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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采用文献法、内容分析法等研究方法，对面向国际汉语教育的移动语言学习理论和实践研究进行了梳理，

并思考了国际汉语教育领域的移动语言学习未来研究与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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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移动语言学习概念的由来：从 CALL到 MALL 

1.1 CALL阶段 

Warschauer和Healey（1998）在经典的《计算机和语言学习综述》一文中，把CALL（Computer 
Assisted Language Learning，计算机辅助语言学习）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行为主义CALL、认知

主义 CALL 和整合式 CALL。文章认为，尽管认知主义 CALL 与行为主义相比有很大进步，但

CALL 仍然没能对语言学习的主要因素做出重要贡献。此时，在语言教学领域，也正在对交际教

学的理论和实践进行反思，许多教师从交际教学的认知视角转向更社会性或社会认知的视角，更

加重视在真实社会环境中的语言使用。任务教学法、项目教学法和内容教学法都谋求把学习者置

于真实的语言环境中，并且把语言学习和使用的多种技能整合起来。在这样的情形下，整合式

CALL就应运而生了。整合式CALL不仅整合听、说、读、写各种技能，而且谋求把技术整合到

语言学习过程中。在整合式教学法中，学习者不再每周一次去计算机实验室完成孤立的行为主义

的或交际的练习，而是把学习使用多种工具作为其语言学习和使用这个持续过程的一部分。文章

还指出，行为主义CALL的技术是大型计算机，认知主义CALL的技术是个人电脑（PC），整合

式CALL的技术是多媒体联网计算机。移动设备集成了多种技术，不仅具有多媒体联网计算机的

功能，还具有情境敏感性，支持多种学习活动同时进行，而且移动设备更加个性化。相比整合式

CALL 而言，移动技术的这些特性使移动设备可以无缝融入语言学习过程，以至成为语言学习不

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1.2 MALL阶段 

Pettit（2007：649）在总结移动技术为学习带来的好处时认为，移动设备具有高度的个性化，

然而与此同时又能让我们与其他人分享想法和信息，而且它们提供了随时随地的存取，因此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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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为学习提供了解放度和更大的灵活性，移动语言学习也大有为语言学习带来革命的潜力。随

着MALL（Mobile Assisted Language Learning，移动语言学习）的发展，移动技术提供的学习条

件得到充分应用，Willis（1986）认为语言学习有三个必要条件：与目的语及其文化大量接触，在

比较真实的环境下使用语言，具有充分的动机去实践这种语言。我们可以充分利用移动技术的情

境敏感性，在学习者所处的场景用移动设备提供相关的目的语资源，为学习者创造类似二语习得

的环境。移动技术实现的电子扩展还可以包括跨越时间和空间提供学习者的信息和数据，为学习

者提供跨越时空与母语者或其他学习相同目的语的学习者交流的真实的环境，给他们充分的动机

去实践目的语，帮助创建语言学习的必要条件，达到好的学习效果。此外，语言学习中的某些过

程，如词汇学习等，便于以小的学习单元重复进行，移动技术除方便提供这样形式的学习单元之

外，还可以在学习者闲暇时随时提供，这是其他技术和方式无法取代的优势。此外，由于移动设

备为大多数人所拥有，这样原来不具备正式课堂学习机会的人也可以通过移动设备进行语言学习，

这使得语言学习可以成为人们终身学习的内容。MALL与传统的CALL不同，MALL使用个性化、

便携的设备，使新的学习方式成为可能，强调学习的延续性、存取的自发性和即时性以及在不同

情境中使用的互动性（Kukulska-Hulme and Shield，2008：273）。由于这些特性，移动技术具有为

语言学习创造理想条件的潜力。 
 

2 面向国际汉语教育的移动语言学习的理论研究 

自本世纪初以来，国际汉语教育的学者和教育工作者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理论论述、学习模

型构建和发展前景展望等方面的研究。从网络辅助教学到软件互动教学，数字技术在国际汉语教

育中得到了较为广泛地利用。高清辉（2008）肯定了数字技术对国际汉语教育的促进作用，呼吁

各界加强对数字化汉语教学的研究。唐燕儿（2010）针对国际汉语教育与第三代移动通信技术结

合发展的问题做了初步的探析工作，文章针对师资队伍、网络建设、资源建设、媒体处理、教与

学工具、发展途径等问题进行分析，探讨了解决问题的办法及工作模式、工作任务、工作重点和

工作途径等有关内容。此后，张会、李玉顺（2011）认为，移动学习变革着传统的教学理念和教

学模式，给国际汉语教育带来新的教学手段和新的学习支撑环境，并分析认为，传统的汉语课堂，

多媒体辅助教学技术没有得到很好的发挥；学生的个性化学习需求没有得到满足；课堂内容的瞬

时性不利于学生的课后学习。而基于无线网络的移动汉语学习具有跨时空的性质，能够存储课堂

教学视频供学习者课后复习，能够通过多媒体形式提供丰富多样的个性化学习内容，满足了学习

者的个性化需求。作者还提出了设计融合课堂内外的移动学习课程体系的观点：首先，要对教师

与学生对移动学习的态度和期望进行调查；要从现有国际汉语教育资源再利用和情境化移动学习

资源再设计两个角度，对有关国际汉语教育的移动学习资源设计进行研究；最后基于不同形态的

学习资源，开展教学实践活动和有效性验证等。刘韵华（2013）认为微学习因手机等各种移动电

子信息终端的发展而加速成为学习的重要途径，并从碎片时间概念和移动学习理论入手，提出并

分析了基于碎片时间的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移动学习的六种特征：第二语言知识碎片化特征、第

二语言知识体系网格化特征、高灵活度的交互刺激特征、自主学习特征、虚拟社区学习特征、辅

助特征等。饶严彬、徐娟（2011）立足于移动学习的理念，从分析汉语移动学习研究的现状入手，

结合智能手机的优点和对外汉语教学的特点，从理论基础、学习模式、平台设计等角度进行了探

讨，设计并开发了一个基于智能手机的“长城汉语”移动学习平台原型系统。 
 

3 面向国际汉语教育的移动语言学习的实践研究 

关于国际汉语教育与移动语言学习结合的实践研究方面，形成了一批成果，有的是从具体的



中文教学现代化学报 The Journal of Modernization of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JMCLE 

JMCLE Vol.5 No.2 Dec. 2016 PP.1-6 ©Association for Modernization of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 3 ~ 

技术手段和应用实践来进行研究，有的是从特定的移动汉语学习软件分析的角度来研究，也有在

移动工具书词典、电子教材的应用方面进行研究。 
2010 年厦门大学汉语国际推广南方基地推出了“移动孔子学院学习平台”，为学习者提供了

一个便捷高效的移动互联网汉语教育平台。该平台借助于手持电子设备，具有移动视频教学、线

上线下互动沟通、信息资讯、内容后台管理推送等功能，可以实现网络信息资源共享、教辅教具

上传下载等与汉语教学相关的移动终端多媒体服务。随着移动通信技术的发展和智能手机的普及，

对外汉语教育界相继推出基于智能手机平台的移动汉语学习软件。台湾师范大学国语教学中心依

托台湾先进的数位技术，率先推出移动汉语学习软件“Hi Ni Hao”。通过这套学习软件的帮助，

外国学习者在学习汉语口语时的发音能更加准确，其先进的语音辨识技术，亦会提供给外国学习

者正确发音的辅助建议和音调调整，加强学习者的发音练习。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针对苹果 iOS
系统用户，将《汉语 800字》 《汉语 900句》两套对外汉语教材设计成移动汉语学习软件的形式，

此举是优秀对外汉语教材移动电子资源化的首次有益尝试。此外，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还开发

了“Dine in China”“Talking Chinese”两款贴近学习者生活的实用型软件。 
除教育机构和出版机构以外，一批从事国际汉语教育的工作者以及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硕士研

究生也开展了有益的实践研究工作。徐娟等（2010）在《基于智能手机的情境汉语移动学习》一

文中，设计并开发了一款移动汉语学习平台及相关课件。该移动平台针对北京语言大学的日常校

园活动，选取对学生有实用价值的 16个生活情景，制作真实情境下的汉语学习多媒体课件。学习

者可以通过PDA下载学习课件，达到随时、随地、随身学习汉语的目的。邵亦鹏（2010）在《从

‘汉宇通’看 PDA 技术在汉语教学中的应用》一文中，就“汉宇通”这款汉语学习产品，从内

容编排、学习者学习、认知能力及教学模式来分析 PDA 技术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运用，并针对

PDA技术应用存在的缺点，提出自己的建议。李喜珍（2010，韩国）在对韩国现有的外语教育智

能手机应用软件现状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指出软件存在的问题及局限性，并将重点放在汉语教育

应用软件的设计及制作上，提出了“听、说、读、写”四个维度的具体的软件设计思路，并通过

调查发现，在韩国和中国销售的汉语教育软件，大多数是现有教材或汉语学习网站上学习内容的

简单复制，没有针对智能手机的特殊功能而特别设计的学习内容，多数软件采用简单重复背单词

的制作形式，缺乏对汉语学习者的学习反馈和评价功能。曹钢等（2013）考察了汉语学习者喜爱

的手机游戏所具有的共同特征，结合国际汉语教育与移动语言学习理论，尝试设计了基于选择型、

排序型、开放型三种游戏型汉语练习形式，以此增强情境性汉语学习的趣味性，促进学习者的汉

语学习。黄龙翔（2010，2011，2012）等以移动学习为研究重点，采用对比研究和个案观察的方

法，考察研究智能手机支持的移动学习对学生课外活动、情境化学习、成语习得方面的影响，并

认为语言教学界应重视移动语言学习，培养学生利用移动技术进行语言学习的能力。 
林金锡等（2012）在Robert Godwin-Jones（2011）研究的基础上，结合 iPad在教学上的发展

及应用趋势，对 iPad 应用中的汉语学习软件进行了进一步的梳理和分析。他们肯定了 iPad 在教

师与学生课堂互动中的桥梁作用，还分析了 iPad应用于课堂教学中的利与弊。文章详细附录了多

款基于 iPad客户端下载的移动汉语学习软件，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参考。王羽莹（2011）在《基

于多平台的汉语移动学习智能手机软件的研究与开发》一文中，分析了目前各类智能手机系统开

发平台，结合对外汉语教学重难点（尤其是汉字教学），设计出“汉字连连看”“选词填空”“中文

阅读”三个寓教于乐的学习软件，并选取了留学生进行汉语移动学习软件的测试反馈。反馈结果

显示，手机多媒体形式的学习过程确实能够加强学习者的学习效果。金殷嬉（2013）通过对网上

教学与移动学习方面的汉字教学资源的分析，考察目前韩国网络环境下的汉字教学情况，同时以

流行的移动学习应用软件为例，展开讨论了适用于汉字移动学习的汉字教学法。谢天蔚（2010）、
卢华国等（2010）、冯俊宇（2012）、王小凯（2012）从移动工具书词典的角度，对移动汉语学习

进行了讨论。谢天蔚（2010）对目前汉语学习者普遍使用的电脑词典进行了简单的概况介绍和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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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调查并分析了学习者电脑词典的使用情况，并针对 iPhone、iPad新移动载体的出现，呼吁语

言研究者、电脑词典开发者和语言教师共同努力，开发实用型、应用型的汉语学习软件。卢华国

等（2010）以词库开放型智能手机词典 Mdict 为例，讨论了当下智能手机词典的软件功能和词库

特色，并指出了该类词典存在的问题及可能的对策。李芳媛等（2011）肯定了平板电脑 iPad对发

展电子教材的促进作用，从“语言”“数学”“医学”“美术”四个教学角度进行了教材电子化的设

想，并指出利用平板电脑开发电子版教材的三个关键要素——“互动性”“多媒体化”“网络化”。

张挺（2011）以移动电子辞书的角度为切入点，关注移动汉语学习辞书资源建设。该文从移动技

术发展和汉语国际传播两方面对掌上辞书的建设进行考察，并且对辞书的‘内容’‘表达’‘体验’

三个方面进行了具体的论述。该文对移动汉语学习辞书资源的建设有一定的理论意义。 
 

4 面向国际汉语教育的移动语言学习的未来研究与发展思考 

通过以上梳理，本文认为，随着移动设备的普及，汉语学习者日益主动参与到能满足他们需

求和使用场景的汉语学习活动中。本文认为更多的研究应把移动学习中学习者的移动性而不是移

动技术作为研究的出发点。研究者也开始强调移动学习的非正式学习性质（Kukulska-Hulme and 
Shield2008：272-273）。在面向国际汉语教育的移动语言学习开发中，首先要考虑移动学习者与网

络学习者不同的需求。Morita（2003）指出，“网络训练系统（Web based training，WBT）假定学

习者会专门花时间在电脑前学习，而移动学习系统（Mobile-based learning，MBL）应该假定学习

者不会专门准备时间来使用网络学习系统学习；学习是发生在他们的闲暇时间，比如等候时间”

（2003）。Trivanova 和 Ronchetti（2003）在讨论 Stanford 大学的研究 Tomorrow’s Professor 
Listserv2001 时，重新提到了正式及非正式学习以及学习者可以用来参与移动学习的时间。同

Morita一样，他们指出用于移动设备的语言材料应该设计合理，并且要通过提供“短（30秒至 10
分钟）的学习模块”来利用移动学习者“高度片状”的注意力。此外，要充分发挥移动技术的优

势，有以下三个方面值得关注： 
（一）学习资料的个性化智能分配和反馈方面的完善和利用。内容提供的个性化是保证学习

者动机的重要因素，目前有些移动语言学习系统已经开始使用智能手段实现内容提供个性化。如

根据项目反应理论和记忆周期理论，根据个体学习者的汉语词汇能力和记忆周期推荐合适的汉语

词汇供学习者学习。我们认为，随着移动语言学习内容的丰富，个性化将成为更具挑战性的研究

问题。 
（二）现实交互功能及虚拟学习社区交互功能的完善和利用。要实现成功的语言学习，课堂

内的学习是远远不够的，需要大量的课外学习或习得活动进行补充，学习社区对汉语学习者在合

适的场景中学习和实践语言非常重要。 
（三）技术支持的情境触发型学习的完善和利用。情境触发型学习始于博物馆学习项目。在

Proctor 和Burton（2003：127-130）以及Zancanaro et al.（2003：76-77）中，博物馆通过定位功能，

向参观者的移动设备上发送参观者所在地展品的多媒体信息。我们可以充分利用移动技术的情境

触发性，在学习者所处的场景用移动设备提供相关的多媒体汉语资源，为汉语学习者创造类似汉

语习得的环境，从而促进学习者的汉语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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