的学习效果? 这也不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语言水平测试 ( 如 H SK) 和
语言能力测试 (如 C- test) 都是专门开发出来测试语言水平和语言能力的工具。检验教学效
果当然不能仅仅依赖这些既有的考试, 教师还会根据自己的需要实施各种测验。这些测验
的信度和效度不能和专门的测试工具相比, 但是这些测验所反馈的信息对于施教者和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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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来说都是很重要的。对于教师来说, 考然后知教之不足; 对于学习者来说, 考然后知学之
不足。教学成效的评估往往就在这些试卷和分数上面。教学主管部门还要参考学生的打分
来评价施教者的成败, 而这些问卷的设计也都需要研究和评估。我们应该对评估进行评估,
看看这些评估多大程度上能够反映真实的教学情况。
教学研究的内容很多, 我们这里提出几个基本原则: 第一要有趣; 第二要有用; 第三要有
效; 第四要有限; 第五要有序。限于篇幅这里就不展开说了。
三

/ 三教 0问题的相互纠结与求解

教师问题、
教材问题和教学法问题表面上看是三个问题, 实际上它们是互相纠结的, 是
一个整体。教师是问题的关键, 教材和教学法与教师问题密切相关。可以这样说, 有什么样
的教师就会有什么样的教材, 有什么样的教学法。教材的质量、教材是否合用、
教学法的取
舍都取决于教师的教学理念。而教师的教学理念来自于教师的基本素质和专业素质。所以
我们首先讨论教师的问题。
3. 1教师 ) ) ) 教学队伍, 需要良性发展
教师是教学活动的灵魂, 他既是教学活动的设计师, 又是教学活动的实施者, 他既是传
道授业的先生, 又是学生言语活动的教练, 他既是课堂艺术的创造者, 又是学生眼里的百科
全书。学生有任何关于汉语和中国社会、中国文化的问题, 首先想到的就是问老师。从决策
者的角度看, 我们需要培养大批能够适应汉语国际教育形势发展的教师; 从教师的角度看,
要成为一个合格的汉语教师应该具备一些基本的要素。教师要生存, 要发展, 要有成就感,
就必须考虑知识发展、
素质发展、
专业技能发展和职业生涯发展四个方面的问题。
( 1) 教师的知识发展: 知识准备。一个好的汉语教师应该具备汉语言文字学知识、语言
学理论知识、
教学和学习理论知识 ( 尤其是第二语言习得知识 )、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历史
知识、教育心理学知识、
外语和学生母国知识、关于中国的百科知识等等。
( 2) 教师的素质发展: 素质养成。一个好的教师应该具备这样一些基本素质: 语言表达
能力、组织能力、理解能力、
外交能力、
亲和能力、
现代教育技术应用能力、
独立发现问题和解
决问题的能力等。
( 3) 教师的教学发展: 专业技能。一个好的教师一定是一个专业人士, 具有非专业人士
所不具备的技能。现在大家都知道了, 并非任意一个会说普通话的人都可以成为一个好的
汉语教师, 他需要具备一些语言教师特殊的禀赋: 有耐心、善解人意、理解学生的困难和困
惑、
知道当行则行当止则止的道理、
了解教育规律、
熟悉所教的内容、可以熟练变换教学方
法, 最重要的是他要喜欢这份工作和这个职业, 既是好之者, 更是乐之者。
( 4) 教师的生涯发展: 生涯规划。一个好的教师应该是以此为乐、以此为荣、兢兢业业
的学者和师傅。一个行当要吸引很多优秀的人才入行并在平凡的岗位上甘之如饴, 就必须
为这个行当的从业人员创造良好的环境, 让他们实现人生的价值。而一个愿意以汉语国际
教育为终身职业的人需要提早做好自己的生涯规划。首先要读书, 专精的阅读和杂览主义
缺一不可, 读书可以弥补知识的不足; 然后要保持赤子之心, 对所有未知的问题保持学术好
奇心; 还有, 应该培养发现问题的慧眼和解决问题的巧思。不要在纷繁复杂的日常琐事中迷
失了方向, 更要避免变得麻木不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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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教材 ) ) ) 教学媒介, 需要有的放矢
教材应该是建立在教学实践的基础上的, 而教学实践中既有问题, 又有主义, 我们要解
决问题, 但是应该在主义的指导下解决问题, 避免就事论事。所以说编教材不是一件简单的
事, 基础研究必不可少。理论的作用就在于我们可以以一当十、举一反三地解决问题, 没有
理论就只能是见招拆招。目前汉语国际教育需要有的放矢的教材, 需要有针对性的教材。
汉语教材需要借鉴其他语言教材编写的经验, 需要借鉴在教学中广受欢迎的教材的长处, 并
在此基础上进行创新。一套教材总是与一种教学法结合在一起的, 教材的后面隐藏着教学
法的考虑, 而教学法的背后隐藏着教学理念的考虑。
3. 3教法 ) ) ) 教学捷径, 需要灵活多样
/ 工欲善其事, 必先利其器。0教学法是汉语教学的捷径, 也是语言教学快捷有效的 利
器, 得法者事半功倍, 不得法者事倍功半。在对待教学法的问题上, 我们坚持以下一些观念:
( 1) 各种教学法没有优劣之分, 要针对不同的情况选取不同的教学法; ( 2) 好的教学法可以
做到以不变应万变 ; ( 3) 好的教师在教学法的运用上可以做到随机应变; ( 4) 法无定法, 贵
在得法; ( 5) 要得法先要得道, 法中有道, 万法归一。
任何教学法看起来只是一些操作上的技术, 但是任何教学法背后都是有一个指导思想
的, 这个指导思想就是理论, 就是道。为学日益, 为道日损。知识的学习是越积越多, 而道则
越来越简单。万法归一是道的最上乘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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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 Three Concerns0 of Teaching Chinese as
a Second L anguage
CU IX iliang
Abstract T his paper d iscusses the / T hree C oncerns0 ( teacher education, textbook d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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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m ent and pedagog ica l research) abou t teach ing Ch in 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A fter an analysis
of the backg round and status quo of these three concerns and an investigation of various aspects of
TCSL in m u lti cultural circum stances, itm akes som e suggestions to reso lv e th e ex isting problem s.
It argues that teacher education is the prim ary one am ong the / Three Concerns0, therefore m ore
em phasis shou ld be m ade on the professio na l tra in ing o f teachers by both policy m akers and the
teachers them selves asw e ll as on the fundam ental and pract ica l research that should be carried out
in various aspects and at d ifferent leve ls.
K ey w ord s teaching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teacher education, tex tb ook developm en,t pedagog ica l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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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汉语多媒体教学课件设计 6出版
北京语言大学对 外汉语研究中心郑艳群教授编著 的 5汉 语多媒 体教学 课件设 计 6于 2009年 8月 由北
京语言大学出版社出 版。该书 是北京语言大学对外汉语教材研发中心规划项目。
该书系统地讲述了汉语多 媒体教学课件设计的有关问题。除绪论外, 全书分 上篇、
中 篇和下篇 三大部
分。上篇主要阐述了课件设计 的基本概念, 文字、图形、
色彩在教学中的 作用和特 点, 有关 汉语教学 课件版
面设计的基本原理, 课件的使用方法。中篇主要讲述了汉语多媒体课件 制作中常 用的技术, 以及一 些特殊
的技术和技巧。下篇主要阐述了汉语语 言知识教学 和言语 技能教 学课件 设计的 常用形 式和特点 , 并 按教
学环节对课件设计做 了细致的解析。
该书是作者在多年教学讲 义和多媒体教学研究的基础上总结编写而成的。其特点在于: ( 1)技 术讲解
简明扼要、通俗易懂; ( 2)增加 设计原理的讲解及案例分析; ( 3)突出总结、分析对外汉语课堂教学中多媒体
课件设计和制作的特 点和要求, 针对性强; ( 4) 有详细的案 例分析、操作 指导、常见 问题解析 等, 实用性 强;
( 5)分章节编排, 目录详尽, 可 用于教师培训和自学使用。
该书在写作过程 中特别关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结合汉语教学的实 际, 全 面讲述课件 设计和使 用的基
本理论、方法; 二是不涉及复杂的计算机 技术和操 作, 以基本 满足需 要和使用 媒体技 术恰当、得 体为准 则。
所以从技术层面来讲, 该书对使用者没有什 么门槛, 任 何人都可 以试着 去学、去练。该 书既可 以作为 对外
汉语教学硕士研究生 教材、
对外汉语教师师资培训教材, 也可为汉语教师开展多媒体教学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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