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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罗德岛大学“中文领航项目”团队讲座

1.1 罗德岛大学“中文领航项目”介绍

何文潮老师：

首先感谢初中级中文教学群群主梁宁辉老师和群委会给我们罗德岛大学中文领

航项目教学团队（Chinese Language Flagship Program）这次机会，跟群里的

老师们分享我们近年来如何运用“电脑中文”的方法，融科技于教学，培养全球

化专业人士（Global Professional）的。也感谢参加讲座的老师，牺牲周末休

息时间，跟我们讨论科技中文教学，希望我们的讲座对老师们有帮助，欢迎提问

和讨论。也希望我们今天抛出去的“砖”能引来老师们的“玉”。

首先我先介绍一下罗德岛大学的中文项目，中文领航项目和领航项目的核心教学

大纲，再谈谈我们使用的“电脑中文”的教学理念和实践。然后请杨清钰老师和

蔡江坪老师介绍在一二年级的教学中她们是怎么处理电脑电写和手写教学，是怎

么用科技教学的，请吴瑜和胡小艳老师介绍三四年级的情况。考虑到我们是初中

级中文教学群，如果是四个年级都用的方法，主要放在一二年级介绍。最后我做

一个总结。

罗德岛大学 2006 年才开始开中文课，2011 年设立了中文专业，现在每学期学习

中文的学生有 200 人左右，截至 2019 年 5 月有 142 个中文专业的学生，其中包

括 80 余名中文领航项目的学生，全部是双专业，中文+另一个专业，如工程、商

学、药学、生物学、电脑和国际关系等。

中文领航项目是美国联邦政府下属国家安全教育项目资助的项目，它的目标是改

变美国人学习语言的方式，培养可以用 ACTFL 优级水平的语言能力从事专业工作

的“全球化专业人士”。全美有十二个中文领航项目，教学目标很明确，即通过

标准考试，如 OPI 等达到 ACTFL 优级（Superior）或政府的标准考试 ILR

(Inter-agency Language Roundtable)3 级。教学大纲和方法由各项目自己决定。

所以它的特色很明显，是水平能力为导向，用外语从事专业工作。这是 ACTFL

和 ILR 分级对照表。



罗德岛大学中文领航项目通过多年的摸索，以 Proficiency 标准考试为基础，二

语习得理论为指导，创立了 5 个“C”的领航核心教学大纲（Flagship Core

Curriculum ） ， 即 ： Communicative 交 际 型 , Comprehensive 综 合 型 ,

Content-driven 学术内容为基础型, Computer technology-assisted 电脑科技

辅助型 and Culture 跨文化交际型。交际型教学是我们的基础框架，每节课有

明确的教学目标，从一年级第一堂课起就全中文上课，老师用自然语速，让学生

多说，语法语言点等通过教师示范和支架练习（modeling & scaffolding），而

不是大段讲解，让学生自然习得。每节课都用“can do list”检查是否达到了教学目

标。因为今天重点是要介绍电脑科技辅助教学，5C的详细内容以后再交流。

1.2 “电脑中文”介绍

何文潮老师：

我们都知道，虽然电子设备不能代替老师，但将来的发展趋势是会用科技的老师

最终会取代不会用科技的教师。事实上上世纪90 年代中后期-21 世纪初，电脑辅

助语言学习 CALL 已经成熟和专业化，成为独立学科，在第二语言教学方面获得

了应有的地位，有了硕士、博士项目。反观中文教学，在这个时期老师们还在纠

结是不是可以用电脑写汉字，还在争论手写还是电写的问题。其实汉字难，特别

是写汉字难，已经是不争的事实。我认为，与其纠结这些问题，不如去亲身体验

“电脑中文”教学，从中求变。

为什么我们这样一个州立大学的不很大的中文项目，可以吸引学生从一开始接触

中文，就爱上中文，留在了中文专业？我们不能不说“电脑中文”起了很大的作

用，当很多项目的学生因为汉字难写难记难认而放弃中文的时候，我们的学生确

深深地爱上了学习中文，原因很多，但一个重要原因就是 “电脑中文”，有了



它学习汉字变得不那么难，不那么高不可攀。我们不少的学生从零起点通过四五

年的学习，可以达到高级、优级证明了这点。

什么是“电脑中文”呢，就是从一年级起用电脑电写大面积替代手写，形成以电

写为主，手写为辅的汉字教学。它的特点有：1.采用拼音输入，在电脑上写汉字，

巩固了拼音，使发音和写字建立了联系，可以加快扩大词汇量。2.“电脑中文”

的关键是电脑科技作为教学的一部分，组织教学，课上课下授课和练习相结合，

完成各类语言任务，达到交际交流的目的。用“电脑中文”连接教学的各个环节，

而不是只做一两个游戏，调节一下难度和兴趣。3. 根据教学目的和电脑科技的

特点重新设计教学大纲和教学方法，“电脑中文” 和传统的手写教学最主要的

区别在于“电脑中文” 可以逐步发展写字技能，真正做到了“我手写我口”。

写不写汉字，写多少，完全根据需要决定。

使用电脑的在线字典使查字变得难以置信地容易，节省出时间练习其他语言技

能。“电脑中文”增加了学生写作和阅读能力，甚至一年级的学生也可以开始写

作和看课外阅读。学生可以使用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上的资源和用电子邮件及其

他电子科技进行交流。最重要的是电脑中文使学生摆脱了中文难学的心理障碍，

增强了学生的自信心。用电脑打字并不必排斥手写汉字，而是可以互相补充。手

写汉字帮助学生了解汉字的构成，但应该限制数量，而用电脑处理大部分汉字。

将来根据学生的需要决定手写的量。手写也是为了到中国留学的准备。

到目前为止，有不少同事对“电脑中文”做了很多研究，发表了一些论文，但总

体上说，目前的研究还很不够，还有很多方面可以研究。我在 2007， 2008 年出

版了专为“电脑中文”开发的Chinese for Tomorrow （走向未来）教材系列，

增加了很多为“电脑中文”设计的练习，如打字练习，辨识汉字练习，拆分汉字

练习，以及听说读写的练习。从一年级第一课就开始有课外阅读、写作任务和文

化常识等。现在我们要推广“电脑中文”，就需要多开发这类教材，使更多学生

和老师受益。

谢天蔚老师 2008 年的一篇论文里提到关于电脑教学日常化，引用了 Bats (2003)

比较详细地描述了电脑日常化三个阶段的特性。他认为“在第三个阶段教师和学

生都普遍用电脑交流，包括作业、答疑、讨论。电脑已经完全融合在教学大纲中，

是一种学习工具，使用何种技术取决于教学的需要。任何教室都有电脑，甚至在

学生的书包里，电脑也成为如同课本、词典等不离身的普通工具。”这也正是我



们罗德岛大学中文项目目前情况的真实写照。

下边我先分享几个我们学生用手写和电写的例子，然后请杨清钰老师介绍我校领

航一年级的教学情况。

第一个例子是上完一年级的学生，暑期班第一天的一个介绍自己的手写任务，贴

在宿舍客厅。

第二个是一个非常认真的四年级学生，OPI 达到了 Advance Mid， 阅读和听力也

考到 Advance，而且自己告诉我们每天练习手写汉字，可以帮助记生词，这是该

生在一次听写时的答卷。



第三个是刚入学的领航新生，没学过中文，在开学前领航为期一周的入学教育时

（orientation and language and culture preparedness），只上了不到三天

课（还包括文化等内容）在第四天下午结业时四组学生做的报告(presentation)，

第一个是 Kahoot 游戏，另外三个是 PPT。

通过这几个例子，大家可以看看我们是怎么设计手写和电写任务，二是比较一下

手写和电写的产出与时效。下面请杨清钰老师继续。

1.3 一年级教学情况

杨清钰老师：

谢谢何老师提纲挈领的介绍。下面我来跟各位老师们简单说一下一年级一些具体

的做法。

罗德岛大学一年级的学生大部分是从来没接触过中文学习的，一年级的目标是帮

助学生达到 IL 的水平。所使用的的教材是 IC。整个课程的设置上，一年级的打

字与手写的比例是 7:3. 每天的功课只有 5个左右的生词需要手写，其余的功课

都是在 google forms，google docs 以及 SAKAI（学校的教学管理平台）上完成。

听写有的时候是手写，有的时候是打字。每个对话有一次听写。如果是手写的听

写，学生需要手写的汉字就是功课里面写过的。

刚刚何老师也提到了，在正式开始上课之前，新生都要参加 orientation。

Orientation 的时候，我们会给学生们介绍接下来学习过程中需要用到的软件和

工具，比如说微信，Pleco，Quizlet 等等。

● 在 orientation 第一天签到的时候，我们会请老生来做志愿者帮忙，帮

新 生 下 载 微 信 ， 取 中 文 名 字

（https://www.mandarintools.com/chinesename.html）。不过这个学期

https://www.mandarintools.com/chinesename.html


我们也遇到了一些问题，可能是同一时间统一局域网下注册的人数过多，

导致很多学生的微信需要验证才能完成注册。所以下一次我们会试一试让

学生用自己的网络注册。

● 学生注册以后，我们会建立一个微信群，方便发通知、布置任务、跟学生

联系、完成上课练习。

（一年级微信群） （口头表达）

● 在 orientation 的第一天，老师们就会教学生打简单的中文，比如，把自

己的微信名字换成中文名字，用微信打“我是……（学生的中文名字）”，

练习打数字，等等。消除学生对中文汉字和中文的畏惧感。通过这种方式，

（微信头像+中文名字）老师们也可以迅速把学生的中文名字和脸对应起

来。

● 既然说到了微信，那就接着简单讲一下微信在课上和课后的使用情况。

● 微信在课堂上的使用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让学生进行口头表达，另外一

种是让学生打字练习。

● 进行口头表达的时候，可以让学生录他们的对话练习，如果班级气氛比较

沉闷，恰巧话题又让学生有较多发挥空间的时候，除了录音，老师还可以

让学生录像，活跃气氛，释放学生的表演欲。除了对话以外，也可以让学

生独立进行成段输出。比如下面这张照片，就是学生复述课文内容，进行

成段表达。每个学生都可以看到其他人说了多久，不仅加快了课堂节奏，

同时也可以让每个学生都有开口的机会。在都说完以后，老师们会抽几个

学生的录音放给全班听一听，进行反馈。只可惜微信的语音不能转发，不

然群里的老师们可以听一下学生的完成情况。

课堂上的微信打字练习：老师给了一些任务以后，学生需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

回答问题，但由于是句子层面的回答，一个一个说时间不够，而如果大家都说，

有的学生容易心不在焉，这个时候，可以让他们在微信上打字，刺激刺激学生们。

或者有一些课堂教学目标，就是需要通过写作来达到的，这时候，老师就可以给

一个任务，让学生当堂完成。比如第八课的对话二，里面有写信的内容。老师们



当然可以把这个任务放到功课里面，同时如果在课堂上即时完成，能更好的对写

信的格式予以反馈。比如下面这张图片，就是在课堂上，让学生给老师写一封信，

问一个问题，或者寻求帮助。这是学生的完成情况。写完以后，老师会在课堂上，

利用网页版的微信，给出反馈。

（反馈）

除了微信以外，我们还在课上课下都运用 Quizlet。

在课下：学生会有预习功课，有生词预习和课文预习。因为一年级的目标是让学

生达到 IL 的水平，所以除了生词以外，我们会给学生提供句子层面的练习。老

师们可以通过 Class progress 检查学生的进度，我们也会将这个任务算作成绩

的一部分。请大家看下边这张图，就是我们学生 Quizlet 功课的完成情况。

在课上，我们会用 Quizlet live ，通过小组比赛的形式，检查学生的预习情况。

还有一些更加具体的运用，一会儿我们二年级的老师会给大家介绍。



因为我们给学生的很多功课都是在网上完成的， 一年级的时候，为了让学生熟

悉拼音，为以后打好基础，学生会有单独的打字练习。

学生打字功课主要包括：听老师的录音打字（打句子，打段落）；看图片打字（打

词，打句子）；选字练习（字形辨析）。打字练习都是在 Google doc.中进行的。

通过打字练习，学生会注意到同音字和相近字词的不同，从而注意一些字的细节。

但是打字很容易出现的一个问题就是复制粘贴。为了减少这种情况的发生，我们

用了一个 Google extension, 叫 Draftback，通过这个软件，老师们可以看到

学生的打字过程。比如下边这个视频： https://youtu.be/2Df7PJlGSsw 可以看

到学生刚开始打字的时候是一个字一个字打的，但是第二遍（从 0:40 开始），

第三遍，学生开始复制粘贴。老师们通过使用 Draftback 就可以发现。

遇到这样的情况，老师们就会提醒学生，告诉他们这样做会影响这次作业的成绩，

并让他们重新做打字功课。

同时，通过 Draftback 这个 extension，老师们可以看到学生是如何打字的。比

如下面这个视频里面的例子：https://youtu.be/FFLZ6g4aQnc。

学生一开始打“贵姓”，花了很长时间，因为他一直在试着把拼音打出来。下面

打“你叫什么名字”的“叫”和“什么”，学生也一开始打成了“jio”和

“shenma”，这不光是打字的问题，同时也跟学生的发音有关系。通过这种方式，

老师们可以更明确问题在哪，如何对症下药。下面请二年级蔡江坪老师继续。

1.4 二年级教学情况

蔡江坪老师：

二年级的教材是中文听说读写3和4。我们的主要目标是学生们学完二年级以后，

能达到 IM 的水平。二年级还是主要讨论学生的个人生活，在语言上让学生向成

段表达方向发展。

下面我主要介绍一下 Quizlet 和 Google slides 我们是怎么利用的。

https://youtu.be/2Df7PJlGSsw
https://youtu.be/FFLZ6g4aQnc


1.4.1 Quizlet
老师每个人都有一个教师的账号，所以可以建学习教室，在教室里布置任务。学

生用自己的账号加入 quizlet 教室，称为一个 member, 老师就可以监控学生的学

习进度，查看学生的完成情况。

○怎么用：Quizlet 在课前预习，课上练习和课后复习中都可以用。目

前老师严格要求的是课前预习一定要做老师准备好的 quizlet。

○二年级每一课有三个 Quizlet，分别是生词、课文翻译和课文理解。

生词部分是新课的生词，主要是为了练习生词。课文翻译主要是课

文，英文和拼音的对照，目的是为了让学生先读懂课文。而课文理

解是对课文内容的提问，学生根据问题，练习课文内容。

下面是 Quizlet classroom 的一个截图

○要求：quizlet的任务布置在预习作业中，学生要完成至少三个 quizlet
活动。老师可以根据学生的完成情况以及 Test 里面的成绩，决定

是否听写，以及听写的难易程度。下图左边是 Quizlet 里可以做的

活动。



○上课的时候我们主要用 Quizlet live，可以把学生随即分成小组，做活

动比赛，学生很喜欢。除了听写前帮学生复习生词，检查预习情况

以外，还会给学生 peer pressure，督促他们学习。

○除了这些以外，考试之前学生也利用 Quizlet 预习，准备考试。

1.4.2 Google slide: Speed writing & sharing
主要利用 Google slide 的分享功能，学生们完成 writing task，锻炼学生的写作

能力。

○怎么用：在一课学习的最后，让学生打包完成一项任务。比方说在

打工那一课，学生们每人一张 PPT，介绍自己的工作经历。如果是

描述房间，每个学生放一张自己房间的照片在 PPT 上，然后描述自

己的房间。还可以做叙述练习，老师们给学生们看一个比较有故事

性的视频（跟课文主题相关），然后学生们分组去描述这个故事。



○学生们一边写，老师一边改。学生们写完以后，做报告介绍，互相

分享。

○扩展：除了写作任务以外，老师们也可以打开脑洞，利用 Google slides
做别的小组任务。

下面请吴瑜老师介绍三年级教学。

1.5 三年级教学情况

吴瑜老师：

升入三年级时，学生的口语水平为 OPI 的 IM/IH(中级中或中级高)，学习两个学

期后目标为 OPI 的 IH/AL(中级高或高级低)。三年级主要培养学生的叙述、描述

能力，以及谈论除个人生活外的社区、社会新闻。学生的语言开始向书面语发展，

产出以段落为主。

三年级使用的教材有两本：第一本是《事事关心》，着重于观点表达以及抽象思

维能力的培养。例如，这学期我们学过的话题有旗袍和筷子、一次性产品、防盗

和防火、打官司、寂寞的孩子、大学生暑假做什么，等等。第二本教材是《表达》，

着重于扩展词汇量和训练有细节的描述。例如，这学期有一个单元我们集中学习

了讨论物品的材料、规格，以及介绍跟比较产品特点。

教学方法：每节课都是交际型教学，要求学生提前做好预习（完成 Quizlet 的生

词、语言点预习)，上课时主要是以练代讲，给学生提供合适的语境，训练词汇

和语言点的产出。每个单元为 task-based 教学，单元目标是以段落形式的产出，

较正式（地道）的语言完成一项任务。

下 面 我 介 绍 一 下 在 三 年 级 的 教 学 中 我 们 是 如 何 融 入 科 技 手 段 的

( wechat-report-feedback, google form, writing task)。

（1）课前准备：Quizlet 预习（见图一，包括生词、语言点），要求学生用 quizlet

上 flashcard 或者 learn 学习，用 spell、test、match 检测预习成果, 后三个

算是考试功能，需要学生打字。上课时，每单元有三个听写，以手写为主。前两

个听写，要求学生认字（写拼音、英文意思），根据课文内容判断句子对错，补

全句子（写 5-8 个汉字）。第三个听写是针对课文话题回答问题，要求用老师给

出的重点生词写一小段话。



（2）上课：主要使用的是微信和 Kahoot。前面杨老师跟蔡老师已经介绍了用微

信回答问题，我这里介绍上课时如何使用微信的打字功能。老师提问后，学生去

微信回答问题。这样做的好处是在几十秒内，每个学生的答案和错误都看得到，

学生也能看到别的同学的回答。学生打字时，老师可以提供及时反馈，打字结束

后，老师可以选两三个好的回答一起读，如果学生有共性问题也可以直接纠错（见

图二）由于是第一次接触这个语言点，请注意学生的回答一定会有错，这时老师

要及时口头纠错，也带学生集体看几个写的好的句子。如果上课没有时间纠错，

课后可以直接给学生反馈。Kahoot 不打字，主要是训练学生快速听懂和看懂的

能力，后面胡老师会给大家看一个例子。



（3）三年级每个单元有一次大作业，语法语段功课，包括语言点、课文问答，

都用 google form 打字完成。用 google form 的好处是学生完成后马上就可以收

到反馈，也节省了老师机械性地检查 ABCD 的时间，更重要的是可以很直观地看

出学生对所学内容掌握地怎么样。如果大部分学生功课的某一点有问题，老师上

课后会再继续练习。（图三，google form 反馈）



（4）特别课型：每两周一次我们会有听力练习或快速写作，主要用 google

slides，完成一个任务。通过看下面这节考试的”枪手”问题课堂设计，我们可

以比较清楚地看到如何用 wechat, Kahoot, google slides 完成老师的 modeling

和 scaffolding，最终达到教学目标。这堂课是我们学完《考试的”枪手“问题》

这课之后，训练学生听力，并引出单元写作话题的一堂课。

○ Step 1: 明确教学目标

■我能简单地介绍《天才枪手》这个电影的情节。I can briefly

introduce the plot of the movie Bad Genius.

■我能说出如果我是电影里的人物，我会选择怎么做和为什么

这么做。I can tell my choice of action if I were the

actor/actress in the movie and explain why I choose to

do so.

○ Step 2: 准备背景知识--学生看《天才枪手》电影的在 Wiki 上的

介绍，画人物关系图（见图四），并用 wechat 报告。

○ Step 3: 词汇知识准备--学生分组找出重点词汇的意思，写在

google sides 上（见图五），然后分组报告。

○ Step 4: Comprehension check -- 看《天才枪手》电影介绍的视

频，并用 Kahoot 检查学生对视频的理解。

○ Step 5: 学生讨论电影的情节，并用微信介绍电影情节以及自己的

看法。

○ Step 6: 课后，学生开始准备写单元作文《小心，大学的作弊问题

--给教务长的一封信》。作文的一二稿都是打字，最后一稿手写，

然后做口头报告。（图六，学生习作，未修改稿）





在过去的几年里，我负责三年级的教学，URI 团队的胡小艳老师、杨清钰老师、

李丹薇老师、蔡江坪老师都跟我搭班合作过，以上提到的内容有各位老师的贡献。

好，三年级的介绍就先到这里，下面请胡小艳老师继续。

1.6 四年级教学情况

胡小艳老师：

谢谢吴老师，在过去的几年里， 我负责四年级教学，URI 团队的吴瑜老师、杨

清钰老师、李丹薇老师都跟我搭班合作过，以下是我们的一些教学心得。

学生水平初始为 IH/AL，学习两个学期后 OPI 的目标为 AL/AM。四年级的教学分

为三个部分：中文媒体、中国当代文学、古代汉语入门。从语言水平目标来看，

主要为巩固学生的叙述、描述能力，谈论除个人生活外的社区、社会新闻。加强

学生的书面语发展，产出以段落为主，开始向篇章结构发展。

使用教材：参照内容教学法(Content-Based Instruction)的基本原则和 ACTFL

外语水平测试对"高级"(advanced)和“优级”(superior)的标准来选择教材。

○ 白建华、汪洋老师主编的《焦点中国》-媒体中文课 （社会篇、经

济篇、国际关系篇、人物篇四大板块组成，共十六个专题，有机整

合了大量视听与阅读真实语料-采用了活页式课文的选择，也就是



是给学生一定的自主权让他们自己选择喜欢的话题；

○ 王颖、吴凯瑞老师主编的《中国当代短篇小说高级读本》；

○ 我们自己团队自己选编的古文成语故事；

教学方法：AL+( wechat: peer, kahoot(survey, jumbo), quizlet)

○ 微信：跟一二三年级一样， 四年级的课堂教学也频繁地使用微信

“强迫”学生进行成段表达，在教学法方面，四年级更多地在微信

语音输出方面进行螺旋式上升设计，在语言的准确度、流利度、复

杂度方面逐层递增，同一个任务可能录制三次语言，每一次语言质

量都有提升。在达到老师既定的语言目标以后， 同学之间可以听

录音互评（peer review）。

○ kahoot： 再来，跟一二三年级一样， 四年级的课堂教学也频繁地

使用 kahoot， 如吴老师所说， Kahoot 不打字，主要是训练快速

听懂和看懂的能力。Kahoot 的特色是其学习游戏可以由任何人创

建， 适用于教学上的非形成性评估，教师可借其监测每个学生的

学习进展，了解其优势和学习难点。

■ 我们相信群里一定有很多老师也使用 kahoot 进行课堂教学

活动。正如刚才何老师之前的介绍，在罗德岛大学，我们一

年级学生自己也会设计 kaoot 进行词汇学习， 老师们当然

比学生更熟练的使用 kahoot。我们会设计句子层面的问题。



■我们会设计问卷调查，让学生选择，然后成段表达出问卷的

结果：



■ 我们还会设计排序题，评估学生在课文篇章结构层面的理

解：

○ quizlet：还有，跟一二三年级一样， 四年级的课堂教学也频繁地

使用 quizlet。跟微信的教学设计一样，四年级的 quizlet live



更多地也在进行螺旋式上升设计，在语言的准确度、流利度、复杂

度方面逐层递增。

第一层

第二层





第三层

○ 混合式电脑辅助教学：除了以上跟一二三年级类似的课堂科技运

用，四年级这几年开始尝试混合式电脑辅助教学（Blended



learning model）。我们意识到，如果学生学生的词汇量不够大，

听力阅读的输入不够，学生高级"(advanced)和“优级”(superior)

的输出也肯定达不到标准。我们在学校的网络教学在线平台

（learning management system）Sakai，每周设置两节在线课程

（占总课程学习 40%的时间）。

○ 接 下 来 我 还 想 分 享 一 下 我 们 Flipgrid 的 运 用 。

https://info.flipgrid.com/。罗德岛大学中文领航项目的学生每

周都有 3-4 次一对一的辅导，在每次辅导结束前的 5-8 分钟，学生

会根据老师设计的话题，在线录像上传。通过这样的视频报告，学

生可以总结他们的辅导学习情况，任课老师们也可以及时得知学生

的学习状态。当然，课堂上老师也会利用 flipgrip 让学生完成语

https://info.flipgrid.com/


言任务，给同学反馈。在这点上，flipgrip 跟微信的功能类似。

独立研究报告：四年级的科技与教学，我们还有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那就是学

生的独立研究报告（Independent Research project）

○ 独立研究报告贯穿整个四年级的一学年。该报告的主要目标是为学

生去中国选修大学的专业课做准备。所以用中文来进行另一个专业

的学习。如上图所示，我们主要分了 6步：

○ 第 1步就是确定学生的另外一个专业是什么，因为每个学生的专业

都不一样所以老师不可能是一个上课的集体行动， 学生们跟我们



大学的中国研究生或者是访问学者们来进行一对一的学习， 到学

年末，学生需要写出一篇 2500 到 3500 个字的研究论文。其中研究

选题，文献综述，论文结论为必选环节，而实验研究这个部分则看

学生的水平和学科特点，不做硬性要求。

○ 今年秋我们一共有 24 位学生开始了他们的研究报告。学生们跟他

们自己一对一的辅导老师每周讨论半个小时， 然后在班上做了两

次报告， 写出了 1500 到 2000 字的文章， 到明年的 4月份他们要

做出自己的中英文的海报以及论文，我们到时候会修订成册在

2020 年 5 月份的时候发表。

四年级情况介绍到这里，最后李丹薇老师跟我想跟老师们分享几个我们上课的视

频片段和学生的功课视频。下面是课堂教学演示片段，Integrated Chinese Level

One Part Two Lesson 14 at the University of Rhode Island which was recorded

in March, 2017

第一是课堂问他环节，二是 Kahoot 活动，三是微信录音。

https://youtu.be/gBC2dPCJcls Q&A Sentence Level

https://youtu.be/lWxBDlx7e1s Kahoot- listening & reading group work

sentence level

https://youtu.be/cW2pvhVytKs Wechat-feedback-Warm up-Sentence level

1.7 科技辅助教学

李丹薇老师：

在罗德岛大学，非领航班的普通中文班也在用科技辅助教学，这是一年级第一学

期会话课的 Final Project，用学过词汇和语法写小剧本，给电影配音，电影片

段选自动画片飞屋环游记（UP）。

CHN121 Conversational Chinese：IC 第一课到第五课

CHN121 Final Project: dubbed movie group 1 cut:

https://youtu.be/nw7J1C7PkWs

下面这个是一年级第二学期会话课的 Final Project. 学生们自己选择了一首英

文歌进行改编。用的教材是《走向未来》 Chinese for Tomorrow，所学内容为：

第六课乘车，第七课旅行，第九课生病和第十课天气。

CHN122 Conversational Chinese Final Project MTV cut:

https://youtu.be/RniY-VesQAs

https://youtu.be/gBC2dPCJcls
https://youtu.be/lWxBDlx7e1s
https://youtu.be/cW2pvhVytKs
https://youtu.be/nw7J1C7PkWs
https://youtu.be/RniY-VesQAs


1.8 总结

何文潮老师：

刚才老师们分别介绍了一二三四年级的教学情况，我最后做一个小结，然后开放

讨论。在总结前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几个年级标准考试结果，看看我们的“5 C”

核心教学大纲和电脑辅助教学的效果。

先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各年级的水平能力标准，这个只是 OPI 的。这里分享的都

是 10 月在耶鲁汉字教学研讨会上跟大家分享过的材料。

暑假前为一年级结束的成绩，暑假后为二年级全浸式暑校结束后成绩。



选拔通过的标准为：OPI 高级低（2），听力阅读一个高级低（2），一个可以是

中级高（1+）。

获得“全球化专业人士“证书的标准为：OPI 3， 阅读和听力 2+ 以上

最后总结：

有效中文=“Computer Chinese”(电脑中文)+CALL (电脑辅助语言教学）+

Proficiency-oriented Teaching (水平能力教学）= 如虎添翼。这就是我们领

航项目的“5C”核心教学大纲。

“电脑中文”是教学的基础，是教学的网络，是教学的手段和方法，也是测试的

手段和方法。“电脑中文”的关键是电写替代手写，才可以在现代科技为主的“有



效中文”教学中运用电脑包括互联网、智能手机、音频和视频等科技手段和 APP

达到教学目的。

现在不触电的中文教师基本上没有了，智能手机更是带来了电写的普及，在教学

中使用电写已经成为发展趋势。连我们自己都在使用电写，也让我们的学生，我

们的教学与时俱进吧。

现阶段比较可行的方法是 “电写为主、笔写为辅”，注意科技运用，突出交际

功能。“电脑中文”代表了中文教学的未来，电脑和科技运用得当，是可以促进

综合技能发展的，可以提高教学效率，做到事半功倍。这就要求教师明确你的教

学目的，选择可以达到目的的教学方法和科技手段，设计自己的教学大纲。

谢谢大家。对不起，内容比较多，时间有点儿长，现在欢迎老师们提问。

2.提问答疑环节

2.1
Q-梁新欣 UVA:
非常感谢何老师与罗德岛大学的诸位老师的讲座，太精彩了！ 学习了好多！ 我

想知道，同学们在最后一个学期去留学时，电打减少，手写增多，他们跟得上吗？

A-何文潮-罗德岛大学:
我们在以电打为主时，也保留手写得技能，一部分是为了留学需要。

国内学校确实手写为主，因为我们平时也有手写训练，学生到中国留学，基本上

没有大问题。

A-吴瑜-罗德岛大学:
梁老师，我负责的三年级的学生，在学年结束后，都要去国外的留学项目学习 8
个星期。为了跟留学项目接轨，其实三年级我们的听写还是比较传统的，基本上

是手写。另外，大作文最后一稿也是手写。目前看来，学生去中国、台湾留学，

基本上都跟得上。

A-何文潮-罗德岛大学：

去中国参加一年顶点项目留学，跟中国学生上专业课，实习，第二个夏天参加普

大班，CIEE 班等也都没有问题。

其实学生认识的字是不少的，手写技能也没有完全失去。

2.2
Q-谢惠敏-杜兰大学：

何老师以及各位老师，感谢如此详尽地分享，真是受教了，项目做得这么严谨，

很难不成功啊！有很多问题想请教。首先，微信群的管理问题：学生会不会随时

发信息，希望老师马上回应？如果这样，老师怎么应对？

A-胡小艳-罗德岛大学：



谢老师好，我们在建群的初期就跟学生约法三章，不准乱发图、不聊跟上课无关

的话题，不说英文，等等。微信的用途就是上课用，所以下课以后跟老师联系，

老师不一定会及时回复。

学生也都能理解。

A-胡小艳-罗德岛大学：

@谢惠敏-杜兰大学 谢老师，以前确实遇到过学生不知道该什么时候给老师发微

信的情况，所以后来我在教学大纲里加了两段话，效果不错。

Note about content and timing of sending emails and Wechat messages: Send all
formal inquiries (e.g. sick leave, advising related issues, requests for letters of
recommendation, etc.) via emails. You are encouraged to use Chinese when emailing
your professors, but if the matter at hand is complex (such as seeking advisement on
plans of study or study-abroad), always include a paragraph of English to ensure the
clarity and comprehensibility of your message. When you sent professors WeChat
messages, be mindful of the time (i.e. no late-night messages unless there is an
emergency).
When will professors respond to your emails and Wechat messages? During working
hours on weekdays, we will respond to your inquiries as soon as we can. Please do
not expect to receive an instant response after the working hours or during the
weekend. Plan ahead if you know you will have questions about the upcoming tests
and homework assignments.

A-蔡江坪-罗德岛大学:
所以这也是督促学生预习的好方法

A-何文潮-罗德岛大学：

我们老师也常用微信群发通知，提醒功课，交作业等。

2.3
Q-梁宁辉-耶鲁大学:
我从罗德岛观摩回来后就开始照猫画虎，在课堂里试用微信录音、quizlet live 复

习, 深受学生欢迎！不过也有学生反映，不喜欢 quizlet live，因为有个别没准备

的学生拖了他们的后腿。不知道你们有无遇到这样的问题？怎么处理？

A-蔡江坪-罗德岛大学:
其实我跟学生聊过这个问题，学生习惯以后，知道老师上课会用 Quizlet Live, 所

以会更认真的复习，如果自己不会的话，跟别的同学同时做也会觉得不好意思。

A-胡小艳-罗德岛大学：

@梁宁辉-耶鲁大学 老师好，除了督促学生预习意外，很多时候我们的 quizlet live
不一定跟预习完全结合；而是跟着上课内容走，评估刚刚学过的内容，确保学生

都能跟得上

梁宁辉-耶鲁大学:



谢谢解答！确实有可能刺激差生奋起直追。或者比赛次数多了，大家不会那么斤

斤计较了。

A-张一平-罗德岛大学:
@梁宁辉-耶鲁大学 嗯嗯，而且我的感受是像 quizlet live这样让学生分组活动的，

学生们会互相帮助，有助于增进学生之间的感情，从而也让课堂气氛变得更好

A-李丹薇-罗德岛大学:
是的，普通班也会用微信和 Quizlet
学生们都很喜欢 Quizlet live
普通班也会布置 Quizlet上的预习作业。

梁宁辉-耶鲁大学:
@张一平 罗德岛大学 也可能我的要求太严格了，我不让他们互相看对方屏幕，

只能说，或写给对方看。

2.4
Q-刘士娟-宾州印第安那大学:
感谢! 大赞何老师领导的团队！有理念，有团队（有经费），有目标有手段， 有

思想有实践，有系统有创新。

（1）因为大部分大学没有领航项目，能不能简单再多介绍一些普通班的情况？

比如每周多少课时，课前预习和课后作业需要学生每天花多长时间?
（2）好像几位老师提到用的是 IC 课本，请问有没有也用 Chinese for Tomorrow
教材？先问这两个。

A-李丹薇-罗德岛大学：

普通班一周三课时，如果加上会话课就是四个课时，课前预习加上课后作业大概

是一个半到两个小时左右。

A-何文潮-罗德岛大学：

@刘士娟-宾州印第安那大学 刘老师，我们普通班一周三次课，另外有一个一小

时一个学分的口语课相对应，给想多学的同学选。

A-何文潮-罗德岛大学：

领航班的进度是一学期一本 IC， 普通班是半本 。

A-李丹薇-罗德岛大学：

今年的春季学期 101和秋季学期 102用的是 Chinese for Tomorrow

刘士娟-宾州印第安那大学:
@谢谢何老师，李老师答疑。我猜您们刚才介绍的很多方法也用在普通班上吧？

比如让学生课前在 QUIZLET 上预习，课堂上用微信语音打字等？

A-何文潮-罗德岛大学：



李老师说的是春天开始的一年级班。

是的，是春季开始的普通班用 Chinese for Tomorrow.

2.5
Q-潘蕾-Hotchkiss：
多谢罗德岛大学老师们的精彩分享，获益匪浅！请问老师们也让学生练习 voice
typing 吗？

A-胡小艳-罗德岛大学：

@潘蕾－Hotchkiss 潘老师好，我们也曾经用过 voice typing， 对初级班来说，发

现电脑/手机自己的深度学习太厉害了，很快就适应了学生的口音；而对高年级

来说，同音词的干扰比较大，容易造成负迁移；所以目前 voice typing 用得不是

特别多

2.6
Q-谢惠敏-杜兰大学：

@何文潮 罗德岛大学 何老师，对您前面提到的 Orientation 很感兴趣，除了您前

面提到的，一般还举行一些什么活动？

A-杨清钰-罗德岛大学:
谢老师，除了上课，还有关于中国文化的入门介绍，熟悉学校环境与设施，以及

team build 的活动

A-杨清钰-罗德岛大学:
orientation 时上课为辅，最主要的是让学生了解整个项目的情况，也会请从

Capstone回来的老生给他们做讲座，激励学生，激发他们学习中文的信心

A-何文潮-罗德岛大学：

@谢惠敏-杜兰大学 谢老师好！Orientation是给领航的新生办的，在秋季开学后。

开学后一周左右我们会有一个 Ice Cream Social，专门请 study abrod 回来的同学

介绍各个不同项目。

A-张一平-罗德岛大学:
orientation的过程中，我们的活动会帮助学生们多了解未来一起上课的同学们，

也让老师对学生们有初步的了解，是我们的 team build 的一部分。

A-何文潮-罗德岛大学：

@谢惠敏-杜兰大学 我们每个学期还会有一次 Academic Competition, 如汉字酷，

汉字辨识比赛，发音大赛，小品赛，演讲比赛等。

Q-谢惠敏-杜兰大学：

@何文潮 罗德岛大学 很有意思, ”汉字酷“ 是什么？ ：-）



A-何文潮-罗德岛大学：

@谢惠敏-杜兰大学 谢老师，我们一直在用 Chinese for Tomorrow，都是春季开始

的一年级，以便于将来少上一个学期跟秋季班开始的一年级班并轨。汉字酷都是

用汉字辨识的游戏，一共过五关，每关淘汰至最后获奖人数。

2.7
Q-谢惠敏-杜兰大学：

@杨清钰-罗德岛大学 杨老师， 您提到 “预习时， 给予句子层面的练习“ 一

般是给些什么样的练习？ 谢谢！

A-杨清钰-罗德岛大学:
谢老师，在预习的时候，会根据课文内容，在 quizlet 里给一些句子，然后在释

义部分给拼音和翻译。

也会在 quizlet 里设计一些句子的问答，这些句子通常是根据生词和语法来安排

的。

Q-谢惠敏-杜兰大学：

那课堂上，还会针对这些生词、语法进行训练吗？如果练的话， 是不是会用不

同的场景，还是重复利用 quizliet 上的场景 @杨清钰-罗德岛大学

另外， 给句子或者段落听写的时候， 怎么给分的？ 段落听写的时候， 每句停

顿给学生时间还是要求听明白一整段后给打出来 @胡小艳-罗德岛大学

A-胡小艳-罗德岛大学:
@谢惠敏-杜兰大学 谢老师，我们 4 年级上课不给学生听写，但是要确保她们做

了 quizlet的预习、上传了课文录音。

2.8
Q-储城志- UC Davis:
谢谢何老师和罗德岛各位老师的精彩分享！时间允许的话，可否具体介绍一下汉

字手写练习和要求的递进安排。那些初见不写只打的汉字（比如“谢谢”），什

么时候手写？

A-杨清钰-罗德岛大学:
褚老师好。我们在一年级的教学设计里，手写的练习只写常用并且易学的字，同

时也是根据教材来安排的。

而打字的时候则没有这样的限制。

Q-储城志- UC Davis:
@杨清钰-罗德岛大学?五个之外的新汉字，什么时候学习手写？谢谢

A-胡小艳-罗德岛大学:
@储诚志 UC Davis 储老师，我们是每天都有 5 个新汉字，每天都有这个功课，

所以基本上所有的生词都会写。



A-吴瑜-罗德岛大学:
@储诚志 UC Davis 储老师，到了三年级的手写听写，不再分常见字跟生僻字，

学生们写得还不错

Q-刘士娟-宾州印第安那大学:
普通班每周三次课，每天 5个字，那就是 15 个字了？

2.9
Q-赵冉-弗吉尼亚大学:
我看到介绍说 IC 用了前五课。只是用课本吗？workbook还用吗？另外，跟储老

师的问题类似，每课 5个手写汉字是以什么形式要学生写的？要用 IC的 character
workbook吗？

A-张一平-罗德岛大学:
赵老师您好，IC我们用课本，也用练习册。

学生可以用 character book, 也可以直接在纸上写

Q-赵冉-弗吉尼亚大学:
@张一平 罗德岛大学 谢谢张老师。那么 workbook 是手写还是机打？直接在纸

上写，要求重复次数和笔顺吗？

A-杨清钰-罗德岛大学:
workbook是用 google form完成，所以都是打字的

A-张一平-罗德岛大学:
嗯，赵老师，我们把题目放到 Google form 上，学生直接打字就可以完成了。

Q-赵冉-弗吉尼亚大学:
@杨清钰-罗德岛大学 谢谢杨老师。那么老师们要花很多时间把 workbook 上的

题目都转移到 google form上？

Q-张霓-GWU:
@张一平 罗德岛大学 GoogleForm 提交打字，那有自动错误纠正吗？

A-杨清钰-罗德岛大学:
有的。

而且学生可以即时得到反馈。

A-张一平-罗德岛大学:
嗯，老师们会把正确答案打在下边，学生提交以后就可以看到成绩和反馈

Q-赵冉-弗吉尼亚大学:
@张一平 罗德岛大学 谢谢张老师。要把 workbook 上的问题都一一打到 google
form上？然后还要打正确答案在下边。浩大的基础工程啊。



A-杨清钰-罗德岛大学:
赵老师的问题确实是我们一开始遇到的问题。老师们花了很长时间把题目放到网

上。开学前的暑假花了一些时间平移了前六课。

A-张一平-罗德岛大学:
我们一般会给学生挑一些题目做，不会全做。

A-杨清钰-罗德岛大学:
好在我们是 team teach，所以老师们可以通过团队合作，把后面的练习再慢慢放

到 google form上去。

A-张一平-罗德岛大学:
不过这些题目每年的变化不太大，所以可能第一年的任务多一些，接下来就一劳

永逸啦。

而且这也有效的帮助老师减少了改作业的时间。

赵冉-弗吉尼亚大学:
@张一平 罗德岛大学 @杨清钰-罗德岛大学 谢谢！佩服老师们的敬业精神！我

们也是挑着做，但我从来没想到可以用 google form做作业。学习了！

刘士娟-宾州印第安那大学:
@赵冉 IC Workbook 有电子版，老师们可以 COPY，PASTE题目和答案。

赵冉-弗吉尼亚大学:
@刘士娟-宾州印第安那大学 嗯嗯，是的。即使如此，搬运起来也还是挺辛苦的。

真的佩服老师们

郑惠丽-罗德岛大学:
我看到讨论把 workbook 上的作业重新转移到 google form, workbook 不是有电

子版么？我 10年前在 Emory University 教书的时候学生就是用的电子版。

A-杨清钰-罗德岛大学:
是的，IC 有 web app，也很方便，学生可以自己对答案，貌似老师那边也能看到

学生的完成情况和进度。但是学生觉得买 web app太贵了。他们买了书之后还能

卖掉，或者租书

Q-张霓-GWU:
@张一平 罗德岛大学 那就是老师还是得亲自看一下学生的打字提交，标出错

误？还是让学生自己比对？

A-杨清钰-罗德岛大学:
老师会鼓励学生多做几次 google form上的功课，同时将 google form 设置成可多

次提交的。



学生会自己比对答案，然后改正以后再重新提交

A-张一平-罗德岛大学:
@张霓-GWU 张老师，老师们会大概看一看学生的完成情况，但是鼓励学生自己

改错误。

Q-赵冉-弗吉尼亚大学:
还有那个“监控”学生有没有 copy paste的视频，你们就是吓唬一下学生，还是

真的会去看视频监控啊？那个工作量也是惊人的呀。

A-杨清钰-罗德岛大学:
哈哈，赵老师，我们会抽查。

不会每天都看。

A-张一平-罗德岛大学:
@赵冉 弗吉尼亚大学 赵老师您好，我们是不定期检查一下，一般来说，学生们

还是都挺自觉的。

A-李丹薇-罗德岛大学:
刚开始学习的时候会带着学生写一些基础汉字，但是后面基本上就以打字为主。

2.10
Q-刘士娟-宾州印第安那大学:
@何老师和李老师 您们说今年的春季学期开始的中文班用的是 Chinese for
Tomorrow。请问是普通班吗？您们刚开始用？以前没有在班上用过？我好像记

得几年前就看过何老师的这本教材，觉得很有特色，特别是关于打字和形近字同

音词的辨析练习。

A-李丹薇-罗德岛大学:
@刘士娟-宾州印第安那大学 对，刘老师，是普通班在用这本教材，不是第一次

用，以前就一直用了。

@刘士娟-宾州印第安那大学 ，Chinese for Tomorrow 这本教材有很多打字和汉

字辨析的练习，我们会布置相应的打字功课。课上课下的练习也都是打字。

@刘士娟-宾州印第安那大学 普通班（Chinese for Tomorrow）基本上都是打字练

习，手写汉字 optional。

2.11
Q-Yan Xie:
谢谢何老师及其团队的精彩分享。

Quizlet 你们把拼音和汉字搁一块儿，还是和英文意义搁一块儿？哪个效果好？

另外，在 Quizlet 上做翻译，学生把中文句子拷贝到 Google translator 上，然后

再把答案拷贝过来，这种情况你们怎么避免？谢谢！

A-胡小艳-罗德岛大学:



Xie 老师好，我们要看教学计划，有的时候 quizlet 只有拼音、汉字，有的时候只

有英文和汉字，有的时候是句子挖空，给出 chunks。
所以不完全一样。

A-蔡江坪-罗德岛大学:

谢老师，这是我们 quizlet 翻译的一个截图，是胡老师说的一种方式

A-吴瑜-罗德岛大学:
谢老师，Quizlet 可以录真人发音，一般来说，如果只是做词表，一边放中文，

一般放英文翻译就可以了。

2.12
Q-信乔乔-CIEE GI Shanghai:
杨老师，您好！您刚才讲到在一年级的教学中，学生进行口头表达的时候，可以

让学生录他们的对话练习，这是在课堂上进行的还是课后作业呢？可否举一个具

体的例子。谢谢@杨清钰-罗德岛大学?

A-杨清钰-罗德岛大学:
信老师您好，给我几分钟，我试试把学生微信群里说的话发上来

A-杨清钰-罗德岛大学:
这是学生做的一个成段表达，要求学生说一说他们的学校生活我试着用另一个手

机录了一小部分。（一段学生音频）

录音不能每个都听，学生在录音的时候老师会在课堂上巡视（偷听），如果听到

某一些学生的说的有些问题，或者有的学生说得特别好，就会挑出来让大家一起

听一下。一方面可以鼓励说得好的学生，也可以纠错。

还有一些鼓励学生成段输出的练习，课堂上没有时间都给反馈，但是这一教学目

标有比较重要，我们就会放在辅导里。请辅导老师跟学生一起听一下。如果学生

找不到课上的辅导了，就再跟辅导老师说一次。

2.13
Q-刘芳-Oberlin College：
@吴瑜-罗得岛大学?课堂操练大家一起用微信回答，出现在回答里的问题是当时



就改还有另行处理？如果当时就改，那如果问题不少是不是会影响课堂进度？

Q-高瑛-弗吉尼亚大学:
谢谢老师们的精彩分享！想请教一下杨老师@杨清钰-罗德岛大学?，学生们用微

信复述或者打字完成任务后，老师会通过什么方式来改错、反馈呢？我们这学期

也用了微信，感觉改错、反馈的实施难度挺大的。希望能有机会学习老师们的好

方法，谢谢！

A-吴瑜-罗德岛大学：

刘老师好！因为学生打字速度不同，所以每个人在打完句子以后，我会当场纠错。

全部写完后，会挑两个好的一起看。@刘芳-Oberlin College

A-胡小艳-罗德岛大学:
@刘芳-Oberlin College 刘老师好，除了吴瑜@吴瑜-罗得岛大学 老师介绍的当场

纠错，另外，我们在给学生布置打字任务的时候会小心设置，确保大部分学生的

大部分内容是正确的。

A-张一平-罗德岛大学:
学生说完以后，老师们会当场纠错，打字的老师们会在课上提醒一下学生，录音

的可能当场听一下。

A-吴瑜-罗德岛大学：

还有因为我们是团队教学，微信打字或录音也给第二天上课的老师一个机会，看

看学生前一天上课的表现如何，出错较多的语言点，第二天会换语境再练。我不

认为学生能马上就掌握新学的语法，另外有些错误是以前就攒下来的错误，所以

看到 patterned error后我会课后再单独跟学生说。@刘芳-Oberlin College

Q-刘芳-Oberlin College：
@吴瑜-罗得岛大学?@胡小艳-罗德岛大学?这些句子是对某一或某一些用法的课

堂操练吗？

A-吴瑜-罗德岛大学：

对，刘老师，是针对刚学的一个语法，学生的练习

A-胡小艳-罗德岛大学:
对的，刘老师 @刘芳-Oberlin College ，当然也有更多的是某一具体教学任务

2.14
Q-赵冉-弗吉尼亚大学:
那么预习功课，我想都是给 completion grade吧？我们也很重视预习，有给分数

的预习作业，但因为是预习，所以评分上非常松，但也因此导致有的学生不够认

真。老师们是怎么把握的？

A-李丹薇-罗德岛大学:
@赵冉 弗吉尼亚大学 赵老师好，一般预习功课都是给 completion grade，但是



我们还有小考，就是检查他们的预习情况。

A-蔡江坪-罗德岛大学:
Quizlet 里也有一项 Test，会直接有 Test的成绩，老师们也可以参考学生的 Test 成

绩检查学生的预习效果

A-张一平-罗德岛大学:
嗯，而且初中年级的学生一般会出错的地方都差不多

2.15
Q-刘士娟-宾州印第安那大学:
@李老师，您说（Chinese for Tomorrow）基本上都是打字练习，手写汉字 optional。
那每天要手写 5 个字是给领航班的要求？普通班一直不要求手写吗？考试时候

呢？

A-李丹薇-罗德岛大学:
@刘士娟-宾州印第安那大学 刘老师好，是的，抄写五个汉字是领航班的要求

普通班考试的时候都打字，如果写汉字，写对了可以加分@刘士娟-宾州印第安

那大学。

A-张一平-罗德岛大学:
我们要求学生每个汉字写 5遍，但是每次检查做的时候，都会看到有学生会自愿

写十几遍。

A-李丹薇-罗德岛大学:
普通班也有学生坚持写汉字的，不过是少数，因为普通班的课时比较少，打字更

快，也可以提高学生的积极性。

刘士娟-宾州印第安那大学:
@李丹薇 URI 是。我们只有普通班，因学生学习目标和期望值不同，我们对手

写也无硬性要求，有好学生会主动记住所有汉字，大部分学生是看多了打多了考

试时能手写一些。

2.16
Q-刘芳-Oberlin College：
我忘了是看了那位老师的课堂录像了，在这先谢谢！我想问，在练习一个句型时，

用大家一起录回答的目的是什么？为什么不能当场一个一个回答？

A-梁宁辉-耶鲁大学:
@刘芳-Oberlin College 节约时间

A-张一平-罗德岛大学:
是的，一个一个回答每个学生平摊下来练习的时间就少啦



Q-刘芳-Oberlin College：
但就我看到的那个视频，好像不一定有一个一个操练快！而且学生不能听到彼此

的答案！@梁宁辉-耶鲁大学?

A-杨清钰-罗德岛大学:
刘老师，学生的确不能听到所有人的答案，但是可以听老师挑出来的一些比较有

代表性的回答。

A-张一平-罗德岛大学:
那个大概是一个 demo，所以学生比较少，如果一个班有很多学生用微信的好处

就更突显啦

A-杨清钰-罗德岛大学:
但是最重要的是，每个同学都开口说话了

A-梁宁辉-耶鲁大学:
@刘芳-Oberlin College 班大的时候，没有办法一个个操练。用微信录音比两两私

下对练的另一个好处是学生会认真对待，不能蒙混过关。另外学生可以清楚听到

自己的发音，便于以后纠正

刘芳-Oberlin College：
这样做好像课堂不太容易控制。

A-胡小艳-罗德岛大学:
刘老师好 @刘芳-Oberlin College 我们在上课的时候也不是一直都用微信，当然

也有当场一个一个回答的， 目的是为了讨论、纠错等等；不过如果一个班超过

12人，用微信可以确保每个学生都开口。

刘芳-Oberlin College：
明白了，所以是搭配着来！

A-胡小艳-罗德岛大学:
我们发现与其禁止学生拿出手机，还不如让他们一直用手机完成任务，学生就没

有时间玩手机了

A-张一平-罗德岛大学:
嗯嗯，用微信辅助教学，

Q-刘芳-Oberlin College：
@胡小艳-罗德岛大学?那你们是不是之后还会一个一个听，然后纠错？

刘芳-Oberlin College：
齐唱可以保证学生都开口。



A-张一平-罗德岛大学:
课上不会一个一个的听，听 1、2 个，集体纠错、鼓励

A-吴瑜-罗德岛大学：

是的，刘老师，不是所有的问题都只用微信回答，独唱、齐唱、微信回答搭配着

来 三年级的教学中，一个重要的目标是成段表达，我常给学生课文架构和重点

生词，让学生概述。这种情况下，如果每个学生都说一分钟，课堂时间不够，所

以学生可以课上说，选一个听，同时纠错。课后我会再听一次，有典型错误的下

节课说，或直接单独给学生反馈。@刘芳-Oberlin College

A-胡小艳-罗德岛大学:
刘老师好 @刘芳-Oberlin College， 我们一般会一个一个听，至于纠错，如刚才

的介绍，我们的教学理念是“螺旋式上升”， 第一次录音跟第三次录音比较，

第一次的错误率会比较高，但是学生到第三次应该大部分都能自我纠正了，所以

只会就“必须得纠”的。

刘芳-Oberlin College：
还没来得及谢罗德岛大学的老师，我也要做一些尝试了！希望大家一起努力把中

文变得容易学！

A-何文潮-罗德岛大学：

@刘芳-Oberlin College 刘芳老师好！其实我们的课更多的是不同的活动，老师学

生，一对一，一对全班。小组活动等，应为今天主要谈 Technology 所以看到微信

多，我们一节微信大概会用 1-3次。可以即时听反馈，也可以课后老师听，同学

也可以听到，所以学生录微信是很认真。

A-梁宁辉-耶鲁大学:
@刘芳-Oberlin College 不但易学，而且好玩。去罗德岛观摩的一个感觉就是学生

们是在“玩中文”，笑声不断，一节课学生们手机不离手，个个手机都连着充电

宝。

Q-刘芳-Oberlin College：
@何文潮 罗德岛大学?一节课微信会用 1-3次，是吗？

A-何文潮-罗德岛大学：

对，有的课用一次，有的多点。

手机还用于 Kahoot， Quizlet Live 等游戏。

刘芳-Oberlin College：
@何文潮 罗德岛大学我下学期的三年级要多使用科技，到时向各位学习！@胡

小艳-罗德岛大学@吴瑜-罗得岛大学@张一平 罗德岛大学@杨清钰-罗德岛大学

2.17
Q-赵冉-弗吉尼亚大学:



@李丹薇 URI 谢谢李老师。我们也有小考。但是预习差的，小考也差，然后上

课的学习效果也差，也就是说这些“差”的学生进入了恶性循环，不久后就会掉

队。预习这个关键步骤把关不严的话，老师很难用其它方法把这些学生拽上来。

早期请来谈话帮助改进学习方法有些成效，但有些情况老师们也感觉无力。请问

老师们有什么策略帮助那些最需要帮助的学生？老师们有感觉或者有数据表明

“科技教学”能够格外地帮助这部分学生，减少学生间的个体差异吗？如果是的

话，这应该是科技教学的一项非常重要的价值。那些好学生怎么都会好的。

A-杨清钰-罗德岛大学:
我们现在在课堂上也会大量使用 quizlet live。因为 quizlet live 可以迫使学生在短

时间记住很多东西。而且团队的 peer pressure让那些不预习的同学也觉得不好意

思。

这也是学生给我们的反馈

A-杨清钰-罗德岛大学:
赵老师，非常感谢您的问题，您问的也都是我们曾经或者现在有的问题

A-张一平-罗德岛大学:
@赵冉 弗吉尼亚大学 这些科技给学生提供了一个学习中文的新世界，我们将传

统教学和科技教学相结合，为学生呈现不同的方式， 这样也会满足学生有不同

的 learning style。

A-李丹薇-罗德岛大学:
@赵冉 弗吉尼亚大学 赵老师，您的问题特别好，这的确也是让我们头疼的问

题。我觉得对这些“差”生来说，找到一些成就感很重要。我们在做小考前，会

组织学生用 Quizlet live 先一起热一下身，这是一个团队合作又有竞争的活动，

有的学生差，但是可能他们组其他的学生很强，所以他们组赢了。我想这样的成

就感也许可以让“差”生有一些改变，另外就是组队，我觉得有时候学生之间的

影响比老师的影响要大。

A-胡小艳-罗德岛大学:
赵老师好， @赵冉 弗吉尼亚大学 当我们发现高年级的听写“变成了一种惩罚”

的时候，就停止听写了，所以这就是我们后来开始让学生做 quizlet，感觉比较“落

后”的学生完成度也比较高

A-杨清钰-罗德岛大学:
其实不管老师用了多少方法，最关键的还是学生自己愿意花时间去做去学。老师

们只能尽可能多的提供方法，让学生更高效的去学习。我自己用科技教了几年一

年级以后，发现科技的好处是可以让肯学，愿意学的学生，更快的走起来，跑起

来。

A-张一平-罗德岛大学:
我们每学期开学都会请老生给学生做一个小讲座，谈谈学习中文的心得和方法，

提一些建议，这个也对刚开始学习中文的学生有帮助



赵冉-弗吉尼亚大学:
@杨清钰-罗德岛大学 @张一平 罗德岛大学 @胡小艳-罗德岛大学 @李丹薇

URI 谢谢老师们的解答！我也是这样感觉的，科技手段的确能让学得比较吃力的

学生“完成度“高一些：）也非常同意更加能够让动机强的好学生跑起来！谢谢

老师们如此详细地分享你们的成功经验

刘士娟-宾州印第安那大学:
@杨清钰-罗德岛大学 “其实不管老师用了多少方法，最关键的还是学生自己愿

意花时间去做去学。老师们只能尽可能多的提供方法，让学生更高效的去学习。”

完全同意。在美国大环境对中文教学不利的情况下，除了方法外，老师们还得动

脑筋想怎么能让学生来学中文，愿意学，肯花时间学。

A-吴瑜-罗德岛大学：

的确，如何让学生从一年级到四年级都保持学习的热情，的确需要我们动脑筋。

2.18
Q-谢惠敏-杜兰大学：

@胡小艳-罗德岛大学 胡老师，您提到“同一个任务可能录制三次语言，”每

一次录完，老师都给反馈吗？ 另外， 您 quilet 螺旋式上升的设计， 给了我很

大的启发， 不过， 您设计背后的思路能分享一下吗？

A-胡小艳-罗德岛大学:
谢老师好 @谢惠敏-杜兰大学 我们的主要理念是 ZPD， scaffolding， modelling。
不一定每一次学生录完音都给单独反馈，或者纠错，但是一定会给教师示范.

2.19
Q-赵冉-弗吉尼亚大学:
谢谢老师们的精彩分享！学习了很多！我们也在使用微信，但是这个学期有几个

学生一两天之后就怎么都进不去了，尝试了各种办法都无法解决。老师们遇到过

这种情况吗？怎么解决的？

A-刘士娟-宾州印第安那大学:
@赵冉 弗吉尼亚大学 您好像提到有学生微信上不去的问题。这学期我也几个

学生出现类似问题。原因好像是像罗德岛大学的一个老师也提到的，大概是在同

一教室注册的原因。要朋友认证才可 （并且一个人还不能帮几个人认证，我帮

几个学生认证后，就失去帮着认证的资格了。 ）

A-张一平-罗德岛大学:
嗯，可以试试让学生用自己的网络注册一下

A-杨清钰-罗德岛大学:
是的，这个问题之前在高年级跨学科的微信群里也有好几位老师提到。据说解决

办法是让学生用自己的手机网络注册，别用 wifi。



梁宁辉-耶鲁大学：

哇，转眼讲座已近三个小时了，实在是太精彩了，让我们都忘了时间。再次感

谢罗得岛几位老师详细而无私的分享！也感谢老师们的积极参与！时间不早了，

也许我们该让几位主讲老师休息了。有问题大家可以发在群里，等何老师他们

有空时再来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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