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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作为外语教学的数字教材基本特征和功能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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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现代教育技术、网络技术、信息技术等方面的迅猛发展，与传统纸质版教材相对的数字化教材应运而生。

汉语作为外语数字教材具有语言类数字教材的基本特点，同时也体现出汉语的独特性。在“互联网+”的概念下，

应在传统汉语作为外语教学优势的基础之上，充分发挥互联网的优势建构新型教材，即汉语作为外语数字教材。本

文从汉语作为外语教学特点出发，对汉语作为外语数字教材进行界定，同时对汉语作为外语数字教材的基本特征、

分类和功能模块进行探讨和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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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modern educational technology, network technology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digital teaching materials have emerged as compared with the traditional paper-based textbooks. The digital materials of 
teaching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are provided with the language of the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digital materials, and also 
reflec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digital teaching materials. In the concept of "Internet +", it should give full play to the 
advantages of traditional teaching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on the basis of the advantages of combining the Internet to 
establish a new type of teaching materials——digital textbook. From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teaching as a second 
language, the author defines teaching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digital textbook, and discusses the basic characteristics, 
classification and function modules of the digital text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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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汉语的学习史最早可以追溯到来华传教士对汉语的学习，最为著名的传教士当属利玛窦。利

玛窦对中西方文化交流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回到现代，新中国汉语作为外语教学的研究与发

展已经走过了六十几个春秋，留学生从最初几十人到现在每年的数以三十万计。从中可以看出随

着中国在世界的地位越来越高，经济实力越来越强，外国人学习汉语的需求也不断增大。经过六

十几年汉语教学的发展，尽管我们提出过、引用过很多著名、典型的教学理论，教学效果有好也

有差，但现实情况是，我们仍然无法突破汉语作为外语教学课堂的主要形式——一名教师、一本

教材、一群学生。现代教育技术在目前汉语作为外语教学课堂上的应用主要体现在幻灯片的使用，

无法真正与汉语作为外语教学过程相互融合，相互促进，彼此互补。数字教材的开发与应用则为

汉语作为外语课堂教学提供了一个有效的、恰当的补充，特别是在“互联网+”的倡导下，传统

教育在网络技术发展之下有一个更大的改变和应用，教育的含义和涉及范围进一步加深和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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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汉语作为外语数字教材的界定及其基本特征 

数字教材的含义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不断地改变，根据目前现代教育技术、网络技术、信息

技术、教育学理论等方面的发展，数字教材已经不是简单的将课本知识转化为电子信息内容，而

是涉及教学的各个环节，与传统教育、课堂教学相辅相成，形成一个完整的系统，使教学进程和

效率有一定的改善和提高。汉语作为外语的数字教材基本含义则与非语言类数字教材有其本质上

的功能差异。从教学需求上来说，前者更倾向于丰富媒体数字教材的内涵，对数字教材有更高的

要求。汉语作为外语数字教材是辅助汉语作为外语教学课堂，集互动性、趣味性、协同性、跨媒

体性、即时性和可操作性为一体的数字化教材，是对汉语作为外语教学课堂的有效补充，可以增

加学生对汉语知识的获得和理解，弥补课堂教学过程中个性化教学不够的缺点，增加学生自主学

习的兴趣。 
目前，汉语作为外语教学的一个课堂上无法有效顾及不同汉语水平的学生。在课堂教学中教

师基本按照相同的教学计划、相同的授课进程、相同的学习/讲授方法进行教学活动，无法考虑到

同一班级内部学生语言水平的差异，从而选择不同教学方式、不同难度的教学内容。学习是个体

追求知识的过程，学习者需要根据自己的学习水平不断调整其学习目标、学习策略、学习资源等

多个方面，尤其是在语言类课堂教学中，学习者需要对刚刚获得的语言知识和技能进行操练，操

练的过程中需要得到积极的、正面的反馈，但是受到课堂教学环境的限制，一位教师无法做到在

课堂上对所有的学生都做出反馈，同时受到教师精力的限制，课下教师对每位学生语言操练的追

踪也做不到及时、准确。数字化教材则可以作为课堂教学的有效补充，其功能主要体现在弥补课

堂教学中不能或者无法完成的那一部分。因此，基于语言类数字教材的基本特征，再结合汉语作

为外语教学特点，汉语作为外语数字教材的基本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自主性与趣味性。基于数字教材的汉语作为外语教学，应该以课堂教学为出发点，使

学生在课堂上按照个人语言水平、需求和喜好选择自己想要学习的语言知识和技能。这其中不仅

包含扩展类的知识和技能，还包含课堂上本应习得但没有习得的知识和技能，这也就要做到汉语

作为外语数字教材要以课堂教学和传统课本为基础，有效补充和反馈学生语言知识和技能。这样

可以做到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也可以形成学生独特的语言学习系统，同时学生可以有效利用

课余时间巩固以往所学的语言知识和技能。在这种自主学习的环境下，学习与娱乐相适应，有利

于学生形成长久的语言学习动机，也能真实、深刻地接触汉语环境，习得活的汉语。 
第二，协同性与富媒体性。数字教材不能取代传统教材，无论是对学习者的学习体验还是学

习者的认识发展，传统教材都有其不可替代的地位。数字教材是对网络上浩如烟海的语言知识和

语言资源经过专业人员的筛选，有目的性编排，以利于学习者习得汉语，同时不同类型的数字教

材也具有不同的编排特点。从汉语作为外语教学角度来说，在弥补课堂教学缺点的基础上，强调

数字教材的反馈性、扩展性以及多样性。例如，汉语作为外语数字教材要做到及时、正确反馈学

生发音问题，做到根据学生个人兴趣爱好扩展相关词汇和文化内容，这些方面都与其他传统学科、

非语言类数字教材存在一定差异。这要求在课堂教学基础之上，数字教材对传统教材从听、说、

读、写多个方面进行有效补充，对课堂教授的知识点进行巩固和扩展，使得教学从课上到课下有

效贯通，协同发展。 
第三，即时性与可操作性。数字教材不能完全依赖于某个部门或者某个开发公司的独立维护。

教师是教学过程中的能动者，教师对于学生个性化学习有足够的认识和了解，教师可以根据学生

不同时期的需求和整体水平差异适当、适时调整教学内容和教学策略。所以，这要求教师具有一

定的现代教育技术基础，能够对数字教材进行适当的调整、更新和跟踪，同时也要求汉语作为外

语数字教材具有可操作性，同时这种可操作性应尽量简单、快捷、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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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汉语作为外语数字教材的分类 

根据使用时间的长短可以分为速成汉语数字教材和长期汉语数字教材。速成汉语数字教材主

要体现其趣味性、文化性和功能性，这也要求速成汉语数字教材并不是以系统的汉语知识和技能

为主要教学目标，而是主要以体验汉语的文化性、功能性为目标，经过短期的学习能够对汉语的

大致面貌有一个基本的认识和了解，从而为进一步汉语的深入学习提供可能性。长期汉语数字教

材则需要数字教材体现其汉语的内在系统性、科学性，要求学生对汉语的了解能够由浅入深、由

表及里，同时也要求学生在听、说、读、写多个方面都有长足的进步。同时，不同水平的学生学

习策略、学习重难点、学习资源都具有一定差异，考虑到学生个性化需求，在课堂教学的基础之

上学生能够利用课余时间扩展自己感兴趣的词汇或者相关语言知识、文化知识，提高对汉语学习

的兴趣和学习汉语的能力。 
根据培养目标的不同，大致可以分为综合性汉语数字教材和技能性汉语数字教材。综合性汉

语数字教材可以为学生提供多方面技能的教学和操练，同时可以与汉语作为外语课堂教学中的综

合课进行同步学习和应用，有效补充课堂教学中遗漏或者是学生未能理解的问题，甚至是对学生

课下的操练提供积极的反馈，如语音的纠正、写作的纠错。技能性汉语数字教材主要以突出培养

或增强单个方面的语言技能而设置，根据学生的需求差异，不同的学生在单个技能方面存在短板

现象，着重对其技能进行操练，其他技能操练的比重相对减少。其他有关的汉语作为外语数字教

材，如根据教学对象的差异可以分为幼儿、中小学以及本科汉语数字教材，根据教学侧重不同可

以分为文化类汉语数字教材和商务类汉语数字教材。 
 

3  汉语作为外语数字教材的功能模块构建 

汉语作为外语数字教材的内容并不是简单的纸质教材内容呈现，作为数字化教材要在其原本

课本知识的基础之上，增加学生与语言环境的互动，也就是尽最大程度将语言知识转化成语言技

能，提高操练的频率和效率，针对学生的个人兴趣差异，扩展不同方向的语言知识和语言技能，

最大程度上体现汉语作为外语个性化教学。 
受到第二代认知科学革命的影响，汉语作为外语的教学活动中强调学生习得语言的具身性特

点。在注重学生认知的汉语教学模式中，学习者不再是单纯接受语言知识和语言技能的接受者，

不再是一个简单的“容器”。就目前国内汉语作为外语教学的普遍情况，学生在课堂上真正展现自

我的时间还是不够，教师对学生个体的语言反馈十分有限，这就造成学生仅依靠课上的语言学习

并不能够提高习得汉语的速度。如果在汉语作为外语教学过程中增添数字教材，那么可以提高学

生能动性。语言学习过程中，学习者必须发挥自己的能动性，不断针对自己学习到的语言知识和

技能获得积极、正确的反馈，这样才能够不断完善学习者的汉语系统。汉语作为外语数字教材可

以根据学生的反馈或者兴趣制定下一阶段问题的难度和走向，这对传统纸质教材来说，是无法完

全做到的，是汉语作为外语个性化教学的有效补充。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教材是教学的起点，教师在课堂上讲授的语言知识和语言技能在很大程

度上受到教材的限制，学生的知识体系受到课堂教学的语法点或者内容限制，无法根据自己感兴

趣的语言点进行扩展，汉语作为外语数字教材可以提供多样的操练形式，避免了操练的枯燥、乏

味。同时，基于现代教育技术的汉语作为外语数字教材能够做到给予学生积极、即时的反馈。其

次，汉语作为外语数字教材对学生的反馈是在没有其他同学的注意下进行，学生对自己出现的语

言错误接受性高、容忍度大。再次，汉语数字教材可以从多个角度对学生的语言知识和技能进行

巩固和练习。以综合性汉语数字教材为例，从听的角度，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听力水平调节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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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速度、遍数，可以自由选择关键词提示、整句提示等，甚至对文章中的生词、语法点、文化知

识进行点读学习，这可以满足不同水平的学生对自己汉语水平的加强。另外，教师也可以通过学

生对数字教材的使用情况了解其当前的水平、难点、兴趣点，从而适当调整课堂教学的内容和策

略。通过听之后，学生可以自然过渡到读，汉语作为外语数字教材中设置有专门的语音识别软件，

对学生的语音、语调进行纠正，无法自我纠正的部分教师可以通过数字教材的反馈在课堂上进行

有针对性的解答和引导。通过读之后，针对阅读文本中的语法点，汉语作为外语数字教材可以进

行深度解析，这其中涉及到的知识点是多方面的，是集知识、技能、文化于一体。讲解的内容可

以与课堂教学相呼应，即可以明确告知学生哪些语言点是已经学习过的，该语言点具体在哪里出

现，以及与之相关的语言点有哪些，语言点之间的关系如何，数字教材也有意识将未来要学习的

语言点适当提前出现让学生有一个初步的认识，学生可以自行选择是否现在就要学习。文章细读

之后，针对文章设置的语法点和话题，学生可以进行短篇作文的写作，数字教材可以设定写作批

改程序，让学生通过数次自我语病修改，完善自身的汉语语言体系。 
 

4  总结 

国内汉语作为外语数字教材从研究和应用角度来说，目前还处于起步阶段，典型的汉语作为

外语数字教材还没有普及，因此，教师在课堂上对数字教材的应用也受到了影响，无法将课上和

课下有效联系起来。从教育方面来说，相对于传统的课本教学，教师的技能主要以课堂教学为主，

结合现代教育技术的教学意识不强，教师教育技术能力也出现断层现象，大多数的教师不能够充

分利用已有的软件提高课堂教学的效率，对新知识、新技术接受程度比较低。从数字教材出版方

面来说，目前受到数字教材未普及化的影响，针对某一学科的数字教材成本较高，对学校、教师

和学生来讲都存在一定的成本问题，这有待于未来数字教材开发的大幅提高和普及。随着现代教

育技术、网络技术、信息技术、教学理论的不断发展，汉语作为外语数字教材作为课堂教学的补

充将势在必行，重点在于如何针对汉语作为外语教学体系建立具有本学科特色的数字教材，这需

要展开进一步的探讨与研究。 
 

参考文献 

[1]毕海滨、王安琳. 数字教材的特征分析及其功能设计[J]. 科技与出版,2012（7）：13-15 
[2]胡  畔、王冬青、许  骏、韩  后. 数字教材的形态特征与功能模型[J]. 现代远程教育研究,2014

（2）：93-98、106 
[3]康合太、沙  沙. 数字教材建设的探索与实践——以第二代“人教数字教材”为例[J]. 中国电

化教育,2014（11）：80-84、100  
[4]孙  众、骆力明、綦  欣. 数字教材中个性化学习资源的推送策略与技术实现[J]. 电化教育研

究,2014（9）：64-70  
[5]尤佳鑫、孙  众、宋  伟. 数字教材的技术接受度与教师 TPACK 能力的相关分析——基于结

构方程模型的实证研究[J]. 电化教育研究,2014（11）:102-108 


	0  引言
	1  汉语作为外语数字教材的界定及其基本特征
	2  汉语作为外语数字教材的分类
	3  汉语作为外语数字教材的功能模块构建
	4  总结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