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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概况 

     美国初、中级中文教学群第六次讨论会于 2020 年 1 月 18 日晚 8 点至 10

点圆满完成。本次会议由白建华-Kenyon College 老师主讲、梁宁辉-耶鲁大学老

师主持。白老师讲座的主题为“主题式教学模式在初、中级中文教学中的应用”。

本次会议在拥有近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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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名专家学者在会上积极建言献策，反响热

烈。 
    会前白老师已分享了关于“主题式教学模式在初、中级中文教学中的应用”

这一主题大量丰富详实的材料。会上白老师首先从主题式教学模式入手进行介绍，

接着引导老师们从课程设置、教材的开发，课堂教学等方面展开进一步讨论。 
    会议认为：教师在编写故事，设计学习材料，组织课堂教学活动的时候可以

用 36 个主题做参考资料，慢慢“往上靠”。设计一套完美的主题式教科书不如

慢慢“往上靠”。“润物无声”，切忌为了好听、赶时髦在自己的课程中加上 5C 、

3M 的字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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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会前材料及主题之分享 

白建华 Kenyon College：: 各位老师：明天梁老师让我领大家讨论主题式教学模

式在初级中文教学的应用。因为我明天一天开车在路上，所以先提前把砖抛出去。

明天晚上八点开始讨论。[文件 1]、[文件 2]、[文件 3]、[文件 4]（见附录）。 

刘芳-Oberlin College: 我认真准备。 

王彦琳-Texas Tech University: 谢谢白老师的提前分享! 收藏了、好好学习! @白

建华 Kenyon College 

陈彤-MIT：感谢白老师！人在国内，明早学生有活动，不能届时上网，遗憾。会

后期补课的！ 

张璐-人民大学: 谢谢白老师的提前分享！ 

赵冉-弗吉尼亚大学: @白建华 Kenyon College	谢谢白老师提前分享材料，已经

初步浏览预习了。期待明天的讲座！ 

金椿姬-韩国 Yonsei: 预习好，思考好，等待聆听。 

高瑛-弗吉尼亚大学: 谢谢白老师！明天好好听讲。 

鲍蕊-浙江师范大学: @白建华 Kenyon College	感谢白老师分享，材料已收藏，期

待分享！ 

熊非-Sidwell Friends School: @白建华 Kenyon College	期待!非常期待再次聆听

白老师讲课!感谢白老师百忙中抽时间分享! 

陈晓宁-中国传媒大学: @白建华 Kenyon College	感谢白老师! 

张晓申-北京思汇知行教育: @白建华 Kenyon College	感谢白老师提前分享的学

习材料！非常期待再次聆听白老师讲课！ 

梁宁辉-耶鲁大学: @白建华 Kenyon College 非常感谢白老师百忙中抽空来群里

指导！我们一定会珍惜这个机会，做好预习功课，明天积极参与。 

徐晓虹-Salesianum	School: 谢谢白老师提前抛砖引玉！看到杨同学的主题教案好

亲切。白老师和杨同学的这些“砖”已经特别成熟，掷地有声了，期待今晚更多

的“玉”声。 

Xiaoming Sun-DCI: @白建华 Kenyon College	期待白老師的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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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主题式教学模式在初、中级中文教学中的应用介绍 

梁宁辉-耶鲁大学: 各位老师，我们今晚的讲座 8 点准时开始，首先感谢白老师@

白建华 Kenyon College 百忙中抽空来群里带领大家讨论“主题式教学模式在初

级中文教学的应用”。机会难得，请大家积极参与！ 

白建华 Kenyon College	: 谢谢梁老师！为了提高教学效率，如何在初、中级的中

文教学中处理好内容、语言形式、语言功能，从而使学生的中文学得好，学得快，

一直是大家所关心的问题。昨天给大家寄去的 ppt 和其它材料想从主题式教学模

式入手来跟大家交流，讨论这个问题。我的 ppt 主要分成： 

n What is Theme-base Language Teaching?  

n Why?  

n How (curriculum design) ?  

n How (material development)?  

n How (classroom practice)? 

    What and Why 相对来说比较容易。How 的部分比较难，我们可以从课程设

置、教材的开发，特别是课堂教学展开讨论。 

    关于课程设置我给大家寄去了 AP 中文的链接，大家对 AP 课程所推荐的 36

个主题有什么看法，对课程设置的框架、要素是否认同？ 

    主题单元的设计近些年 STARTALK 做的比较多，比较系统，比较完善。我跟

大家分享的是我们在明德的研究生同学做的，还有不少上传到 STARTALK 的网

站。以后的教材开发不妨探讨用主题单元进行规划。 

    关于课堂教学的部分我所分享的属于初始阶段的一些尝试，还需要继续努力。 

好的，我们可以开始讨论。 

梁宁辉-耶鲁大学: 白老师，您 PPT 中关于 AP 的链接无法打开。 

白建华 Kenyon College	:试试这个 

https://apcentral.collegeboard.org/courses/ap-chinese-language-and-

culture/course。This is a summary of the AP Chinese Themes etc.。是免费的，以

后有时间可以注册，登陆。最近推出的课程设置是以主题式教学模式制作的。 

梁宁辉-耶鲁大学: 这是白老师提到的 36 个主题，给跟我一样上 AP 网站有困难

的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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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 海 波 - 圣 母 大 学 : 请 问 白 老 师 ， Theme-base Language Teaching 和

content based teaching 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呢？谢谢！ 

白建华 Kenyon College: @胡海波—圣母大学 类似，content-based 我以前理解

是 比 较 适 合 中 、 高 级 。 最 近 的 主 题 单 元 很 多 是 针 对 初 、 中 级 做 的 。

 
[文件 5]（见附件） 

胡海波-圣母大学: @白建华 Kenyon College	明白了，多谢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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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主题式教学模式应用之深入探讨 

4.1 课堂设计之“慢慢往上靠” 
 
熊非-Sidwell Friends School: @白建华 Kenyon College 白老师，我没教 AP 中

文，这些主题是我第一次看到，好像跟我以前接触的不一样，有了根本的更新，

我的第一印象是非常喜欢，让学生学的语言都有一个非常有意义的目的，引发思

考的目的！ 

白建华 Kenyon College: @熊非 Sidwell Friends School 是的，这些主题是前些年

College Board 组 织 了 一 研 究 团 队 做 出 来 的 ， 主 要 是 基

于 world language standards, 21st century skills 等文件为 AP 外语课程编写的纲

领性文件。很多人的担心是这些主题太难， 不容易用于初、中级中文教学。但是

我们在慢慢尝试：如何让中文学习更生活化。更适合学生学以致用。但是我们要

牢记的是我们教的是中文，语言学习是中心、重心。 

熊非-Sidwell Friends School: 最具挑战的是怎么执行。您给的内容信息量超大！

我感觉现在缺乏适用的教科书，根据这些主题然后设计框架，一步一步地写出每

一单元每一课内容和语言，需要非常多的时间，而且需要一个团队，来编撰课本

练习册听力材料视频什么的，对于老师来说很具挑战。但是我想，老师们可以把

已经熟悉的教材往这些主题上去靠，做一下调整，使每一个单元都有一个匹配的

目的。 

梁宁辉-耶鲁大学: @熊非 Sidwell Friends School 赞同！ 

白建华 Kenyon College: @熊非 Sidwell Friends School 说得好！把现有的进行整

理、“往这些主题上去靠”是可行的。比方说把 STARTALK 网站上所开发的整理

整理就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熊非-Sidwell Friends School: 我去年参加了 DC Public School 的 STARTALK 的夏

令营，设计的那一周感觉又回顾了一遍白老师实践课，也体会到温故而知新！时

时刻刻要拷问自己这堂课以后学生能做什么？怎么设计活动能够让学生不费力

地学到这些语言技能？很花功夫。我想问一下白老师群里已经讨论过很多遍的问

题，AP 中文考写汉字吗？ 

白建华 Kenyon College: 写作本分包括：email-response, story narration 是打字

不是写字。但是 AP 课程要求有手写汉字的练习。 

熊非-Sidwell Friends School: 我也看到有好多资源，太好了，我要花时间好好看

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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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 建 华 Kenyon College: 我 比 较 喜 欢 的 是 personal profress che

你， kind of formtive testing, checking how well students are learning at the end

 of each thematic unit。 

熊非-Sidwell Friends School: 我也觉得手写汉字很重要，但是每次听到不写汉

字的辩论又希望不用手写汉字也能学会用汉字是真的！ 

    请问白老师，SAT 中文考试和 AP 中文考试有什么不同，哪一个更难一些？ 

白建华 Kenyon College: SAT 不包括说、写。只有听、读部分。AP 学分可以转到

大学，SAT 不能。 

熊非-Sidwell Friends School: @白建华 Kenyon College 明白了！谢谢白老师！ 

白建华 Kenyon College: 熊非的 “往上靠” 我喜欢。我常常给我的学生的建议

是“博彩众长为己用”。如果我们觉得上边提到的 36 个主题有意义、有价值，

那我们在编写故事，设计学习材料，课堂教学活动的时候可以把这些主题拿来做

参考资料。慢慢“往上靠”。设计一套完美的主题式教科书不如慢慢“往上靠” 。

切 忌 为 了 好 听 ， 为 了 赶 时 髦 在 自 己 的 课 程 中 加 上 5C 、 3M 的 字 眼 。

Instead consider what we can learn from the 5C, 3M framework to make our tea

ching of Chinese more effective. 

熊非-Sidwell Friends School: @白建华 Kenyon College 您今天给的关于主题的

信息太有用了，我得花时间好好消化，那些主题提供了很好的话题指导作用，可

以让我提高思想层次，往主流靠。 

白建华 Kenyon College: @徐晓虹 Salesianum School 《我家的大雁飞走了》

is a good example to include in the unit of environmental issues, a good exampl

e of 熊非's “慢慢往上靠”。 

徐晓虹-Salesianum School: @白建华 Kenyon College	我和熊非就在您的指引下

慢慢靠吧，我感觉教中文这件事真急不得，可以一边教一边学一边改一辈子。 

	 	 	 《我家的大雁飞走了》还可以讨论中国农村的贫穷问题，城市和农村的发展，

争取以一本故事书慢慢成功靠上 AP 六个非常“高大上”的主题。 

白建华 Kenyon College: [强]@徐晓虹 Salesianum School 。我的理解是这些主题

是用来做参考，让大家慢慢往上靠，不是说课程里必须面面俱到。 

熊非-Sidwell Friends School: 我用的课本里的故事都很怪，目的是想要抓住学

生的注意力，但是真的很缺乏主流的适合学生身心健康成长的元素，这些主题正

好对我有帮助！谢谢白老师，我拿来用现成的，已经节省了很多时间！ 

徐晓虹-Salesianum School: @白建华 Kenyon College	谢谢您的说明！ 

白建华 Kenyon College: @熊非 Sidwell Friends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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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se themes are the results of a multiyear research project orgnized by College

 Board. It is pretty valid. 

 

4.2 5C、3M 之“润物无声” 
 
梁宁辉-耶鲁大学: @白建华 Kenyon College 就我所知，大学教学好像对 5C、

3modes 等不太重视，也鲜少有人参加 STARTALK 的培训，您对此怎么看？ 

白建华 Kenyon College: @梁宁辉-耶鲁大学 我觉得大学老师和中小学老师应该

加强沟通，互相学习。5C 和 3M 要解决的就是我们大学常常讨论的重要问题：

如何处理好内容、语言要素、语言功能之间的关系。 

张正生-圣地亚哥州立大学: 好多课本都用 5c, 3m, 也许对教师手册这还有点用，

对学生有什么用?  

熊非-Sidwell Friends School: @张正生，圣地亚哥州立大学 我的理解是对老师

设计课程时有指导作用，学生得益于老师在这些指导思想下执行的教学吧。 

徐晓虹-Salesianum School: @熊非 Sidwell Friends School	同意！跟学生少提 3M

和 5C，多多在操练中无意识习得。 

张霓-GWU: 白老师好！谢谢您分享这么多的资料。我一直有种感觉，中学强调

5C 和 3M 实在是挑战太大了，中学老师担子太重了。面面俱到，反而很难达到

目标！其实孩子学语言，利用故事短片的方式潜移默化是否更有效？很多文化也

就在其中了，润物细无声，让学生总结归纳，不必硬塞。 

熊非-Sidwell Friends School: 谢谢张老师的理解！我们这些教书匠真的没有时

间跟精力编写教材！只能慢慢积累。 

白 建 华 Kenyon College: @ 张 霓 -GWU 谢 谢 张 老 师 的 “ 亮 点 ” 。 文 化

has to be integrated in 语言学习：润物无声！ 

熊非-Sidwell Friends School: 白老师，深有同感，我发现中文老师跟其它学科的

老师相比，最缺乏实用性和趣味性！ 

张霓-GWU: 感觉有时候 5C 在走形式。 

徐晓虹-Salesianum	School: @张霓-GWU	同感！@熊非 Sidwell Friends School	同

感！ 

熊非-Sidwell Friends School: 其实大部分老师在教学中已经做到了 5C 中的大部

分，就是 connection/community 比较难一点。 

张霓-GWU: 人的记忆系统中，episodical memory 对语言学习可能是最有效的，

也就是多讲故事、听故事会促进学习和记忆，不知不觉就记住了。但这一点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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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充分利用。 

熊非-Sidwell Friends School: @张霓-GWU 张老师，您一定会为我骄傲，我现在

就是讲故事（TPRS）， 但是我感觉我的学生需要以上提到的那些主题的拔高，我

要想办法往上靠。 

储诚志-UC Davis: @张霓-GWU	非常同意。 

熊非-Sidwell Friends School: @储诚志 UC Davis 即使如此，也需要很好的基础。 

徐晓虹-Salesianum School: @熊非 Sidwell Friends School	我也在考虑 TPRS 如

何和主题教学融合的问题，充分利用张霓老师提到的学生的故事情节，我也有。 

白建华 Kenyon College: @张霓-GWU 完全同意！我觉得初、中级精读、精听练

习多，泛读、泛听应该加强。加以多编写一些类似储老师推出的泛读系列，让初

级、中级的学生能大量地进行泛读。加以 ---》建议。 

梁宁辉-耶鲁大学: 同感，学生泛读泛听的练习和训练太少了，其实在这些材料中

可以更好地贯彻 5C 原则。 

 

4.3 AP 中文之语言与文化融合 
 
徐晓虹-Salesianum School: 白老师，我目前教 AP 中文感觉最大的挑战是主题

课程的设计和实践如何做到语言和文化的融合，各占多少比例？文化部分有何具

体细分？3 个 P 各占多少比例，特别是 perception 部分的诠释需要达到多少深

度？AP 考试文化部分多大程度在鼓励批判性思考，多大程度是 AP 考试前通过

死记硬背几个成语故事，人物传记和节日介绍就可以应付的。六个单元都有各自

的大问题需要探索，比如文化在艺术中的体现，比如艺术如何影响日常生活，这

些都是非常抽象的问题，如果不继续细分，和具体的文本以及学生的实际生活例

子分析结合，是很难回答的。再看一下 AP 各单元中 progress check 里提供的语

料有很多是功能性为主的，我很困惑这些语料如何能由下至上地无缝对接帮学生

回答那些抽象的每个单元的 essential question。另外，感觉美国学生对中国文化

的理解是非常有限和片面的，如何通过群里各位中国文化教学专家的努力来使中

国文化教学变得具体生动有趣有思考回味的余地，是目前我最感兴趣的问题。 

白建华 Kenyon College: @徐晓虹 Salesianum School 文化部分最好渗透于语言

教学之中。另外，AP 中文所涉及到的文化只是些文化常识，常常是测试学生对

中国的了解。 

徐晓虹-Salesianum School： 谢谢白老师！另外我对 AP 的阅读理解部分也有一

点感受想分享：我发现有时我的学生只要认识文本里的某几个中文词语，加上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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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问题本身是用英文问的，已经给了他们不少提示，就能答对或者蒙对，哪怕对

整篇文本的理解还基本处于一知半解的状态。 

 

4.4 主题式模式融入教学之示例 
 
储诚志-UC Davis: 白老师上面那个 Themes 单子里列的话题，很多也是蛮复杂

的，初中级的中文学生会没词儿张口。请教白老师，是否有什么方法来处理这一

问题？谢谢。@白建华 Kenyon College	 

白建华 Kenyon College: @储诚志 UC Davis 说得好！一针见血！如果处理不好，

这些主题会造成很大的问题。这些主题对学生的“成长”很重要。如何把这些主

题合理的用来做初级中文学习的载体/内容是需要下功夫的。 

熊非-Sidwell Friends School: 其实那些主题听上去很大，没有那么吓人。比如关

于环境问题的话题，“有太阳，不用开灯”，“出门要关灯”，“刷牙的时候把

水关了”，这些语言很简单，但是都适合环境的话题，如果设计的好，一篇故事，

一个对话有这么一个高尚的目标，学生可能会比较自豪吧。 

白建华 Kenyon College: @熊非 Sidwell Friends School 好！！关键词是 adaptation。

把”有太阳“改成”有阳光“是不是更好？ 

熊非-Sidwell Friends School: 对，我也想到了，但是我求快就牺牲了质量！谢谢

白老师！ 

白建华 Kenyon College: @熊非 Sidwell Friends School 但是你抓住了重点：如何

把这些有意义、有价值的内容用于低年级的语言教学非常重要。我记得我刚刚来

美国用的第一本课本最大的优点是语言要素的重现率，但是最大的缺憾是内容缺

乏实用性、趣味性...... 

储诚志-UC Davis: @熊非 Sidwell Friends School	好例示，谢谢。 

熊非-Sidwell Friends School: @储诚志 UC Davis 不客气！昨天看到您的学生关

于那首诗的翻译的评论，被惊到了，感觉比我的中文还好！ 

储诚志-UC Davis: @熊非 Sidwell Friends School	那是个好学生写的，也是在讨论

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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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教材与泛读材料之探讨 
 
梁宁辉-耶鲁大学:白老师有没有什么合适的教材推荐？ 

白建华 Kenyon College:如果能进入 AP 中文的网站，大家可以看到今年 8 月推

出 的 很 多 新 的 教 学 资 源 ， 有 主 题 单 元 ， 还 有 其 它 的 辅 助 教 学 材 料 很

sample test items。 

熊非-Sidwell Friends School: 白老师，您真是知音！我们非常需要泛读材料。我

用学生写的故事，编辑一下，第二年就用做泛读材料，但是总是不满意，觉得不

够好。 

徐晓虹-Salesianum School: 储老师，您是不是《汉语风》那套故事教材的主编

呢？经过白老师的提醒，我想起来了！ 

储诚志-UC Davis: @徐晓虹 Salesianum School	是我设计，和刘月华教授一起主

编的。谢谢关注。 

熊非-Sidwell Friends School: 请问储老师编的泛读系列有适合初级的吗？ 

徐晓虹-Salesianum School:  @熊非 Sidwell Friends School	有！我给高中中文三

和四用过其中的一本，很喜欢！ 

熊非-Sidwell Friends School: 《汉语风》？我得去查查，在哪儿能买到？ 

徐晓虹-Salesianum School: 我在中国时买的。我特别喜欢《我家的大雁飞走了》

那本，情节跌宕起伏，可以用来讨论人，动物和环境的关系！ 

储诚志-UC Davis: 《汉语风》是为高中以上的学生编的，有些话题不一定适合年

级小一些的学生。 

熊非-Sidwell Friends School: 在哪儿能买到？储老师@储诚志 UC Davis 

储 诚 志 -UC Davis: @ 徐 晓 虹  Salesianum School	 ， @ 熊 非

Sidwell Friends School	 cheng-tsui.com 有。 

熊非-Sidwell Friends School: 您是说 Cheng-Tsui 吗？ 

储诚志-UC Davis: @熊非 Sidwell Friends School	对。@徐晓虹 Salesianum School	

这么巧。 

徐晓虹-Salesianum School: @熊非 Sidwell Friends School	你教初中可以用卢海

云老师编的 TPRS 故事书呀。 

熊非-Sidwell Friends School: @徐晓虹 Salesianum School 谢谢推荐！我也看过

她的材料，挺不错的。我好多年前开始用《我爱学中文》，因为编了很多配套的

练习，还到明德制作了一些配套的视频，所以不想换教材了，就是想逐渐修改完

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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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非-Sidwell Friends School: 好的，谢谢！@储诚志 UC Davis 

储 诚 志 -UC Davis: @ 熊 非 Sidwell Friends School	 ChinaSprout 好 像 也 卖 。

Amazon 也有，但贵一些。 

熊非-Sidwell Friends School: @储诚志 UC Davis 好的，储老师，非常感谢提供

信息，方便查找！ 

储诚志-UC Davis: @熊非 Sidwell Friends School	不客气。 

熊非-Sidwell Friends School: @储诚志 UC Davis 请问储老师，《汉语风》是叫

Chinese Breeze 吗？ 

徐晓虹-Salesianum School: @熊非 Sidwell Friends School	是的。 

熊非-Sidwell Friends School: 谢谢！ 

 

5、会议结束 

白建华 Kenyon College :谢谢各位老师的参与。现在刚刚开学，大家一定很忙。

祝大家新年快乐！ 

熊非-Sidwell Friends School: 非常感谢白老师提纲挈领的分享！是我自己做不

出来的结果，真是新年的福利！也祝白老师新年快乐！ 

梁宁辉-耶鲁大学: @白建华 Kenyon College 谢谢白老师今天的精彩分享和指导！

时间不早了，我们今天的讲座就到此为止。大家有问题以后再聊。 

熊非-Sidwell Friends School: 感谢梁老师的组织，非常难得！@梁宁辉-耶鲁大

学 

许沛松-耶鲁大学: @白建华 Kenyon College 无论对中小学老师还是大学老师都

非常重要，很有启发性，起着引导作用！多谢白老师！ 

梁宁辉-耶鲁大学: @许沛松-耶鲁大学 许老师所言极是！正如白老师所说@白建

华 Kenyon College 大学老师和中小学老师应该加强沟通，互相学习。 

   作为大学老师，我首先深刻检讨，以前我对初高中教学不太关心，刚才开小

差跑到 AP 网站溜了一趟，果然资料充实，有很多可以借鉴的地方。看来今后应

多关注 AP 和 Startalk 网站，努力做到“博彩众长为己用”。再次感谢白老师的

推荐和指导！也感谢今天积极参与分享的老师们！ 

徐晓虹-Salesianum School: @白建华 Kenyon College	白老师，您辛苦了，百忙

之中抽空回答我们的疑问，以后还会经常来请教的，祝新年快乐！@梁宁辉-耶

鲁大学	谢谢梁老师的组织，祝新年快乐！ 

许沛松-耶鲁大学: @白建华 Kenyon College 感谢白老师的精彩分享，资料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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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指导作用！ 

白建华 Kenyon College: @许沛松-耶鲁大学 谢谢许老师！ 

高瑛-弗吉尼亚大学: 谢谢白老师!刚刚才有空拿起手机爬楼。主题式教学我也一

直在摸索和改进，有的时候感觉主题如果找得好，就能一环扣一环一个主题单元

接一个单元地酣畅地行进下去，学生有成就感，老师也觉得很有成就感。但是有

的时候想照顾到的主题还扣得不太好。还需要加油! 

金椿姬-韩国 Yonsei: 赞成主题式教学一环扣一环的思路，@高瑛-弗吉尼亚大

学	 大主题下的小主题，一学期下来，学生汉语和认知都成长不少。 

赵冉-弗吉尼亚大学: 非常感谢白老师的分享，非常有收获！除了提升语言技能方

面的优势以外，感觉主题教学还有一个挺重要的价值就是能让学生在学习初级语

言的时候不至于把思想也限制在初级水平，而是在思想上也能够有一些满足感。 

熊非-Sidwell Friends School: @赵冉 弗吉尼亚大学 bingo！ 

张晓申-北京思汇知行教育: @白建华 Kenyon College	非常感谢白老师的精彩分

享，受益匪浅!也特别感谢梁老师的辛苦组织！@梁宁辉-耶鲁大学 

Grace Wu-宾夕法尼亚大学: 感谢！@白建华 Kenyon College	@梁宁辉-耶鲁大学	 

徐晓虹-Salesianum School: @Grace Wu 宾夕法尼亚大学	上次错过了您的讲座，

以后有机会非常希望能去宾大听您给华裔班的学生讲课当面请教哦！我校离宾大

不算很远。 

 

6、下期讲座预告 

梁宁辉-耶鲁大学: 在此友情预告我们的下一场讲座，伯利亚学院的王建芬老师将

于 2/1 晚上八点（8 p.m. 美东时间）和各位老师探讨初级汉语教学的新思路。届

时王老师会分享她作为一名在 TESOL 和 SLA 理念下成长起来的中学英语教师，

初遇“体演文化”课堂时的疑惑，以及深入了解“体演”理念之后教学思路的一

些转变。欢迎大家参与这次关于初级中文课程文化教学的讨论。 

徐晓虹-Salesianum School: @梁宁辉-耶鲁大学	这个话题一定也会很棒！因为

有了主题和故事教学后学生是很喜欢把它们表演出来的。 

梁宁辉-耶鲁大学: @徐晓虹 Salesianum School 是的。万分期待王老师@王建芬

-Berea College 跟大家分享如何将中学教学的经验引入大学课堂。希望给大家带

来更多启迪！ 

徐晓虹-Salesianum School: @王建芬-Berea College	期待您的分享！先谢啦！ 

王建芬-Berea College: @徐晓虹 Salesianum School	抱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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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式教学模式在低年级中文教学中的应用

Jianhua Bai
Robert A. Oden Jr. Professor of Chinese, Kenyon College

Jan. 18, 2020



今天讨论的主题

n What is Theme-base Language Teaching?
n Why?
n How (curriculum design) ?
n How (material development)?
n How (classroom practice)?



What?

n An approach to curriculum design that seeks to 
reach a balance between language and content 
instruction with an emphasis “on using the 
language rather than on talking about it” 
(Lightbown & Spada, 1999, p. 92). 

n Situating the language teaching and practice in 
rich, meaningful and engaging content/context.这
对成年人来说尤为重要，但是在初级中文教学
的过程中做到“言之有物”并不容易。



什么是主题式语⾔教学

n 主题式语⾔教学是以内容为载体，以⽂本的内
涵为主题所进⾏的⼀种语⾔教学活动。主题式
语⾔教学模式强调语⾔在实际⽣活中的实际应
用，主张语⾔教学情景化，⽣活化。此种教学
模式不再以语⾔要素或者语⾔技能为课堂的组
织结构，⽽是把语⾔放到有意义的主题中去学
习，把语⾔教学和“内容”教学结合起来。

n Why and How?



Why: What does Research Tell Us?

n Language is a system of symbols by which 
people of a social group communicate, and 
language is based on syntax (rules of 
sentences), phonology (rules of sounds), 
morphology (rules of word formation), 
semantics (how symbols and meanings are 
related), and words. Students acquire this 
system most effectively in a meaningful and 
communicative and theme-based context. 



Why: What does Research Tell Us?
n The presentation of coherent and meaningful information 

leads to deeper processing, which results in better 
learning… Information that has a greater number of 
connections to related information promotes better learning 
(Anderson, 1990).

n Facts and skills taught in isolation need much more 
practice and rehearsal before they can be internalized or 
put into long term memory; coherently presented 
information (thematically organized) is easier to remember 
and leads to improved learning (Singer, 1990).

n An Example（will be shared after this ppt)

http://FocusOnF.doc


Theme-based Language Teaching: 
Applications for

n Curriculum design, 
n Material development
n Classroom practices



Theme-based Language Teaching: 
Backward Curriculum Design

n Start with a theme that is important and relevant to the students, e.g. the 
universal themes (or the 21st Century skills) from the AP program.

n Determine the learning outcomes/standard-based objectives and acceptable 
evidence, aligned with the ACTFL standards.  

n Pre-assessment aligned with the standard-based objectives (asa level-check 
of instruction and learning and as a warm-up for the new unit of learning 

n Plan instruction and learning (learning scenarios as the blueprint): select 
materials, plan instructional and learning activities, plan and implement 
formative assessment etc.

n Performance based assessment of expected learning outcome.
n AP Chinese is one of the good examples for systematically apply the

theme-based language teaching and learning in curriculum design.
（please go to the AP Chinese web site to look at the universal themes and the
course framework https://apcentral.collegeboard.org/pdf/ap-chinese-
language-and-culture-course-and-exam-description.pdf?course=ap-
chinese-language-and-culture

https://apcentral.collegeboard.org/pdf/ap-chinese-language-and-culture-course-and-exam-description.pdf%3Fcourse=ap-chinese-language-and-culture


Theme-based Language Teaching:
material development

n Startalk Projects (for Pre-AP Level)
n For AP-Level (will be shared after this ppt, thanks to my student, Yang
Jun, who developed this under my direction.)

http://UnitLiXueMei.pdf
http://UnitYangJun.pdf
http://UnitYangJun.pdf


Theme-based language teaching:
classroom practice

nUsing Themes for Beginning-level Students

nMore Examples

(more materials will be shared.)

http://UsingThemes.doc
http://themebasedclassroom.doc
http://themebasedclassroom.doc


Some additional references

n ACTFL:
n 21st Century Skills Map (p.4)
n World Readiness Standards
n Can-do Statements
n (Links will be sent separately)

http://p21_worldlanguagesmap.pdf
http://WorldReadinessStandardsforLearningLanguages.pdf
http://CanDoStatements.pdf


Conclusion
n How can we apply the principle of theme-based language 

teaching and learning in curriculum development, material 
development and classroom practice in order to enhance 
the quality of language teaching and learning?

n What is the one thing that you like from this presentation 
and how you are going to apply it in your own instruction 
Monday?

n Can you share one class activity that can be used in
alignment with the them-based language teaching and
learning?



用主题/话题链进行语法操练： 

Examples: Focus on Form through the use of theme-based Q&A 

Talk about your hobbies (Bi-structure Practice): 

我觉得_____比_____有意思, 所以我常常_____ 。  

你呢？ 

打篮球 
打网球   

做功课  写字 

 吃饭 跳舞 

  
Adapted from http://dragonnet.hkis.edu.hk/hs/mlanguage/mandarin/level2 

 
Compare the above to the “focus-on-forms” drills to practice 比: 

(from IC 2nd edition) 

英文   比   中文  容易 

第六课     第五课 难 

跳舞      听音乐 有意思 

李小姐     王先生 忙 

他哥哥     他弟弟 高 

这件衣服     那件衣服 便宜 

他的钱     我的钱 多 

上海      台北  冷 

Compare these to some recent examples of IC (3rd edition P140, 133) 

 

 

More Focus-on-Form Examples through the use of theme-based Q&A 
（主题/话题链的使用） 

ICSample.pdf


除了…以外,  还… 

Talk about hobbies 

你喜欢听音乐吗？_______ 

除了听音乐以外，你还喜欢做什么？ 

On weekends, besides studying, we often… 

In addition to music I am also interested in …… 

 

Talk about your surroundings （边说边画图，最后从句子到句段） 

除了…… 我的宿舍里还有…… 

除了…… 我家附近还有…… 

 

Practice 过 by Talking about experiences (traveling, studying, dining etc.) 

 去过 

 吃过 

 学过 

Focus-on-Form (Michael Long and Rod Ellis) 

 
Research shows, however, that a focus on meaning alone (a) is insufficient to achieve full 

native-like competence, and (b) can be improved upon, in terms of both rate and ultimate 

attainment, by periodic attention to language as object. In classroom settings, this is best 

achieved not by a return to discrete-point grammar teaching (focus on forms), where 

classes spend most of their time working on isolated linguistic structures in a sequence 

predetermined externally by a syllabus designer or textbook writer. Rather, during an 

otherwise meaning-focused lesson, and using a variety of pedagogic procedures, learners' 

attention is briefly shifted to linguistic code features, in context, when students 

experience problems as they work on communicative tasks, i.e., in a sequence determined 

by their own internal syllabuses, current processing capacity, and learnability constraints.   

 
仅仅以意义为中心并不能使学习者最有效地发展语言能力。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回到

机械性的语法点教学（脱离语境的操练）。更好的方法是，在语境中以有意义的沟

通为中心，在加上适合学习者的内容做依托，并运用各种不同的潜移默化的教学程

序，使学习者在某一个时段把注意力集中到特定的语言特征上，在完成交际任务的

过程中习得特定的语言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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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T AND LESSON TEMPLATE GUIDE  

In order to facilitate a program to design curriculum, unit and lesson plans, the following diagram 

was developed to show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urriculum”, “Unit”, and “Lesson” as defined by 

STARTALK.   Definitions of terms are included at the end of this document for additional reference.  

 

GLOSSARY OF TERMS 

1. Curriculum: An aggregate plan of study that maps out content, scope, sequence and levels 

of learning for a given subject matter. It outlines desired results regarding what a learner needs to 

know and be able to do upon reaching the end of the plan of study. This plan could span an entire 

degree program, a school year, a semester or academic term, a course, or a stand-alone program. In 

STARTALK, a curriculum refers to the program level plan of study.  

 

2. Unit:  A thematic organizer of a subset of the curriculum to be completed in a specific period 

of time. In a unit, topics are related and learning activities are logically sequenced to achieve stated 

objectives. A unit usually consists of a series of lessons which include instruction, practice, 

application and assessment. 

 

3. Lesson: A building block of a unit that has clearly defined objectives to be achieved within a 

specified time frame. A lesson makes content accessible and should be designed and implemented in 

ways that are appropriate for students and reflect principles of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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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T TEMPLATE 

Description 

Unit Title/Subtheme 去中国旅行 

Language 高中中文四级，学生为高中十一&十二年级学生 

Time Frame 五个星期，共 15 节课，每节课 75 分钟 

Unit Objectives 

学生可以： 

Interpretive modes: 

        1. 听懂关于中国地理气候等的口头介绍 

        2. 听懂关于旅行计划的口头介绍 

        3. 听懂关于交通工具的口头介绍 

        4. 听懂关于购票内容的谈话 

        5. 读懂各种体裁的相关内容 

        6. 认出机场/车站的各种路标 

        7. 读懂真实的车/飞机票并找出所需的信息 

        8. 能听懂/读懂相关内容的对话，文章及真实材料 

Interpersonal modes: 

        1. 能有效地对相关内容进行询问并获取所需的信息 

        2. 能得体参与相关内容的谈话 

       3. 能成功使用中文独立购买车/飞机票 

Presentational modes:  

        1. 口头介绍中国地理气候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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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口头介绍旅行计划 

        3. 有效而得体地参与相关内容的谈话 

        4. 写一篇不少于 350 字的说明文，介绍中国某地的地理气候人口 

             等信息 

        5. 写一篇不少于 300 字的记叙文，谈谈自己的暑假旅行计划 

        6.  写一篇关于在旅行社买票的对话 

        7. 能运用相关的词汇和句型写文章介绍相关的话题并进行演讲 

 

End of Unit Performance Tasks (How can students demonstrate what they have learned in this unit?) 

What culminating performance tasks will provide evidence that students have achieved the 

stated learning objectives?  Indicate how students will be assessed for each mode of 

communication through interpretive, interpersonal and presentational performance tasks.  

 

 Interpretive tasks require students to receive and comprehend oral or written 

communication, for example, print, audio-visual material, speech etc.  

 Interpersonal tasks require direct oral communication between individuals who are in 

personal contact, or direct written communication between individuals who come into 

personal contact. 

 Presentational tasks require students to produce oral or written communication for 

people with whom there is no immediate person contact 

 

 

End of Unit Standards, The 5 “C’s” (How can students demonstrate what they have learned in 

addition to Communication, i.e.  Culture, Comparisons, Connections & Communities?) 

Outline of Unit Lessons (The number of lessons will vary according to the timeframe for the unit theme. ) 

 What is the major focus of each lesson for this unit? 

Amount of 
time 

for each 
week 

Week 1 中国地理气候及人口分布 225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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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ek 2 介绍中国几大主要城市：地理，气候，经济，名胜古迹，美食等 225 分钟 

Week 3 暑假去中国旅行的计划：时间，城市，交通工具，日程，花费 225 分钟 

Week 4 旅行社购票：飞机票和火车票 225 分钟 

Week 5 在机场 225 分钟 

 

Week 1 

Lesson Focus 中国地理气候及人口分布 

Time Suggested 225 分钟 

Materials needed 课本《汉语 3》，PPT ，字卡，小白板，youtube 

Objectives 用中文介绍中国地理气候及人口分布的基本情况 

用中文谈谈自己最喜欢的中国城市并解释原因 

用中文谈谈中国和自己国家在地理气候人口方面的异同 

Opening 

Routine/Activities 
看小影片： a tour of China 

http://www.youtube.com/watch?v=UIpm2PWBzow&feature=related  

(学生要回答影片相关问题的练习纸) 

Main Learning 
Activities   
 (This section should 
be detailed, and 
include input, 
modeling, guided 
practice, specific 
tasks, and formative 
assessments / checks 
for understanding)  

 学生谈谈影片中去过的地方/想去的地方 

 preassssment: 你对中国的了解有多少（多大？人口多少？多少个

民族？省市怎么划分？）（老师准备 20 个有关问题，写在白板

上，学生可以挑选自己懂得的问题来和全班分享答案，老师根据学

生的回答调整教学方案，课文某些内容可以省略或简略讲解） 

 听课文录音，回答相关问题 （问题事先写好在白板上，学生带着

问题听课文) 

 老师带读课文，讲课文大意及段落大意 

http://www.youtube.com/watch?v=UIpm2PWBzow&feature=rel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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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情境，图片和提问，带学生操练新句型（运用 PPT) 

1. …是…的政治文化中心 

2. A 离 B 很远/近 

3. …的面积占…面积的…分之… 

4. 在 place, SB +V 得到+O 

5. 百分之…的人口…. 

 用字卡认读生词：政治   文化   经济  首都   面积  古老   山地       平原   

旅游区   农业    地理    民族    人口   气候    沿海    台风       语言   现代

化    开放    发展   水平   富裕  贫穷 

 两人一组，用课文句型和生词互相介绍一个自己最喜欢的中国城市

并解释原因（课堂练习）。回家后做一段录音，介绍对方所说的内

容(课后作业)。(communication) 

 白板练习写汉字，学生自己分析部首，老师帮助拓展，复习旧词

（比如：山地－山上－高山－地下－地面…） 

 用课文的句型生词，模仿课文，写一篇短文，介绍自己的国家 

（culture, connection) 

 学生对中国和自己的国家的地理人口气候进行简单的对比 

（comparasion, connection)  

Closure   重新回到小影片，学生选一个地方，进行中文介绍配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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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essment & Record 

Keeping 

Formative assessment:  

 师生问答 （T: 北京是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那么，哪个城市是美

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呢？S：华盛顿是美国的政治文化中心。） 

 字卡认读  （生词） 

 同学对话 

 课堂讨论 （说说你的国家的情况和中国有什么不同和相同的地

方？） 

 课文练习 （汉语配套练习本） 

Summative assessment:  

 听写  （生词和句型） 

 口语录音 

 写作练习  

Additional Planning 

Decisions 

 What activities might the students take home or do outside of class 
to strengthen or extend their skills? 

Post-Lesson Follow-

ups 

 

 What went well?  

 What needs more work in the next class/ lesson?   

 What activities should I do differently next time?   

 

 

 

Week 2 

Lesson Focus 介绍中国几大城市（北京，上海，广州，西安，成都）：地理，气候，经

济，名胜古迹，美食等 

Time Suggested 225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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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erials needed 课本《汉语 3》，PPT ，字卡，小白板，internet 

Objectives 用中文介绍中国几大城市的基本情况 

用中文制做一本旅游小册子，推广一个中国城市，并做口头报告 

Opening 

Routine/Activities 
全班一起玩 ChinaGame  http://asiasociety.org/node/8688  

Main Learning 
Activities   
 (This section should 
be detailed, and 
include input, 
modeling, guided 
practice, specific 
tasks, and formative 
assessments / checks 
for understanding)  

Preassessment: ChinaGame 后点出本课要学习的几大主要城市，问问学生

对这些城市的了解，出示标志性事物的图片，如长城，故宫，外滩，饮

茶，兵马俑，大熊猫等 

 老师读课文，学生听完后回答相关问题 

 老师带读课文，讲课文大意及段落大意 

 操练新的句型 

1. 上海位于中国的东南部。 

2. 冬天寒冷，气温有时候达到零下二十几度。 

3. 一说起北京就不得不提到长城和故宫。（T: 说起北京，你们马

上会想起什么？长城？对！故宫？对！说起韩国，大家一定会

想起什么？泡菜？对！所以我们说，一说起北京就不得不提到

长城和故宫，一说起韩国就不得不提到泡菜。） 

4. 到了广州，要是不去饮茶就太遗憾了。 

5. 谁都喜欢可爱的大熊猫。（特殊问句特殊用法） 

 字卡认读生词： 干燥    潮湿    寒冷   气温    气候   平均   遗憾     

名胜古迹  历史悠久  发达  美食    贸易    港口   工业    购物中心    

热闹   方便   珍稀     游客    污染    健康    有害 

http://asiasociety.org/node/86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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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字书写学习，词语延伸 

 学生两人一组，运用本课的生词和句型，互相介绍自己国家的一个

主要城市的情况(comparision) 

 学生要担任旅游大使，负责介绍推广一个中国城市，选择恰当的语

言，制做一个旅游小册子，并口头报告（community, culture, 

communication) 

 学生任务：你的好朋友给你写了一封电邮，告诉你他/她打算去中国

旅行，可惜只有 5 天的时间，请根据你朋友的喜好（喜欢历史古迹

还是购物还是美食）给他/她推荐城市。请打出你的回复，通过电邮

交给老师。（communication) 

Closure   全班一起把两周所学生词整理归类，帮助记忆：气候/区域/人/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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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essment & Record 

Keeping 

Formative assessment:  

 师生问答  

 字卡认读  （生词） 

 同学对话 （介绍自己国家的一个主要城市） 

 课堂讨论 （谈谈中国一个北方城市和南方城市的不同和相同的地

方） 

  课文练习 （汉语配套练习本） 

Summative assessment:  

 听写  （生词和句型） 

 写作练习及口头报告 (旅游小册子) 

 写 email 回复 

Additional Planning 

Decisions 

 What activities might the students take home or do outside of class 
to strengthen or extend their skills?  

Post-Lesson Follow-

ups 

 

 What went well?  

 What needs more work in the next class/ lesson?   

 What activities should I do differently next time?  

 

 

Week 3 

Lesson Focus 暑假去中国旅行的计划：时间，城市，交通工具，日程，花费 

Time Suggested 225 分钟 

Materials needed 课本《汉语 3》，PPT ，字卡，小白板，youtube 

Objectives 用中文介绍自己的暑假中国旅行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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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中文对两种事物进行比较，得出结果并说明原因。例如：坐火车比坐飞

机便宜得多，而且可以看长江的风景，所以我打算坐火车去上海。 

Opening 

Routine/Activities 
 听一首关于旅行的流行曲   《我想去桂林》 

http://www.youtube.com/watch?v=U5-mGZOqGbk 

一起学习歌词，Q&A: 这首歌说的是什么？为什么歌手想去桂林？你觉得

歌手什么时候会去桂林？为什么？ 然后出示桂林的图片，简单介绍一下。

问：同学们也想去桂林吗？我们一起去中国旅行吧！ 

                                   歌曲：我想去桂林                  歌手：韩晓 

             我想去桂林呀我想去桂林， 可是有时间的时候我却没有钱 

             我想去桂林呀我想去桂林， 可是有了钱的时候我却没时间 

            在校园的时候曾经梦想去桂林， 到那山水甲天下的阳朔仙境 

            漓江的水呀常在我心里流， 去那美丽的地方是我一生的祈望 

           有位老爷爷他退休有钱有时间， 他给我描绘了那幅美妙画卷 

           刘三姐的歌声和动人的传说， 亲临其境是老爷爷一生的心愿 

Main Learning 
Activities   
 (This section should 
be detailed, and 
include input, 
modeling, guided 
practice, specific 
tasks, and formative 
assessments / checks 
for understanding)  

 师生问答，复习上周所学内容。（说说中国一个主要城市的情况） 

 老师读课文，学生一边听，一边记笔记（可以画图可以写单词，帮

助记录），然后运用笔记，两人一组用自己的话复述课文大意。  

（课文里的大伟暑假有什么打算？去哪儿？为什么去？去多久？怎

么去…) 

 老师带读课文，讲课文大意及段落大意，师生 Q&A (从北京到上

海，大伟为什么不坐飞机坐火车？) 

 操练新的句型 

http://www.youtube.com/watch?v=U5-mGZOqGb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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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飞机比火车贵得多。(出示真实的中国飞机票和火车票，说：这 

          张飞机票和火车票都是从北京到广州的。飞机票要 1800 块，火车 

          票只要 300 块。所以，飞机票比火车票贵得多。） 

      2）坐飞机到北京去 

      3）去上海，要么坐飞机，要么坐火车。（去上海，你可以坐飞 

机，可以坐火车，没有别的办法可以去。所以说，要么坐飞机，要 

么坐火车） 

      4）趁暑假的机会去中国旅行。 

      5）除了价钱便宜以外，还可以看长江南北的美丽风景。（从北京 

坐火车到上海去只要 300 块，而且在火车上可以看到窗外美丽的长 

江风景，真挺不错的！） 

      6） 北京有饭馆，有购物中心，有名胜古迹，什么都有。 

 字卡认读生词：   打算    暑假    了解    计划     同意    到处    舒服     花

费   出发     到达     交通      机会     难得     够      招待      特色      纪念品     

讨价还价     背包族       

 学生任务：你有三个星期的暑假时间可以去中国旅行，可是买完飞

机票以后，你只有 800 美金，请你设计一个暑假旅行计划，说明旅

行的时间，城市，交通工具，日程以及每个选择的原因。请放在

wikispaces 上和全班同学分享，每个同学必须要给别的同学至少 3

个意见或建议，并说明原因。然后自我修正，最后在全班做口头报

告。（communication, culture, connection, community) -------注：我

的每一个班级都有自己的 wikispaces 网页用以交作业，发作业以及

同学做 peer edi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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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头讨论：如果在你的国家，旅行的方式和在中旅行的方式有什么

一样和不一样的地方？为什么？你觉得在中国旅行有什么困难和要

注意的地方？在你的国家呢？(comparision) 

Closure  单元小测验 

Assessment & Record 

Keeping 

Formative assessment:  

 师生问答  

 字卡认读  （生词） 

 同学对话 （用自己的话互相复述课文） 

 课堂讨论 （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的背包族？你怎么看背包旅

行？） 

  课文练习 （汉语配套练习本） 

Summative assessment:  

 听写  （生词和句型） 

 写作练习及口头报告 (旅行计划) 

 单元小测验 

Additional Planning 

Decisions 

 What activities might the students take home or do outside of class 
to strengthen or extend their skills?  

Post-Lesson Follow-

ups 

 

 What went well?  

 What needs more work in the next class/ lesson?   

 What activities should I do differently next time?  

 

 

 

Week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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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son Focus 旅行社购票：飞机票和火车票 

Time Suggested 225 分钟 

Materials needed 课本《汉语 3》，PPT ，字卡，小白板，真实的飞机票和火车票 

Objectives 用中文询问有关飞机航班的信息 

用中文讨论不同航班的优缺点（时间，中转，价格等） 

用中文商讨价格 

用中文咨询及购买火车票 

读懂飞机票和火车票的关键信息 

Opening 

Routine/Activities 
向学生出示真实的中国飞机票和火车票，讨论：这是火车票。你从哪儿看

出这是火车票？还看到什么信息？和你们国家的飞机票/火车票有什么不

同的吗？（comparision,connection) 

Main Learning 
Activities   
 (This section should 
be detailed, and 
include input, 
modeling, guided 
practice, specific 
tasks, and formative 
assessments / checks 
for understanding)  

 放课文录音（在旅行社买机票的对话），学生听完后回答相关问题

（准备好问题练习纸） 

 老师带读课文，讲课文大意及段落大意，Q&A: who, when, where, 

what, why, how? 

 操练新的句型 

1) CZ3140 航班从悉尼中转首尔到北京 （运用教室的地图，指出：

“大伟现在要从悉尼到北京去，可是飞机要先到首尔停一停然后

才去北京，我们说飞机中转首尔到北京”。） 

2) 之所以这个航班的价格很便宜，是因为出发时间很早，而且还

要中转首尔。（复习旧语法：因为出发时间很早，而且还要中

转首尔，所以这个航班的价格很便宜。和新句型意思一样，只

是位置调换了。给学生出示公式帮助理解：之所以＋result,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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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reason) 

3) 你早点决定吧，要不然价格会越晚越贵。 

4) 暑假是旺季，你再不决定，万一票卖完了你就去不成了。 

5) 只要票便宜，别的我都无所谓。 

 字卡认读生词:     旅行社    价格     航班    公司     起飞    到达       售票

处     订     转机    中转     护照      有效期      旺季      支票      现金      确

认      卧铺（硬卧/软卧）     次     趟     站台         

 白板练习写汉字 

 学生两人一组，用生词和句型写一段旅行社购票的对话，老师修改

以后，学生要 role-play 这个对话（communication)  

 小辩论：在中国旅行，坐飞机好还是坐火车好？（学生分成 2 组进

行 10 分钟的辩论）。（communication, culture) 

Closure      综合复习本周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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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essment & Record 

Keeping 

Formative assessment:  

 师生问答  

 字卡认读  （生词） 

 同学对话 （讨论设计 role-play 的对话） 

 课堂讨论 （分组小辩论） 

  课文练习 （汉语配套练习本） 

Summative assessment:  

 听写  （生词和句型） 

 写作练习(两人一组写对话) 

 role-play 对话 

Additional Planning 

Decisions 

 What activities might the students take home or do outside of class 
to strengthen or extend their skills?  

Post-Lesson Follow-

ups 

 

 What went well?  

 What needs more work in the next class/ lesson?   

 What activities should I do differently next time?  

 

 

 

Week 5 

Lesson Focus 在机场 

Time Suggested 225 分钟 

Materials needed 课本《汉语 3》，PPT ，字卡，小白板，真实的广播录音 

Objectives 懂得怎样在中国的飞机场办理登机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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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懂飞机场和火车站的重要标牌 

Opening 

Routine/Activities 
播放一段真实的机场广播录音（各位旅客请注意，CZ 3140 航班已经开始

登机….），学生回答老师已经写好在白板上的问题（你最可能在哪里听

到这段广播？为什么要放这段广播？…） （communication, community) 

Main Learning 
Activities   
 (This section should 
be detailed, and 
include input, 
modeling, guided 
practice, specific 
tasks, and formative 
assessments / checks 
for understanding)  

 放课文录音（在机场办理手续－>安检－>登机），学生听完后回答

相关问题（准备好问题练习纸） 

 老师带读课文，讲课文大意及段落大意，Q&A 

 操练新的句型 

       1）必须有中国签证，否则海关不会让你入境。（帮助学生复习 

上周学过的“要不然”，建立联系，二者意思相同） 

       2） 看登记牌看不出靠窗不靠窗 

 字卡认读生词:     办理     行李     旅客     托运      登机      手续      安检     

安检口     靠窗     降落      海关      签证      出境       入境 

 白板练习写汉字 

 三人一组，role-play 在机场的情境 

 制做小影片，介绍如何办理登记手续，过安检，过海关，登机以及

各项注意事项 (community) 

      

Closure  挑选几个质量好的小影片，全班一起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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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essment & Record 

Keeping 

Formative assessment:  

 师生问答  

 字卡认读  （生词） 

 同学对话  （role-play) 

  课文练习 （汉语配套练习本） 

Summative assessment:  

 听写  （生词和句型） 

 制做小影片 

Additional Planning 

Decisions 

 What activities might the students take home or do outside of class 
to strengthen or extend their skills?  

Post-Lesson Follow-

ups 

 

 What went well?  

 What needs more work in the next class/ lesson?   

 What activities should I do differently next time?  

 

 

 

 



  

Situating Language Practice in Meaningful Contexts 

 

Use a holistic approach to recycle thematically related 语 言 点 in such activities as role-

play or discussion/debate to encourage integrating the old and the new in meaningful 

communication. Spiraling of related 语 言 点  in a meaningful theme (分主题、话题

进行) is more effective than spiraling in a discrete-point fashion.  

 

请写完“我家的故事”，并在课堂上讲给同学听。 

1.我家有_____。 

2.爸爸教育我们要 _____，而且__________。 

3.我小的时候喜欢和弟弟吵架，我们之间的问题常常是由 _____引起的。 

4.妈妈年轻的时候念了大学，但是_____。 

5.姐姐不但喜欢_____ 也喜欢______，并且_________。 

6.哥哥是我的好朋友，他的______对我有很大的影响，可是_______。 

7.假如我的家 ____，我们的情况会比现在好得多。 

8.虽然_______但是________。 

 

用不同的主题进行句段练习(综合复习) 

如何“控制/scafold”有计划地做好以学生为中心的讨论？ 

例 1：Listing and Expressing opinions: 

美国人喜欢的体育运动（小吃，饭菜...）五花八门， 

常见的...有...还有...另外... 对...来说...不只是...而且是一种享受。 

 问题：如何把句型连成有机的整体？ 

 

例 2：Expressing Cause-effect: 

美国的经济不太好（发展的比较快）主要是因为... 

再加上...于是... 

     

例 3：谈张艺谋的电影：（词汇练习？语法练习？句段练习？what else before 

students can do the learner-centered discussion activity meaningfully and effectively? 

受到……关注， ……被誉为……， 对……发生兴趣 总的来说， 

有……突破， 一时， 迎合，自然， 遗憾的是， 一方面… 另

一方面， 说老实话， 真不简单 



 

 

  

主题、话题在语言操练中地使用举例 

摘自“对外汉语语言点教学 150 例 Chinese Grammar Made Easy: A Practical and 

Effective Guide for Teachers.”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9 

无论…… 都……  

1 教师须知  

（1）语义、功能及注意事项 

“无论”是连词，与副词“都”构成“无论…… 都……”句型。“无论”又作“不论、

不管”， “不管”常用于口语。本语言点表达的是不管出现什么情况，结果都是一样

的，或前提条件不同，结果不变，强调没有例外。学习者在该语言点上容易出现的

问题：a) 主语用在“都”后，如：无论怎么样都他不该打人。B)在“选择疑问短语”中

用“或者”取代“还是”，例如，无论中国人或者美国人都喜欢打篮球。 

 

（2）常见形式 

  1）  

无论 疑问短语 （主语） 都 （否定）+动词短语 

  什么人（谁）    不能在教室吸烟。 

  在哪儿    能买到快餐。 

  怎么样 他   不该打人。 

  什么时候 你们   可以去看他。 

  怎么说 他   不听 

 

2) 

无论 选择疑问短语或是非/正反疑问

短语 

(主语) 都 动词短语 

  中国人还是美国人    喜欢打篮球。 

  今天天气好不好 我们   去散步。 

  有没有重要的事 我   要给他打电

话。 

  这件衣服贵不贵 她   要买。 

 



2. 课堂操作程序 

（1） 语言点导入举例 (潜移默化) 

问答导入式（课前板书语言点“无论…… 都……”） 

师：学生能不能在教室里吸烟？ 

 生：不能。 

 师：老师能不能在教室里吸烟？ 

 生：…… 

 师：校长呢？ 

生： 

师：老师指着板书示范：无论谁都不能在教室里吸烟。老师再领说。 

       

（2） 操练一：句子转换 （校园生活） 

在明德暑校学生上午、下午、晚上都得上课。 

在学校学生上午、下午、晚上都可以上网。 

张老师、刘老师、李老师说话，我们都听得很清楚。 

我们天天上学，下雨天得上学，下大雪也得上学。 

What else can we add to this list? 

 

（3） 操练二： 句子转换（漫谈中国） 

在哪儿都能买到美国快餐。 

我们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都可以看到很多人。 

在大城市大街小巷哪儿都有出租汽车。 

关心环保的人越来越多。 

老师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编写类似的练习。 

 

（4）活动：认真的李英 

小英是个用功的好学生，无论晴天或雨天，她都会准时去学校上课。放学之后，不

论是哪一个科目，她都会认真复习，所以每一次考试，不管是数学还是国语，小英

都能考一百分。小英在家里也是个好孩子，无论是爸爸还是妈妈说的话，她都会仔

细地听。吃晚饭的时候，妈妈无论做什么菜，小英都会把它吃完。小英的朋友无论

有什么困难，小英都会帮助他。所以不论是谁，都称赞小英是好孩子。 

 

看图说故事：认真的李英 



 小英是个用功的好学生， 、 → (去上学)。 

放学之后， → (复习)， 

所以每一次考试， (一百分)。 

小英在家里也是个好孩子， 、 (听话)。 

吃晚饭的时候， 、 ， (吃完)， 

 

所以  

（称赞)。 

 

 

老师：现在我看着图，大家轮流说李英是个什么样的学生。 

学生 A：李英是个好学生，无论晴天还是雨天，她都会去上学。 

学生 B：李英是个好孩子，无论是谁说的话，她都认真地听。 

学生 C：……  



Designing Instruction
A Thematic Approach (pp.27-28) 

Global 
Challenge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ntemporary 
Life

Personal and 
Public 

Identities

Families and 
Communities

Beauty and 
Aesthetics



Global 
Challenges

• Economic Growth
• Environmental Issues
• Geography
• Politics
• Population
• Thought and Relig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 Health and Medicine
• Impact on Tradition
• Inventions
• Media and Mass Communication
• Nature
• Science and Ethics

Contemporary 
Life

• Education and Career
• Holidays and Celebrations
• Pop Culture
• School Life
• Travel and Tourism
• Work and Leisure

Personal and 
Public 

Identities

• Alienation and Assimilation
• Ethnicity
• Gender Issues
• Multiculturalism
• Nationalism
• Tolerance

Families and 
Communities

• Citizenship
• Customs and Values
• Family Structure
• Relationships
• Urban and Rural Development
• Volunteerism

Beauty and 
Aesthetics

• Architecture
• Fashion and Design
• Film and Television
•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 Tradition and World Heritage
• Visual and Performing Arts



Designing Instruction
Overarching Essential Questions (pp.28-30)

Contemporary 
Life

How do societies and 
individuals define quality 

of life?

How is contemporary life 
influenced by cultural 

products, practices and 
perspectives?

What are the challenges 
of contemporary life?



Designing Instruction
Overarching Essential Questions

Personal and 
Public Identities

How are aspects of 
identity expressed in 
various situations? 

How do language 
and culture influence 

identity?

How does one’s 
identity develop over 

time?



AP Chinese: situating language learning in 
themes related to real-life needs

• Standards-based Approach: developing students’ Chinese 
language proficiency across the three modes of communication 
(interpersonal, interpretive and presentational) in the 5 C areas 
(communication, culture, comparison, connection, community). 

• Equivalent to a fourth-semester college course, with coursework 
reflective of the Intermediate range of proficiency in the ACTFL 
Proficiency Guidelines

Prepared by: Jianhua Bai



AP Chinese: using Chinese in real-life situations

•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spontaneous, two-way 
interaction, such as conversations and emails (active negotiation 
of meaning, Culturally appropriate interaction).

• Interpretive: Interpret a broad range of oral and written texts 
(identify and summarize main point and details, make 
appropriate inferences and predictions etc.).

• Presentational: Create level-appropriate speeches and reports 
and narrate personal experiences and current events.

Prepared by: Jianhua Bai



AP Chinese: other developments 

• CED (Course and Exam Description): 

• 8 skill sets

• 36 themes

• 3 mode of communication in the 5 C areas

• Task models aligned with AP exam item types

• Classroom Resources: Unit Guide, PPC (Personal Progress 
Check) for effective formative assessment that is aligned with 
the learning objectives and exam item types, Practice Exams etc.

Prepared by: Jianhua Bai

http://CED2019ProfChi.pptx


Prepared by: Jianhua Bai

Skill Sets Description

1. Comprehend Text Comprehend written, audio, audiovisual, and visual text (text and pictures).

2. Make Connections Make interdisciplinary and cultural connections.

3. Interpret Text Interpret the content of written or audio text (words).

4. Make Meanings Make meanings from words and expressions.

5. Speak to Others Communicate interpersonally by speaking with others.

6. Write to Others Communicate interpersonally by writing to others.

7. Present Orally Communicate through spoken presentations.

8. Present in Writing Communicate through written presentation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