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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会前关于讲座主题的通知 

梁宁辉-耶鲁大学: 友情提醒各位老师今晚 8 点的讲座：Learning by Using——明德北京项

目语言课堂教学与实境*应用相结合的尝试。 

学生为什么要学中文？掌握一个新的交流工具？了解这个语言背后的文化？增加未来

职业发展的可能性？完成文化身份的定位？……我们有什么途径帮他们实现这些目标？学生

来中国留学，参加一个强化型语言项目跟他们在母国学习中文有什么不同？我们如何把这些

不同通过有针对性的教学设计体现出来？如果我们在北京提供的中文课跟明德大学在

Vermont 提供的中文课一样，学生为什么要来北京？我们能多大程度上让学生真正进入中

国的社会，进入中国人的生活？……带着这一系列的问题，明德北京项目的老师们从 2011 年

开始，进行了一些列的教学尝试。美东时间 4 月 18 日晚 8 点，明德北京的张凯老师把他们

持续了 8 年的课改心得分享给大家。恭请各位批评指正。 

  “实境应用”有别于“实际应用”。后者意指更广，前者更强调语言使用的情景，涉及到

交际策略、心理建设、鹰架搭建等细节操作。 

刘艳-杜克大学: 期待！谢谢梁老师提醒！ 

刘刚-卡耐基梅隆大学: 多谢！ 

张晓申北京思汇知行教育: @梁宁辉-耶鲁大学?收到，谢谢梁老师提醒，期待收听！ 

姚天雪-CMU:梁老师，能否再发一下链接？今晚 8 点的讲座？ 

梁宁辉-耶鲁大学: 我们就在群里进行。 

姚天雪-CMU: 多谢！ 

 

二、讲座详情 

梁宁辉-耶鲁大学: 各位老师好！非常感谢张老师@张凯 明德北京 MiC 在周日清晨起大早

跟大家分享他在明德北京多年来的课改心得，相信一定会让大家受益，不辜负大家的期待！

热烈欢迎张老师！ 

 

张凯-明德北京 MiC:  

    谢谢梁老师，谢谢大家。 

    首先感谢梁老师搭建了这么好的一个学习交流的平台，并且给我这个机会在这里跟大家

分享我和我的团队的一点小小的心得。以前都是我们在这里取经学习，很高兴有机会回馈给

各位一点点不成系统的小东西，恳请各位同行朋友不吝指正。 

我的分享大体上分三个部分：1）课程描述与介绍；2）课程设计思路；3）课程评估与

反思 

1、课程篇 

我初步计划把 1）和 2） 两个部分合在一起说，然后看看各位有什么问题，最后再介绍

3）。 

1.1“体验北京”课程描述与介绍之文字纪录片 

   因为介绍的是一门课，所以，我觉得如果有一个介绍这门课的纪录片就好了，各位可以

想看电影一样身临其境，这样能够更具体地看到各种课堂设计是如何运作的。但这个想法技

术和时间上都不可行，所以，我就先用文字先给大家“播放”一段小纪录片，请大家自行脑

补上课的情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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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熄灯。静场铃。音乐，起。 

    仲秋午后，周三，北京，雍和宫。氤氲烟雾与恢弘庙宇间人头攒动，十来个各种肤色的

年轻留学生混迹其中，口音有些生疏，讲的却是中文。没有导游。他们在昭泰门侧站定，略

微商量了一下，然后按计划分组散开。一组径直向西碑亭走去，一个学生朗声说道：“大家

好，今天我给你们介绍的第一个 fou2 教的该（概）念是须弥山和须弥揍（座），大家看这

里……” 另外一组已经开始跟游客搭讪：“你好，你经常来雍和宫吗？” 还有一组竟然遇

到了身着紫袍的喇嘛，犹豫片刻后，终于鼓起勇气迎上前去：“师傅，我们可以清（请）教

您一个问题吗？”学生身后站着一个中国人，眼中闪烁的，不是好奇，而是审视与希冀。 

    周四，首都师范大学，明德北京的教室。两三个学生站在 ppt 投影前，小组代表正在发

言：“我们组运气那么好，看到了一个伟大的喇嘛。但是他的中文不太好，不，我是说他的

普通话不太好，所以我们没听懂他的一些话。但是……”  

   “你们组采访的中国人有几个人信仰佛？”下面的学生提问。 

   “我觉得他们都不是真的信，当然，只是我觉得。因为……”一个台上的学生不急不缓

地回答。 

     教室尽头，一台录像机静静地记录着一切。 

     周二，“我没想到雍和宫这个寺庙以前是一个皇帝的家” 这是一个学生的课上分享开

场白。“老师，你觉得我如果问 xi3zang4 的问题，会不会太 min1 感？”下课后，一个学生

追出来问老师。 

     周五，学生把词表和活动笔记放在电脑边，哒哒哒地敲他们的活动报告。 

     周一，一个普普通通的语言课，三四个学生一会儿操练，一会儿跟老师讨论什么算是

信仰，宗教跟政治有什么关系。 

    “播放”结束。音乐淡出。灯光亮起。 

 

1.2“体验北京”课程设计思路 

各位老师，大家好，我叫张凯，是明德大学北京项目（Middlebury School in China, 

Beijing）的一个老师。各位刚才看到的，就是我们打磨了 8 年之久的一门课程——“体验

北京”——的一些片段。感谢梁老师与其他诸位同仁共同搭建了这个彼此交流的平台，也让

我有机会代表明德北京（MiC, Beijing）在这里以“体验北京”为例，介绍一些课程设计的

心得与教训。 

1.2.1 中美中文教学之异同 

    执教 MiC 北京以前，我曾短暂地在明德大学中文系工作过两年。2011 年被派回北京，

我一直在问自己两个问题：在中国教中文跟在美国教中文有什么一样？有什么不一样？ 

    其实一样的东西很多，比如：都是教授语言与文化，都在中文以外还要培养学生的一些

其他的诸如批判性思维、团队合作之类的能力，等等。 

    不一样的方面也很多： 

1. 学生的中文（包括语言与文化，下同）学习动机强弱程度可能不一样。来中国留学的学

生，学习中文的动机可能更强。 

2. 中文学习在学生的学习生活中所占的比重不一样。在美国，中文只是诸多课程中的一门；

在中国，中文是学习生活的大部分，甚至全部。 

3. 学生人在中国，这里有比美国更丰富的目标文化的文化体验资源。 

4. 当然，人在中国，也会面对很多人在美国没有的挑战。如何应对这些挑战，也可以（或

曰“应该”）成为教学目标的一个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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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以“人在北京”为突破口的理念贯彻 

    想清楚这些问题，我们就能明白，如果我们在北京提供的课程与在美国提供的中文课大

同小异，那就太不理想了。我们在设计课程时应该做的，是针对上面的分析，既把中美两地

中文课的“同”体现出来，又有针对性地彰显出两地的“异”。而在上述诸多“异”中，MiC

北京选择了 3，也就是“人在北京”作为突破口。我们力求所有的课程都能充分利用“人在

北京”这个优势，而在“体验北京”这门课上，我们把这个理念贯彻到了极致。 

    首先，我们选择 tasks based 课型作为出发点。我们需要设计出一些人在其境+与母语

者互动的任务。于是，我们选择了交通与艺术（北京地铁里的公共艺术）、798 艺术区（艺术

与商业）、雍和宫（宗教与政治）、京剧（文化传承与挑战）、大使馆（国际关系）、高校（教

育与高考）、胡同（文化保护和城市发展）等多个主题，后来，为了进一步加强学生的设计

主动性，在 CET 意大利项目的启发下，我们又给“体验北京”这门课增加了一个“号外”—

—Traveling Seminar（学术旅行），最后这部分，看今天的分享时间再决定能不能具体介绍。 

这些主题，每个都是经过几十个小时的小组讨论反复推敲精挑细选出来的，挑选 4 个标

准是：让学生有地方可去，有东西可看，有人可谈，有话可说。 

 

1.2.3 以雍和宫为背景的任务设计实例 

    接下来，就是设计任务，以雍和宫为例，我们布置的任务是： 

1、 向你的同学介绍一个佛教里的概念，并且找到这个概念对应的东西（器物、建筑等），然

后，在雍和宫把这个概念和东西介绍给你的同学 

2、 通过访谈，了解中国人对以下一个问题的看法： 

1) 宗教在中国人的生活里到底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怎么定义一个人信仰不信仰

一个宗教？ 

2) 去雍和宫的人，多数是游客还是是信徒？换言之，雍和宫在人们眼中，“更旅游”

还是“更宗教”？ 

3) 如果一个人不是信徒，也去拜佛，那，TA 的目的是什么？拜佛能达到那个目的吗？ 

4) 寺庙里的喇嘛怎么看待游客，会觉得他们打扰自己吗？ 

5) 有多少人知道雍和宫在历史上的政治地位？ 

6) 政治跟宗教应该是什么关系？ 

3、 你自己想研究的问题（请列出至少两个你自己的问题，并在访谈中找到答案。） 

    任务设计的核心就是让学生：1）到实地看实物 2）思考并与母语者交流。 

    为了让学生能够相对顺利地完成上述任务，我们需要给他们搭起一个鹰架，那就是在内

容和语言上做好准备。因此，周一，我们会一起学习一篇课文，介绍雍和宫和它的历史，其

中就提到了雍和宫在清朝时期对少数民族事务的管理职能。通过对这篇文章的学习，学生们

基本上就掌握了与这个话题相关的常用词汇，如：宗教（包括中国五大宗教的名字）、信徒、

信仰、祈祷、职能等等。 

    周二的课的任务是帮学生做好内容方面的准备。这个任务其实从周一晚上就启动起来了。

我们要求学生在网上找到一些相关的材料，周二与大家分享。在这个分享的过程中，老师也

会进一步引导学生进行讨论，完成对实地调研的知识层面的准备工作。而且，这个研究结果

分享本身就是对周一所学语言点的进一步应用与夯实。 

    周二晚上，学生自由组队，每队三人。准备周三的实地考察。 

    周三，去雍和宫。带队老师主要在一边观察。看各个小组的任务进行情况。除非特殊情

况，不介入学生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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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三晚上，小组讨论，总结他们的研究所得，准备第二天的小组报告。必须有 ppt。 

周四，小组报告。报告后完成同侪评量。 

 

1.2.4 关于同侪评量 

    我在这里简单介绍一下我们的同侪评量。它是一个给小组同学打分的表格，问题只有一

个，“你对队友的表现满意吗？”有“满意”、“一般”、“不满意”三个选项。需要给每个队

员打分。而别人给你打的分， 最终回成为此次活动成绩的一个部分，只是比例很低。 

    可能有老师会觉得让学生给学生打分会有太浓主观色彩，有失公平。这个想法有道理，

但我们有另外一层思考。 

    首先，团队合作是我们的教学目标之一，甚至是我们项目对学生的教育目标之一。如何

学会跟他人合作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技能。这个技能既包括分工合作，也包括说服别人或者适

时妥协，还包括尽量建立起融洽的合作关系。有的学生看不上他们的队友，喜欢一个人完成

任务，大包大揽，没问题。你这样可以得到更高的任务分数（如果你能力真的比队友强很多

的话），但同侪评量这一块儿就会失分。 

    这不是对错的问题，而是取舍的问题。我希望我们的学生在不断的取舍中逐渐了解自己，

你到底是乔布斯型的不在乎他人目光的“领头羊”，还是一个善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的“神助攻”？学生了解了自己，今后才可以扬长避短（能补短当然更好），有所成就。 

鉴于此，MiC 的很多课都有团队任务，在绝大多数的团队任务中，也都有同侪评量这个环节。 

当然，如果有极其个别的情况出现，比如某个学生性格特点导致 TA 与所有同学不合。在这

种情况下，我会另做处理。 

    这个同侪评量是 MiC 北京“不只教语言”理念的一个具体化。我希望学生在我这里，除

了中文，中国文化，还能有些别的收获。比如团队合作这种能力性的东西，比如当众演讲这

种技巧性的东西。MiC 北京的演讲（或曰有 PPT 的口头报告，反正就是 presentation）非常

多，很多学生开始的时候不适应，有语言能力的原因，也有技巧和心理上的原因。我就让老

师们一点一点地帮助学生，看到底是哪里有问题，然后有针对性地改进。后来，一个学生毕

业后回到中国工作，跟我说她在公司里用中文作报告很轻松，效果远胜另外两个也在中国留

学过的同事。她说这得益于她在 MiC 做的大量的口头报告。 

    口头报告并不只是个语言活动，它需要前期内容准备、PPT 制作、临场反应、时间控制

（我们的报告都是严格限时的，因为真实世界里也是这样）等很多技巧的配合。这些技巧，

都是要通过大量练习才能精准掌握的。如果这个过程中再有老师的指导，那进步就会更大。 

我忘了是谁说过，教育是学生离开学校，把好多东西都忘了以后剩下的东西。我教他们

的词，如果回美国多年不用，很可能就忘了。但是怎么团队合作，怎么做演讲，甚至怎么学

中文，怎么看待/对待不同的观点与文化，这些，他们不会忘。这是我想要的。 

 

1.2.5 课程设计之总结 

    不好意思，有点跑题了。我再拉回来。 

    周四的小组报告，除了我上面提到的这个演讲与团队合作的方面，在语言层面上，也是

一个再次练习的机会。宗教、信仰、信徒、等等这些词又滚了一遍。 

    周五，他们要写一篇书面报告。基本上就是把他们的小组报告用更书面的语言表达出来。

老师修改完了还给学生，他们必须再改一遍，再交回来。这个单元才算做完了。这主要是针

对写作的练习。 

     综上，整个的设计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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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一 语言准备。 

周二 知识、内容准备，语言夯实。 

周三 实地考察，完成任务 

周四 小组报告 

周五 写作 

    其中，周三的任务是核心，周一、二、四、五都是为这个中心服务的。前两天是准备阶

段，后两天是回顾反思与复习。周一、二、四每天一小时的课。周三活动时间三个小时左右。

周五没课。 

    每周一个新话题。 

    学期末，我们会要求学生把他们写的所有的文章汇总到一起，写上序言，加上插图，做

成一本书，就叫《体验北京》。书的后边还会附上一个 DVD 光盘，就是他们小组报告的录像。 

 

学生很喜欢。也觉得很有成就感。 

 

1.2.6 胡同话题影片制作 

    另外，我们最后一个单元的话题是胡同。这个主题的任务不再是访谈，而是学生必须拍

一个自己的电影，主题是胡同。从编剧到表演到拍摄到剪辑，都是他们自己完成。一共一周

半时间。第二个周四是我们的小奥斯卡，各个小组影片公映。 

    我们会邀请所有的老师、中国同屋、办公室人员来“观影”，然后投票选出“最佳电影”

“最佳男女主角”等。然后还颁奖。 

   后来，我们发现没得奖的小组不太开心，就取消了投票环节。只是公映，然后讨论。 

   这个任务非常难，光是剧本和打磨台词，他们就要花很多时间。但学生们乐此不疲。常

常周四凌晨才把电影做完。后来还有学生抱怨我们给的时间太短，让他们没有足够的空间发

挥。 

   这是他们的一个作品：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JW6av06Tb4 

   其实他们的好作品不少，我本来想再传一些到网上。可是，视频都在办公室的电脑里。

现在因为疫情，我回不了办公室，所以也就分享不了更多的学生作品了。上面这个是五年以

前上传的了。 

   所有这些设计，改变了传统的“活动为课（教室里的课）服务，前者是后者的点缀或者

补充”这个模式。在“体验北京”里，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完成实地调研这个任务，其他的词

汇操练也好，网上研究分享也好，事后的各种报告反思也好，都是为了“任务”服务的。都

是为了让学生用中文了解、体验、研究某个课题服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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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 学生反馈情况 

   那么，总体来说，学生对这门课的反馈如何呢？ 

   学生们整体反应不错。他们觉得这比到一个地方随便看看走走有意思多了。能亲自看到

课文里提到的地方、东西，能跟中国人比较深入地讨论一些问题，这让他们觉得很酷。尤其

是能跟中国人说话，让他们对自己的中文有了很大的信心。但是，这一点，开始的时候也让

他们有些沮丧。因为听不懂。具体来说是这样的： 

    以时间为轴，学期开始时，多数人会不知所措，因为绝大多数人没上过这样的课，他们

常常把周三的实地调研看做是一个课外活动，因为前期没有找到如何准备调研的门道，所以

现场访谈效果也不太好。而且，刚到中国，语言水平也是个不小的障碍。 

    四周以后，学生渐入佳境，知道怎么准备了，语言水平也有了大幅提高，合作效率也高

多了，外向或高水平的学生常常主动出击，向路人提问，开始一个对话。内向或水平低一点

的在后边提问跟进，前者有时还给后者解释。此间，最大的抱怨来自写作。因为文章越写越

长，老师批改的标准也水涨船高。 

   期中考试以后，他们完全适应了这门课，内容成为他们更关注的焦点。这时候抱怨主要

来自对受访对象的反应的不满。也不是不满，就是觉得不过瘾。这个，我一会儿会更具体地

解释。 

 

1.2.8 存在的挑战 

    自始至终都存在的挑战，就是有些学生不喜欢跟陌生人说话。我的方法就是，给他们讲

我不喜欢做饭的故事。我特别讨厌做饭，但是在美国的时候，我必须得自己做（当然我会告

诉学生更多细节）。你喜不喜欢做，跟你是不是得做，这是两码事。你不喜欢跟陌生人说话，

我理解。我也有不喜欢的事情。我并不是想改变你，让你喜欢这件事。我只是觉得跟不同的

中国人说话对你学习中文和了解中国有好处，这是你为什么来中国。学习就是一个不断离开

舒适区的过程。这就是学习。 

    如果学生反应特别强烈，我会找更多的时间跟学生谈，看 TA 在英文世界是不是也不喜

欢跟别人说话。然后再相应地提供帮助。比如允许 TA 不问问题，只听别人说。然后回来跟

老师讲听到了什么，或者微信语音给我等等。 

    我的原则是，要求严格很有必要，但也不能让学生太不舒服，尤其是心理层面的不舒服，

这会让学习效果大打折扣，得不偿失。尽量让学生找到他们能开心地学习的方法是我的目标。

他们喜欢，就会有动力，效果就更好。 

    上面提到的是学生的一些主观感受。那，从老师的角度来看，学生的学习效果怎么样呢？

我下面会在反思模块里详细介绍。 

到这里，课程的情况基本上就介绍完了。各位老师有什么问题吗？ 

 

1.3 课程篇之讨论与答疑 

姚天雪-CMU: 请问周三的“实地提问”部分，有设定时间限制吗？ 

张凯-明德北京 MiC: @姚天雪-CMU 整个实地调研的时间大概是三个小时，具体提问时间

没有限制。因为进行的顺利程度不一样。 

姚天雪-CMU: 感谢张老师！另外对您设计的同侪互评加入评分方法感兴趣，觉得很有启发。 

 

刘芳-Oberlin College: 请问张老师，这门课只是你们课程中的一门，在准备这门课时，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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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怎么兼顾其他的课？时间怎么分配？ 

姚天雪-CMU: @刘芳-Oberlin College?相似的 concern。 

张凯-明德北京 MiC: @刘芳-Oberlin College 其实，根据我统计到的数据，这门课对超过半

数的学生来说，是“最轻松”的课，因为课文比较简单，词汇量比较小。别的课的时间花的

更多。 

    是这样的，我在 MiC 北京会邀请学生做“学习时间调查表”，跟踪他们每天在每一门

课上花的时间。我的统计结果是，学生每天（包括课堂时间）学习 8 个小时。说实话，这个

量是挺大的。8X5=40 小时每周。 

刘芳-Oberlin College: @张凯 明德北京 MiC?明白了，课文不必太难，可以匀出时间提高其

他能力！ 

张凯-明德北京 MiC: @刘芳-Oberlin College 对对对，课文不能太难。这个具体的情况，我

一会儿还会有介绍。 

刘芳-Oberlin College: @张凯 明德北京 MiC?我的学生时常会顾此失彼，想向你取经！ 

张凯-明德北京 MiC: @刘芳-Oberlin College 刘老师，学生的确是有顾此失彼的问题，但是

据我观察，凡是由此现象，我跟踪一段他们的学习时间使用就发现，要不是时间管理的问题，

要不就是学习方法有问题，其实，因为课业负担重而顾此失彼的倒不是很多。还有就是，他

们喜欢的课，就会多花时间，或者老师要求严的课，也会多花时间。 

刘芳-Oberlin College: @张凯 明德北京 MiC 看得出你们付出了很多心力，也收获了很多

成果！学习了！ 

张凯-明德北京 MiC: @刘芳-Oberlin College 谢谢刘老师的鼓励！ 

 

梁宁辉-耶鲁大学: 需要事先跟实地单位沟通吗？ 

张凯-明德北京 MiC: @梁宁辉-耶鲁大学 有的需要提前跟受访单位沟通，比如大使馆，比如

高校，有的不用。 

 

王祥宁-UBC: 非常感谢张老师这么精彩的课程设计和报告！ 我想请问一下学生的语言水平

的 entry level 大概是什么？另外，老师您可以给我们看一下学生周一的学习材料范例吗？我

想学习量一定相当大吧。还有，相关的语言与内容在周二夯实是怎么进行的？学生在这么紧

凑的时间安排下，必须结合语言及学习主题与内容，不知道您和其他老师们怎么确保他们的

语言准确度？ 

张凯-明德北京 MiC: @王祥宁 UBC 学生的入学水平是二年级以上。因为我们有语言誓约，

太低了跟不上。 

   材料，我找找啊。有个很不好意思的情况，就是我们的课文都是从网上找到，然后自己

动手改的。并没有征得人家作者的同意。所以，我最好不要大篇幅地“分享课文”。 

   周二夯实主要就是老师根据学生分享的信息再次引导讨论，如果遇到了我们学到的词，

就额外强调一下。 

   确保学习准确度的方式就是两个，口头和书面的改错。尤其是口头，发音，语法，狠改

（只要不打击学生的表达积极性）。 

张 凯 - 明 德 北 京 MiC: @ 王 祥 宁  UBC 王 老 师 ， 这 是 课 文 的 “ 一 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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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祥宁-UBC: @张凯 明德北京 MiC 谢谢张老师，积极改错真的挺重要的，但有些学生需要

重复而长期的纠错，特别是在密集项目里，老师也只能一再重复 。谢谢张老师让我们窥见

一些学习材料，真的是深入浅出，说到了点上，但语言形式又不过于复杂，学生一定觉得非

常实用，周一学，周三就可以用了！ 

  

焦立为-Brown University: 谢谢张老师及同事精雕细琢的设计, 充分利用了当地的资源。请

问, 周五的写作是小组合作还是个人完成? 

张凯-明德北京 MiC: @焦立为-Brown University 焦老师，周五的写作是个人任务。  

  

赵冉-弗吉尼亚大学: 感谢@张凯 明德北京 MiC 张老师这么精彩详尽的分享。学习了很多。

特别喜欢《体验北京》这样 portfolio 方式的学习与评估办法。 

张凯-明德北京 MiC: @赵冉-弗吉尼亚大学 谢谢赵老师鼓励！ 

赵冉-弗吉尼亚大学: 刚看了学生制作的《胡同凶灵》，似乎是一个双人小组完成的？可否多

介绍一下这两位学生创作人员的学习背景？学了多久，华裔非华裔？发音和制作真的都特别

棒！ 

张凯-明德北京 MiC: @赵冉 弗吉尼亚大学 对，这是两个小组合作的，我们批准了，因为他

们的角色太多了。后来，我们放松了电影小组的规模要求，只是说至少三个人，多了不限。

就是要防止有学生打酱油。 

    这五个学生，两个“捉鬼狂人”一个来自明德，一个来自康奈尔。房地产开发商（好）

来自 Barnard College，开发商（坏）来自明德。“保护胡同的幽灵”来自史密斯。除了那个

康奈尔的学生是刚刚上完二年级，其他的都是上完三年级上学期的学生。所有的人都不是华

裔，没有任何家庭语言背景 

赵冉-弗吉尼亚大学: @张凯 明德北京 MiC 可以看出学生们非常享受这个过程，也非常投

入，可谓呕心沥血了 

张凯-明德北京 MiC: 哈哈，绝对是呕心沥血。他们甚至要做中英文字幕，被我果断阻止了。 

 

徐晓虹-Salesianum School: 张凯老师，您的这个课程设计体验让我想起了我和徐姗姗老师

在 2015 年一起组织的一次美国学生的中国游，在北京的那几天印象特别深刻，因为在徐姗

姗老师的精心设计安排下，我们的学生跟一所北京国际学校里的中国学生进行了面对面的交

流和互动，我的学生告诉我他们问了中国学生有关中国的新闻审核现象，收获出乎他们的意

料。我们住在野长城脚下的一户农家乐里，我记得我当时的 IB 中文学生还采访了农家乐里

的女主人有关一胎化的问题，正如您所说如果是第一次做这样的尝试，语言是一个问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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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老师时时在一旁呵护才能顺利进行下去的，尤其是对中文初中级学生来说，但影响意义

是深远的，我从学生回校后做的报告中可以体会到，有一个学生还抑郁了好一阵子说他想再

回北京的地铁里上中文课，而不是被困在美国的教室里。您觉得在无法去北京亲自体验的情

况下，在美国的传统课堂里如何复制这种全真令人神往的体验呢？虚拟现实能帮上忙吗？在

虚拟现实用于教学方面，我知道 UVA 已经在做大胆尝试啦，会继续关注的 

张凯-明德北京 MiC: @徐晓虹 Salesianum School 没错没错，学生在实境中使用中文对他

们来说绝对是个非常大的推力。挑战与成就并存。 

    至于你说的在美国如何实现，我觉得这是我做关心的讨论点。因为如果这个能做到，我

的分享对于各位在美国的老师才有更大的意义。我有个脑洞特别大的“空想”，就是搭建一

个网上平台。让中国的年轻人能在网上跟我们的学生互动。 

    这个话题说起来有点大。我想到的几个点是： 

1 时差问题 

2 中国学生上网跟美国学生用中文交流的动力。或者说，他们图什么？如果图练英文，我们

怎么办？ 

3 讨论的内容不要“超纲”，不要“触线” 

4 平台的搭建、讨论的组织需要大量人力投入。 

但不管怎么样，我觉得跟不是老师的中文母语者沟通是最重要的。 

赵冉-弗吉尼亚大学: @张凯 明德北京 MiC“但不管怎么样，我觉得跟不是老师的中文母语

者沟通是最重要的”，非常同意！ 

李戎-明德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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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戎-明德昆明: 昨天 clta 发了一个邮件，asia society 貌似就想做这样平台。 

赵冉-弗吉尼亚大学: @李戎（明德昆明）我也是想到这个了。我转发给了我的学生们。 

李戎-明德昆明: @赵冉 弗吉尼亚大学「握手」。 

张凯-明德北京 MiC: @李戎（明德昆明） 哇，“伟大的脑袋想法差不多啊” 谢谢你分享。

我在消息方面总是特别闭塞。 

梁宁辉-耶鲁大学: 非常好的想法！我也尝试着跟中国学生做过一两次网上互动，但是互利

性质的，一半英文一半中文。希望会有一个平台尽快搭建！ 

张凯-明德北京 MiC: @「梁宁辉-耶鲁大学：没错没错，希望亚洲协会的努力会成功。或者

有更多的人参与到这样的努力中来。这也一定程度上能解决大家此前讨论的世界趋向封闭的

问题。中美（和别的国家）的年轻人都会受益。 

 

高瑛-弗吉尼亚大学: 感谢张老师如此详尽的分享，开篇的文字纪录片片头太赞了！直接引

听众入佳境。您提到学生们有个适应过程，到第四周会渐入佳境。想请教一下张老师，在主

题的选择上是如何考虑难度和这个适应的过程的呢？您上面列出的主题，是按照主题先后顺

序介绍的吗？如果是的话，这个顺序有什么设计考量吗？听您说的时候，我就在脑补可能会

碰到的词汇，感觉高校、胡同可能会相对容易一些，雍和宫、京剧、艺术似乎更难更抽象一

些？不知道我的感觉对不对，请您指教～多谢！ 

张凯-明德北京 MiC: @高瑛-弗吉尼亚大学 高老师，是这样的。刚开始的时候，我们的话题

设计是有难度的，由易到难。但后来，由于种种限制，我们不得不打破这个顺序。比如，去

长城，得看农家院能不能接待我们。去大使馆，得看会说中文的外交官什么时候有空。结果，

最后调来调去，基本上难度就顾不上了。 

    但是呢，后来我们发现，难度顺序乱了其实也没啥问题。基本上对学生的学习不构成威

胁。 

高瑛-弗吉尼亚大学: 谢谢张老师的解答。请问这些主题会在开学时让学生选择吗？还是每

个学期是固定的呢？ 

    这个“体验北京”的课程设计太棒了！以前只是做过“体验北京”的语言实践活动，只

占用了周五考试后一两个小时的时间，听了张老师的介绍，反思一下自己做过的，顿时发现

错过了好多好话题、好创意呢，惭愧惭愧！向张老师学习！ 

王祥宁-UBC: 是啊，这些主题真的都是精心挑选、设计的，张老师和其他的老师光是背后的

联系安排，就不知道花了多少时间和心力呢。  

张凯-明德北京 MiC: @王祥宁 UBC 对对对，安排受访是最难最难的，因为它最不可控。 

王祥宁-UBC: @张凯 明德北京 MiC  张老师，请让我追问一下。那您都怎么跟受访者做事

前的沟通？这是因为采访的过程与结果会直接影响到学生的学习结果和成就感，我们很难，

其实也不可能掌控受访者语言输出的范围、难度，以及他们表达的内容。尤其是像您所说的，

我也有学生遇到访谈的困境是，他们觉得受访者明明说了很多，但其实“没说什么”。 

张凯-明德北京 MiC: @王祥宁 UBC 首先，受访基本上都是我和老师们的个人资源。事前沟

通就是说清楚，我们是语言课，不会录音，不会录像，学生保证不会对谈话内容做任何正式

发表。打消对方顾虑是最重要的任务。 

    对方的语位我们是没办法控制的，你再怎么跟 TA 说我的学生还在学中文，请您说得简

单一点儿，慢一点。还是没有用。不是语言老师的人，对于什么词难，什么词不难，完全没

概念。所以，这个时候就需要老师的参与。或者及时介入，解释。或者记下笔记，回去的路

上或者周四再进一步向学生解释。 

    至于学生觉得对方说了很多，但好像没说什么。有两种情况： 

1 对方的确就是片儿汤话，没什么实际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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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对方有内容，学生没听懂。如果是这个情况，我们就采取我上边说的那个策略：老师介入。 

王祥宁 UBC: @张凯 明德北京 MiC  是啊，对方的语位真没办法控制，所以老师的介入真

的很重要，我们就是 facilitator。学习了！ 

 

包学菊-中传: @张凯 明德北京 MiC 您的这个案例可否授权用于教师培训，带学生文化实

践实在是需要如此智慧和章法。 

张凯-明德北京 MiC: @包学菊中传 没问题，包老师。“请感觉到自由”地使用。 

包学菊-中传: @张凯 明德北京 MiC 感谢张老师的分享和案例授权！ 

   

徐姗姗-Beaver Country Day School: @张凯 明德北京 MiC?谢谢张老师的分享！这个课程

设计的非常棒！学生的反馈和教学活动的安排都很有借鉴性。希望网络平台可以给更多的学

生参加类似这样调研活动的机会。 

张凯-明德北京 MiC: OK，不知道我是不是回答了所有的问题，如果有遗漏，万望海涵。请

艾特我，我补上。如果没有别的问题，那我就继续下面的反思的部分。 

 

2、反思篇 

2.1“体验北京”课程评估与反思 

    下面说说我对这门课的一些反思： 

    首先，这门课的成绩构成如下 

课堂表现 5% 

分享 5% 

听写 15% 

作业 10% 

书面报告 30% 

做书 5% 

同侪评量 5% 

学术旅行 25% 

    大家可能会发现，周三的活动和周四的演讲其实是没有对应的成绩的。课程设计初期并

不是这样，而是有针对性地打分的。但后来我们发现，周三的活动变量很多，怎么打分都有

太大的主观性，最后决定放弃几经修改的活动打分的细则，改为只体现在当天的课堂表现里。

也就是说，除非某个学生准备得特别不好，否则，周三的活动表现基本上都是高分或者满分。

这也减少了学生对分数的顾虑，能更专注与他们需要完成的任务。 

    至于演讲，我们也曾有过非常具体的评分细则。但后来发现有的学生为了拿到高分，不

听别的小组演讲，只是闷头在下边准备 TA 自己的演讲。这就大大影响了提问环节的互动性。

于是，我们就采取了同上面一样的做法，减小演讲分值，并入课堂表现。这样，大家都可以

放松地听别的小组的报告，而不必为成绩担心了。互动上来了，学习效果反而好了。 

    我对这门课有个很大的遗憾，就是始终没办法衡量这门课在语言维度上的习得效果。从

而也无法得知在语言层面上，它的效果是优于其他非任务型课程，还是持平，还是更差。我

曾经想过对学生的写作做文本分析，看他们主动使用了多少这门课里主要练习的词汇。但是，

有一个困难，就是这门课是我们的必修课，所以它的课文难度，用词得能适应所有的学生。

尽管我们的学生总体水平还是比较平均的，但个体差异也确实存在，为了尽量照顾到各个水

平的学生，我们在课文编写上主动大幅降低的词汇的难度。这就让它的重点词汇一定程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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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别的课重合了。所以，就算是学生用得好，也不必然证明学生是在这门课里学的。唯一能

获得的一些证据，可能就是话题相关的专门词汇的出现。但是专门词汇并不能体现整个语言

习得效果的风貌。 

    另外一大遗憾，就是受访国人常常不愿开口或不愿与我们的学生深谈。甚至还有一些人

“警惕性”很高。你懂得。这让任务的完成难度增加了不少。 

    我们想到的一些对策是： 

1、 千万次地提醒学生，不要把“interview”翻译成“采访”。你们不是外国记者，你们问

问题不是采访。不要以“我可以采访你吗”开始一个对话。而要说：“你好，我是一个学

中文的留学生。我在做我的作业，我可以问你几个问题吗？” 

或者上来就直接搭讪：“你的鞋子真好看，贵吗？你是北京人吗？你常常来雍和宫吗？” 

2、 根据我们以往的观察经验，提前告诉学生哪些问题可能不太容易找到人回答。让学生有

些心理准备，不会在现场太沮丧。 

3、 直接安排访谈对象。 

    即便有以上措施，有时学生还是会感叹，“他们什么都没告诉我们” 

    尽管有很多不足，总的来说，学生对这门课的反馈还是挺不错的。他们上得也比较嗨皮。

尽管时不时地抱怨压力太大。而我们作为老师，完成（或自以为完成）了如下教学目标： 

一 提高学生中文水平 

二 增加了学生对北京和中国的了解 

三 很大限度地推倒了教室的围墙，把课堂带到大街上，带到中国人的生活里。学生真的是

在使用正在学习的语言。 

四 培养了学生语言文化学习以外的能力、技巧。 

   至此，我们算是某种程度地回答了最开始我提出的那个问题，在中国上中文课跟在美国

上中文课有什么不同。学生需要的，我们给到了。 

   好了，我叨叨完了。 

 

2.2 反思篇之讨论与答疑 

赵冉-弗吉尼亚大学: 我觉得张老师不必过于纠结第一个遗憾，即使这种尝试与其它传统方

法在语言水平提高方面持平，甚至差一点儿也都还是非常有价值的。只要没有明显地妨碍了

学生的语言水平就行。从学生作品来看并没有。但是您说的第二个遗憾，的确是一种遗憾，

而且真的不在我们的掌控之中。我喜欢您“不要把 interview”说成是“采访”的对策。学习

了！ 

张凯-明德北京 MiC: @赵冉 弗吉尼亚大学 谢谢您安慰我。我就老想知道这个设计对纯语

言学习到底有没有帮助。但是，就是不知道怎么检验衡量。好在学生在其他方面应该是有收

获的。采访绝对不要说。我们引起有关人员的关注，十有八九就是学生用了这个词。 

赵冉-弗吉尼亚大学: @张凯 明德北京 MiC 再次感谢张老师的分享。感觉带学生在某些方

面跟带孩子真的挺像，我们的一大挑战是敢不敢放手。其实真的撒出去了，他们会给我们带

来很大的惊喜。我们需要做的是适时适当地为他们提供帮助与支持。在语言评估方面，如果

您实在放心不下，可以试试用 OPI 或者 OPIC 等第三方评估工具测试一下：） 

郭文娟-山东师范大学: @张凯 明德北京 MiC 谢谢张老师的分享！我在国内国外教汉语都

使用“interview”，但我把这样的活动命名为“社会采访”了，刚才看你的提醒，很有道理。

感谢！ 

张凯-明德北京 MiC: @郭文娟—山东师范大学 不能说采访，千万别说。 

郭文娟-山东师范大学: @张凯 明德北京 MiC 张老师，您的提醒很重要！学生出去“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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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我们有一系列的策略培训，他们倒不一定说出“采访”，跟您指导的差不多：我是学汉语

的……国留学生，老师给我们布置了一个作业，让我们了解一下……，请问，您有空吗？能问

您几个问题吗？” 

    还有呢，张老师，学生“采访”时，我要求他们录音或录像的，回来要转写。“采访前”

跟受访人说好只为学习，不会发到网上。 

 

 

徐姗姗-Beaver Country Day School: 再次感谢分享！请问老师们是用什么样的测评方法来

打分的呢？尤其是分享、书面报告和学术旅行这几项，用 rubrics 吗？ 

张凯-明德北京 MiC: @徐姗姗-Beaver Country Day School 分享没有 R，就是老师看学生提

前做了什么准备。一般就是满分，有人潦草准备就来了，说了几句特别简单的东西。就是 3

分。课教次数多了，那个话题有什么分享材料，老师一眼就能看出来的。真有学生空手到，

那就是 0 分。 

   作文，我们是有评分单的。但是在我办公室，手头上没有。大致是： 

内容 40% 语言 60% 

内容分三档最低档也有 20 分 

语言方面，小错，比如错别字扣 0.25. 词汇使用不当搭配错误，扣 0.5。句子语序有问题，

扣 1 分。令人费解的句子，扣 2 分。 

    每篇文章规定字数。超出的部分，老师只批改，不扣分。这样比较公平。不会让学生写

的越多，丢分越多。 

    学术旅行是另外一个大项，今天可能没时间展开细说了。因为它几乎是另外一个独立的

教学设计。 

 

 

李戎真-耶鲁大学: @张凯 明德北京 MiC?感谢张老师的精彩分享！在你做过的话题中，能不

能排个序？哪个主题最受欢迎也比较容易操作？哪个比较适合到中国进行一周或两周交流

的高中学生？谢谢 

张凯-明德北京 MiC:@李戎真-耶鲁：李老师，您这个问题问得太好了。我的经验是，学生感

兴趣的一半都是特别不好操作的。比如 798，比如雍和宫，比如中关村。 

   如果是高中生，长城可能比较好操作。我其实不太了解高中生的思维深度，柚子才上初

中，天天做作业，思考完全没有深度 

   我们的长城的课文讨论的是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关系，从而分析长城的实际意义。然

后也讨论长城这个文化意象的形成过程。我不知道高中生对这些感兴趣不。 

   是不是高中生，还是以趣味为主啊。那，北京地铁站的公共艺术可能是个选择吧。 

   

 

赵冉-弗吉尼亚大学: 也许等张老师再有时间的时候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学术旅行”？ 

梁宁辉-耶鲁大学: @张凯 明德北京 MiC 同期待“学术旅行”的分享！调研时不能录音不

能录像，而且受访者语位不可控，对学生的语言水平确实是很大的挑战。学生可以当场记笔

记吗？ 

张凯-明德北京 MiC: @梁宁辉-耶鲁大学 嗯嗯，学生可以做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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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会议结束 

梁宁辉-耶鲁大学: 时间过得真快，一转眼两个小时过去了，我们今天的讲座就到这里结束

了，张老师辛苦了！非常感谢张老师@张凯 明德北京 MiC 详细的介绍以及毫无保留的分享！

真的特别喜欢这个“体验北京“课程的安排，构思新颖、设计独特，充分利用了北京的当地

资源，让学生真正走入中国社会，走进中国人的生活。尤其难得的是，张老师在教中文传文

化的同时，还注重学生各种能力的培养，给了我们很大的启迪！希望我们能在远离目的语的

环境中，也能创造机会让学生参加类似调研活动做到学以致用。 

张凯-明德北京 MiC: 谢谢梁老师！谢谢大家的参与。 

梁宁辉-耶鲁大学: 老师们如果还有什么问题，以后也可以随时在群里艾特张老师@张凯 明

德北京 MiC 咨询。 

张凯-明德北京 MiC: 嗯嗯，欢迎垂询。再次感谢梁老师和各位老师。大家多保重！ 

梁新欣-UVA: 谢谢梁老师@梁宁辉-耶鲁大学 组织这场精彩的讲座， 谢谢张老师@张凯 

明德北京 MiC 精彩的讲座， 学习多多， 收获多多！！ 

张凯-明德北京 MiC: @梁新欣 UVA：谢谢梁老师鼓励。没浪费大家时间就好。 

高瑛-弗吉尼亚大学: 再次感谢张老师的分享@张凯 明德北京 MiC 和梁老师的组织@梁宁

辉-耶鲁大学！大家都多多保重！ 

赵冉-弗吉尼亚大学: @张凯 明德北京 MiC 张老师辛苦了！ 

李戎真-耶鲁大学: @张凯 明德北京 MiC 感谢感谢！辛苦了！睡回笼觉去吧 

张凯-明德北京 MiC: @李戎真-耶鲁 哈哈是的。昨晚都没睡踏实。你看我这点儿出息。 

李戎真-耶鲁大学: @张凯 明德北京 MiC 那是专业精神导致的。 

李戎-明德昆明: 感谢分享@张凯 明德北京 MiC 收获颇丰。群里老师们的提问和回应也特

别有帮助。感谢梁老师的安排组织@梁宁辉-耶鲁大学。 

李恺-Oberlin College: 张凯的课及讲座，充实、严谨、认真，这也是他一贯的风格、态度。

除了课程内容之外，好的设计和管理控制，是课程成功的极为重要的条件。谢谢！ 

冯禹-美国布兰戴斯大学: @李恺-Oberlin College-Oberlin College 完全同意李老师的看法！ 

张凯-明德北京 MiC: 谢谢李老师@李恺-Oberlin College-Oberlin College 冯老师@冯禹美

国布兰戴斯大学的肯定和鼓励！ 

 

四、下期讲座预告 
梁宁辉-耶鲁大学: 再激动地跟大家宣布，刚刚跟刘老师@刘芳-Oberlin College 联系，确定

了下周六 4 月 25 日美东时间晚上 9 点李老师@李恺-Oberlin College-Oberlin College 给大

家用 Zoom 做中国文化的讲座。非常感谢李老师响应群里老师们的倡议，特地为我们准备了

这场讲座。李老师说：“话题是从给外国学生起中文名字提起的。国人特别重视起名，它深

含了祖辈父辈对孩子的祝愿与期许。名字中文化内容极丰富，字、音及寓意深刻，甚至有规

范人生的作用。我们从中国人的名字说起，谈古论今。当作文化休闲沙龙，或许有些趣味，

得些启发。”听过李老师讲座的人应该都会对他丰富渊博的知识和幽默风趣的口才印象深

刻，所以我们这次特地使用 Zoom 形式，让各位老师充分领略李老师的才华并感受其演讲的

魅力，请大家一定不要错过！ 

高瑛-弗吉尼亚大学: 非常期待李老师的讲座！ 

赵冉-弗吉尼亚大学:非常感谢也期待李老师的文化沙龙～谢谢@梁宁辉-耶鲁大学 梁老师

组织。 

梁新欣-UVA: 期待李老师@李恺-Oberlin College-Oberlin College 的 Zoom 文化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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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凯-明德北京 MiC: 同期待同期待@李恺-Oberlin College-Oberlin College  

李戎-明德昆明: 期待李老师@李恺-Oberlin College-Oberlin College 的 Zoom 文化讲座！ 

 

五、会后讨论与答疑 
白建华-Kenyon College: 谢谢张凯。辛苦了！我们在领航项目开过类似的课，效果很好。你

提到的“鹰架”搭建非常重要，否则会是事倍功半。刚才有老师提到提问策略的培养很有必

要。有些学生生来就能做到“见面熟”，但是很多学生见了生人不知道怎么开口，“采访”

的能力需要培训/培养。 

张凯-明德北京 MiC: @白建华 Kenyon College 白老师“戚戚焉戚戚焉”怎么聊天实在太重

要也太很有挑战。交际策略的挑战对学生挺大的呢。不只是语言层面的，还是性格心理层面

的。 

朱俐-CET: @张凯 明德北京 MiC?爬楼看完。@白建华 Kenyon College CET 也有相似的课

程。您说得对，为数不少的学生有“与陌生人交流障碍”，特别是面对那些“很少与老外聊

天”的中国人”，会以沟通失败告终，会打击学生的自信心。老师提前做一个 list：遇到哪

些情况，应该说什么话。文化&语言双重培训。 

高瑛-弗吉尼亚大学: 同意白老师的说的培训！换个角度想如果要我去户外随机采访美国人，

我也会觉得很难。如果有个培训，我会很感激的。另外，搭配也很重要，现在留学生里的华

裔生不少，很多华裔学生跟我抱怨过出去采访受挫的经历，受访者对一般印象中的“外国人”

的拒绝度更低。有两个华裔女生曾经直接表示要跟白人学生一组，因为这样不会被拒绝。 

张凯-明德北京 MiC: @高瑛-弗吉尼亚大学 没错，华裔在这个活动中有优势也有劣势。对于

后者，我们总是提前打预防针。 

朱俐-CET:提前给华裔及非裔美国人单独开会。 

张凯-明德北京 MiC: @朱俐-CET CET：对对对，还有非裔。 

刘芳-Oberlin College: 如果可能，也许一个组有那么一两个会搭讪的先去打开局面，然后

其他人跟上！  

朱俐-CET: @刘芳-Oberlin College  头一两次也可以老师先示范搭讪。 

刘芳-Oberlin College: @朱俐-CET CET 搭讪还真是门技术活！ 

高瑛-弗吉尼亚大学: 我们带学生去东方明珠塔的时候，我发现还得教学生怎么选采访对象。

比如带着旅行社帽子的游客，最好不选，因为停留时间短暂，导游一喊就得走了。 

胡海波-圣母大学: 其实，这也不难。我多年在哈北班带社会调查，都要学生采访中国人。我

一般都教学生怎么“破冰”，跟中国人“聊天”，而不是采访。比如，送个小礼品，像一支

笔什么的。收到礼物就打开话题了。还有，之前一定要培训，比如让学生不说“中国政府”、

“共产党”等在国人听起来敏感的词。 

张凯-明德北京 MiC: @胡海波—圣母大学没错没错，就是要会“聊天”！ 

胡海波-圣母大学: 一般活动前都要帮学生修改采访问题，比如“你觉得中国政府对少数民

族的政策怎么样？”，改成“最近几年，国家政策还好吧？” 被采访对象就愿意回答了。  

李戎-明德昆明: @胡海波—圣母大学 赞！ 

刘芳-Oberlin College: @胡海波—圣母大学 还真是！问题设计也是门技术活！ 

胡海波-圣母大学: @刘芳-Oberlin College 还是学生不了解我们的文化背景。比如，他们每

四年就换一届政府。而我们很多时候说的国家就是政府，因为没换过。带队老师非常重要，

可以给学生亲身示范。 

张凯-明德北京 MiC: 我有的时候干脆就实话实说，跟对方说：“你好，我是首师大的老师

（我跟人家提明德或者 MiC，人家都不知道我在说什么）。我带留学生在这里做田野调查（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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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词听起来特别学术，特别高大上），他们能问您几个小问题吗？” 

张晓申北京思汇知行教育: @张凯 明德北京 MiC 赞！ 

 

胡海波-圣母大学: @张凯 明德北京 MiC?请问，同侪评量 5% 是什么意思？ 

张凯-明德北京 MiC: @胡海波—圣母大学 我前面解释过，我发给你啊。 

李戎-明德昆明: @胡海波—圣母大学 不认真听讲，学生的互评啊！往前翻。 

胡海波-圣母大学: sorry，迟到了。@李戎（明德昆明） 班长，我错了。 

李戎-明德昆明: 班长是群主梁老师，我只是你专心听讲的同桌。 

刘芳-Oberlin College: @胡海波—圣母大学 她是小组长。 

梁宁辉-耶鲁大学: 她是同侪，你的这个 5%可能拿不到了@胡海波—圣母大学。  

李戎-明德昆明: @梁宁辉-耶鲁大学这五分一扣，梁老师您放心，下次胡大波肯定不会迟到

了。 

胡海波-圣母大学: @张凯 明德北京 MiC?我还是很好奇。这怎么操作呢？同学间匿名打分，

分别交老师吗？ 

张凯-明德北京 MiC: @胡海波—圣母大学 实名打分，直接交给老师，学生看不到同学给自

己打了多少分。但是，绝大多数情况下，学生打的分跟老师的观察是一致的。 

胡海波-圣母大学: 看来学生很诚实，没有你好我好大家好。 

张凯-明德北京 MiC: 一般没有。倒是有个别学生很 nice，一直都是给别人满分。我从来没

看到有打分带情绪，泄私愤的情况。 

徐晓虹-Salesianum School: 我曾让我班上的学生在课上公开互评各自在角色扮演中的表

现，惊讶地发现学生在看到同学的长处和不足上都非常到位，我只要在一旁仔细听他们的轮

流嘻哈评论并做好笔录就是一份连细节都不拉下一点儿的评估报告了。 

胡海波-圣母大学: 我现在想明白了，这个分只是一个手段，让学生明白小组合作的重要性，

对吧？ 

张凯-明德北京 MiC: @胡海波—圣母大学 对，打分是手段，不是目的。目的是强调合作的

重要。更深的目的是让学生了解自己。有的人（尽管是少数）就是不需要常规意义上的合作。

但是学生需要认清自己，看自己是不是这样的人。认识自己，认识世界。这是我给学生的任

务。 

胡海波-圣母大学: @张凯 明德北京 MiC 谢谢！又学了一招。 

 

徐晓虹-Salesianum School: @张凯 明德北京 MiC 非常赞同您关于搭建交流平台的建议！

我试过给班上的每一个学生搭配一位上海某国际学校的中国笔友，定期交流，计入学期成绩，

结果学生组成搭子后居然告诉我某些交流话题不宜给我看，要保密，我想不给我看我怎么给

成绩呢？大家有什么好办法？ 

胡海波-圣母大学: @徐晓虹 Salesianum School 期末总结报告。 

徐晓虹-Salesianum School: @胡海波—圣母大学?这个主意好！这样他们可以有选择性地分

享啦！ 

胡海波-圣母大学: 不过，平时也要时不时督促一下，可以把报告分几部分进行。比如，我他

们这周对新冠疫情的讨论如何？让他们脑子里有根弦儿就好。问他们。 

徐晓虹-Salesianum School: @胡海波—圣母大学?嗯嗯！ 

张凯-明德北京 MiC: @徐晓虹 Salesianum School 能不能把这个问题直接给学生，说，你们

看，我还是要给你们成绩的，但是如果你们不给我看你们的交流内容，那我怎么给你们成绩

呢？同学们，你们有什么别的好办法吗？你听听学生怎么说？ 

徐晓虹-Salesianum School: @张凯 明德北京 MiC 有道理，反问是很好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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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涛-北二外: 我认为采访作业的目的还是实现输出驱动，调查采访要有明确的主题和采访

任务，这样的话尽可能增加词汇复现和使用学习到的表达形式。我在课堂要求是 1 分钟报

告，不超过 1 分半。安排学生计时提醒。另外就是要有评分和反馈 

王涛-北二外:  

 

王涛-北二外:  

 
徐晓虹-Salesianum School: @北二外 王涛-北二外 这个很赞我要照搬！我的美国学生对中

国笔友的印象都很好，说他们多才多艺，英语太棒了，感觉自己的中文没法跟他们的英文比

啊! 

王涛-北二外: 由于这次疫情的影响，这学期的采访报告要求学生发到微信群里。第一次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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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学生会由于害羞等原因单独发给老师，我觉得老师还需要建立一个鼓励分享的学习氛围或

文化氛围，这也是平台的作用，可以自然地引导学生进入分享的状态。 

王涛-北二外:  

 

王涛-北二外:  

 

王涛-北二外: 有的学生还自己加了字幕，受到老师鼓励和表扬和同学们的称赞后也有一种

成就感，这是二年级的学生报告。很多方面我和前面各位老师的讨论有同感，我再发两个三

年级的。 

王涛-北二外:  

 

王涛-北二外:  

 

张凯-明德北京 MiC: @北二外 王涛-北二外 这个设计特别好，手动点赞。我们在教学中注

意到一点，就是给学生的任务到底需要多具体。这里边有一个“鹰架”和学生自由度的平衡

取舍问题。后来，根据学生的反馈，我们越来越倾向于给学生更高的自由度。在他们高度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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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以至于牺牲效果的时候，我们才会再次介入，收拢自由度。给出更具体的指示。取舍的问

题。得看学生。 

王涛-北二外: 张老师所言极是，报告本身也是一个取舍，要求学生尽可能转述有价值的信

息和表达自己的观点，所以二年级基本我固定问题，三年级提供提纲让学生选择设计问题。 

徐晓虹-Salesianum School: @北二外 王涛-北二外 是的！学生公开互评一定是在大家都成

为亲密的合作伙伴后才可能进行，才可能听到真诚的评语的，但我不知道在水平程度差异很

大的学生当中如何指导学生们给较弱的合作伙伴一个积极而不伤自尊的评语，尤其是有一颗

玻璃心的孩子。 

王涛-北二外:  

 

王涛-北二外: @徐晓虹 Salesianum School?对于刚开始不愿意公开提交作业的同学，我不会

强求，因为我知道 ta 是由于担心自己的表达不够好，我会鼓励 ta，允许单独提交。 

郭文娟-山东师范大学: 我也分享一下我们学生线上采访的作业，比较生涩。 

郭文娟-山东师范大学:  

 

郭文娟-山东师范大学: 视频发不了。谢谢王老师的评价方式分享，线上报告的形式非常好。 

梁宁辉-耶鲁大学: @北二外 王涛-北二外 @郭文娟—山东师范大学 谢谢两位老师分享学

生线上采访作业的设计和学生的报告，非常棒！ 

郭文娟-山东师范大学: 感谢梁老师。一直在群里向老师们学习，收获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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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涛-北二外: @梁宁辉-耶鲁大学 谢谢梁老师的指引和各位老师的参与，分享是一种美德。 

 

刘刚-卡耐基梅隆大学: @张凯 明德北京 MiC?晚上有些事情错过了张老师的精彩讲座，刚

爬楼补课完。非常感谢！阅读的过程一直在思考有没有可能将这种模式搬到美国来，用任务

型教学的手法，设计这样一个让学生走入社会，实地应用语言的课程。总的来说真是颇受启

发！再次感谢张老师！ 

张凯-明德北京 MiC: @刘刚-卡耐基梅隆大学 刘老师客气。这套设计怎么搬到美国去也是

我从一开始就一直在想的一个问题。毕竟，如果我的经验只对能带学生来中国的老师有用，

那就有点可惜了。但是，文化环境的确是一个核心变量，除了全沉浸的中文暑校或者中国城，

我还真没想到能有什么 physical 的环境能让学生沉浸其中。所以，大家才讨论到了网上交流

的可能性。不知李戎老师和赵冉老师提到的那个亚洲协会的帖子您看到没有。 

    我想，如果身不能至，思、文往之也是可以接受的吧。毕竟，我们要的是对学生语言和

思维的训练，是对不熟悉的文化的了解与开放（甚至都不一定要包容，认识到差异存在即可），

只要能达到这个目标，网上的沟通也是可以接受的吧。 

   期待看到更多同行的好主意！ 

   另外，@王涛-北二外老师提到“采访作业的目的还是实现输出驱动”，这是王老师从语

言习得层面的思考。我的想法是，我就想某种程度上让他们忘了这是个语言课，我就想让他

们把语言当成个工具，带着一大堆问题去从别的中国人那里找答案。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有

的时候上课，我故意不回答学生的问题，而是问他们你们猜猜中国人会怎么想，然后他们会

问我猜得对不对，我就故意不说。我说你们周三就知道了。这种吊胃口有时让他们很生气，

下了课直接先跑回去问中国同屋了。 

王涛-北二外: @张凯 明德北京 MiC 张老师从教学策略考虑，三十六计也用上了 

张晓申北京思汇知行教育: @张凯 明德北京 MiC?@北二外 王涛-北二外 赞！ 

林秀琴-首师大: @张凯 明德北京 MiC 因事没能及时参与，爬楼“听”了讲座以及各位老

师的讨论，很受启发，谢谢张老师！谢谢各位老师！ 

张凯-明德北京 MiC: @林秀琴-首师大 谢谢林老师鼓励！ 

彭芙飏-韩国 Bugil Academy: 终于爬完楼看完了今天的分享！受益匪浅感谢@张凯 明德北

京 MiC 张老师的无私分享！ 

张凯-明德北京 MiC: @彭芙飏-韩国 Bugil Academy 不客气不客气！ 

张晓申北京思汇知行教育: 今天中间有事临时离开两次，回来又爬楼看完整了今天的分享，

中间有两次都以为要结束了，结果张老师又继续介绍和讨论！非常详尽，受益匪浅！再次感

谢@张凯 张老师的无私分享！为首师大明德北京 MiC 的精彩课程点赞。    

 

张凯-明德北京 MiC: @徐晓虹 Salesianum School 即使面对已然成年的本科生，我对公开

互评还是非常谨慎的。因为我不知道学生会说什么。 

    我的一个原则就是尽量让学生有一个比较好的学习的心情。如果公开互评可能威胁这个

原则，那我就不做。如果非得互评，我就让他们把评价给我，或者 post 到网上，我保留即

时删除的权利。我在明德中文系教书的时候，文学课就是这么做的。我要求学生在网上（我

为这门课建了一个小网站）对别人的文章分析做评价。但评价内容一定是我作为管理员

approve 以后才会发表出来。这样就避免了人际交往层面出现的负面因素。 

徐晓虹-Salesianum School: @张凯 明德北京 MiC 有道理！我的互评基本就是按事先发的

评估表格按部就班来的，所以还好不会很出格，但我发现学生在自评时常常会给自己打比较

低的分，不知您的学生是怎样的？ 
徐晓虹-Salesianum School: @张凯 明德北京 MiC 自评是让学生对自己的表现有更精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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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如果我让他们自评，我最后给的分都会将他们的自评考虑在内的，但我给的分基本上

会比他们给自己的分高，他们常会“低估”自己的表现，估计是因为我平时“吹捧”他们还

不太够；互评是为了让学生能有机会看到其他学生的闪光点并尝试给其他学生 constructive 

criticism，感觉这在团队合作中蛮重要的。 

我也让学生写过单元自我反思，目的是看整个单元条条杠杠的目标是否达到，还有哪些

地方需要补上的，感觉学生都非常诚实，还没达成的目标会如实写出来，对自己做的比较好

的地方也能说明原因。 

    @张凯 明德北京 MiC  我的学生非常喜欢逛中国城，虽然中国城和中国在各方面其实

差别还蛮大的，我常常提醒他们这一点，中国城不等于中国，我曾鼓励他们单独在周末去中

国城采访那儿的商户，采集真实语料，有一个学生回来说老师那儿的店主只允许他拍照，不

让他录音像，感觉体验中国城跟体验北京城一样，还是需要在老师的呵护指引下才能更好地

达成学习目标。 

    我们州公立小学的中文项目都是沉浸式的，也用中文教其他学科，我听说州长曾亲自探

索在中国为美国学中文的学生找笔友的各种可能性的，但我感觉老师还是需要监管整个流程

的，特别是对中小学生来说，去各大网络平台自己找笔友估计会遭到一些家长反对的，我的

一位美国高一（中国初三）年龄段的学生曾告诉我她的妈妈不让她去网络上找“陌生人”聊

天的，也不允许她开任何社交账户。 

    在疫情期间和疫情过后需要保持社交距离的一段时间内，大家对于如何利用教学技术将

中国语言和文化不失真实地引入不以中文为母语的社区有什么想法呢？欢迎大家各抒己见！ 

张凯-明德北京 MiC: @徐晓虹 Salesianum School?中国城是个好机会。但毕竟离中国城近的

学校还是有限。疫情的爆发倒是让我想到，网上教学可能是一个新的趋势。网络可以毫无障

碍地跨越空间的藩篱。 

我们主要需要解决的是： 

1 平台 

2 中文母语者参与的动机 

3 内容的把控 

    真心希望诸位同仁能够群策群力，找到一个解决方案，开拓中文教学的一块新边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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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鸣谢 
主讲人：张凯-Middlebury School in China, Beijing 

主持人：梁宁辉-Yale University 

 

其他发言人员名单（按发言先后顺序排序）： 

刘艳-杜克大学、刘刚-卡耐基梅隆大学、张晓申北京思汇知行教育、 姚天雪-CMU、刘芳-

Oberlin College、王祥宁-UBC、焦立为-Brown University、赵冉-弗吉尼亚大学、徐晓虹-

Salesianum School、李戎-明德昆明、高瑛-弗吉尼亚大学、包学菊-中传、徐姗姗-Beaver 

Country Day School、郭文娟-山东师范大学、李戎真-耶鲁大学、梁新欣-UVA、白建华-Kenyon 

College、朱俐-CET、胡海波-圣母大学、李恺-Oberlin College、冯禹-美国布兰戴斯大学、

王涛-北二外、林秀琴-首师大、彭芙飏-韩国 Bugil Academy 

 

后勤人员名单（按姓氏首字母拼音排序）： 

策划组：陈彤-MIT、刘芳-Oberlin College、梁宁辉-耶鲁大学 
秘书组：沈钰蓉-中央民大、王真-Brandeis University、杨莎莎-Brandeis、张洁-UW Madison、

张小芹-Charlottesville、张晓申-北京思汇知行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