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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概况 

   由梁宁辉-耶鲁大学、刘芳-Oberlin College 和陈彤-MIT 三位老师共同主持

的美国初、中级中文教学群第一次讨论会于 2019 年 11 月 16 日晚 8 点至 10 点

圆满完成。本次会议在拥有 410 名成员的微信群举行，教学群主要由来自全球

不同学校的初、中级中文教学专家学者组成。数十名专家学者在会上积极建言献

策，反响十分热烈。 
   初、中级中文教学是学生建设中文学习大厦的地基和砖石，此次会议旨在集

群内众师之智慧与才能，为本群之发展确定基调，鼓励大家分享教学经验、提出

教学困惑、进行共同探讨，以便把本群建设成能真正服务于初、中级中文教学事

业的百宝箱、智囊库、补给站。 
   会议主要分为三个环节。首先三位主持人老师提出了召开本次讨论会的缘起

及对本群功能性方面的构想；紧接着数十名老师表达了他们在汉语教学方面的困

惑，并为本群提出了不少值得未来进一步探讨的初、中级中文教学相关议题；

后老师们分享了自己的教学经验，并就生源问题、跨年级教学衔接、质与量的平

衡等重要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本次纪要将主要围绕“会议之缘起与构想”、“可资探讨议题之小结”、“重

点议题之深入探讨”三方面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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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会议之缘起与构想 

梁宁辉-耶鲁大学：各位老师，我们今天的首场讨论，马上就要开始了，请大家先检查一

下自己的名称是否符合要求。 

刘芳-Oberlin College：各位老师好，今天由陈彤老师，梁宁辉老师和我共同主持本群

的第一次讨论会，旨在提出看法、征求意见，共同探讨，为本群的发展定调！正如朱永

平老师之前所说，中低年级的中文教学是学生建设中文学习大厦的地基和砖石。夯实基

础是学生能走远的保障！而高楼的建造者-我们对砖石的了解程度，对使用技巧的掌握

决定了高楼的建设质量。因此，我们认为本群的目标是大家一起努力，确实做到对自己

所讲授的东西有深刻的了解，并能用 有效的方式传授给学习者。 

     所以我们想，中低年级中文教学群的讨论内容可以个体化，具体化。一个语法点、一

个词汇、一种教法都可以成为讨论的内容。同时，这个平台也可以是答疑解惑之所，凡

在教学中遇到问题，都可以到群里来寻求解答！希望在相互的交流和探讨中中低年级的

老师能对自己所教内容有十足的把握，能提供学习者 精确的信息。 

梁宁辉-耶鲁大学：我们的希望是：集群内老师们的集体智慧和才能，使本群成为中低

年级中文教学的百宝箱、智囊库、补给站，更是稳定可靠的大后方，老师们黔驴技穷、

弹尽粮绝之时，可以来群里获得锦囊妙计或灵感高招；被学生折腾得身心疲惫气到崩溃

之时，可以来群里获得贴心安慰和温馨鼓励；灵感乍现或试用新教法小有成效时可以来

群里分享快乐和得意。 

陈彤 MIT：1.经验分享，帮助大家更好的了解所教内容，力求做到精准；2. 解惑答疑；

3. 信息分享 

梁宁辉-耶鲁大学：为了帮助我们更好地开展群内活动，请大家畅所欲言，献计献策： 

您在从事中低年级教学时遇到过什么问题或有哪些困惑？ 

您期待或需要哪方面的讲座和讨论？ 

您对本群的发展有何建议或要求？ 

您对中低年级教学的哪些方面颇有心得体会，或做过相关研究，愿与大家分享？ 

也欢迎老师们推荐实用有效的 APP、网站、或者参考书。 

刘芳-Oberlin College: 我们的愿望简单地说就是大家一起努力打好自己的基础，再帮

学生打好基础。比如一个语法点怎么教，怎么练！如我碰到了教学上的问题，我就到群

里来寻求帮助！希望 后能把大家对某个问题的经验分享，得到的分析总结归纳集中起

来优化我们的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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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可资探讨课题之小结 

白建华-Kenyon College: 如何吸引更多的学生来学中文，怎样留住这些学生也值得讨

论。 

刘芳-Oberlin College: 对，课外的什么活动可以吸引更多的学生来学习中文。 

王建芬-Berea College: 个人觉得学生学什么语种跟大环境也很有关系。怎么留住学生

倒是很值得探讨。 

刘艳-杜克大学: 谢谢梁老师、刘老师和陈老师！我在杜克主要教中级和高级班。这些年

越来越多的大一学生被直接分到中级班，这些学生中很多学生在中学的时候老师不重视

声调和手写汉字。不知道老师们有没有遇到同样的问题，你们是怎么处理的？ 

刘艳-杜克大学: 我觉得各年级之间的衔接问题也值得探讨。 

张欣-昆山杜克大学:我想请教的是各校开设低中年级快慢班的经验，除了华裔班以外，

希望能有老师分享针对不同学习动机和接受快慢的非华学生开设不同轨道的经验。 

梁宁辉-耶鲁大学: 对于学生的固化错误老师们怎么解决？作业考试的时候都会，可是一

张嘴说话就全忘了。 

白建华 Kenyon College:  提高“出镜率”是吸引学生的好方法。我们可以分享一下怎么

提高。 

高瑛-弗吉尼亚大学: 还有一个可以讨论的方面：怎么平衡课业量和学习效果？  

梁宁辉-耶鲁大学: 我们的教学是以培养学生的兴趣为主，还是以多教多学为主？这个问

题也值得深思。 

李戎真-耶鲁: 我想请各位老师介绍一下你们怎么上第一节中文课。 

许沛松-耶鲁大学: 如何提高语言学习的趣味性、如何合理地考核学生也是值得探讨的。 

周雨-耶鲁大学: 我们真的觉得一年级第一学期第一个月要给学生打分吗？可不可以第

一个月听写、作业只批改不打分？ 

梁宁辉-耶鲁大学: 我们以后可以开个专题博物馆教学座谈。 

刘芳-Oberlin College: 我觉得汉字是 大的挑战，但我现在还真不敢把写汉字放掉！ 

王静-普林斯顿大学:我诚恳地呼吁老师们重视学生的发音。我们有些高中学过中文的学

生语音面貌很好，有些真的很困难，而且要想纠正收效甚微。 

熊非-Sidwell Friends School: 非常同意，我非常重视发音和声调， 

时张奕-collegiate School: 关于发音，也想请教各位老师是怎么教的。课堂里并没有很

多时间去一个个纠正，另外学生跟读的时候都读得很好，看着声调读单词也读得不错，

但一念句子或者一说话又不行了。不知道大家是怎么训练学生发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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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重点议题之深入探讨 

4.1 关于生源问题之探讨 
 
4.1.1 关于如何吸引生源 
白建华-Kenyon College: 如何吸引更多的学生来学中文，怎样留住这些学生也值得讨

论。 

刘芳-Oberlin College: 对，课外的什么活动可以吸引更多的学生来学习中文。 

梁宁辉-耶鲁大学: 是的，现在各大语种都在使出浑身解术吸引学生，我们中文项目的

压力也很大。 

李惠文-克利夫兰州立大学: 希望各位有经验的老师多分享方法、体会，多带一带像我

这样的新教师。在教材、教法、研究上多合作出一些成果。 

高瑛-弗吉尼亚大学: 可能得提高中文项目在学校各个活动中的“出镜率”，但是老师们在

兼顾教学的同时，能努力提高“出镜率”也挺不容易的。 

刘朵朵-美国初中: 很赞同出镜率这个说法！我个人深有体会。 近把中国的活动让家长

参与进来，也大力争取在学校搞亚洲新年活动。学生对中文并没有很恐怖。而且让很多

准备学中文的人觉得中文很有意思。  

白建华-Kenyon College: @高瑛 UVa 提高“出镜率”是吸引学生的好方法。我们可以分

享一下怎么提高。 

刘朵朵-美国初中: 多参加表演活动。让学生在大型活动中露脸唱中文歌曲或者才艺表演。

这是我的新的。 

刘艳-杜克大学: 关于吸引学生这方面，我觉得学生之间的宣传比较有用。可以让学生参

与进来为我们献计献策，帮我们宣传。 

 

4.1.2 关于如何留住生源 
王建芬-Berea College: 建构中文学习者圈子可能对留住学生有积极作用。近两年我在

秋季开学初搞一个欢迎新生的聚餐，让新生跟老生在轻松环境下充分互动。留下的学生

似乎多了些。 

白建华 Kenyon College: @王建芬-Berea College 建立 Chinese Club, 举行才艺表演，

让学生带朋友参加中文学生的活动都是好办法。但是 重要的是保证我们的教学质量。 

王建芬-Berea College: 同意@白建华-Kenyon College Kenyon College 的看法，低年

级学生继续学习的根本动力来自成就感和对于自己能学好的自信心。 

胡龙华-布朗大学: 有关吸引学生和留住学生，我觉得我们可以想想多开些适应潮流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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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年级的新课，就比方说跟国际关系有关的课、金融方面的汉语课、STEM 的课。我认

为开合乎潮流的新课（如与 STEM 结合的课）会使新生及老生都觉得继续学下去会对找

工作有帮助。另外，接着上面几位老师的说，我也认为我们中文教师似乎一向教学比其

他语种严谨，要求也高得多，也许为了生存可以考虑调整？ 

周雨-耶鲁大学: 让学生每一步都有成就感，就会激发他们的学习动力，也能让他们坚持

下来。一年级第一学期非常关键。此外文化内容也是让他们保持兴趣的重要因素。 

梁宁辉-耶鲁大学: 低年级是金字塔底，如果不能留住学生，高年级的生源堪忧啊！ 

刘艳-杜克大学: 梁老师，是的！低年级的教学非常关键，直接影响高年级的注册率。 

刘芳-Oberlin College: 确实，低年级学生没了，高年级还指望啥？所以压力山大！ 

王静-普林斯顿大学: 大家聊得好热烈啊。我也参与两句。我个人觉得除了兴趣以外 

sense of achievement 和 sense of community 也是留住学生的重要因素。学习的成就

感在低年级相对于中高年级是比较容易实现的。 

 

4.2 关于第一堂课之开展 

李戎真-耶鲁大学: 我想请各位老师介绍一下你们怎么上第一节中文课。学生第一天来

shop，还在犹豫选不选。强烈建议开场专题，大家都来说说，第一节课，第一周课，自

己在“忽悠”学生走上“学中文”这条不归路上的杀手锏。把第一天出现的学生留下来。 

梁宁辉-耶鲁大学: @李戎真-耶鲁 好建议，可以列上日程。 

冯禹-美国布兰戴斯大学: @李戎真-耶鲁 我觉得李老师提的这个问题非常重要。我对我

的研究生说，第一课的成功了，这个学期就成功了一多半。 

刘芳-Oberlin College: @李戎真-耶鲁 也许我们可以把您的问题当作下一次的讨论题！

第一节课非常重要，这个学期刚知道，在 Bowdoin College，学校专门开设工作坊教大

家如何留住学生。 

冯禹-美国布兰戴斯大学: @刘艳-杜克大学 我上完第一课以后，第二天的学生一定会比

第一天多，就是学生宣传，把朋友带过来了。 

赵冉-弗吉尼亚大学: @刘芳-Oberlin College @冯禹美国布兰戴斯大学 @李戎真-耶鲁 

同意老师们说的第一节课的重要性。也很想多了解冯老师是怎么把这第一节课上得这么

成功的。 

徐军-科罗拉多州立大学: 我觉得第一堂课不一定要说中文难，而是说中文没有你们想的

那么难。我们现在日文班第一节课就这样教的。不知道大家怎么看？ 

罗洋天-威斯康辛麦迪逊: @徐军-科罗拉多州立大学 请问一下，这样说以后学生反映怎

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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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冉-弗吉尼亚大学：我第一节课的时候反而会跟学生实话实说，学中文挺花时间的，如

果这个学期已经有非常难非常花时间的专业课的话，鼓励他们另一个学期来学。就像上

边那张图一样，不太想让学生有先上钩又掉坑里的感觉。 

梁宁辉-耶鲁大学: @赵冉-弗吉尼亚大学我们以前鼎盛时期就是这样跟学生实话实说，

吓走了很多意志不坚定的学生。可是现在不敢了，我们现在的口号是“一个也不能少”。 

赵冉-弗吉尼亚大学: 我们的学生倒是喜欢进步快这一点。尤其是第一学期的学生，都成

就感满满的。吃的那些苦都值得。但我是把“丑话”说前头的。说学中文不容易，但就像

去健身房健身一样，满足感是汗水成就的。 

姚天雪-CMU: @梁宁辉-耶鲁大学 原来“同病相怜”，必须“同舟共济”！ 

 

4.3 关于跨年级汉语教学之衔接 

刘艳-杜克大学: 我觉得各年级之间的衔接问题也值得探讨。 

冯禹-美国布兰戴斯大学: 有一位在中学学了三年汉语的同学上大学后根据分班考试成

绩进了我们布兰戴斯大学的二年级（中级汉语），刚上了两天来找我这个主任投诉，说

大学的汉语课太没意思了，比中学的汉语课差太多了。中学的课特别有意思，你们就是

讲语法，句型这些干巴巴的东西。我觉得她的批评特别有意思。在参加 AP 中文考试设

计的时候也发现中学和大学汉语教学的衔接是个很大的问题。大学老师需要了解中学的

教学内容和方法。 

刘芳-Oberlin College: 刚才，刘艳-杜克大学老师提到学过的学生在发音手写汉字方面

的问题。手写汉字现在有很多讨论，我们先不说这个问题。但我觉得发音方面，也许也

许我们可以呼吁一下中小学的老师，在发音方面严格要求。当然有很多学过的学生发音

也非常好，这是之前的老师们的功劳！ 

刘艳-杜克大学: @刘芳-Oberlin College 是的。我们也是这样做。我觉得大学老师和中

学老师应该加强交流，对彼此的教学方法和要求有多了解，彼此学习，会帮助这些学生

更好地适应大学的中文教学。不知道大家的看法是怎么样的？ 

胡龙华-布朗大学: 我发现我现在备一、二年级的课花的时间是以前的 3、4 倍，总想着

怎么样才能吸引住学生的兴趣但又不失低级。 

姚天雪-CMU: 我没教过高中，但听说高中的语言课教具多，游戏、竞赛等形式灵活，也

没有诸如“一学期完成一册书”的进度要求。这是不是与大学中文教学有差异的原因之一

呢？ 

王静-普林斯顿大学: 现在普大二年级的学生人数已经跟一年级持平了。很多在高中学过

的学生直接进入二三年级学习。高中中文教育贡献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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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宝璋-Holy Cross: @熊非-Sidwell Friends School 所以中学老师没有好的教学方法和

课堂活动是教不了的。佩服！ 

汪杉-Depaul University: @熊非 Sidwell Friends School 中学老师不是一般的辛苦。大

学是没有 classroom management 问题的，也没有青春期孩子成堆打结的各种行为、情

绪问题，能把学生教到上了大学还愿意修中文，这样的中学老师，已经非常了不起了！

致敬！ 

周雨-耶鲁大学: @王静-普林斯顿大学 王老师说的 sense of community 非常好。 

熊非-Sidwell Friends School: 大学的老师们都这么有爱心和同情心，谢谢大家！ 

梁宁辉-耶鲁大学: @熊非-Sidwell Friends School 向中学老师致敬！真的非常辛苦！ 

 

4.4 兴趣为主 VS 多教多学 

梁宁辉-耶鲁大学: 我们的教学是以培养学生的兴趣为主，还是以多教多学为主？这个问

题也值得深思。 

刘艳-杜克大学: @梁宁辉-耶鲁大学 是的，我们的教学是以培养学生的兴趣为主，还是

以多教多学为主？这个问题我也一直在思考，很想听听大家的看法。 

胡龙华-布朗大学: 现在的学生各方面压力也比 20 年前学中文的学生大，我们似乎应该

调整我们的心态，多替他们设想，稍稍降低我们的要求。 

刘艳-杜克大学: 还可以安排一些有意思的学习活动。我这几年带二年级的学生每学期去

博物馆上一次课，学生很喜欢。所以我觉得设计一些有趣的学习活动可以让学生改变中

文学习枯燥的想法。 

许沛松-耶鲁大学: 感谢几位老师为我们提供交流的机会！如何提高语言学习的趣味性、

如何合理地考核学生也是值得探讨的。 

姚天雪-CMU: 有时很羡慕高中课堂的“趣味性”和“灵活性”，比如老师可以花一节课的时

间让学生就一首诗创作一幅画，再根据学生们画的表述延伸对古诗的理解.......我们每天

急着完成 syllabus 上的课程计划，哪有这种奢侈呢。 

梁宁辉-耶鲁大学: 我们也是在教学中发现，很多天赋不高的学生却吭吭哧哧跟着学了四 

年，他们纯粹就是为了兴趣，觉得成绩不所谓。而一些老师宠爱的尖子生反而完成语言

要求就消失了。 

王建芬-Berea College: 我觉得兴趣和能力必须兼顾，能力甚至更重要。因为如果项目

培养出的学生能力不行，新的学生看不到光明前景、远大前程，不利于项目长远发展。

对于兴趣，我们只能尽量不打击积极性。 

胡龙华-布朗大学: 首先，我觉得学生能来上课就已经很值得我们敬佩了，尤其是像布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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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没有外语要求的学校，学生还来选这么难的语言课，是很了不起。我经常对他们表

示我这种佩服的心态。我觉得他们知道老师很理解他们，知道他们不容易，他们就会觉

得受到尊重。 

刘芳-Oberlin College: @胡龙华 - 布朗大学 我常常苦学生之苦，乐学生之乐！愿多为

他们提供帮助。但好像要求还是不低。 

 

4.5 关于评分问题之讨论 

周雨-耶鲁大学: 我们真的觉得一年级第一学期第一个月要给学生打分吗？可不可以第

一个月听写、作业只批改不打分？有好多别的方法可以督促学生、检查学生的学习。开

始学习像中文这样难的外语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学生精神压力一定很大。 

刘芳-Oberlin College: @周雨-耶鲁大学—-耶鲁大学 确实，还是以鼓励为主！ 

胡龙华-布朗大学: 提到降低要求，我想我的意思是在打分方面，而不是在备课、上课、

出考题方面。不知道老师们的学校是不是也有 grade inflation 的问题？如果大多数学生

都是拿 A, 老师就不会有太大的压力一定要算分算得很精确，虽然 syllabus 上还是写得

很清楚，但是在实际给分时，我体谅学生的心情经常左右我扣分标准。 

刘芳-Oberlin College: @胡龙华-布朗大学 喔，你是这个意思。那完全同意！我是严格

要求，但在打分方面不会那么那么较真儿。 

胡龙华-布朗大学: 周雨-耶鲁大学老师说得很的确极端，但是很有道理。周老师试过第

一个月不算成绩吗？效果如何？ 

周雨-耶鲁大学: @胡龙华-布朗大学 我已经快十年没教一年级了，没试过第一个月不打

分。如果我再教一年级，我会试验。我觉得可能会让学生在心理层面解除一些恐惧。 

王静-普林斯顿大学: 关于打分，我们现在第一次考试是没有成绩分。否则打击面太大。

平时的作业也是只要做就给分的。@胡龙华-布朗大学  

 

4.6 零起点 VS“夹生饭” 

印京华-U of Vermont: 大家好！一张白纸可以画 美 好的图画。我们非常欢迎从未

学习过汉语的学生，不过大学一年级的学生目前零起点的究竟还有多少？我们学校

（University of Vermont）一般都在 50%。 另外汉语第一堂课，我们会告诉学生：学习

汉语也是在学习音乐和美术。 

胡龙华-布朗大学: 印老师说的话让我想到我们大家真可以利用这个平台来做一些调查，

如各校一年级有多少零起点的学生，多少新生一进来就分到高年级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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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天雪-CMU: 这种办法对耶鲁的孩子来说可能可行，都是“自推娃”。我们学校的学生是

“分分儿是命根”形的，有一天没安排生词考都会迟到。 

刘芳-Oberlin College: @印京华 (U of Vermont) 印老师确实指出了一个现实。今年我

的一年级大部分是学过的，这让教学变得很有挑战性。如何让新学生没有挫折感，而学

过的学生又不会感到无聊？这我还在摸索中！现在我的做法是在语法课后再给几个零起

点的补课。当然这几个零起点的也实在有点慢！ 

梁宁辉-耶鲁大学: 零起点的倒不可怕， 怕高中上来的夹生饭。 

何宝璋-Holy Cross: @梁宁辉-耶鲁大学 这样的话很伤中学老师的心。 

刘芳-Oberlin College: @梁宁辉-耶鲁大学 我对待夹生饭就是明确让他/她知道饭真的

没熟！ 

印京华-U of Vermont: 已经“涂鸦”了的白纸需要“高人”才能再画出美图。 

刘艳-杜克大学: @刘芳-Oberlin College 刘老师，我们为那些以前学过中文但又上不了

二年级的学生专门开了一个快班，跟零起点的学生分开了。 

刘芳-Oberlin College: @刘艳-杜克大学 我们老师不够呀！ 

许沛松-耶鲁大学: 印老师和刘芳老师说的情况我们也有，越来越多的高中毕业生直接分

班进入二年级，他们语言基础有很大的差异。 

胡龙华-布朗大学: 我今年有个新生被分到四年级中文，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可是那个

发音啊... 

彭芙飏-韩国 Bugil Academy: 各位老师好，我现在就在教高中，以前也教过大学。不

过因为现在的高中项目比较特殊（很小的班，生源好），所以不能代表其他高中生。由

于曾经在大学教过，我的教学并没有像其他美国的中学老师那么丰富多彩有意思。不过

教具可能会相对多一点点，教学方法也会稍有不同。中学的教学进度一般不会很快，以

《中文听说读写》为例，一年教完一本书，所以比大学慢很多，这样无论是活动、还是

功课都可以比较多样性。 

印京华-U of Vermont: 高中老师也真是很不容易。他们要是严格要求学生的声调和汉

字，他们的“饭碗”可能会成问题。 

熊非-Sidwell Friends School: 我在中学的体会是教学要循序渐进，温故知新，要有足

够的可理解的有趣的不可预测的复现，直到学生有信心了再往前进，一步走好了再走下

一步，还要让学生在认知上有满足感，要用不同的活动满足不同的 learning styles，并

且邀请学生参与课堂管理政策的讨论制定，考试测评的要求要清晰具体全面，加上分享

推荐学习方法和学习习惯，课外对慢的学生“开小灶”，对条理差的学生提供多方位的支

持和帮助，学生对中文的困难感就会降低。我现在在提高语言教学业务能力的同时，也

想要提高自己的文化能力，目前对 SEL(Social and emotional learning)很感兴趣，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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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有共同兴趣的老师探讨。 

梁宁辉-耶鲁大学: @何宝璋 Holy Cross 当然，高中也送上来过很多好学生， 怕的就

是夹生饭。这有时也不能怪老师。就像我们低年级往高年级送学生时，有时也会听到抱

怨。 

刘芳-Oberlin College: @熊非 Sidwell Friends School 那么好的学校。你送上来的学生

一定到很棒！我也觉得如果初高中没有那么严格的进度要求，那就慢工出细活地雕琢他

们。 

梁宁辉-耶鲁大学: @刘芳-Oberlin College 同意！我觉得高中的老师真的应该慢工出细

活，不求学了多少，但是一定要把基本功打扎实一些。 

 

4.7 关于质与量之平衡 

高瑛-弗吉尼亚大学: 还有一个可以讨论的方面：怎么平衡课业量和学习效果？很多很好

的学生进了弗大商学院之后都不得不舍弃中文课，另外一些工程学院的学生也是，经常

来跟老师说实在没办法，自己的 advisor 也劝他们别修中文了。这学期我班里有个学生，

某天晚上发来一封邮件说第二天早上和 advisor 有个紧急会议，所以得迟到几分钟。结

果这个学生当天就没来上课了，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王建芬-Berea College:	@高瑛	UVa	同感。 

刘艳-杜克大学:	@高瑛	UVa	我们也有同样的问题。 

梁宁辉-耶鲁大学:	@高瑛	UVa	我们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Yan	Xie-Liberty	University,	VA:	@高瑛	UVA	对，作业量。 

冯禹-美国布兰戴斯大学: @高瑛 UVa 我们学校 “反动”的是生物系，会给自己系的学

生排一整天的课，上午上课，下午实验室。我们只能给这些学生单独安排特殊的辅导。 

刘芳-Oberlin College: 减少学生对中文固有印象也可以吸引学生。学生对中文的固有印

象是“难，作业多”。 

梁宁辉-耶鲁大学: 还有老师要求严。 

冯禹美国布兰戴斯大学: @刘芳-Oberlin College 所以关键是洗脑：让学生破除汉语难

的迷信，相信汉语好学，学汉语好。 

汪杉-Depaul University: 个人认为，初级班学生的自信心 重要。只有他们相信自己

能学而且能学好中文，才会保持住学习兴趣并不断获取动力。自我感觉还比较有效的做

法是：高标准、高要求、高的 expectations，但教学保持灵活开放，不追求进度和量，

注重学以致用，并对学生提供具体和个体化的帮助。 

刘芳-Oberlin College: @汪杉-Depaul University 大学不追求量估计不行，如果学生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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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留学，发现自己学得比其他学校的学生少，会不会对他们的自信心也是一个打击？ 

梁宁辉-耶鲁大学: 质和量不可得兼时，您取哪一个？@刘芳-Oberlin College 

胡龙华-布朗大学: 我又慢半拍。我觉得高中老师要面对的教学方面的要求比大学老师多，

大学老师可以说只要把学生教好，用什么方法都行，高中老师好像都得遵循‘上面’制定

的方向来设计课程，自由度比较低；另外，还得面对学生家长什么的，这些都是大学老

师不会碰到的问题。 

刘芳-Oberlin College: @梁宁辉-耶鲁大学 理论上是质，但看做得到做不到！ 

印京华 (U of Vermont): @梁宁辉-耶鲁大学 初级汉语是基础。打好基础，对质的要求

要高于量。 

周雨-耶鲁大学: 我认为现在不少项目都在量上比拼，这很危险。 

印京华-U of Vermont: @周雨-耶鲁大学—-耶鲁大学 是的。学生也往往偏向于求量。

量更容易使他们满足。但基础不牢，多数学生到后来就学不下去了。 

何宝璋-Holy Cross: @胡龙华-布朗大学 在 Holy Cross 做了几年的 StarTalk, 收获之

一就是 K-12 的老师在教学方法教学活动方面有很多值得我们在大学教书的老师学习。 

胡龙华-布朗大学: 是吗? 你可以开个 Workshop 分享一下吗？ 

汪杉-Depaul University: @刘芳-Oberlin College 我个人感觉是，我们是不是受母国文

化影响，往往不知不觉低估学生的能力。其实只要他们不失去学习兴趣，一旦打下了基

础，他们自己会学得很好。曾经听过一个说法：语言是无法教会的只能学会。深以为然。 

何宝璋-Holy Cross: @汪杉-Depaul University 对，英语说 pick up a language。 

刘芳-Oberlin College: @汪杉-Depaul University 好像现在大学阶段，绝大部份学校初

中级都是一星期一课，没办法慢下来，要追求质，就得课外加油！ 

梁宁辉-耶鲁大学: 如果大家能统一共识，都放慢脚步，打好学生扎实基础，那学生去海

外留学或转学他校，就不会发现比别人慢一拍了。@刘芳-Oberlin College 

刘芳-Oberlin College: @梁宁辉-耶鲁大学 所以不是局部可以解决的，是整体问题。得

达成共识！ 

汪杉-Depaul University: @梁宁辉-耶鲁大学 非常赞同梁老师。慢一拍两拍的其实也不

要紧，只要学生保持住学习热情，一旦有条件（比如去了中国），他们的学习会突飞猛

进。 

梁宁辉-耶鲁大学: 好像现在大家 大的顾忌（至少在耶鲁）就是怕放慢脚步学生去海外

留学怎么办，怕放松汉字要求学生去海外班怎么生存......, 难道我们教学的目的就是为

了让学生去适应海外班的教学吗？ 

刘芳-Oberlin College: 但这确实是现实！ 

汪杉-Depaul University: 现在各种学习 apps 和网络资源很丰富，学生只要喜欢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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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自己会去找去学，有时候他们自学的东西质、量都出乎意料。语言终身需要学习，

即使自己的母语也如此。我们再怎么努力，也无法教给让学生精通一种语言所需的那个

“量”，所以个人认为，能够引领学生喜欢上中文（至少不烦），比教给他们多少内容重

要。 

 

4.8 关于博物馆教学之讨论 

郑惠丽-伍斯特理工大学: 刘艳-杜克大学，刘老师麻烦说说带学生去博物馆上课怎么上

法？我们学校附近有一个博物馆。 

梁宁辉-耶鲁大学: 好建议！我们以后可以开个专题博物馆教学座谈。 

刘艳-杜克大学: 郑老师，我设计了一些画作的活动，让学生可以欣赏画作的同时做一些

语言活动（比如讲故事、讨论）。 

周雨-耶鲁大学: @郑惠丽-伍斯特理工大学 明年 CLTA 会上我们耶鲁四位老师有一个博

物馆的专题 panel。 

刘艳-杜克大学: 明年的 CLTA 我会做一个报告，分享一些具体的设计和做法。@周雨-

耶鲁大学—-耶鲁大学 请问耶鲁大学哪几位老师也在做博物馆教学？ 

周雨-耶鲁大学: @刘艳-杜克大学 在 CLTA 会上耶鲁大学的詹秀嫻老师、王海文老师、

梁宁辉老师和我讲就如何利用社区资源（例如耶鲁美术馆和纽约的华人博物馆）在华裔

和非华裔、初、中级和高级课上展开 task-based, content-based 和 project-based 的教

学活动向大家汇报实践心得。 

 

4.9 关于汉字、发音及声调之探讨 

刘芳-Oberlin College: @冯禹美国布兰戴斯大学	我觉得汉字是 大的挑战，但我现在

还真不敢把写汉字放掉！ 

高瑛-弗吉尼亚大学: 刘老师，深有同感，我也觉得不能放不能放不能放。 

时张奕-Collegiate School: 看到各位老师之前的讨论感觉受益匪浅。作为一个高中老师，

大的成就感就是听到学生说以后大学准备 minor in Chinese，有些学得不错的学生到

大学因为各种原因没有继续学习中文，心里很惋惜。关于写字和打字，我们前三年以写

为主，作业和测试都是手写，第四年因为要准备 AP 考试，基本上就是打字了。之前三

年写字，常用字会要求默写，但是比例不高。有一两个毕业的学生说他们没选中文课是

因为大学要求默写的词汇很多，觉得有困难。当然更多真心想学的学生还是坚持学下来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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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芳-Oberlin College: @时张奕- Collegiate School	谢谢你们。你们才是真正的基础。 

王静-普林斯顿大学: 既然群里有不少从事中学和高中中文教育的老师，我诚恳地呼吁

老师们重视学生的发音。我们有些高中学过中文的学生语音面貌很好，有些真的很困难 

而且要想纠正收效甚微。 

熊非-Sidwell Friends School: 非常同意，我非常重视发音和声调，也在我们学校倡议，

我的同事们也认同。美国学生能够说好声调，我们做老师的要重视、找到方法、并“不

忘初心”持之以恒，还需要耐心，不是一年两年就可以结业的任务 

刘芳-Oberlin College: @王静-普林斯顿大学	也是我们的心声！ 

像你说的，真心想学的都会坚持下来。坚持下来的跟你们的教导有很大关系！ 

时张奕-collegiate School: 关于发音，也想请教各位老师是怎么教的。课堂里并没有很

多时间去一个个纠正，另外学生跟读的时候都读得很好，看着声调读单词也读得不错，

但一念句子或者一说话又不行了。不知道大家是怎么训练学生发音的。 

刘芳-Oberlin College: 说到写汉字，我看到很多学生的笔顺真是哭笑不得，真不知道他

们是怎么把个字给摆弄出来的。所以汉字的入门阶段注意学生的笔画笔顺是我们的责任！ 

时张奕-collegiate School: 我们学校是从小学二年级就开始上中文课了，所以学生到我

这里其实也不是一张白纸，算起来已经学了七年中文了，但实际的中文水平还是初级，

发音也还是有很多问题，需要不断纠正。 

刘芳-Oberlin College: @时张奕- Collegiate School	我们可以把你的问题当作一个讨论

题留到以后讨论。想必大家有很多要说。 

时张奕-collegiate School: @刘芳-Oberlin College	谢谢刘老师，期待向大家学习。 

梁宁辉-耶鲁大学: 说到汉字问题，我们一个月以前在耶鲁召开了一次汉字研讨会，邀请

了张正生老师、何文潮老师和张霓老师，就大数据时代的汉字教学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

讨，有兴趣的老师可以上我们的网页上查看几位嘉宾的讲座概要及录像。 

梁宁辉-耶鲁大学: https://campuspress.yale.edu/conference/ 

杨莉-阿肯色大学: 谢谢梁老师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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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答疑举例之：尽管 vs 即使 

刘芳-Oberlin College: 既然是排忧解难之处，那请大家帮我。跟一个学生做个别阅读，

碰到“尽管和即使”，她问有何区别。我还真没想出 好的答案，请大家帮忙！ 

刘艳-杜克大学: https://eastasiastudent.net/china/mandarin/even-though-even-if/ 

刘老师，刚看到这个解释，您看看。 

李戎真-耶鲁: @刘芳-Oberlin College 一个区别很容易说，就是“尽管”后面是事实，”即

使”是虚拟。 

刘艳-杜克大学: @李戎真-耶鲁 同意！ 

刘芳-Oberlin College: @刘艳-杜克大学 @李戎真-耶鲁 谢谢谢谢！看，这个平台多有

用呀！我是第一个受惠的！ 

王涛-北二外: @刘芳-Oberlin College 李老师解释得很清楚。尽管表示事实，还可以是

副词；即使表假设让步，只能做连词。 

何 宝 璋 -Holy Cross: @ 刘 芳 -Oberlin College 问 李 老 师 有 没 有 这 本 书 ：

https://www.amazon.com/现代汉语虚词研究方法论-修订本-马真/dp/7100118824 

刘芳-Oberlin College: @何宝璋 Holy Cross 好！ 

 

6、会议结束 

梁宁辉-耶鲁大学: 感谢各位老师的热烈讨论！不知不觉中两个小时就过去了[调皮]。今

天本来是想大家随意畅谈，提出教学中的困惑，收集以后开展讲座的话题。没想到大家

不约而同的提到如何保持学生生源问题，并由此引发对教学目标和教学方法的探讨，甚

至和高中教学的衔接问题。也难怪，生源问题原本就是我们的立身之本，直接威胁到我

们项目的规模和我们的饭碗，值得深思和进一步的讨论！ 

刘芳-Oberlin College: 谢谢各位的参与！本群第一次讨论圆满成功！我们会把大家的

意见看法整理出来，也会告知大家下次的讨论题目。 

刘艳-杜克大学: 谢谢梁老师和刘老师带领大家讨论！辛苦啦！ 

梁宁辉-耶鲁大学: 感谢大家的参与！感觉收获满满。 

刘芳-Oberlin College: 如果有老师还想继续，请自便！再次感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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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发言人员名单（按发言先后顺序排序）： 
梁宁辉-耶鲁大学、刘芳-Oberlin College、刘朵朵-美国初中、陈彤-MIT、李惠文-克利

夫兰州立大学、白建华-Kenyon College、刘艳-杜克大学、王建芬-Berea College、高瑛

-弗吉尼亚大学、张欣-昆山杜克大学、李戎真-耶鲁大学、冯禹-美国布兰戴斯大学、胡

龙华-布朗大学、Yan Xie-Liberty University,VA、周雨-耶鲁大学、许沛松-耶鲁大学、姚

天雪-CMU、赵冉-弗吉尼亚大学、印京华-U of Vermont、徐军-科罗拉多州立大学、罗

洋天-威斯康辛麦迪逊大学、何宝璋-Holy Cross、彭芙飏-韩国 Bugil Academy、熊非-

Sidwell Friends School、汪杉-Depaul University、郑惠丽-伍斯特理工大学、王静-普林

斯顿大学、时张奕-Collegiate School、王涛-北二外、杨莉-阿肯色大学 

 

后勤人员名单（按姓氏首字母拼音排序）： 
策划组：陈彤-MIT、刘芳-Oberlin College、梁宁辉-耶鲁大学、 

秘书组：沈钰蓉-中央民大、王真-Brandeis University、杨莎莎-Brandeis、 

        张小芹-Charlottesvill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