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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概况 
 

由陈彤-MIT 老师主持的美国中低年级中文教学群第二次讨论会于 2019 年 

12 月 7 日晚 8 点至 10 点圆满完成。 

     本次会议主题为如何上好初级中文的第一堂课。会议就以下八个问题展开

了热烈讨论。 
 

1）教学大纲所应包含的内容，为什么？ 

2）是否需要做到能叫出每个学生的名字？为什么？ 

3）怎样安排教室的桌椅？为什么？ 

4）老师的衣着应注意什么？为什么？ 

5）老师所用语言和肢体动作需要注意什么？为什么？ 

6）是否需要给学生立下上中文课的规矩？为什么？ 

7）第一节课所应包含的内容及时间安排？为什么？ 

8）如何消除学生的中文难学的恐惧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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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重点议题之深入探讨 

2.1 教学大纲 

Q：教学大纲所应包含的内容，为什么？ 

讨论中，老师们认为教学大纲中一般应包含但不限于教学目标、课表安排、教材信息、上

课要求、考试及成绩评定细则、课后作业布置、学校政策、考勤制度等等。 
 

陈彤 MIT: 老师们晚上/早上好！我们现在进行第一个问题的讨论：（主要以非华裔初级班为主）

syllabus应包含什么内容？为什么？ 

梁宁辉-耶鲁大学: 首先应该是教学目标吧，学生学完一年后可能达到的中文水平，这样学生学起

来也有动力吧 

陈彤 MIT: 是否需要注明学习一年后大概能认识的汉字数量和口语水平等？ 

刘芳-Oberlin College: 我的还包括对学生的要求、成绩评定方式、每周安排、细到每日安排、

课后作业、考试时间。 

梁宁辉-耶鲁大学: 我们学校还要求把使用的课本信息包括价格都要列上 

刘芳-Oberlin College: 我们的目标是根据 ACTFL的标准写的，但也有自己的具体目标。 

陈彤 MIT: 对学习成绩的评定是否应该越细越好？比如，出勤、课前准备、课堂参与、小考、作业

等各项的评分标准。 

刘芳-Oberlin College: 对也有本课的这门课的各种信息。 

刘芳-Oberlin College: 对于成绩，我们是很细的。 

李戎真-耶鲁: 上课形式是否也该放上？ 

冯莹-PSU: 我的大学还要求把一些学校政策列上，比如作弊怎么处理，有特教育的需求怎么办； 

梁宁辉-耶鲁大学: 还有考勤制度 

刘芳-Oberlin College: 考勤大家是怎么规定的？ 

陈彤 MIT: 需要不需要在 syllabus里给学生定下上中文课的规矩/礼貌？ 

李戎真-耶鲁: 还有 letter grade 的 grading scale 

陈彤 MIT: 冯莹老师说的很重要，应该把学校有关处理考试作弊等的规定也写在 syllabus上 

梁宁辉-耶鲁大学: “需要不需要在 syllabus里给学生定下上中文课的规矩/礼貌？”这个值得探

讨，我们现在没有，但我看到学过日语的学生都是双手交作业的 

李戎真-耶鲁: @陈彤 MIT?陈老师，我个人觉得先别给。先“引诱”学生上了“中文”这艘船再说。

担心瞎跑那些来逛课的学生 

梁宁辉-耶鲁大学: 在罗德岛观摩教学时，看学生们课前是全体起立的 

陈彤 MIT: 规矩主要是跟中国文化相关的，比如，老师说“我们上课吧”，学生得说“老师好”，

给老师功课得用双手等。 

冯莹-PSU: 我也觉得陈彤老师提到的这点很重要，我自己并没有把“课堂规定”放在 syllabus,

不过第一节课上一定会说规定和礼貌的，一般是双手交作业，上课打招呼，下课说谢谢老师，明

天见等等；然后每节课都贯彻一下； 

冯莹-PSU: 我还会在 syllabu 上列出一些学习中文的资源，比如网络字典，学习软件，还有学校 

langauge center 的 free tutor 的信息 

李戎真-耶鲁: 课堂上讲比写在纸面上好些 

陈彤 MIT: 如果使用 canvas，学生每天都可以知道自己的成绩，如果不使用 canvas，是不是应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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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sullabus上注明多长时间他们会得到一份那个特定阶段的成绩？这样学生可以知道自己在哪方

面还需要进步。 

刘芳-Oberlin College: 我们现在还没有把规矩放在课表里，我觉得如何交作业倒不是那么重要，

我最受不了的是学生给我写邮件不加称呼。以后我得把这个加在课表里。 

王彦琳-Texas Tech University: 我们的大纲里还有关于电子产品的课堂使用要求、格额外加分

要求、以及学校和系里的中文资源、已经性别歧视的政策。 

刘芳-Oberlin College: @冯莹-PSU?我也会把网上有用的网站提供给学生，但没有提到免费辅导

的信息。这个很好。 

冯莹-PSU: @刘芳-Oberlin College 确实如此，我也以后把如何称呼放在课表里 

陈彤 MIT: 刘芳老师说的也包括在 syllabus里，应该写上给老师写电邮时，应该先称呼老师，只

口头说，学生是不是听过之后仍我行我素？ 

王彦琳-Texas Tech University: 我们也必须包含 15 周的课程安排。 

刘芳-Oberlin College: 对，要求什么时候都得称呼老师，课表里写，介绍课表的时候也强调！ 

陈彤 MIT: 对，得附上一个学期的日历，让学生一目了然每天做什么。 

李戎真-耶鲁: 那些本来犹豫要不要来第一节中文课看看，会先看一下 Syllabus 了解。我想如果

他们看到太多“规矩”，会是什么感想？我觉得这些信息应该分一个板块给那些铁定要上中文课

的学生看，而不是 syllabus 上 

刘芳-Oberlin College: 我的一个学期每天学什么做什么都有！ 

 

2.2 课前准备 

Q：是否需要做到能叫出每个学生的名字？为什么？ 

 

刘芳-Oberlin College: 第一天肯定叫不出来！ 

梁宁辉-耶鲁大学: 第一天上课，我觉得没必要吧 

梁宁辉-耶鲁大学: 有些学生名单上根本就没有 

王彦琳-Texas Tech University: 我们提前做名片、中英文拼音、发给每个学生、放在桌子上。

学生会觉得很新鲜 

梁宁辉-耶鲁大学: 中文名字是你们事先起好的？ 

刘芳-Oberlin College: @王彦琳-Texas Tech University?这个我们大概第二个星期会给，那时

候学生基本固定了！ 

王彦琳-Texas Tech University: 对、梁老师  

陈彤 MIT: 我觉得如果第一堂课以前，老师能把手里有的学生名字和照片对上，老师一见面就能叫

出学生的名字，学生是不是会感到自己被尊重，有种亲近感？ 

王彦琳-Texas Tech University: 来旁听的学生会被吸引住、别人有他没有、第二天老师就会把

新来学生名片做好发给他。希望创造一个 community 的氛围 

梁宁辉-耶鲁大学: 我们也是第二个星期给，有时给学生名字，也要看过本人才能给的更贴切些。

另外也会结合学生意愿，了解他们想要什么意思的名字 

王彦琳-Texas Tech University: @陈彤 MIT?陈老师、我很同意的说的、学生会觉得亲切、也能感

觉课堂管理的严谨 

冯莹-PSU: 我同意陈彤老师说的，要是能把名字和照片对上，确实学生会觉得很厉害；只可惜，

我有时候会脸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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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彦琳-Texas Tech University: @梁宁辉-耶鲁大学?我们第一天也会问学生喜欢不喜欢老师取的

名字、自己有没有中文名 会尊重学生的选择和喜好 

梁宁辉-耶鲁大学: 是的，第一天就使用中文名字，确实很棒！ 

陈彤 MIT: 同意 Jenny老师的做法，第一堂课学生基本没有中文名字，如果老师提前按照学生注册

名单的英文名字，给每个学生起个中文名字，学生是不是会觉得很新鲜，是不是会激发他们学生

中文的好奇心？第二堂课学生就会把中文名卡放在桌子上，学生可以互相熟悉彼此的中文名字，

有个中文 community的感觉。 

刘芳-Oberlin College: 我第一天真记不住学生的名字，还有咱发不准人家名字咋整？谁让他们

自己介绍！ 

梁宁辉-耶鲁大学: @冯莹-PSU?有卡片帮助，不怕脸盲 

陈彤 MIT: 按照他们的英文发音往中文上靠 

冯莹-PSU: @梁宁辉-耶鲁大学 梁老师，我大概是脸盲重度，已经闹了好几个笑话，不过我还是很

努力争取在一个星期以内记住所有学生名字 

王彦琳-Texas Tech University: @刘芳-Oberlin College?刘老师、我们其实一开始也记不住、

也脸盲、卡片的好处也是促使老师尽快记住。 

梁宁辉-耶鲁大学: 不管怎样，记中文比记英文容易  

王彦琳-Texas Tech University: 也能促使。抱歉打错字了  

陈彤 MIT: 我第一个星期时，基本是把他们的中文名字写在打印出来的照片上，防止认错人。 

王彦琳-Texas Tech University: 这是好办法 

王彦琳-Texas Tech University: 不过、认错人、笑一笑、师生距离也拉近了。  

陈彤 MIT: 也可以开个玩笑，活跃一下课堂紧张的气氛。 

 

 

2.3 课桌安排 

Q：怎样安排教室的桌椅？为什么？ 

 

梁宁辉-耶鲁大学: 半圆形，大家都互相看得见 

陈彤 MIT: 对，人数不多可以，如果班级过大，这样的形式可能就有问题了。怎么办？ 

陈彤 MIT: 半圆形座位方便学生互动 

梁宁辉-耶鲁大学: 只好半圆坐两排了 

梁宁辉-耶鲁大学: 不过我有时也分到一张大课桌学生围着坐的教室 

李戎真-耶鲁: 人多的时候，除了排排坐，两排半圆坐，还能怎么样啊？ 

陈彤 MIT: 也得看上课的教室桌椅情况，有的教室的桌椅是固定的。如果围着大课桌坐就不存在半

圆形排座位问题了。 

陈彤 MIT: 班级过大，不太容易。 

陈彤 MIT: 还得看教室的形状和大小来决定。所以，老师在上第一堂课以前，得 1）熟悉学生；2）

熟悉教室，3）熟悉教材。 

梁宁辉-耶鲁大学: 是的，我们一般开学前，都去教室看看，试试设备电脑什么的 

陈彤 MIT: 做到心中有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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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教师着装 

Q：老师的衣着应注意什么？为什么？ 

 

梁宁辉-耶鲁大学: 衣着得体就好吧，大家第一天会穿中式服装吗？ 

陈彤 MIT: 老师给学生的第一印象很重要，穿着光鲜亮丽，还是干净、利落、大方得体？ 

李戎真-耶鲁: 第一天要拿出压箱底的衣服，做到漂亮、得体、幽默、有亲和力。 

陈彤 MIT: 我肯定不会穿中式服装，因为我也没有，但是做到大方得体最重要，正像李戎真老师所

说，给学生一种亲和力的感觉。 

梁宁辉-耶鲁大学: 各有利弊吧，穿着光鲜亮丽，会夺人眼球，印象深刻；大方得体，虽然给人印

象不深，但肯定不会错 

刘芳-Oberlin College: 我从来没有为第一节课专门着装 

刘芳-Oberlin College: 这不应该是问题吧？相信不会有人穿短裤，超短裙去上课的 

梁宁辉-耶鲁大学: 穿牛仔裤可以吗？ 

胡海波—圣母大学: business casual 最好 

汪杉 DePaul University: 符合自己个性的得体服装就好吧。个人觉得第一节课，别太 casual 或

呆板就好 

李戎真-耶鲁: 不一定是衣服，就是得注意一下打扮，稍微倒饬一下，别太随便，显得不重视第一

节课 

陈彤 MIT: 过于光鲜亮丽是否会给人一种浮夸的感觉？作为一名老师，我们是否可以穿比较时髦的

服装去上课？个人觉得牛仔裤也分几种，普通的还是可以的吧？ 

胡海波—圣母大学: 太靓丽的颜色不好吧，有失稳重？ 

陈彤 MIT: 还是大方得体，稍事打扮即可。 

李戎真-耶鲁: 我觉得差不多就是你去开会作报告的穿着吧！没人会穿光鲜亮丽的 party装去作报

告吧？ 

李慧敏-塔夫茨大学: 我会尽力让自己看起来既专业又有个性。 

胡海波—圣母大学: @李戎真-耶鲁: 同意，第一节课应该稍微正式一点，以后熟了可以随便一点

儿 

陈彤 MIT: 是否就是别太 casual，也别 party装扮就好！ 

李慧敏-塔夫茨大学: 我的学生一般 18-20岁，如果穿得太正式、古板，不容易有亲切感。 

胡海波—圣母大学: 大家觉得，男老师需要像别的课的教师一样，西服领带吗？ 

陈彤 MIT: 有的大学教授每天西服革履，有的大学教授穿着非常随便。 

胡海波—圣母大学: @李慧敏-塔夫茨大学您是如何凸现个性的呢？ 

李慧敏-塔夫茨大学: 其实学生也会注意我们的衣着的，记得有一次上课，学生说“老师你的毛衣

很酷！”我挺高兴的。哈哈 

胡海波—圣母大学: 大家有没有跟学生交流过，他们怎么看老师的着装呢？ 

胡海波—圣母大学: 我是指，正式 VS随意？ 

陈彤 MIT: 还真没跟学生就此一问题交流过，不过女老师的选择多一些。 

梁宁辉-耶鲁大学: 还真没有，但有时穿得特别点，学生会给个赞 

汪杉 DePaul University: 男老师 business casual应该比较好吧，西装领带有时会让有些学生

觉得亚洲人太正规（stereotype),我本人听到过这样的说法 

胡海波—圣母大学: @汪杉 DePaul University可是，据我的观察，西服领带，甚至马甲三件套齐



8 

 

全的，往往是美国教授啊 

刘芳-Oberlin College: 还要看学校吧？据说 Dartmouth的老师都西装领带，我们学校，每一个

老师西装领带！ 

李慧敏-塔夫茨大学: @胡海波—圣母大学 可能要看自己的个人喜欢和品位了。服装的颜色和款式

应该尽量自己的性格匹配吧。 

胡海波—圣母大学: @李慧敏-塔夫茨大学?这下完了，我常常被爱人批评没品位 

陈彤 MIT: 我春秋基本是熨得比较平整的衬衫，冬天外加一件羊毛衫或开司米坎肩。 

胡海波—圣母大学: @陈彤 MIT我跟您一样 

胡海波—圣母大学: 外加一件 sports coat 

李戎真-耶鲁: @陈彤 MIT陈老师“熨得平整”是关键 

李慧敏-塔夫茨大学: @胡海波—圣母大学 挺好的啊！ 

冯莹-PSU: 男老师们着装上的选择的余地似乎不是很大。 

陈彤 MIT: Dartmouth也不是每个老师都是西装革履吧？ 

胡海波—圣母大学: 夏天暑期班，我甚至常常 polo shirt 加短裤，学生也接受 

陈彤 MIT: 每天熨整正费时费力 

胡海波—圣母大学: 面熨衬衫 

陈彤 MIT: polo shiort没问题，短裤在别的地方可能就会有点儿问题了。 

 

 

2.5 教师语言 

Q：老师所用语言和肢体动作需要注意什么？为什么？ 

 

胡海波—圣母大学: 别过于夸张，别有习惯动作，否则起码小品表演一定会有学生模仿 

梁宁辉-耶鲁大学: 我受不了很多老师上课习惯用中指 

陈彤 MIT: 我觉得老师的语言和肢体动作应该风趣幽默，选择适合自己风格的方式来展现自己。像

我已过“明星脸”的年龄，也至少应该让学生看到我精神焕发的一面 

胡海波—圣母大学: @梁宁辉-耶鲁大学?在美国，不会不知道中指的含义吧 

李戎真-耶鲁: 这个自己注意不到自己的问题啊？ 

陈彤 MIT: @胡海波—圣母大学?在明德暑期学校中国之夜，年年有学生模仿我上课，只要是搞笑，

演小品！ 

李戎真-耶鲁: 以后跟学生熟悉了，也许容易出差错，第一节课应该没问题吧？ 

胡海波—圣母大学: @陈彤 MIT?那是出于对您的爱戴吧 

陈彤 MIT: 老师可以适度地开玩笑，但注意用词，把握一个度，否则会有大麻烦。 

冯莹-PSU: @陈彤 MIT?是的，模仿陈老师的小品剧至今我还记忆犹新 

陈彤 MIT: 老师们可以到 youtube上去搜一下 

梁宁辉-耶鲁大学: 给个链接吧？想看。 

李慧敏-塔夫茨大学: 谈吐举止要让学生觉得你是个有自信的老师，尤其像我这样的年轻老师。 

梁宁辉-耶鲁大学: 怎么搜？模仿陈老师的小品？ 

李慧敏-塔夫茨大学: 我也想看。 

陈彤 MIT: 我回头找找看 

陈彤 MIT: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EmgrWiXI2Y&t=10s 去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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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海波—圣母大学: 主持人发音真不错 

胡海波—圣母大学: 声调 

汪杉 DePaul University: 第一堂课，个人觉得语言、动作都别太夸张也别呆板，在还不了解学

生的情况下，中性随和应该比较容易给较多类型的学生带去安全感。熟了以后，怎样都好了。 

梁宁辉-耶鲁大学: 同意！ 

陈彤 MIT: 今年一年级的说唱小品特棒，编排的学生选择在耶鲁学习。 

 

2.6 课堂要求 

Q：是否需要给学生立下上中文课的规矩？为什么？ 

 

梁宁辉-耶鲁大学: 这个我觉得没必要第一天就说吧？吓跑一半人 

刘芳-Oberlin College: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必须有。我们在 Syllabus 里就规定上课不许玩手机。 

梁宁辉-耶鲁大学: 对，syllabus 上一定要写清楚，但第一天上课我不会强调 

胡海波—圣母大学: 不许吃东西，特别是口香糖 

陈彤 MIT: 我觉得规矩得定，但得看怎么说，比如说迟到问题，可以告诉学生，以后迟到多长时间

的话，你们得唱个中文歌。学生听了哈哈一笑，活跃了第一天几张的气氛，学生也记住了。有的

学生可能会说不会唱中文歌，好，那就教一句“祝你生日快乐“。好学好唱，每天都过生日。 

李慧敏-塔夫茨大学: 对，第一节课会立一下最基本的规矩，比如上课手机、电脑都不可以用。在

以后上课过程中发现个别学生有什么不当的行为，可以私下跟他说。 

胡海波—圣母大学: @刘芳-Oberlin College?但有时他们会用手机查词，您如何处理呢？ 

陈彤 MIT: 我会告诉学生 1）进教室前把手机放进书包里；2）上课不许吃喝，特殊情况除外；3）

不能把脚放在前边的椅子上，等。 

李慧敏-塔夫茨大学: @胡海波—圣母大学 让他问老师 

陈彤 MIT: 不能用手机查字典的原因之一是，老师认为他们来上课以前理所当然要预习好了，否则

老师就认为她/他没准备好，当天课堂成绩就会受到影响。 

胡海波—圣母大学: 所以，大家都是严禁课堂使用手机电脑吗？ 

刘芳-Oberlin College: @胡海波—圣母大学?一年级基本上不会出现查词的情况。这个星期一年

级有一个非零起点的学生又在玩手机，我一边练习一边过去把他的手机走放到我的桌子上，然后

就此练习把字句。 

刘芳-Oberlin College: @胡海波—圣母大学?三年级有时会有学生说查词，我会告诉他，如果你

有不认识的词，那你问我。 

胡海波—圣母大学: 我是发现有人玩手机或者永手机发短信什么的，就让他/她回答问题 

陈彤 MIT: 至少在我的班上，立下规矩后，基本没有学生上课时用手机。 

陈彤 MIT: 让他们进教室前统统放在书包里。 

刘芳-Oberlin College: 我们也是，练“不能”的时候，学生都会回答上课不能玩手机。 

陈彤 MIT: 定规矩一定要注意用学生能接受的方法 

陈彤 MIT: 尽量不使用“你不能怎么怎么样”这样的语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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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课堂内容 

Q：第一节课所应包含的内容及时间安排？为什么？ 

 

刘芳-Oberlin College: 大概都是课程介绍吧！ 

梁宁辉-耶鲁大学: 这是我最喜欢的问题，想听听大家意见。 

陈彤 MIT: 一般来说，每堂课只有 50分钟，第一堂课除了课程介绍以外，还得自我介绍，可能还

有其他活动。短短 50分钟，老师们是如何安排的呢？ 

李慧敏-塔夫茨大学: 非常感谢陈老师提出的这个讨论题目，我很感兴趣。我个人认为上好第一节

课非常重要，它可以帮助学生建立学中文的信心，培养学生积极的学习态度。我希望通过第一节

课让学生改变自己以前的想法，让他们突然觉得：噢，原来中文没有我想象的那么难。第一节课

我会用简单的中文介绍自己（你们好！我是 Li laoshi) （学生可以看到 PPT上的中英文对照）。

然后教学生几句简单的中文：你好！我叫...。让他们跟跟坐在旁边的同学打招呼介绍自己，向全

班介绍自己，然后让他们在教室里走动跟其他同学用中文打招呼。虽然只学了简单的几句话，但

这会让学生觉得第一节课就可以说中文了，很酷，很有成就感。除了建立学生的信心以外，创造

一个轻松愉快的课堂环境也很重要。微笑是一个非常好的办法。我觉得微笑可以缓解学生的紧张

和恐惧感，容易拉近和学生之间的距离。 

梁宁辉-耶鲁大学: @李慧敏-塔夫茨大学?喜欢刚才李老师介绍的，教一点儿中文，让学生有成就

感 

陈彤 MIT: 时间分配？ 

陈彤 MIT: 第一堂课教会两句基本用语，学生一定会有成绩感。 

梁宁辉-耶鲁大学: 还要花大力气忽悠学生，这个很重要。下次要用张老师的 PPT。@张正生，圣地

亚哥州立大学? 

汪杉 DePaul University: 个人觉得教一些轻松易学的问候之类比较好，然后课堂现炒热卖互致

问候，并提个要求，下次上课起就要用这些问候语。好处一是学生体会一下中文，二是有点成就

感，感觉比较有助于消除一些学生的畏难情绪。 

张正生，圣地亚哥州立大学: 哈，被提到了。我那个 PPT大概要半个小时。加上介绍课程，一节

课时间就差不多了。 

梁宁辉-耶鲁大学: 课程大纲介绍什么的，我一般让学生自己看，不作过多介绍。 

刘芳-Oberlin College: 我这两年主要负责一年级。原来的做法都是第一节课介绍课表，想必大

家的做法都差不多一样。因为中文一年级课表上的信息太多，要求、每天的安排等等等等。匆匆

忙忙介绍完后，发现第二天有的学生就不见了。从去年开始，我放慢脚步，用两天来介绍，增加

了学习方法介绍，包括如何成为一个成功的中文学习者。今年无意中带了一些中国店买的小零食

去，并在介绍前让学生互相认识，聊天沟通。哎，发现效果明显。学生好像有了对这个群体的认

同。所以我的感受是第一节课，要尽量介绍清楚课程的要求安排；但不能让学生产生畏惧感。最

好能让气氛先轻松起来，老师和学生，学生和学生之间的互动交流可以消除学生的陌生感和胆怯

心理，让他们有一些安全感，也可让学生对所要学的课程和班级产生认同感。 

刘芳-Oberlin College: 还没到分享时间，我就分享了，因为这就是我这个学期的第一、二节课！ 

孙川梅 (Yale): 谢谢梁老师提醒！遵嘱介绍一下我几年前制作的一年级开学第一天用的视频。 

介绍完课程后，我们开始“忽悠两部曲”：李戎真老师做了 ppt，介绍中文是一门什么语言，怎么

学；中国的发展等等……我制作了视频，采访 former students,因为很多新生觉得中文很难学，

也不知道怎么学中文，所以视频就是想回答这两个问题，而最好的方式就是让 former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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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身说法，这样最让新生信服。 

孙川梅 (Yale): 这个视频大约 10 分钟，包括五个问题：1）你为什么学中文？2）学中文值得吗？ 

3）有什么好的学生方法？4）耶鲁哪些资源可以利用？5）你会推荐朋友学中文吗？制作视频主要

是想告诉学生：1. 应该学中文，中文不难学； 2. 学中文的感受和经验，如何 work smart， 安

抚学生的畏难情绪，一开始就寻找适合自己的方法。 

孙川梅 (Yale): 对于我的采访要求，学生们都积极热情回应，非常愿意分享心得体会。有的说中

国历史悠久，在世界上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自己有责任和义务学这门语言。有的说开学后

前两周自己差点 quit，所幸坚持了下来，现在(学中文一年之后)可以用中文讨论很多政治、经济、

文化问题，简直不可思议！有的说自己在课堂上以为自己的中文很差，但到了中国，在现实社会

中才发现自己的中文水平比自己想象中好多了。有的说一年级发音很重要，it is the time to 

shape your pronunciation,  accuracy is before fluency, 一定要相信老师们的办法，just 

stick with it,  接受改错。学生们纷纷介绍自己在学中文过程中摸索总结出的经验：学汉字的

办法，用 podcast,  主动跟到耶鲁参观的中国游客交流……这些学习过程和学习方法，其实是老

师想告诉学的，通过受访学生都说出来了，同龄人说就更加有说服力，新生很容易接受。 

陈彤 MIT: 我往往第一堂课先用 2-3分钟做个自我介绍，然后用 15分钟左右学生做自我介绍，如

来自哪里，个人基本情况，几年级，专业等，互相熟悉一下，同时也利用这个机会让学生觉得老

师有亲和力。然后一两分钟教两句问候语，剩余时间就是 ppt讲解大纲、要求了。临走，老师说

明天见，学生用刚学会的中文说谢谢老师。 

胡海波—圣母大学: @孙川梅 (Yale)?谢谢，学生视频很好主意 

柴冬临 UMBC: 开学前几天我会发邮件要求学生读好课程大纲，上课的时候我问关于课程的问题，

让学生回答，学生有任何疑问我也会趁此机会做说明。关于课堂规则我会自己先准备好，但不写

在大纲里，而是引导课堂讨论出来，然后再加到大纲中去，这样就算是学生都同意了的，而不是

老师“规定”的。有时候第一节课给新学生当堂测试水平，其他学生可以叙叙旧、同时写自我介

绍作文，第二节课再作课程介绍。这两个顺序也可以互换。 

张正生，圣地亚哥州立大学: 我的想法是学习动机最重要。但是功利主义的因素是没有持久性的。

所以我的 PPT突出中文的特别处，以及学习汉语如何能丰富个人经历。 

 

 

2.8 如何消除学生的畏难 

Q：如何在开学初消除学生的中文难学的恐惧感？ 

 

陈彤 MIT: 老师们有何妙招？ 

陈彤 MIT: 能否请张正生老师多说几句，您是如何用 PPT突出中文的特别处，以及学习汉语如何能

丰富个人经历。 

刘芳-Oberlin College: 买零食贿赂学生还是有效的 

梁宁辉-耶鲁大学: 增加亲和力 

李慧敏-塔夫茨大学: 做一些游戏和课堂活动。另外注意教学速度。我通常在上课前喜欢跟学生聊

聊天，问问他们速度快不快，等等。 

陈彤 MIT: @刘芳-Oberlin College?好老师自己贴钱还是学校拨经费？ 

陈彤 MIT: @张正生，圣地亚哥州立大学?能否请张正生老师多说几句，您是如何用 PPT突出中文的

特别处，以及学习汉语如何能丰富个人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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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禹美国布兰戴斯大学: @孙川梅 (Yale) 我们第一课也有向学生介绍四位最成功的毕业生的内容。 

李戎真-耶鲁: 我觉得第一节课，很多学生来的目的 1了解中文是什么样的语言，难不难，能不能

学会，花多少时间，汉字是什么样。将来有什么使用机会。我们应该针对这个分配时间。至于具

体课程表，考试信息，等第二天第三天再来了再告诉学生一点都不晚。 

梁宁辉-耶鲁大学: 对，第一天做一些轻松的游戏，让学生互相熟悉认识很重要@李慧敏-塔夫茨大

学 

张正生，圣地亚哥州立大学: 比如文字，声调，语法的不同，以及汉字文化圈语言之间的关系，

我称之为买一送仨。 

李戎真-耶鲁: 我也会问学生他们为什么想学中文，帮助我“劝说”那些还在犹豫的学生 

陈彤 MIT: @张正生，圣地亚哥州立大学?买一送三的说法好 

李戎真-耶鲁: 我们也用孙川梅老师做的视频，采访几个学中文的学生，让老学生告诉新学生“学

中文有用”“怎么酷怎么好玩”“怎么学” 

刘芳-Oberlin College: 但想一想第一天轻松了，第二天第三天要吓跑的还是会被吓跑。学生不

是有一个多星期的决定时间吗？我觉得还是建立信心消除胆怯心理！ 

陈彤 MIT: @冯禹美国布兰戴斯大学?冯老师，如果介绍四位成功的毕业生，大概用多长时间呢？ 

冯禹美国布兰戴斯大学: @陈彤 MIT 不超过 5分钟。 

陈彤 MIT: @刘芳-Oberlin College?用什么方法建立信心？ 

陈彤 MIT: @冯禹美国布兰戴斯大学?能举个例子吗？接受他们哪方面呢？ 

梁宁辉-耶鲁大学: @刘芳-Oberlin College?有了第一天忽悠建立起来的信心和远大目标，就不会

被第二天第三天的具体要求吓跑了。 

冯禹美国布兰戴斯大学: 用榜样的力量告诉学生从零开始，四年汉语可以达到工作语言的水平。 

陈彤 MIT: @冯禹美国布兰戴斯大学?如果能让成功的毕业生给初学者录个视频，谈谈他们是怎么学

习的，可能效果会更好！ 

刘芳-Oberlin College: @陈彤 MIT?比如说，我会让学生非常清楚地知道，在学习过程中，不管他

们遇到什么问题，都会得到全方位的帮助。这就是我为什么要加上学习方法介绍的一个原因。 

梁宁辉-耶鲁大学: 想请问大家，第一天的初级课堂上，大家基本都是用英文吗？只是学几个问候

语时用中文？ 

陈彤 MIT: 在明德暑期学校，我在开学初会让美国老师给学生讲讲他们是怎么学习的，效果不错。 

冯禹美国布兰戴斯大学: @陈彤 MIT 时间不够，因为我第一天要让学生听说读打。 

刘芳-Oberlin College: 我也会告诉学生我们会怎么教，他们应该怎学！ 

陈彤 MIT: @梁宁辉-耶鲁大学?基本英文，第二节课开始慢慢过渡到中文。 

梁宁辉-耶鲁大学: @冯禹美国布兰戴斯大学?第一天就体验听说读打，学生一定很有成就感！ 

孙川梅 (Yale): @梁宁辉-耶鲁大学?主要是我们有很好的教学团队，学生也很给力！@刘芳-

Oberlin College?用视频代替，一劳永逸！@冯禹美国布兰戴斯大学?非常赞同冯老师的意见，榜

样的力量非常强大。 

刘芳-Oberlin College: @梁宁辉-耶鲁大学?第一节课全英文，学生不听明白以后麻烦多。 

郑惠丽 伍斯特理工大学: 我有一次第一堂课的时候最后几分钟给学生看了一段 Facebook 小札在

清华大学和学生用中文座谈的视频，然后说，小札这么忙还能把中文学得这么好，你们一定会学

得很好。学生都笑了。 

冯禹美国布兰戴斯大学: @梁宁辉-耶鲁大学 是的，学生自己都表示难以置信。 

梁宁辉-耶鲁大学: 这是最好的消除畏难情绪建立自信的方法！@冯禹美国布兰戴斯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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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冬临 UMBC: @陈彤 MIT?谢谢陈老师！101一般我会告诉学生，所谓的中文难学主要是因为汉字系

统花时间，如果只练听说是可以跟欧洲语种一样快甚至学得更好，因为没有那些复杂的动词变化。

我们先练听说，接近期中才开始汉字。我也会告诉学生我们的学习方法用了二十来年了，只要好

好跟着学，每天花一定的时间做好预习，保证你学得很好。预习跟去健身一样，开始前可能千百

个不愿意，但只要迈开那一步就会享受这个过程了。另外第一周还会有一节课，学生把电脑和耳

机带来，当堂按要求预习新课，老师巡视看是不是学习方法正确，主要是要大声地跟读，不能默

默地看 

陈彤 MIT: 朗读很重要，不给学生语言转化的时间。 

梁宁辉-耶鲁大学: @陈彤 MIT?谢谢陈老师的辛苦主持！大家的热烈讨论让我对今后上好第一节课

更有信心了！因故未能赶上及时分享的老师，也可以继续在群里讨论，介绍您的经验！ 

李戎真-耶鲁: @冯禹美国布兰戴斯大学?想知道冯老师让学生“听说读打“什么。听说冯第二节课

人数往往比第一节还多。想听听冯老师第一节课都做什么 

陈彤 MIT: 以后可以请冯禹老师做个专题讲座 

冯禹美国布兰戴斯大学: @陈彤 MIT 我是几年前教的一年级第一学期，会在明年秋天录课，然后跟

大家分享。 

梁宁辉-耶鲁大学: 其实老师们可以假设一下，如果你想学一门外语，没下定决心学哪门。那你期

望在第一天的这些外语课堂上听到什么、看到什么、了解些什么、然后促使你决定选这门课？这

就是我们的第一天课堂应该要注意包括的内容 

 

  
 

3、自由讨论 
 

1）关于 syllabus 的内容补充 

刘芳-Oberlin College: 请教，syllabus，中文到底叫什么？  

北语-黄梅: teaching plan 是课程安排 

梁宁辉-耶鲁大学: 教学大纲？ 

北语-黄梅: 教学大纲或课程提纲 

刘刚-卡耐基梅隆大学: 关于 syllabus上的规矩我可以补充一下，刚在 CMU教学时我发现有学生

在中文课上做作业或看手机，后来我在 syllabus上加了一条：所有在初级中文课上做作业（包括

中文作业）和看手机的学生，一旦被抓住，一周的 participation和 preparation分数清零（其

实没有多少），效果立竿见影。 

钱之莹: @刘刚-卡耐基梅隆大学这个建议好，我下学期用一下 

郑惠丽 伍斯特理工大学：我在 syllabus 里专门有一句话，No electronics are allowed in 

classes. 然后讲 class participation and performance 时再强调一下，用了会扣分。效果很好。 

许怡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刘刚-卡耐基梅隆大学刘老师这个建议好。我这学期还碰到个

问题，手机可以禁止学生用，可是写作业，我有时判断不出来... 有学生在下面写东西，有的是

记笔记，我还真是看不出来是记笔记还是做功课，也不能总转到他们身边查看。 我就只能经常给

他们 benefit of doubt... 还有别的办法吗？ 

刘刚-卡耐基梅隆大学: @许怡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我一年级的课不需要学生记笔记，因

为注重的是听说，所以每节课大部分时间学生都是在听说。不过每个学校的情况可能不一样。而

且我觉得最重要是让学生知道有这个规矩，这样要执行的话也可以有法可依。其实订了这个规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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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并没有太多执行的机会。 

许怡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太好了。下次我也试试。 

梁宁辉-耶鲁大学: @刘刚-卡耐基梅隆大学您的“清零”建议很好！请问你们课堂表现和准备分数

是怎么每周量化的？ 

刘刚-卡耐基梅隆大学:  

 2. Preparation & Participation 课前准备和课堂参与 (課前準備和課堂參與) (6%): Student will be asked 

to PREVIEW and REVIEW the learning materials BEFORE coming to 

class. In class, student will be invited to participate in all kinds of classroom activities to facilitate 

language learning. Instructors will assess student’s preparation & participation on a weekly basis, based on 

how well student has completed the previewing/reviewing assignments and participated in classroom 

activities. 

6 -- Student shows signs of EXCELLENT PREPARATION before coming to class and can answer MOST 

of the instructor’s questions about the previewing and reviewing assignments quickly and accurately. 

Student pays FULL ATTENTION to classroom instructions. Student PROACTIVELY PARTICIPATES 

in classroom activities and contributes to class by offering good ideas or questions. 

4 -- Student shows signs of SOME PREPARATION before coming to class, and can answer SOME of the 

instructor’s questions about the previewing and reviewing assignments accurately. Student pays 

ATTENTION to classroom instructions. Student contributes to classroom activities. 

2-- Student shows signs of LACK OF PREPARATION before coming to class, and can answer FEW of 

the instructor’s questions about the previewing and reviewing assignments accurately. Student pays 

ATTENTION to classroom instructions. Student participates in classroom activities. 

0 -- Student who does one of the following things: (a) Come to class TOTALLY UNPREPARED and 

CANNOT answer the instructor’s questions about the previewing and reviewing assignments. (b) 

SELDOM participate in classroom activities. (c) Write Chinese homework or prepare for other course 

work in class. (d) Play with cell phone, laptop or other electronic devices (e.g. checking emails, texting, 

updating Twitter or Facebook pages, or watching YouTube) 

For each class that student misses in a week, regardless of reasons, there will be an additional 2 point 

deduction from the weekly Preparation & Participation grade. 

In addition to preparation, students will need to frequently review what they have learned in class in order 

to do well in the unit character quizzes and unit tests. 

刘刚-卡耐基梅隆大学: @梁宁辉-耶鲁大学?上面是 syllabus上关于这段的具体解释 

刘刚-卡耐基梅隆大学: 一般一周给一次分数，期末取平均值 

梁宁辉-耶鲁大学: @刘刚-卡耐基梅隆大学-卡耐基梅隆大学?谢谢分享！这种量化太好了，学生也

清楚，老师也可以时刻用分数提醒学生重视课堂参与！可以借用吗？ 

刘刚-卡耐基梅隆大学: @梁宁辉-耶鲁大学 没问题，尽管用 

刘芳-Oberlin College: @梁宁辉-耶鲁大学?梁老师，能不能建议，如果有的老师认为自己的

Syllabus里有值得大家借鉴的东西就如请大家贡献出来？就如刘刚-卡耐基梅隆大学老师一样！谢

谢刘刚-卡耐基梅隆大学老师。 

梁宁辉-耶鲁大学: 对，欢迎老师们分享教学大纲中行之有效的方法和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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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关于学生在课上使用电子产品的态度及应对措施 

刘刚-卡耐基梅隆大学: 我现在的问题其实是在高年级上，高年级的课限制学生用电子产品其实很

难，而且有时他们也确实在用手机或电脑查资料。不过很多时候我发现他们其实是在看 Facebook

和 Instagram。有时我又觉得好像不应该太限制，毕竟我自己上学时也曾在课上看过课外书（坏典

型），所以有时也能体谅学生，一节课全神贯注地关注在老师和课堂上，其实也是件挺劳累的事

情。 

梁宁辉-耶鲁大学: 看大家的讨论，似乎对学生上课用手机或电脑深恶痛绝，我也是如此。不过两

个星期前，观摩了罗德岛大学的中文项目，看他们因势利导，要求学生课堂上用手机学中文，结

果学生们个个学得兴高采烈，玩得不亦乐乎，教学效果也很不错。令人深受启发。期待何老师的

团队下周六给大家分享如何将科技引入课堂教学中 

北语-黄梅: 抛砖引玉：我上的是大学社区中文课。地点在高中。学生 15-17岁。零起点。课堂平

均 20人。每周隔天上，我课上常用 quizlet和 kahoot。手机禁用。我也有 dyllabus。分享 

刘芳-Oberlin College: 非常期待向罗德岛大学的老师们学习。何老师能不能展示一下课堂教学

视频？这样更直观！@何文潮 罗德岛大学? 

何文潮 罗德岛大学:刘芳老师说的视频，我跟老师们讨论一下怎么做比较好，主要是文件比较大，

还要问老师是否愿意。 

刘刚-卡耐基梅隆大学: 针对手机或电子产品设计的初级汉语教学也是一个出路。堵不如疏。堵是

无可奈何之举。 

北语-黄梅: @梁宁辉-耶鲁大学?我们用 chrombook 

北语-黄梅: 学校统一配备给各个教室。学校多媒体支持有两种：移动 chrombook 和固定电脑 lab 

北语-黄梅: @梁宁辉-耶鲁大学?可以问问你们学校的多媒体部门，了解一下他们对教室的支持。

我教的是犹他州的一个普通公立中学，州排名最好也就 90，如果他们有，常春藤学校是不是也有？ 

何文潮 罗德岛大学: @梁宁辉-耶鲁大学 梁老师，谢谢您的讲评和问题。 其实我看了大家的讨论，

觉得主要是从课堂管理的角度，限制电脑和手机的用法。当然如果教的是中学，未成年人，限制

手机和电脑在课堂的使用是可以理解的。这里有两个问题一是把手机和电脑看成了破坏课堂纪律

的工具，没有看到帮助学习的积极方面。二是如果我们的课上得不吸引人，学生就会思想溜号，

就会做别的。我们一直把手机和电脑看成学习中文的有效工具，把电脑科技结合到教学中文教学

的课程里。 

何文潮 罗德岛大学: 我同意刘刚-卡耐基梅隆大学老师说的，堵不如疏。 

何文潮 罗德岛大学: 其实我们的课堂，学生似乎没有时间玩电脑和手机（个别除外），活动一个

接一个，手机电脑，PPT，小组活动、微信、视频、Kahoot Quizlet Live 。老师往往觉得时间不

够用，学生也积极参与。课上课下相结合，充分发挥了手机和电脑的作用。 

北语-黄梅: @何文潮 罗德岛大学?我能够感受到您所说的，安排得当的课堂很少学生溜号。其实

我这里手机禁用是高中学校规定。至于大学，上课玩手机不是问题，学生为什么溜号才是问题。

我是北语的，我们的初级班，就我所知，上课玩手机不多 

北语-黄梅: 与其禁用手机电脑，不如反思如何用手机电脑把中文教好 

梁新欣 UVA: 何老师@何文潮 罗德岛大学 和罗德岛的老师们在课堂科技运用上真是很棒！记得几

年前我去看何老师的 Flagship 项目，微信音频在课堂上的使用令我叹为观止。 原以为师生就在

教室里面对面的，干嘛还要用微信，结果学生告诉我，他们非常喜欢这种沟通方式，因为上传的

微信音频帮助他们先整理了思绪，说出来的成段表达更有条理。  我学习了。 当然啦，不是一节

课老师们都是听学生的音频回答，课堂活动很丰富，就像何老师前面说的一样，学生没空分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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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法把手机、笔记本电脑变成课堂学习的一部分，就像带课本进教室一样，我猜可以减少一些课

堂管理的问题。 

何文潮 罗德岛大学: @梁新欣 UVA梁老师过奖了，您那次来访问，给我们后来的改进提供了很好

的建议和改进空间，谢谢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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鸣谢 
 
 
发言分享的老师（按发言先后顺序排序）： 

 

陈彤 MIT、梁宁辉-耶鲁大学、刘芳-Oberlin College、李戎真-耶鲁、冯莹-PSU、王彦琳-

Texas Tech University、胡海波—圣母大学、汪杉 DePaul University、李慧敏-塔夫茨

大学、张正生-圣地亚哥州立大学、孙川梅 (Yale)、柴冬临 UMBC、冯禹-美国布兰戴斯大

学、郑惠丽 伍斯特理工大学、北语-黄梅、刘刚-卡耐基梅隆大学、钱之莹、许怡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何文潮 罗德岛大学、梁新欣 UVA  
 
 
 
 
 
 
 
 

 

 

 

 

 

 

 

 

 

 

 

 

 

 

 

 

 

后勤老师及秘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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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洁-UW-Madis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