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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教学之课堂管理&教学法总结 

 

1. 关于混合式教学(线上线下混合) 

 

1.1 Blended learning 

学习内容方面的混合 

刘士娟-滨州印第安纳大学：我当年读博士的论文导师 Dr. Curtis Bonk 除了线上教学的著述外，也做过不

少关于混合教学方面的。他 2005 年和几位教授曾一起编过一本关于 blended learning 的 Handbook. 只

不过时间有点早（15 年前），没有涉及这种因疫情情况不得已的混搭，也没有具体谈到我们语言教学特

别是中文的教学情况，但感兴趣的老师可以翻翻。这是他的网页，上面可以找到包括介绍这本书在内的

一些资料。http://curtbonk.com/。另外，我感觉如果是同一上课时间段的混合，如周一三五上午 10-11

点上课，有学生在教室上，有学生在线上上，会有些类似 ITV (instructional television )上课方式，即有在

教室里上的，有通过教室的电子设备在远程教室上的（这方面中文教学方面已有不少先例，早在 1999

年就有老师如夏威夷大学的 Stephen Fleming 老师分享过这方面的经验  感兴趣的老师可以从 1999 年

在台北举行的 icice1 会议网站上找到 http://edu.ocac.gov.tw/discuss/academy/netedu01/testdefault2.html 

）。不过实时会议技术的进步已使远程学生可以在不同地方上。但这种在同一时间段有实体教室有远程

上课的混搭方式仍是我个人不喜欢的。如上面曾金金老师提到，老师精力会分散很难同时兼顾，远程的

学生还是会觉得比在当地教室的学生离老师远，即便有条件的实体教室内可以配上 360 度摄像头等设

备支持，教和学的效率还是要会比同一班的学生都在教室上或都在网上上的降低。另外，白建华老师他

们几所学校垮学校上课的学生上课方式应该也对秋季如果有学校强制混搭的话，有一定的借鉴作用。白

老师和他的两个同事去年曾在 JTCLT 上发表过一篇文章，有兴趣的老师也可找来读读

http://www.tclt.us/journal/abstractshow.php?id=102 

 

在有老师已开始考虑秋季如何教学的同时，邀请各位老师各地群友对春季上网课（也可包括以前上

各种网课如 MOOCs 等大型开放课堂）的经验和心得总结一下（不仅限于实证研究）。我在负责主编一本

《中文线上教学》专辑，会作为 JTCLT 的专辑系列的第一辑在今年秋季推出（第二辑有可能做 blended 

learning 各种花样的混合式教学[呲牙]），同 JTCLT 期刊发表的文章一样，免费供大家网上阅读。欢迎大

家和您的同事赐稿。稿件会经过同行审阅，属正式出版。因为中文线上教学文献不多，想投稿的老师不

必花太多时间在文献综述上（当然想花时间做最好，还可专门就文献综述写篇文章）。想大家秋季会更

忙，把截止时间定在了 8 月 15 日。文章中英文均可，字数不限但建议控制在 15 页之内。具体内容包括

所列的一些参考主题等在内的征稿启事和投稿文章格式说明可在 TCLT 首页下载：http://www.tclt.us/ 

 

1.2 Hybrid 

教学方式技术方面，线上，线下同步混合 

李智强-旧金山大学：混合式（hybrid，一部分网上，一部分在教室）几年前系里开会尝试过，因为我们

的老师基本一半上（周）一三五，一半上二四，很难凑上时间一起开会。试过一次混合式，结果是网上

http://curtbonk.com/
http://edu.ocac.gov.tw/discuss/academy/netedu01/testdefault2.html
http://www.tclt.us/journal/abstractshow.php?id=102
http://www.tcl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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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的不太容易照顾到他们的发言，而且一会儿人就没了。后来系里开会就再也没尝试过，知道现在都

改为网上。 

 

汤秋妍-Wellesley College：这种混合式教室，不但教室要够大，也得最少有两块屏幕。一块给 zoom，一

块给自己用 PPT。 

 

梁宁辉-耶鲁大学：我们学校有些少数语种比如非洲的一种语言，选修学生特少的会跟其他大学联合授

课，一直采用的这种混合教学法。 

 

1.3 Hyflex（Hyhbrid Flexible） 

教学方式技术方面的混合 

郑惠丽-伍斯特理工大学：我们语言课周一二四五上课，大家讨论是不是一周两次线上两次线下。线下

做练习，一个班分成两小班分批练习。 

 

韩继宁-西南大学：这种线上和线下混合的模式有学者称为 HyFlex(e.g., Betty, 2007a)，是 Hybrid 和 Flexible

两个词语的组合，我们之前用过，教室里的硬件设备经过调试后大多可以满足，在 LMS 平台中使用适

合的视频会议软件可以搭建起来这种环境。 

 

许怡-University of Pittsburgh：是一边在教室上课，一边网上同时视频?那老师在跟教室里学生互动的同

时，还需要跟网上的学生互动吗?还是说，对上网课的学生来说，他们就不能跟老师互动了，只能看? 

 

刘芳-Oberlin College：不在教室的学生，也得跟他们互动！ 

 

许怡-University of Pittsburgh：按我的理解也是。但我不太理解的是，这怎么实现?[流汗] 是分小组活动

时，教室内的学生分组活动，老师去网上跟学生互动吗?之前全网课，老师们已经反映总有的学生“不在

线”、不专注，如何同时抓住教室里和网上学生的注意力? 

 

刘芳-Oberlin College：自己没有实践经验，但现在在昆山杜克的张欣老师@张欣 Xin Zhang 昆山杜克大

学 有，也许她可以给我们做一些说明。我想如果设备不出问题，比较给力，那线上线下的学生还是可

以实现互动的，但质量肯定会受到影响！ 

 

许怡-University of Pittsburgh：老师都如此的话，那学生不知道会怎样。我们的语言课一般是每天打

performance 分数的。老师们还反映无法给 online 和 in person 两种不同上课模式的学生按同一个 rubrics

打分... 总之，学校似乎作了决定，但有很多细节问题没解决。按另一个 source 上的说法(忘了哪个网站

上看到的，类似 chronicle), hyflex 的学生还可以每周切换自己的上课模式，这可就更乱了。学校现在只

扔给了我们 hyflex 这样一个名词而已，也没做任何这方面的培训，也许之后会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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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关于中文盲文教学 

于丽萍-华盛顿大学：万能的群， 请问哪位老师知道在美国有教中文盲文的学校？ 今年我的暑期班有

一个盲人学生， 我真不知道怎么教她， 尤其是现在什么都在网上。 

 

张航-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好像没听说过美国有教中文盲文的学校.......但是记得以前看到过谢

天蔚老师有过盲人学生的经历，我找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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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航-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谢老师以前工作的学校应该是 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at Long Beach。 

 

王静-普林斯顿大学：华盛顿大学 我突然想起来我们以前有个弱视的学生。学校电脑部门会把书面材料

转化成电脑上的特殊材料 学生会用一种特制眼镜来看。您可以联系学校的技术部门看看能提供什么支

持。 

 这个学生做作业的时候是配备助手的。把书面材料读出来。他的作文也是口述 别人打字。这些费

用都是学校支付的。 

 

3. 混合式中文课 

 

演讲嘉宾：尹承旭老师，圣母大学 ，应邀介绍混合式中文课的设计、实践与成效。  

内容大致分为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 介绍大学混合式中文课的设计，包括翻转课堂及其它课后网络学习活动的设计； 

第二， 探讨混合课不同部分的衔接及具体实践操作, 尤其是翻转课堂课前学习的监督管理及课上教学

策略的调整； 

第三， 通过不同班级的对比和问卷调查总结混合课的成效及不足之处； 

第四， 分享最近几年在混合式课程的设计与教学过程中的一些反思。”翻转课堂在现在的网课教学中尤

其重要，如何设计实施都是很大的挑战。 

 

该视频可在群公告的网站里找到：https://campuspress.yale.edu/exchange/lecture/ 

 

4. 其他有关教学法的视频资料  

 

6月 4日   

靳老师讲座：《当前视频字幕研究对二语习得及教学的启示》 

https://virginia.zoom.us/rec/play/uJB-c72srW03E9PDtASDCqQrW466KP-

s2ikYqPoJyhy3B3cAYFv1N7YWa7csCGluSxmQNK-kMNVeJQBP?startTime=1591402277000 

密码：jin@060520 

 

靳老师给老师们提供的关于工作记忆的参考文献： 

Baddeley, A. D. (1992). Working memory. Science, 255, 556–559. 

Baddeley, A. (2000). The episodic buffer: A new component of working memory? Trends in Cognitive Sciences, 

4(11), 417–423.  

Baddeley, A. D. (2007). Working memory, thought, and ac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6月 5日   

https://campuspress.yale.edu/exchange/lecture/
https://virginia.zoom.us/rec/play/uJB-c72srW03E9PDtASDCqQrW466KP-s2ikYqPoJyhy3B3cAYFv1N7YWa7csCGluSxmQNK-kMNVeJQBP?startTime=1591402277000
https://virginia.zoom.us/rec/play/uJB-c72srW03E9PDtASDCqQrW466KP-s2ikYqPoJyhy3B3cAYFv1N7YWa7csCGluSxmQNK-kMNVeJQBP?startTime=159140227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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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华文教育基金会 名师讲堂   

课程一： 

中国华文教育基金会  【名师讲堂】直播课程 

课程主题：汉语视听说教学法 

课程时间：北京时间 6 月 5 日 10:00-12:00 

授课教师：王涛（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直播链接：https://www.eeo.cn/live.php?lessonKey=ecdd8659949f48df 

（课程结束 2 小时后，点击此链接，可以观看回放） 

 

课程二： 

中国华文教育基金会  【名师讲堂】直播课程 

课程主题：如何保持中高级汉语的高效性教学 

课程时间：北京时间 6 月 5 日 19:30-21:30 

授课教师：于淼（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直播链接：https://www.eeo.cn/live.php?lessonKey=e1f6d0908bc9443b 

（课程结束 2 小时后，点击此链接，可以观看回放） 

 

6月 14日 

中国华文教育基金会  【名师讲堂】系列直播课程 

1. 课程主题：从想到到做到：掌控你的学习和生活 

课程时间：北京时间 6 月 15 日 15:00--17:00 

授课教师：孟德宏 

直播链接：https://www.eeo.cn/live.php?lessonKey=528a126c7703d4d2 

（课程结束 2 小时后，点击此链接，可以观看回放） 

 

 

2. 课程主题：快速阅读法在汉语课堂教学中的应用（课时 1） 

课程时间：北京时间 6 月 15 日 19:30--20:30 

授课教师：郑丽杰 

直播链接：https://www.eeo.cn/live.php?lessonKey=877d73848947bb5f 

（课程结束 2 小时后，点击此链接，可以观看回放） 

 

 

3. 课程主题：快速阅读法在汉语课堂教学中的应用（课时 2） 

课程时间：北京时间 6 月 16 日 19:30--20:30 

授课教师：郑丽杰 

直播链接：https://www.eeo.cn/live.php?lessonKey=5d7cc03e8ee12602 

（课程结束 2 小时后，点击此链接，可以观看回放） 

 

4. 课程主题：快速阅读法在汉语课堂教学中的应用（课时 3） 

课程时间：北京时间 6 月 17 日 19:30--20:30 

https://www.eeo.cn/live.php?lessonKey=ecdd8659949f48df
https://www.eeo.cn/live.php?lessonKey=e1f6d0908bc9443b
https://www.eeo.cn/live.php?lessonKey=528a126c7703d4d2
https://www.eeo.cn/live.php?lessonKey=877d73848947bb5f
https://www.eeo.cn/live.php?lessonKey=5d7cc03e8ee12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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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课教师：郑丽杰 

直播链接：https://www.eeo.cn/live.php?lessonKey=53835fb76620c575 

（课程结束 2 小时后，点击此链接，可以观看回放） 

 

5. 课程主题：海外中小学汉语教学的特点及方法 

课程时间：北京时间 6 月 17 日 14:00-16:00 

授课教师：蔡楠 

直播链接：https://www.eeo.cn/live.php?lessonKey=92d1b148897852c5 

（课程结束 2 小时后，点击此链接，可以观看回放） 

 

6月 17日 

中国华文教育基金会  【名师讲堂】系列直播课程 

课程主题：用绘本打开汉语之窗 

课程时间：北京时间 6 月 18 日 10:30-11:30 

授课教师：李岩 

直播链接： https://www.eeo.cn/live.php?lessonKey=bab1ecd30b214f40 

（课程结束 2 小时后，点击此链接，可以观看回放） 

 

 

https://www.eeo.cn/live.php?lessonKey=53835fb76620c575
https://www.eeo.cn/live.php?lessonKey=92d1b148897852c5
https://www.eeo.cn/live.php?lessonKey=bab1ecd30b214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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