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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国际汉语教育中的商务汉语教学是非目的语环境下的教学，它与目的语环境下的教学有许多不同，

其最大的特点是学生很少有机会与汉语母语者直接交际, 学生间的汉语交际也十分有限, 汉语教师常常

是学生的主要交际对象, 汉语课堂是学生主要的交际场所。因此，商务汉语教学的组织形式和汉语语境的

构建要随着环境的变化而调整，要善于发挥多媒体技术的作用，以取得更好的教学效果。本文结合我们在

意大利米兰的商务汉语教学试验，阐述与不同教学层次相匹配的教学组织形式的种类及其多媒体技术的应

用，描述组织形式的匹配框架，解释组织形式的变化原因，追溯其理论依据，寻找它们之间的联系和区别。

最后总结非目的语环境下商务汉语教学的组织步骤和方法，并提出相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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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ternational Business Chinese teaching is a kind of teaching in non-target language environment, and 

it has many differences compared with the target language teaching. Its biggest feature is that students rarely have 

opportunity to communicate with native speakers of Chinese face to face, and Chinese communication among 

students is also very limited. The Chinese teacher is often the student's primary Chinese communication partners; 

Chinese classrooms are students' primary Chinese communication sites. Therefore, business Chinese teaching 

forms of organization and construction of the Chinese Context should be adjusted with the change of environment. 

At the same time, we should make good use of multi-media technology, so as to achieve better teaching effect. In 

this paper, combined with our business Chinese teaching experiment in Milan, Italy, we elaborate the type of 

teaching organizational forms with different levels of teaching matching and the application of multimedia 

                                                             
 本文曾在丹麦哥本哈根第二届商务汉语教学国际研讨会上宣读，有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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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nology, describe the organizational form of matching framework, explain the reason for the organizational 

forms changing, trace its theoretical basis, look for the connection and difference between them. Finally, we 

conclude the organization method and steps of business Chinese teaching in the non target language environment 

and put forward some relevant proposals. 

Key words: international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business Chinese teaching, the forms of organization, 

multimedia technology 

 

0   引言 
意大利米兰作为世界时尚之都，国际大牌云集，商贸产业发达，中意之间频繁的商贸

往来促使国际商务汉语教学的规模不断发展。国际汉语教育中的商务汉语教学属于非目的

语环境下的教学，它与目的语环境下的教学有许多不同。其最大特点是学生很少有机会与

汉语母语者直接交际, 学生间的汉语交际也十分有限, 汉语教师常常是学生的主要交际对

象, 汉语课堂是学生主要的汉语交际场所。在这样的语言环境中, 如何创建出适合当地人

文地域背景的教学组织形式，营造一个有利于教学的优质汉语语境，增强汉语学习的沉浸

感和吸引力，就成为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难题。在这一方面，多媒体技术显示出很大的优势，

它把文本、图形、静态图像、声音、动画、视频等集成在一起，可以快捷地呈现典型的汉

语交际情景，为学生营造出一个鲜活的、强目的语语境下的汉语学习环境，便于学生模拟

和仿真。在这样的学习环境中，我们把商务汉语教学分为两个层次：(1)言语技能训练。经

过感知、理解、模仿、记忆和巩固等几个阶段的操练, 学生基本掌握某些汉语要素，从而

获得一定的汉语语言能力。(2)言语交际技能训练。经过场景导入、人物角色定位、情景对

话、内容转述的任务、发表观点、“请进来
1
”、“走出去

2
”等几个阶段的训练,体验个体

间和群体间的汉语互动，使学生在一定的场景及语言情景中, 将所掌握的言语技能转化为

言语交际技能。在训练中，教师的人为控制程度要经历一个从强到弱逐渐衰减的过程，最

后达到与真实的商务汉语交际接轨的自然效果。总的来看，言语交际技能训练层次更高、

难度更大。对于上述不同的教学层次，我们需要匹配不同种类的教学组织形式，充分利用

多媒体技术创设高质量的汉语语境，以保证训练目标的实现。 

 

1   定义  
教学层次是对教师教学操作的一种结构性分类。比如，我们把非目的语环境下的商务

汉语教学分为两个层次：言语技能训练和言语交际技能训练。这种分类可以明确教学的进

阶和不同阶段的训练重点。 

组织形式是教师在汉语教学过程中，对学生之间的汉语互动练习方式和练习者的组合

方式所进行的配置。比如，非目的语环境下的商务汉语教学的组织形式可以分为学生个体

练习、学生配对练习、学生分组练习、学生与汉语母语者（以下皆指汉语普通话母语者）

配对交际、学生参与汉语母语者的群体交际等种类。 

语境是“人们运用自然语言进行言语交际的言语环境”（索振羽，2000），它包括三

个方面的内容：⑴上下文语境（口语的前言后语、书面语的上下文）。⑵情景语境（时间、

地点、话题、场合、交际的参与者）。⑶民族文化传统语境（历史文化背景、社会规范和

                                                             
1“请进来”是把若干非专职教师的汉语母语者（比如中国公司的经贸职员）请进课堂（如每周一次），

让他们跟学生自愿配对，无偿定期见面，就双方关心的话题进行自由交谈。 
2“走出去”是让学生走出教室，用汉语进行社会交际实践。比如，到当地中国公司或销售部所在地咨询

商务问题，到中国城的销售店铺，交涉一些贸易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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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俗、价值观）（索振羽，2000）。语境对汉语学习者的恰当表达和准确理解具有重要意

义。语境质量是指服务于汉语教学并以其为目的提供支持的语境效果的优劣程度。 

多媒体技术是指通过计算机对文字、数据、图形、图像、动画、声音等多种媒体信息

进行综合处理和管理，使用户可以通过多种感官与计算机进行实时信息交互的技术，又称

为计算机多媒体技术。较之传统工具和手段，多媒体技术可以在深度和广度上提升语境的

质量，改变过去只局限于上下文语境的教学局面，使学习者可以通过多种感官获得更深入

的领悟、更深刻的印象、更持久的记忆效果。 

 

2   教学层次与组织形式及其语境 

2.1 意义 

教学层次与组织形式的匹配是否恰当、语境质量的高低会对教学效果产生比较重要的

影响。因为随着教学层次的推进，教学训练的内容和角度发生了变化，需要不同种类的组

织形式和不同深、广度的语境来匹配，才能实现预期的教学目标，取得理想的教学效果。

在非目的语环境下，言语技能训练和言语交际技能训练的关键还在于：学生能否把短时记

忆中的汉语言语技能信息和言语交际技能信息成功地转移到长时记忆中去，以便他们随需

所用，快速地从大脑储存中提取。而长时记忆在很大程度上与强度和频率有关。从心理学

的角度来说，强度不仅指在训练过程中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它还包括呈现时的生动程度，

记忆内容的长远重要性，识记材料在学生身上唤起的情感深度，在学生头脑中产生联想的

认识广度（姬晓媛、史小妹，2004）。在上述几个方面，多媒体技术比传统工具和手段更

胜一筹。多媒体技术所创设的语境可以按照吸引度、唤起情感的深度、引起重视的程度、

产生联想的广度、记忆的时间长度等来评判质量等级，从而确保为教学提供有效的高质量

语境。因此，明确教学组织形式的不同种类，努力探索不同的教学层次所适合的组织形式，

利用多媒体技术提供有效的语境是国际汉语教学界一项重要的研究课题。 

2.2 依据 

社会文化视野下的语言教学观主张多视角地考查语言学习中学生、教师、语言及其与

学习环境之间的关系和相互作用，注意这些因素对语言习得的影响（吴文、李森，2009）。

语言学习的社会环境和心理语言过程不再被看成是二分现象,社会化和语言习得不再从产

生它们的语言交互环境中剥离出来。语言发展产生于社会交往的过程中,在社会交往中二语

学习者积极参与意义建构,并通过该过程习得第二语言(马俊波， 2008)。社会文化理论及

其教学观对国际汉语教学的推进层次与组织形式及其语境深度和广度的匹配具有更全面、

科学地指导意义。 

Krashen ( 1982)认为，语言习得是学习者通过可理解输入( comprehensible input)来进

行的。学习者获得的可理解输入越多，语言习得就越快，习得效果就越好。反之，可理解

输入越贫乏，越可能导致语言习得失败。Long ( 1987)的研究指出，虽然大多数课堂的语

言输入确实是习得者可理解的，但是它们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贫乏。具体表现在：这种语言

输入的特点是句式和词汇都很有限，存在着不少没有实际交际价值的重复，缺乏“意料之

外的语言”( linguistic surprises)，因此，这种语言输入的质量是不高的。 

Long ( 1996)的“交际假设”理论认为，语言习得是通过在交际过程中所发生的“语义

对接( negotiation for meaning )”来实现的。“语义对接”可以把语言输入和学习者的内在

能力（比如，选择性注意力和语言输出)有机地联系起来。“语义对接”过程包括理解交谈

者的话,说话者根据听话者的语言水平适当调整自己的语言表述。在这一过程中，理解确认

( comprehension request)、清晰确认( clarification request)和要求确认( confirmation requ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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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交际手段十分常见。然而，它们在课堂上却极为罕见( Long, 1987)。 

在语言学习的初期，输入的句式和词汇都很有限是必要的、正常的，因为它遵循的是

“由浅入深”“循序渐进”的教学原则。然而仅仅停留在这个阶段是远远不够的。随着教

学推进的深入，我们需要用多种组织形式来匹配教学层次的推进，这就需要利用多媒体技

术为学生创设多种深入的汉语交际，使其自然出现“意料之外的语言”，正是这种汉语对

话和交际才能弥补汉语输入在数量和质量上的缺陷, 使学生在非目的语的环境下有机会接

触到质量好、数量多、可理解的汉语输入材料。 

 

3   组织形式种类及其匹配 
从宏观推进线索来看，商务汉语教学的推进主要有两条线索：一是在语言长度单位上

的扩展（词→词组→句子→句群→段落→课文）。二是在技能训练层次上的扩展（模仿→

言语技能→言语交际技能）。语言长度单位的扩展为技能训练层次上的扩展起到了铺垫作

用，与此相应的是教学组织形式的变化和种类的匹配。无论是语言长度单位的扩展，还是

技能训练层次上的扩展，都需要多媒体技术为其提供必要的支持，这种支持贯穿于教学的

全过程。 

我们把教学的组织形式概括为五种类型：⑴学生个体互动练习；⑵学生配对互动练习；

⑶学生分组互动练习（3人组、多人组）；⑷学生与汉语母语者配对交际；⑸学生参与汉语

母语者的群体交际。下面是我们把多媒体技术、组织形式与技能训练层次进行匹配后的示

意图： 

 
图1  多媒体技术、组织形式与教学训练层次的匹配示意 

4   组织形式的匹配框架 

上图 1 表示商务汉语教学分为两个层次：(1)言语技能训练。(2)言语交际技能训练。在

这两个层次，都需要多媒体技术为其提供支持。从顺序上来看，先以言语技能训练为主，

然后向言语交际技能训练推进。在言语技能训练阶段，利用多媒体技术提供的视频片段、

音效、文字等，可以为学生营造一个“身临其境”的汉语学习环境，呈现特定语境中的汉

语词汇、句式和语法，让他们深深地沉浸于此，感知、理解、模仿、记忆和巩固汉语要素，

通过操练使其获得一定的汉语语言能力。这时主要采用两种组织形式：学生个体互动练习

（教师 1 对多，学生跟说、复述等）和学生配对互动练习。在言语交际技能训练阶段，利

用多媒体技术提供的鲜活生动的视屏片段、音效、文字等，可以为学生搭建跨文化交际的

“脚手架”，展示特定的情景语境（比如，时间、地点、话题、场合、交际的参与者等）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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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语境（比如，历史文化背景、社会规范和习俗、价值观等），使其在

沉浸中联想，帮助其领悟如何根据交际的时间、地点、话题、场合和对象进行恰当地表达，

如何准确地理解“言外之意”等等。这时主要采用四种组织形式：学生配对互动、分组互

动（3 人组、多人组）、与汉语母语者配对交际、参与汉语母语者的群体交际等。在言语技

能训练向言语交际技能训练的推进过程中，多媒体技术营造的语境在深度和广度上应该逐

渐加深增大，以便学习者领悟“情景语境”和“民族文化传统语境”对汉语交际的意义和

作用。 

“配对互动练习”跨越了两个教学层次，其组织形式虽然相同，但训练重点和目的是

不同的。前者重在言语技能，后者重在言语交际技能。在后一训练层次，我们用“学生配

对互动”的组织形式来练习2人情景对话；用“学生分组互动”（3人组、多人组）的组织

形式来练习转述（1人转述另2人的情景对话内容）、多人情景对话、集体讨论发言。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非目的语环境下的商务汉语教学，我们特别设计了“学生与汉语

母语者配对交际”和“参与汉语母语者的群体交际”这两种组织形式。因为非目的语环境

下的汉语课堂教学方式，常常是一种固定的师生之间的汉语交际，教师的问答大多是封闭

性的，即答案固定且为教师所知；开放性问题（无固定答案且不为教师所知）出现得很少。

上述两种设计可以使学生与目的语交际者自然产生“语义对接”，从而练习到在课堂上极

为罕见的“理解确认”“清晰确认”“要求确认”等常见的交际手段。此种交际还会出现

一些“意料之外的语言”，我们正需要这种对话和交际来弥补课堂上汉语输入在数量和质

量上的缺陷, 从而使学生有机会接触到真实的“意料之外”的可理解的汉语输入材料。 

 

5   组织步骤和方法 

5.1 言语技能训练 

采取学生个体互动练习（如跟说、复述等）与配对互动练习(如分角色对话等)相结合

的组织形式，通过学生感知、理解、模仿、记忆、巩固来掌握汉语要素，培养其商务汉语

的生成能力。这时多媒体技术发挥了营造沉浸氛围，激发兴趣，提炼词、句和语法点的作

用。 

5.2 言语交际技能训练。 

5.2.1 初步的商务汉语言语交际技能训练 

采取学生配对(如情景对话表演等)、分3人组进行角色对话和转述、分多人组进行讨

论发言的组织形式，通过场景导入、人物角色定位、内容转述的任务、发表观点等活动模

拟真实的商务汉语交际，培养初步的商务汉语使用能力。这时多媒体技术发挥的作用有：

提供典型的情景语境和民族文化传统语境，唤起对交际的时间、地点、话题、场合、参与

者、历史文化背景、社会规范和习俗、价值观等因素的关注，聚焦于词、句、语段、语篇

的恰当性与准确性。 

5.2.2 深入的商务汉语言语交际技能训练 

采取学生与汉语母语者配对交际、参与汉语母语者的群体交际等组织形式，通过“语

义对接”和自然地接触母语者的“意料之外的语言”，进一步培养学生实际的商务汉语使

用能力。 

学生与汉语母语者配对交际是把若干非专职教师的汉语母语者（比如中国公司的经贸

职员）请进课堂（如每周一次），让他们跟学生自愿配对，无偿定期见面，就双方关心的

话题进行自由交谈，由此得到彼此感兴趣的新信息。当然，事先征集愿学所在国的语言并

有交际愿望的中国经贸职员是必要的，尤以“语伴”形式征集的效果较好。 在这一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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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义对接”的交际手段会频繁出现，“意料之外的语言”自然会遇到。 

学生参与汉语母语者的群体交际是让学生走出去，立足当地进行商务汉语的社会交际

实践。比如，深入到当地中国公司或销售部所在地咨询某个商务问题；或者到当地中国城

的销售店铺，直接用学过的商务汉语询问一些商务问题，交涉一些商务事件。在这一过程

中，学生所面对的汉语交际对象的数量是不可控制的，有时一人，有时多人；他所接触到

的汉语也是未知的，再加上环境气氛、人物身份、地位等因素的介入，完全真实地呈现出

典型的商务汉语交际场景，涉及到常见的商务汉语交际内容和句式结构。这会使学生受到

巨大的锻炼，也会给他们留下深刻的印象。  

 

6  建议 
⑴非目的语环境下的商务汉语教学的组织形式既不能完全照搬目的语环境下的教学

组织形式，又不能完全抛弃它，应该根据不同的教学层次做出相应的变通。 

⑵要善于发现和利用所在国的汉语母语者资源，适当地把他们纳入教学计划和教学设

计之中，使其成为训练学生的商务汉语言语交际技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⑶教学的组织形式要与教学层次很好地匹配起来，形成由浅入深、由限制到非限制的

言语交际技能的训练系统。同时要善于利用多媒体技术为教学提供支持，营造鲜活的、强

目的语语境下的汉语学习环境，这样才有利于培养能进行实际的跨文化交际的商务汉语人

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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