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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从计算机辅助教学的特点出发，探讨“我的汉语课堂”对外汉语教学网上辅助练习的设计理念及

网站后期建设特点。“我的汉语课堂”网上练习以强大的多媒体数据库为基础，设计的练习突出语言的交际

性功能，并配有针对性的回馈。我们将收集学生对网站设计的意见，以进一步完善网站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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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starts with the characteristic of the Computer-Assisted Instruction, discussing the web construction 

and design concept of ‘My Chinese Corner’ online exercise in TCSL. Based on multi-media database, the online exercise 

focus on the practice in communicative language competence and can directly match with efficient feedback. We will 

collect students’ opinions on web design to further improve the site content la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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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前 言 
21 世纪高科技的迅速发展，使计算机辅助教学成为汉语教学的一种新趋势。对汉语学习

者来说，网络教学的模式已不再陌生，多媒体教学已成为汉语教学的一个组成部分。随着互

联网时代的到来，计算机成为了网络的载体，计算机辅助教学（CAI：Computer-Assisted 

Instruction）不断地与网络辅助教学 WBI（Web Based Instruction）相融合，计算机辅助教学在

它原有的基础上不断开拓，发挥网络本身的巨大优势。 

计算机辅助教学（CAI：Computer-Assisted Instruction）是计算机辅助下的多种教学活

动，它可以结合网络、通过多媒体、超文本、超链接、人工智能、语料库和数据库等多种计

算机技术，克服地域和时间的限制，达到互动的效果，提高教学质量和教学效率，最大化地

实现教学目标。 

1   网络应用于对外汉语课堂教学的模式 

网络教学和一切教学活动一样，都存在着“教”和“学”两方面的问题。传统模式上的

教学过程，教师和学生都是通过教材来实现的，而教材又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指的是传

统的课本，广义包括了多媒体的材料。网络在汉语教学中的运用可以根据其在学生学习时所

处的地位分成自主式学习和辅助式学习两种模式。 

自主式学习模式：基本上是利用网络提供学习材料，以学生自学为主。这种学习模式运

用到课程中，多表现为远程汉语教学。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学生可以上网学习。学生和网

上的多媒体教材发生联系，教材的设计者预先设计学习内容和进度，预测学习难点。 

辅助式学习模式：在传统的课堂上引进网络教学的手段。在这里又可以分成课件网上学

习的模式和课后网上辅助练习的形式。课件网上学习，是指老师将所有教材的课件设计，全

部放到网上，一方面减轻了老师的备课难度，有效地利用课堂时间，另一方面也减少了学生

课堂抄录笔记的时间。课后网上辅助练习的形式，主要是解决学生的课后操练和课后提升的

问题，将配套的习题放到网上，考查学生对课堂教授内容的掌握。 

http://www.iciba.com/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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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网络应用于对外汉语教学的学者很多，如马静恒（1997）、张普（2002，2004）、

郑艳群（1994，2006等），在汉语教学中网络辅助教学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 

 2   网上辅助练习“我的汉语课堂”设计理念 
2.1使用者分析 

粤语是香港日常交际的主体语言，汉语普通话课后使用率很低。“我的汉语课堂”是为

母语非汉语的零起点外国留学生,在香港学习基础汉语课程而专门设计开发的课后自学型网

站。 

适用人群： 

学生：母语为非汉语的零起点外国留学生（成人）。 

教材：《新实用汉语课本》第一册（第 1 到第 6 课的内容为初级班教材），刘珣主编，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出版。 

学时：每星期学时是 4个小时，初级班的学生学时为 4个月，共 42个小时。 

学习目标：学习汉语拼音；不同语境下的表达；日常交际中的语法。 

2.2建立网站的必要性 
原书配有辅助练习册：《新实用汉语课本》1 的练习册（以一到六课为例）。共有两个

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听说练习，在这一部分练习中，设计者着重训练学习者的听与说的技

能，共有 9 种类型的题目，主要题型有：语音训练、声调训练、音变训练、听力训练、听写

训练、朗读训练、说话训练角色扮演。第二部分是读写练习，在这一部分，设计者编写的题

目都有重点地考查了学生的读写能力，这部分共有 8 种类型的题目，主要题型有：认字能

力、阅读能力、简单英汉翻译。 

通过配套练习教材的介绍，我们可以看出，配套练习册中题型丰富，内容多样，但是也

有不足之处： 

1. 练习后，没有及时的针对性回馈。 

2. 练习项目分散，没有强化训练。 

3. 传统题型较多，没有考虑到与学生的互动环节。 

4. 部分题目类型单一，没有结合语境的考查。 

由于汉语初级班的学生课堂时间少，在香港这个两文三语的环境中，使用普通话交际的

场合不多，所以为学生营造更多的运用汉语普通话的环境是必要的。 

3    网上辅助练习“我的汉语课堂”的设计原则 
由香港孔子学院及香港理工大学共同设计开发的“我的汉语课堂”网上练习网站

（www.cihk.org.hk）是专为学习《新实用汉语课本》的外国留学生提供课后提升与操练的训

练型网站。在建立这个网上辅助练习的网站时，我们将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基本概念与

网络的多媒体功能结合在一起。 

“精讲多练”与主讲堂紧密配合：主讲堂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课堂形式，“精讲多练”

是北京语言大学总结出的一套语言教学的规律，课堂上教师可以用归纳法和演绎法，有重

点、分阶段地讲授语言知识、介绍语法点，课堂中或者课堂后的练习和巩固就起到了加深记

忆的作用。 

以句子和话语为重点，语音、语法、词汇、汉字综合练习：句子是语言交际中表达完整

意思的最基本单位。以句子为单位，考查学生对语音、语法、词汇的掌握，同时也注重汉字

的学习。 

注重培养学生的汉语交际能力：根据 M. Canale 和 M. Swain（1980）所提出的理论框

架，语言交际能力至少包括语法能力（指有关语音、词法、词汇、句型的知识以解决正确性

问题）、社会语言学能力（指性别、年龄、社会地位、交际目标、礼俗常规等所解决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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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境中的得体性问题） 、话语能力（在不同风格的语段中协调语言形式的链结和多重内容

的表达）和策略能力（弥补交际中的隔阂问题，加强交际效果）四个方面，这是一个庞大的

知识能力架构，在实际的网站练习运用中，我们考虑到了学生语言交际的重要性，尽量从话

语中和实际生活的对话中培养学生的语言应用能力。 

充分利用多媒体技术，再现语言交际环境：现代科技手段成为第二语言习得的重要途

径，在设计网络辅助练习时，我们也使用了现代的多媒体技术增强学生对语音、语法、词

汇、汉字的认知能力。 

扩大学生对汉语的接触面：从实际生活的各个方面设计练习，话题密切联系到日常生活

中的问路、天气、约会、购物等各个方面。 

学生为中心，教师为辅助：学生是学的主体，是信息的终端点。因此在设计网站内容

时，要充分考虑到学生的因素，让学生多练、多做。当学生有问题时，网上的及时讲解起到

解疑的作用。 

在网站的建立中，除了网站内容的建设占重要地位外，网络和网站本身的硬件设备也很

重要。在网站的实际建设中，我们注意到了以下几个方面： 

简洁性：版面内容简洁明白，指示语言清晰，网络用语准确。 

互动性：人机界面的互动性，增加学习者的参与感是引起学习者兴趣的途径之一。 

操作性: 学习者并不都是计算机专家，学习者通过使用网络，促进汉语能力的提高，所

以方便快捷的操作系统在网站的建设中是必不可少的。 

4  “我的汉语课堂”网上辅助练习的题型介绍 
在编拟“我的汉语课堂”网上辅助练习时，我们充分考虑到使用人群的特点和教材及配

套练习册的互补作用，在练习题设计编写方面，我们突出了语言的应用型功能。 

题型一： 

题目名称：孰能生巧（Practice makes perfect） 

题目说明：根据录音，选出正确的答案。 

题目详解：在这类题目中，学习者可以先听录音，根据录音，选择正确的答案。这类题

型主要侧重于学生听力的训练，考查学生对汉语拼音知识的掌握，在这类题型中，我们主要

考查声母、韵母、声调、音变、容易混淆的音节等内容。实例见图 1：  

 
图 1 孰能生巧                           图 2 组词成句 

       题型二： 

    题目名称：组词成句 （From Words to Sentences） 

       题目说明：将汉字拖到方框里，连词成句。完成后请按“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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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题目详解：在这类题目里，主要考查学生对词的理解。学生先要认识题目中的每个词，

明白这些词的含义，然后再将这些词重新组合成为正确的句子。实例见图 2： 

         题型三： 

     题目名称：迷路的汉字（ Send the lost Characters home） 

         题目说明：将汉字拖放到方框里，连词成句。完成后请按“确定”。 

     题目详解：在一个语句中，抽出一个字，这个字在整句中有着不可替换的位置，让学

生把这个字放回到原句中正确的位置中，考查学生对语境的理解以及对语法知识的掌握情

况。实例见下图： 

 
图 3 迷路的汉字 

    题型四： 

题目名称：连环点读写（ Listen and Write） 

       题目说明：根据录音写出正确的音节（包括声母和韵母），然后把声调拖到正确位置。

完成后请按“确定”。 

    题目详解：先听录音，在图中所示的横线上用计算机键盘打出声母和韵母，最后再选择

声调，拖拽到音节中去，这部分可以重点考查汉语拼音中容易混淆的音节、复韵母音节及声

调。实例见下图： 

图 4 连环点读写 

         题型五： 

题目名称：是是非非 （True and False） 

题目说明：听录音，判断录音是否读错，单击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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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详解：学生先听录音，然后根据录音，选择所听到的录音是否和版面上的汉字相

符，读音正确的选“读对了”，读音错误的选“读错了”，考查学生对字音的掌握。实例见

下图： 

 

图 5 是是非非 

       题型六： 

    题目名称：啄木鸟（Being a Woodpecker） 

题目说明：仔细听录音中的句子，判断哪个音节读错了，点选出来。 

    题目详解：题目中显示了整个句子的拼音，听录音，选出与拼音不符的部分。实例见图

6： 

 
图 6 啄木鸟                               图 7 锦上添花 

    题型七： 

题目名称：锦上添花（ You can do better） 

题目说明：将汉字拖到方框里，连词成句。完成后请按确定。 

题目详解：题目中显示一段对话，根据语义的不同，从题目旁边的多个选项中，选出符

合语境的选项，拖拽到对话中去。考查了学生对语法知识的掌握和对语境的了解，这些对话

是与课文所学内容有联系的知识点的延伸。实例见图 7。 

5    题型设计的特点 
多样性：每课设有 7种不同类型的题目，每种题目中又设计了 5个练习。每课涵盖了 35

个练习。实验表明，单独使用一种题型或一种训练模式的训练方法，往往使学习者感到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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惫，我们在设计题目时，采取了多样的练习手段，例如对音节的训练时：我们就使用了选

择、点选、拖拽的计算机操作方式强化学生对汉语拼音的掌握情况。 

层次性：根据学生学习的难度预测和第二语言习得的自然规律，在题目的编写上，我们

采取的是由易到难的编排方式，使练习更有层次。 

综合性：多方面综合训练学生的汉语能力，我们考查学生的听力（包括对汉语的声母、

韵母、声调的考查）、阅读（对词的理解、对篇章的理解、对语境的理解）和写作（语法点

在语境中的考查、对汉字的认识）等多种技能的训练。 

涵盖性：学生由于学习方法、接受能力以及第一语言对汉语的影响等众多因素的不同，

学生的学习能力、学习进度和对汉语的掌握情况也各不相同，例如在语音学习的环节中，有

的学生学得很快,有的学生学习进度很慢，那么如何做到网站的适应性呢？我们在设计题目

时，在保证课文基本知识点掌握的基础上，增加了部分题目的难度，使每位网站的使用者都

能学有所得。 

交际性：吕必松先生（1996）在《对外汉语教学概论》一书中指出：语言教学的目的

“从根本上说都是为了使学习者学会听、说、读、写和用语言进行交际。也就是说是为了培

养学习者的语言能力和语言交际能力”。这就是说所有语言要素的教学都要围绕“以语言能

力和语言交际能力训练为中心”的原则下进行的。因此我们在题型设计上，注重语言的交际

和使用，希望给学习者创造自然的语言使用语境。 

6     题型设计的创新 
 在建设“我的汉语课堂”网上辅助练习网站时，我们使用了很多多媒体技术，使练习

更有效率。 

6.1将多媒体技术运用到练习网站的设计中 

因为汉语这门学科有着其特殊的教学特点。对外汉语教学理论最新的观点是：第二语言

的习得在自然环境下最容易掌握。这里的自然环境指的是人际环境下自然习得。怎样在网络

上创造这种自然习得的环境呢？多媒体在这方面就发挥了它的优势。 

学习是一种复杂的心理过程，它与心理活动密切相关。可以从以下几个心理学实验结果

来看各类媒体对语言学习的作用（郑艳群，2006）。 
                           表 1 五官获得知识的比率表 

感觉 视觉 听觉 嗅觉 触觉 味觉 

比率 83% 11% 3.5% 1.5% 1% 

表 2 同时利用两种知觉比利用单一知觉的学习效率高 

学习方式 
记忆保持比率 

三小时左右 三天后 

单用听觉 60% 15% 

单用视觉 70% 40% 

视听并用 90% 75% 

根据以上的实验结果可知，人是通过眼、耳、鼻、舌、身五种感觉器官认识事物的，其

中视觉听觉所起作用最大，而且视听协同作用，可以大大提高学习效率。 

6.2 多媒体在网站上的使用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真人录音  每组题目都设有录音档，点击录音键   ，就可以听到标准音，有利于

语音和语调的学习提高。 

2.及时的回馈 在回馈时，我们根据学生的水平和答题状况，设计了不同的回馈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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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鼓励性回馈：当学习者第一次提交答案时，如果是错误的答案，页面上就会出现

鼓励性的提示，激励学习者，开动脑筋，继续思考，见图 8。 

   
图 8 鼓励性回馈图                          图 9 针对性回馈 

（2）针对性回馈：当学习者尝试后，最终没有选出正确答案时，页面上会出现错误选

项的分析讲解及正确答案，帮助学生及时掌握有关的语言点，见图 9。 

      3.汉字的训练 

在网站练习的编写方面，我们添加了汉字训练部分，这是一个全新的尝试，我们把日常

可以拆分的汉字部件做成选项，这些部件都是学生在课堂上已经学习过的汉字认知中重要的

汉字部件，通过学生的选择搭配，找出与英文意思匹配的汉字并且选出汉字的结构方式。江

新（2008）指出，“非汉字文化圈”的美国和印度尼西亚学生汉字的音形义是同时学习的，

字义和字音的掌握难易程度没有很大差异”。因此在这类练习中我们先给出英文意思，再让

学生选择汉字部件组成汉字。实例见图 10： 

  
图 10 汉字组合                    图 11 按键聆听输入的音节图 

    4.强大的数据库信息 

学生练习连环点读写这部分时，即使输入的答案不正确，但只要符合汉语拼音的拼写规

则，就可以按“按键聆听输入的音节”键，聆听自己输入计算机的拼音音档，分析错误原

因。如：题目中的正确答案是：jiàn ，练习者的错误答案：juàn，学习者按“按键聆听输入

的音节”键，就可以听到输入音节的音档，并与正确音的音档作对比，见图 11。 

7    网站后期建设 
我们在网站内容的后期建设上，考虑增加对学生阅读能力、写作能力和口语能力的考

查。选择一些有针对性的文章片段，考查学生的理解能力。或者开辟出“讨论角”，给出话

题，让学生以自由讨论的方式，在网站的专栏上用汉字表达自己的意思，结合网络的

MSN、FACEBOOK、SKYPE 等话语交谈方式，在固定的时间内，在专人的辅导下，训练学

生的口语或写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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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下载专区，现在网站上已有汉字的动画教学，用动漫形式演示汉字笔画、笔顺的特

点。我们考虑在网站后期建设中增添视听、影像专区，供学习者下载或者网上在线使用。 

完善回馈意见专栏，并用问卷的形式收集学生对网站改进的意见和建议。 

记录测试结果，把每位学生每次的学习实效记录下来，使之成为以后语言教学和语言测

试评估的第一手数据。 

7.1“我的汉语课堂”网上辅助练习新增题型介绍 
“我的汉语课堂”网上辅助练习在投放外国留学生使用的一年多的时间里，收到了很多

学生的宝贵意见，应学生要求，我们在题型的变化和题目的数量上都有所改进。另外，网站

的习题除了适应零起点外国留学生的课外提升要求外，我们还增加了对中级汉语水平学生的

自测练习内容。以下就是我们的网站在使用一年后新增题型的介绍和题型特点。 

     题型八： 

     题目名称：一笔一画（stroke by stroke） 

     题目说明：把汉字的基本笔画按正确的顺序拖到方框内的汉字上。 

题目详解：汉字一直是外国学生学习汉语的重点和难点，攻克汉字的笔画和笔顺问题

就更成为了外国学生学习汉字的重中之重。在一笔一画这类题目中，我们将会重点考察学生

对汉字笔画和笔顺的掌握情况，请学生将屏幕中出现的基本笔画，按照正确的顺序拖拽到田

字格中的汉字上。实例见下图： 

  
 图 12 一笔一画 

题型九： 
题目名称：小心炸弹（Be Careful of Bombs） 

题目说明：听录音，选出正确的汉字。 

题目详解：将很多相近的汉字摆放在一起的时候，外国留学生常常会混淆。在小心炸弹

的题目中，辨别相近的汉字成为我们测试的重点，学生需先听录音，然后在相近的汉字中选

出正确的答案。实例见下图： 
 
 
 
 
 
 
 
                                     

 
图 13 小心炸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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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型十： 

     题目名称：分类机（Sorter） 

      题目说明：根据下列对话或语段，连接相关的图片。 

      题目详解：语段是学生阅读理解的难点，在阅读对话或者语段之后，可以正确地抓住

对话或者语段内容的重点是这类题型考察的中心。在这类题目中，学生需要阅读屏幕上显示

的对话或语段，并正确地理解内容的含义，抓住重点，通过分析后，连接相关的图片内容。

实例见下图： 

 
图 14 分类机 （1）                           图 14 分类机 （2） 

  
 图 14 分类机 （3）                            图 14 分类机 （4） 

题型十一： 
     题目名称：我是大间谍（I’m a Spy） 

      题目说明：听他人对话，回答问题 

      题目详解：听录音，根据对话内容，选择正确的答案。学习者首先要聆听录音，明白

对话的双方谈论的内容，抓住对话的重点，然后屏幕上会显示针对这段对话提出的问题，请

学习者选出符合对话内容的答案。此题考察学生的听力及语段的理解分析能力。实例见下

图： 

   
图 15 我是大间谍   

题型十二： 
     题目名称：对答如流（What your Mou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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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题目说明：根据上下文，选择适当的选项补全对话。 

      题目详解：题目中显示的是需要补全的对话，学习者要理解大意，掌握对话的内容，

并根据对话的语境，从四个选项中选出符合对话内容的选项。实例见下图： 

     
图 16 我是大间谍 

7.2“我的汉语课堂”网上辅助练习新增题型特点 
在新增的题型中，我们增加了对学生汉字书写能力，理解和阅读能力的考察。根据我们

对外国留学生中文学习的成效检测和评估的结果来看，学生对中文的学习是一个长期的过

程，在中文学习的这个漫长过程中，除了听说外，认字、写字、阅读篇章、理解段落和分析

句意的能力也很重要。在网站的后期建设中，设计者加大了对学生书写能力的考察，如一笔

一画题型，重点考察了学生的识字、认字能力，对汉字笔顺与笔画的掌握，如小心炸弹题

型，考察了学生对汉字中形近字的辨析。此外，设计者也加大了对阅读理解能力的检测，如

我是大间谍、分类机、对答入流，就分别考察了学生的语段理解、语段分析和根据上下文猜

测对话内容等能力。今后我们会不时地更新及增加网站内容，并根据使用者的反馈意见，不

断地完善网站内容。 

 

参考文献 
[1] M. Canale and M. Swain．Theoretical Bases of Communicative Approaches to Second Language 

Teaching and Testing．Applied Linguistics．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0: 1-47. 

[2] 胡  波. 对网络听力教学的反思. 载张普主编《E-learning 与对外汉语教学》. 清华大学

出版社，2002：299 

[3] 江  新．不同母语背景的外国学生汉字知音和知义之间关系的研究．载崔希亮等著《汉

语作为第二语言的习得与认知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152-153 

[4] 吕必松．对外汉语教学概论.讲义．教育部汉语作为外语教学能力认定工作委员会办公

室，1996：35-39 

[5] 马静恒.计算机多媒体对外汉语教学教材的编制及应用．第五届国际汉语教学研讨会论

文选，1997：433-436 

[6] 张建民．基于课堂的汉语听说课多媒体教学. 载张普主编《数字化对外汉语教学理论与

方法研究》. 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20 

[7] 郑艳群．汉语计算机辅助教学的基本类型．第四届国际汉语教学研讨会论文选，1994：

527-535 

[8] 郑艳群．从《多媒体汉字教学字典》看多媒体汉语教学的特点，第五届国际汉语教学研

讨会论文选，1997：437-443 

[9] 郑艳群．对外汉语计算机辅助教学的实践研究 ．商务印书馆，2006：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