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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信息技术为提高教学效益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条件。但信息技术不是万能的，要想为教学提供有效支撑，
必须实施与课程教学有机的结合。本文结合汉语作为外语教学的特点，根据教学对象、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
学形式等的不同，谈谈信息技术与汉语课程整合的策略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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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tegrated Strategies and Methods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Chinese Curriculum
Yang Jianguo
Capital International Culture Research Center,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100083
Abstract: Information techniques have been providing us unprecedented advantages to promote the effectiveness of
teaching and learning. It is, however, not omnipotent, thus in order to equip the teaching and learning with effective supports,
it must be organically combined to the teaching. Tak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into our
consideration, the integrated strategies and methods of information techniques and teaching of Chinese are discussed in this
paper, according to the differences of teaching objects, teaching contents, teaching methods, teaching forms, 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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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近年来，关于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的研究文章发表不少，但大多停留在理论探讨层面，将
“课程整合”中的“课程”替换为具体课程名称所进行的实质性探讨则不多见，且主要集中于中
学的学科教学（周兆峦，2007；张吉新，2007；廖文丽等，2010）
。尽管如此，关于信息技术与
课程整合的理论探讨为我们的深入研究提供了不少启示，
下面我们结合破题简略地对相关成果做
一介绍，以便为后文张本。
题目中的“信息技术”是手段也是讨论的前提，
“整合”是关键。因此，我们先来看一看这
两个概念。
信息技术（IT）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下的定义，是指“应用在信息加工和处理中的科
学、
技术与工程的训练方法和管理技巧；
这些方法和技巧的应用，
涉及到人与计算机的相互作用，
以及与之相应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等诸多事物”
。如果我们稍加解读，不难发现信息技术不只是



本课题为北京语言大学教师自主科研支持计划资助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
。
JMCLE Vol.1 No.1 Mar. 2012 PP.10-17 ©Association for Modernization of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 10 ~

中文教学现代化学报

The Journal of Modernization of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JMCLE

技术，而是一种“科学、技术与工程的训练方法和管理技巧”
，借助人机交互作用，对信息进行
加工和处理。在教学中运用的信息技术主要指：计算机技术、多媒体技术、网络技术和通讯技术。
关于整合，一般性地理解为：将分散的要素按照一定的标准组合在一起，形成一个有效率
的整体。表征为数据相对集中，信息彼此衔接，结果是通过一体化实现信息系统资源共享和协同
工作。具体到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代表性的观点有：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是指在课程教学过程
中把信息技术、信息资源、信息方法、人力资源和课程内容有机结合，共同完成课程教学任务的
一种新型的教学方式（李克东，2002）
；“所谓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就是通过将信息技术有
效地融合于各学科的教学过程来营造一种信息化教学环境，实现一种既能发挥教师主导作
用又能充分体现学生主体地位的以‘自主、探究、合作’为特征的教与学方式，从而把学
生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较充分地发挥出来，使传统的以教师为中心的课堂教学结构
发生根本性变革——由教师为中心的教学结构转变为‘主导—主体相结合’的教学结构。”
（何克抗 a，2010）何先生的这一界定，适用于信息技术与汉语课程整合的课内、课外两
个模式以及初级、中级、高级三个层次的汉语教学。
关于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的实施策略与途径，学界同仁主要基于中小学学科教学发表了不
少看法，其中宏观层面的居多（马宁 余胜泉，2002；刘儒德，2004；钟绍春 张琢 李吉南 钟
永江，2007；何克抗 b，2010）
，最多的提出了 11 种策略（黄宇星，2003）
。各种看法见仁见智，
其中不乏交集，个别的也存在某种认识上的误区，典型的如将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混同于计算机
辅助教学（CAI）
。总体上看，通过探讨，理论层面、操作层面都形成了不少共识。这些共识为
我们进一步探讨针对汉语作为外语教学与信息技术的整合提供了诸多借鉴，
它们在下文中将被部
分涉及到。

1 信息技术对汉语教学的影响
笼统地说，信息技术为提高课程教学效果、改变学习方式、共享知识资源等产生了深刻而
深远的影响。信息技术在教学中的优势在于，它所提供的外部刺激的多样性，有利于学生对知识
的主动获取与保持；它所产生的人机、师生、生生交互方式，对于教学过程具有重要意义，能有
效地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学生产生强烈的学习欲望，从而形成学习动机。我们常说，兴趣是
最好的老师，主要是指学习者有自觉学习的内在驱动力。这种学习对于学习者来说，是快乐、有
效的。
但是，具体到汉语教学，尤其是汉语作为外语的教学，我们就不能笼统地提信息技术的影
响，而是要根据学习者的学习环境、认知能力，分阶段、有选择地选用某种信息技术。学习环境
是课堂，是校园网还是远程的因特网（互联网）
，学习者是为了提高汉语表达技能还是在具有一
定的汉语表达能力的基础上学习汉语知识和中华文化，
这些因素都直接影响或制约着教师或课程
教学资源设计开发者对信息技术的选用。我们在上文提到，在教学中运用的信息技术主要指：计
算机技术、多媒体技术、网络技术和通讯技术。前三种技术是目前普通高等学校和教学机构用得
比较多的，通讯技术在教学中的应用主要限于广播电视大学，借助电视、广播等传播媒介实施。
前三种技术往往组合使用，共同发挥功能，但在不同的学习环境下这种组合是可以拆分的，最基
础的是计算机技术，离开计算机，多媒体就失去了现代意义上的整合平台。网络技术在课堂教学
中的现成应用明显是受限的，除非是调用网络教学资源，否则，师生必须牺牲课堂教学效率。
有人认为，信息技术优化了课堂教学结构，课堂教学方式由“以教为主”变为“以教为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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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学生运用各种信息技术手段获取知识、培养能力为主的“人本主义”教学方式。我们认为，这
种说法失之笼统。在目前的教学中，网络技术扮演的主要角色主要是为教师备课搜集网络教学资
源提供服务，并且利用它对高年级学生（包括汉语言专业的三、四年级学生和高级进修生等）实
施任务式教学，借助网络辅助教学平台在课前布置学习任务，在课后检查作业或答疑等。在课堂
教学中唱主角的还是计算机技术和多媒体技术。
计算机技术和多媒体技术应用到教学中，就是我们已经熟悉的计算机辅助教学（computer
assisted instruction，即 CAI）
。当然，也有人用“多媒体教学”和“多媒体组合教学”等概念。这
些概念所蕴涵的内涵是有区别的。所谓多媒体组合教学，实质是电化教学，即是指采用多种电子
媒体如幻灯、投影、录音、录像等综合运用于课堂教学。而所谓多媒体教学，是指在教学过程中，
根据教学目标和教学对象的特点，通过教学设计，合理选择和运用现代教学媒体，并与传统教学
手段有机结合，共同参与教学全过程，以多种媒体信息作用于学生，形成合理的教学过程结构，
达到最优化的教学效果。
这里，我们不妨对“多媒体教学”的涵义做一解读。上述关于“多媒体教学”内涵的文字表
述，
有几个关键词需要特别加以关注并在教学实践中加以落实。
这几个关键词分别是：
教学目标、
教学对象、教学设计、有机结合、最优化。这表明“教学目标和教学对象的特点”是有效实施多
媒体教学的依据，在实施过程中强调“合理选择和运用现代教学媒体，并与传统教学手段有机结
合”
，如何做到二者的“有机结合”
，需要在“教学设计”上下功夫。可以说，教学设计是蓝图，
在教学过程中落实教学设计是“达到最优化的教学效果”的关键。教师在进行教学设计的时候，
就应该考虑如下问题：
当次课该不该采用现代教育技术？哪些内容应该选择何种技术会收到好的
效果？不同的教学环节如何让现代教学媒体与传统教学手段有机结合？音频、
视频内容是整合到
课件中还是与 ppt..链接？等等。
基于以上一般性讨论，我们认为，信息技术对汉语教学无论从哪个角度立论，都有积极作
用。它既可以突破时空的限制，超越传统教学手段，在汉语远程教学中发挥作用；也可以在汉语
教学的课堂环境中作为传统教学手段的有益补充，从情境、形象、色彩方面增强感受的直观性，
节省背景介绍、板书时间，提高课堂教学效率。关键在于如何用，并且保证用好。技术讲求实用，
汉语技能教学也讲求实用，因此，整合要力避花哨，杜绝为技术而技术、为形式而形式的倾向，
最大限度地追求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统一。

2 汉语作为外语教学的主要特点
这一节引出三个话题：汉语的特点、汉语教学的特点、汉语作为外语教学的特点。这三个
话题分别是三篇大文章，前人做过研究，时贤正在研究，将来仍需研究。三者没有定论，也许难
以有定论，使得它们成为汉语研究者和汉语教学工作者开放的课题。不过有一点是明确的，就是
汉语自身的特点影响或制约着汉语教学的特点；汉语作为母语（第一语言）教学的特点不同于汉
语作为外语教学的特点，这主要是由学习对象的语言环境、语言及文化感知能力决定的。
汉语有自己的语音、词汇、语法体系，这套体系完全不同于印欧语体系。汉字完全不同于
拼音文字，它们是“一个个形音义的统一体，绝大多数是有意义的语素，不少都能单独成词造句”
（李如龙，2006）。汉语缺少形态变化，如名词没有单、复数的区别；名词和代词没有阴性、阳
性之分；代词不分主格、宾格；动词没有人称和时态的变化；等等。汉语语法少形态重意合，汉
字难认读难书写，语音中的轻声、儿化、连读变调等，使汉语作为外语教学，一方面受到第二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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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教学的普遍规律的制约，同时又有本身教学的特殊规律。
汉语作为外语教学，指的是汉语教学的对象不是母语习得者，大部分学习者对所学的目的
语一无所知，从零开始，完全没有第二语言的言语能力和言语交际能力。教学绝大部分都是从发
音、字母开始，从培养最基本的言语能力开始。
汉语作为外语教学，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学习者已掌握的语言（母语或其他语言）对汉语学
习的影响,这种影响可能正迁移大于负迁移，也有可能负迁移大于正迁移。要有效利用汉外对比
研究的成果，考虑充分利用第一语言的正迁移作用，促进汉语学习，提高学习效率；也要注意减
少、削弱乃至消除第一语言的负迁移影响，以使学习者能较为顺利地习得汉语并进行有效的汉语
交际。与此相关联，汉语作为外语教学实施国别化教学策略有其不言而喻甚至是意想不到的积极
作用。学习者在汉语学习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带有一般性，便于集体纠错，重点对待，从而节省时
间，提高教学效率。但是，学习者个体出现的问题还有特殊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汉语作为外语
教学实施因材施教的策略有其积极作用。学习者个体在汉语学习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教师可以有
的放矢，个别纠错。对应这两种情况，课堂教学采取按学生的国别编班或实行一对一教学模式，
都有其合理性。但是，我们不能忽视的是，目的语学习需要良好的环境，为了促使学习者多用目
的语进行思维和交际，课堂教学大多采取混合编班，让语言、文化差异明显、来自不同国度和地
域的学习者在陌生化环境下自觉与同学进行汉语交际。一对一教学模式成本太高，只适合在少数
教学机构内为经济条件好的学习者提供服务。按国别编班或混合编班，各有利弊，哪一种效果更
好，需要进行对比实验。实验结果可能跟教师的课堂驾驭能力呈正相关。
汉语作为外语教学，伴随着汉语学习，汉语所承载的文化必然同步展现出来，并进入学习者
的意识之中。这种新的思想意识、文化现象与学习者头脑中已有的文化观念、文化现象不可避免
地会产生碰触，并因此带来理解上的障碍和接受上的困难，严重的甚至会产生跨文化冲突，出现
文化休克（culture shock）。因此，汉语作为外语教学必须重视同语言密切相关的文化因素，
适当对中国文化背景知识加以介绍，以消除汉语学习中跨文化障碍或冲突，进一步提高汉语交际
的有效性，提升汉语学习者的交际能力。
汉语作为外语教学，归根结底是语言教学，因此它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让学生学会使用这
种语言，培养学生综合运用语言的能力。因此教师在制定每一课的教学目的、教学重点与难点以
及处理具体的教学内容时，都应牢牢把握住这个原则：学习生词、语法和课文的目的都是能在恰
当的语境中正确地使用（李杨，2008）
。
汉语作为外语教学的基本特点，主要看：是否体现把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性质与特点；
是否以学生为中心，面向全体学生；是否做到了精讲多练，重视语言技能的训练；是否充分调动
起学生的积极性；是否突出课型特点等等。听、说、读、写四种语言能力通过设置听力课、口语
课、汉语综合课、泛读课、报刊阅读课、写作课等加以培养，而课程之间的关系应该是：通过综
合课解决“质”的问题，通过泛读、报刊阅读等解决“量”的问题，通过听力课、口语课巩固综
合课上所学的生词、语法点，进而立体解决特定语境下的汉语交际问题。需要指出的是，这是北
京语言大学汉语教学能保证周课时 20 节所确立的课程主辅关系；如果周课时只有 5-6 节，就只
能将听、说、读、写这四项技能“综合”在有限的“汉语课”里了。

3 信息技术与汉语课程的整合之道
本节所说之“道”
，不是哲学意义上的“道”范畴，而是可以言说的策略，可以操作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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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谈“策略”与“方法”
，不能脱离汉语作为外语教学的原则、目标、课程特点和学习对象的
特点（包括年龄、心理、汉语水平、学能、文化背景等）来孤立地谈。有了前文的铺垫，我们再
来谈信息技术与汉语课程的整合，就不难展开。
传统教学系统与现代教学系统相比，构成要素表面上看都是由教师、学生、教学媒体
和教学内容等组成，但实际上“教学媒体”早已发生了革命性的深刻变化。原来的一块黑
板加一支粉笔，只能局限于特定的时空；信息技术使得教学资源可以突破时空的限制重复
使用，使得学生可以通过课件自主学习，通过网络跟教师实时对话，与同学协作开展探究
式学习。
从课堂教学环境讲，教学结构也发生了可喜的变化。信息技术已不是简单地作为演示
工具而存在。接受了现代教育技术洗礼的教师，在整合时目标明确，就是创设理想的汉语教
学环境。哪些语言要素、哪些教学环节是常规教学不能有效支撑与完成的，认定之后，再
引入信息技术，实施深层次整合。
关于深层次整合，有学者开出如下“处方”：① 要运用先进的教育理论（特别是新型
建构主义理论与奥苏贝尔理论）来指导“整合”；② 要紧紧围绕“主导—主体相结合”新
型教学结构的创建来进行整合；③ 要运用“学教并重”教学设计理论进行“整合”课的教
学设计；④ 要重视教学资源的建设和信息化学习工具的搜集与开发；⑤要结合不同学科特
点创建能支持新型教学结构的教学模式。（何克抗b，2010）这个“复方”同样适用于信息
技术与汉语课程的深层次整合。“主导—主体相结合”，就是既要发挥教师在教学过程中
的主导作用，又要突出体现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认知主体地位。
明确了信息技术与汉语课程深层次整合的教育理念之后，我们再来具体地谈整合的策略与
方法。
说到策略与方法（或者称途径、方式）
，除了上述宏观层面的“处方”
，黄宇星（2003）从
总体上提出了 11 大策略：知识点切入策略；多种感官参与学习策略；思维训练核心策略；情感
驱动策略；情境激励策略；因势利导策略；实践感知策略；习作强化策略；合作探究策略；自主
探究学习策略；寓教于乐策略。这些策略中的大多数可以在实施局部整合时考虑使用，增强某些
教学环节的有效性；其中的“合作探究策略”和“自主探究学习策略”适用于任务式教学模式。
（杨建国，2011）刘儒德（2004）提出了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的六条途径：在学习理念上的
整合；在学习目标上的整合；在课程标准上的整合；在学习内容及进度上的整合；在学习
方式上的整合；信息技术与传统教学活动、媒体的整合。这些途径虽然是针对中小学教材
而言的，对信息技术与汉语课程的整合也有一定的参考借鉴作用。
另外，
“整合点”的提法对我们很有启发。所谓整合点，是指在一个单位时间内，常规教
学手段不能有效保证质量及效率，而信息技术手段却能有效支撑、帮助实施的教学环节。
有人提出基于课程实施过程、包括五个步骤的基本整合方法: (1) 理想情况下的教学过程
设计；( 2) 理想教学过程中整合点的诊断；( 3) 信息化教学环境的选择；(4) 理想教学
过程中各整合点的整合方法选择；(5) 课件设计与集成。（钟绍春 张琢 李吉南 钟永江，
2007）这里，关键是要准确诊断出整合点, 并在此基础上优选利用信息技术解决的办法。
通过长期的教学考察与实践，我们认为总的整合原则应是，将信息技术有机地融合在汉语
作为外语的教学过程中。为什么说“有机地融合”？就是防止出现因技术而淡化甚至掩盖教学，
变成为玩技术而用技术，
脱离汉语教学的实际要求；
或者信息技术与汉语教学两张皮，
花里胡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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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实效。我们应该围绕汉语教学的目标，基于汉语作为外语教学的特点，构建促进教学提
高效率的整合模式，利用信息技术, 模拟出接近生活的真实语境,给学生提供反复认知与练
习的机会，通过激发学习兴趣，有效调动起学习者的视听感官和表达欲望，着力培养和提
升学生运用汉语的能力。
要做到“有机地融合”
，求得“要他学”为“他要学”的效果，我们需要思考如下问题：
（1）哪些汉语课程适合整合？
（2）适合整合的课程是实行局部整合还是一体化整合？
（3）谁来整合？
（4）谁来认定整合的效果？
对于这些问题，我们从已有的实践和应对策略两个层面尝试着作答。实践是不断深化的，
北语的实践模式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对于海外的中文教学机构来说，并不具有普适性或者叫
可复制性。因此，本人所作介绍以及提出的应对策略，仅供学界同仁参考。
第一，关于哪些汉语课程适合整合的问题，隐含着存在一个课程体系或课程模块。如果你
只开设了一门“汉语”或“中文”
，那我提出的这个命题立马就成了伪命题。汉语课程一般分为
“汉语技能”
、
“汉语知识”和“中国文化”等模块。我们以“汉语技能”模块的主要课程为例，
略作说明。主要课程包括：汉语综合、汉语听力、汉语口语、汉语阅读、汉语视听说。应该说，
这几门课程都适合整合，但适合整合的程度有别。如果按照信息技术的使用度和整合效果综合排
序的话，适合整合的顺序为：汉语综合→汉语视听说→汉语听力→汉语口语→汉语阅读。
如果要进一步得到信息更加明确、丰富的肯定性回答，我们给出的策略是：成立汉语作为
外语教学的研究机构，梳理已有的汉语教学研究成果，并按照汉语课程的教学规律和特点分层次
（即初、中、高级）
、分课型（即不同的技能课和不同的知识课）进行成果整合，研究不同课型
的汉语课程整合的方式、程度及其效果。
第二，关于局部整合与一体化整合的问题，我们给出如下策略：以教学环境为依据，将教
学环境大体分为课堂教学环境、课堂教学+在线辅助学习环境、在线学习环境三类；再基于这三
类环境分别考虑是实施局部整合还是一体化整合。
笔者的认识是，
前两类环境适合实施局部整合，
前提是发挥教师的主观能动作用和板书的强化重点、难点的作用；后者适合实施一体化整合，原
因是学习者面对的是虚拟的课堂教学环境或看不到教师形象的纯物化（只有文字、图片、影像和
声音等）环境。
第三，关于谁来整合的问题，我们认为可以从个人与团队两个维度立论。从个人的角度而
言，可以实行“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
。这里的“老人”是指那些年龄偏大、信息技术不太
了解或应用不太娴熟的汉语教师。新人是指那些掌握或基本掌握信息技术、能够独立制作部分课
件的汉语教师。对老教师，要发挥他们的教学特长，依靠技术团队的帮助来实现整合；对新教师，
要鼓励他们充分发挥信息技术的功能和他们自身的潜能，
独立开发教学课件。
从团队的角度而言，
还可分成教学团队和技术团队，如何有效地发挥团队内部各成员的长处，如何保证教学团队和技
术团队之间的无缝衔接与紧密合作，是实现完美整合所必须认真考虑的。为此，我们给出的策略
是：教师要适应信息时代的发展要求，学习并掌握现代教育技术，充当“学习支持专家”这种新
角色。教师个人要融入到教学团队之中，教学团队要与课件开发部门携手整合课程，真正做到使
信息技术为汉语教学服务。
形成教师动手开发具有个性化的课件以及团队与技术部门联手打造高
水平课件的共存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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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的多媒体课件不少，但优秀的课件却不多见。原因主要是三点：1）对课程的性质、特
点等认识不到位；2）教师个人的技术应用能力普遍还比较有限；3）课件开发部门和任课教师之
间合作融洽度不够。
第四，关于谁来认定整合效果的问题，目前反馈的管道及其主体主要有：教学督导听课，
专家；学生信息反馈，学生/学员；青年教师教学基本功比赛，评委；教师教学比赛，评委；教
师教学课件制作比赛，评委。可以说，途径不少。但由于学生与专家两类主体是游离的，很难对
同一课件的整合效果进行到位的评判。理想的状况是，学生和专家都认同与赞赏。
我们的策略是：通过综合团队（包括教学专家和技术专家）与学生对整合模式与课件进行
测评。学生的测评主要通过学习感受来体现，看文字、声音、图片、影像等要素是否按照课型要
求有节奏地、环环相扣地巧妙设计、整合到位。综合团队主要是教学专家的测评依据可主要看四
点：一看整合点（找得准不准）
，二看方法（是否得当）
，三看教学过程设计（是否和谐）
，四看
教学效率（是否提高）
。简言之，通过整合，看在单位时间内的教学效率是不是提高了，看某门
汉语课程与信息技术是不是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了。这几个观测点既可以作为测评依据，也可以作
为指导整合的依据。这里以北京语言大学莫丹老师的汉语综合课（B 普班）与信息技术的局部
整合为例，略加说明。
莫丹老师的教学内容为《她去过许多地方》
，课文分三讲，每讲 2 学时，100 分钟。在第二
讲 100 分钟的课堂教学时间里，她大约有 85 分钟的时间是借助 PPT 来组织教学的，而且专家十
分肯定这种方式的有效性。不借助 PPT 而是借助教具等传统教学方式来组织的教学内容包括：组
织教学（2 分钟）
；复习（10 分钟）环节中的“生词卡”和“复习课文”
；总结本课内容（3 分钟）
；
作业（2 分钟）
。掐头去尾，不难看出，莫老师在主要教学环节都充分体现了“以教师为主导，
以学生为主体”的语言教学原则。复习环节，用展示的课文（一）结构和图片让学生进行成段表
达，说所在班的长途语言实践经历；通过展示水上公园、食品街、麻花、包子等图片导入新课；
讲解 10 个生词，第一遍有拼音，第二遍无拼音，第三遍设定句子或短语模板，进行词汇练习与
扩展；讲解语法点，并进行填空练习；逐步展示课文（二）
，通过领说、齐说、个别说等多种方
式让学生理解并充分表达；最后以“向朋友提建议”为要求进行模仿交际练习，通过设定情境让
学生齐说、轮流说、两两练习。
这种整合，看似简单，却在课堂环境下通过师生互动，利用自己的声音，将 ppt.的效能用
到极致。学生借助图片、课文结构、文字的隐现、重点标注等，用生词造句子，用句子说
课文，一切都很连贯，节奏把握得十分到位。试想一下，如果没有 ppt.对整合点的有效支
撑，教学过程能做到天衣无缝吗？可以说，莫丹老师的教学充分体现了“精讲多练，寓讲于
练”的汉语技能教学原则，教学环节设计巧妙，将板书、对话、讲解、练习与多媒体技术十分自
然和谐地融会在一个时空里，教学节奏不紧不慢，教师的主导作用和学生的认知主体地位都得到
了充分体现，信息技术与初级汉语综合课的整合完全符合深层次整合的内涵与要求。
我们认为，如果整合的方法符合下列要求，则“道”在其中矣！这些要求包括：1）体现某
种教学理念（行为主义还是认知主义等）
；2）体现特定教学目标和教学内容的要求；3）体现一
定的教学方法和教学技巧；4）体现计算机辅助教学（CAI）与在线学习（OLL）的不同性质、
要求；5）突出课型特点；6）关注学生的学习生态, 理解学生的行为模式。

4 余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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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技术与汉语课程整合还有许多课题值得研究，比如说信息技术与汉语技能课教学的整
合方法、信息技术与汉语知识课教学的整合方法；再深入下去，还有信息技术与汉语综合课教学
的整合方法、信息技术与汉语听力课教学的整合方法、信息技术与汉语口语课教学的整合方法、
信息技术与汉语语音课教学的整合方法、信息技术与汉字课教学的整合方法、信息技术与汉语语
法课教学的整合方法，等等。这样的课题可以列出十来个，都有必要加以研究。尤其是将信息技
术与汉语作为外语教学的具体课型整合研究，做详尽的整合试验与效果分析，对于对外汉语教学
从业者将提供非常有益的借鉴。比如，汉语综合课与信息技术的整合可以参考如下要求：明确教
学目标，设立 N 个教学环节实现预定的目标，探索每个环节适宜的方式方法，如展示生词、拼
音、汉字、语法点、需要强化认知和反复练习的句式、成段课文等；或者在讲解生词时配合展示
各种图片，
加强外国学生的感性认识，
或者在句子结构中进行词语的替换练习，
复习原来的词汇；
或者在学生练习时展现正确答案；或者静态展示一个或一组场景，或者动态展示画面或影像，进
行交际练习，达到形象直观、活跃气氛等功能。如果是任务型汉语教学，也可以采取布置问题→
独立或协作查找资料→代表汇报→教师总结，
或指导自学→独立练习→协作学习→网上答疑等形
式，探索有效的教学整合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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