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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通过对现有中文慕课的回顾，提出中文慕课教学设计中的三个基本问题：语言教学单位，文化因素

在语言慕课中的地位和作用，学习者与学习者之间的互动。针对这三个问题，作者详细介绍了中文初阶慕课的设计

和实施，并通过收集到的数据对该慕课进行评估并提出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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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reviews the existing Chinese language MOOCs and points out three problems in their design: the 

monism-based teaching method, the non-integration of cultural elements, and the lack of learner-learner interactions. It then 

presents the design principles of the Introductory Chinese MOOC in an attempt to tackle these probl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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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2013年，法国国立东方语言文化学院 Institut national des langues et civilisations orientales (Inalco) 

与法国 MOOC 平台 France Université Numérique (FUN)合作启动了项目东方语言和文化系列慕课

项目，即Kit de contact en langues orientales。该系列慕课涉及八种语言，包括阿拉伯语、汉语、捷

克语、柏柏尔语2、希伯来语、土耳其语、马萨特克语3。 该系列慕课是以“第一次接触一门东方语

言”为出发点，针对初学者的语言慕课。其中阿拉伯语和汉语慕课已经于 2016年 11 月完成了第一

轮上线，捷克语慕课语于 2017 年 2月完成了第一轮上线。  

本文首先简单介绍“中文初阶慕课” （法文为Kit de contact en langue chinoise ）的实施情况，

然后通过回顾现有的中文慕课，提出中文慕课设计中需要考虑的重要问题以及这些问题在“中文

初阶慕课”设计中的实施，最后探讨对外汉语教学在慕课时代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中文初阶慕课”在白乐桑 2008年主编的教材 « Méthode d'Initiation à la langue et à l'écriture 

chinoises » 4的基础上，将前四课内容整合为 6周课程，并在开头增加一周汉语入门介绍课程，一

共 7周课程。该慕课旨在引导法语母语汉语初学者进入汉语语言和文字的基础学习，帮助学习者

发展个性化学习策略，“学会如何学习”像中文这样的 “远距型语言和文字”，并藉此打开发现中

国文化之门。慕课开课时间为 2016 年 11 月 2 日到 12 月 30 日，正式课程授课时间为 7 周，另外

                                                             

1 本项目由法国索榜巴黎西岱联合大学（Université Sorbonne Paris Cité）的资助，并得到了法国东方语言文化学院（Inalco）信息及

通信技术部门(TICE)的大力支持，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2柏柏尔语（Berber languages）是一种非洲撒哈拉北部的语言。 

3马萨特克语(Mazatecan language)是墨西哥瓦哈卡(Oaxaca)州北部的中美印第安人的语言。 

4 J. Bellassen. 2008. Méthode d’initiation à la langue et à l’écriture chinoises (nouvelle édition avec DVD), éd. La Compagnie。

该教材是在1989版的基础上经过改进，增加了 DVD。但是该版本没有中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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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两周额外学习时间。 学完 7周的课程，学生应掌握100个高频汉字，并通过学习由这 100个

汉字组成的词语和对话，可以基本完成欧洲共同语⾔言框架A1.1 水平标准的部分简单交际任务。

学生必须达到50%的练习和测试通过率才能够拿到结业证书。根据法国FUN慕课平台最后数据，

本慕课的注册人数为 9764人，其中 2863人至少完成了一个练习（这里我们把他们称为积极学习

者），有 1176人参与了一半的课程，最后有 792人达到通过率并拿到了结业证书。 

2  中文慕课回顾 

中文是一种具有许多独特功能的非字母语言。首先它具有表义书写系统，即汉字书写系统。

它是典型的孤立语，没有词形屈折变化以及变格等语法范畴的变化，并且是声调语言。中文的书

写与读音没有直接的对应关系。虽然拼音作为一种拉丁字母的汉语标音系统，有助于帮助学习者

发音，从而有助于口头交流，但它不能帮助学习者理解汉语。此外，中文字和词的概念和印欧语

言不同，中文的词可以由一个字、两个字、三个字或者四个字组成。总之，汉语具有两个语言教

学单位，而不止一个。那么在针对初学者的中文慕课中，如何将中文的这些独特性展示出来，并

教授给学生，成为我们应该思考的首要问题。  

接下来，我们对现有中文慕课的教学设计进行分析和研究，提出中文慕课设计的关键问题，

然后介绍针对法语学习者的中文初阶慕课如何解决这些问题。  

自从 2012 年以来，中文慕课也开始出现在几个大型的慕课平台上，从 Coursera 到 edX 到中

国大学 MOOC，学堂在线等等平台上出现了不下 30 门教授中文的慕课。在设计该慕课之前，笔

者对现有中文慕课做了一个大概的研究，因为篇幅限制，在此笔者只选择几个有代表性的中文慕

课进行分析。分析内容主要涵盖以下几个方面：慕课针对的学习者，采用的教学方法，是否教授

汉字以及如何教授，课程是否涵盖文化元素以及如何体现这些文化元素，学习者之间的互动如何

体现，等等。 具体慕课名称如下： 

 Chinese for beginners of Beijing University (Coursera) https://www.coursera.org/learn/learn-

chinese; 

 Mandarin Chinese: Start talking with 1.3 billion people of Tsinghua University (edX) 

https://www.edx.org/course/tsinghua-chinese-start-talking-1-3-tsinghuax-tm01x; 

 Chinese Language: Learn Basic Mandarin of Taiwan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edX) 

https://www.edx.org/course/basic-mandarin-chinese-level-1-mandarinx-mx101x-0; 

 中级汉语语法 Intermediate Chinese Grammar of Beijing University (edX) 

https://www.edx.org/course/zhong-ji-yi-yu-yu-fa-intermediate-pekingx-20000001x-0; 

 Chinese for HSK series of Beijing University (Coursera) https://www.coursera.org/learn/hsk-1; 

 汉字 Chinese Characters for Beginners of Peking University (Coursera) 

https://www.coursera.org/learn/hanzi. 

上述慕课都是针对英语母语者，或者是懂英语的学习者，而目前只有本文介绍的“中文初阶

慕课” Kit de contact en langue chinoise 是针对法语母语者，或者懂法语的中文学习者的慕课。那

么相应的，在教学设计上，这些慕课针对的更多的是说英语的人在学习汉语过程中会遇到的困难。 

这些中文慕课在教学方法上不尽相同。北大的 The Chinese for beginners of Beijing University 

(Coursera)是一个典型的 xMOOC, 即侧重于知识传播的慕课。它的教学方法相当传统，基本上是

汉语传统课堂教学的屏幕再现，一位教师在视频讲解汉语的词汇和语法，没有任何对话来辅助教

学。整个课程用英文讲解，课件PPT文档用拼音来展示。课程里不仅不教授汉字，连课件里也看

不到汉字。有趣的是，在该慕课的论坛里，不止一次有学生提出教授汉字的问题。 

清华大学的Mandarin Chinese: Start talking with 1.3 billion people of Tsinghua University (edX) 和

台湾政治大学的 the Chinese Language: Learn Basic Mandarin of Taiwan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edX) 可以说是典型的以交际为目的的语言慕课。这两个慕课最大的特点就是设计不同场景的情

https://www.coursera.org/learn/learn-chinese
https://www.coursera.org/learn/learn-chinese
https://www.coursera.org/learn/learn-chinese
https://www.edx.org/course/tsinghua-chinese-start-talking-1-3-tsinghuax-tm01x
https://www.edx.org/course/tsinghua-chinese-start-talking-1-3-tsinghuax-tm01x
https://www.edx.org/course/tsinghua-chinese-start-talking-1-3-tsinghuax-tm01x
https://www.edx.org/course/basic-mandarin-chinese-level-1-mandarinx-mx101x-0
https://www.edx.org/course/basic-mandarin-chinese-level-1-mandarinx-mx101x-0
https://www.edx.org/course/basic-mandarin-chinese-level-1-mandarinx-mx101x-0
https://www.edx.org/course/zhong-ji-yi-yu-yu-fa-intermediate-pekingx-20000001x-0
https://www.edx.org/course/zhong-ji-yi-yu-yu-fa-intermediate-pekingx-20000001x-0
https://www.edx.org/course/zhong-ji-yi-yu-yu-fa-intermediate-pekingx-20000001x-0
https://www.coursera.org/learn/hsk-1
https://www.coursera.org/learn/hsk-1
https://www.coursera.org/learn/hanzi
https://www.coursera.org/learn/hanzi
https://www.coursera.org/learn/hanz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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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对话来培养汉语初学者的交际能力。前者侧重教授日常交际会话，特别是来华留学生的日常交

际会话。大部分对话都是用拼音来教授，同时也教授极少数高频字。 后者以教授在台湾旅游的交

际会话为重点。值得注意的是，在该慕课第一轮上线的时候没有任何汉字或者词汇的教学，在第

二轮上线时加入了常用词汇的教学。不过在这两个慕课中，汉字教学不是重点。  

其他几个提到的慕课教授不同的汉语技能。北大的中级汉语语法 The Intermediate Chinese 

Grammar of Beijing University (edX) 侧重于汉语语法的深入学习，针对有一定汉语基础的中级学

习者。北大的HSK备考系列慕课 The Chinese for HSK series of Beijing University (Coursera) 主要

是为了帮助学生备考汉语水平考试，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一个资源库。 北大的汉字 the 

Chinese Characters for Beginners of Peking University (Coursera) 只教授汉字，但没有任何词汇或对

话来辅助汉字记忆。  

上述所有慕课都设有论坛，但是笔者观察到，这些论坛中学习者与学习者之间的互动相当有

限。大多数学习者只是单纯地发帖表达自己的观点，却没有与其他学习者进行交流。他们要么就

是把发帖当作一个必须完成的任务，以便进入到下一个学习环节，要么仅仅是简单地 “刷存在感”。

文化元素在这些慕课中涉及得不多，在情景对话、学习活动、论坛讨论中很少有文化内容。 

从对上述慕课的观察和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以教师为中心，以知识传授为基础的教学设计

在现有的中文慕课中还是占主导地位。笔者认为，这些慕课，特别是针对初学者的中文慕课，都

没有能很好地解决三个基本问题： 

第一， 对于汉语初学者来说，基本的汉语教学单位应该是什么？是汉字还是词？这个基本

教学单位在中文慕课的教学设计中如何体现？ 

第二， 在大型网络课程中，如何设计促进学习者之间互动的学习活动？如何帮助学习者达

成合作学习，建立自主学习团体？ 

第三， 在中文语言慕课中如何培养学生的跨文化能力？  

在下文中，我们将结合“中文初阶慕课”的设计，对这三个问题逐一详细说明。 

2.1  一元论和二元论 

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对外汉语教育正式作为一门学科（吕必松, 1987）开始建设的过程中，针

对汉语教学的基本单位一直就争论不断。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争端主要集中在所谓的词本位

教学法（word-based teaching method）和字本位教学法（character-based or Zi-based teaching method ）

之间. 

词本位教学法可以追溯到第一本系统的汉语语法著作《马氏文通》（马建忠，1898）。该语法

著作的语法框架是模仿西方语法的而建立起来的，倡导词作为汉语语言的基本研究单位和语言教

学的基本单位。《马氏文通》的语法理念对汉语外语教学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大多数现有的汉语教

材都是根据这个理念来设计，即以词为汉语教学的基本单位，然后通过单词学习进入到组词成句，

最后组成文章，与教授英语的方法极为相似。 

与之不同的是，字本位汉语观及字本位教学路子（徐通鏘, 1997, 2005; 王若江, 2000; 任瑚琏, 

2002; 潘文国, 2002; 王骏, 2009; 陆俭明, 2011） 则把汉字作为语言单位或语言教学基本单位，同

时承认字与词之间的密切关系。 （白乐桑Bellassen, 2016）它提倡教学应该尊重汉语的独特特征

（如前所述），尤其强调汉字是汉语的基本构成，正如词是印欧语言的基本构成一样。 （Shen, 2016)） 

近年来，字本位和词本位，原本用来区分两种主要教学方法的术语，被使用到汉语语言本体

研究中，引起了不少误解和混淆。所以白乐桑（2016）最近提出了汉语二语教学二元论和一元论

的概念，分别替代字本位和词本位的说法。 他完善并补充了对这两个教学方法的描述和理解。汉

语二语教学一元论把词作为唯一的教学单位，强调汉字教学应该遵循词汇教学。汉语二语教学二

元论则承认汉语教学存在两个语言教学基本单位，即汉字和词。在针对初学者的教学中，汉字教

学应该指导词汇教学，以达到学习效率的最优化。汉语二语教学二元论尤其强调培养学习者的视

觉辨识能力对记忆汉字的重要作用，也注重汉字的频率、复现率和构词能力。 上述观察和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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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慕课基本上是基于一元论教学法而设计的，所以汉字的记忆被大大地忽视了。 

2.2 文化元素的地位 

语言与文化有着不可分割的密切联系，语言教学中对学生跨文化交际意识的培养至关重要。

笔者认为，语言课程中的文化元素不应该仅限于简单的知识传授。文化元素的整合应该强化和丰

富语言学习，并在激发学习者参与和培养学习者批判性思维方面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Álvarez ＆ 

Kan，2012）。 问题是我们如何将其融入到中文慕课设计中，以鼓励批判性思维和跨文化学习。这

个问题在上述慕课中没有得到回答。 

2.3 学习者与学习者的互动 

沟通与互动是语言学习的核心，对于大型的网络语言课程来说更是如此。 教师和其他学习者

的及时反馈在语言学习方面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Lin ＆ Zhang，2014）。 如前所述，在上述慕

课中观察到的大多数所谓的互动其实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互动。真正的互动应该超越提供正确答

案这个层次，而达到让学习者合作来共同解决问题的层次。这个层次的互动才能“帮助网络环境

中的学习者培养批判性思维，促进他们的协作，开发基于能力的学习成果，通过社会评估鼓励同

伴之间的互助和评估，提供学习策略和自我调节工具，最后使用各种媒体和信息通讯技术来创造

和发布学习资源和产出”（Guàrdia，Maina ＆Sangrà，2013，笔者翻译）5。 在下一节中，我们将

介绍如何在“中文初阶慕课”的设计中实现上述三个基本要点。  

3  中文初阶慕课的教学设计 

3.1课程简介 

在前言中我们已经介绍过该慕课是针对法语母语者的中文初学者一个 7 周的中文入门慕课 

（https://www.fun-mooc.fr/courses/Inalco/52004/session1/about）。这 7周课程的主题如下： 

第一周    汉语入门介绍，包括汉字，发音，拼音以及汉字门槛 

第二周    中国大，日本小 

第三周    你是哪国人？ 

第四周    您贵姓？ 

第五周    你学什么？ 

第六周    你汉语学得怎么样？ 

第七周    你家有几口人？ 

从第二周到第七周，每周课程都围绕一定数量的汉字设计简单的基于主题的教学活动，包括

听力辨识和听力理解，对话讲解，高频汉字和数字学习，语法讲练，文化知识学习和讨论等五个

部分。每周课程最后一节都会通过介绍一两个文化元素，提出开放式问题，要求学生参与讨论。 

7 周课程共制作了 77个视频文件，计约 313分钟，包括主讲教师授课、情景对话、发音展示、

手写汉字展示等等。针对课程内容我们设计了 33个测试练习6，共计 269个问题，包括论坛讨论

参与，学生必须达到 50%的 正确率才能通过并拿到结业证书 。辅助教学材料包括 220个音频文

件（主要用于练习和测试），100个高频汉字动画，可下载打印的PDF文件包括教材、100个高频

字详解、104个汉字偏旁部首、特制的汉字书写纸等等。 

学习结果的评估标准参照欧洲语言框架 A1.1 标准，学习结束后学生能够作简单的自我介绍， 

比如国籍、姓名、出生年月、电话号码、家庭成员等等，并能够完成针对这些问题的简单交际任

务。同时掌握完成这些任务所需要的 100个高频汉字。 

                                                             

5  引用原文“empower learners in networked environments for fostering critical thinking and collaboration, developing 

competence based outcomes, encouraging peer assistance and assessment through social appraisal, providing strategies and 

tools for self-regulation, and finally using a variety of media and ICTs to create and publish learning resources and outputs” 

6 此处强调测试练习是因为在本慕课中还设计有 33个非测试互动练习， 在下一章节会详细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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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基于二元论法的教学设计，针对法语母语学习者 

“中文初阶慕课”的教学设计以二元论教学法为基础（Bellassen & Zhang, 1989 ），在尊重汉

语语言特殊性的同时兼顾法语母语者学习汉语的特殊困难。 这个教学设计思路在课程视频讲座

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见图 1）。 

图 1   “中文初阶慕课” 课程视频截图 

 

整个课程的学习活动的设计围绕帮助法语母语者建立音（包括拼音），形（即汉字）和义（意

义）的逻辑关系来进行（见图 2）。这样的三角形逻辑关系和法语的音－形－义直线逻辑关系差别

很大，这是法语母语者学习汉语的难点。从二元论教学法的角度来看，使用多媒体技术可以帮助

学习者最大化地接触汉字和词，从而有利于汉字和词汇的记忆。 

图 2   建立音－形－义逻辑关系的练习设计 

本慕课的学习活动和练习可以归类如下： 

 语音辨识（语音和声调的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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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力理解（理解听到的对话和文本内容） 

 语音练习（重复听到的内容） 

 视觉辨识（汉字辨识， 偏旁部首的重组，汉字分解） 

 汉字手写练习 （跟老师一起手写汉字） 

 阅读理解（理解给定的汉字文本内容，理解给定的拼音文本内容） 

 书写（利用键盘打汉字） 

网络课程的教学设计中一个很大的挑战就是要考虑到技术的承受能力（ technological 

affordances, Hutchby, 2001）。一方面，要考虑到每项技术都有其适用范围和局限性，即我们可以使

用哪些技术来实现什么样的教学目的； 另一方面要考虑到这些技术的使用者是否能够使用这些

技术，即我们使用某个技术设计出来的课程是否人性化（user-friendly），是否能让学习者毫无困难

地使用。本慕课的平台是基于 edX 的法国慕课平台 FUN, 该平台上自带的练习设计工具极为有

限，基本上只能设计填空和选择类型的练习，而这样的练习对语言课程来说是远远不够的。如果

要实现互动练习设计，必须借助其他外部工具。  

在这个认识的基础上，本慕课的练习被归类为测试练习和非测试练习。测试练习主要是利用

慕课平台自带的工具来设计的练习，这些练习的成绩可以由慕课平台纪录。通过另外一个互动练

习设计网站 learningapps.com， 我们设计了一系列互动游戏类练习，并通过慕课平台的 iframe 功

能将其导入到慕课平台上。这些练习内容丰富，但是由于技术员原因，成绩不能被慕课平台记录，

所以我们将它们和语音操练、汉字手写操练一同归类为非测试类练习。同时，为了保证这些练习

的完成率，我们在测试类练习和非测试类练习之间建立了密切联系（见图 3）。大多数情况下，学

生只有完成非测试练习才能顺利完成测试练习。 

图 3   测试类练习和非测试类练习的密切联系 

3.3  利用论坛促进学习者和学习者之间的互动 

前面我们强调过，培养学习者的自主学习能力和批判性思维能力是语言慕课的重要任务。而

论坛对培养这两个能力的作用不可小觑。本慕课共开放了 49个论坛，这些论坛的功能主要可以分

为两大类：学习经验分享和跨文化能力培养。学习经验分享论坛主要开放在一些非测试类互动练

习后面，目的是鼓励生生互助，分享学习策略和经验，从而促进合作学习，同时也能帮助学生反

思自己的学习过程（见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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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非测试类练习后面开设的论坛 

3.4 导入文化元素，促进批判性思维  

第二类论坛开放在每周课程的最后一节，即文化小节后面。每周的文化主题都经过精心挑选，

以保证涉及到的文化元素和该周的课程内容相关，通过导入相关文化元素扩大学生的文化知识，

更重要的是通过提出思考问题促进生生和师生的交流，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并提高他们

的学习动机和课程参与。 

以第二周课程的文化小节为例。该周的主题是“你是哪国人”，文化小节的主题是中国的人口

和民族。在观看完视频讲座以后，学生需要回答两个关于中国人口和民族分布的知识型问题。接

下来在论坛讨论中，我们要求学生就春节期间中国内陆的人口大迁移现象，即春运，进行讨论，

交流各自的看法（见图 5）。  

图 5   第二周课程文化小节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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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论坛一共有 670次发帖，其中一个主题为“传统与现代” “Tradition and Modernity”的发

帖吸引了超过 30 个回帖。该帖的发起人发现中国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在春节期间不是遵循传

统回父母家过年了，而是把父母从家乡接到自己打工城市过年，传统被现代的生活方式慢慢改变

了。然而中国人过年发红包的传统习俗却一直保留下来。在回帖中，有些学生对发帖人的分享表

示感谢并表示自己以前并不了解这样的情况，“Merci pour toutes ces informations passionnantes”。

有的学生对该帖的内容表示赞同，并把自己两年前在中国看到的人们过年用微信发红包的情景与

其他人分享，“Vivant et voyageant en Chine depuis 2 ans, je confirme que les Chinois n'ont pas perdu goût 

au hongbao papier. Ils sont d'autant plus proches de leurs familles qu'ils sont en contact permanent avec eux 

via WeChat.” 有的学生把中国过年的传统习俗与其他亚洲国家的习俗进行比较，比如有学生谈到

在日本，人们甚至会给 20岁的年轻人发红包，“Au Japon également il y a cette tradition de donner 

une enveloppe avec de l'argent (お年玉) mais ceci jusqu'à la majorité ! (20 ans)”。还有的学生谈到自己

对于春运以及红包的认识来自读过的美籍华裔作家张彤禾的小说《工厂女孩》 并向大家推荐这本

书，“Je connaissais l'importance de cette migration annuelle, et cette histoire d'enveloppes rouges, par la 

lecture d'un livre d'une journaliste sino-américaine qui a suivi et raconté la vie de jeunes femmes travaillant 

à Shenzhen.”也有学生表示文化论坛的互动加深了他们对中国语言和文化的了解，大大促进了他

们的学习动机。 “ la part culturelle de ce Mooc est une excellente idée et nous apporte sans doute 

beaucoup. Je suis pour ma part totalement néophyte et me découvre une passion pour ce pays et cette 

langue. ”。这里我们可以观察到学生的互动已经不仅仅停留在知识层面，而是上升到了互助协作，

共同产出学习成果的层面。 

4  评估和思考 

出于研究目的，笔者设计了课前问卷和课后问卷，要求注册的学生填写。课前问卷的目是了

解学习者的个体特征，比如国别、性别、年龄层次、所受教育背景、语言背景等等，尤其是了解

这些学习者选择中文慕课的真正动机。在注册的 9764 名学习者中，我们获得了 972 个完整的回

复，约占所有注册学习者的 10％。结果显示，26％被中法两种语言和文化的“距离”所吸引，27％

的人想挑战自己的大脑，学习和自己文化背景完全不同的事物，19％的人是为了方便他们前往中

国旅游，和中国人交流，8％的人出于职业目的，6％把学习中文当作生活中的一大挑战。在让他

们感兴趣的中国事物列表上，排名前位的是中国的书法、哲学、字源、中文音律美和武术。 在某

种程度上，调查结果证实了我们的假设：中文慕课学习者的主要动机来自内在动机，具体为对不

同事物的强烈好奇心，对挑战和交流的渴望；而不是外在的职业导向动机，即中国的经济增长促

进了中文学习。  

课后问卷调查我们收到了 296 份完整的回答，占主动学习者（9764 名注册学习者中有 2863

人）的 10%。 这个问卷调查的结果不能代表所有注册的学习者，因为只有完成了整个课程的学习

者才会填写这个问卷，它只能代表部分主动学习者的看法，但是问卷结果有助于进一步完善该慕

课。大概的结果可以从下面的简表中窥见一二（见表 1）。总的来说这些主动学习者对课程的反馈

是相当肯定的。 其中大部分人（96％）声称这个慕课和他们的个人期望值吻合，他们对课程内容

和组织满意（95％）。 平均来说，约 90％的学员参加了该慕课 3/4以上的课程，其中有 93％获得

了结业证书。 然而，技术问题，缺乏时间、无法兼顾工作和学习是阻碍他们顺利完成慕课的主要

障碍。 

表 1    课后问卷调查结果简表 

问题 Answer 

我对这个慕课满意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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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达到了我预期的学习目的 96% 

我对课程的内容满意 95% 

平局来说，我每周花______ 小时学习慕课  

o   1-3小时 

o   3-5小时 

o   5-8小时 

  

·28% 

·39% 

·23% 

我在学习慕课中遇到了以下困难  

·       技术问题（网络不畅通，软件，慕课平台）  

·       时间不够 

·       工作压力 

  

·41% 

·31% 

·26% 

我参与了至少 3/4的学习活动  

·       观看视频 

·       完成测试练习 

·       完成非测试互动练习（游戏） 

·       练习手写汉字  

·       阅读论坛发帖  

·       参与论坛发帖  

90% 

·96% 

·96% 

·95% 

·78% 

·45% 

·25% 

我认为下列互动对我的学习有帮助  

·       和老师的互动 

·       和其他学习者的互动 

·       所有互动练习 

  

·48% 

·48% 

·89% 

我认为和其他学习者的互动能帮助我  

·       丰富我的知识 

·       更好地理解课程内容   

·       指导我的学习  

  

·63% 

·27% 

·25% 

我拿到结业证书是为了  

·       个人满足 

·       写到我的简历里面 

·       找工作 

  

·54% 

·34% 

·3,7% 

整个慕课的进行过程中，我们发现学习者之间的互动非常积极。从统计到的数据来看，在创

建的 49个论坛中，学生们一共发起了 4305个讨论主题（跟帖数未计入）。特别值得注意的是，6

周的文化论坛发帖数量总计为 3386，虽然呈下降趋势，但是直到课程最后一周发帖量还保持在一

个较高水平，说明学生的参与是积极的（见图 6）。学习者们不但互相帮助学习语言和文化，还给

老师提出建议和意见，帮助改善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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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6周课程文化小节论坛发帖数总览 

“中文初阶慕课”的创建是一次难得的经验，对教师来说是第一次进行网络教学设计的整体

实施，对学生说是第一次体验全新的网络中国语言和文化的学习经验。这些宝贵的经验一定会有

助于第二轮课程的改善。比如我们会引进更多的视觉互动练习和游戏，因为尽管这些练习没有评

分，很多学生反映这些活动能相当有效地帮助他们识别和记忆汉字。此外，由于平台的功能有限，

我们无法在第一轮课程中整合录音工具，这个问题将会在慕课第二轮上线之前解决，以便学生能

够提交语音作业，同时加入同伴评估功能，让他们互相比较和评估各自的语音作业。  

最后，语言慕课的一个重大挑战在于口语练习，确切地说是和母语人士练习听说。笔者认为，

利用网络语言伙伴（eTandem）的方式，也许能成为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经济而且有效的方法。中

法文 e 搭档法课程模式（Wang-Szilas，2016）已经证明这样的方法能够帮助语言学习者发展他们

的交际能力和跨文化能力。从长远来看，在全球化的大趋势下，如果能创建一个平台，将为法语

母语者学习中文设计的中文慕课，和为中文母语者学习法语设计的法语慕课连接起来，为他们提

供必要的技术和教学支撑，让他们互惠互利，练习各自的目标语言，这肯定会为语言慕课的设计

开辟新的实施和研究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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