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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稿：《中华传世藏书》总序——新时代的中华文化传承
国际主流语言教学法高级讲习班特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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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的中华文化传承

为什么世界各国、各民族都十分关注自己的文化？

原因很简单，因为文化——不管各国各界的专家们如何界定“文化”一词的含义，也不管人们意识到还是没有意识到，它都是个人、

家庭、社会须臾不可离的，因而也就成为人际相处、家庭存续、社会和谐的无形粘合剂。欲个人、家庭、社会和顺发展，缺了文化则难

于上青天。

文化为什么要传承？

文化不存在要不要传承的问题，除非某个人种灭绝了（包括被同化），其文化才有可能中断，例如美洲的玛雅文化（但也残留着一

些有形的和无形的文化遗存）。文化一般都会传承下去，这是文化的特征及其本质内涵所决定的。文化传承得如何，则主要取决于个人、

社会和民族对自己文化的自信、自觉和自强。接受了传承下来的民族文化，如果再了解一些别的民族文化，异同相较，就会产生文化的

自信；再进一步，知道了自己文化之所以然，视之如命，方可谓之自觉；在这基础上，广泛了解世界上几个影响深远的文化，从中汲取

自己民族文化之所缺，使二者融合，推进自己民族文化的再创造、再升华，此之谓自强。由此可见，文化由自信而自觉，而自强，都是

以文化传承为基础的；也可以说，自信自觉自强乃是民族文化“传”与“承”必备的主观条件，三者相续相补，互促互彰，缺一不可，

乃是传承真谛之所在。综而言之，人类、民族要永存，要发展，就需传承文化，发展文化。反观社会中的每一个体，亦莫不皆然。

文化自身有其“生命力”、不期而然的延续能力，因为它已经化为家庭、社会的生活习俗，“欲罢不能”。但是，当一个民族对自

己的文化不自信、不自觉，更不自强时，民族文化可能只能遗存在典籍中、历代文物上和老百姓的记忆里，那是难以抵挡外来文化的风

吹浪打的。而一旦作为民族生存和心灵之根的文化不再能撑起民族、国家灵魂的大厦，必将导致国将不国。

文化靠什么传承？或曰传承的“管道”为何？当然主要靠人：长辈、亲朋、老师、邻里；甚至同好同行而未必相识者……；其次要

靠文献和文物、山川景物；三靠系统的学习：各级各类的教育、培训。三者之中文献、文物是可视的依据，里面储存、蕴藏着中华民族

的历史沧桑、信仰道德、经验智慧。中国是世界各国中传世典籍、文物最为丰富、时间跨度最大的国家，当有越来越多的人涉足并乐在

其中，讲授研究者形成了浩荡的群体，这样就可以言之而成理，也才能鉴古知今，明白地回答我是谁、我从哪里来、将走到哪里去这些

人类由古初就思考、研究的根本性问题；看清楚当今国家所奉行的一切准则、瞄准的目标都是在经几千年列祖列宗、先圣先哲的体验、

总结、冥思、践行成果基础上的再发展、再超越，于是在一个新的层次、新的境界上又增强了文化的自信、自觉与自强。

中华文化有着不拒“他者”、善于“择其善者而从之”的好传统，在对自己的文化（“主体文化”）充分自信、珍惜的根基上，文

化发展的“外动力”（来自异质文化的刺激、挑战与冲突）是重要的，不可或缺的。而在与异质文化冲撞、交流、互学和相融的过程中，

中华文化的“家珍”——传世的典籍依旧是后盾，是取之不竭的思想宝库。当然，时代变了，语言变了，学习思考方法变了，中华文化

无论“传”之还是“承”之，都需要把保存在典籍中的宝贵的历史和思想用新的方式、新的工具和新的话语进行叙述、阐释、翻译。

正是出于以上的思考，所以历代，特别是在“盛世”中，都要根据当时社会的需求翻印传世的典籍。显然，这就是文化继续传承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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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所必需的重要物质基础。为了人们收藏、使用方便，于是朝野又有了后代所谓的“丛书”的编纂。

中国历代编纂的丛书，名声最大的，莫过于清代乾隆年间集中全国学术精英合力编纂的《四库全书》。《四库全书》收书

三千四百六十余种，字数超过七亿。这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图书编辑出版工程，充分体现了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但是，《四库全

书》过于庞大，后人使用甚为不便（其实其编纂的主要目的只是保存之，并供极少数人使用）。此外，自《四库全书》编成至今，二百

多年来又有不少《四库全书》未收却很重要的典籍被发现，又有大量新的重要典籍问世。对于今日之中国和世界，《四库全书》已既不

太实用，不便于普及，也已不“全”了。

时代呼唤着今人能够站在新的历史高度上，再一次精选中国常用而重要的典籍，以当代人的学术水平和智慧进行细致、严谨的整理，

编出一套满足当代社会的需要而又足以传世的丛书。它将成为我国典籍永续传承链条上不可缺少，甚至可能是相当耀眼的一环。

恰好，就在中国进入新时代、世界格局正在发生巨大变革之际，浙江人民出版社毅然承担起了这一重任，由国内多学科的杰出学者

组建了编辑委员会，着手编纂《中华传世藏书》。各位委员殚精竭虑，各尽其责，编委会全面统筹，层层“把关”，终于完成了这部

汇集从先秦至晚清近七万种书籍、已过两亿字的巨编。这部大书是文化、出版、学术界向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国家改革开放

四十周年和人民共和国建立七十周年奉上的一份并不算菲薄的文化之礼，也是又一朵向世界展现中华文化蓬勃复兴之花。

编纂《中华传世藏书》意在典籍的传世，乃至走出国门，所以，全书采用简化规范字，横排，按国家标准施以标点符号。自古典籍的“句

读（dòu）”一向是读书人“入门”的一道坎，历代甚至出现过一些名家“读破”句子的公案，其难度可知；何况其中还有见仁见智之

争？参与此役的编委、专家，竭力追求完美，已竭其力，但仍渴望读者摘其瑕疵以教之。

就在本书编辑出版之际，将其数字化（数据库、电子书、用户端查阅、有声阅读等）的工作已经启动。《中华传世藏书》不论以什

么形式和工具奉献于读者面前，它都不过是传承弘扬中华文化的一种资粮，要让它所汇集的，扩而言之，要让保存在中华大地上和流散

于海外的民族典籍中的英华活起来，开出光彩耀目的新花，散播于城乡，还需海内外学者专家、艺术家、文创工作者的不懈努力和创造。

而让中华古老的文化重新焕发出令世界艳羡的青春，也正是为本书做出贡献的所有朋友的初衷。 

世界汉语教学学会会长   嘉璐



国际主流语言教学法高级讲习班特刊 4

目录

目录

02	 《中华传世藏书》总序 - 新时代的中华文化传承				许嘉璐

05	 在国际主流语言教学法高级讲习班上的讲话				马箭飞

06	 第二语言习得的认知过程及现代语言教学的十大原则				靳洪刚

19	 任务教学的理论基础、目标、设计原则及实施				靳洪刚

34	 汉语沉浸式教学：现状、经验及趋势				连鹭役

40	 融合教学内容、语言与文化：丰富课堂的沉浸式教学方法				连鹭役

44	 如何提升并丰富学生的词汇量：从小处着手				连鹭役

50	 提升中文读写能力：十种有效的中文字汇教学方法				连鹭役

53	 编者的话



国际主流语言教学法高级讲习班特刊 5

马箭飞

现任孔子学院总部副总干事，国家汉

办副主任，世界汉语教学学会副会长

兼秘书长。

在国际主流语言教学法高级讲习班上的讲话
	孔子学院总部副总干事

	 国家汉办副主任		 	

	 世界汉语教学学会副会长 /秘书长

各位老师：

早上好！

国际汉语教学讲习班已经连续举办了三届了，这是利用世界汉语教学学会的

优势以及专家资源开的一个高级讲习班。第一届讲习班以美国汉语教学为主，题

目为“现状与发展趋势——美国汉语教学讲习班”。我们当时特地从美国各个学

校请来15位专家围绕七个专题做了报告，一边讲，一边讨论。去年，我们围绕着“文

化与国际汉语教育可持续发展”主题邀请了 12 个国家的 15 位专家。今年，我

们的讲习班是以国际主流第二语言教学法为主题。我们特别荣幸地邀请到了Rod	

Ellis 教授。Rod	Ellis 教授是第二语言习得研究方面最重要的专家。我们从事语

言教学，做教学、做研究、参加培训，Ellis 教授的《第二语言习得概论》等著作

和研究成果都是我们学习、研究的主要资源。

本次讲习班的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给大家展示和介绍一些有关第二语言教

学的新理念、新实践和新的研究成果，让大家可以把学到的东西运用到汉语教学

研究中，特别是培养这个专业的学生，提高他们的素质和能力，同时，也提高世

界范围的国际汉语教学、孔子学院的教学方面的质量和水平。通过这样一种理念

的变化来促进课程的改革和教学法的改革，最终应用到教学实践当中。我们也希

望在讲习班结束的时候能够征询大家的意见：做什么样的培训，以什么为主题，

才能够更好地满足大家的需要。

本届讲习班得到了北京外国语大学和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国

家汉办支持各个学校和海外的孔子学院开展有关的研究，进行有关的学术交流。

欢迎大家加入到世界汉语教学学会的队伍当中来，为整个国际汉语教学发展做出

自己的努力和贡献！

欢迎大家不仅参与今天的培训班，也参与孔子学院总部、国家汉办、世界汉

语教学学会其他的活动。我们愿意竭诚为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服务！	

			马箭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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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从大脑中提取一些信息。说起来很简单，但事实上并没有这么简单。我们教学

生处理语言的时候，无外乎是让学生从他的脑子里面提取一些语言信息。我们针

对的是汉语教学，所以提取的是汉语语言的信息。有的时候也需要他们保持一些

信息。其实记忆系统和信息加工模型早在 50、60 和 80 年代就有比较成熟的模

型了。我这里只举 1985 年的模型（见图 1），看起来比较线性，学过一点心理

学的人都有这个知识。

在接收外界提供的信息的时候，大家除了用视觉能看见我，用听觉能听到我

说话以外，还能够用其他的方式接收到，比如说有人咳嗽，还有电脑的声音，甚

至椅子的扭动，或者照相机的声音。凡是外界的信息，都会进入到你们信息加工

处理的系统。甚至如果厨房就在旁边的话，厨房的味儿也会到这里。可是你能够

记住的信息是非常有限的，能够处理的信息也是非常有限的。大多数信息——不

管是从哪个渠道来的——一般都要经过这四个蓝色的加工渠道：即感觉登记、初

始加工、工作记忆、长期记忆存储四个系统。而且在这四个蓝色的加工渠道中，

靳洪刚

现任澳门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及讲座教

授。曾任美国汉明顿大学东亚语言文

学系主任、中文专业教授。研究领域

包括第二语言习得、语言认知、学习

转换、输入分析、互动分析、课程设计、

师资培训等。出版过《语言发展心理

学》和《语言获得理论研究》等著作。

靳洪刚教授 2014 年曾经参加过世界

汉语教学学会举办的“文化与国际汉

语教育可持续发展高级讲习班”，并

做了题为《有效输出在汉语习得过程

中的作用》的讲座。

Email：hgjin@umac.mo

第二语言习得的认知过程及现代语言教学的十大原则
	澳门大学人文学院			靳洪刚

今天早上大家都有机会听到了Rod	Ellis 教授的讲座。大家从Rod	Ellis 教

授的讲座中可以发现，任务型教学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其实任务教学牵涉到

教学、学习、教师、课堂过程，还有课下学生的活动等各个方面。更重要的是

Rod	Ellis 教授最后谈到的一点：怎么样能够让我们的学生去习得。所以，在讨

论任务教学之前，我觉得现在有必要谈一下人类处理语言信息的过程。

作为现代 21世纪的教师，我个人认为如果没有这方面的背景知识，就会常

常受到限制，把自己限制在用经验来谈教学过程里，而且常常会不了解为什么语

言习得会提出这个理论。其实所有的理论都有一定的认知基础，因此我想今天跟

大家一块分享一些我认为非常必要的背景知识，后天我再讲的时候，大家可以再

跟我一块切磋讨论，认知学习怎么应用到我们汉语教学上。这是我摸索了 15年

的教学法，有它的长处，也有它的短处，有它在教学应用上的一些限制，也有比

较雄厚的理论背景。

我今天有两讲，一讲是跟我们大脑的认知处理功能有关，一讲是语言教学的

十大原则。可能速度会快一点，不会直接切入到我们语言教学当中。但是你听的

时候会发现，很多东西是通过我们大脑的认知处理，变成了怎么处理输入，怎么

让学生跟你一块互动，最后怎么输出。输入、互动、输出都离不开“人”去处理

这些语言信息，因此我认为，是有必要的。

现代语言教学的十大原则不是我提出的，最早提出的是Michael	Long。他

2003 年在文章里面就提出了这些原则。既然做这个讲座，我想大家脑子里面应

该有一个数，听完了讲座希望了解什么呢？一个是了解人类大脑认知处理的基本

功能。我们人类对大脑的了解较上个世纪有了飞跃性的发展，而且这些认知处理

的知识，最后都可以用来指导我们的具体专业教学，所以我要做一些这方面的介

绍。但是，我自己不是专门做认知处理研究的，所以我都是把我认为跟我们第二

语言教学，或者是与对外汉语教学直接相关的东西拿出来。时间有限，我大概会

选四个环节跟大家分享，还会了解一下人类学习的基本方式。其实“处理信息”

和“学习”这两者是不太可能分得那么清楚的。

第二个目标，我希望能让大家了解信息处理过程对汉语教学的启示，并且了

解现代语言教学有哪些原则，跟国际汉语教学有什么关系。有很多熟悉的东西，

今天我们会进一步引申；也会有一些陌生的东西，我希望通过今天的讲座让大家

熟悉。

那我们就从这里开始：大脑信息加工的过程。很多老师都接触过，我们把它

作了简化。人的大脑可以从外界获得一些信息，需要在大脑中保持，有时候人还

记忆系统的信息加工模型

Information		Processing	Model	(Stahl,	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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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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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经过一个程序，信息都会不断流失。

这时候你怎么去“选择”，就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了。处理语言信息也好，

处理刚才的噪音信息也好，或者说味觉信息也好，你怎么选择？哪些你要留着，

哪些对你来说很重要，还想让它继续接受处理，哪些自动流失。其实所有的这些视、

听、触进入到第一个感觉系统之后，大多数的信息都会流失。什么会留下来呢？

我们待会讨论这个问题。

在感觉登记留下来的信息，就有机会进行下一步的处理。这也就是初始加工

系统。初始加工系统或是记忆系统，过去我们都把它看成是一个大的系统，叫做

短时记忆系统。现在发现短时记忆系统其实还可以分成两个支系统，一个叫初始

加工，一个叫工作记忆。这不是我今天讲的重点，但是不从这里开始就不能说明

下面的环节。到感觉登记的时候，你就开始选择了，而到了初始加工的时候，还

要进行进一步的选择和认知处理。这个认知处理过程，一方面要处理这个信息，

另一方面还要想法子保持它，因为你如果不保持它的话，照样还会流失。这就是

为什么把这两者叫做短时记忆。这是我们人类处理信息的主要系统，任何信息都

会经历这一阶段，语言信息也不例外。我们对语言信息比较关心，而且对第二语

言信息最关心。在初始加工后只有留下来的信息才能被送到工作记忆进行进一步

的处理。比如说我跟你说了一次某人的电话号码，你有时候记不住。当信息到了

工作记忆这个系统里面，你会有意识地去记忆，因为这个号码对于你来说很重要。

你想打这个号码订快餐，这个时候你用什么策略把这个信息保存下来？然后你就

可以用正确的号码打电话让他送餐，其中一个策略是多次重复。工作记忆系统是

一个非常重要的认知处理过程。

如果你的认知策略不够有效的话，大量的信息就会流失。另外，我们在处理

信息的时候，并不都是记一个电话号码或者社长的名字这样简单的事情。很多情

况下，我跟你交流一个信息，你的工作记忆需要跟你的长时记忆进行互动，然后

才能把这个工作记忆中的信息整理出来，处理好，有些就需要送到你长时记忆系

统的保险柜里面存储起来，有机会有需要时再提取。而当你在处理工作记忆信息

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在北京订餐，大多数头三位号码你能告诉我吗？有没有？

187，还是 181，还有多少？有没有？都是零乱的吗？不会的。很多中国人都可

以记住 12 位数字的电话号码，是因为前面是有规律的几个数字，比如说我能记

住我朋友的号码，这就是因为 139 到了我的长时记忆，而且大多数人的手机号前

三位都是 139，中国人都知道，还有 187，180 这些。所以其实你在对“电话号

码”这个信息进行处理的时候，实际是在长时记忆系统里面提取一些信息。而且

你的长时记忆系统会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它跟你过去的经验，你的信仰，跟你

的认知系统，跟你自己对自己的信息度都有关。上午的时候，Rod	Ellis 也提到

了说第二语言也需要有信心。

其实信心有的时候可以刺激你长时记忆里面神经通路的连接，让它们顺畅地

连接。待会我会提到，在这个系统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因素会影响我们的学生处理

信息。

而且同时，我们的长时记忆系统里都是我们过去的经验（见图 2），是我们

经历过所有事情的积累，也是我们以后会选择的积累。总之，这个模型（见图1）

是 80年代就有的，它有它的弊端：所有的信息处理是线性的。从外界进来以后，

先是感觉登记，到初始加工，到工作记忆，最后到长时记忆，这看起来好像是一

个线性的模式，但事实上这个模型并没有如实反映人类处理信息真实的过程。大

家也看到了，其实你过去的经验，还有你的信仰、信心度，还有存在于你长时记

忆系统里面的很多信息，都可以反过来影响你工作记忆的有效性，也可以让你在

感觉登记的那一刹那，就知道自己要注意的是一些选择过的信息，而不是其他信息。

所以，它的有限性，大家应该知道，真实的信息处理不是一个绝对的线性模式，

也不是由下而上的。从听觉到感觉登记等等，实际上是一个开放的过程，这一点

信息处理系统中与语言学习相关的重要组成部分

	注意资源：意识
	 (	noticing）、侦测 /搜	
	 寻(	detection）、首因、	
	近因效应

感觉登记系统

	信息处理的顺序：生	
	 存、感情、认知学习

初始加工系统
	心理复述（rehearsal）、
	 注意（attention）、
	 理解（understanding）、	
	 组块（chunking）

工作记忆系统

	理性理解（sense）:	
	 基于个人经验，有道理
	相关意义（meaning）:
	 与个人相关的经历，长	
	 时记忆的类型

长期记忆系统

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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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一定要记清楚。事实上，人脑是一个开放的、互动的，由下而上、由上而下、

同步平行、三维加工的系统。现在大脑神经学已经告诉我们，大脑的信息处理最

终是通过每一个神经元和神经元之间的联系来进行的。信息处理当然包括语言信

息的处理过程，是关于神经元之间如何建立通路的过程。在这里，每个神经元到

底是怎么连，是跟三个以上的连还是往下连，还是转圈连，这个都是我们在处理

信息的时候人作为主体来决定的，我们想让它怎么连它就怎么连，所以这是一个

活的过程。每一个神经元都是一个活的个体，而且是可以随时改变，随着外界改变，

神经元和神经元连接的通路也是可以改变的。所以，神经元和神经元通路的组合

是非常灵活的。科学已经证明，人的神经元在不断建立联系，而且神经元和神经

元之间通路的联系可以是千变万化的，可以是无穷无尽的。因此你可以活到老，

学到老。同样地，你也可以让你的学生在学习的时候注意到联络的方式或者通路

的建立，不见得只有一条路走到底。神经元和神经元之间有多种连接的方法，只

有建立多种连接的时候信息才可以加强，或者才可以让你把信息最后存放长时记

忆里，让你永远可以提取它。这就是为什么有的东西你是忘不了的。到了忘不了

的程度，就是神经元和神经元建立了通路自动化，只要一刺激，它马上就通过去

了。这个是生物学可以证明的，眼睛可以看得见的。同时，记忆是动态的，分布

在大脑各个地方。同步处理、平行开启、回路多种，这是大脑处理信息的一个特点。

那么这跟我们的任务教学有什么关系？	

这跟我们有很大关系，我们想要了解我们是怎么学习第二外语的，如果你不

知道大脑如何处理信息的话，是很难理解这一学习的过程。为什么我们要提供足

量的输入，为什么要进行所谓的互动，之后进行有效的输出？我今天要跟大家分

享的，是我们人类的信息处理系统跟语言学习相关的一些部分，所以不是所有心

理学的东西我都拿到这讲，也不是所有人对这个题目都有兴趣。我的重点是，感

觉登记系统如何过滤信息，在初始加工系统中信息如何通过初始加工，又是以什

么顺序进行处理。通过这个来帮助我们的学生最后保持下来应该保持的信息，送

到工作记忆，让工作记忆和长时记忆互动，才能够让他们理解、输出和表达语言

信息。我们做了很简单的两件事情，第一是理解，第二是表达。这两件事情听起

来好像很简单，但实际上，“理解”就要花费很多很多认知资源，“输出”也会

花费很多的认知资源。

初始加工系统。我们要知道人是动物，人在这个系统中的处理是有先有后的，

所以请大家注意，初始加工系统是我们要讨论的一个方面，而且我们的重点只放

在信息处理的顺序上。因为这跟我们为什么要营造一个非常有效的课堂气氛是有

关系的。关于感觉登记，我想让大家了解的是什么呢？其实人都有注意资源，但

是你得把这个注意资源投入到你应该投入到的信息上，而不是放到所有的信息上。

为什么有些孩子的注意力有问题，甚至需要医生来帮助处理，其实跟他注意资源

的使用有很大的关系，而且这些是认知心理学中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研究分支。

今天早上Rod	Ellis 提到了“notice”，这是在哪个信息处理的阶段发生的呢？

notice 是不是一种注意呢？是不是只有在感觉登记那一个阶段才有注意资源的使

用呢？其他阶段有没有注意资源的使用呢？这些都是认知心理学的研究范畴。工

作记忆系统，每个人都有他的局限性，为什么电话号码最初的时候只有7位数字？

为什么不多一点、少一点呢？这是因为人的工作记忆的单位限量是7±2（七加二，

减二）如果我们想扩大我们所谓的认知能力或者认知资源的话，要从哪个角度去

扩大？因此，有一个策略非常非常重要，是我们平时下意识中使用的，就是心理

复述的策略。这是我今天的重点，心理复述和注意资源。前面有注意资源，后面

还有注意，这个注意和那个注意有什么差别？这个不是我今天讲的，但是这个注

意和理解、和组块是有关系的。这也是我们在语言教学的时候，要把工作记忆开

发到最大限度的原因。就要通过语言组块方式进行教学，因为组块是最有效的能

扩大我们工作记忆系统资源的一个教学或学习方法	。

我希望组块这个概念能在对外汉语教学领域得到重视，同时，认知语言学的

发展也让我觉得很激动。我只挑出来两点，可能在座有几位老师听过我讲这个，

而且在很多场合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会提出两个概念，这两个概念都跟长时记

忆系统有关。一个叫 sense，还有一个是meaning。我把 sense 翻译成理性理

解，	meaning 是相关意义。所谓的 sense，在我们长时记忆系统里非常关键，

对我们来说，凡是make	sense、有道理的东西就会自动被送到长时记忆。还有

meaning，一说到设计任务，我们会说为什么一定要设计对学生有意义的任务呢？

因为有意义的东西才能激活已经建立的神经通路，存入长时记忆。你教他最后的

目的就是让第二语言的信息存到他的长时记忆系统里面去。第一，他记得了；第二，

他每次要说的时候都能够提取出来，这对他来说才是学会了。我们现在可以从认

知心理学的角度想想看，什么叫做学习，什么叫做学习汉语，什么叫做学会一个

字。从认知心理学的角度，“学会”，事实上很简单，就是你的大脑发生了变化。

什么叫做发生变化，就是神经元和神经元之间建立了一个新的通路，当这个新的

通路建立的时候，你就开始学习了。

从信息处理的角度讲，什么叫做学习，什么叫做学会了？一定是将已有的经

验，或者说已有的知识，与新的知识碰撞上了，结合起来，就是在原有的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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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上新的东西或者建立了新的神经通路，这就叫做学习。学习汉语也是一样的道

理。如果学的东西对学生来说有意义，他们才愿意学，而且也才能学会，才能把

他们已有的经验和新的知识有效地结合起来。这样大家就应该明白了，我们为什

么一直讲我们设计的任务要有意思，这个任务不要让学生产生很多的焦虑感，要

有一定的突显度，让学生注意到他们在完成任务的过程当中在做什么、在学什么。

事实上这都跟人类处理信息的过程是有关系的。我讲到这了，很多人可能会说，

靳洪刚老师讲的跟Rod	Ellis 讲的是不一样的。我现在要说明一下，我所用的第

二语言学习的框架，是现在我们很多学者使用的，所谓 usage-based，即以语

言使用为基础的理论，我们认为人类学习所有的事物是采用同一种方法的。语言

学习也不例外，在这种学习框架下，我们不认为人类有一个特殊的处理语言的机

制专门用来处理语言，其实人处理任何信息大概走的渠道是一样的，都需要通过

使用来完成。

现在我们来回忆一下今天要讲的重点是从四个认知系统出发的认知处理过

程。我们今天要把注意资源放在四个系统上。第一个是感觉登记系统，当你接

受了外界的刺激，不管是听觉渠道的刺激还是视觉的刺激，你首先要把信息送

到这个系统；第二个系统是初始加工，是短时记忆的一个支系统；还有第三个

系统：工作记忆系统；最后是长时记忆系统。每一个系统都有一两个关键词，

谁能记得？这也是另外一种突显的教学方法，就是你用“考”来聚焦，或者是

让你的学习对象能够把注意力集中在你希望他集中的一些语言信息上。

好的，第一个系统可能到现在觉得还不是很清楚，没关系，你回去找一些资

料看。那什么是对我们对外汉语教学有用的呢？我们来看一下。所有的信息其实

都进入感觉登记系统了，但是保留的时间比较短，只有几秒钟，视觉信息和声像

信息保留的时间是不一样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教学的时候要声像并用。图像能

够保留大约 500 毫秒，但是声像记忆能够长一点，你听到的声音能够保持下来的

时间往往相对长一些，就是 3秒。在这种情况下，你怎样能够把这些信息迅速提

取，送到下一个处理系统，这就非常关键。在这个地方，在你接触信息的最早阶

段，就得去注意，而且这个注意是在感觉登记阶段的注意。实际上注意在每一个

系统都在发挥作用，但是在感觉登记系统发挥的作用最大，这就是在教学时大家

做实验经常遇到的一个notice 的问题。如果学习者注意到了，就有望可以学会，

但是不能保证一定学会。你如果想让知识留下来，就得发挥你注意的作用，而且

你的注意资源非常有特点。注意资源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它是有限的。第二，

它是有选择的，你闻到的东西可能对于你来说不重要，可能对于一个盲人来说就

非常重要，对聋人来说就是他听到的信息更重要了，所以要看他接触的是什么信

息。所以，在设计任务的时候，这个任务的复杂结构和简单结构，还有你想让他

表达的信息，其实都应该从认知处理的角度来考虑，就是你想让他在任务完成的

过程当中注意什么。还有任务的循环，他注意到了什么才会有机会去使用什么。

当然了，还有你的要求，也可以限制他的任务。因为他的注意是有限的，因此你

要知道你把注意分配在哪里才可以让他达到预期效果，如果分配错了可能就不会

达到你期望的效果。

所以，除了注意资源是有限的以外，如果要想处理某个信息，就得跟你过去

的经验结合起来，你的背景知识如果差一点，可能就不容易结合，要想别的办法。

因为你的背景知识有限，你选择的知识不能帮你有效理解。

如果在课上学生不注意，你就要从多方面考虑，是不是你的课堂任务和活动

需要做一些调整。我说的任务是跟这个认知过程有关系，实际上语言学习的过程

太复杂了。除了以上的特点以外，我认为一个老师一定要记住，认知系统当中的

注意资源是 voluntary（主动的），是 conscious（有意识的），从认知系统来

讲就是让他主动对这个信息注意的过程。因为注意本身是有限的，你们可以选择，

你决定你要注意的是味道，还是刚才那个人的咳嗽的声音，你可以选择。这就出

来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注意在我们的教学过程当中是无处不在、无时

不在的，就看你怎么应用。今天早上Rod	Ellis 讲到要有好的 teacher	talk，什

么叫做 teacher	talk，就是你能把所有学生的注意力都抓到你这里来，让你所有

学生的注意力都投入到他的任务当中去，容易不容易？非常不容易。但是，大家

知道，不投入注意是不能够产生学习的。怎么样投入注意和产生什么样的学习，

我们之后再说。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在感觉登记系统能够留下的信息到底有多少，你说你的

本事很大，可以记住大量的信息。待会要看的一个东西（见图3），有一个有颜色的，

我希望你能记住，我只提示这一点。我们希望大家在 50毫秒内看到一个框子，

它有 20 个项目，看看你能记住多少。在感觉登记系统顶多有几秒钟，我们假设

现在在做感觉登记的实验。

第一个字是什么？飞，还有一个特殊颜色的字你们记住了吗？我把你的注

意集中那个字上，谁还记得前三个字？有人就看见了，事实上表中 12 个项目

你的眼睛都看见了，只是什么呢？这些信息到你的感觉登记系统就很快消失了。

所有的字都看见了，但是“记得”是另外一件事情，因为你来不及进行下一步的

认知处理，大部分的信息就流失了。我们可以挖掘这方面的能力，凡是进来的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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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处理了，最后就受不了了，爆炸了。所以小孩子小时候的记忆，到六七岁、

七八岁的时候就会经历一个裁剪，有的就忘记了。其实这是必要的，因为还有很

多其他的信息要储存起来。

你注意到的信息，一方面是因为我告诉了你，还有是因为你第一次就记得了。

最后一个字谁记得？又过了这么长时间，谁记得？每一次也会有几个老师记得这

个字，我们就要知道，为什么你能记住这个实验当中的前几个字。刚才那个实验

是一个很有名的实验，我只是把它变成汉字的实验。你为什么能记住头几个字，

而且是我告诉你的，有一个红颜色的。还有一个记住最后一个字呢？这个是在心

理学上的概念，凡是学过心理学的都清楚的，首因效应是最先接触的信息，近因

效应是最后接触的信息。

这个近因效应跟首因效应跟教学有什么关系呢？很有关系。人脑在处理信息

的时候就是处理你最先接触的东西，你有机会再多看一次。也许不是有意识，你

下意识地就会多看几次，所以就有较多的复述机会。还有最后一个看了之后，其

他的干扰较少，我马上问你的话，你也会记住；我引起你注意的东西，你会注意到，

你也会送到下一步处理。但是下课的时候我再问你，你不见得会记住。

首因效应和近因效应的心理学实验告诉我们，人处理信息的时候，最新接触

的东西比较容易记住。但是，你要怎么把心理学的效应放到你的课堂上、策划任

务的时候呢？一堂课 50分钟，你怎么分配呢？

下面又是一个实验，Stroop 效应的实验，我要拿这个说明我们教学的目标

不那么容易。我们一起做这个实验，时间不多，先找一个伴儿，一个人说，另外

一个人检查他说的对不对。尽快说出下面字的颜色。

好，停，怎么样？到底是你念那个字，还是在说那个字的颜色？你的任务是

什么？说字的颜色。我让你说字的颜色，这对我们平常的信息处理是有干扰，我

就是专门干扰你。这是什么原因呢？我们大家来看一下。这就是你的选择性注意

了。为什么会出现干扰呢？因为我们平时在分配注意资源的时候，多数习惯了自

动化处理字，看见字就处理字，现在我不让你处理字，让你处理字的颜色，所以

字的颜色就形成对字处理的干扰。因为它所需要的注意资源大于处理汉字需要的

资源。这一点告诉我们什么，你的学生在上课的时候，对你所给他的信息都进行

自我选择，而不是老师的选择。心理学告诉我们，为什么我们要进行以学生为中

心的教学？因为第一，处理信息者是他不是你。我们好多老师以自己为准，觉得

我可以，学生亦可以。其实不然。那是你自己觉得，也许你的处理风格和处理策

略跟你的学生不一样，但是你要做的事情是什么？是从你学生的角度考虑。因此，

我们要做的是怎么样帮助我们的学生选择。此外，实际上现在心理学上更强调的

是排除干扰的能力。从神经语言学的角度或者说神经科学的角度看，一种能力是

刺激你的神经元。但也有一个能力就是抑制某个神经元和别的神经元的联系。有

好多实验发现，有些孩子的心理障碍跟他的抑制能力有很大的关系。抗干扰能力

如果有限的话，也会影响他对信息的处理，因为他没有办法把需要注意的资源投

入到信息上去。

在感觉登记系统。我们谈到注意资源是非常有限的，是有选择性的，而且是

相对主动的，要用的时候就会用上。我们也谈到了，注意资源起的作用，是让你

注意的时候就有可能把信息保留下来。还有在信息处理的过程当中，我们的选择

性、处理方式常常是让我们获得两个效应，而且在处理过程当中会有各种各样的

干扰因素出现。因此，从这里我们要知道，引起注意是教学的关键。好了，这跟

任务教学又有什么关系？

我对“注意”非常关注，首先，这是我们教学的关键，也是为什么在你组织

教材的时候，你要把什么东西放在什么样的顺序当中，以什么样的方式呈现，让

学生记得这个有意思，让他们觉得“这个好玩，这个我知道，这个跟我非常有关系”，

对刺激的感知设计心理加工、受到
心理状态（注意）、动机等影响

在大脑中保留的时间

(12—20 个项目 )

50 毫秒内看到的字 飞 多 琳

求 听 乡

超 受 价

添 经 梦

经典实验
Sperling	(1960)

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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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他才会注意。所以你的任务必须能够在各个方面考虑注意因素，而不光是设

计任务的内容。

第二点，在呈现材料或者布置学生任务的时候，你要知道，你的目标是什么，

你要知道你要突显什么。第一是你的语言功能，你让他说这句话是为了什么，沟

通什么：想叙述、买票、订旅馆？想跟别人讨论、争辩到底控制人口用什么样的

办法？可以复杂，可以简单，但是你必须知道你把他要讨论的内容，怎样提到一

个相当的高度，从而完成这些功能。第二，语言的功能是不可以单纯存在的。如

果你设计不清楚，突显不出来你的功能是什么，用什么样的语言形式、什么样的

词汇、什么样的语法结构、什么样的连词才能够把这个任务完成好的话，你是无

法让他完成好这个任务的，因此突显（salience）非常重要。语言教学的操作过

程中，你要注意你的 salience，这个决定了你学生的注意在哪里；还有频率，

今天早上提到了很多跟频率有关的策略，例如，互动的时候我们需要用什么？

NOM，也是一种引起注意的策略。NOM是 negotiation	of	meaning	&	form,

这两个因素在整个的语言学习过程都能够帮助学习者重复信息、复述信息和注意

信息，这都是由它背后的认知过程支撑的，不是随随便便的，是有规律的。我们

每一次学词汇、文法，都会讲规律。从语言使用的理论角度来看，其实不见得是

一个语法规则才叫规律，我们语言组块都是规律，什么动词跟什么名词搭配，不

要只教动词不教名词，要教一块教，这是一个组块，而且是规律性搭配的。比如

“受到”这个词也不是跟所有的词都可以结合的，它是有规律的：“受到影响”，

语义层次也有规律，凡是“受到影响”都是不好的吗？是不是都是负面层的？当

然不是，还可以说“受到表扬”。因此语义也是认知语言学非常重要的东西。人

类有本能的分类、寻找规律的能力。所以你在引起他注意的那一刹那，也引起对

规律性的认识。大家还记得，如果你要设计语言材料，为什么要用不同的媒体？

就是因为有的媒体在你的感觉登记停留的时间相对比较短，你还可以用另外的媒

体来加强。哪个长？声音 3秒，视觉短一些，500 毫秒。

还有一个，在上课 50分钟当中，怎么样利用首因效应和近因效应分配你的

教学时间来让你的课堂有效？（见图 4）其实，这是实验告诉我们的，一堂课的

信息保持程度不都是一样的，有的时候高，有的时候低。首因效应是前10分钟，

你如果想完成一个重要的任务或者介绍新的信息，头10到15分钟是最好的时间。

然后人一般都进入了低谷期，我们给老师什么建议呢？低谷期时候，尽量做一些

一对一，个人对个人的活动，而且第一时间高峰期不要浪费时间点名，那个时间

是学生汲取信息、学习新的东西最好的时间，点名就未免太浪费了，当他到了低

谷期你要让他学，他必学得无效。10分钟左右之后，又会进入到另外一个高峰期，

在这个高峰期你还要再组织一些活动，而且在这个高峰期，一开始是介绍，最后

要有一个总结归纳，实际上是一种复述，是另外一种加强，是另外一种让他有选

择地注意你今天所教的信息。

我们进而讨论到另外一个系统：初始加工系统。大家知道，在感觉登记中

注意到的信息就有机会送到下一步进行处理。这个系统，就是初始加工，对我

们也非常重要，不管是孩子学习的信息，还是你自己教学生的语言信息都需要

经过这个系统。我刚才也提到了，初始加工和工作记忆都属于短时记忆的一部

分，只有让学生在感觉登记注意到的信息，才会进入这个系统里面进行处理，

同时，这个系统中的信息比刚才的感觉登记系统长了很多倍。信息大概能够在

这个系统保持 30 秒。告诉你一个电话号码你怎么记住？你需要重复，不重复

可能就记不住了。初始加工系统是起一个临时贴板的作用。长时系统的信息常

常跟初始加工还有工作记忆进行互动，你有这个经验就容易很快地去处理；没

首因效应（Primacy Effect）及近因效应
（Recency）在教学上的应用

0.00

第一高峰期

第二高峰期

低谷阶段
介绍新知识/新信息 复习、加强、总结

10.00 20.00

分钟

信
息
保
存
程
度

30.00 40.00

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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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这个经验就很难。比如说我念一首你完全没听懂的诗，你能够记得住吗？可

电话号码不一样，你只要记住它是怎么组合的就行了。信息的复杂度也会影响

处理加工（见图 5）。信息加工是有是顺序的。人类从来都是按照这个顺序来

处理信息，不管到没到初始加工的系统，也不管加工还是不加工。首先要看有

没有危险存在，生存是第一。如果你让我记得这个电话号码，后面有火燎着我，

我怎么可能记住。这就是为什么课堂的气氛、课堂的因素，还有学生的心理因

素很重要，因为我们人本身就是这样的。如果有影响你存活的信息存在，你会

本能地就想先去顾及那个信息。如果学生在家里完全没有关爱，在课上没有安

全感的话，他是不会把注意力放在课堂的学习上。因为人本身还有一些情感的

因素，比如今天焦虑了，或者有其他的情感因素影响了，这都会对他的信息处

理造成影响。人类进步到一定的程度就有对应的生活方式。在原始社会是没有

学校的，而现在我们学习，是因为有了好的环境，在现在的学校里，一个孩子

大概要花十几年的时间去学习人类积累的所有经验。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

我们处理信息、学习新的信息都是由高向低的。影响存活的信息是人本能的反

应，生存第一，情感第二，最后才是学习。促动感情的信息也是本能的，但是

新的学习信息是反思性的。也有的老师会说，人处理信息的顺序是你告诉我的，

我们让学生高兴就行了。但是不是只有高兴才能学习呢？我们看到很多其他的

因素，即使学生高兴了，也不一定会记住这些信息。我们现在所谓的“记住”

就是改变你大脑中物理的连接方式，改变或打通你大脑中神经元和神经元之间

不同的通路，这才是学习。

其实这个情感的作用，要不就是很兴奋，要不就是很焦虑。所以课堂上我们

简单分成这两种，老师的任务可以是让学生很兴奋地完成这个任务，也可以是很

焦虑地完成这个任务。为什么要把任务设计得巧妙，设计得好呢？正是因为这些

情感的因素，可能有时会在这个课堂环境当中反映出来，有时是有正面的影响，

有时是有负面的影响，要看你提供的是什么情感刺激。另外就是你学习的内容、

你提供的材料给学生的感觉（见图 6），如果你在课堂组织的过程当中让学生很

兴奋的话，学生就会快乐，会积极主动地学习；如果紧张的话，就会导致血液当

中皮质酮的增加，影响发挥。如果你有 stress（压力），你的情感会受影响，你

真正想要处理的信息则通过不了，这个情感会先挡住你。会更增加你的焦虑感，

你就不可能往下处理信息了。同时，好的教学材料可以很快让你的学生接触信息，

与长时记忆系统经验进行联系。但如果你的材料不好，或者你的任务让学生觉得

没有意思、不愿参与，或者任务太难等，这都会影响到他的学习结果。什么叫做

学习的结果？从认知心理学的角度来说，就是学生没有将工作记忆和信息与在长

时记忆系统中的已有知识进行联系。

信息加工的顺序：由高向低

影响存活信息
（本能反应 reflexive）

促动感情信息
（本能反应 reflexive）

新的学习信息
（反思性 reflective）

初
始
/
工
作
记
忆
系
统

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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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启示：我们一定要尊重人类信息加工的顺序：第一个是生存，第二个是

情感，第三才是学习，分成知识学习和技能学习。所以环境对学生来说非常重要，

会影响他们的注意力，我们要努力营造一个好的学习环境。同时，在设计任务的

时候，也要让学生感觉到这个任务可以帮助他们，让他们能够有机会联系自己过

去的经验，能够make	sense，比如他们会觉得：“是这样，在我的经验当中大

家都是这么做的，这么做的原因是 : 一二三四五点原因”。让学生有这个感觉很

重要，其中的感情因素也必须要考虑。我在北京做了 18年留学项目，学生离开

了家，离开了自己熟悉的环境，到中国来学习；同时，我们的ACC项目也比较

严格，学生下了飞机就不可以说英文，这个焦虑感还是蛮高的。那我们怎么样才

能让这些学生在焦虑感较高的情况下进入到学习状态中，这个度不好掌握，也需

要多种多样的策略方法。

我想在这里穿插一些我的想法。我们这

个领域的年轻人越来越多，而且发展得越来越

专业化。在我选题时，想来想去觉得还是要从

认知心理学出发，因为什么呢？我这个讲座大

概讲过两次，每一次讲完我发现有更多的老师

去读心理学的书，开始对认知的过程有兴趣。

现在很多第二语言习得的研究都往这个方向发

展，所以我觉得有必要让大家开始了解，而且

开始对这个领域有兴趣。我知道，十年之后，

这个领域会有很多的花朵开出来，会有很多的

研究成果。这是为什么说21世纪是一个“人脑”

的世纪，也是国际汉语领域将来发展的、最重

要的方向。

刚才我们学习了两个系统，重点都很清楚：

感觉登记系统如何引起学生的注意，怎么利用近

因效应和首因效应，怎么利用声像、音像，让学

生在短暂的时间内处理信息；初始加工系统，尊

重人类处理信息的顺序，先是生存，再是情感，

最后才能真正的投入学习，这是人类处理信息的

自然规律。下面我们再看一下工作记忆系统。

在三四十年代，就已经有很多人在做这个

系统的研究，并运用到人类每天的生活当中。我今天为什么又要把它拿来讲？

就是因为人类在处理信息时，如何将信息送到记忆系统这个过程太重要了。如

果策略用得好，重复次数、突显效果得当，就有机会让学生“学会”。“学会”

不是简单的知道，而是学习者大脑神经通路发生变化，是长时记忆和工作记忆

互动的结果。这也是为什么工作记忆研究从 30 年代直到现在都是心理学研究

里的重中之重，而且我们还要研究language	aptitude，意思是获得知识的能力。

在上个世纪，人们认为工作记忆能量的多少决定了学好语言的能力，甚至用来

在美国国防语言学院中决定哪些士兵学中文、哪些士兵学西班牙语的时候，都

需要先测试他们的language	aptitude，并且借助工作记忆的capacity来进行。

至今，工作记忆的 capacity 仍然很重要。但除了工作系统之外，还有一

点很重要，今天早上 Rod	Ellis 也讲到了这一点：控制（controlling）。“控

情感的作用（兴奋与焦虑）

学习环境
（课堂环境）

学习内容
（主题、材料、活动）

负面：无长时记忆联系，
没有记忆发生

正面：导致与长时记忆
联系，产生情感记忆

（emotional	memory）

负面：导致血液中的皮
质酮 cortisol 增多

正面：导致血液中的多
巴胺增多

产生快乐感

刺激脑前颅、激活信息

增加焦虑感

导致脑前颅注意力转移、
用来对应焦虑感

不
同
的
情
感

图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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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的意思是我们需要对信息进行使用控制，让神经通路这样连而不是那样连，

连错了以后也要使用控制，不要再连到错误的那边去。有的人，错了就一直让

它错下去，不能改正。这种情况实际上是他的控制能力有问题。语言能力包含

四个方面，这不是我今天的重点，但我要强调，除了工作记忆系统以外还有其

他的影响因素，比如 pattern。从杂乱无章的信息里面能够找到有用信息或者

找到规律的能力实际上就是 language	aptitude 的一部分。工作记忆系统的

capacity 当然也是 language	aptitude 中的一部分，其重要性可见一斑。

教育心理学中的 77 个 meta-analyses 研究证实，工作记忆系统的处理

及存储能量与语言能力密切相关，意思是迅速有效地处理信息的能力与语言学

习能力是密切相关的，你的语言学习能力取决于你会不会利用你的工作记忆系

统。一般学习心理学的人都知道，成人工作记忆系统的能量是有限的。在 50

年代，美国心理学家米勒教授通过做实验总结出：短时记忆的容量为７±2 个

单位，即一般为 7 个单位，波动范围在 5—9 个单位之间，而且年龄不同，记

忆容量也有所不同，小的时候记忆容量比较小，大的时候记忆容量就比较大。

但他的实验也发现，用数字（Digital）来做的实验时，大多数人是 7±2 个单

位的容量，但是也有很多人可以到 40 个单位。为什么有人的容量可以达到 40

个单位呢？

其实这是策略问题。第一，会组块学习。我离开中国的时候电话号码还是

7 位数字，现在 11 位了。这不是因为我们的记忆单位扩大了，而是因为前面

的三位数和四位数都是有规律的，我们只要把最后四位记住就行了，这还是在

我们的工作记忆容量之内。在语言教学中，我们希望学生能够进行复杂的、有

水平的人际交流和沟通，也希望他们能够从事专业活动。那么我们就得让他在

表达和学习的时候，在他有限的工作记忆单位内最大限度地发挥工作记忆系统

的作用。一个早已成型的办法是组块策略。你可以让学生一个字一个字地记，

记 7 个字，最多能记 9 个字；但是你也可以让他一个大单位一个大单位地记，

可以记 7 个大单位。7 个大单位可能是两句话 20 个词，也可能是一句话，要

看你自己怎么组织了。很早之前，与记忆系统相关的心理学实验就显示了：人

类的工作记忆系统是可以扩大单位记忆容量的。如记忆电话号码，原来是 7位，

一个数字就是一个单位；而现在扩大到三个数字为一个单位，然后第二个组块

可以扩大到四个数字为一个单位。同样，第二语言教学中，我们可以教学生搭

配学习这个方法。如在他记忆的时候，每一次说到“安排”这个词，不要让学

生孤立地记，而是教会他们马上将“安排”和“工作”进行神经通路的联系。

其实这是人本来就有的联系能力，但是过去很多老师把它们割裂开来了，教动

词就是动词，教名词就是名词，从来不把它们组合到一起变成一个网络性的

词汇神经通路。今天早上 Rod	Ellis 讲到“把”字，我觉得很不好意思。很多

对外汉语老师只教“把”字句的语法结构，但“把”字不只有“把”字句这一

个结构，我们可以冲破这个，还有很多其他结构需要教。比如，在 cognitive	

linguistics 中，我们看到了很多的语言现象，其中一些跟我们已知的信息有关

系，还有的跟话题有关系，还有跟语言当中的 focus 有关系 , 这都跟语义和语

法相关的。不单是一个“把”字句，还包括“把”字句的教法。

工作记忆分三个系统来处理所有的信息（见图 7），我们要学的所有信息都

受中央操纵中心的控制。它控制着语音编码和视空间编码。这个信息系统处理模

型已经为心理学上大多数学者所接受。语言信息一旦到了工作记忆系统，就需要

对其进行积极的处理，否则一会儿就会消失，因为工作记忆系统是一个相对比较

短暂的信息停留系统。

工作记忆系统中的心理

复述（rehearsal）是指与

意义和个人经验相联系的加

工或再加工过程，在整个信

息的处理当中起着非常重要

的作用，因为复述过程对信

息在工作记忆系统的保持，

以及从工作记忆到长时记忆

的转换过程都异常重要，影

响因素包括所用时间、频率

及复述方式。我觉得不管用

什么方法，其实都是希望这

些信息能够到达工作记忆系

统，而且迅速跟他的已知信

息、他学过的词汇和结构或

他说过的话结合起来，建立

一个正确的神经通路。但学

生有时会将该通路建错，所

以还需要抗干扰的能力，把

工作记忆的加工处理功能

理解、表达从这里开始
Episodic	buffer

中央操纵中心
Learned	information

语音编码 视空间编码

根据现有的心理学模型，
工作记忆分为三个系统
（Baddeley,	2006）

	中央操纵中心（central	control	mechanism）:控制掌管两个系统+episodic		
	 buffer 及其与长时记忆的互动

	语音编码（phonologocial	loop）: 利用听觉信号编码信息：复述 1

	视空间编码（visual-spatial	sketchpad）:利用视空间或空间信息编码：复述2

	学习时的听、视觉复述促进工作记忆与长时记忆的互动，增加存储的可能性

存储、复述、加工处理 存储、复述、加工处理
注意控制、调控、干预、联系长时记忆

图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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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的切断，把对的建立起来。这都是工作记忆和长时记忆互动的结果，并不单单

是工作记忆的事情。任务教学，并不一定是唯一的最好的办法，只要学生能学到，

什么方法都可以。

我想在这里需要突出强调的是“有意义”和“个人经验”。当我们让学生

进行重复练习时，可以选择孤立、简单的重复，但如果重复练习的内容对学生

来说是有意义的，能跟学生的个人经验结合起来，就会对他们的记忆和学习大

有好处，而且重复也不是简单的说一次再说一次。传统的教学方法有的时候让

学生感到枯燥就是因为它只是让学生进行简单机械的重复，没有跟学生个人经

验相联系的内容，给学生的个人空间也比较少。但如果把教学内容变成任务的

话，可以让学生用自己的经验及语言与同伴交流，在有意义中建立新的神经通

路。任务教学强调把大的班级变成很小的组。我的经验是，在做会话任务时，

分为两人一组较合适，一个人说，一个人听，这样效果最好。听可以是两个人，

说的时候不能两个人一起说。所以三个人一组对完成任务不利，要两个人一组，

或者四个人一组。但无论怎样的编组，最重要的是让信息在学生的工作系统进

行各种各样的复述 rehearsal，在语音编码系统经过一次复述，视空间编码又

进行一次复述，让学生复述的次数尽量多一些，才可能把这个信息保存下来；

如果不进行复述，学生还没有理解句子的意思，信息就可能已经流失了。只有

在重复的过程中，才能够有效处理句子的意思。工作记忆和长时记忆的互动，

实际上是你已经经历过或学过的信息，因此很快就可以处理好；如果你没有经

历过，就不知道我在说什么，就不可能进行理性理解make	sense。所以在教

学时，你一定要重视你学生的国籍、背景，运用相关信息，这样才能更好地帮

助学生理解。

心理复述效果跟复述时间和频率相关。我们想办法进行各种各样复述的目

的就是希望让处理信息的人有更多的机会去处理这个信息，而且最好能够把信

息的形式和意义匹配结合起来处理。重复的方式也很重要。这里涉及到深加工

或者精细加工，意思是你要给学生多次的、有意义的、能够理解的重复听和说

的机会。上午 Rod	Ellis 教授举的一个例子很好：他的学生 1 想说“south”

这个词，但发音像“soth”，学生 2 没明白，学生 1 就重复地说“soth,	soth,	

or	south?”在这个过程中，学生1通过多次的重复、调试，注意到自己说错了，

最后正确复述了“south”。这个学生可能是在感觉登记阶段或者初始加工阶

段注意到以前说的是错的，然后进行了改变，重新建立联系，这就叫做深加工，

也叫精细加工。我觉得教学中扩展性和机械性复述都需要用。不过，需要注意

机械重复的量，除了这种孤立的机械性复述以外，

最好多一点有意义的扩展性复述。

人的思维是分浅层和深层的，我们如果能够

让学生的信息处理从简单记忆、简单理解推到深

层的分析，最后到综合使用，那么就可以说教学

成功了。知识金字塔的更高的一层是“创造”，

如果学生可以创造性地使用信息，就说明他完全

掌握了，而且还可以灵活使用。

最后，长时记忆。我这里只想重点讨论两个

方面：什么叫做进入长时记忆，你怎么知道一个人

的知识进入到了长时记忆。从国际汉语教学的角

度来说，进入到长时记忆的意思就是学生能够在

不同场合表达输出，也可以自如、准确地提取信息，

表达时既流利，又准确，并且运用的是复杂度较

高的句式结构。把知识送入到长时记忆的影响因

素有很多种，其中有两个最基本的条件，如果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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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不去学校怎么学习知识？但是有人就可以大胆想象，知识不一定都源于书本。

我们继续看这个实验，三个条件下的学习：传统课堂、传统课堂+现场调查、

传统课堂 + 现场调查 + 讨论分析现场调查信息，哪个最后的信息保持度更高？

第三个，因为第三个条件中学生的复述机会多，信息进入的方式也有所不同，

当然遗忘率也会有很大的不同。大家

看一下，实验进行 12 周以后进行了

一个测试，从测试中我们得出结论：

信息的保持度确实不同。（见图 9）

教学启示：我们应该培养学生利

用有效记忆方式进行信息储存，这需

要通过设计不同的教学方法、教学活

动和任务来实现。	

下面我们在了解人类认知处理过

程的基础上，讨论现代语言教学的十

大原则。（见图 10）现代语言教学

的十大原则是基于第二语言习得实证

研究而提出的理论，但很遗憾在中国

的研究还不太成熟。二语习得研究始

于 70 年代，到现在有 40 年的研究

两个条件不被满足的话，知识是绝不可能进入长时记忆的。第一是 sense，第

二个就是meaning。有没有人想界定一下什么叫做 sense，或者举一个例子；

什么是meaning，也可以举个例子。

发言 1：我知道什么时候用某个词或句子，应该是在我脑子里面已经根植了，

它出现的时候我能第一时间反应出来它的意义，这就是 sense。

靳洪刚：下意识地、自动化地把信息放在你的脑子里面，比如你每天都用

筷子，而且用一样的形式吃饭，对你来说就是这么用的。这样做就对你make	

sense。别人问：你怎么这样用，你可能会回答：对我来说就是这样用。那么什

么是meaning ？就是跟你的兴趣相关，因为长时记忆就建立在这两个概念的基

础上，所以你在设计任务、活动的时候，让学生从课堂上真的学到他应该学的东

西的前提就是你必须得对这两个东西非常地敏感。如果不敏感的话，你设计的活

动常常是你自己觉得应该做的，而不是对学生有益或者有帮助的。因为我们的教

学对象是外国学生，有很多老师设计的任务都是他们真正觉得学生可以完成的，

而不是学生真正可以完成的任务。

发言 2：我想以“家庭”的概念为例来说明 sense 和 meaning。“家庭”

的 sense 是生我的人和我的兄弟姐妹，但是对每个人来说是有不同意义的，这

个不同的意义就是meaning。

靳洪刚：说得非常好，对不同的人来说“爸爸妈妈”的 meaning 不一

样，但是我们只泛泛地谈“爸爸妈妈”的时候对谁都make	sense。也就是说

sense 是理性理解，在个人经验基础上的理解；而meaning 是相关意义，与

个人的相关性较强。研究告诉我们，第一，理性理解和相关意义两者是相对独

立的，不是说有了meaning 就肯定make	sense，make	sense 的也不一定

有 meaning。第二，在两者等同的情况下，意义（meaning）优先，也就是

说意义的部分更重要、更突显，而且只要是意义的部分，信息处理速度就会加

快（见图 5）。

大脑的成像图是这几年比较热门的研究，如果信息对学生来说既 make	

sense，又有meaning，大脑激活的区域较多，而且信息的保持度也很高。所

以，理性理解和相关意义在我们整个设计当中是非常重要的（见图 8）。我再

跟大家分享一个经典实验：三种条件下的学习研究（Mackenzie	and	White,	

1982)。这个是在80年代就有的，根本就不需要再说，但是这个实验告诉我们：

人类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学习，学习并不局限于一种方式。甚至在美国有人提出

了更极端的做法：学习是不是可以不从学校开始？我听了觉得不可思议，孩子

相
关
意
义

	是

否

中度到高度 极度高

极度低 中度到高度

否																																									是																	

理性理解

信息储存与相关意义及理性理解的关系

图 8

长时记忆：动手、参与的力量

经典试验：三种条件下的学习研究（Mackenzie	and	White,	1982）

	传统课堂
	传统课堂+现场调查
	传统课堂+现场调查+讨论分析现场调查信息

12 个星期后测试学习的结果
	传统课堂	 	 	 	 遗忘率：40%
	传统课堂+现场调查	 	 	 遗忘率：40%
	传统课堂+现场调查+讨论分析现场调查信息	 遗忘率：10%

图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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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了，我们可以基于这 40 年的第二语言习得的实证研究来做一些归纳和总

结。十大原则（10	methodological	principles）界定的是教学原则，这是基

于实证研究的，但反过来是为教学服务的。比如你有很多的实验研究，如果单

纯看一个研究的话，它只能告诉你那一个研究的结果，但是现在也有很多研究，

叫做meta-analysis，就是集中 10 个、15 个以上的实证研究，从这 10 个、

15 个一样的条件和一样的主题讨论里面，发现了很多第二语言习得中较有权威

性，有规律性的结果，把它归纳成了 10 个原则。

第一个就是任务教学，以任务为语言教学的基本单位。第二个就是动手，

体验学习，教学采用“体验性主动学习”。第三个是输入丰富，许多研究告诉我们，

不但要给学生提供丰富的输入，而且要让学生理解这种输入。同时，第四个是

我们还需要另外一种输入：详尽输入。第五是语言组块，人的工作记忆非常有限，

只有 7±2 的单位容量，所以我们必须得想办法帮助学生扩大、超越这种自然

的限制。有一些学生经过两三年的学习就可以用第二语言汉语来处理很多复杂

的信息。语言组块是一个心理学理论。这也是今天 Rod	Ellis 提到的，也是我

后天希望讲到的问题，一说到任务就是工作记忆。“the”这个词的意思是什

么？是确定的、特指的意思，如果是泛指的，我要用另外一个方式。在你的工

作记忆里面如果没有经过长时记忆处理、没有经过意义理解的话你永远都不会

使用“the”。即使你会用，你也可能因为它的复杂性而用错。第六是语言形式。

任务教学多次提到语言形式的教学，那么任务教学的环节中如何融入语言形式

的教学呢？就是在教学的时候，请你一定要注意你教给学生的语言形式，而且

让他注意目标语和母语语言形式的差别，这样就可以避免学生将第一语言的规

则迁移到第二语言当中。以便协助任务的完成及语言任务的实施。第七个原则，

语言输出原则。首先有输入，强调输入的形式，有呈现语言的形式，要强调语

言形式，最后是语言输出，所有之前的部分都是为了输出而做准备的。第八个

原则是，语言教学强调反馈纠错，培养学习者的差异意识。第九个原则是，语

言教学尊重学习者的语言发展规律。第十个原则是，语言教学采用个人化合作

学习。

今天 Rod	Ellis 说的一句话，我很欣赏，就是第二语言学习者永远都不会

成为母语者，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直停留在中介语的前前后后，只是分为高级

的中介语、初级的中介语，就是因为

这个语言能力并不是第二语言学习者

所能有的东西。比如我现在可以跟任

何美国人流利地交谈，也可以用英文

来上课，但是我永远不会把自己看成

是一个英语母语者。我今天的讨论就

到这里，还留出一些时间，可以提问。

发言 3：谢谢您的演讲，我比较

感兴趣的是您讲的首因效应和近因效

应在教学中的应用，您提到在一节课

中第一个高峰期和第二个高峰期很重

要。但我本身教的是 6 岁到 8 岁的小

孩子，在教学过程当中我发现他们注

意力的时间和您的这个有些出入。

靳洪刚：你说得太对了。首因效

现代语言教学十大原则（10MPs）

十大原则：10	methodogical	
principles	(MPs)
(Dounghty	and	Long,	
2003;	Jin,	2011)

教学
原则

语言
形式

语言
输出

语言
组块

输入
详尽

输入
丰富

反馈
纠错

习得
规律

合作
个人

任务
教学

体验
学习

图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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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和近因效应在不同年龄段所切割的时间是不一样的。在美国，小孩子的课是

30 分钟，而成人的课是 50 分钟，还有再小一点的比如幼儿园还可以再短。但

是不管你是 10 分钟，还是 50 分钟，你都应该有一个第一高峰期，和第二高峰

期，还有一个低谷期。

发言 4：你好，今天上午 Rod	Ellis 教授提了一个问题，modified 语言输

入一般被认为是不真实的，但是在课堂中经过修饰的语言 , 比如 teacher	 talk

或者 student	 language 是可以被认为真实的。上午 Rod	Ellis 教授没有回答

他的观点，您从语言认知的角度怎么回答这个问题？

靳洪刚：我也不回答什么叫做真实和不真实，因为没有人能客观衡量真实

和不真实语料。但是我想回来说 modified	 input 是一个很有用的概念。一个

是 simplified，一个是 elaborated。从教学的角度讲，最好是 elaborated。

所谓 elaborated	input 指的是对你的学生来说是可理解的。但是有的时候需要

先把它 simplified，然后让学生去理解，这样也行。但是从任务设计的角度，

你最好能够考量不要 simplified，而要 elaborated。也就是说，用浅显的话去

解释，用例子详尽说明，用倡议协商扩展词汇的语境等。至于说，是modified	

input，是不是需要 authentic，还是 non-authentic，我个人认为仁者见仁，

智者见智。还有一点，是看你的学生的 comprehensibility，你的学生能够理

解，真的就挺好了，你的学生理解不了，真的就不好。因为目的是帮助他们

学习，所以用哪种输入要看情况，说老实话，我认为对初级学习者没法那么

authentic、高级，authentic 就不对。

发言 5：您好，我想问一下两个术语的区别，一个是methodology，还有

一个是 pedagogy。

靳洪刚：你问得太好了。Methodology 是方法论，什么东西都有方法

论，你的 research	methodology，就不一定是 teaching-oriented，而

pedagogy 则肯定与教学相关，这是最大的两个差别。Methodology 可以是

teaching，也可是 nonteaching。但是 pedagogy 一定得是跟教学有关系。

发言 6：我有一个问题，刚才您也谈到的 chunking，您怎么看心理学上

的组块和语言学上的语块？它们有什么区别？第二个问题，我们教学生的时候

要提高学习者组块的能力，就是打包的能力，怎么可以提高他们打包的强度？	

靳 洪 刚：psychological	chunking 和 linguistic	chunking 的区别，我

觉得这个问题不应该是由我回答。我自己不是搞 chunking 的，但是我认为

chunking的概念应该引入到我们的教学领域。老师应该对这个概念有所了解，

而且我们的研究者应该对我们汉语言 chunking 的规律做深入细致的分析。

我个人认为，这是我很粗浅对 psychological	 和 linguistic	chunking 的区

别。语言的发展有一个历史的过程。心理的这种思维的组块是受我们现实的制

约，而且也要看你是 comprehension（理解），还是 production（表达），

chunking 的单位就会不一样。你 competition 的时候，chunking 可以很大 ,

因为不需要把所有的element都搞清楚才能理解 ,大概记得几个关键词能听懂，

你就知道了。但是你如果是表达的时候，有一个词不知道，可能就词不达意，

表达中断或出现交际断层。语言学正在做很多跟 chunking 相关的研究，而且

我觉得这个学科现在也需要再往前走一步，这是现在有待发展，有待研究的一

个领域。

回来说到教学，我们是不是一直等待，等研究者把这个组块研究出来

以后再考虑组块的问题？当然不是，我们最希望的看到的就是 cognitive	

linguistics 做的这方面的研究，有人做，但也有人批评他们的东西，原因就是

太拘泥于他们自己找的例子，而不是收集自然语言里面抽象出来的这些语块来

解释规律。

那么什么是语言学上的组块教学？作为母语者，我们都知道动词跟名词搭

配，主语跟谓语的搭配，老师用公式化的方法，把这个结构列出来，让学生看

到母语者使用的常见搭配组合规律，告诉学生只能这样组合，不能那样组合，

这就是组块教学的基本原则。

发言 7：刚才您提到了两个概念，一个是 meaning，一个是 sense，还

有提到老师设计任务的时候可能不太了解学生，因为学生是从不同国家来的，

所以任务可能实施起来比较难。但老师自己是中国人，他所有的知识储备，教

育背景也有所限制，如何让老师对	sense和meaning这两个概念保持敏感度，

在教学当中有效地实施任务和设计任务？

靳洪刚：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你在设计任务的时候没有办法照顾到所有

来自不同教育背景的学生，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你得建立一个任务库让大家

去做，做完了之后一定要进行像今天 Rod	Ellis 说的任务评估。他提到了很多

的标准，我这里再加上两点，对学生来说，如果任务能够跟他的知识背景和个

人经验联系起来，才是好任务；还有任务设计人的问题，其实也是我们整个领

域需要提升的。你得从学生的角度出发，找到能够让学生兴奋起来的东西。其

实没有任何一个方法是可以持续永久的，一定要不断地变换，根据学生的程度、

兴趣、经验设计出最有效的任务就是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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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教学在过去的七八年中有了很大的发展，而且成熟度越来越高。说老实

话，这几年我在这个话题上讲得不多了。去年我谈的是有效输出，和一些跟语言

组块有关系的教学方法，叫做定式教学，这些都是作为对外汉语老师需要具备的

一些基本技巧和基本功。我自己是对教师提问非常感兴趣。最近这几年在师训的

过程当中，不断摸索用什么样的提问形式、什么样的技巧能够最大限度地引起学

生的互动。

还有一个我自己感兴趣的教学法，就是“任务”。从前两天的讨论中大家已经

知道，语言学习的最终目的是让学生使用语言。但你怎么让他使用，怎么样给他各

种各样的帮助，让他可以有效地使用呢？实证研究已经证实了最起码有10个原则。

今天讲座的题目是《任务教学法的理论框架和教学设计》。我希望达到的目

标很简单，首先是我们现代语言教学界的发展动向，有两个方面，一个是教学原

则的变化和动向，另一个是教学的内容。具体从三个方面来说：教什么东西，涉

及到为什么用任务来教；教学方法；语言使用、交际任务在教学及习得中的作用。

你需要了解一些教学设计的基本原则，还有一些设计的基本步骤。我今天给大家

分享的是大学的例子。同时，今天我要倒过来进行，我先给你看，看完了以后你

来给我分享：你做了些什么，经过了哪些步骤，你能够让你的学生在哪个阶段可

以做语言使用的任务，怎么样可以做得完美。同样，我的长期目标就是希望大家

能够通过今天的讨论，来反思自己的教学行为，评估自己的教学结果。

我昨天下午听了连鹭役老师的讲座，我们两个聊得特别兴奋，一直聊到 11

点多，然后我才去改我要讲的东西。为什么？从她的教学组织和她的操作当中不

要只看到小学生的课堂很热闹，要看到的是一个非常有成果的项目，我希望老师

们别忘了这一点，这也是我愿意到这里来讲的原因。我们是专业的语言教师，要

对学生们负责任。不是说我会这个理论、这个方法，我教得很热闹，我的学生很

喜欢我就行了，那只是教学的 1/3 部分。最终你要让你的学生展示出他们的语言

能力，才能说明你教好了、教对了。这个问题实在是太重要了。现在，语言教学

界发生了一些根本性的变化，英文叫做 paradigm	shift，表现在五个方面：一是

教学原则的变化，二是教学内容的变化。有老师觉得没有什么变化，我们过去教

的是什么，现在还是什么。我在美国工作了 25年，注意到非主流语种的发展非

常快，而且起到了领域的带头作用。

为什么呢？第一是从国防的角度。国家对这些所谓的非主流语言非常重视，

才有今天在美国的阿拉伯语种的快速发展。同时他们会注意到像中国这样的经济

对手的语言其实对他们国家有帮助，所以在美国外语的发展受到很多其他因素的

影响。但是，在近 15年内，非主流语言的发展非常快，而且使用的方法、采用

的策略，还有进行的研究大都属于比较前沿的。过去的研究都集中在主流语言，

比如在 70年代、80年代，不是英文，就是西班牙语、法语，要不然就是德语，

没有别的。而现在你再看研究的时候，会看到很多不同的语种。所以我会说，在

原则方面、内容方面、课程目标方面、教学方法方面，还有测试方面，都发生了

一些根本性的变化，也就是 paradigm	shift。

再比如说“原则”。在过去，教的人和研究是没有关系的，过去都是以经验

为基准的。我们的十大原则指导外语教学，是基于我们二语习得四五十年实证研

究的结果。

发言 1：任务教学。

靳洪刚：好，任务教学跟我们的教学方法有关系，任务把我们过去的方法丰

富化了。在这里我插一句，很多老师以为所谓的根本性的变化就是让我们忘记过

去，只用现在的东西。其实完全不是这个意思，过去我们用过的方法是非常有价

值的，但是它有局限性。我们现在所有的 paradigm	shift，丰富了我们过去的方

法，而且让过去的方法更有效。千万不要认为要把过去的方法摒弃掉，才会有现

在的方法，这个是不对的。第二个原则是？

发言 2：体验学习。

靳洪刚：任务是我们近几十年来根据人类学习的规律发现的。语言学习其实

跟其他很多领域的学习是一样的，比如当护士不能都是在课堂上学习，有些必须

是动手实做的使用任务学习。再比如美国训练医生不是说读完医学院就可以了，

读完了六年的医学院以后，还要再做实习医生的训练。所以说，任务不是语言学

习所独有的，而是人类学习的普遍方法。我们需要各种各样的学习形式。除了上

课和课后练习，我们还有很多其他的渠道可以学习。体验式的学习是其中的一种，

任务教学则反映了这种教学方法。还有什么原则？

发言 3：尊重习得规律。

靳洪刚：对。这是我们领域急需做的事情，我讲得最少，因为我们真的还没

摸清二语学生以什么样的规律来习得汉语。其实英文也同样，比方说不同的时态

有不同习得顺序的规律。我们汉语有没有习得顺序呢？我们有很多具体研究，比

如动词后面的补语的习得规律。但是需要大量的实证，才能证实习得规律。这一

点我们做得还很少。

其他的还有谁还记得？

发言 4：详尽输入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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靳洪刚：这是不是实证研究的成果？前天Rod	Ellis 举了很多例子。我记得最

有影响的就是他们细致分析了学生和学生的互动，还有学生跟老师的互动，发现简

化了的输入比扩展详尽的输入效果要差，时间关系我就不再多说了。我们在教学的

时候之所以要提倡语义协商，是因为语义协商就是在提供一种详尽输入，而且这种

详尽输入可以是老师在跟学生语义协商过程当中提供的。还有是谁跟谁提供的？

发言 5：学生跟学生之间。

靳洪刚：对，任务活动很大部分不是你跟学生做，而是学生跟学生之间做任

务。实证研究已经证实，透过这种语义协商，可以引起学生的注意。除了引起学

生的注意以外，还提供了频率。频率在信息处理的过程当中异常重要。刚才说的

引起注意，是它的突显度。这些都对信息的保存、信息的进一步处理甚至于深加

工的处理是有很大帮助的。这种多次、突显的精细加工才能让你把 7±2模块留

在有限的工作记忆里，而且与你的经验和常识迅速进行联系。这样的联系，正是

我们心理学上讲的学习。现在你对于“学会了”的界定可能就跟以前就不一样了。

还有什么？大家还能想得起来吗？

发言 6：反馈纠错。

靳洪刚：为什么反馈纠错很重要呢？前天Rod	Ellis 讲了，昨天又提到了

corrective	feedback。有谁能从心理学、心理语言的角度来解释一下我前天教的

内容呢？为什么要反馈纠错呢？就是因为反馈纠错会让学生觉得很舒服吗？其实

反馈纠错如果做得不好的话，是会有很高焦虑感的。

发言 7：从认知心理来讲，开始学生如果犯了错误，相当于在神经通路上建

立错误的连接。这个时候就需要老师给他通过反馈纠错，把错误的连接切断，建

立起新的、正确的连接。

靳洪刚：有道理。人类重要的认知处理过程之一，就是在不断进行认知比

较，从中学习新的东西。这种对错对比、差异对比，就是在我们第二语言习得中

常常讲到的 gapping	effect（差异效应）。我们为什么要追求所谓的 gapping	

effect，就是因为二语习得发现，在差异对比强烈的时候，学生会主动进行有效

认知处理，这个认知处理叫做认知对比。通过这个认知对比，才能让学习者建立

正确的神经通路，才能让他保留正确的信息节点，保证以后提取的信息是正确的

而不是错误的。当然，反馈纠错没那么容易，大家发现其实这个很复杂，和个人

也有关系，和你纠错的方法也有关系，有时间我们再在一起讨论。

还差几个跟“任务”有关系的原则？在任务的实施过程中能不能提供反馈呢？

这其实是Rod	Ellis 提到的，他只提到了 incidental	feedback（随机反馈）。事

实上我们提供反馈的时候可以是有计划性的，大多数的同学都会有这样的倾向。

而且，在实施任务的过程中，可以随时提供随机性的反馈。

下面，谁还想提几个？

发言 8：语言输出。

靳洪刚：谢谢。关于语言输出的二语习得的研究多的是，最有代表性的就是

加拿大的双语研究。魁北克省的很多学校都是英文和法语的双语学校。研究发现，

很多的孩子上了这种双语学校，说法文很流利，英文也很流利。但是他们都不是

母语者，从口语到书面都不能像母语者那样表达。尤其是英文，法文文法错误非

常非常严重。

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双语学校的大型实证研究是由著名的Swain 主持的。从这

一研究中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这些学校的孩子从理解程度上来说跟母语者

是完全一样的。但是他们的文法上有很大的问题，复杂度上也有问题。这个问题

的原因到底在哪里？研究者又仔细调查了课堂过程，首先，发现老师很少提供反馈，

特别是纠错反馈。第二，老师以内容为重，大多数的双语学校都是如此，教学是

为内容服务的。但是他们在为内容服

务的同时，从来没有帮助学生注意到

一些小的语法要点规则。这也是为什

么Rod	Ellis 提到了 consciousness-

raising	tasks（意识提升任务）。为

什么有这个必要？因为上课的时候大

多数的孩子是不去使用这个语言的，

只是听老师讲讲而已。克拉申说我们

要 有 大 量 的 comprehensible	input

（可理解性输入），Swain 说除了

comprehensible	input，还要有大量

的 comprehensible	output（可理解

性输出）。Rod	Ellis 已经讲了输出的

作用，在此就不再列举了。

我们讲的这 10 个原则 ( 见图

11)，都跟我们的任务教学有直接的

关系。我发现好多人把十大原则背得

很流利，但是并没有理解它在实际操

现代语言教学十大原则（10MPs）

十大原则：
10	methodological	
principles	(MPs)
(Dounghty	and	
Long,	2003,	Jin,	
2011)

教学
原则

语言
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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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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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
详尽

输入
丰富

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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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得
规律

合作
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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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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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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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时候的作用、它背后的理论支撑以及怎么去应用到每天的教学当中。这是我

每年师训的第一条。有的老师说这十大原则我都知道，但是一到实施教学的时

候就又忘了。

在任务教学当中还需要使用到组块。其实任务教学一方面要包括大量的语

言形式，同时也要涵盖大量的交际功能。所以，任务都是围绕一个事物的两个

方面进行练习的。交际的两个方面包括语言形式和功能。

有一位老师问，我知道我们的语言教学就是在做mapping 匹配的问题。那

么我们怎么做mapping ？实际上我们所有的语言学习活动，甚至我们所有人类

的学习，都是在做一件事情，就是mapping，各种各样的mapping。因为那天

有老师提到了组块的问题，待会我还会在组块上多说一点。	

我们应该把组块作为一个 pre-task 来设计，以组块的形式把前期任务中

需要让学生掌握的知识教给学生。有很多人对于组块存在误区，认为组块就是

成语或者是俗语，认为只有“说来话长”、“马到成功”这些才是组块。除了

这些以外，其他就不称其为组块。其实，我们所讲的组块是在不同层次上的组块。

每一个母语者都有自己的 implicit	knowledge（隐性知识），也就是第一语言

的 intuition。从这个角度去想，可以想出来很多组块的形式，而且你可以判断

这个不行、那个行。因为这些组块都是你长期使用的经验结果，而且形成了你

的长时记忆。所有百科的东西全部都存在你的大脑里面，有的人百科多，有的

人百科少。其实我们在使用组块的时候都是通过计算完成的。

心理学家很早就提出，人类的学习没有别的，就是三种类型：第一是

associative	 learning（联系学习）；第二是 probabilistic	 learning（概率学

习），你碰到三次以后就会下意识地学；第三是 contingency	learning（规则

学习）。人类的学习不外乎是这三种类型的学习。因此，组块的时候，都是利

用了我们的联系、概率和规律性。第一语言是这么习得的。这种人类处理信息

的方法也可以应用在第二语言教学上。

第二，不见得都是四六字才叫语块，其实我说了，语块是在三个层次上的。

我举过例子，而且我举的最后一个例子我认为是非常重要的，是我们平时教学

常常失误的地方。大家很少听到我说用“句型”，我不用，因为它常常把人局

限在语法的层次上。语法当然非常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所有的层次，包括词汇、

句子、篇章，而且在句子层次上还有句式、句型。在句子层次上有一些成分可

以替换，有一些成分是固定的，比如句型，我把它叫做句式。更重要的一种形

式叫做程式。程式是什么？谁能给我举个例子？

发言 9：“对……来说”。

靳洪刚：“对……来说”是程式还是句式？程式能替换的不多，而且是非

常固定的。

发言 10：“以……的名义做……”。

靳洪刚：“以……的名义做……”，那是句式还是程式？句式。

发言 11：“首先……其次……”。

靳洪刚：这还是一种句式，是篇章层次上的一种句式、构式。还有什么？

一年级我们就学过的，非常简单，比如“谢谢”、“不客气”，“对不起”、

“没关系”，“你要买点什么？”、“随便看看”，这些都是基本的交际程式。

当我们在决定教学重点的时候，如果没有语言组块的概念是教不好的。即使有

了这个概念，在教学的时候还需要有一套系统。这是过去在 ACC 教学当中一

直强调的定式教学法。定式包含句式、短语、程式、构式、篇章等等的选择与

呈现方法。

过去我们以为我们有教学经验就能教好，而现在我们的原则不是建立在经

验基础上，而是建立在实证研究基础上的十大原则。但其实远不止这十大原则。

任务教学实际上是我们对教学的内容的新认识，发现了我们可以用不同的

形式来进行教学。过去我们的教学内容都是要教会多少个字、多少个词、多少

个句型，这可能就是一本一年级的书。这些的的确确都是内容，是我们传统意

义上讲的内容，但是这些内容能用来干什么？如果你说我有 500 个词，能干什

么？这很难证明我们能做什么。

所以我们需要重新考量教学内容的内涵。除了有词、有句型、有语言形式

以外，我们还要知道怎么样使用这些语言形式来完成交际需求，也就是所谓的

交际任务。对此有的老师有错误观念，认为现在教学内容改了，不教语法了。

事实上我们还是要教语法，但是要用交际的方法教语法，此外还要教词汇与语

法的 interface（接触），教句子、篇章、段落、使用。所以实际上你教的要

比以前的多得多。此外还要注意文化得体性。昨天有一个同学问：语言组块教

学会不会让学生的语言变得非常刻板？因为都是一块一块学的，是死板的。其

实并非如此。第一，如果我们看自己家的小孩，语言的习得都是从组块开始学

习的。举一个英语的例子，小孩子如果想表达他要做什么事情，都是用一个黏

合词 wanna，因为 wanna 对于他是一个单位。这其实是一种非常典型的语言

组块现象。组块是一种自然表达的方法，也是习得的方法，所以，不会因为组

块说话就死板了。也许他在那个阶段是用一个块状的方法，但是一般都会再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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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一个 unpacking（拆包或分解阶段）。在教学的过程当中，除了组块的问题

以外，你也要帮助你的学生做 unpacking，学生就会创造性地使用语言了。待

会我再给大家看例子。

我们知道现在很多教学课程的设置还是听力课、口语课、写作课、阅读课。

这几个课程非常重要。考试的时候必须要分开测试，才能知道学生的问题是出

在听力或者是阅读等等某个方面。而在教学的时候有没有必要把它拆开来，还

是需要考虑的。

在设计任务的时候，如果你对任务这个概念不熟悉，设计的可能就是单一

技能，或是某两个技能的组合，而没有涵盖沟通所有方方面面的技能。任务教

学的改革告诉我们，任务必须涵盖沟通的三个模式：人际交流、理解诠释、表

达演说。

还有课程目标，我们过去的课程目标就是你要教几课，教完了就完成任务

了，这是以过程为导向的。可是现在我们更加注重结果，你教完了你的学生，

学生到底能做什么事情，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因此从学习成果出发，反向设计

你的课程，这是课程目标的一个根本性的变化。最后你不管教了多少个词，多

少个句型，最终都要知道他们能完成什么任务，这才能说明是达标还是不达

标。从这个角度讲，你必须要用任务来设定你的目标，也必须把任务作为一个

教学基本单位来进行教学。这就是为什么要用任务教学，使用任务教学不是因

为时髦。从我过去跟几个同事的接触来看，发现有的人对任务教学有两种极端

的想法：一种是说，我们的教学历史很悠久，不需要用新方法，对于新方法大

家一哄而上，这只是赶时髦；还有另外一种看法，这是外国最新的想法，不管

三七二十一，不加分析就都用，完全不了解什么是任务教学。这两种看法是两

个极端，我希望通过今天的讨论，能够去除这些误区。

过去的教学方法停留在操练上。要不要操练？第一，我不喜欢“操练”这

两个字，因为一说操练肯定有机械性。我们为什么不愿意机械操练呢？大家还

记得前天心理学关于认知的讨论吗？生存第一，情感第二，最后才是学习。如

果我一看这个就烦了，不高兴了，那么我怎么能够把这个信息送到工作记忆、

送到长时记忆去处理呢？不可能。

第二，需要不需要操练？从心理学的角度讲，在信息加工中，如果你不处理、

不复述，信息在整个认知加工系统里能够保存的非常有限，可能一会儿你走出

去的时候，在你的记忆里我讲的东西也就只能留下 5%、10%。人学习的过程

就是反复的过程，所有你学到的知识，一开始是 explicit	knowledge（显性

知识），然后经过不断的加速提取、处理，就变成了你的 implicit	knowledge

（隐性知识）。换句话说，如果你不把 declarative	knowledge 进行程序化，

一会就没了。所以说操练是有必要的。但是操练是不是就能让学生学会，这一

点我们要考虑。因为不是所有人都有很高的学习动机，如果我们想要照顾整个

学习群体的话，就要用各种各样的教学或练习方法。因此在教学的时候，操练

的方法可以跟交际结合起来。怎么结合起来？昨天、前天 Rod	Ellis 已经讲了

很多。例如 communicative	practice（交际练习），或者叫 communicative	

exercise，是能够为任务服务的。所以说教学方法有一个根本性的转变，就是

从操练延伸到任务教学。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谈任务教学。

还有一点是测试方法，这个不是我今天主要要讲的。过去的测试方法都

是分项测试，我 30 年前去美国考托福的时候，还是分项的。但是现在大多数

的测试，特别是你教学过程当中的测试，并不需要使用分项的测试，而且分项

测试不一定能表明你的学生有什么样的能力，所以也需要对测试进行拓展和

改变。除了传统的测试、分项测试的方法以外，我们现在还有 performance	

assessment（能力测试），就是一个全面的能力测试。什么形式是最好的形式？

最好的形式是词汇吗？是句型吗？是背诵吗？不是，是任务。实际上现在有很

多人在做这样的测试，这是我们急需的。我自己也想找这样一个会设计课程的

专家，可以根据测试的结果来设计课程。

再给大家展示一下教学原则的 10 个新变化。

为什么要有任务的原则呢（见图 12）？就是因为任务本身是能力的测量单

位。只有通过测试任务，才能全面了解学生的能力。既然任务里面包含了各种

各样的词汇和结构，又能反映出来它使用的程度，所以为什么不直接使用任务

呢？由于任务是能力的测量单位，因此，它也应该是我们教学的基本单位。这

就是为什么专家提出，在我们教学当中，任务是教学的基本单位。这一点我认

为非常重要，因为任务能够反映语言技能，而且可以帮助我们设定要达到的教

学目标，可以有效利用任务来测量我们是否达到目标。除了 Rod	Ellis 讲到的

那些任务的关键点，更重要的是，它是我们的工具。没有这个工具你就没有办

法知道你教到哪里、教得好不好。现在做什么都需要用一个具体的方法来测量。

任务就是一种可以用来测量的工具。

昨天提到的详尽的输入（见图 13），常常是我们老师最容易疏忽的。你让

学生重复、做语义协商、分解结构、互相补充（他说前面你说后面），以及今

天上午连鹭役老师介绍的各种各样的活动，其实都是在做一件事情，就是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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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各样的 elaborated	 input（详尽输入），给学生提供大量心理复述的机会

和进行深加工、组织加工的机会，使他的信息变成可理解输入信息。

内容上的变化。我发现好多老师不太了解，这个让我觉得有点吃惊。我想

从美国的外语教学标准来讲，并不是要推崇美国的教学标准，而是从这里可以

看到我们领域对语言的新看法、新变化，还有语言内容教学应该涵盖什么。

美国国家外语教学标准发布于 1996 年，2001 年、2009 年分别进行过修

改。这一标准主要明确了三个问题，即教学内容、能力标准、检验标准。什么

是内容标准？过去我们比较注重的是语言知识，也就是形式上关注得比较多，

更注重多少词、多少句、多少语法点等等。这样的方法也不是说不可用，我们

过去教出来的学生也能说话，但是这个方法有多成功，我们还要考量，考量要

如何扩展。语言知识的教学是有必要的，但是要把知识和使用结合起来。此外，

就是单一语言的学习和跨学科的学习，这是双语学校和沉浸式学校最大的特点，

在学习语言的同时也在学习其他学科。其实不应该单一地为了学语言而学语言，

而是要跟生活、跟知识、跟其他学科联系起来。联系起来的时候，他建立的系

统就可以既make	sense（有理性理解），又有meaning（相关意义）。

连鹭役老师跟我说，他们学校的孩子们从幼儿园开始到五年级，每天上 6

小时的中文课。很多人怀疑，如果大脑去处理双语的话，是不是两种语言都不

够成熟，都不能达到最高点。也确实有很多的例子，我自己的女儿就不能用双语，

甚至有的时候我也怀疑她的单语是不是也受到了影响。但是连老师跟我说，他

们的孩子们在全学区的数学考试都是排第一的。所以，用其他语言去学其他学

科不是不行的，特别是小孩子。所以他们的课程都是必须做到两到三科的结合，

然后才进行语言教学。所以必须得有语言内容，而且必须得有语言的复杂度，

不管是词汇还是结构。

因此教学内容是五个方面（见图 14），而不是一个方面；不单单是语言，

而是语言的交际。这是第一个 C，语言交际（Communication），这其中还

包含语言交际的知识和形式。除此之外，教学内容还包括文化学习（Cultures）、

学科联系（Connections）、文化 / 事物比较（Comparisons）。最后还有

社区应用（Communities），让学生成为一个终身学习者，一有机会就去使用

1.任务原则（task as the basic unit of analysis）

Willis,	1996;	Skehan,	1998,	Lee,	2000,	Bygate	et	al.	2001;	Ellis,	
2003,	among	others

任务

能力测
量单位

课程设
计单位

	以任务为单位设定	
	 教学目标，决定教	
	 学输入 /输出量，教	
	 学程序，评测学生	
	 能力

课程
设计
基本
单位

	综合反映语言技能	
	 的各个方面（词汇	
	 语法、功能、交际	
	 策略、文化意识）

能力
测量
基本
单位

图 12

2.详尽输入原则（elaborated input）

Doughty,	2000;	Gass,	2003;	Long,	1983,	1996,	Doughty	&	Long,	2003.

心理复述		 深加工	 	 组织加工	 	 可理解输入

重复：部分、整体，
原意或大意、自我
或他人重复

互相补充，共同创

造

语义协商的三Cs:
理解测验：明白吗？
语义澄清：…是什么意思？
确定理解：你是不是说…

利用各种辅助结构：
指代词与名词重复

分解结构

提供不同交际框架 /
程式

“	scaffolding	”
devices

图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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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语言。Communities其实是直译，说白了就是application（语言的应用），

就是把所有学到的上面的四个方面的内容，应用到各个方面去。	从现在的教学

内容可以看出，语言学习已经扩大到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还有高级水平的

思维。前天我讲到，弗鲁姆提出了人类两个层次的思维方式，有三层是高级，

有三层是低级。我们教的是批判性思维能力和高级思维能力，高级思维能力又

包括综合能力、创造能力和分析能力。在比较的过程当中、在跟学科的联系过

程当中，我们进行的实际上是高级的思维，所以语言教学内容的范围又扩大了

许多。

语言能力的标准也变了（见图 15）。过去是听说读写，现在如果要谈交

际能力的话，是从三个方面来谈的：第一个是人际交流的能力，除了听和说以

外还有文化的得体性、交流的技巧和能力。不但教他语言，还教他怎么有效地

跟别人交流，也就是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的能力。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可以是口语的，比如我跟那位老师进行口头的交流；而陈晨

老师每年春节的时候都会给我发一个电子邮件，我们两个进行的也是人际交流。

所以我们在使用语言的时候，不把交际看成是割裂的听说读写，而是当做人际

交流。除了人际交流以外，你还常常聆听、阅读，这些都是理解诠释能力。设

计任务的时候，Rod	Ellis 提出任务有的时候是 input-based（输入为主），

有的时候是 output-based（输出为主）。Input-based 大部分是理解诠释的

任务，而 output-based 可能是人际交流的任务，也可能是表达演说。我们在

过去教的时候，很少注意这个方面。

你会跟别人对话了，不见得你就有能

力站在这一讲台演讲。这两个能力的

要求差得很远。因此在训练语言能力

的时候，不但要注重学生人际交流的

能力，还要注重表达演说的能力。这

一点说老实话，我走了那么多的国家，

我觉得还是中国人做得最好，中国人

很会说话。这是我们能力标准的变化，

不再是过去的单一技能，而是注重综

合技能。有人说这个表达演说不也是

单一的吗？其实表达演说既可以是书

面的，也可以是口头的，比如你在班

上的报告是口头的表达演说，而写给

老师的报告就属于书面的。这些都是

综合性的技能。

检 验 标 准 有 6 项（ 见 图

16），这个也是针对任务来的。

Comprehensibility（表达理解度）

指的就是测试别人能听懂多少你说的话。Comprehension（接受理解度）指

的是你能听懂多少别人说的话。Language	control（语言控制），过去我们

大多数的练习，包括填空、完成、替换，这些都是在语言控制层次上的，而且

我们的训练大多数只管语言控制，而不管 comprehensibility。除了这个以外，

词汇、语义、意义是核心。还有交际策略也要测，有很多学生可以使用各种各

样的迂回、重述、语义协商等方式，跟别人进行顺畅的语义沟通，这是语言能

4.语言能力标准（performance standards）

无论语言能力如何定义，语言教育的关键点是找出语言能力的
发展标记（indicators）, 以及检验标准。

从四个技能（skills）到三
种沟通方式（3	modes）

从单一技能到综合技能

语言能力

听 说 读 写

理解
诠释

人际
交流

表达
演说

语言
行为

图 15

3.语言教学内容标准（content standards）

语言交际
Communication

跨学科
学习

单一语言
学习

学科联系
Connection

文化学习
Cultures

文化 / 事物比较
Comparisons

社区应用
Communities

言
识

语
知

言
用

语
使
	

图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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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一部分。在过去的考试模式中，得了 100 分也不见得能力就高。还有最后

一项，文化意识。

由于内容的变化、方法的变化、观念的变化，我们的测试标准也发生了变化。

语言能力的衡量，不是在一个水平、一个等级上的，而是多层次的。

下面提几个问题。Rod	Ellis 提到了任务的四个非常关键的特点，谁记得？

第一个特色是什么？

发言 12：意义。

靳洪刚：对，任务就是要focus	on	meaning，要有意义。第二个特点是什么？

发言 13：任务要有断层。

靳洪刚：谢谢。

靳洪刚：我们现在进入下一个话题，就是“任务”。我们知道教学方法发生

了根本性的变化，这是我们今天的主题。请大家先跟身边的同事讨论一下这几个

活动是不是任务。是，为什么，不是，为什么？

任务 1：你是服务员，你是客人，你们在饭馆，现在开始对话。

任务 2：你们刚来北京，不知道怎么去银行，所以你去问一个路人。

任务 3：中国现在实行一家一个孩子的人口政策，现在我们分三个人一个小

组讨论一下这个政策。

任务 4：你们都看了电影《活着》，你最喜欢电影里的什么人？为什么？

任务 5：这幅画有什么意思？

有没有人要回答？

发言 14：我觉得任务 1应该不是一个任务，因为它缺少一个非常明确的任

务目标，这个太宽泛了。我觉得如果改成说，你是一个服务员，另外一个是客人，

主题是关于点菜，再给他们一些必要的词汇或者什么的；或者说你们是两个人，

吃完了，结账，发现点错了或者钱算错了，你们怎么解决？这是一个任务。

靳洪刚：谢谢，第一，没有目标，第二，没有问题在里面。第三，按道理

说有角色——你是什么，他是什么。按道理说它也有场合——就是在饭馆，你

为什么说这不是任务呢？我觉得这就是任务，你还得有更好的办法去说服我吗？

现在我们来分析一下，第一个，我们要看的是任务教学，它的目的到底在哪里？

其实，任务教学很简单，就是为了提高学生的能力，提高学生的交际能力。交

际能力是透过有效的互动，而不是随随便便一个互动来获得的。任务本身必须

得包含互动。凡是学过第二语言习得的人都知道互动在语言学习过程当中的重

要作用。任务也是最大限度地为学生提供使用语言的机会。这是非常关键的两点。

为什么要使用任务？就是因为你要让你的学生去使用语言，那么这一使用过程

是现实的还是模拟的？是课上的还是课下的？是输入为主还是输出为主？是开放

式的还是封闭式的？任务其实跟互动、语言使用都有关系。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做

呢？在十大原则里面，任务是一个最好的衡量能力的单位，因此也是你的教学单

位。你用任务就是为了最大限度让学生在互动当中学习语言、使用语言。任何一

个其他形式的语言教学是不是能够做到这些呢？有的时候比较难。因此你的任务

教学一定要知道目标是什么，一定要有一个程序。不是你课前随便想什么，或者

上课即兴想一个你是什么、他是什么，开始对话，也不是说再加上你们在哪，就

能当作任务教学。对不起，那不是任务教学。因为你没有清楚的任务目标，你也

没有清清楚楚地要求你的学生用什么程序完成，而且根本没有花一点心思去设计

你的任务。我觉得你们在跟连鹭役老师做的时候，千万不要因为对象是孩子，活

动做得很热闹，就忘记了她背后的用心。这些跟她的精心设计是大有关系的。所

5.检验标准：语言能力6项

从表达理解度Comprehensibility

接收理解度Comprehension

语言控制Language	control

词汇使用	Vocabulary	usage

交际策略	Communication	strategies

文化意识	Cultural	awareness

	听 / 看懂了吗？
	会说 / 写了吗？

	别人听懂了多少
	你懂了多少
	语言错误多少
	词汇使用是否丰富	
	 适当
	语言策略及调整有	
	 多少
	语言是否符合文化	
	 意识

图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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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这些，用之前二语习得的说法就是要帮助学生建立一个语言系统，而且让他们

可以到那个系统里自如、迅速、准确地去提取他们需要的语言信息，去跟别人交

流。这是我们过去对第二语言学习的一个看法。我们做的所有练习，上的所有课，

课下所有的活动，就是为了帮他建立一个系统。我认为这个系统还在那里，只是

现在又加入了神经语言的成分在里头，就变成了一个遍布大脑各处，而且使用各

种各样隐性、显性知识的神经元和神经元之间的联系，神经元和神经元之间的通

路。而且它的速度，通路的准确度，遍布的地方，能够让我们迅速提取所有的信息。

这就是那个系统，就看你怎么看待这个系统的问题了。其实我们最终就是希望有

个系统，当然这个概念过去是从第一语言来的。第一语言并不是支离破碎的，你

有那么多知识就会说这样的话。第一语言确确实实都是 implicit	knowledge。

有很多人已经做过研究，发现第一语言的重复频率一点都不比第二语言低，甚

至高得多。孩子之所以能说得那么流利，因为他从一岁开始一直到五岁，从一

个字到两个字，经过五年的重复才能在最后变成内化的母语。我们成人二语的重

复，在很大程度上还没有达到那个程度。我们只是依赖我们课堂上学的 explicit	

knowledge 去迅速处理。我在美国 30 年也是这样，虽然我可以跟别人沟通交

流得很好，但我常常还得有意识地注意自己，特别是第三人称单数的时候，经常

不小心会出现错误。还有一个不小心的地方，he	and	she，而且我见过很多人

都会在这个问题上犯错误。就是因为这个系统的建立需要大量的输入，也需要大

量的输出，而且还需要大量的交际互动，而且这个交际互动往往是是围绕语义协

商进行的。过去往往仰赖于丰富详尽的语言输入。从我自己的 25 年教学经验来

看，光输入是绝对不行的。我在跟连鹭役老师聊天的过程当中发现一点特别有意

思。我投入 18 年的时间在大学的沉浸式教学当中，而她投入了八年到十年的精

力，在办小学阶段的沉浸式教学。我们发现，她做的好多活动都要进行大量的有

效模仿，需要注意较多方面，别让学生模仿得太机械；还有大学生，别让他们在

模仿的时候觉得像小学生。但是模仿是有必要的，模仿就是一种练习，而且在开

始的时候没有框架，不模仿就容易出错。比如让你自己编一句英文，你说出的往

往是Chinglish，只是把你母语的句子翻译成英文。因此你需要模仿，但是模仿

到最后的终端是创造性的输出。

我今天不讲“输出”，“输出”是我去年的题目。我非常喜欢这个题目，为什么？

就是希望老师们一定要知道学生的输出到位了，才比较能够接近学会。如果光有

输入，大量的输入也好，详尽的输入也好，虽然非常有必要，但是不够，还需要

输出，而且是有效输出，才能习得二语。还有声调，我个人认为你想跟别人沟通

得好，你的发音要好。检验标准第一个是什么？表达理解度。你的学生要能跟别

人沟通，声调起着很大的作用。不要以为你能听懂，他就能跟很多人顺畅地沟通，

你要给他搭好桥。

任务，Rod	Ellis 提到过任务 cycle（循环）的问题，还提到过任务基本组成

部分的问题，还有，任务的排序是有讲究的。不是你随随便便安排一下说，“你

是服务员”、“你是什么什么”，就开始是一个任务了。那是一个假任务，不是

一个真任务。任务还需要控制复杂度，可以从语言的复杂度，也可以从认知处理

的复杂度来考量。还有任务的设计原则，研究任务的很多学者都提到过远不止一

个原则，Rod	Ellis 提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教学原则，是四个原则当中的一

个Gap，也就是差异原则，有的人把它翻译成信息差。最后是任务的类型，Rod	

Ellis 归纳了大概的类型，比如 input-based 和 output-based 等等。

在教学任务的内部循环系统中，每一个任务都有三个阶段——前期任务、核

心任务和后期任务（见图17）。大家还记不记得沟通模式有哪三个吗？理解诠释、

人际交流和表达演说。哪个比较难，哪个比较容易？最难的是表达演说。最容易

的是理性诠释。一般这种理解性的东西相对比较容易，所以你在安排任务的内部

循环系统的时候，脑子里面应该有数，如果你有三类任务，你一般不会把最难的

任务放在前期任务。前期任务一般是理解诠释，核心任务一般都是人际交流，后

	教学目标
	语言输入
	任务条件
	任务程序
	预期结果（输出标准）

建立任务之间的联系
强调三个交际模式的使用

每个任务循环都有五个基
本组成部分

任务

前期
任务

核心
任务

后期
任务

图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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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任务一般都是表达演说。每个任务循环都有五个基本的组成部分，也都有教学

目标，这个Rod	Ellis 也讲到了。但我现在要问的是，什么是教学目标？

发言 15：通过教学，学生能做到哪些东西？

靳洪刚：你说得对，可是我觉得还不够清楚。做到什么东西？分哪两类？谁

知道。

发言 16：我觉得是认知能力和语言能力两类。

靳洪刚：你的任务教学，要教会他的目标是什么？

发言 17：交际能力。

靳洪刚：对，你的任务肯定是让他有交际能力，具体是交际能力的哪两个方

面？设定目标。再回到任务 1，你是服务员，他是客人，你们在饭馆。这个任务

的问题是没有目标，那你来设定一下目标。

我们老师在设定目标的时候，可以用“Can	Do	Statements”作为目标。

做完了这个任务，而且是三个沟通模式的任务，我能做什么事情？What	can	I	

do ？这实际上就是你的任务目标。这个目标你说起来很容易，你的学生也知道

他学完了这个之后能做什么。那么我们现在把“Can	do”分成为两个方向，一

个是“I	know（知识）”，另一个是“I	can（技能）”。每一课，每一个任务，

你必须得知道你的目标是什么，你的课也必须从这个角度去讲。所以，我们的教

学不单单要教会他“I	know”的部分，还要把它转成“I	can”。饭馆的任务里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要知道在饭馆里面让学生说什么。他们不是天生就知道去中

国饭馆里应该说	“来一盘……”、“快点上菜”、“别放味精”什么的，他们也

不是天生就知道如何在中国的饭馆里面有效地吃上饭。

每一个任务都还应该有一定的输入，输入越丰富、越详尽，对学习者来说越

容易理解。作为一个老师，你一定得知道你的学生的程度在哪儿，才能设计什么

样水平的任务。我们老师有时候设计的水平有点低，不能把我们学生的水平推上

去，我自己觉得学生是可以推上去的。昨天连鹭役老师先给你们看的结果，然后

再看过程。记得不记得那个小姑娘？她的即兴演讲。她有这个能力，声调很好，

准确度、流利度、复杂度都有。这些是从哪来的呢？很大一部分是你所提供的语

言输入或者各种听力阅读任务。我要强调的是，语言输入是给学生搭任务框架，

一定要提供有目标、丰富的输入。

任务条件，也是任务的组成部分。要知道如何分配信息，谁掌握什么信息。

还有任务需要有程序，就像刚才说任务 1的一个问题是没有程序，老师喊完“开

始”后，学生不知道老师让他们干什么，这样的任务是非常无效的任务。还有一点，

也是Rod	Ellis 强调很多次的，就是任务最后要有 outcomes（结果）。很多研

究分析了任务的类型，到底是 close	task 好，还是 open	task 好，也就是封闭

性还是开放性任务。发现就任务而言，封闭性任务的效果好，原因是封闭性任务

有较好的语言使用效果，有清楚的预期结果。让学生讨论一家一个孩子的政策，

但没有具体的结果，不知要解决还是说服，或提出政策，就不是一个很好的任务。

因为预期结果不统一，可多可少，看不出学生的能力。

我们具体再详细看一下（见图 18）：

教学目标有两个方面，一个是语言的形式，二是语言的功能。也有人把“文化”

加进来，我觉得功能里面也可以包含文化意识，文化得体性，实际上就是你能不

能有效地在社会上进行沟通的一种能力。语言的形式除了结构、词汇，还有程式，

也就是一些语块类的、可以用来整体性表达的东西。语言形式还包括交际策略，

这个我已经从前天说到今天了，语义协商有两种形式，一个是对意思的协商，另

一个是对语法的协商。

什么是协商的工具？所有的老百姓，所有的母语者，所有人类一般都会使用

的三种交际策略，谁知道？一个是 comprehension	check。这个是你们用来检

查对方的理解，还有一个是澄清事实、概念（clarification	request)。我常常举

一个例子：我到了台湾去客座，当地同事对我说“靳老师，我们明天去吃尾牙吧”。

大陆没有这个词，所以我没有接触过。所以我要跟他进行一种“协商”：我说“什

么是尾牙？”，他说“尾牙”就是年终老板请员工吃的那顿饭，叫做吃“尾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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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原来这就是“尾牙”呀。我跟他的对话有几个重复，光是“尾牙”就重复了

四次。你们记得不记得Rod	Ellis 在他的 PPT 上讲过关于协商过程由三个组成

部分。一个是 trigger，还有 indicator，还有 response。80 年代就已经有研究

发现协商是以这样的顺序进行的。我们就应该用这种方法，而且你也可以拿来做

研究。我有一个台湾的硕士同学就对这种协商进行了研究。本来他要说的是“尾牙”

的事情，问我明天能不能来，这是我们交际的主要话题。我突然不知道什么叫做“尾

牙”，然后我们就聊“尾牙”去了 ,这就叫“岔出语列”。这个研究非常有意思，

她做了几个汉语课堂上的研究，发现老师如果有意识的话，岔出语列会用得比较

多一些。老师如果没有这个意识，就不会用岔出语列。

我还常常举另一个例子，是一个匹兹堡大学同学的例子。我过去做ACC项

目的主任时，都是在电话上一个一个面试学生，我每一次问一个问题，电话那头

的学生们一般都很紧张，没有交际策略的学生半天都没有声音，然后憋了半天憋

出来一个“再说”。但是在匹兹堡大学，有一位白老师，特别注重学生的策略，

从上课第一天起就教他们协商。在这种场合，白老师的学生就会说“对不起我没

听懂，请您再说一次”。这是不是程式？是。是不是语块？是。有没有用？有。

这就是我们早期在输入、输出里面都要教的东西。

这就是我要说的，交际目标有的时候要设在交际策略上。过去没有过的，现

在就要想想看，在我的这个任务里面或者在这课里面有没有交际策略，需要不需

要教。

还有教学输入。我们老师常常说“你是什么，他是什么”，输入很少，也没

有告诉学生在饭馆里面怎么跟服务员互动，你一定要有你的目标输入，或者饭馆

点菜、吃饭的语言范本。其次，也不见得所有的输入都是课本上的课文，你可以

把它变一变，一半是听力，另外一半是视频，还有写的。现在好多老师在谈教材

的问题，我觉得任务教学的概念引进来以后，你要好好考虑一下你的教材，到底

什么是所谓的教材，难道就只有印刷的书才叫教材吗？大家可以想想这个问题。

还有就是任务说明，我上课的时候为了有效地用目标语跟学生交流，要求学生一

上来都得学会跟老师说话，例如，“这是什么意思”、“这里不对，中文是这样

说”、“给我一个例子”等，都得知道老师用中文做教学的指导语言。学生学会

了课堂指导语言，课堂马上就换成中文，不要再用英文了。我记得第一次，我的

学生来中国半年，学了一学期，比刚来的时候还退步了。我去看了那个项目的老

师上课，发现他的输入太可怕了，他的英文也不太好，学生念完一句中文后他就会

说“very	good”。我相信现在没有这样的老师了。我们的领域进步非常快，那个

时候的教学不用目标语，其实在教学的过程当中，应当是能用多少就用多少。你们

记得不记得连鹭役老师的录像中，让学生们去洗手间的时候，她用的是什么？指导

语的重复——“男生举手”、“女生举手”、“男生去洗手间”。结果有一个小孩

还是没跟去，其他的都跟去了。可见输入那么多次还会有人丢了，更别说没有输入。

所以你要用各种各样的方法输入，而且不是必须要用英文的时候尽量不用英文。还

有初级的、根本没学过的学生，我允许他们遇到没学过的汉字的时候可以用拼音。

还有任务条件。任务的条件大家就可能知道了，是信息。条件里面就有信

息，你拿多少，我给你多少，你知道多少，这都是提示你完成任务的条件之一。

还有一种叫做信息拼凑。我们二年级每年都要做一次抓凶手的游戏，每人有四到

五句话，然后从这四到五句话与别人的讨论、沟通、协商当中，判断那个凶手是

	形式：词汇、结构、定式（句型、程式）、交际策略
	功能：描述、叙述、列举、排列组合、比较对比、解决问题，分享个人经验

	听力、阅读、图片、视频、任务说明、要求

	信息限制，断层排列，单人掌握，大家分享，独立操作，集体发挥

	操作形式：个人 / 双人 / 小组；任务前准备，任务中实施，时间限制，任
务的重复、任务后报告、综合等

	任务结果product: 找出凶手，解决污染问题，整个新层信息，比较结果等
	学习过程 process: 语言、认知处理过程、产生的语义协商

6.任务的五个基本组成部分详述（Ellis, 2002）

教学目标

教学目标

任务条件

任务程序

预期结果

图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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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你的这个信息要有多大的断层是你可以掌握的，都是一种条件。Rod	Ellis

的 island任务条件，所有的信息在谁那儿？在老师那儿，但是也可以与大家分享，

你有一半的信息，他有一半的信息，我有十分之一的信息，你愿意怎么安排就可

以怎么安排，所有这些安排都可以导致一些任务断层。

还有是任务程序，是分大组还是小组，给多少时间，有没有前期任务，后期

总结，都是程序的一部分。大家看见前面的是小组讨论，还有角色扮演，这些都

是任务的形式。我们任务的形式中不但要有这些组成部分。还要想想看你要让学

生说什么、解决什么问题。到哪儿去，是吃饭、吵架，还是约会、喝啤酒，还是

什么什么。你一定要设计清楚，他们去那里要做什么事情，你也要知道分几个人。

我前天说了，分组的时候，最好不要分三个人一组，最好是四个人或者两个人。

角色扮演最好不要是三个人，当然这也不是绝对的。我还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在

任务的实施当中，时间、重复的次数、任务前的准备也是很有讲究的。还有，上

课做完了任务是不是就完了？你要考虑一下，不一定，因为任务有三个阶段——

前期、核心和后期，后期的总结报告任务是表达演说的训练，也很重要。

所以任务除了有条件、程序之外，还应该有结果，而且是你之前就想好的结

果。刚才那个老师指出了任务 1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不知道这个任务是想让他

干什么事情，所以就没有办法预期任务的结果是什么。是吃上饭，还是点三道菜，

还是跟服务员吵一架，比如盘子里面发现了一个小虫子或者收钱收多了。你不清

楚就不可能有预期结果。为什么预期结果这么重要？

发言 18：评价任务有效。

靳洪刚：有了结果，评价任务自然有效。再具体一点，你怎么评价任务？按

照什么来评价任务？如果有预期结果的话，就可以评价学生语言输出量的多少，

完成的复杂性。最糟糕的任务设计是一个学生说得很多，另一个学生什么都不说。

老师要做的是让学生说，充分表达自己的意见，再让其他同学发表同意不同意这

位学生的意见。根据预期结果和学生的实际表现的差距来评价学生的任务完成得

怎么样。如果没有预期结果，就不知道学生任务完成得好还是不好，这些是任务

本身的结果。

除了任务本身以外，完成任务的过程和目标有没有关系？这个也需要检查。

通过什么方式检查呢？老师不能只是说学生做得好或者不好这些结果，而需要说

出具体的原因理由。其实每个老师都能说出来一两点学生完成得不好或者完成得

好的原因，如用词简单、句子太少、复杂度不行或者是输出量不行等，还有符合

不符合学生的语言水平，有的时候二年级的学生总用一年级水平的话来说，跟别

人协商的次数有多少次，也包括在这个任务过程当中，学生使用语言的有效度、

流利度、准确度、复杂度等因素。（见图 19）

总结起来，任务的教学目标、语言输入、任务条件、任务程序和预期结果这

五个组成部分非常重要。

这个就是我刚才说过的，我们老

师应该学会制定自己的教学目标，制

定教学目标时可以用英文的Can	Do	

Statements。在这个基础上，老师还

可以再加上达到这两个目标而选取的

任务和活动。

接下来你需要思考：你需要给学

生多少的任务准备时间，不同长度的

准备时间对学生任务完成的流利度、

准确度、复杂度是否有影响；有指导

和没有指导，或者有没有细节指导是

否会影响学生的任务完成情况。所谓

的指导，就是要学生完成什么任务、

任务的条件和任务的预期结果。	

我们来看一些第二语言的实证研

究结果（见图 20）。首先是交际任务

的策划：Foster	&	Skehan（1996）

和Ortega（1999) 的实验都认为任务

策划时间长短（有无策划时间，有 1

分钟、5分钟、10 分钟）与指导（无

指导、有指导，有细节指导）及任务

类型对输出的流利度及复杂度有影响；Mehnert（1998）的研究表明一分钟策

划就可提高流利度，尤其是叙述、描述性任务，10 分钟可以提高复杂度。有关

交际任务的重复中，	Bygate	(2001）在实验中设计了每十周重复一次任务（叙

述或采访），结果发现重复任务对输出的流利度及复杂度有帮助，但对准确度的

帮助不明显。Gass	et	al（1999）和 Arevart	&	Nation	（1991）通过“432 故

事法”实验得出结论 :	有时间控制的（4分钟、3分钟、2分钟）重复任务可以

提高流利度，节约注意资源，以使用来处理语言形式，如语法或语音（focus	on	

学生能力目标参考样本（Can Do Statements）

功能To	do	1:	By	the	end	of	
this	lesson,	I	can
描述介绍中国标语、广告的特点
Describe	in	detail	different	type	of	
social,	political,	and	commercial	
advertlisements	in	Chinese	in	terms	
of	their	characteristics,	different	
historical	background,	ways	of	
categorization,	and	funcitions

比较不同的标语广告的分类、
历史及其不同的字面、政治、
道德、社会及商业意义
Compare	and	contrast	different	
types	of	advertisements	in	terms	
of	their	literary	meanings	and	their	
intended	social,	mor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al	implications

分析、了解如何从标语广告了
解一个社会的发展、变化
Analyze	and	understand	a	society	
through	its	advertisements	at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s

形式	To	know:	By	the	end	of	
this	lesson,	I	know:

字、词、短语层次（Phrase	level）
	 词：种、样、类，标语、广告
	 短语：各种各样，平平安安，高高兴兴，	
	 最 /常见 /印象深刻/的是
	 固定表达：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请勿+（随
	 地吐痰 /吸烟 /照相）;

句子、段落层次（Paragraph		level）
-句式
	 在…到处都能V…（看到/听到/了解到）
	 比方说，…(在…附近/…大门口)
	 和…比，…大大地减少/增加	
-程式
	 比方说，…的意思是…，最常见的是…
	 有的…：教…怎么…（做人/做事 /避免	
	 问题）；
	 带着…(一定政治/道德 /社会 /广告 )的	
	 意义

篇章层次（Discourse	level）
-篇章构式：一篇描述介绍、对比	
	 分析的短文
-篇章程式

图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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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m)，还可以促进自动化。另外还有交际任务中的纠错：Jin（	2012,	2013) 都

有研究表明教师在任务中随机纠错并要求重复（repeat	or	recast) 或输出调整

(output	modification) 会有延时效应，也能提高准确度。

任务的排序及难易度（见图21）。关于排序，我觉得没有人会跟我有争议。

课前的活动（activation）是为了开启和激发学生的大脑，提供可理解输入，所

以不要太难。在前期任务，不要把所有信息都给了所有学生，否则上课你想让学

生们自己交换信息时，就成了让学生假装问同伴自己已经知道了的信息，这当然

会让学生觉得没有意思，而且不够真实。这就是任务的另一个优点，老师可以在

课前把信息分成两部分分别给两拨学生，这样学生就会对自己不知道的那部分感

到好奇，就会去主动交流信息，有效完成任务，因为任务本身就要求跟对方交换

信息和交流。这是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在座的老师们可以回头思考一下更多的拆

分信息的方法，让你的学生有动机、更情愿地跟同学讨论的办法。

核心任务。很多老师会说，在课前让学生也读了，也听了，课上就让他做任

务就好了。根据我多年的经验发现，不给学生任务框架，不经过focus	on	form（语

言形式练习），就让学生去完成既有复杂度又有流利度，又有准确度的任务，而

且完成得漂漂亮亮，往往是不可能的。如果学生没有语言框架模仿，一般是不能

自如地、有创意地完成一个任务的，但并不是完全没有可能。学生做核心任务期

间需要让他们做两件事情，第一，是整理信息，全班都可以做，全班通过讨论（操

	任务策划时间长短（有无策划时间，有 1分钟、5 分钟、10 分钟）	
	与指导（无指导、有指导，有细节指导）及任务类型对输出的流利度	
	及复杂度有影响。(Foster	&	Skehan,1996;	Ortega,	1999)
	一分钟策划就可提高流利度，尤其是叙述、描述性任务。10 分钟可	
	以提高复杂度（Mehnert,	1998）

	每十周重复一次任务（叙述或采访）。结果发现重复任务对输出的流	
	利度及复杂度有帮助，但对准确度的帮助不明显。（Bygate,	2001）
	432故事法：有时间控制的重复任务可以提高流利度，节约注意资源，	
	用来处理语言形式。如语法或语音（focus	on	form）,还可以促进自动化。
（Gass	et	al,	1999；	Arevart	&	Nation	1991）

	教师在任务中随机纠错并要求重复（repeat	or	recast）或输出调整	
（output	modification）有延时效应，也能提高准确度（Jin,	2012,		
	 2013）

第二语言的实证研究结果

交际任务的策划（planning）

交际任务的循环（repetition）

交际任务中的纠错（corrective	feedback）

图 20

7.任务的排序及难易度

排序

难易度
易 难

任务的基本循环

信息交换
分组联系

信息分半
阅读、听力

信息处理/整理
合班语言形式联系

信息综合
总结写作、报告

信息整理
合班语言形式练习

人际交流
理解诠释
表达演说

3.后期任务

课后加强任务
书面语言输出为主

1.前期任务

课前启发任务语言
输入为主

课上实施任务
口头语言输出为主

2.核心任务

图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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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或提问对目标结构词汇、任务框架的语言点进行重点练习。第二，让学生在

语言形式、任务框架已经搭好的基础上进行信息交换，这个任务可以重复做。第

一次可能不太好，第二次就会比较流利。这当然是一种很机械的任务重复的办法，

还有很多其他的方法。在这个排序当中，信息处理、整理和语言形式练习，到底

哪个环节放在哪里好？这个是有争议的。我认为课上一般是做人际交流的练习比

较好，因为如果甲同学知道的和乙同学知道的信息不一样，不用催促，他们自觉

就会交换信息。

后期任务是加强性的任务，包括书面的输出和口语输出等。

任务的难易度应是逐渐递增，复杂度也是一样的，后期任务复杂，前期任务

简单。

最后要谈的是任务设计的三个基本原则（见图 22）。第一个，断层原则，

包括信息断层、推理断层、意见断层。我不知道老师们对这个有没有概念，没有

概念待会可以问。不要平均分配信息，让一些同学与另一些同学的信息不同，可

以便于引起互动。在任务里面除了埋伏断层，也就是甲同学掌握的信息和乙同学

掌握的信息不一样以外，还可以用其他的办法，比如在讨论的时候，要让学生练

习怎么说服他人。第二个，决策达成协议原则。这个原则也很重要，大家在一起

的时候，对某件事情的意见有三种，怎么样去说服别人，最后达成一致的协议。

还有讨论问题，提出解决办法，比如讨论一下北京的污染问题，给出四个解决方案。

如果只让学生讨论，那他们可以东讨论、西讨论，爱说的说很多，不爱说的不说。

但是如果让他们找出来四个解决问题的办法，这个任务就很具体了。这个是封闭

性的讨论，一般封闭性的都不好，可是在这里封闭性任务比较好。要拿出四个解

决问题的办法，学生们必须进行决策，一定要协商，最后确定有共同的解决问题

的四个方案，这其中也存在你说服我、我说服你的过程。最后一个原则也是实验

证实了的，叫做信息双向原则。Rod	Ellis说信息可以是 input-based，是单向的，

这样好不好呢？不要评论好坏。如果你的学生在那个阶段需要这样的练习，你就

出这样的练习。但是，数据统计显示，一般来说，双向的信息交换比单向信息交

换在学生的表达量和流利度上更有效。但是如果学生需要单向练习，需要这方面

的辅助，也是没有问题的（见图 23）。

这是我在2004年归纳出来的常用任务类型，有的是开放的，有的是固定的（见

图 23）。

现在你有足够的工具，可以评论任

务好与不好，还可以决断是不是属于任

务，也可以说怎么做就算是好任务了。

任务 2怎么样？

发言 19：没有语言输入。

发言 20：目标不明确。

发言 21：没有任务程序。

靳洪刚：还有任务框架也不清楚，

从哪儿到哪儿，出了这儿到那儿，往

哪儿走。所有的框架都没有。我们还

可以从此设计一些别的任务，教完了

这些以后，可以让他探索北京，告诉

学生，你今天会去这个地方，去采访

胡同里面那个王大娘。这都是在课上

做完了很多模拟之后才让学生实地进

行的，这个过程要求不许打电话，不

许问老师，出去以后不许带地图，只

8.任务设计的三项基本原则（Leaver et al, 2004）

	 任信息断层 information	gap: 信息由双方掌握
	 推理断层 reasoning	gap
	 意见断层 opinion	gap

	 分享、合作过程 collaboration
	 共同结果 negotiation,	shared	results

	 信息双向交流，而不是单向交流

断层原则

决策 /
达成协议
原则

信息双向
原则

图 22

9.常用任务类型

16 类常用的任务类型（Jin,	2004）

角色扮演类 信息交换类 问题讨论类 其他类

1 角色扮演 1 脑力激荡 1 解决问题
与决策 1 语言游戏

2 模拟 2 信息断层 2 讨论 /
意见交换 2 课题

3 采访 3 信息拼凑 3 看图讨论 3 探宝

4 演剧 4 寻找差异 4 分组讨论 4 当地探索

真实与模拟（课堂 /课下）、输入与输出、有重点与综合性、固定
与开放、此时此地与彼时别处

图 23



国际主流语言教学法高级讲习班特刊 32

可以问路人。比较难的是找到王大娘和对王大娘进行采访，这样任务就变得复杂

化了。

再看任务 3，“中国现在实行一家一个孩子的人口政策，现在我们分三人一

个小组讨论一下这个政策”。让学生先评论好不好。不太好，为什么不好？问题

在哪？

发言 22：没有背景。

靳洪刚：什么叫做背景？就是背景的语言输入。为学生搭框架，方便他们

讨论复杂严肃话题的语言框架。比如“计划生育”这个词的信息，首先得知道“计

划生育”这个词，还得知道计划生育的背景，还得知道讨论计划生育政策的一

系列结构。之后你要再去考虑，因为这个题出得很大，讨论一家一个孩子的政

策是好还是不好很难说，需要有一个框架：语言框架与讨论框架。学生应该从

从哪个角度看？是家庭的角度，还是社会的角度，还是经济的角度，还是孩子

成长的角度。这是中高级的学习者的任务。

时间关系其他任务就不再分析了。

接下来给大家介绍我们的一个教学案例。教学时间是一年级最后三周，内

容是一个课文“丁新的大学生活”。我们并没有直接给学生这篇课文，给学生

的是我们自己设计的课文相关的内容，以任务的形式来做。前期任务是甲乙两

组分别拿到课文的一部分内容，让他们完成信息交换。这两部分的内容得到的

方式也不一样，一半信息是需要听的，一半信息是可以读到的，也就是文本内容。

这种方法不拘泥于课文上印出来的文字内容。	

第一堂课是合班，第二堂课是任务，我们把学生分成 14 组，观察学生做

任务的整个过程。学生要做两件事情，第一个是听别人讲丁新的大学生活，一

个是给别人讲丁新的大学生活。这个过程就有信息差，不需要去督促，学生自

己就想去交流信息。

而且我们发现在程序上要求不同，结果就会不同。我两年做了两次实验，

发现如果开始的时候没有告诉学生在听不懂的时候要求停下来，要求对方解释

说明没听懂的一部分、要有意识地去听懂这些内容的话，程度好的学生哗啦哗

啦说完了，差的学生没有机会插话，输出是非常不平均的，有的人输出得多，

有的人没有机会。

我给大家看一个有语义协商的视频。视频中“学做人是什么”这句话，这

个女生在以前都不知道怎么说，但是你给她要求，让她注意和进行语义协商，

学生会自觉用上，后期学生在写的时候，“做人”这个词就会用了。

我再给大家看看后续任务，你们刚才看的核心任务是人际交流，有语义协

商和没有语义协商是有差别的。后期任务是不要学生把他看到的东西再写一遍，

因为他可以抄的，对学习没有作用，所以我们要求学生只把听到对方的那部分

的故事写出来，这是我的一个学生写的。故事的原文是 850 个字，经过他跟同

学的互动和协商，最后写出来的是 460 个字。所以信息的保持度还不错，至少

主要信息和主要意思都写了出来。班上 30% 的学生都可以做到这个程度，其

余学生也可以达到 60%。后期的输出实际上是重复内容，但是学生不会觉得无

趣，而且这些不必在课上做，浪费上课时间。

接下来我要讲的是电影配音的任务。配音的要求是非常有意思的，让学生

配五分钟的音，在他们制作的过程当中巧妙地使用了任务的重复，一次一次地

重复，但是一次一次地提高输出的要求。我的要求是学生的配音不能是翻译电

影，不能跟电影一样，要跟他自己的生活一样。一开始的时候，他的想法不清楚，

可是到了第一稿的时候，他知道他从几分钟开始是怎么配的。然后第二稿的时

候，我们就让他重复任务，但是第二稿语言不但要复杂，而且有他学过的结构、

词汇，学过的重点，特别是结构，定式都要用黄色标出来，这是另外一个特点。

10.讨论：这些活动算不算任务

任务 1：	你是服务员，你是客人，你们在饭店，现在开始对话。
任务 2：	你们刚来北京，不知道怎么去银行，所以你去问一个路人。你说路人，	
	 	 你是学生，好，开始！
任务 3：	中国现在实行一家几个孩子的人口政策，现在我们分三人一个小组	
	 	 讨论一下这个政策。
任务 4：	你们都看了电影《活着》，你最喜欢电影里的什么人？为什么？
任务 5：	这幅画有什么意思？

如果不是任务，
为什么不是？

图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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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二年级的学生，学完了三个学期，第四个学期第一个月到第二个月做的事

情。任务可以循环，任务的要求一定要细腻，而且，一定要有具体的程序，具

体的条件，才能出来这样的结果。

再看一下第二个范例，这是去年的例子，范例一是前年的。

你们愿意看吗？学生也愿意看，我们二年级的学生推选出来的一个视频，

在全体的春节晚会上要放。后期任务你们要再看一下，我觉得也是非常必要的。

我们要评选最好的节目，可以是动画，可以是电影，但绝不可以是直接的翻译，

我们要的是学生的再创造，而且要跟他们的生活和经历有关系。这是配音作业

的评论，每一个同学都要写，都要放在博客上。这是一个学生写的，他还为明

年的配音学生提了一些建议：“最后我还要提醒将来做这个配音任务的学生，

跟同伴一起做配音作业的时候碰到一些问题是免不了的。”

最后，我想把任务教学的现状和前景简单地归纳一下（见图 25）。

其实很简单，任务教学以十大原则为基本的原则来进行设计，在设计任务

的时候要遵循任务本身的作用和任务本身的需求。如果你想让你的学生学习语

言的使用，就必须得尊重它的循环规律，注意它的三个环节和五个组成部分，

而且必须尊重任务教学的三项原则，知道怎么排序，什么样的任务怎么排。

最后我还想说一点，汉语教学是二语教学大环境下的一个分支，其实，21

世纪对所有人来说都是具有挑战性的一个世纪，这个世纪最大的特点就是所有

学科的联系都越来越紧密，所以跨学科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这是第一。在 21

世纪教学，我个人认为有三点一定要注意，第一不管你的课是怎样的，所教的

知识一定要跟学生所需的技能相关，其中一点就是要清楚地知道我们不光要教

会学生简单的语言，也要教会学生批判思维的能力，教会学生灵活应对不同文

化的能力，也教他们创造性地使用语言的能力。

第二，就是挑战。你教的东西最好不要太简单，不要让学生没有机会发展。

第三，你一定要让他愿意学，让他愿意参与到你的教学当中去。

我就送给大家这三个建议。谢谢大家。

任务教学的现状与前景

以十大教学原则为基本教学原则

以实证研究为基础 以建立语言系统为目标

任务教学设计

任务教学（TBLT）的设计原则 教学任务的实施方法

21世纪教学的挑战

三个特点 Engaging 的两个特点

图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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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英华学校			连鹭役

我是 2006 年开始在英华学校工作，我们学校是美国中西部第一所沉浸式教

学的学校，以全中文的环境来教幼儿园到八年级的学生学中文。我的安排是这样

的：首先讲一下沉浸式是什么意思，接下来进行一些互动。

沉浸式的愿景在哪里？未来在哪里？为什么美国目前这么重视沉浸式教学？

从2006年到今年，这十年来我们走的路其实可以说是未来汉语教学的一个方向。

我们学生今年是八年级毕业，沉浸式教学的小朋友毕业以后到高中，高中会不会

为了我们的学生改变他们的教学法呢？因为目前在明尼苏达地区，没有一个美国

的高中准备好了接收沉浸式教学的学生。四年后这些学生要上大学，大学是不是

又要为了我们学生做一些改变？这是一个趋势，是一个现状。

从 2006 年开始，全世界学习华语的趋势直线上升，那一年在美国中西部，

我们学校是第一所华语学校，第二年就有三所学校跟进。我们学校的全中文沉浸

式教学做得比较特殊一点，学生从一进到幼儿园开始就完全不讲英文，老师也完

全不讲英文，只用中文教学，你想想，可能吗？怎么做？在教学上，你觉得这是

可行的还是不可行的，要花多少时间？

到目前为止全美号称自己是沉浸式教学的学校至少有 300 所，而且还在持

续增加。从一开始 1981 年没有，慢慢有一所，接下来 2013 年 140 多所，接

下来这几年持续增长，整个犹他州全州开始做沉浸式教学，明尼苏达州我们学校

是第一所，接下来增加了 3所，再接下来增加了 7所，渐渐所有的学校开始慢

慢往这个方向发展。

什么叫沉浸式教学？我们要先从语言的项目分类来讲。第一，以前美国的学

校通常叫做 FLEX	programs，经验式外国语项目，小学、中学、高中都有这个

项目。学区愿意开办中文项目，不是以沉浸式教学方法，而是叫“外国语经验项

目”。这个外国语经验项目很简单，申请一笔经费，开设三个月的中文班，三个

月结束之后没有经费了就找别的经费，接下来的三个月开设法语班，或者是德文

班。每三个月换一个班，目的是让学生看看自己喜不喜欢这个语言，要学哪个语

言。这个方法证明没什么效果，对于老师来说难度在于怎么去引起学生的兴趣，

但是每个礼拜只上一次中文课，其实学生根本学不到什么，上课第一天到最后一

天就是“你好”，最后一天多了一句话“再见”。这样一来，学生根本没有信心，

会感觉中文很难。

美国政府觉得这个实验式的方法没什么用，老师也觉得没什么用，学生也觉

得没什么用，到了后来学校说应该让学生从小开始整年都上中文课。但是又没有

经费排中文课，顶多就是一个老师教全校的学生，学校说必须要排课，每一个汉

语老师每一个礼拜见全校所有的学生，每一个礼拜学生见一次老师 30 分钟或者

两次 60分钟，加起来学生还是一样，第一堂课上会说“你好”，再讲数字“1—

10”，最后说“再见”,下一次来就忘记了，到了期末还是一样，他学到的还是很少。

二年级的学生觉得自己学了一年的“你好”、“1—10”、“再见””，该学点

别的，老师可能加了“颜色”，学生还是忘了，到了八年级，学生还在学一样东

西，就会渐渐失去兴趣。中文实在太难了，这样的方法也没有效，小学开始教语

言有它的好处，但是小学学到的语言并不能提高很多。

大家开始摸索沉浸式教学到底怎么一回事，开始如火如荼地用沉浸式教学

方法教学西班牙语还有其他的语种。沉浸式教学也有很多种不同的项目。第一，

one-way，单一方向。全校的学生进来的时候不见得需要有中文背景，不会讲

中文也无所谓，进来后从头开始学习，教师用汉语教所有的科目。第二，two-

way，要求有两个母语语种的学生，并且人数差不多，放在一起学习的沉浸式方法，

两个语种的学生互相增强彼此的语言能力。说汉语的学生跟讲英语的学生互相学

习，语言是分开来的，汉语老师只教汉语，英文老师只讲英语。有的项目不是这

连鹭役

美国明尼苏达州英华学校教务主任。

英华学校是明尼苏达州第一所采用全

中文沉浸式教学方法的公立特许学

校 , 学校从幼儿园到八年级 , 一共有

676 名学生。她的培训领域涵盖汉语

语言教学、沉浸式教学法、行动研究,	

中文阅读和写作教学 , 以及中文教学

评量。

Email：luyi.lien@yinghuaacademy.

org

美国中文沉浸式教学项目趋势

Resources:	http://miparentscouncil.org/2013/11/20/mandarin-
immersion-schools-in-united-startes-in-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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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做，有的项目分成一个老师同时教两种语言，早上上中文，下午上英文。这取

决于学生的母语种类，学生的人数是不是均衡，至少不能差太多，这样才能够互

相支持互相帮助。第三，本土化，为了保存土著民族的语种而设立的语种学校。

什么叫沉浸式教学？我听过很多老师说我们学校是沉浸式教学，每天就用

中文，只用汉语教学，在我的课堂只讲汉语。这叫沉浸式教学吗？如果你的班每

天都是用中文教学，你也不能说是沉浸式教学。沉浸式教学指在学校里至少有

50%的时间老师是用目标语言讲课。我们学校数学课用汉语教学，中文课当然

用汉语教学，科学课用汉语教，自然、社会用汉语教学，音乐课一半一半，画画

课全用美语教学。为什么画画是全美语？因为在美国公立学校教书，老师必须有

执照，会讲中文又有体育执照的老师根本没几个。讲汉语，画画好，有，但是没

有执照，我们就只好根据实际做一些调整。

50%以上的时间是用目标语言教学才能够称为沉浸式教学。沉浸式教学有

一些要求：第一是密度，学生跟老师接触、跟汉语接触的时间有多少？一个礼拜

40分钟还是每天半天的时间，或者像我们学校幼儿园是 90%的时间都是汉语教

学，10%是出去玩的时间、吃午餐的时间，还有体育课是以英语教学。有的学

校早上半天是中文，下午半天是英文。时间怎样安排，才能够决定是不是沉浸式

教学，如果一个礼拜只见一次当然不是沉浸式。第二是这个项目持续性有多长，

如果只想幼儿园试一年，那不行。我们学校的学生进来之前我会先跟家长开会，

告诉他们你的孩子进来我们很欢迎，但请你记住，语言的学习不是一朝一夕可以

达成的，不要期望进来就可以说中文，那是不可能的。我们跟家长这样讲：你要

至少给学校五年的时间，学生才能够达到一定的程度，才会真正变成双语人才。

如果想试一年，第二年不想学了，转走了，要是这样的心态，就不要送来。真正

的沉浸式教学有它的办法，可以真正提高学生的中文水平，但是需要时间。

沉浸式项目很不同，先得知道有多少人讲汉语，才可以决定开什么样的班。

如果住在加州或者纽约华人比较多的地方，有足够的华人学生，足够把两个族群

的学生放在一起，一半一半就可以开一个 two-way 的项目。但不是说想开一个

two-way 的中文班就可以的，因为很多地区没有那么多的华人。因此我们学校

一开始就决定要开设 100%中文早期班。

沉浸式教学到底有些什么样的特色？我们学校是中文课用中文上，体育课用

英文上，上什么内容呢？内容还是美国一般学校里面要求的内容，学生要了解美

国的课程大纲，因为到三年级之后，每一个公立学校的学生都要州考，我们必须

要让他们学会该学的知识，考试之前想办法把学生已有的知识转成英文。所以授

课的内容并不是由我们学校自己决定，要遵循所在州的规定。

学生进来之前不需要有任何的汉语基础，接下来我们会告诉家长，学汉语并

不会让学生的英语变差。因为很多家长说每天上课都用汉语，学生的英文怎么办，

会担心。如果学生的一个语言变好了，第二个语言就会跟着好起来，不会互相消

减。我们第一届毕业的学生会讲中文、会讲英文，到了高一很多学生决定学第三

种语言。我们问他们为什么，他们说其实对他们来讲从小学两种语言使得学习第

三种语言变得非常简单。我们有的学生学了日语、韩语、西班牙语、法语，到了

高中他们不仅没有放弃中文，还会继续学习另外一种语言。

在学校里面学生唯一能接触到的语言就是汉语，老师通常都会双语，但我们

不让学生知道老师会说两种语言。我们跟家长开会的时候会讲，请家长记住老师

在学生面前不说英语，你如果要进教室请不要跟老师直接对话。一个老师从小在

台湾长大，18 岁才回到美国读书，是一个白人，汉语讲得非常好。我们就请她

当幼儿园老师，她特别认真，一句英语都不说，所有的学生认为她只会讲汉语。

有一次美国的新闻部来采访学校，我们觉得这个老师英文讲得特别好，所以请记

者采访她，这位老师就侃侃而谈沉浸式教学的好处。晚上她的学生看到了新闻就

哇哇大哭，说我的老师会讲英文，家长就打电话给我们。第二天一大早我马上问

她怎么回事，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她说别担心，我昨天以为我已经破坏了沉浸

式最主要的规矩：不准让学生知道老师会讲英语，所以看了新闻后非常担心。后

来跟学生说这是旁白，学生就继续被我们蒙在鼓里。我曾经有一个学生，他的妈

妈讲西班牙文，而我们学校的校长是讲英语，有一次他迟到了，走进办公室，我

用汉语说怎么了，他用汉语回答说：肚子不舒服，我今天迟到了。他妈妈问，你

跟老师讲什么，他就用西班牙文讲了一遍。校长从办公室走出来，他又用英文讲

一次，短短的几秒之间就讲了三种不同的语言。

那么，我们的目标是什么，为什么要有沉浸式教学？我们做一个小活动，请

所有的人站起来，配合一下。如果你找到一个伙伴，用眼神跟他沟通我们两个是

伙伴，你可以用眼神沟通或者拍拍肩膀，或者拉拉手，表示你找到一个伙伴。找

到伙伴的人请坐下来，没有找到，就看看其他人，谁没有伙伴，你就跟他一起。

现在我要问沉浸式教学的目标，有四点，但是整体来说一个最大的方向，请

你跟你的伙伴讨论，等一下我会解释为什么这么做。今天你们先当一下小朋友，

我要说“眼睛眼睛”，你们要说“看老师”，我说“耳朵耳朵”，你们回答“听

老师”，我说“嘴巴嘴巴”，你们说“不说话”。

刚刚我讲了沉浸式教学的四个目标，我随便点人了，有没有自愿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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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言 1：用目标语来思考、讨论、分析。

连鹭役：还有呢？

发言 2：我觉得是更自然地学会汉语。

连鹭役：目标语言达到一定的标准。还有呢？

发言 3：我觉得可能是让他们在只有中文的环境下来更容易地学习汉语。

连鹭役：还有呢？

发言 4：我觉得是自然习得，效果更好一些。

连鹭役：我刚才说沉浸式教学是以汉语为工具，教授学生学所有的学科，它

的目标有哪些，我们看看。

第一，目标语言要流利。

第二，英文不能差。

第三，学科成绩要很好。

第四，必须要有超越，比一般人能够了解汉语文化或者中华文化的能力。

我们学校六年级的每一个学生都会背《礼运大同篇》。美国比较好的中学也

会学这个，但是老师教学生的是英文翻译的《礼运大同篇》。我的规定是每一个

六年级学生都能自己向大家介绍文言文，而且必须是有意义的文言文，我希望他

们可以理解中华文化是什么。中国文化本来就有民主的思想在里面，我还会跟学

生讲一般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这样他们就懂得了有些人对中国是有误解的。我

要告诉他们中国的思想是什么，六年级开始我就让他们背，不只是背，背了之后

还要理解，还要回家跟爸爸妈妈讲。七年级我让学生上《木兰辞》，学生就会一

直哭为什么要背，你不教给学生木兰是谁，学生就以为是迪斯尼里的木兰。我们

要讨论的是中国人的忠、孝、仁、义、礼。真正的木兰跟迪斯尼的木兰有什么不

一样？让学生自己做比较，让他们自己做评判，喜欢哪一种？为什么？让学生有

独立思考的能力，我用中文让他们真正地理解中华文化，这要从小做起。

八年级的时候我们上《桃花源记》，让他们知道理想的世界是什么样子的，

借此告诉学生要在心里有一个理想世界，你是那个世界的主宰，当然你也可以做

一些改变。

沉浸式有很多不同的目标，最主要的是这四个目标：流利的目标语言，

流利的英语，很好的学科成绩，文化的理解跟欣赏。沉浸式教学希望做到的

最大目标就是流利程度：流

利的中文，流利的英文，流

利地对世界不同的人种的认

识和了解，流利地了解怎么

样跟中国人相处。

我常常跟学生讲，如果

跟一个长者一同走在路上，

必须要往后退一步，这就是

中国的礼仪，这就是教他们

孝道、礼节。学生了解了，

家长就会了解，将来的大同

世界就是世界和平。

美国外语教学协会讲过，

一般学生分为几个不同的程

度：初学者，只会背老师教

你的词，“你好”，“1—

10”，“红色、蓝色、绿色”；

中等程度可能稍微好一点，

还是背，但是已经知道意思

了；高等就是不仅能够背，

而且能够自己生产一些。到

了高等程度，学生就可以跟

Goals of Immersion Programs

Proficiency	in	the	target	language

Proficiency	in	English

Academic	achievement

Intercultural	competence

√

√

√

√

Proficiency Inverted Pyramid

Intermediate
Can	create	with	

language,	ask	and	
answer	simple	questions	

on	familiar	topics,	and	
handle	a	simple	situation	

or	transaction

Advanced
Can	narrate	and	
describe	in	all	major	
time	frames	and	
handle	a	situation	with	
a	complication

Novice
Can	communicate	
minimally	with	formulaic	
and	rote	utterance,	lists	
and	phrases

Survive	and	cope	
in	the	country

Satisfy	most	work	
requirements

Limited	work	
ability

Superior
Can	support	opinion,	

hypothesize,	discuss	topics	
concretely	and	abstractly,	
and	handle	a	linguistically	

unfamiliar	situation

HIGH

MID

LOW

HIGH

MID

LOW

HIGH

MID

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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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语是汉语的人聊会天。中等程度也是分了低、中、高，一开始可能只会聊一些自

己比较熟悉的东西；到高等程度，学生通常是可以讨论一些实事，还是局限在具体

的方向。我记得有一个二年级的学生带着爸爸、妈妈到中国来旅行，爸爸妈妈回到

美国跟我说，“我的孩子能够完全没有

障碍地跟出租车司机讨论我们要去哪

里，可以帮我问哪里可以上厕所，可以

跟人讨论价钱。谢谢老师。”那时候我

就想二年级可以做到这个太好了。

后来我发现其实达到中等程度就

可以在那个语种的城市里面活下去，

没有问题。美国人讲英语，到中国来，

汉语水平达中等程度就可以生活。如

果汉语水平再高一点，达到中等的高

级程度的话，基本上就可以做大部分

的工作。但写文章、评社论的话，一

定要到高级水平。一般的沉浸式的学

生就算再学，因为没有那样的环境，

也顶多就到这个程度。如果将来有机

会到说汉语的国家住一两年才有可能

到接近汉语是母语的程度。

以前做过一个研究，如果学生从

幼儿园到四年级学了五年，一个礼拜

学一次汉语，那么学生水平还是只能

到初级阶段。K12 顶多到中级，如果

学 12 年、13 年顶就是到这个程度，

你从中学开始学，更不用说了，中学

就算学四年还是只能到新手阶段。只

能够到在中国活下去的程度，但是完

全没有办法做其他的工作，没有什么

用。到高中才开始学，根本来不及，

因为学了一年，还是只能到初级阶段，

高中到十二年级汉语水平还是很低。

只有沉浸式教学才有可能让学生从K-8拉到这个地方，高一点可以到这个地方。

这是沉浸式教学的一个走向，真正能够帮助学生达到的程度。

我们想要培养什么样的孩子 , 不可能用现在看得到的世界来为他们做准备。

美国现在有一些说法，特别是针对 21

世纪的新技能，语言是其中一项。沉

浸式教学有许多好处，它可以让学生

变成真正的双语人才，可以让大脑的

思考能力更活跃，我刚才讲的西班牙

小孩，西班牙文、汉语、英文，可以

让三种语言很自然地转换，这只有在

沉浸式教学里面才可能实现，也可以

让学生更有创造能力。

连续两年我们学校三年级的学生

考数学，从幼儿园到三年级，在他们考

试那一天之前全部的数学都是用中文

教的，但是他们用英文考数学可以达

到 100%的通过率，其他学校的学生

是60%的通过率。所以用汉语学另外

一个学科，真的可以让学生学得更好。

我做的一些小研究证明，老师用

汉语讲课，学生要想办法知道老师在

干吗，老师要想办法让学生知道他在

干什么。老师用各种方法让学生理解，

学生必须要很专注地看老师。如果学

生在上数学课时非常专注，就当然知

道老师在讲什么，他们上每一堂课都

很专注，吸收能力就会比较好。

我们通常会跟家长说送孩子到沉

浸式教学的学校是一石二鸟，交一次

钱，学生学了语言，又学了所有他应

该学会的知识。我还会跟家长讲不要

以为来到沉浸式教学的学校就一定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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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保证孩子的中文会很好，不见得，因为语言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学到的，要做好

长期学的心理准备，这是蛮辛苦的。辛苦在哪里？老师很辛苦，老师们准备教材，

要想办法让学生理解。学生也很辛苦，他们整天坐在那里听不懂，可是还要写作

业，要想办法听懂，等一下我们就会看到学生们把各种办法都用出来了。家长也

很辛苦，孩子回到家，家长会慌，因为家长看不懂汉语，不知道学校做什么，想

要来学校看看，我的回答是可以来学校，但是你要讲中文，要不然就不要进来，

家长就觉得很痛苦，想要投入，想要帮助，但是没办法。功课怎么办，作业怎么

办，家长很辛苦，每天都在那儿猜。

我第一年教书的时候就告诉学生，我只讲中文。每次都这样讲跳舞，我一边

扭一边说“我喜欢跳舞”，学生就跟着我说“我喜欢跳舞”。开家长会的时候，

这个家长跑来跟我说“你是我女儿最喜欢的老师”，我就暗自开心，她说“我女

儿说你是一个非常奇怪、整天只会摇屁股的老师”。我那时候就觉得形象大毁，

那天我就发现了我并没有每一堂课都保证学生真的懂了。我当时用跳舞的方法，

就觉得学生了解了，但后来我知道至少要有 9种不同的方法，才能够告诉他们这

个简单的概念，确定他们吸收到我要传达给他们的信息。后来我对这些教学方法

进行研究，每一个句子每一个词我都要想七八种不同的方法，不但给他们图片、

用动作，有时候解释，有时候跟朋友聊天或者出去玩，我都注意还有什么方法可

以用来教学生。

有一次非常有意思，我带了一群学生，从明尼苏达到北京去拜访姐妹校，然

后去西安，想让学生了解西安的历史。我们请了一个导游，这个导游跟学生讲，

一会儿带你们去吃刀削面。我跟他有相同的背景，一听就知道，学生就“啊，刀

削面？讲慢一点”，慢点讲，大声点说了之后，学生还是没听懂。后来学生看着

我，我就看着导游，看看他还能够用什么方法让学生知道，他竟然说“DAO刀，

XIAO削。”沉浸式教学没有那么简单，你大声也不对，小声也不对。后来我们

到了店里面就叫了刀削面，让他们看。

所以说，这个过程对每一个人来讲都很辛苦。行政人员也很苦，我们常常要

跟家长沟通，家长搞不清楚状况，或者老师给学生的分数不好，家长会问我孩子

为什么要背书，功课为什么这么多。我们就必须要跟他们沟通，也必须要了解美

国文化是什么。我们是采取语言的分离方法，如果母语是英文就讲英语，母语是

中文就讲中文，尽量创造全中文的环境。

沉浸式教学是目前在我看来唯一能够做到真正的双语和双文化的教学方法，

这也是我们的最终目标。

接下来，请大家找你的伙伴聊一聊，究竟我们希望培养出什么样的人才？你

想要培养出什么样的孩子？请你跟你的伙伴讨论一下到底汉语沉浸式教学该如何

进行？

发言 5：培养熟练使用目的语交流和生活的学生。

连鹭役：怎么做？

发言 6：最好是把他放在那个语言环境中去，送到中国来。

连鹭役：谢谢。

发言 7：世界性公民，给学生机会，让他了解其他民族的文化。

连鹭役：给他机会认识不同的文化，我在讲座里面会跟老师讲，老师都是教

中文，你非常有可能是那个唯一的资源，学生希望通过你来了解中国文化。所以

中文老师需要非常注意你们自己的用词，非常注意怎么对待别人，怎么样跟学生

讲话，大声、小声？怎么跟家长沟通？你一定要思考。你非常有可能是学生爱上

中国文化的那个唯一的契机。那么沉浸式教学应该如何进行？

发言 8：老师要做出榜样，老师要对自己的文化很了解。另一方面还是要把

他放在语言环境中。

连鹭役：老师要以身作则，非常清楚自己的文化，非常尊重其他人的文化。

第二，要把学生放在这样的语言环境里面，最好创造这样的环境。在中国创造环

境很容易，到处都是汉语，到了外国怎么办？如果你在美国，你在科罗拉多州，

你怎么创造这个环境？我要让你们想一想，在一个有效的沉浸式教学课堂，你希

望看到什么？听到什么，感受到什么。

连鹭役：“眼睛眼睛，看老师”。我让学生练习，我刚才的句子可以加什么？	

“眼睛眼睛，看漂亮的老师”，“耳朵耳朵，听好听的声音”，“嘴巴嘴巴，安

安静静不说话”。这就是说，要让学生多练习，但是又让学生练习完之后可以自

由运用他们的语言，做到理论与实践并行。

我接下来会放好几个录影带，小小的一段，请告诉我你们看到了什么，听到

了什么，感受到了什么。每一个人在你们的名牌下面有两张便利贴，拿出其中的

一张，这一张一边看视频，一边写下一些形容词就好，看到什么，听到什么，感

受到什么。

我会跟我的学生说，我的中文很好，我不需要多练，但你的中文不够好，

所以要多讲多练习。这个只适用于中学生，你千万不要跟小孩子说，“你中文

不行，需要多练”，小孩刚进来你要对他们说“你中文讲得真好”。我们对待

不同年级的孩子有不同的教学方法。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学生，幼儿园、一年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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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级在我们学校可以达到什么样的程度。这个学生是走在走廊上，我就把她

请进来，用中文讲一遍，英文讲一遍，她没有稿子，就被我临时找到办公室讲话。

请你写在纸上面，写下你看到什么，听到什么，感受到什么。你也可以只用一

个形容词。

刚刚是二年级的学生，我先简单找两个老师讲一下，你写的形容词是什么，

为什么？

发言 9：我看到的是很自然，听到的是流利和丰富，我的感觉是很惊讶。

连鹭役：谢谢。再找一位老师。

发言 10：我想到的形容词是完美，非常棒，我觉得她的发音很地道。

连鹭役：我们看一下六年级的学生。

发言 11：我能联想到自如、可爱、纯真那样的一种感觉，这是给我的直观感受。

发言 12：这个孩子给我的感觉，她的演讲很中国式，不像一个美国孩子，

这是我印象特别深的。

连鹭役：未来会产生多少这样的学生，这需要大家去思考，怎么做到让二年

级的学生讲流利的中文，流利的英文。我前两个礼拜带学生到内蒙古，把他们放

在教室里面上课，让他们感受中国学生怎么上课，让他们体验一下、验证一下他

们自己能不能听得懂。数学课、体育课、科学课、物理课，他们坐在里面听，结

果是可以听懂。我可以培养出这样的学生，将来他们想到中国读书也是可以的。

他们可深可浅，将来读中文系有一定的底子。如果他只想做生意，只想工作，也

是完全没有问题。

这个你们要认真看，你看完以后告诉我你看到了什么，听到了什么。

课堂里面的感受是什么样？这是幼儿园的教室，已经上了半年的课。请你跟

你的伙伴讲一下。老师在教什么？数学，用的是什么方法？游戏的方法。只有游

戏还不够，你要想语言，幼儿园还不会说，语言的输入，老师怎么给他输入语言，

为什么学生一下听懂了？

发言 13：加了肢体动作，头撞到了，她摸了头。

连鹭役：还有呢？老师还写了。她念的是诗歌还是歌谣？听懂了吗？如果你

要教学生，面对这群外国孩子，要用他们之前知道的歌谣，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老师用学生知道的歌谣直接转换过来。她讲得很慢，她说 10 个小朋友蹦蹦跳，

一个跌倒了剩下几个小朋友？吴老师打电话给校长，校长说，小朋友不可以在那

边蹦蹦跳。数学教了？中文教了吗，文化有没有教？文化代表你在课堂上应该有

的行为，可不可以蹦蹦跳？不可以。可不可以看到别人跌倒就笑？不可以。你看

到的是什么，听到的是什么，感受到的是什么？

发言 14：我看到的是一个快乐的课堂，我听到的是老师和孩子之间互动，

我感受到的是老师很辛苦。

连鹭役：看到学生很快乐，听到学生很快乐跟老师互动，感受到老师很辛苦。

教幼儿园的老师要有很好的体力，还有吗？

发言 15：我看这个小朋友非常的可爱，我的孩子也是幼儿园差不多大小，

觉得确实非常适合孩子的性格，让他们融入到这个课堂。我们也很受这样教学方

法的启发，以什么样的方式能带动他们已有的知识，像歌谣，能够迅速地能够融

入到外语的环境里面，很受启发。

连鹭役：你们看学生在这样的环境下学习，会不会觉得很快乐，他们会觉得

学中文很快乐。学生进来之前我跟家长讲，你不要只觉得中文是很难的，从小学

习中文的话，对他们来讲就一点都不难。

接下来，请你们写下两件学到的新知识，写下你们心中的疑问。写好的话，

请你把那张纸贴在白板上面。生日是1月的你贴到白板上，2月生日的贴到柱子上。

生日是 3月的同学，来贴你的便签。生日是 4月写好的，不要写太多。生日是 5

月的请你贴到柱子上。生日是 6月的也是贴在柱子上，7月贴白板上，8月也贴

在白板上，9月、10 月贴在柱子上，11月、12 月贴在白板上。

贴完之后你想一想，文化是什

么？目标语言是什么？学科知识是什

么？你们想想教室，就算你们教室有

二三十个学生、四五十个学生都没关

系，我布置了很多事情，所以他们就

不会发呆。大家要记得，做每一个活

动之前都要想好，有的学生学得快，

讲得快，那么这些学生做完了之后怎

么办，有什么其他的事情。我布置了

让你们去写问题，写下两个新知识，

写下一个问题，有的人写得快，有的

人写得慢，写好的过去贴，看完的要

记笔记写下我们讨论的活动。课堂管

理是另外一个很重要的部分，你们在

做每一项活动之前要想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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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我要讲的是丰富课堂的沉浸式教学方法，我怎么样把学生的注意力往

我这边集中，有几个方法？我昨天晚上来的时候跟一个老师聊，那个老师说，其

实有很多好方法，每次听完这些好方法，到课堂上就想虽然方法很好，可是我班

上学生这么多，根本没办法做。这么多的学生，我们还是可以生产一些方法，你

规定他们谁先讲谁后讲，每一个人都有机会讲到话。

我问问题的时候，有一个很好的目的。我可以准备想得比较慢的问题，老师

叫到学生的时候，学生肯定会哑口无言；但如果被老师叫到的学生，他们先听到

伙伴的答案，就知道应该怎么讲，至少有一个别人的答案可以讲。我在请学生回

答问题的时候，有时甚至可以说“同学，请你回答你旁边小伙伴的答案，不讲自

己的答案”，因为我知道他已经准备好了。我还可以思考，平常不爱讲话的学生

怎么办，我可以找这个学生，帮他准备好答案让他跟小伙伴讨论，我叫他回答的

时候，就不用担心他说不出话来。把这个活动带到你们的课堂，先把你们的学生

分好，每一个人找一个小伙伴。

那么，目标语言是什么，学科内容是什么，文化是什么？用你自己的话告诉

我，你的理解是什么。

发言 1：有目的学习或者有目的使用的语言。

连鹭役：还有呢？

发言 2：这个问题有点大，目标语言可能是外语，可能是第二语言。

连鹭役：是很大的问题，没错。以前我问这个问题，有的老师说文法、词汇。

有没有家长问你一年之后我的学生可以学多少个字？学科内容呢？社会课、自然、

数学。文化是什么？很多老师觉得是中华文化、中国文化或者美国文化。如果你

希望学生独立解决问题，或者合作解决问题，文化就是你要教学生怎么问问题，

怎样解决问题，这点非常重要。常常有很多中文老师或者教汉语的老师认为文化

是教学生用筷子。你教会学生什么样的文化，在做每一个动作之前，先想想看这

代表着什么。

沉浸式教学必须具备三样东西，一个是学科内容的目标，一个是语言目标，

一个是文化目标。你在设计活动的时候就要想怎么样把文化带进去。我给大家看

一张图片。一位学生在做一个正方形。她在学生什么？学科可能是数学或科学，

也可能是自然。目标语言是什么？汉语；她的词汇是什么？正方体由几个正方

形组成，几个面，几条线，几个边，句型，步骤，太多了，可以做这么多。一

个人做还是两个人做，独立完成还是两个、三个一起完成？文化是什么？一个

人完成就是独立的文化，如果是两个人一起做的话，就是合作的文化。

教室里面全是中文环境。如果有人来我们学校参观，学生要讲解墙壁上面

的学生作品。为了让学生能够给客人讲解教室里面的布置，必须要学会什么？

他们必须要了解这一班的学生在学什么，上面有地质、地表，手工艺品，地心、

地球，必须要有基本的学科知识。第二要知道怎么既把这些知识讲给客人听，

又要跟人家相处，必须要用客人听得懂的话讲给客人听。文化是什么？沟通的

文化，你与他人的距离，你的个人空间，这都是一种文化，我讲的并不是唯一

的答案。

这是二年级的课堂，学科是什么？数学课，而且是单位的转换。这是学科，

语言知识呢？单位、量词、数字，跟朋友一起合作的语言。文化呢？团队合作，

我讲的都是其中之一，可以自己去想，图片告诉你什么？课堂上 100%使用全

中文可能吗？我问你的意思就是当然可能。你觉得可能是 1，不可能是 2，也许

是 3。如果你的目标是让学生沉浸在各种不同的环境里，你给他不同的词汇量，

全中文就有可能。

我下面要讲一下怎么样丰富整个课堂。每一堂课要包含学科内容、目标语言

和文化，我让你们看一下怎么开始，幼儿园的第一天课怎么上。

第一天学生懂不懂汉语？有一些懂，一开始老师先讲男生、女生，用图片讲。

我是男生吗？不是。他是男生吗？是。有些学生听得懂，有的学生不明白。

老师接下来做什么，男生一排，女生一排。有的学生走来走去，第一个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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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老师的名字，张老师的名字，他们到了 10 月之后才开始取中文名字，你要

天天叫他们，让他们知道自己叫什么。但一般我们会让他们先把英文名字记

熟，经过一两个月的相处，老师知道这个孩子的个性，会给他们一个适合自己

的名字。

我们也可以做一些小小的努力，提供语言学习区，例如唐诗每周新字。有

一些学生没事，或者已经做完了他们应该做的事情，就可以去语文学习区，每

一个词念两遍。这个可以让他们不断重复练习，让他

们接触到汉字的机会增大。

数学区全部用中文，自然科学区也一样。

《东京的街道》，这是一个二年级的项目，课文

里面讲到东京街道很热闹，什么叫热闹，必须要看学

生是不是了解，就让学生去贴图，把热闹的感觉展示

出来。

课堂里面随时让学生看到中文字，教室的常规和

每个地方全部用中文写，如图书馆，科学课。上完这

些课后，会有一个整理的时间。接下来就是画画课，

吃午餐，今天会出去玩。我们的中文教室就是全中文

的布置，英文教室全部是英文的布置。

你们想一想在每一堂课上，要把语言和文化放在

是东方人，他听得懂。真正现实社会里面是不会介绍我是男生，我是女生，那么

幼儿园为什么要教这个？因为他们要把这个用在生活上面去。接下来他们去洗手

间，有一个男孩子晃来晃去不知道怎么回事，一开始跟着走，第二天也这么做，

渐渐地开始教别的。

学生从第一天开始听排队，接下来老师就排队，过来，排成一排。感觉有没

有很乱？不会太乱。学生听得懂吗？有的听得懂，有的听不懂。一天下来很多活

动，学生一天学两个字三个字，慢慢地他们跟老师沟通完全没有问题。

刚刚那幅照片，老师有没有用图片？老师用动作，老师的表情呢？很清楚，

很夸张。发音呢？很清楚，很简洁。老师的话不会讲太多，慢慢会越讲越多。到

了学期末，幼儿园学生必须要用完整的句子回答问题。我们在期末会做一个口语

测试，幼儿园是两个两个学生来进行这个测试，我们发现成绩第一的是本来就会

讲中文的学生。我们希望学生讲完整的句子，学生不会讲中文就每天练习，如老

师问“你几岁”，学生会说“我今年 6岁”。男生和女生上课坐在一起，没有

特别需要分辨的，只有上洗手间的时候需要区分，你用图片告诉学生，让他们连

接到自己的生活，洗手间外面还贴了男生女生。现在学生看图片，接下来会看图

片和汉字。

一开始你教给他拼音，他就只看拼音。到了2月、3月，我们就把图片拿走，

你要上洗手间，男、女。洗手台上也要贴洗手台。必须要一致，你讲洗手间，

就说洗手间，洗手台也说洗手台。

在平常的教学中，还要让学生觉得他们可以做到。一定要跟学生说，“你

说得到，就要做得到；你做不到，那就不做了，这不行”。学习的态度一定是“我

可以做到”，你要帮学生，即便他们每天都在晃来晃去，但是跟着其他的学生做，

他们就可以做到。你要找到各种方法去鼓励学生，每一个小环节他做到了你就

鼓励他。

比如老师跟学生说，请一个同学上来自己想一个动作，这个同学做了几下，

说“1—10”，老师就在那看。有的人拍手，1、2、3，下面的同学就要拍，4、

5、6、7、8、9、10，在台下听的同学要非常关注看台上的人拍几下，他们就

会非常关注台上人的表现。我们第一要看学生做得对不对，第二要鼓励学生，

任何一点小小的成功都要拼命鼓励学生，告诉他们做得很好，学生就会觉得我

真的可以做到。

那么怎么创造一个全中文的环境呢？这时幼儿园学生还没有中文名字，我

们可以说：“小朋友，欢迎你们来英华，找一找你们的名字。”学生们会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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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你要怎么做？ 12345 的概念很简单，有的学生学很久才知道，怎么样

把实物和数字连接在一起。你看这个 5，学生要用 5 个一根一根的棒子正确展

示出来 5 的概念，这边是 8。不但要让学生练习他的大肌肉、小肌肉动作，还

要把数字概念带进去。语言也在里面，学科知识也在里面。文化是老师教学生，

学生自己做自己的事情，不要吵其他的人。

数学很好讲，学生知道“个十百千”，那么怎么教学生“个十百千”的位置？

你要设计一些活动，个位、十位，有几颗珠珠，二年级到千位数怎么做？也可

以是翻牌子，学生听，然后

翻出正确的数字。

文化还有一个是算盘，

是不是一下子感觉很多的文

化可以带进去？而且算盘非

常好用。跟他们讲“个、十、百、

千”是什么意思，让他们打

出来演示给大家看，这个只

是让学生单纯把数字拨出来。

或者让学生自己做一个算盘

来玩，一堂课就有了很多不

同的精彩活动。

学拨算盘的时候，我们还可以跟他们讲算盘的故事。

老师讲解的时候，可以用上多媒体，学生也喜欢玩。我会问学生，有计算

机了为什么还要用算盘？我要教文化，还要告诉他们算盘是中国人的智慧，它

有时候比计算机还快。这时我就跟学生比赛，我给自己一个算盘，给学生计算机，

我们比赛算数。我把学生分成两组，增加课程的有趣度，看看算盘快还是计算

机快。学生觉得算盘好好玩，就会继续想要学下去。

现在我给你们一个主题，你们来想一想怎么教。一会儿我会公布答案，这

个答案是学生自己想出来的。我刚才一直在讲数学的概念，学科内容、语言点

还有文化上怎么结合。请问科学上，你如果要讲风和风的级数，有哪些可以做

的？你的语言目标是什么？学科知识我已经讲了，就是风和风的级数。语言目

标是什么？文化有哪些？

今天最重要的就是，你要记得每一堂沉浸式教学都要有这三个目标：第一，

学科知识，你要学生学什么，你会怎么教；第二，语言目标；第三，文化目标。

发言 3：学科知识就是风和风的级数，语言目标让学生了解风，设计活动

的时候可以拿一张白纸让大家吹起，模拟风。

连鹭役：非常好，看看你的课程目标在哪里，让学生知道 1 级风、2 级风

还是知道大风、小风、中级风。这堂课教学生0级风到12级风，分清楚它的级数。

你想想看小时候是怎么学的，老师拿着纸让你背，0 级风没有感觉，1 级风是

小小的风。你要做一些活动让学生想一想 0 级风是什么。第一个活动，我们的

老师准备了一个收纳盒，里面放水，折小船老师就吹。第二个活动有老师拿蜡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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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级风蜡烛不会吹灭。

今天就给你们这几个概念。最重要的概念是设计每堂课的时候，要思考语

言目标是什么，学科目标是什么，还有你的文化，你要着重在什么方面讲等等。

谢谢！

主持人：谢谢连鹭役老师，给我们上了一堂非常精彩的课。简单说一下，

我个人理解为什么选沉浸式教学这样一个题目，大家知道国际汉语教学有两个

战场：一个是国际，一个是国内。现在规模最大的还是在海外，孔子学院推动

的这个战场。在国内，外国留学生在学校里，他们周边都有汉语母语者和中国

文化的环境，大家在设计教学方面比较容易。但在国外有一个问题，学生一周

就学两节课，两个小时，回到家，爸爸妈妈讲英语，一年下来巩固率很低，学

生就没有什么成就感，所学的内容流失得就比较多。我个人认为目前在海外的

非汉语环境下，沉浸式教学是很好的模式，在座的各位老师以后出国教学，教

授汉语，即使去的不是英华学校这样的沉浸式教学环境，也可以把你们的课堂

设计成一个沉浸式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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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英华学校			连鹭役

开始之前，我们先做一个小小的测验，看看你们昨天吸收的效果。我昨天回

去也做功课了，看了每个人的心得、想法和问题。有些问题就是我今天要讲的，

我就不一一回答了。但是有些问题，我觉得还蛮有趣的。比如说我讲的东西是应

用在幼儿园和八年级学生身上的，可以用在成人的教学上面吗？我也不知道是哪

个老师问的，但是在座有些老师是教成人汉语的。我们今天再找一个伙伴，你可

以想一下，听听不同的意见。今天很多时候我都会需要你们的参与，需要你们的

帮忙，要你们跟我一起动起来，玩一些游戏。我每一次做讲座都会设一个目标，

我自己会有自己的目标。比如说今天我能够给你们一项，或者是两项重点，你们

可以带回去现场用。回到你们的教室，不管你们的教室是怎么样的，大人的、小

孩子的、幼儿园的都没关系。你们至少能带回去一项，我觉得今天我的任务就算

完成了，这是我给我自己的目标。你也可以定一个目标，你想一下你的目标是什么。

跟昨天一样，请全部的老师站起来，我们是第二次做这个活动，至少你们可

以把这件事情，这个活动带回去。现在你找一个小伙伴就行了，找一个同伴，请

你跟他勾勾手、勾勾脚，找到了你的伙伴勾好手给我看，找到你小伙伴的请坐下来。

刚刚讲过了，请你先想想你今天的目标是什么。请你转头面对你的小伙伴，四目

相对，给对方讲一讲你的目标。上课的时候就是要这样，我要听到每一个人的声

音，你要听到什么，看到什么，你希望感受到什么。第一，我要看到学生快乐地

学习，第二我要听学生说中文，不要混过去，学生一定要讲话。第三，要感受到

什么，昨天很多人告诉我感觉很快乐等等，但是没有人说要让学生觉得很安全——

他可以犯错，在沉浸式教学课堂里面犯错是没有关系的。你不讲一定不会，你讲

了可能会犯错，但犯错没有关系。通常我上课之前会跟学生定三条规定：第一点，

做心理战，中文很容易，没有“可是”，尤其是像你这么小就开始学，所以我让

他们心里觉得中文真的很容易；第二点，举手发言，尤其是学生，不管他多大，

你可能要自己转换一下，比如我可以跟你们说举手发言，但是如果跟幼儿园说举

手发言，他可能就会问举手是什么，发言是什么。这时候你要把手举起来，给学

生做那个动作，让学生理解；第三点，我通常跟学生讲的就是，订正过之后就是

100 分，犯错没关系，改过来就好了，口语也是一样，说错了没关系，订正过后

就是 100 分。老师也是这样，我也会犯错，我们都把自己当成人类。				

通常我们会把老师当成是神圣的角色，不会犯错。其实老师也会犯错，老师

犯错了之后就说没有关系，犯了错我改了就好了。所以一开始你就要想好你的目

标。我现在要随便问几个人，请你讲一下你小伙伴的目标，记得他讲什么了吗？

这个是一个目的，你在讲的时候，别人要听。你讲的时候，另外的那个同伴要听。

这样既练了口语，又练了听力。现在我要你讲出来。你讲的时候要放大声量讲，

让所有人都听到。我等下想要听到教室里面所有人的声音。

发言 1：我的小伙伴说今天想掌握一个比较有用的游戏，应用到她的教学中，

这是她的目标。

连鹭役：请记住你的目标，你要专注于你的目标，最后的时候我会再问你有

没有达成你的目标。我再问另外一位老师。

发言 2：我的小伙伴的目标是，她想通过您的课学习到一些具体的方法，能

够给她的教学提供一些帮助。

连鹭役：具体的方式，至少一个游戏。再找一位男同学。

发言 3：我的小伙伴的目标是想知道怎么样对付一些顽皮的学生。

连鹭役：非常好，我会回答你的问题。什么叫做对付，其实有时候，学生顽

皮错不在学生，而错在老师。有时候是这样子，如果你上课很无聊，你一直讲话

一直讲话，就像我昨天开始一直讲话，学生就会开始打磕睡。那还是比较好的，

还不会发出声音。但有的学生就会开始捣乱、作怪，因为他觉得无聊。那么，我

们怎么样才能把整个课堂掌握得很好，让学生都可以参与？如果一个学生调皮捣蛋，

就不能让他参与。等下有个视频，你们可以看下怎么对付这些顽皮的学生。

首先，我们要从小处着手。请计

算一下从学生进学校到出学校的这段

时间有多少个小时，多少分钟。从一

学年开始思考，学生的每一学年，每

一学期，每一个月，每一天，每一分

钟，有多少的时间是在你的手上。对

老师来讲，学生从进教室到出教室，

是不是每一分钟都利用到了。你要细

致到这种程度，你要思考每一个小细

节。从学生一踏进教室，我就会告诉

他不能到处乱玩，你可以去到一个教

室听故事，或者你可以到一个做功课

的教室。如果学生觉得不想听故事，

也不想做功课，他也可以自己自习。

我们还有几个游戏间，都有老师看着。

在这些时间之内，我们提供环境让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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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开始思考，开始使用汉语。

每一天早上我都会让不同年级的学生集合在一起，跟他们一起唱唱歌、跳跳

舞，就像我们的晨会。然后我会跟学生讲，“现在开始请你一踏进学校就开始用

中文思考，讲汉语，讲中文”。这不是商量的，尽管我会说“请你”，但是你一

定要这么做，因为你从进学校到出学校短短六个小时，扣除吃饭、出去玩，还有

上洗手间的时间，没有多少时间在我的手上。所以每一分钟你都要应用到，分秒

必争。我什么时候做什么事情，跟谁做，怎么做，都要先想一遍。每一个老师进

课堂之前不是没有准备的，我要求每一个老师每个星期都要写课程计划。

我要求老师写的是比较大方向的课程计划，告诉我要讲什么，但是不用写太

细。为什么？因为老师的精力应该是发挥在教室里面，有时候课堂里面发生一些

突发状况，或者你计划的时候不太对，学生根本没有跟上你的进度，这时候就要

随时改变，调整一下计划。有的老师说我昨天计划了，但是学生不听。那你改变

一下吧。如果你花很多时间写你的课程计划，把你的课程计划写得很好，但是学

生完全不吸收，那你就不要老惦记着把完整的教学计划都讲完。重点应该是在学

生身上，如果你只顾着讲你的计划，完全不顾学生的反应，那么这个时间就浪费

了。教学是很严肃的事情，虽然要轻松应对，但要非常认真地看待每一分钟。

学生从大礼堂解散之后会回到教室里，教室里的老师已经准备好了内容。幼

儿园学生需要做的比较简单，例如找找自己的名字，画画图。如果昨天讲的是正

方形，老师就会说请你画一个正方形，在旁边写上你的名字。三年级的学生昨天

学了先做什么，再做什么，然后做什么，最后做什么，老师这时候会说，“亲爱

的小朋友，今天中文课我们要练习用平板电脑打字，我们要先用‘首先、再、接

着、最后’句型来造句。我请你们画一画，写一写做饺子的流程图。”

接下来就是晨读，这个就不讲太多了。为什么要给学生读故事听？因为这是

增加词汇量最好的方式。想想你在家里，如果有孩子的话，每天从早到晚跟孩子

讲的话就是那几句，起床、刷牙、洗脸，快一点、要迟到了，我们要上课了，赶

快上车。晚上回来就是洗手、吃饭，睡觉。这样孩子的词汇量就没有办法增加，

因为他从早到晚都是听到同样的话。老师也是一样，如果你把重点只放在老师自

己身上，每天就说把作业拿出来，翻开第三页，都是一样的话，学生就没有办法

增加词汇量。所以我会要求老师每天读一个新的故事，从故事当中找到新的词汇。

有的老师会在讲故事之前把词汇教给学生，学生听的时候就已经了解意思是什么

了；有的老师喜欢先读，读过去之后从里面挑出三四个词汇讲解一下，或是让学

生做练习。比如说昨天我们看到了一张热闹的东京街道，学生会问什么是热闹，

老师就说，你解释一下热闹是什么，不会解释的话也可以画画，用各种方法让学

生把热闹这个词记下来。

我们先来读一下很简单的一本书。有没有哪一个老师自愿要读？我随便点一

个，通常我会随便抽一个学生上来读故事。读故事的时候要记得你的发音一定要

很清楚。你的动作，比如说拿出给学生看的时候，一定要举到让每个学生都看到，

你要想办法让学生了解你的书里面是什么。下面，你们一边听一边想，你要怎么

跟学生讲这个故事，可以怎么做延伸。请这边的老师们念第一页，那边的老师们

念第二页。你们念的时候我会走来走去，我会去听。有时候老师会犯一个不经意

的错误，就是会特意跑到念得很好的学生旁边，听到他念得很棒，会觉得自己教

得很好。其实不是，你应该跑到需要帮忙的学生旁边，然后指着那本书，听听他

的发音是不是对的。

“妈妈的生日快到了。爸爸要送妈妈一个蛋糕，祝妈妈生日快乐！姐姐要送

妈妈一条黄色的围巾，祝妈妈生日快乐！哥哥要送妈妈一盒饼干，祝妈妈生日快

乐！弟弟和妹妹要送妈妈一束红色的花，祝妈妈生日快乐！我要画一张画送给妈

妈，祝妈妈生日快乐！”就这么简单，我读的时候一定会先很仔细地想好学生必

须要懂什么。这里面有几个词汇，“蛋糕”，幼儿园就学会了，“祝妈妈生日快

乐”，“围巾”，因为明尼苏达很冷，总是在讲围巾。“饼干”，“花”，“画”，

这一课的重点是什么？老师可以决定，这本书的重点很多，但是我决定我今天早

上只讲一个重点。请那位老师讲一下。

发言 4：重点还是用“送”这个动词表示送礼物，还有送的对象，送的具体

东西，可以变换的不同的礼物。

连鹭役：非常好，你刚才讲了五个重点。你要记得这是一年级的课本，“送”，

可以，这是一个很好的重点。还有呢？

发言 5：量词和名词搭配。

连鹭役：很好，这个也要花一点时间教他们。还有呢？

发言 6：送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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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鹭役：礼物，教名词，可以重复，很好。还有吗？

发言 7：我觉得动词“要”也要讲一下。

连鹭役：非常好，“要”表示将来时，对不对？就算一句话都有这么多重点

可以讲。你每天早上读故事的时候，要先想好你的故事重点是什么，读的时候就

可以强调一个重点。这本书我们可以讲一个礼拜，每天讲一个重点，第二天讲重

点的时候，可以把前一天的重点再复习一下。我还会准备实际的物品，我会准备

一束花、一盒饼干、一条围巾，而且是黄色的。我会准备一个蛋糕，准备一个日

历，某一天上面写着妈妈的生日快到了，表示还没到。你就要用这种方法来让学

生理解，不是今天，不是明天，是快到了。几天之后，我们可以一起跟学生讲。

在昨天贴在墙壁上的便利贴上有的老师问我，怎么教比较抽象的概念。未来是抽

象的概念，怎么教？你就可以给你的学生看一看日历，上面画一些谁的生日快到

了，用这种方法来教。

然后，我会找七个学生上来，一个当妈妈，一个当爸爸，一个当哥哥，一个

当姐姐，一个当弟弟，扮演故事里面的人物。把实物分给学生，让学生站一排，

妈妈站这边等，你就要看，你要先想好每一个学生的语文程度怎么样。你不要他

们自己创造语言，在刚开始的初级阶段，学生只需要一人讲一句话，比如我演爸

爸，你就要说爸爸旁边是姐姐，姐姐旁边是弟弟。比如说我拿这个蛋糕站出来，

说“我是爸爸，爸爸要送妈妈一个蛋糕”，然后回去。旁边是姐姐，姐姐站过来，

说“我是姐姐，我要送妈妈一条黄色的围巾”。这个游戏可以玩很多遍，用各种

不同的方法，他们练习的时候，其他所有的学生会专心听，听下一个是不是我。

你给他们实际的东西去讲，他的量词也对了。最后所有的人围在妈妈旁边，说“祝

妈妈生日快乐，这是我要给妈妈的生日礼物”。你可以变化名词和不同的量词，

用这种玩游戏的方法来教学生读说写。你还可以变换内容，，一年级学生已经学

会了“爸爸妈妈、哥哥姐姐”，这时可以把这些称谓改成名字，让学生把自己的

名字换上去。如“老师的生日快到了”，“白小明要送老师一束红色的花，祝老

师生日快乐”，“李小白要送老师一盒饼干，祝老师生日快乐”。你可以把这个

故事延伸：中学生把这个礼物送给暗恋的对象，高中生把这个送男朋友、女朋友，

通过这些话题引起学生的兴趣和注意力。

我先把这个课程设计讲一下，你们就可以转换学习到一些新的学习方法。

这是三年级的课本，《猜猜我是谁》。课文是“我的家在水里，我整天游来游去，

我身上有闪闪发亮的鳞片，看起来很漂亮，如果没有鳃我就无法呼吸，猜猜我

是谁”。“我的家在树上，我整天飞来飞去。我身上有柔软的羽毛，摸起来很

舒服，如果没有翅膀，我就不能飞，猜猜我是谁？”这两段分别让学生猜鱼和

小鸟。

老师上课之前我会让他们先思考一下，这堂课跟数学有没有关系，跟科学有

没有关系，跟体育有没有关系？跟音乐课呢？跟艺术呢？一定要注重课堂标准，

要确定本课是要注重阅读还是写作。我会让老师写写这课的目标，学生要能够认

得这几个字。教这节课的同时我还可以教科学的什么项目，如分类，科学分类，

动物分类。老师把这些都想清楚了才知道上课要教什么。

我上课时可能会这样做，我告诉学生我们一起玩一个游戏叫做“梅花梅花谁

在你的后面”。我让七个志愿者上台来，围成一个圈，然后把眼睛蒙起来，学生

们从左到右，跟我一起念“梅花梅花谁在你的后面”，学生真正做的时候是用姓

名代替“梅花梅花”的，之后就开始了，他们通过这个活动可以练习说名字。如

果想要学生练习更高级的句法，你可以设计为：让学生随便喊同学的名字，然后

问这位同学三个问题，这位被问到的同学就要回答三个问题。如果空间比较小，

你可以让学生两个人两个人一起玩，也可以指定一排的学生对着另外一排的学生

进行这个活动，这都是很简单的方法。

但前提是老师需要把所有的词汇

先列出来，尤其是较难的词汇。鳞状

皮肤、皮肤光滑、冷血动物等等，你

都要先想好，可以在教室里一面墙上

贴很多东西，玩分类游戏。

今天如果把重点放在温血动物，

老师就可以说，“小明你先把温血动

物找出来”。当然还没有上课之前，

我会先给学生们看图片，告诉他们这

条鱼是什么，让他们把这个鱼的特色

先讲一遍，慢慢引导他们读课文，了

解鸟、袋鼠等。我会让学生做这个项目，

告诉他们鸟类的特色是什么，有羽毛，

卵生。卵生的意思是什么，为了让学生记住，妈妈生蛋叫做卵生。如果我要增加

他们的词汇量，每一项我都要让他们写上名字，白色的猫头鹰，五颜六色的鹦鹉。

学生到后来就会觉得很无聊，你就可以看一下，现在学了四种分类，我们就

把你的手指头张开来，画一个自己的手，这边是哺乳类，那边是鸟类、爬行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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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两栖类。上面有不同的动物，如果他们还是需要图片的辅助，就把图片和词汇

放在一起。

星期一主要讲：什么是什么类动物，身上有什么，它的家在哪，它最喜欢吃

什么。这些都要提前想好，老师可以请学生介绍一下最喜欢的动物，然后把话题

带进课本《猜猜我是谁，我是一个哺乳类动物》里去。每天的课堂计划要写到这

样，我们学校三年级的老师有四个，这四个老师组成一个小组，每人写一个科目，

所有的课程计划要上传到我们学校的档案里面。我们有一个共享的资料库，明年

老师上这个课就可以把这个资料找出来。所以一开始就要把它写好，下一个老师

可以参考其他老师上课的内容，也可以进行进一步的修改。我们跟老师说可以增

加和筛选别的老师的教学计划，但是不要把别人的心血直接删掉，你在加减做计

划的时候，在原来老师计划的旁边做笔记就好。老师做计划的时候也应该想到其

他老师也可以用这个计划，这样想的话就会很认真地准备。

学完这节课后，老师给学生留任务，自己选题目，如我的家在草原上，我整

天走来走去，我身上有美丽的花纹，如果没有长长的脖子，我就不能吃，猜猜我

是谁？我是一只高高的长颈鹿。

学生们完成后，我把他们的作品全部贴在墙上，学生一有空就可以去看看别

人写的是什么，提高他们听说写作的能力。学生看了别人的描述可能猜不到，这

时可以打开谜底来看，就会觉得非常好玩。到了考试的时候也可以这么考，先出

好各种题目，如各种小动物的名称和相应描述，可以让程度好的学生根据动物的

名字描述动物的特征，让程度不好的学生根据动物的描述来猜测动物的名称。

同时，我也可以把很多个游戏全部合起来玩。比如我可以请全部的同学都站

起来玩“猜猜我是谁，我想到的是什么”。我心里面先想一个人或是一个东西、

一个学习用品、一种饮料等，然后让学生问我我想到的东西的特征，我回答，学

生再问，我再回答，依次下去。

现在请大家都站起来，我想好了一个人，你们可以问我，我们一起来玩一下

这个游戏。

发言 8：是男生还是女生。

连鹭役：是女生。男生请坐下。

发言 9：戴不戴眼镜。

连鹭役：戴眼镜，没有眼镜的老师请坐下。

发言 10：坐在第几排。

连鹭役：第五排。除了第五排的人都坐下。女生、戴眼镜，坐在第五排。

发言 11：中间的？左边的？右边的？

连鹭役：中间的。

发言 12：什么颜色的衣服？

连鹭役：黄色和白色。大家都猜出来了。最后一个步骤还需要斟酌一下，确

定学生能够分辨理解不同的颜色，否则就没有办法玩这个游戏。

其他的大家都知道。比如地产大亨，如果你有一个教室，在一个角落放一些

游戏，学生做完功课和活动就可以去玩。另外是大团体的活动，有没有玩过“老

狼老狼几点了”？什么时候可以玩这个游戏？教时钟的时候。我可以拿一个大时

钟，然后问学生，玩过的举2在前面，没玩过的举1。有没有玩过“123木头人”？

玩过的举 2，没有玩过的举 1。“有没有小风吹呢”？有没有玩过“小鸡公鸡母

鸡”的游戏。没玩过？我先教一下，大家一起跟着我做，说：“公鸡、母鸡，小

鸡”，然后摸鼻子，要借助剪刀石头布，如果两个人都是石头、剪刀或者布，就

说“母鸡”，如果有一个人赢了就说“公鸡”，输了就是“小鸡”，可以玩得越

来越快，小孩子非常喜欢玩这个游戏。

这个游戏的好处在哪里？没有输赢，

不会有失败的困扰，可以一直玩，练

口语能力和流利度。

发言 13：我想请问一下，有时候

班上的学生能力不一样，语言水平也

不一样，您有什么建议？

连鹭役：可以用游戏的方法，游

戏有很多不同种类，也分程度。你需

要做的是让每个学生都愿意玩设计的

活动，多练习锻炼。程度好的，你可

以让他写一些故事。等一下还有一些

活动，我可以告诉你我怎么做。

发言 14：首先非常感谢您教给我

们这些小游戏，对我来说非常有用，

因为我的学生也都是特别小的孩子。

但是有一个问题，我发现在一个班里

孩子比较多的时候，就会出现学习特

别好的，也有写得特别慢的。前后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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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差能达到 10 多分钟，像您说的写完作业就可以去玩，但是又不能跑出教室，

这样他们就会写得很慢，写得慢的就会更慢，甚至完不成。

连鹭役：你们问的差不多，待会我会讲。学生做完功课你可以让他去玩，

不只是有游戏，还有写字区、读书区，甚至有些区是给特别聪明的孩子创造的

问题区，东西都不需要很多。有的学生需要你的帮助，我不相信那些学得比较

慢的同学会很快写完，所以他需要你去帮他。你有那些区，就可以指导先做好

的学生去不同的地方。你也不需要老师永远在那里说，你写完了去那里，你可

以做一个表格。比如说你把学生的名字先准备好。表格可以是这样子的，事先规

划好所有的区，比如说班上分四个区，当然也可以有六个区，五个区，可以有一

个数学区，有一个游戏区，有一个听故事区。我有一个学生特别喜欢写字区。我

上的是数学课，内容是 1到 10的加减法，我有一个工作单要让他们做，做完之后，

白小雨就可以去她喜欢的写字区。如果太多人同时玩同一个游戏会太吵，我就想

昨天张立没有玩到游戏区，我让他今天去游戏区。这些都是上课前就要设计和想

好的，可以一张一张卡做好，甚至可以贴他们的照片，小崔需要到写字区，小白

字写得不够好，也可以到写字区，等等。写完功课把这个名单给他们，我也不需

要告诉他们，一开始安排谁谁在什么地方，或者让学生把那个区的东西拿回自己

的座位去做。这样玩，时间也可以控制。但是这个真的要跑起来其实不容易，有

很多事先要准备好的工作。但是一旦你做出来的话，就会省下很多的时间。

刚才讲到“老狼老狼几点了”。想一想从早上学生进来到学生出去有多少时

间可以用，把这个时间填满，分秒必争。不是一直老师讲，让学生该学习就学习，

该玩游戏就玩游戏。学生玩的时候你可以看，也可以陪他们一起玩，看看哪个学

生没有参与，口语是不是正确，是不是应该花一点特殊的时间照顾他。所以学生

在玩，你也要保持清醒，不要玩疯了，忘了你应该做什么。除了读故事书、唱歌、

讲故事，我刚刚讲到给学生晨训，利用晨训的机会多给学生看一些中文字。我还

会每天让学生写几段文章或者写日记，然后我会给他们批改。学生最喜欢看漫画

书，看故事书，我会把漫画书本、故事书放大，贴在教室进门的地方，在一个角

落，每天贴一张，当然故事你要有连续性，所以我会跟学生讲，你进教室，第一

个要把你的书包放好，该交的作业交好。然后到故事角落去看这个故事，因为课

堂里面的时间有限，所以他们能够在课堂外面自己先做到的，你就指导他们去做。

每天上课之前他们已经读了故事，老师也要先读这个故事是什么，上课的时候就

会用到里面的词汇。如果故事里面有洗手间、洗手，你就要拼命地用里面的词汇，

不断地重复。虽然我们说重复练习，但是重复的方法有很多种。

我还会让学生介绍一个字。这个字其实并不是随便挑的，我先想好这个礼拜

要介绍什么词，这个环节我叫做“每周金句”，很重要的句子。比如说我想教学

生“滴水穿石”，第一天就教他们“水滴”的“滴”，只要花一点点时间，每次

晨会的时候我就要有一个重点，“滴水穿石”的“滴”是什么，然后讲“水”，

“水”不用多教了，因为学过了。“穿衣服”是动词，这个地方是什么，我就会

跟同学讲“石”是什么，串成一个故事。

到了礼拜五的时候我会把这个句子，每天一个字，礼拜一“滴”，礼拜二“水”，

礼拜三“穿”，礼拜四“石”，最后是“滴水穿石”，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累

积学生的词汇量。除了这种方法之外，你还可以做不同的活动：“水”可以做不

同的活动，“滴”可以做不同的活动，“穿”可以做不同的活动，“石”可以做

不同的活动，想尽办法让学生使用。除了让他们学学科的语言之外，还要教别的，

因为如果只教课本上的语言，学生到中国来的时候可能没有办法使用，没有办法

跟大家沟通，那是不行的，因为学习汉语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是学会沟通。

课堂上你要讲的是，打开你的课本第几页，我们讲水循环，第一步骤是什么，

第二步骤是什么，第三步骤是什么，统统讲清楚之后，要想想看，这些在日常生

活当中能用吗？有时候能用，有时候用不到。所以你要特别加强的是，在教学生

玩游戏的时候，比如说大风吹，不是只讲大风吹吹什么，而是换一些名词了，比

如学生在游乐场里面会用到的词，比如跟人家沟通的词。有的学生还会说，“你

可不可以陪我玩”，教他们怎么跟人家相处。如果他没有语词、没有准备的话就

讲中文，你就要跟他讲，你讲的是“不，我不想跟你玩，可是我等一下就可以陪

你玩”，你要教学生怎么回答。

如果你是在小学，就用中午休息时间，到学生玩游戏的地方走一圈，听听他

们讲什么话，如果他们讲英文你就把它记下来，回来每天一句话，或者说每天两

句话，对话练习一下就可以了。老师多花一点点心力，学生就会受益良多。

如果学生听不懂怎么办？你要告诉他们，听不懂的时候就说“对不起，我听

不懂，请你再说一遍”。学生想上洗手间或者喝水的时候怎么办？告诉学生应该

说“我要上洗手间，我想喝水”。不能等到学生要上厕所的时候才跟他们讲，老

师必须要创造机会。

学生要上洗手间，老师整班带过去，不上洗手间的就要去喝水，那边有饮水

机。你要很清楚地让学生知道该怎么做，怎么说。去外面玩也是一样，我在游乐

场的地方安排了几个讲汉语的老师。其实是这样子，如果学生有任何情绪，他们

最常做的就是回到他们的母语，因为比较方便。比如我在国外工作，每当遇到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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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事情用英文讲不清楚的时候，我就说会用中文讲一遍，因为这个是我的母语，

我可以很顺畅。学生也是这样子，如果在游乐场遇到什么问题没有办法解决的时

候，他一定是用英文先讲，如果老师是英文老师，当然就在那边听，好好，没关

系，OK，整个游乐场全部都是讲英文的。老师就会问他说，发生了什么事情，

慢慢告诉我。这个孩子就告诉老师说，“就是他，他打我”。这种情况，如果他

没有一个讲英文的老师跟他在那里，三个孩子就必须要用中文讲，他必须自己把

事情讲清楚，安排老师在外面帮助学生，也是一个策略。

你必须要知道你的学生语言程度怎么样，根据他的程度你帮他准备语言。如

果学生是高中生，但是在初级班，你就要使用初级班学生使用的语言。每次可以

给他不同的句子，三四句、五六句都可以。从很简单的早上晨会开始，每一个人

都要先跟右边的同学说“早安，你好”。小朋友跟老师都围着一个圆圈，老师就

会说，从我开始跟右边的同学说早安。学生就会跟我说“你好，李小白”或者“早

安”“你好”，轮流下去。但是前面学生讲完了他就不想听了。你必须要考虑这

个活动值得不值得你这么做，花28个人的时间。一开始可以，慢慢你就要变换了。

还有早安歌，有没有听过？“你好你好你好吗？”学生就会说，“我很好，谢谢，

早安”。你跟学生问好的时候，就要用各种方法，可以用讲的，传球的方法，唱

歌的方法，也可以每一个礼拜有一个学生，或者两个学生安排，比如说礼拜二早

上是分享时间。你让学生从一号开始，到二十号，一个学生带一个东西来，那样

东西可以是很珍贵的，或者对你有特别意义的，带过来分享。老师要跟这个学生

先讨论好，你分享的时候说什么，你要描述什么。然后就可以给学生留三个开放

问题，这问题不能只是让他回答是或者不是，而必须要让他用一个完整的句子来

回答。然后要跟学生讨论，请学生尽量回答，运用各种方法让学生能开口，让他

们说话。只要他们肯说，你就有机会纠正他们的发音，让他们多练习，你一定要

创造这种环境。

所以我们说沉浸式教学或者是语言教室课堂环境里面吵一点是没关系的。你

也很不希望整个教室都是安安静静，全部都在写作业。有一段时间安静地写功课，

有一段时间让他们讲话。如果你怕太吵，可以把讲话变成很好玩的活动。

我今天早上讲到这个Center	Time，给你几个简单的例子。昨天在我们另

外一个活动上，我把这个字墙秀给大家看。每次下课或者是做完作业，学生就会

到阅读区，或者字墙区，我事先跟他们讲好怎么做。我刚才说写完作业的时间不

一样，第一个到那边的就是拿棍子的小老师。很简单，你可以让学生在那边抽出

一张纸，说“画图画图画图”，学生的话就简单念三遍，你也可以做一些变化。

比如说我们学一下“国际”，同学跟我一起讲三遍，“国际国际国际’。他们会

觉得很无聊，我就会说请你用妈妈的声音读一下“国际”，现在我们用唱京剧的

声音说一下“国际”，我们用唱意大利歌剧的声音读一下“国际’。这个是听故

事区，每个学生都有耳机，我们就会每个礼拜换故事。或者我确定每个学生都会

到故事区，就告诉他们每个礼拜至少要听哪本故事，哪个是我们的重点，其他的

时间可以听不同的故事。

在游戏区，有一个很简单的做法，我们来用骰子做加减法，第一个你先做，

第二个，第三个。第一个学生是六点，第二个学生是三点，第三个学生是乘号，

就说三乘六。他们就会开始玩这些游戏，这些游戏区都非常简单，只要摆一个盒

子，上面摆一个说明，学生就会玩得很开心。

下面这个是我们可以来做的，我想大家都听过这个故事，就是“狼跟羊”，

还有一个“人要划船过河”的故事。你可以让学生去练习，这要看你的目标是让

他们练习口语还是其他什么，让他怎么解决问题。我们要知道这个游戏要教什么，

你必须要先告诉他们动物的名称，这个渔夫你可以给他一个名字，这个名字就很

有学问，这条河是什么河，你可以自己编一条河，怎么样过河，有不同的故事，

你自己写你自己的故事，也可以让学生自己写。或者我现在不知道狼跟羊，我要

换另外两种动物。羊会吃草，我要把它换成草莓、香蕉，学生创造不一样的故事，

就是很简单给他一个方向，学生可以自己去做。这个非常简单。这是我把刚刚讲

的再给你们讲一遍，非常简单，用各种方法再改变一下就可以了。

还有另外一个活动，叫做“去买东西”。学生都很喜欢买东西，你不要以

为只是逛街而已，很多买东西的方法，比如说电视购物，去百货商场买东西，

还有退货、换货，还有在网络上买东西。假如现在重点要放在买东西上面，哪

一点是你的重点？我今天要讲的是电视购物，可以教学生电视购物是什么样的

活动，学生可以知道什么，可以做这么多的项目，还要看学生的程度怎么样，

你让学生选一个来做。通过活动，你觉得这个学生水平一般，可以再进步的，

就可以让他去创造一个买东西的清单。在美国你去超市买东西，妈妈都要先写

好“我要买两根葱”，就像这样直接创造就行了。程度好一点的，你可以让他

们来做一个电视购物频道，就架一台摄影机，三个人一组，决定你们先要卖什

么东西，分析一下电视购物会说一些什么话，有什么产品，把这个电视购物做

出来，学生要清楚地说出产品是什么，要有清清楚楚的解释，要怎么说服别人

来买东西。这个作业就留下去了，你要跟他们说好哪一天需要交稿子，什么时

候需要交拍的电视购物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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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没有什么问题？我讲到十种有效的中文教学方法。你在课堂上面不要只是

一贯单向地拼命讲，不管学生有没有吸收。教跟学是两回事，你讲得很辛苦，如

果学生还是没有听到重点，或者是没有学会，那就浪费了时间。你要思考怎么样

让自己的课堂变得更生动有趣：首先，教室里面要五颜六色，气氛非常活泼，学

生觉得刺激才会继续学；第二，要有声音；第三，要有动作，学生可以动来动去。

在做活动之前要先把这三个重点考虑进去，设计的教学活动有没有视觉的效果在

里面，有没有加入声音，是不是让学生动了起来。课堂安排有很多智慧在里面。

这个是刚刚看过的“故事中心”。刚才有一位老师问我，怎么样开始教单

字。你不可能一开始就教他字，一定是从笔顺、笔画开始。我们玩一下，现在

请老师们先站起来。我昨天已经告诉你们，竖、横，我已经教你们横、竖，竖

弯钩，我已经教了三个笔画，我们来复习一下，竖，横，竖弯钩。你要记得你

教学生的时候，方向要对。如果你没有办法用镜子的反射方式，你就要转过来。

每一个再练一次，现在用你的头来写这三个竖、横，竖弯钩，非常好。现在

用你的脚写一下竖、横、竖弯钩，下面用你的屁股写一下，横、竖、竖弯钩，

非常好。为了加强他们的印象，我刚才已经用了四种不同的方法来写，学生不

仅不会觉得无聊，还觉得很好玩。

现在我又教你一个新的，让你有一个自己选择的机会，竖、横、竖弯钩。你

可以用自己的方法来做，也可以找同伴跟你来做。只要你能够做出来，能够自圆

其说就行了。我给你三秒钟的时间把动作做出来。

用这个方法学生会记得，因为他是自己身体的律动，有些人是一定要自己读

过一遍才记得，有的人必须是要边读边走，用这个方法提供了几种不同的方式，

这样每一个学生的需求都会被照顾到。

这个活动不只是让老师动一动，学生在做活动的时候要跟你一样。“我有一

个好朋友，她有一头长长的咖啡色的头发，高高的个子，咖啡色的眼睛，笑起来

很可爱。”这是我的学生唐爱柳写的，你一边让学生写，一边让他们动，重点在

哪里，重点在写作练习。提早写完的人可以把自己的展示给大家看，如果没有时

间做也没有关系，我们可以让他重点练习写作。

我们来讨论，如果是“长”这样一个字，你要怎么教？有一些抽象的字和词

如“等”你怎么教？“长”很好教吧，跟你的伙伴讨论一下。

发言 1：我们讨论的方法是做一个比较，先理清基本的意思再教。比如说用

两位同学的头发比较，一个女生，一个男生，先让他理解意思。

连鹭役：你要讲头发长跟短，你要清楚怎么比较，我们老师也是用这种方法，

但是比较残忍，他让同学拔一根头发。还有什么方法？

发言 2：我们觉得用粉笔、铅笔和比较短的圆珠笔都可以来做对比，课堂里

面可以找到的一些东西。

连鹭役：非常好。看看哪个是长的，哪个是短的。讲一下比较的概念，同一

个起始点，从零开始。我们老师讲用毛线，把每个学生的身高剪一下，然后把毛

线贴在墙上，比长短。那么“长大”的“长”呢？这是一个更抽象的概念。你还

可以说是“家长”的“长”，用解释的方法你要怎么说？跟你的伙伴讨论一下。

发言 3：我的小伙伴的方法是用图片，先有一棵小芽出来，变成小树，变成

大树。一个小人，变成一个大人。

连鹭役：非常好，谢谢。

发言 4：谢谢您给我们的讲座，我的小伙伴说类似于用图片给出一个东西，

给出一个人不同的阶段，长高，长大。

连鹭役：你可以用讲的，给学生画一个组织结构图，你可以说“在家里面最

大的是谁？”爸爸，或者是妈妈叫做家长；在一个班级里面的班长；在学校里面

的校长；在一个工厂里面的厂长，在

一个处里面；处长。你要跟学生讲“长”

的概念是最大的，首要的。学校的老

大叫做校长，部门的叫做部长，局里

的叫做局长，概念就进去了。

那么比较抽象的概念，像“等”，

我们现在讲“等一个人，等一下”里

的“等”，你怎么介绍这个概念？

发言 5：我可以画简笔画，学生

在幼儿园里面，家长在外面，用一个

时钟。

连鹭役：有的学生没有家长等，

下课就直接坐校车了。还有什么方法

可以教学生“等”这个概念？

发言 6：有人在厕所，没有位置了，

他站在那。

连鹭役：非常好。抽象的概念并

不可怕，有的时候你就用具体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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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诉他们怎么做就行了。10 个策略只是一个基本，你可以先用定义的方法，像

我们学英文的时候，你不懂先去查字典。方法一，给一个定义，对于事物本质特

征或一个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做出确切而简要的说明，如果学生的程度高，可以看

得懂字典，当然可以去查字典。方法二，描述，将某种现象、过程或者结果完整

地以语言文字方式叙述出来，形象叙述，描写叙述。你可以提供肢体动作，让学

生了解这个抽象的概念。方法三，你可以解释，可以给范例，比如说丢掉东西的

“丢”，你怎么解释？定义：遗失，东西不见了；解释：抛弃、撇开，不见了，

留在别的地方；范例：丢掉了不用的东西，丢了一双鞋。方法四、五跟六，你要

让学生记住，用各种方法想办法让他们记住。比如用字典，下次他们遇到不懂的

字，去字典翻一翻，你还可以跟学生说，你今天学到的“丢”的意思跟之后学的

不一样，赶紧补到自己的小字典里面去。这样学生就不会忘记，因为这是他自己

做的。方法七，我们要看这个字的形、音、义。我在国外做教师、教中文，发现

很多国外教汉语的老师，其实不是中文系毕业的，而是教育系或者其他各种不同

的系，他对汉字没有一个基本结构的概念，所以他没有办法教到这一层。可是这

一层非常重要，因为分析中文的形、音、义，可以让学生猜这个字的意思是什么。

有的学生告诉我说他永远不会忘记一年级的老师教他“围”这个字。这位老师拿

了一个鞋盒，在里面放了一些东西，然后就告诉学生说，一个方块里面会有一些

字。不同的字只要有一个围起来的样子，你最后一定要有这一块，把这个盖起来。

鞋盒里面的东西装满了，你要盖起来。所以这个字一定要从这头到那头盖起来。

下一次学生再写这个字的时候就不会空一块，字不像字。这都是一些例子，再比

如说“青”这个字是什么意思？

发言 7：最早是绿色的意思。

连鹭役：除了绿色之外呢？以前绿色就叫做“青”。现在“青”有美好的意

思，干净、清澈，最初的绿色，可以看着很舒服的颜色。如果加了三点水在旁边

就是干净的青，读法也一样，就是“清”。一个人看起来很干净，就叫做“倩”。

如果用嘴巴说出来的“请你帮我做什么事情”，这就是很好听的话，就是“请”。

青的旁边放上一颗心，就是“情”，有心在旁边，觉得很舒服，这就是感情的用

词。旁边放一个争呢？安静的“静”。读故事书的时候，当他们遇到这些字，如

果不懂，但至少会大概记得老师说过“青”是美好的意思，所以读故事书的时候

前后文猜一猜就知道了。

刚才是由字根产生不同的字，现在是我们用字来造不同的词。比如说学校、

学分、学习、学期、学费、学生。这是一个例子，我们老师讲“最”这个字，全

班一起组词：最高、最可爱，目的就是增多学生的词汇量。

发言 8：刚才您提到学习词典，说是老师准备的，但是我后来听到学生还可

以自己不断地在上面修改，这个词典到底本身出发点是什么？

连鹭役：第一，累积学生的词汇量。你可以按照学生的程度，比如说幼儿园

跟一年级我们会准备好，老师把词放上去，但是后面都是空白的。我会让学生照

着写一遍，三年级以后就会有拼音，解释。

发言 9：我觉得解释用更难、更复杂的词，学生看起来会觉得更难。比如说

“丢”，它的解释是遗失，是不是更复杂了。

连鹭役：老师准备词汇，其他复杂的地方是学生自己写的。幼儿园一年级的

学生我准许他们用画的。他们会画一只鞋子，然后用橡皮擦擦掉。每个学生都画

的都不一样。

发言 10：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定义。

连鹭役：对。我会让学生自己用那个词造一个句子，你要看看学生是不是真

正了解这个词的意思。比如说“书法”，第二个词可能是“亲情”，第三个是“小

猫”，有时候学生会写“我喜欢书法”，整个句子也是正确的。“我喜欢小猫“，

“什么我都喜欢”，你就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会了，所以我们要仔细看一下，学

生是不是写对了。

发言 11：刚才您提到“校长”，我正好想到您之前举的例子，长大的“长”

的例子。作为长大的“长”可以是一个自由使用的词，但是校长的“长”是作为

词的一部分。从字向词来教，学生就很容易举出“国长”的例子。你的学校有没

有一个原则，先让学生学会这个词，再去学别的？

连鹭役：老师一定要对词汇和字有一些基本的概念。我们并没有要求一定要

先教学生组词，再教别的。老师也有一些自主权，比如说这课是关于“小树长大

了”，老师想要顺便把“长”这个字带进去，可以，完全没有问题。但是也要看

学生的程度和年纪。

刚刚你讲的那个方法，如果用中文教，学生能不能听得懂是不一定的，你的

目的是让学生知道怎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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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言 12：您刚才提到一个规定好的内容，我对这个内容感兴趣，怎么根据

学生来分级、分层，什么是基准线？一定要教会学生的东西是什么？

连鹭役：以“猜猜我是谁”为例，课前计划好今天要教的东西，这个就是基准线。

发言 13：你怎么来确定这个标准，根据什么来确定这个内容？

连鹭役：这必须要根据课程大纲来定。学校需要根据自己所在州的州教学大

纲来制定教学内容，找出需要教的字和词汇。当然，除了根据美国的标准，我们

也做了一些其他的功课，参考了国内的常用词汇和标准。像“卵生”、“鳞片”，

虽不是常用字，但他们必须要会，因为会在科学中用到。我们学校是从五年级开

始，科学课要用英文教。太多的专有名词，比如说三角形、长方形，学生学了中

文之后，觉得中文简单多了，三角形就是三个角。老师也要思考，将来数学的语

言是什么？是用英文讲还是中文讲？中文已经差不多了，应该开始把英文的专有

名词加给他。

拼音也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国内外都在讨论什么时候该教拼音，我也只能

用自己的方法和评估。我是中文系和心理系毕业的。我喜欢的东西太多了，所以

我兼学了社会心理学跟智商心理学，后来我又觉得教育心理学也很好，进了研究

所后，开始学习心理学，最后拿到了心理学的硕士学位，到美国后又拿了教育学

硕士。因此我可以用中文系的角度去研究应该怎样教学生，让学生知道你要做什

么，想做什么，怎么做，怎么想，怎么讨论。用这些方法，让学生学会，只要你

清楚你的目标，你就不会乱。我研究了一下拼音教学，发现中国这边的孩子从小

就开始学拼音了。因为中国孩子有条件学习，他们有足够的词汇量，从小在家里

都是讲中文的，他们通过语感可以拼出拼音。但是，外国小孩子就不一样了，如

果没有学英文，孩子根本不会写 ABCD，更没办法写拼音了。越是教外国学生

拼音，他们越不愿意看汉字，因为拼音字母跟他的母语更接近。

第二，我们也不希望学生混淆，因为拼音有一些字母字跟英文的发音不一

样。虽然研究上说，西班牙语的学生学了ABCD，也不会混淆英文和西班牙文，

即使有同样的字母。但是我不敢完全确定讲中文的孩子不会把 ABCD 跟拼音

的字母混在一起，我也不想冒险。我们学校是让他们先累积到足够的词汇量，

小学二年级开始再教拼音，每一个字母的发音都教给他们。三年级的时候，学

生的词汇量发展到一定的程度，拼音就只是一个工具了。那么我需要给家长解

释为什么要这样教学，因为在中国路上的标语不是拼音标语，而是汉字，所以

首要的是认汉字。如果你要在汉字上面加拼音，学生就先看拼音，根本就不需

要也不想看汉字。				

刚才讲到一个策略是“每日一字 /每周金句”。学生学会了“水滴石穿”后，

让学生教家里人、家里的朋友。有一个学生告诉我，三年级一位老师给他讲了

一个故事，在台湾很有名的海岸边有一块岩石叫做“女王头”，经海水成年累

月扑打而成，每一个学生都应该向大海学习，坚持不懈，有高度的耐心，最后

才能成就美好的事情。这个同学就说“我每天都希望向大海学习，日子久了，

我就可以创造美丽的事物。”当然你还可以让学生自己创造，比如说“发明”

跟“发现”这两个词。“发明”跟“发现”有什么不一样？我可以用解释的方

法把这两个分清楚，但是学生听完之后就会自己去想怎么记住意思和发音。有

的时候搞不清楚、造不出正确的句子时，他就在“发明”旁边画一个马桶，他

在“发现”旁边画了一个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我问“你为什么画马桶”，他说“马

桶是人类发明的最重要的产品”，他会记得很清楚。所以应该给学生一点弹性

的空间，让他们自己决定怎么做。他有自己的解释，只要解释得通、记得住、

会用就可以了。

你不但要让学生记得这些词汇，还要让他们自己去讨论，可以通过让学生分

组，两个小伙伴一起讨论，你会发现有的学生真的有各种奇奇怪怪的想法。如果

他的解释是对的，通过；如果不对，趁机再教一次。

你还可以用其他各种不同的方法，做海报、玩游戏、写日记都可以。只要能

让学生增加词汇量，记得住就可以。刚刚我们已经提过，如果你是用购物的主题，

就可以让学生做购物台的推销员，请他们看一下电视购物的字有哪些，还有电视

购物的一些例子，然后让学生决定推销的东西，写广告稿、拍片子，用这些方法

来增加学生的词汇量。

在设计活动的时候不能认为这是中文，课就只做中文课的活动，它可以跟

各种课连在一起。如果不同的科目有不同的老师，你也可以跟其他学科的老师

合作。我刚好让学生学跳绳，我可以跟体育老师说，下一个礼拜你不是要学跳

绳吗？学生一边跳一边数到一百，用各种方法让学生练习他们的词汇，增加他

们的词汇量。

再重复一遍，你要让学生觉得中文是很好玩的。千万不要让他们对学习

中文丧失了兴趣。如果丧失了兴趣，他们会恨中文。中文本身就很美好，你

要把对中国的热爱、对中文的感情传给学生。不要只是“一定要学会”，你

可以跟学生说中文并不难，只是不同。

谢谢大家，就这么简单，谢谢大家今天听我的演讲。



2015 年 7 月 19—22 日，“国际主流语言教学法高级讲习班”在京顺利举办。来自全国 100 多所

高校的汉语国际教育硕士专业的教师、学生及世界汉语教学学会的会员近 400 人参加了此次讲习班。

讲习班邀请了著名语言学家、新西兰奥克兰大学 Rod Ellis 教授，澳门大学人文学院院长靳洪刚

教授，美国明尼苏达州英华学院连鹭役博士等专家就第二语言习得、任务教学法、沉浸式教学法等

国际主流语言教学法进行了精彩的讲座。

Rod Ellis 教授被誉为“第二语言教学之父”，这是他首次为国际汉语教师作讲座。19 日上午

和 20 日上午，Rod Ellis 教授用大量语言教学实例深入浅出地为在座师生阐释了任务型教学的基本

概念和要素，介绍了如何以输入和互动促进语言教学，并带来了显性和隐性语法教学、语法教学中

的意识培养型任务等最新的教学理念。很多学员慕名而来，他们就汉语教学中的问题，与 Rod Ellis 

教授进行了积极的互动，现场气氛十分热烈。Rod Ellis 教授的讲座内容已经收录在《任务型教学法

新理念与国际汉语教学》，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靳洪刚教授以认知语言学和心理学研究

为理论基础，和与会者探讨了现代语言教学的规律和原则，并结合汉语教学的特点，详细地介绍任

务教学的理论框架和教学设计。连鹭役博士用教学短片生动地再现了美国沉浸式课堂的面貌，介绍

了美国沉浸式教学的现状和趋势，并以丰富多样的教学手段和教学技巧，展示沉浸式的词汇教学、

阅读教学以及写作教学。

孔子学院总部副总干事、国家汉办副主任、世界汉语教学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马箭飞出席了开

班仪式并致辞。马箭飞副主任在致辞中希望讲习班邀请的专家能够给大家带来第二语言教学的新理

念、新实践和新成果，帮助老师们在国际汉语教学实践中提升理论素养和教学水平。

本次讲习班由孔子学院总部 / 国家汉办、世界汉语教学学会主办，由北京外国语大学、外语教

学与研究出版社承办。讲习班以学员需求为导向，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改革办班方式，增加专家

讲座时间，大家能进行更深入的交流和研讨，深受与会者的欢迎。国际主流语言教学法高级讲习班

已经连续举办了三届，以其顶尖的专家团队、前沿的研讨主题以及新颖的办班形式，成为国内最高

水平的培训品牌，很多高校将之列入教师培训发展计划。

世界汉语教学学会秘书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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