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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梁宁辉-耶鲁大学老师主持的美国初、中年级中文教学群第七次讨论会于 2020 年 02

月 1 日晚 8 点至 10 点圆满完成。  

本次会议有幸邀请到伯利亚学院王建芬老师分享“体演式文化”教学的体会。王老师首

先为大家简要地介绍了“体演文化教学法”的背景，然后向大家大致描述了一节”体演“听

说课的典型教学实例，提出了自己对该教学法的疑问，引起了大家的热烈讨论。 

 

一、体演文化教学法的简要介绍 

1.1 背景 

梁宁辉-耶鲁大学::各位老师，今晚荣幸请到伯利亚学院的王建芬老师跟大家分享她“体演文化”教学的体

会。让我们热烈欢迎王老师！ 

王建芬-Berea College: 各位同事新年好！感谢梁宁辉老师的提议与邀请，我很荣幸在这里与大家探讨体

演文化教学法为初级汉语教学提供的新思路。咱们群里还有不少研究教学法的同事，所以我在这里起个头，

抛砖引玉。我先简单介绍“体演文化教学法”的背景，然后大致描述一节”体演“听说课的典型教学活动，

分享我当初的疑问。 

王建芬-Berea College: 体演文化教学法(Performed Culture Approach)由俄亥俄州立大学东亚语文系的

吴伟克(Dr. Galal Walker)、野田真理(Dr. Mari Noda)等几位语言教学法专家研发。研发者们在几十年培

训美国人赴中国、日本从事职业活动的实践与理论研究中总结出：外语的教学应以文化教学为核心。 

王建芬-Berea College: 体演文化认为，交际中的相互理解首先取决于对文化行为的理解。比如，学生如

果不了解中国文化中打招呼的“潜规则”，就可能认为中国人爱说“废话”，明明看见我在看书，朋友还会

问我“看书呢”。 或认为中国人好打听，因为在路上遇到时，熟人总爱问“到哪儿去啊”。甚至认为中国人

不礼貌，在路上我微笑着跟迎面走过的陌生人说“你好”，他们要么一脸茫然，要么不理不睬。 

王建芬-Berea College: 大多数美国人所继承的西方文化与以中日为代表的东亚文化迥异，要在与母语文

化迥异的文化中实现交际意图，学生需要能在交际中“读懂”当地文化（包括隐性的行为文化），而且学生

的交际行为需要为当地文化所接受。 

王建芬-Berea College: 因此，“体演文化“的宗旨是教学生如何在目标文化中做事。“体演”教学不止于

对字、词、句、篇、文史哲知识的理解，而是要达到能在适当的情境中自发运用所学内容。 

王建芬-Berea College: “体演文化”把言语表达与行为文化视为不可拆分的整体---交际行为，而交际行

为总是在具体情境中发生，所以“体演文化”强调从一开始就把交际行为与目标文化中与之相应的情境作

为一个整体(即 performance 或者“交际事件”)，通过亲身“体演”来习得。学生通过体演所习得的是一

个一个文化故事（包括具体的时间、地点、人物关系与台词），是学生自身在目标文化中做事的经历。 

王建芬-Berea College: “体演”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角色扮演”或者“话剧排练”。学生所“体演”的

场景应尽可能类似学生作为外国人在目标文化中可能用到中文的场景，学生扮演的是学生作为外国人在目

标文化中可能扮演的角色，老师的反馈是学生的交际行为在目标文化中类似场景可能产生的效应。 

王建芬-Berea College: 学生经过反复“体演”某一文化场景会形成对整个文化场景的记忆。这样当同类

文化场景再次出现时，就能够理解他人的意图，并得体地做出回应、表达自己。例如，中国文化中的“客

随主便”，当学生在模拟场景中亲身体验过这种文化场景并反复体会之后，再遇到类似的场合时，就能够做

出得体的反应，而不会不解或者不知所措。 

 

1.2 初级班体演文化教学实例 

王建芬-Berea College: 个人认为体演文化教学法在初级班的一些做法尤为“另类“，而且学生在初级学习

时如果接受了”体演“的理念、养成了”体演“的习惯，那么后面的中文学习必然水到渠成。所以我描述

一节初级班听说课的常见情景。 

王建芬-Berea College: 课堂录像会更生动，但文字描述可以抽象出各个具体课堂的共同特点，在突出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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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同时，给大家更大的想象空间。毕竟“体演文化教学法“并不是一个具体的教学方法或技巧，而是一套

开放的、发展中的教学理念。 

王建芬-Berea College: 我从正式开始上课的那一刻开始描述。教室里十几个学生面对黑板或荧幕坐成一道

圆弧，老师在圆心的位置站定，宣布“现在上课了“，学生们回应”老师好“，老师回应”你们好“。荧

幕上呈现课文的场景图片，老师开始就场景和情节提问，引导学生说出他们对时间、地点、人物关系及其

交际意图的理解。理解无误则开始表演。 

王建芬-Berea College: 老师给学生指定场景中的某个角色，然后自己或一个学生扮演另一个角色。学生逐

个或逐对上台表演。老师会记下学生出错的地方。学生卡壳时，老师会提示。遇到学生表演不得体，老师

会叫停，并示范得体的做法，让学生重试。 

王建芬-Berea College: 一场表演结束，老师带全班练习普遍出错的发音或表达。比如，说 “请问，您贵姓

“的时候，学生普遍有声调问题。纠音的时候，老师先示范几次，学生认真听，找感觉，然后老师再说几

遍，让学生模仿，然后老师让学生逐个说。 

王建芬-Berea College: 逐个检查的过程中，如果学生说得又对又好，那么老师回应“哦，我姓李。”然后示

意下一位同学说。 根据学生熟练的程度，练到后来老师的回应可能出现一些变式，比如变成“免贵姓王”

或者“我姓刘。你叫什么名字？”或者回答完“我姓张“之后期待学生回复”哦，张老师，您好！“ 

王建芬-Berea College: 如果学生说成了“您姓贵“，那么老师会疑惑地看着学生，说”啊？……不，我不

姓贵，我姓王。“ 如果学生还没意识到自己说得不对，老师会示范，并示意他重复说“贵姓”、“您贵姓”。 

王建芬-Berea College: 几场表演过后，老师改变场景中的某些信息，比如时间、地点或者人物关系或者交

际意图。老师提示学生注意情境的改变，确定学生懂了，继续表演，根据情景需求引入新的“台词”。 

王建芬-Berea College: 每个学生都练过一遍之后，换到下一场景。老师就场景提问，确保学生明白时间、

地点、人物关系及其交际意图。然后开始表演，老师扮演中国人角色，学生逐个表演场景中的自己，这时

侯每场表演的台词不一定完全一样。跟之前一样，遇到学生表演不得体，老师会马上叫停，并示范得体的

做法，让学生重试。学生的表演可以体现个性，但绝不鼓励学生故意哗众取宠。 

王建芬-Berea College: 课堂的最后一个场景通常会挑战学生用所练过的内容即兴发挥。比如，练过询问姓

名的表达后，学生可能“作为志愿者在国际汉语教学法大会的前台帮参会者签到”。这一情境除了询问姓名

外，还可以自然融合之前的课堂里练过的问候老师、基本的课堂用语和礼貌用语。所需道具就是一份拼音

名单，按姓氏列出同学们的中文姓名和一些起干扰作用的假姓名。 

王建芬-Berea College: 由于名单按姓氏排序，所以“志愿者”应该问“请问，您贵姓？“如果名单上只有

一、两个姓 Gōng 的，那么学生可以确认一下”Gōng Píng，对不对？“ 如果猜错了，学生应该说”对不起

“，然后询问 “Gōng Xiǎomíng，对吗？” 如果同姓者较多，学生也可以问“Wáng 老师，请问您叫什么

名字？” 前几名“志愿者”表演的时候，老师会提示交际策略和礼貌用语，帮后面的“志愿者”长经验。 

王建芬-Berea College: 临下课，老师问学生“有没有问题？” 学生可能用英文提关于所练内容或其他与课

程相关问题，老师用英文解答。学生没问题了，老师在圆心位置站定，宣布“现在下课了。”学生说“老师，

再见！”学生纷纷离席，有的学生临走会说“谢谢老师。” 

王建芬-Berea College: 一年级的听说课大致就是这样，读写课跟听说课有很多类似的地方，只是在表演时，

场景会需要学生看懂文字呈现的信息或者用文本传达信息，比如，回复短信，或者收到短信后通过语音/

电话转达消息。课堂上没有检查单个词汇和语法的练习或测试。 

王建芬-Berea College: 课堂似乎全程由老师主导，基本没有老师完全退出“舞台“让学生们两两互相练习

的”热闹“、“高效率”的场面。大部分时候老师说话的语态和语速就像在跟另一个中国人聊天，既不格外

放慢语速，也不像演讲者那样格外神采飞扬、抑扬顿挫。老师也很少让学生”齐唱“，大部分时候同一时

间只能听见一个人的声音，课堂安静得有点不像外语课。 

王建芬-Berea College: 一节课下来，很少听到老师表扬学生，好像学生做对做好是理所应当，而做得不好

课堂表现就得不到满分。关键是，课堂上老师并不是先“教“学生怎么说，确定每个学生都练会了再让学

生当众表演，而经常是一上来就是学生演，由不同的学生反复演，老师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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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建芬-Berea College: 一开始我真替学生觉得委屈。对于老师没教过的东西，学生能表演出来已经不错了，

表演得不够好，竟然还要被扣分。太打击自信心和积极性了。 

王建芬-Berea College: 在看到这样的课堂以前，我在北京教了近 7 年的中学英语，作为“骨干教师”参加

过不少教师培训，也给同行做过不少次示范课。并在俄州大上了两学季的 TESOL 硕士课程。那时候自认为

有些教学经验，也自以为对当时的外语教学法和“文化”教学理念的理解还算到位。 

 

1.3 由体演文化教学法引发的思考 

王建芬-Berea College: 初看“体演“课堂的时候，我觉得“体演“教学没什么技术含量，全靠学生自学，

课堂活动形式也是“四不像“。 

王建芬-Berea College: 首先，“体演“貌似听说法，但又没有听说法的节奏快，因为加了许多关于情境的细

节（如检查对场景及人物关系的理解、纠正不合情境要求的交际行为）。跟初学中文的学生计较那些细节有

必要吗？ 

王建芬-Berea College: 第二，“体演“似乎就是交际法里的“角色扮演”，但“体演”只对情境强调有加，

却没有具体的角色描述，学生基本都演自己（在目标文化中可能的自己）。学生演的是自己，老师却不光纠

正发音和句型，有时还纠正学生的表演。有必要干涉学生怎么演吗？这样做不会激活学生的“affective filter”

吗？教育不是应该尊重学生的个性和学生的母语文化吗？而且让学生自己先排练好了再当众演不是更好吗？

直接即兴演，演不好的学生会不会被吓跑？ 

王建芬-Berea College: 第三，“体演“似乎也有任务型教学的影子，但“体演”的任务不一定以小组形式进

行，也没有明显的任务准备和报告环节，尤其是在低年级，多是学生单独完成（跟老师对话的）任务。任

务也都很“迷你“，很寻常，瞬间就完成，而且由不同的学生连续、重复完成多次。学生不会觉得无聊吗？

而且每个学生都得在大家的注视下表演，学生不会因”压力山大“而产生逃避心理吗？ 

王建芬-Berea College: 第四，老师期待学生一上课就能表演尚未教过的“剧本“。”可理解性输入“在哪儿？ 

王建芬-Berea College: 第五，课堂上似乎始终是在通过表演练习语言表达，“体演文化”的“文化教学“到

底体现在哪儿？ 

王建芬-Berea College: 头就开到这里。不知各位老师对我以上所述一系列疑问有什么看法。欢迎大家的补

充、讨论，批评指正。 

 

二、提问答疑环节 

2.1 是否重视纠音及如何纠音 

丁鲁 湖南科技大学: 对于学汉语的学生来说，怎么克服“洋腔洋调”？ 

刘刚-卡耐基梅隆大学: 体演中老师在纠正学生时，只用中文还是不排除英文的使用？ 

王建芬-Berea College: 初级一节课练的内容就是”请问您贵姓？”“我姓白” “哦，白女士，您好？”内

容少就是为了纠音。 

胡灵均 哥伦比亚大学: @丁鲁 湖南科技大学 丁老师，我十几年前在俄亥俄州立做过几年助教，体演教学

法对纠音非常重视。每天上课老师都要记下每个学生的发音错误（当然还有其它错误），课堂上纠音时间如

果不够的话，每周老师都要给每位学生提供书面反馈，其中包括哪些发音不正确 

 

2.2 教学效果及进度的问题 

梁宁辉-耶鲁大学: 还有如果有很多学生怎么办？基本一人体演两三次就下课了，似乎效率不高啊 

张凯 明德北京 MiC: @王建芬-Berea College 王老师，谢谢您的分享，我知道“教学效果”这个东西不好衡

量，我就是好奇您运用了体演教学以后，觉得它在效果上比听说法更好吗？我担心它时间成本太高。 

王建芬-Berea College: 衡量效果如果只看词汇的积累，不看文化情境的积累，那么听说法有优势 

梁宁辉-耶鲁大学: 我还有一个问题，如果遇到性格内向的孩子怎么办？我就有学生就告诉我不喜欢角色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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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的活动。 

王建芬-Berea College: 其实也不一定要每个对话都上前面演 

王建芬-Berea College: 学生人数超过 20 个的时候压力是会大些。个人认为看两三次表演，也比一次都看不

到好点 

刘刚-卡耐基梅隆大学: 有没有专门针对体演教学设计的中文课本？我个人其实比较担心的是教学进度。能

体会出体演教学的良苦用心，但是不能不说，一节完全运用体演理念的语言课，能完成的教学内容确实并

不多。如何在文化体演和教学进度上找到一种平衡呢？ 

王建芬-Berea College: @刘刚-卡耐基梅隆大学 IC 第一册我是 150 个课时教完，每课 5-7 课时 

梁宁辉-耶鲁大学: IC 第一册用 150 个课时教完，按每周 5 学时计算，那大概是一整年多的时间了吧？ 

王建芬-Berea College: @刘刚-卡耐基梅隆大学 之所以进度不受影响，主要是学生必须自学，课堂不重复自

学部分。 

王建芬-Berea College: @梁宁辉-耶鲁大学 我校是三个学期，每周三节课，每学期 42 节课左右 

张欣 Xin Zhang 昆山杜克大学: 谢谢王老师的分享！关于教学进度正如你和几位老师所说，学生需要认真自

学、做课前准备，课上才能奢侈地花大量时间给学生在情景中练习、积累“知行合一”的记忆。我自己的

感觉需要在一定的课时量的基础上平衡学生的工作量，比方说每课时不必让学生表演 IC 的长对话，而是选

取最实用、真实的一小段。 

孟楠 UConn: @刘刚-卡耐基梅隆大学 这是 osu 在用的教材，https://cllc.osu.edu/projects/ccc，很多老师也用

体演文化教学法教 ic，进度没有特别慢，主要看课堂上怎么安排各种活动，一般一节课可以练到至少 4，5

个语法点的 

李聪 昆山杜克: 感觉“时间成本”是大家普遍的一个担忧。从课堂上来说，老师纯讲解的时间很少，主要

是设置情境（比如“我是你的同学”“我是你的老师”“我是售货员”），老师做 model，然后通过置换一些

关键信息让学生都有操练的机会。不表演的学生在这个过程中不是闲着的，他们得注意听别的学生说了什

么，因为老师在每个表演之后会问“观众”们表演中涉及到的关键信息（比如“XXX 昨天去了哪儿”），所

以习惯了这个模式的学生会一直保持注意力相对集中。就算是性格比较内向的孩子，也不会拒绝表演。课

堂上要实现这个效果需要学生课前做好准备，以 IC 第一册为例，每节听说课一般都是背一半的对话，然后

阅读这段里出现的所有 culture/language/grammar notes。确实体演法听起来进度很慢的样子，但是从项目

层面上来说，我们也需要考虑教学目标是什么，究竟是一年完成一本教材，还是一年之内真的能让学生用

中文做一些事情。 

王建芬-Berea College: 我们学生普遍评价是中文课学习效率特别高，进度特别快！说中文课一学期学日语

课两、三个学期的内容 

白建华 Kenyon College: @王建芬-Berea College @刘刚-卡耐基梅隆大学?有关教学环节（输入、输出等等）

的时间分配问得好！王老师让我看到 OSU Galal 老师的影子。30 年前他就做了一套教材，就是胡灵均老师

刚刚提到的那套，对语音、语法、语用各个方面都有详细的解释。而且是录音形式呈现。很像现在推崇的

Flip classroom. 也就是说输入/讲解部分要求学生课前完成。 

王建芬-Berea College: @白老师，我也觉得体演就是地地道道的 Flipped classroom. 我跟学生说，我备课费

心思最多的就是怎么让他们 自学，自学什么。 

熊非 Sidwell Friends School: @王建芬-Berea College 体验法确实能提高输入效率! 

徐晓虹 Salesianum School: @白建华 Kenyon College 白老师，您能分享一下如果您布置一个 30 分钟内能完

成的输入讲解预习作业，您会布置些什么内容，怎么检查学生的预习效果呢？谢谢 

白建华 Kenyon College: @徐晓虹 Salesianum School 简单地说，就是把传统的课堂的讲解部分（teacher talk)

录制下来，（经过更精致的编辑）让学生课前自学，充分利用课上的时间做输出型的练习。 

徐晓虹 Salesianum School: @白建华 Kenyon College 谢谢，受启发了！ 

刘伟_The Hotchkiss School: @王建芬-Berea College @白建华 Kenyon College 喜欢你们的观点！我个人也觉

得输入部分可以通过 Flipped classroom 完成。把传统课堂的价值发挥到最大，真人互动、真实体验这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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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在线课堂真正有缺陷的地方。 

孟楠 UConn: @白建华 Kenyon College flippedclassroom 的理念就是让学生在课前自学，课堂主要是应用，

这样学生有学习自主权 

刘伟_The Hotchkiss School: 老师如果能让学生喜欢学习、自己学习、终身学习，这就是最成功的老师 

孟楠 UConn: 学生接触老师的时间是有限的，应该最大化老师的作用，引领运用知识和实践，还有纠正发

音和其他错误，而不是用母语来讲解语法点 

 

2.3 文化教学内容的选取 

冯禹美国布兰戴斯大学: “文化”在变。我记得当年在 AP 命题时出过一题，就是要求学生面对赞扬时说“哪

里哪里”，当时就有老师提出不一定。现在看看，年轻人很少会说哪里哪里了。最近几年我发现变化越来越

快，体演需要跟上这种文化变化吗？ 

王建芬-Berea College: 需要跟上文化变化的，现在即使课本是“哪里哪里”，我也会让学生说“没有没有” 

冯禹美国布兰戴斯大学: 我觉得很多年轻人听到赞扬后会自信和半开玩笑地说那当然了！ 

冯禹美国布兰戴斯大学: 也有一些会像美国人一样说谢谢。 

白建华 Kenyon College: @冯禹美国布兰戴斯大学 good point! 词语的选择要取决于 you are talking to 

whom, where and when etc. 

慕冰-罗德岛大学: 说到对赞美的回应 其实也是为了让学生了解他们的 interlocutor 是谁 

徐晓虹 Salesianum School: 王老师好！谢谢您的报告！体演文化教学值得一试，因为语言和语境，和交际

者的身份以及所处的文化圈都是不可割裂的整体。我先来举个我中文零起点班的负面例子，去年有个学生

觉得他的基本问候语已经掌握的不错了，结果就采集了一段他和一位中国餐馆的女服务员的一段对话回来

放给我听，我听后对学生说很流利，没有语病，但感觉你的问法和语调怎么看都不像是顾客，像 FBI 来餐

馆做调查的。 

王建芬-Berea College: @白建华 Kenyon College @慕冰-罗德岛大学?对！所以体演在练习时强调特别明确时

间、地点、人物关系、交际意图 

王建芬-Berea College: @徐晓虹 Salesianum School 有意思的实例，谢谢分享 

胡灵均 哥伦比亚大学: @@徐晓虹 Salesianum School 徐老师，您的例子很有意思，方便分享一下您的学生

是怎么回答的吗（问法和语调）？  

冯禹美国布兰戴斯大学: 我还是有点困惑。人际关系的文化是非常微妙的，同辈，长辈，学生老师，陌生

人，好朋友，目的，区域等，这些东西要讲多少？用英文讲？还是课本有详细的解释？ 

慕冰-罗德岛大学: @冯禹美国布兰戴斯大学 冯老师，我的理解是很多课本都有这方面的详细的解释 

慕冰-罗德岛大学: 所以课堂上就给学生机会 让他们能 recognize 他们说话对象的不同 

慕冰-罗德岛大学: 如果是同龄人 完全可以说没有没有，甚至是谢谢 

慕冰-罗德岛大学: 但是如果是长辈 老师 或者比较正式的场合 就可以说哪里哪里 

王建芬-Berea College: @冯禹美国布兰戴斯大学 那些微妙的关系都是通过情景设置、表扬我、反馈来教，

课上不需要很多英文解说。还有就是学生作为外国人在中文中需要用中文扮演的角色是有限的 

冯禹美国布兰戴斯大学： @王建芬-Berea College 也就是说学生只演自己了，不需要让他们去演老师、父

母、出租车司机之类的了？ 

孟楠 UConn: @冯禹美国布兰戴斯大学 您对年轻人语言运用的变化是基于交流双方都是中国人这点，如果

其中一方是外国人，越客气越保守越好 

胡灵均 哥伦比亚大学: @冯禹美国布兰戴斯大学 冯老师，我记得 osu 有自己的一套课本，英文解释得非常

清楚，学生上课前自学，act 课之前有 fact 课，老师用英文版讲解和回答学生的一些问题。一些别的教材也

有很清楚的英文解释，学生提前预习了的话，老师不用在课堂上讲太多。 

徐晓虹 Salesianum School: @胡灵均 哥伦比亚大学 我学生的语音没有问题，但问话方式就是一长串的问题，

一个接一个，还要问全名，还包括“今年多大”（IC 课本的经典问法，但不适合问女士），他问了七八个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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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也没透露自己的一点儿信息。“请问”只在开头出现过一次 

孟楠 UConn: @冯禹美国布兰戴斯大学 我在课堂上让学生表演的角色主要是这几个场景：在学校里的学生，

室友，朋友，在职场上的同事和上下级，在社区里的志愿者，还有种种路人陌生人出租车乘客等等 

王建芬-Berea College: @冯禹美国布兰戴斯大学 作为老师或父母的角色中，学生很可能用英文交流就行，

之一司机嘛，跑去中国当出租司机的我只听说过一例，就是那个记者在上海 

熊非 Sidwell Friends School: @王建芬-Berea College 谢谢王老师的分享! 外国人言行像中国人一样常常会拉

近距离，增进好感。有没有碰到过矫枉过正的情况? 因为中国人看到外国人时并不指望他们言行举止像中

国人一样  

王建芬-Berea College: @熊非 Sidwell Friends School 我们并不把学生纠得跟中国人似的，而是做到中国人能

接受的作为外国人的程度。举止像中国人是容易遭人反感的 

冯禹美国布兰戴斯大学: @熊非 Sidwell Friends School 我想起过去我在哈佛时一位同事的看法，他认为作为

在美国的中国人，不应该用太俚语化的美语，而应该讲比较正式的语言才符合自己的身份，如果能讲伦敦

音就更能受到美国人的尊敬。我不知道这种看法是对是错。 

熊非 Sidwell Friends School: @冯禹美国布兰戴斯大学 我自己也有这个感受  

孟楠 UConn: @冯禹美国布兰戴斯大学 是的，学中文的外国人到了中国是顶着“老外”这个高帽，很多学

生只说一句你好就被人夸你中文说的真好 

张欣 Xin Zhang 昆山杜克大学: 除了 IC，和 CCC（白老师和胡老师提到的 OSU 编写的教材）以外，最近几

年俄州大的老师和同门根据体演文化的理念出版了《体演苏州》和《体演广州》（以及正在筹备的其他城市

系列），根据当地（target community）真实场景和文化特点的系列教材。不过体演的教法并不一定需要特

别的教材，很多初中级的教材都可以灵活运用。 

 

2.4 IC 中适合体演文化教学法的单元 

徐晓虹 Salesianum School: 王老师，您能分享一下 IC 的哪几个单元特别适合尝试用文化体演法呢 

王建芬-Berea College: @徐晓虹 Salesianum School?任何单元都可以体演，等一下我分享一个 

徐晓虹 Salesianum School: @王建芬-Berea College 期待 

徐晓虹 Salesianum School: 王老师，您可以分享一下文化体演的预习作业如何布置能最大可能保证课堂体

演的顺利展开吗？ 

王建芬-Berea Colle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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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建芬-Berea College: 我用 IC 体演是每个对话一节听说、一节读写，每个单元一节复习 

王建芬-Berea College: 课件 0906 L1D1Greeting spoken （见附录 1.1） 

王建芬-Berea College: 课件 0908 L1D1Greeting written （见附录 1.2） 

王建芬-Berea College: 课件里的录音多为课后上传之前插入的，为了方便学生复习或者缺课的学生自学 

王建芬-Berea College: 这是柴冬临老师用体演教 IC 的课时安排，供参考 

王建芬-Berea College: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g3NTI2NjEwNA==&mid=2247483872&idx=1&sn=d51f5604c6a3f8c7d555f31

0272bf99e&chksm=cec568b7f9b2e1a1561528a75f32afbb2b9a402cea5bd977b1d64cf4726dbb9ec53da2a91601&

mpshare=1&scene=1&srcid=&sharer_sharetime=1580611081263&sharer_shareid=6474c2dcd0eaa84c804e1feb7

412c9ef#rd 

 

2.5 Daily grading 的重要性 

孟楠 UConn: 体演文化教学法的实践中一个重要环节是 daily grading, 就是每节课都给学生打分，学生的期

末总分就是平时上课的表现，是整节课的表现，不是某次考试或者单词听写的分数，所以学生准备既要知

道这个单词的意义和读音又要知道怎么用 

梁宁辉-耶鲁大学: @孟楠 UConn 这是非常关键的环节！ 

孟楠 UConn: 是的，daily grading 是带动整个学习进程的动力，但是学生的 motivation 更大程度上在于在课

堂表演过程中的成就感和愉悦感 

徐晓虹 Salesianum School: @孟楠 UConn 孟老师，您有打分的评估表可以推荐使用吗？ 

孟楠 UConn: @徐晓虹 Salesianum School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g3NTI2NjEwNA==&mid=2247483872&idx=1&sn=d51f5604c6a3f8c7d555f310272bf99e&chksm=cec568b7f9b2e1a1561528a75f32afbb2b9a402cea5bd977b1d64cf4726dbb9ec53da2a91601&mpshare=1&scene=1&srcid=&sharer_sharetime=1580611081263&sharer_shareid=6474c2dcd0eaa84c804e1feb7412c9ef#rd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g3NTI2NjEwNA==&mid=2247483872&idx=1&sn=d51f5604c6a3f8c7d555f310272bf99e&chksm=cec568b7f9b2e1a1561528a75f32afbb2b9a402cea5bd977b1d64cf4726dbb9ec53da2a91601&mpshare=1&scene=1&srcid=&sharer_sharetime=1580611081263&sharer_shareid=6474c2dcd0eaa84c804e1feb7412c9ef#rd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g3NTI2NjEwNA==&mid=2247483872&idx=1&sn=d51f5604c6a3f8c7d555f310272bf99e&chksm=cec568b7f9b2e1a1561528a75f32afbb2b9a402cea5bd977b1d64cf4726dbb9ec53da2a91601&mpshare=1&scene=1&srcid=&sharer_sharetime=1580611081263&sharer_shareid=6474c2dcd0eaa84c804e1feb7412c9ef#rd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g3NTI2NjEwNA==&mid=2247483872&idx=1&sn=d51f5604c6a3f8c7d555f310272bf99e&chksm=cec568b7f9b2e1a1561528a75f32afbb2b9a402cea5bd977b1d64cf4726dbb9ec53da2a91601&mpshare=1&scene=1&srcid=&sharer_sharetime=1580611081263&sharer_shareid=6474c2dcd0eaa84c804e1feb7412c9ef#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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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晓虹 Salesianum School: @孟楠 UConn 谢谢分享！ 

孟楠 UConn: @徐晓虹 Salesianum School 打分是必要的但不是全部，daily grading 还有一部分就是给学生具

体的反馈意见，很多时候我会发个语音消息，给他们强调一下语音错误，或者用英语解释一下文化行为的

不当之处 

孟楠 UConn: @徐晓虹 Salesianum School 现在 blackboard 的 grade 里面有发语音消息的功能特别方便 

徐晓虹 Salesianum School: @孟楠 UConn 太好了！您能具体介绍一下如何用这个语音消息的功能吗？我在

gradebook 给反馈都是直接打字的，很落伍了 

孟楠 UConn: 

https://help.blackboard.com/Blackboard_Open_LMS/Teacher/Content/Activities/Assignments/Grade_Assignmen

ts_and_Provide_Feedback 

徐晓虹 Salesianum School: @梁宁辉-耶鲁大学 梁老师，建议我们群可以就如何最大限度在课堂上进行

authentic conversation 和 assessment 再开一个讲座，感觉传统课本和考核教学的人工痕迹很深，又费力，

又不自然，有吃力不讨好的感觉。 

梁宁辉-耶鲁大学: 好建议，有兴趣的老师可以报名 

 

2.6 学生对体演文化教学法的接受度 

梁宁辉-耶鲁大学: 不知道学生对这种教学法的反映如何？ 

李聪 昆山杜克: 这个教学法老师和学生都有一个适应的过程，我目前的学生普遍觉得 challenging but 

manageable and beneficial 

孟楠 UConn: @梁宁辉-耶鲁大学 美国学生大多数都喜欢表演的，他们的表现欲很强，我的学生觉得这样学

中文效率很高而且记忆深刻 

梁宁辉-耶鲁大学: 看了王老师让我们预习的视频，感觉课堂比较安静，没有太多互动和集体参与环节，不

那么热闹。不知道学生的反响如何？ 

王建芬-Berea College: @梁宁辉-耶鲁大学: 在我们学校是受到高度评价的。我一直高标准要求学生自学，

rentention rate 有增无减。我刚做完四年总结，做了项目人数的统计 

  
王建芬-Berea College: 其实学生喜欢一个一个说，能听清楚。他们以喜欢老师直接跟他们对话，觉得很有

成就感。我的学生也喜欢被 纠正声调。 

徐晓虹 Salesianum School: @王建芬-Berea College 是的，纠正声调貌似比纠语法更受我学生欢迎，他们觉

得纠音就是玩过山车的游戏 

孟楠 UConn: 是的，个别纠音是必须的，课堂上纠正发音为主，我还会下课后发给学生语音反馈。 

熊非 Sidwell Friends School: 体演法让学生不觉得无聊 也不会走神 

王建芬-Berea College: @熊非 Sidwell Friends School 是的，即使不在本课，也要在口试时表演，学生知道会

轮到自己当众表演，所以在别人表演时一般都很关注 

https://help.blackboard.com/Blackboard_Open_LMS/Teacher/Content/Activities/Assignments/Grade_Assignments_and_Provide_Feedback
https://help.blackboard.com/Blackboard_Open_LMS/Teacher/Content/Activities/Assignments/Grade_Assignments_and_Provide_Feedb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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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晓虹 Salesianum School: @熊非 Sidwell Friends School 是的，让学生眼睛发亮不走神就是中学老师的最高

奋斗目标 

孟楠 UConn: 学生表演完以后我会问问题看看台下的观众理解了多少，这样的问答环节也是一种表演 

梁宁辉-耶鲁大学: 可以想见这种反复模拟真实语境的教学模式培养出来的学生实战能力也一定很强 

孟楠 UConn: 观众学生不能走神发呆，回答不上来要扣分的 

王建芬-Berea College: @孟楠 UConn 严师出高徒 

孟楠 UConn: 学生的表演不能一而再再而三的重复，需要不停地替换新词和新的场景，保持新鲜感 

张欣 Xin Zhang 昆山杜克大学: 我的学生认真准备了，就希望能有单独表现、得到老师反馈的机会还会认真

听别的学生说得不对的地方。但也会普遍反应工作量不小。王老师强调课前准备有什么好方法不让学生太

stress out@王建芬-Berea College 

王建芬-Berea College: @张欣 Xin Zhang 昆山杜克大学 我现在不要求学生完整背对话，只要理解对话，练会

要求的 Drills，能参与课堂情境练习就行。他们觉得工作量适中，效果也还不错 

徐晓虹 Salesianum School: @王建芬-Berea College 您的学生好听话，我的学生对背诵很抗拒 

孟楠 UConn: 美国学生都不喜欢背诵，机械记忆很痛苦也没什么效果，不会存到 long term memory 里 

张欣 Xin Zhang 昆山杜克大学: 我们也是不要求完整对话，不过二年级刚开始调整的学生直觉上感觉工作量

一下重了，一年级从头开始就会好一点。@王建芬-Berea College 

王建芬-Berea College: @徐晓虹 Salesianum School 我也不要求背对话了，那样工作量太沉重。我们学生每

周必须工作至少 10 个小时，中文作为选修课能期待的时间和精力有限 

王建芬-Berea College: @张欣 Xin Zhang 昆山杜克大学 我一年级从头开始让学生背对话的时候，发现他们就

不准备 drill 了，灵活运用上不行，所以我放弃了背对话。反正 drills 练熟之后，他们做对话也不成问题 

徐晓虹 Salesianum School: @孟楠 UConn 是呀！我自己在中国时有痛苦的背诵经历，所以我对美国学生从

来就没有这样的要求，但我要求他们单元末表演前要递交对话稿子的，基本程度好的学生完全可以脱稿演

的，一般程度的会偶尔看看稿子，较差的就基本是在读稿了。 

王建芬-Berea College: 体演文化的关键是让学生在仿真的情境中做事，收到真实的反馈。高年级就做语言

水平高的人能做的事。 

孟楠 UConn: 所以如果没有真实语境，学生很容易机械记忆，上课表演的时候要避免这样的重复 

徐晓虹 Salesianum School: @孟楠 UConn 说的太对了！我要求学生演的稿子都是他们自己写的，也被要求

列出使用语境，对话人的身份和单元里适应的句型结构，我有时也会演一个事先不告诉他们的角色，就是

想测试他们的灵活应变能力。 

徐晓虹 Salesianum School: 适用 

 

2.7 体演文化教学法的考试形式 

梁宁辉-耶鲁大学: 我还想请问这种教学法的考试形式？ 

孟楠 UConn: 我定的是分数 80%都是平时表现，期中期末会有口试 

孟楠 UConn: 笔试我一般布置作文，至少两篇草稿的 

王建芬-Berea College: 我每单元小型 quiz（15-20 分钟），考察听力和阅读。第一学期期中、期末都有口试。

口试是给一个情境，老师扮演期中的中国人角色，学生即兴跟老师表演 

梁宁辉-耶鲁大学: 所以没有传统的翻译、填空、选择之类的题型？平常的作业呢？除了预习之外？ 

孟楠 UConn: 没有传统考试 

王建芬-Berea College: 平常作业：听说课前交音频，读写课前交 6 个汉字的书写，但对话里出现的所有词

都得认识，课上会考察 

孟楠 UConn: 平常的作业很少，但是我会要求学生每课至少写一篇短作文 

王建芬-Berea College: 复习课会上他们做练习册上的听力和读写。用 IC 的时候，我没让他们做翻译。主要

是练习册上的练习对情境表演效果不大，所以学生反应没有用，徒增工作量，后来就放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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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楠 UConn: 我现在用的 routledge 何宝章和 Ross 的教材，让学生做 online 的作业，主要是听力和阅读，还

有 structuredrill  

王建芬-Berea College: 这是第一学期听说课的预习作业 

王建芬-Berea College: 学生自学对话后回答问题，问题也是录音形式给他们的，没有文本 

孟楠 UConn: 这是考试的介绍 

孟楠 UConn: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g3NTI2NjEwNA==&mid=2247484029&idx=1&sn=b251ddd4a913cc7014b8c

e7c92348f2a&chksm=cec56b2af9b2e23ce489340a0f2e5195eb42c8b473868a07d9f680de4de0957ca5bcbc24a26

6&mpshare=1&scene=1&srcid=&sharer_sharetime=1580611437324&sharer_shareid=b48038fcddc281fc3ca7271

8f76d510b#rd 

王建芬-Berea College: [名片] 体演文化教学法 微信号：pcaosu 

王建芬-Berea College: 体演文化教学法有个公众号晚，每周更新，有兴趣多了解体演的老师们可以 follow 

 

2.8 是否适用于中、高年级 

梁宁辉-耶鲁大学: 这种方法中、高年级也适用吗？ 

孟楠 UConn: 这是高年级的体演文化课 

孟楠 UConn: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g3NTI2NjEwNA==&mid=2247483882&idx=1&sn=42da4b75ec9ff82a950bf4

4028ebb4a6&chksm=cec568bdf9b2e1ab836147404886e3db213657f331de0fd9ce4a08857ee228accc45a2ac50b2

&mpshare=1&scene=1&srcid=0202qY3SvCf6wskwxNembU4F&sharer_sharetime=1580611870719&sharer_sharei

d=b48038fcddc281fc3ca72718f76d510b#rd 

梁宁辉-耶鲁大学: 哇，不知不觉两个小时过去了。老师们的热烈讨论让人完全忘记了时间。非常感谢王老

师@王建芬-Berea College  详细清楚地介绍了体演文化教学法，也感谢@孟楠 UConn  @@张欣 Xin Zhang 

昆山杜克大学  @李聪 昆山杜克 几位老师分享实际体演教学的体会和成果！这种跳出传统教学方法侧重

培养学生实际文化交际能力的新模式确实让人眼界大开、脑洞大开，还有种摩拳擦掌跃跃欲试的小冲动。

我得琢磨琢磨尝试这种教学方法，亲身体演一下 

梁宁辉-耶鲁大学: 我们今天的讲座就到此为止，感谢老师们牺牲周末时间积极参与 

孟楠 UConn: 谢谢梁老师提供的平台，谢谢大家关注，希望跟各位老师多交流多学习！ 

王建芬-Berea College: 感谢各位老师的补充与讨论！体演文化教学法不是完美的，但其文化融入体演的理

念挺值得尝试的。课堂有一场一场的“彩排”串起来，学生不无聊，在纯中文环境中不知不觉地习得中国

文化，效率挺高的。观课老师的反映是课堂每一分钟学生都在积极学习。 

王建芬-Berea College: 愿各位及家人安康、远离病毒！ 

白建华 Kenyon College: 谢谢王老师！ 

王建芬-Berea College: 白老师客气了！ 

梁宁辉-耶鲁大学: 老师们若还有疑问，可以随时在群里提出，相信王老师@王建芬-Berea College 和其他对

体演教学有经验的老师会积极分享解答。再次感谢大家！ 

梁宁辉-耶鲁大学：祝大家晚安！周末快乐！ 

张欣 Xin Zhang 昆山杜克大学: 感谢梁老师和王老师老师们平安、周末快乐。 

李聪 昆山杜克: 谢谢大家，以后多多交流! 

徐晓虹 Salesianum School: 感谢 

熊非 Sidwell Friends School: 谢谢王老师! 

刘刚-卡耐基梅隆大学: @王建芬-Berea College @孟楠 UConn @白建华 Kenyon College 感谢三位老师！刚才

有事离开了一下，现在回来补课。王老师的讲座很精彩，也很有启发性。公众号关注了，将来仔细研究！ 

吕振华-华北水利水电大学：@王建芬-Berea College 谢谢分享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g3NTI2NjEwNA==&mid=2247484029&idx=1&sn=b251ddd4a913cc7014b8ce7c92348f2a&chksm=cec56b2af9b2e23ce489340a0f2e5195eb42c8b473868a07d9f680de4de0957ca5bcbc24a266&mpshare=1&scene=1&srcid=&sharer_sharetime=1580611437324&sharer_shareid=b48038fcddc281fc3ca72718f76d510b#rd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g3NTI2NjEwNA==&mid=2247484029&idx=1&sn=b251ddd4a913cc7014b8ce7c92348f2a&chksm=cec56b2af9b2e23ce489340a0f2e5195eb42c8b473868a07d9f680de4de0957ca5bcbc24a266&mpshare=1&scene=1&srcid=&sharer_sharetime=1580611437324&sharer_shareid=b48038fcddc281fc3ca72718f76d510b#rd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g3NTI2NjEwNA==&mid=2247484029&idx=1&sn=b251ddd4a913cc7014b8ce7c92348f2a&chksm=cec56b2af9b2e23ce489340a0f2e5195eb42c8b473868a07d9f680de4de0957ca5bcbc24a266&mpshare=1&scene=1&srcid=&sharer_sharetime=1580611437324&sharer_shareid=b48038fcddc281fc3ca72718f76d510b#rd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g3NTI2NjEwNA==&mid=2247484029&idx=1&sn=b251ddd4a913cc7014b8ce7c92348f2a&chksm=cec56b2af9b2e23ce489340a0f2e5195eb42c8b473868a07d9f680de4de0957ca5bcbc24a266&mpshare=1&scene=1&srcid=&sharer_sharetime=1580611437324&sharer_shareid=b48038fcddc281fc3ca72718f76d510b#rd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g3NTI2NjEwNA==&mid=2247483882&idx=1&sn=42da4b75ec9ff82a950bf44028ebb4a6&chksm=cec568bdf9b2e1ab836147404886e3db213657f331de0fd9ce4a08857ee228accc45a2ac50b2&mpshare=1&scene=1&srcid=0202qY3SvCf6wskwxNembU4F&sharer_sharetime=1580611870719&sharer_shareid=b48038fcddc281fc3ca72718f76d510b#rd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g3NTI2NjEwNA==&mid=2247483882&idx=1&sn=42da4b75ec9ff82a950bf44028ebb4a6&chksm=cec568bdf9b2e1ab836147404886e3db213657f331de0fd9ce4a08857ee228accc45a2ac50b2&mpshare=1&scene=1&srcid=0202qY3SvCf6wskwxNembU4F&sharer_sharetime=1580611870719&sharer_shareid=b48038fcddc281fc3ca72718f76d510b#rd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g3NTI2NjEwNA==&mid=2247483882&idx=1&sn=42da4b75ec9ff82a950bf44028ebb4a6&chksm=cec568bdf9b2e1ab836147404886e3db213657f331de0fd9ce4a08857ee228accc45a2ac50b2&mpshare=1&scene=1&srcid=0202qY3SvCf6wskwxNembU4F&sharer_sharetime=1580611870719&sharer_shareid=b48038fcddc281fc3ca72718f76d510b#rd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g3NTI2NjEwNA==&mid=2247483882&idx=1&sn=42da4b75ec9ff82a950bf44028ebb4a6&chksm=cec568bdf9b2e1ab836147404886e3db213657f331de0fd9ce4a08857ee228accc45a2ac50b2&mpshare=1&scene=1&srcid=0202qY3SvCf6wskwxNembU4F&sharer_sharetime=1580611870719&sharer_shareid=b48038fcddc281fc3ca72718f76d510b#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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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会后讨论 
刘芳-Oberlin College: @王建芬-Berea College 刚爬完楼，我的问题是，语法介绍是老师课前录好让学生先学

习吗？体演法在学生对语法的掌握和举一反三方面的经验总结是什么？谢谢！ 

王建芬-Berea College:刘老师，一般课本都有语法的详细介绍，要求学生自学，ACT 课堂上用对了就行，不

对就改。在几节纯中文的 ACT 课之后会有一节 FACT 课。FACT 课是集中解答语法疑问。这里有一个 FACT 课

的视频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mC41z8zFI4 

王建芬-Berea College: FACT 课可以说英文，但也尽量多用中文。 

刘芳-Oberlin College:@王建芬-Berea College 这样看来学生自己要做的功课很多。看了您提供的视频，还有

一个担心就是举一反三的问题，比如视频里的语法“是...的”，学生除了能把该语言点熟练运用在旅行上，

能不能也熟练运用在其他情况下呢？ 

王建芬-Berea College: "是……的"其他用法是在遇到时才增加，到时会复习以前学过的，做归纳。一般不会

为了教语法而教语法。 

刘芳-Oberlin College:明白了，谢谢！ 

王建芬-Berea College: @刘芳-Oberlin College 昨天我以为您问的是“是...的”在别的意义下的用法。其实 FACT

课在 ACT 课之后，相当于复习查漏，一般在 ACT 课会做“是...的”在几个常用情境的练习。比如，对中国

同屋的一件物品感兴趣，所以询问购买地/日期/价格；或者跟同学谈起去某新餐馆“考察”的时候，之类

的。一般为了帮学生更多积累经验，除非 ACT 课遗留了没练充分的情境，不然复习时的情境跟学习时的情

境不会完全一样，给学生新鲜感 

徐晓红 Salesianum School：@王建芬-Berea College 喜欢您用的“查漏”一词，查漏之前我还必须提醒自己

无论打什么样的教学组合拳，都不是完美的，都会有一些小漏洞时时需要查查补补的，刷墙还是得刷好几

遍才行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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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 

1.1 课件 0906 L1D1Greeting spok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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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课件 0908 L1D1Greeting writt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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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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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莎莎 -Brandeis、张

小芹-Charlottesville、张洁-UW-Madis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