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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 

 

1. 写作动机 

这篇论文的主题出现在巴塞罗那自治大学博士学位的学习过程中。在完成

“认知过程和翻译”的课程时本人研究了关于将专家和新手的概念应用于翻译和

阅读的问题。在研究翻译中的专家与新手问题时，我意识到，翻译者都是一个

阅读专家，对于我来说是希望找出如何将一名翻译者从阅读新手培养成为一名

阅读专家，如何从一名普通阅读者转变为翻译型阅读专家。由于西班牙文是字

母音节型文字，汉字是表意的方块字，所以我特别感兴趣的部分是，一个以字

母音节为母语书面语的翻译者如何转变成一个汉语翻译型阅读专家。在此研究

之后我决定撰写关于西班牙语母语的汉语学习者翻译过程中阅读问题的博士论

文。 

我自己作为一个中文学生的翻译经历以及我的同事和学生努力学习阅读中

文遇到的困难说明语言的特点、使用的教学方法和材料、对中国的有限了解，

以及开始翻译前很少的语言学习时间都对学习汉语及提高汉语阅读能力有影响，

这正是我研究这个问题的起点。 

我对阅读学习第一部分的研究是《学习如何阅读表意符号语言和字母符号

语言》，并获得了高级研究文凭（DEA1）。本文描述和分析了西班牙和中国人如

何用自己的母语在小学和中学阶段学习阅读。本文的写作目的一方面是想了解

西班牙翻译专业的新生母语阅读能力达到何种程度，是否对其外语阅读有帮助；

另一方面是希望了解中国的阅读情况，包括教学法、语言理论、教材等，因为

这些对对外汉语阅读有影响。 

在此论文的基础上我开始进行博士论文的构思。因为翻译专业的学生对阅

读有特别的需要，所以我希望发现在教授他们学习汉语阅读时存在的困难，并

尝试提出一些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克服这些困难。 

除了我对这个主题的兴趣以外，让我做这篇论文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它

能使我将我的三个教育背景——语言教学、翻译和对外汉语结合起来。 

                                        
1 在西班牙，直到 2010 年的博士后研究分为两个阶段，教学阶段和研究阶段。教学阶段后必须提交研究报

告的高级研究文凭。获得该文凭（副博士）后，经考试合格，开始进入研究调查和准备博士论文。 



针对母语为西班牙语翻译专业学生的对外汉语阅读教学 玛丽卡门埃斯宾 

 

 

2 

本论文的写作要面对两个不同国籍的导师，两个不同的国家，两种不同的

语言，两个非常不同的教育现状，这对我都是很大的挑战，我要尽量满足双方

的要求和条件。 

2. 选题价值 

笔译和口译专业被认为有很好的就业前景，因为越来越多的企业将他们的

事业转移到国外，东道国接受来自不同国籍的需要帮助的人，越来越多的私营

公司和公共机构出现了多语种的工作环境。 

现在世界范围内大家最感兴趣的语言是汉语。汉语翻译的需求量很大，因

为汉语翻译人才存在巨大缺口。培养汉语翻译人才显得非常重要，但在中国和

西班牙还没有针对翻译专业的对外汉语教学法。 

正如我们将在本论文所要讨论的，正式的翻译研究和汉语教学的研究开始

的时间非常近。前者正式开始于 60 年代初，后者是从 80 年代开始。 

汉语教学研究迄今主要集中在一般语言教学方面，没有特定目的的汉语教学

研究。对教学和学习的问题进行调查研究的学生群体其母语主要是英语、日语、

韩语和俄语的。 

因此，在对讲西班牙语学生汉语教育的研究，和对汉语翻译教学的研究两

方面有很多工作可以做。主要原因在于，当今世界上有 22 个讲西班牙语的国家，

并且对汉语的兴趣在不断上升。此外，在说西班牙语的国家愿意提供中文翻译

课程的大学数量也在不断上升，这就需要训练有素的专业人员开展适合汉西翻

译的教学，也需要找到适应需求的专门教学方法及教学材料。 

由于这些原因，我们认为本论文的选题是有价值的，尽管我们开启的研究

在广阔的海洋里只是一小滴水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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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目标和研究的问题 

本论文的主要目的是提出针对翻译专业西班牙语学生的汉语阅读教学模式

的建议，这需要考察三个方面的因素：我们将要培养的读者类型、教育框架和

教学材料。为了达到本研究目标我们有下面的次要目标： 

1. 定义不同种类的专业读者，取决于培养读者时使用的方法 

1.1 介绍不同阅读过程模式的各自特点 

1.2 介绍不同类型的阅读教学 

1.3 介绍阅读专家的概念及其与初学者的不同 

2. 描述与分析支撑语言教学的代表性的教学理论、语言理论及教学法 

2.1 介绍最有代表性的三个教学理论 

2.2 定义主要的语言理论和从这些理论衍生出的教学法 

2.3 阐述综合语言教学和特定目的语言教学的差异 

3. 描述与分析中国和西班牙对外汉语教学的基础 

3.1 阐述中国和西班牙对外汉语教学的背景 

3.2 描述与分析中国对外汉语教学大纲的目的、内容及评估方法 

3.3 为了判断占优势的教学法的语言和教学理论基础，对代表性的对外汉语

教材进行收集、比较、分析 

4. 描述与分析对外汉语阅读教学理论和方法的基础 

4.1 阐述不同阶段的阅读研究 

4.2 为了判断对外汉语阅读教材的特点，对外汉语阅读教学有代表性的材料

进行收集、描述和分析 

5. 尝试提出对外汉语翻译阅读教育的模式 

5.1 设计一个针对翻译专业学生汉语阅读教学的特定模型 

5.2 确定一个能够支撑我们设计的阅读教学模型的理论基础（包括教学目标、

教学法、教材、练习等），使之适应西班牙大学教育框架 

为了达到上述目标，我们认为，必须考虑以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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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学生面临的汉语与西班牙语之间的差异。许多讲西班牙语的学生感到不堪重

负，尤其是学习汉字时，识别汉字和书写汉字几乎是一个无法实现的目标；b)

学生面临的不同外语教育方法的差异。在西班牙汉语教学方法与其他外语的教

学方法完全不同，其他外语教学采用欧洲常用的方法，比较灵活，而汉语教学

则是沿用在中国教汉语的方法，比较死板，因而学生很难适应；c)以往学生学

习外语的经验。所有的人都在学习汉语之前，已经学习了至少一门外语，都有

一定的学习经验；d)学生学习汉语的期望。学习汉语翻译受特定条件和有限时

间的限制，学生并不总是了解这一情况，他们的期望与现实会存在差距；e)有

特定目的的汉语教学（如翻译的教学）与一般对外汉语课阅读教学的区别。 

4. 论文的研究过程 

本论文的研究是翻译理论专业（西班牙）和汉语言文字学专业（中国）两

个不同博士专业的结合。这是相关的，因为论文内容涵盖两个专业，而且该研

究分别在两个不同的国家完成。第一阶段的研究在西班牙完成，涉及到的主题

有：阅读过程，翻译过程，外语教学模式框架，在欧洲和西班牙的外语教学管

理框架。第二阶段是在中国进行，主要集中在汉语的教学，对外汉语的教育和

规定对外汉语教学的框架三方面。这两个阶段分别进行是必要的，因为在西班

牙不可能找到汉语写的关于这个论文涉及的主题，而在中国也不可能找到西班

牙翻译教学和行政框架的文件或外语教学。 

我们首先开始收集和阅读文献，以便了解西方国家的外语翻译教学和一般

汉语教学的情况。收集和阅读文献后随着论文研究的需要我们的阅读扩展至论

文索引中列出的更多的文献。 

接着是收集和选择教材，这些教材构成分析的材料，为了分析它们包含的

信息，我们设计了两类表格并在社会学家的协助下用我们熟悉的统计学工具完

成了对教材信息的分析。 

一旦所有的信息都准备好，就我们开始以西班牙语和汉语两种语言同时进行

论文的写作。在中国只需要提交汉语版本，而在西班牙则需要提交西班牙语和

汉语两个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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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论文的结构 

博士论文全文包括 5 章及两个附录。为了完成上面我们的各项研究目标，

本论文如此布局。下面我们分别介绍每章及附录的内容。 

第一章是阅读概况及阅读教学法。介绍阅读的各种定义。我们描述了不同

模式的阅读过程，不同的阅读教学，可以发展的阅读策略，能实现学习阅读和

提高阅读技巧的各种类型的练习。区分专家和初学者的概念，并将这两个概念

应用于阅读，给出阅读专家和阅读初学者的定义。本章所定义的阅读专家指的

是，已完成中学学业并将开始大学阶段的翻译学习，却又还没有受到翻译训练

的学生。 

第二章是代表性理论对语言的认识及典型外语教学法。描述二十和二十一

世纪最具代表性的语言及教学的理论，以及根据这些理论衍生出来的方法。同

时也揭释了特定目的的语言教学的特点，以及其与综合语言教学目标之间的差

异。 

第三章是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我们介绍对外汉语在中国和西班牙的

教育情况，描述和分析中国的对外汉语教学大纲。在本章最后一节，我们分析

对外汉语所使用的教材。 

第四章是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阅读教育。本章首先对中国的汉语阅读

教学进行了研究。我们描述了这个国家的母语阅读的教学目标，因为我们相信，

这些目标是对外汉语阅读教学大纲设计的基础。论文还谈到了对外汉语阅读教

学的大纲及它的内容和目标。在本章的最后一节中，我们分析了对外汉语阅读

教材。 

第五章是西语系学生汉西翻译课程的阅读教学法。我们描述培养翻译者的

教育框架，解释阅读过程在翻译过程中的位置和角色，说明二者之间的关系，

最后提出我们的阅读模式，这也是我们这篇论文的目的。 

附录 I 是我们第三章讨论的教材的统计结果数据。这些结果很重要，因为

它们是我们分析的基础。 

附录 II 是第四章讨论的阅读教材的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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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觉得，这篇论文不完全遵循中国博士学位论文的标准架构，但我们认

为这个框架是最合适的，原因有三。首先，我们需要考虑所有的影响汉语翻译

阅读教学模式设计的因素。第二，由于本论文需要在中国答辩，因此有必要对

西班牙的教学状况做一个介绍，这是我们想尽可能描述更充分的部分。三是在

中国进行开题报告时，有老师提到论文的主题似乎缺少坚实的理论基础。出于

这个原因，我们想提出一个有详细依据做基础的理论和研究。我们希望已经这

个目标实现。 

6. 格式问题 

在西班牙语版本的论文中，中国作者的名字用拼音写。出现在论文主体内

的中国机构和中国的书名被翻译成西班牙语时用括号中添加拼音的方式转录。

注脚也遵循这条规则。 

汉语版本的论文引用的作者的名字用英语写。外国机构的名称其英语名称

写在括号中。 

为了更符合本论文的内容，同时按照答辩委员会给出的标准，建议汉语版

本的原来题目«翻译在西语系学生汉语阅读课程教学之作用»改成«针对母语为汉

语西班牙语翻译专业学生的对外汉语阅读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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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阅读概况及阅读教学法 

这一章我们介绍阅读的不同定义。我们描述读者的不同类型、阅读进程的

不同模式以及阅读教学的不同模式。我们的讨论涉及到阅读初学者和专家读者

两个概念并对专家读者的概念进行界定。我们的目标是将那些已经结束高中教

育准备开始翻译专业学习，但尚未受到任何翻译方面训练的学生培养成专家读

者。 

阅读的过程在任何的一门语言中都是相同的。阅读的过程强调不同因素，

例如：一些规则，一些假设的提出和上下文的联系等。本文主要讨论翻译中的

阅读教学，因此，我们在涉及到的众多方面中选取一个我们认为很突出的方面

举出一个范本模型来强调信息的重组和构建的过程。 

然而，阅读学习的过程和阅读经验获得的过程根据语言的特征不同可以有

所不同。这是 Gray (1969)在十四个国家中所做的关于阅读学习的研究中总结出

的。Nyssen (2001)将这一结论收录在了他的关于欧洲阅读学习的研究中。在论

文第四章我们将讨论把这一思想运用在翻译专业中文阅读教学教育模式中的情

况。 

1. 阅读的定义 

阅读在我们社会中是一个很正常的活动，一般不会引起大家对其本身过多

的思索。在我们的社会中（中国和西班牙），书面语言有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因为它给我们提供“建立一个集体记忆的可能，能够克服超越讲话双方需要亲临

的限制，在人类间获得更大的沟通”(Colomer, 1992:11)。儿童的文字阅读学习是

成人最关注的活动之一，因为读和写对于全面融入现代社会是至关重要的，这

是人们普遍接受的认识。 

专家们在这个领域以不同的方式界定阅读。接下来所出现的定义并不是说

一些观点排斥另一些，而是或多或少侧重于阅读过程的不同层面。在本章 3.2

节所提出的阅读过程模式符合接下来所给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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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作者，如 Adam & Star (1982) 和 Cassany (2010)，把阅读定义为感知和

解码的过程。当阅读的时候我们解释文件中所含有的字母和文字然后在我们的

大脑中创造一个意义。Díez de Ulzurrún (1990:119)把阅读过程定义为“掌握一组

必须分割成利于学习的小的单位的符号，并且这些小的单位符号是在使用前就

应该学习和掌握的”。根据 Clemente & Domínguez (1999)，不只是掌握一组编写

代码，而且也意味着对语言作为文化和社会历史产物的掌握。因此，学习阅读

不只局限于一个简单的技术，也意味着对文化工具或仪器的同化。 

继续这一思想，Schmidt (1982) 把阅读定义为一系列视觉标记的接受（就如

听觉接受声音信息一样）。他又认为这种看似基本的行为可能会出现理解上的

问题。眼睛接受书写或印刷的字符不是单个的，而是一组一组的，所以可能在

阅读过程中会把它们混淆了。此外，对于学习阅读过程的第一步——解码的人

（包括母语和外语）来说，这种接受方式相当于经过一个很大的抽象努力得出

的意义。 

曾祥芹这样界定阅读：“阅读是理解书面文字，但也是大声读出来的能力，

并且能以适当的语调和语音读出来”。2在他的《关于阅读新理论》(1999:67)一

书中,把阅读定义为最终懂得所有文字含义的过程，为获得全面的理解，上下文

也是非常重要的。 

其他的作者，如 Solé (1992)和 Català & Agràs (1996)，把阅读定义为读者和

文本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这些学者们认为读者开始阅读文章的时候就想借阅

读获得满足，并且在文章阅读期间，读者就从逐渐获得的知识中建立一些假设

并想通过阅读知道这些假设是否正确。 

Clemente & Domínguez (1999) 提出了一个关于阅读的第三个定义，把阅读

视为一个复杂、全面和多样化的过程，需要一系列不同性质过程间的协调，并

且其中大部分对读者来说是自动的和无意识的。因此，有必要识别书写的文字，

然后给予句子中每个词一个意义并构成一个句子。接着，需要理解文本中的每

个句子并构建文本的结构，也就是说，将文本内容融入到读者所储备的知识当

中。根据这个定义，读者是一个主动且具有创意的主体，读的时候接受信息，

并与自己已经掌握的信息形成对照，这样获得一个新的信息(Cabrera,1994)。 

                                        
2 私人讨论，河南， 2005 年 0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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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阅读的定义是哪一个，阅读一篇文章主要的目的都是一致的，就是了

解它并根据读者的意图获取所需要的所有信息。鉴于我们的宗旨，培养翻译人

员，我们认为在阅读上具备解码能力是很重要的，但这只是基础，阅读过程中

还必须通过解释的智慧建立意义，其中读者应该知道怎样提取信息并了解它。

在阅读时，如果读者想成功实现自己的目标就应采取主动的角色，就是理解课

文。阅读和写作都是通过解释获得意义的过程，这就意味着阅读和写作是主要

的活动，通过它们我们获得和扩展我们关于世界的知识(Díez de Ulzurrún, 1999)。 

2. 读者目标与阅读的类型 

我们为什么要阅读？这个问题很重要。读者不是因着同一个目的而读所有

的材料，因此会根据目的的不同而采用不同的技能和策略。 

阅读的意图决定阅读课文的方式和满足自己要求的理解水平。根据我们对

课文不同的期望，我们可以运用不同的方式。一种方式是大声地读（朗读）或

轻声的读（默读）。在阅读学习的早期阶段，默读的实践在西班牙比中国运用

得更为广泛，而在中国朗读占据这种技能学习过程的大部分。在这种情况下，

阅读的目的是练习语音。强调这个层面是由于中国人学习中文所遇到的困难，

因为大部分学生的母语是方言，而表达却需要用标准的普通话，所以朗读显得

非常重要。就如我们将在第三章中看到的，阅读教学的研究和中文阅读教材的

编写都应该考虑到读者的意图和阅读的类型。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为初学者编

的书中包括很多识字和大声朗读的练习。 

默读可以分为不同的方式。Silberstein (2002)根据阅读目的和课文阅读的速

度把默读分为四种类型： 

 综合默读：出于乐趣或者个人兴趣慢慢地读整篇课文。 

 选择性或强化阅读：目的是提取文本的整体思路，文中的一些部分快读

另一些部分慢读。 

   慢读：当分析文本的不同方面时需要这种类型的阅读。 

 信息式阅读：通常是很快的，只是找寻确切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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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White (1983)的著作中我们也找到一个根据读者目标的不同而区分的四组

阅读类型： 

 广泛型：为了乐趣或兴趣而读书。 

 强化型：想从文本中提取特定的信息。 

 快速肤浅型：想获得文本信息并只选择文中最感兴趣的部分。 

 非自愿型：围绕在我们周围的文本和信息。 

在 Cassany (2010) 的著作中我们找到一个根据读者的目标和速度划分的阅读

类型，但增添了课文理解的级别。根据他的观点我们把阅读分为两类： 

 综合阅读：综合阅读就是我们阅读整篇文章，因此，阅读的速度很缓慢，

对文章理解程度的要求也相对较高。如果其目标是对文章详尽的分析，

为以后能做一个总结或用所获得的信息写一篇文章或一个报告，这是经

过思考的综合阅读。在这种情况下对文章的理解程度大约应是 80%。另

一种形式是在读者中最常见的中等综合阅读。这种方法能理解文本的 50%

到 70%，就如一个初学者通常的阅读，也如同一个专家读者读一份报告、

一个信件或广告牌。经过思考的综合阅读的速度是每分钟二百五十个字

左右，而中等综合阅读的速度一般是三百个字左右。 

 选择性阅读：根据读者的目标选择课文中包含相关信息的部分，因此应

该运用寻找具体信息的策略。Cassany 提出的两个策略是浏览和仔细阅读。

第一个允许把相关信息和其他信息分开，第二个帮助找到具体的信息，

如一个日期或一个人的名字。在这种情况下，阅读的速度是很快的，但

课文理解的程度一般是很低的。 

在中国外语教学的传统中，根据阅读在教育中的重要性做出一个分类：精

读和泛读。精读的使用是作为解释语法和语言不同用法的工具；而泛读则只是

用来发展阅读的理解能力。 

在第四章中我们将看到精读和泛读在中文阅读专家培养中的作用，阅读理

解教学和这两种阅读类型怎样联系在一起。 

到此为止，阅读教学应该提供必要的策略，以便使读者能够选择与读者目

标及不同文本类型相符的阅读类型。此外，学习阅读的不同教学模式会使某种

阅读类型优先，不同的阅读类型会有不同的处理方式。正如在第四章我们将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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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的，为培养翻译人员选择阅读类型的时候，我们不只是强调语言编码的类型，

而且还要注意构建意义的更复杂的类型，积极的读者在他接受训练的末期将知

道选择最适合他需要的阅读类型。事实上，就如我们将看到的，本文所讨论的

是有特定目的的阅读教学。 

3. 阅读过程：因素与模式 

阅读的模式试图解释处理、整理、存储和转换通过阅读进程获得信息的不

同的方式：视觉、记忆、认知结构。模式的特点是突出语言代码、字义或两者

兼有的重要性。 

3.1 阅读过程的因素 

在阅读文章时会经过一个翻译过程或穿插不同因素的信息理解过程。Mayer 

(1985) 认为这些因素有三个：感知/视觉，记忆和读者在他生命中积累的知识的

概要或世界的概念. 

感知是通过感官接受刺激，阅读方面的表现则是读者在每个地方发现的书

写的信息：在街上行走读到的广告，报纸上的文章，电子邮件信息等。所有这

些信息都是借着记忆处理的。 

关于记忆，有两种类型：短期记忆和长期记忆。短期记忆是工作记忆，它

的特点是能在短时间内保存有限的信息。短期记忆允许运用阅读过程中所需要

的信息。根据 García Madruga (1999:21) 的观点，短期记忆是保存阅读过程中不

同阶段的全面和片面结果的公共空间。在这个阶段协调、加强、限制不同进程

的共享信息。长期记忆的特点是可以在一个长时间内保存更多的信息。对于非

常重要的信息，读者以自己能够理解的方式组织起来，并将其长期储存在自己

已经拥有的知识框架中。 

世界的概念和知识的架构逐渐在生命的历程中建立起来，并且用以预测、

比较和解释一个人所接受的任何信息。每个人所拥有的思想框架整体组成他看

世界的方式。所有的人类，根据他的认知心理，都会建立一定的思维结构并与

他们的周围环境相连，来组织和应用他们的知识。为了能够了解一个信息，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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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就需要融入到这些思维框架中。这样，在新的和已经拥有的信息之间建立起

所有的相关链接。每一个新的信息导致以前的链接系统重组。 

思想框架的启动依赖于上下文，根据读者已有的知识和理解的目标，给正

在阅读的资料一个合理的解释。因此，信息的回忆和理解取决于处理与收到信

息相关的知识的结构以及读者所具备的技能。 

除了这三个因素，读者所面对的文本类型及他们阅读的期待和目标也影响

文本的阅读理解。 

3.2 阅读过程的模式 

在描述了理解一篇课文所涉及的因素之后，我们来解释阅读过程。在这一

节我们把阅读的过程分为三组，为能与本章本节所描写的教育模式更容易的联

系在一起，就如在这一领域的专家们，如 Cabrera (1994), Solé (1987), Carell 

(2006)。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我们可以把阅读理解为一个接收的过程，一个

理解的过程或一个创造性的过程。这三个模式以示意图的方式总结在图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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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 阅读模式的综合(改编自 Harste & Bure, 1977:32, 37,38). 

如果我们说阅读是一个接受的过程，那我们就在说它是一个解码和机械技

能使用的过程：识别图形标志并将它们翻译成相应的听觉标志。这种类型的过

程与上升阅读或自下而上模式相对应。这种模式著名的理论家是 Chall (1996)。

突出解码的技能或强调大声朗读课文的 Gough (1972)& Laberge & Samuels (1974)。

正如将在第三章所讨论的，自下而上的模式在中国不管是对母语或是对外汉语

教学中都是使用最广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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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阅读看作是一个理解的进程，解释和分析的过程是必不可少的。在

这种情况下，读者识别出词并且根据课文的内容将词的意义确定下来。这种进

程相对应的是向下的阅读模式或自上而下模式。Goodman (1966) & Smith (1971)

的模式就是自上而下阅读进程的例子。这些模式的基础是用最短的时间和最小

的努力将所阅读文章的含义提炼出来，以便于帮助读者选择那些构成文章含义

最显著的课文要素 (Adams, 1982)。Goodman 根据他的模式用以下的方式描述了

对课文的理解。 

通过阅读，读者获得书面语言的含义。这意味着读者从对可见的感知书写语言的

认知转向了对作者书面语言信息的认知。从本质上讲，读者重建的信息与作者提供信

息的符合程度可作为信息被理解的指示器(Goodman, 1966:180)。 

这些模式强调为理解课文而重新编码这一过程的重要性，并与认为阅读理

解是一个单纯解码过程的理论相反。 

 

图二. 阅读的理解模式 （Goodman, 1980） 

从图二我们看到了自上而下阅读进程涉及到的所有部分。Goodman 从阅读

心理语言学的角度构建了这一阅读模式，该模式认为阅读是一个积极的过程。

读者从他们所选的信息中逐渐发展并确认对文章的预测或假设。这些预测会逐

渐被证实或被摈弃。如果得到证实，读者把它的意义添加到自己的知识网络之

中。如果被摈弃，读者就重新回到文章中并重新更精细地阅读，然后做出新的

预测并重新检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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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读者只阅读一次课文并确认他的预测，他的阅读过程是一个直线型结

构。读者接受一个输入信息，用从他的长期记忆中找到的知识进行预测并确认

它们，然后进程结束。如果预测被摈弃，进程转变为周期性的，因为读者可以

一次又一次地重复直到他理解课文的含义。 

阅读模式就像是突出阅读理解的创造性过程，是通过借助各种方法将创建

的信息和读者在认知结构中存储的信息相联系的互动过程，它变化并完善产生

新的信息。Guilford 的互动模式和结构理论 (Guilford, 1967, 见 Solé 和 Cabrera)就

描述了这个过程， Rumelhart (1977) 和 Stannovich (1980) 对这一模式做了明确的

界定。对于这些作者而言，信息在每个阶段都被独立地处理，不允许处于高级

阶段的信息影响处于低级阶段的信息 (Samuels y Kamil, 1984)。 

解释阅读过程的理论结构的核心是建构主义思想，就是在考虑到先前已获

得知识的情况下，以有意义的方式描绘和组织信息的意识。通过阅读自下而上

和自上而下的过程的相互作用，涌现出信息并理解文本 (Adams, 1982)。 

 

 

图三：阅读理解模式 (Rumelhart, 1977) 

正如图三所展现的，根据 Rumelhart，阅读过程是通过以视觉推动积累的书

写输入开始的，是以思想综合和信息中心结束的。在信息中心和视觉推动积累

间存在一个可以在信息中心中提取还未处理信息的装置。文本信息的处理和它

做出的解释受读者所掌握信息的书写类型、词汇、词法和句法影响。信息中心

有很多作用：在记忆内时间段存储所接受的信息；反对、排除、假设、打开不

同的信息源，以便从不同的知识领域进行分析和验证，并存储分析结果。过程

持续到获得认为正确的结果(Rumelhart, 1977:589-590,引自 Carrell, 2006:2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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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dell & Singer (1977)模式，正如图四所展示的，提供了一个心理语言学的、

认知的、情感的副体系的更易理解的看法。这是隐藏在阅读理解过程下方的。

这样，那些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就得以形成。这两位作者把他们的模式分成了

四大体系和一些副体系：语言学体系、情感体系、认知体系和思路反馈体系。 

语言学体系由四个副体系组成：视听输入体系、字位和结构语义体系、语

音体系以及形态音位体系。字位和结构语义体系处于短期记忆中，完善和修改

文字的规则和深度结构水平则处于句法解释和长期记忆中。情感体系，指的是

读者的价值观影响信息评估的所有阶段。认知体系则影响解码过程的组织，信

息的分析和再解码。思路反馈体系，是一般的自上而下模式中没有的。它使读

在阅读过程中可以不断反复修改、调整、更新信息 (Cabrera, 1994) 。 

 

图四：综合阅读理解模式 (改编自 Rudell & Singer 在 Cabrera 1994 ) 

在对这一章总结时，我们会把自己对阅读过程的理解用图片展示出来，并

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我们会把这一认识运用对西语系学生的中文教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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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片. 5 阅读过程的创造模式 

我们认为阅读过程开始于阅读者利用各种感官来接收和感知刺激。一个文

本有一系列的上下文因素，这些因素激发阅读者的知识结构并指引读者对汉字、

形态、句法和语义结构、文本内容进行假设、预测和辨认。在此过程中，读者

根据阅读目标进行选择，选择的刺激来自于读者保持在头脑中的阅读意图，选

择过程中的信息是存储在短期记忆中，选择的最终结果则通过各种方法存储在

长期记忆中成为读者知识结构的一部分。 

所有这些刺激被以信息的形式接收并存储在记忆里，因为想要理解它们首

先要保存它。验证假设的时候，就能在短期记忆里找到这些信息。在验证假设

的过程中，或者是在对所阅读文本理解的过程中，读者需要借助书写迹象：字

母、汉字、书写或句法记号、甚至是印刷因素和段落分布。 

为了回答读者在阅读时自己提出的一系列问题，并给出文本含义，读者需

要根据人物动机、行为原因、思想连贯、所掌握的能力、情节发展及文本中单

词和句子的多种解释，构建一系列的假设或期待。对于假设的实现，应该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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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证。验证时应该根据文本类型的适当规则，只依靠合适的符合文本条件的信

息。 

在构建和验证假设后，就到了阅读的最后阶段——信息综合。为了理解文

本的大致含义，阅读者在阅读期间进行了大致的解释。阅读者需要做的是获取

文本微型结构意识，这和其内容的抽象语义是相符合的，也就是说，对于文本

内容和思想进行概括 (Van Dijk 1982) 。 

我们需要注意的是认知体系有一些结构上的局限，它不能使文本原封不动

地保留在记忆里。因为这个原因它创建的是文本的微型结构，也就是说，阅读

者将概括后的文本整体含义存储在长期记忆中。 

在实现这些过程的同时，也有对于文本含义结构不断自我评估的一个元认

知活动。它能接受或拒绝逐渐接收和处理的信息并在阅读中持续下去。因为阅

读过程的最终目的是创建文本含义，为达到此目的，可以采取各种不同的策略

对信息进行修复。在信息被存储于长期记忆中并成为阅读者知识结构的一部分

时，阅读过程就完成了。如果不对假设进行验证，那么读者就只能重新开始阅

读过程。 

4. 阅读教学：模式、方法、策略和练习 

有许多教学概要是以帮助学习者掌握阅读技巧为目标的。在这一章中我们

将描述初学者和专家的不同模式，首先是进行宏观的一般角度的介绍，其次进

一步把它们应用到阅读和教学模式中。我们会描述不同的阅读教学方法和阅读

策略，使学生能够提高阅读水平，达到理解文本的目的。最后，我们将讨论这

些方法如何影响阅读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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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读者模式 

4.1.1.专家与初学者模式 

从认知心理学的角度，学习借助的是思想的整合和关联。也就是说，存在

发展着的变化，正如在不同条件下进行的实践积累 (Pozo，1989)。这意味着实

践是在一个具体学科中最重要的条件之一。 

我们怎样理解什么是一个专家？根据 Gruber (1994:10)“专家就是一个人在

某个领域持续不断地(而不是偶然或零星)做出突出贡献”。正如作者指出，专家

知识的唯一特性就是在某一领域的突出造诣。相比之下，初学者就是缺乏经验

的人，不能够在一个领域内取得突出的贡献。也就是说，专家掌握一个具体的

学科，而初学者是开始涉足某一领域尽管没有足够的经验及实践。这样我们就

会认为，专家与初学者的不同在于他们所掌握的知识，而不是在于基本的大致

的认知过程的加工。 

根据 Gruber 的描述，目前专家知识的模式有两个最重要的特征：专家知识

用于解决问题，而且专家知识不是“横向的”，而是特定领域的专家知识，并且

不同领域的专家表现出了一些相同的特征。 

专家知识的主要特点是：（Anderson，1996） 

 专家知识是特别具有操作性的。与初学者相比，专家们依靠的是程序性

知识，这些知识以自主方式得以应用。也就是说，并不明确地借助说明性的知

识。可想而知，专家所使用的方法甚至引导了他对问题的分析。这意味着专家

知识只能讲陈述性知识和理论操作知识。另一方面，专家知识包含着可以重复

应用于实践的一系列方法。即使在复杂的领域，在那里问题虽然没有反复出现，

但是它的组成部分却是重复的，专家就有一些可以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法。所以

专家有更高的解决问题的能力。 

 专家知识是抽象的。对比初学者，专家能够建立问题表面特征与隐性原

则之间的联系。这意味着专家掌握能够体现问题最重要方面的类别和结构。这

些类别以在合适的方法中应用为出发点。另外，这些类别被分成不同等级并相

互联系。另一方面，这些类别的发展与某种方法论是相联系的，能够从内部简

明地描述和体现问题。也就是说，初学者与专家本质的区别在于，所拥有类别



针对母语为西班牙语翻译专业学生的对外汉语阅读教学 玛丽卡门埃斯宾 

 

 

21 

的数量，类别的内容以及概念性的结构和构造。初学者拥有基本类别，这些类

别的内容是肤浅的。相反地，专家拥有较少的基本类别但是具有更多的区别能

力，可以确定不同类别之间的更多联系。初学者以连续的方式整理知识而专家

根据条件和作用将知识分类成单元。同样的方法也在必要时运用于激活信息。 

 专家知识是策略性的。与初学者相比，策略的应用是有预见性的，也就

是说，具有解决所有问题的综合性计划；它也被专家运用在关于综合性目标的

应用策略的评定上。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专家较初学者而言能创造更合适更准确

的最终状态的表述。以这种方式，专家能够更有效地组织解决问题的过程。 

 专家知识又是具有反射性的。与初学者相比，专家拥有评定自己解决问

题过程的能力；如果没达到预想的结果他能够以这种方式改善自己的行为。

Putz-Osterloh（1988: 251)，这样专家的过程就更灵活。 

所有这些区分了专家与初学者的差别，不仅是在数量上更重要的是在质量

上：专家不仅比初学者知道得更多，而且用其他的方式构造他的知识；这样就

使他解决问题的过程更快速、更简洁、更有效、更灵活。Larkin（1980）强调质

量上的区别，初学者会犯更多的错误，而且相比专家解决问题的时间可能要延

长四倍。延误的原因在于他们解决问题所用的策略。初学者通常当即解决问题，

而专家则有事先阶段或设想阶段。而且，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还会利用相当的

时间思考所采用的策略和接下来的步骤。可以断定专家是自主地决定解决问题

的方式而初学者则是花时间来寻找合适的解决办法。当解决问题的方式较简单

时，专家就向前开展工作，也就是说，使用不为人所知的材料去寻找不为人所

知的解决方案。如果问题十分复杂的话，专家也会像初学者一样退缩。 

由初学者转变为专家的一个必要条件在于知识的自主化过程。在解决问题

的同时不应作出决定，因为这直接割裂了初学者所需要做的方式，就是以渐进

的方式达到最终目标。（Pozo，1989）正如在 4.1.2 章节中我们将要介绍到的阅

读技能的逐渐提高需要不同的发展阶段。在 4.2 我们将介绍到各种不同类型的

阅读专家形成的不同的教学理论。 

因此我们看到专家和初学者的差别在于在某一领域的特殊知识和对这一领

域信息的整理以及解决问题的策略。如果向专家和初学者提出相同的问题，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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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所给出的观点和他们的领会能力都是不同的，这归因于他们各自掌握信息的

类型。 

4.1.2. 阅读技能的获得：阅读专家模式和阅读初学者模式 

学习阅读是一个按照练习不断提高的过程。阅读学习是通过一系列相互依

赖的阶段达到相同的结果，通常是在有符合规定的培训的范围之内. 

Chall（1979）将阅读分成以下阶段： 

 阅读前 

它以正式的儿童教育为起点。儿童生活在文化的摇篮里并且从文本、单词、

汉字中积累知识，这些共同提高了他们的感知能力和语言学能力，这大概就是

阅读学习的第一步。 

在这个阶段，儿童通过模仿和对周围事物的观察获得语言的预先知识。西

班牙儿童和中国儿童一样，在上小学前接受学前教育。在这个阶段，儿童开始

确立现实与他周围的书写符号之间的联系，并且开始逐渐地建立语言学系统的

初步知识，以及它的规则和条例（儿童教育大纲，1992）。 

 单词的总体辨认 

这是一种才能，能够各自融合即成的音素并确立语音部分与书写部分之间

的一致关系。在没有第三方的帮助下，辨认文字的外观是理解的第一步。在阅

读中还需要理解文字的内容。 

 阅读 

这是一个高效阅读阶段，这一阶段读者有能力使文本相互联系。在这种情

况下，读者就能根据自己的需求进行阅读，既可以是个人的需求也可以是专业

的需求。而这个效率又直接关系到阅读活动的实践。 

在这个阶段读者感到视觉的刺激。也就是说，阅读文本能够假设使用读者

在培训时所掌握的阅读的各种策略并且进行检验。如果进行实践并掌握先前知

识（语言学的、文化的、技术的以及阅读策略）对于假设的检验会更快，读者

信息的融入也会加速。 

从 Chall 陈述的角度看，“阅读”与“理解”是近义的。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能

够处理加工文本传递的所有信息我们也就能够理解它们。更高的是阅读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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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好地区分开重要信息和基本信息；从阅读的文本中提取信息整理并建立结构；

辨认原文中哪些方面使文本理解容易哪些又给理解带来困难，从而获得理解所

遵循的认知技巧。 

在学习过程中，读者掌握以下的技能后就完成了我们在 3.2 章第 1 节中所

描述的：我们的阅读模式。 

1) 扩大视野来使用信息提出检验并假设。 

2) 使用上下文和结构知识并且高效地运用字典和难词词汇表来确定文本中

出现单词的意思。 

3) 根据信息的重要程度进行分级，并不是像初学阶段一样，按照文本出现

的顺序积累信息。 

4) 根据信息的重要程度选择信息而不是根据它在文本中出现的先后顺序。 

5) 以可以创造、修饰和加入新知识的方式归并知识。 

6) 用单词和句子综合信息。 

技能 1 和 2 用于更好地接收信息；3、4 进行假设；5 用于长期记忆信息并

将它再次运用到其他文本中。 

综上所述我们现在可以推断出一个好的读者或者是理想的专家读者是能够

以特定的方式阅读并领会作品，能够跟随阅读的文本而动。读者能够习惯默读，

当然如果需要的话也可以读出声来。不会有阅读中的典型缺点，朗读出来，含

糊发音，倒退等快速高效阅读。关注文本的高级单元：句子、单词等。不逐个

字母的看文本(Cassany, 2010)。一个称职的读者或专业读者不会总是以一种方式

阅读，而是适应各种情景然后根据文本和阅读情景选择合适的策略。 

初学阅读的人就拥有较少的关于文本理解的工具和策略。根据目录的形式

积累信息，因为他们是逐字阅读并全神贯注于辨认文字和发音。给信息分级和

突出重点、次重点让他们很费力。删除而不是总结那些他们认为冗余的信息。

根据位置而不是重要性选择信息。 

作为读者应该能挑选与文本语义中心相一致的主要思想，读者有必要返回

文本根据作者的观点作出决定。然而，初学阅读者或是缺乏经验的读者，则是

根据他自己的想法、先前掌握的知识以及和个人意愿单独进行选择，按照他们

所认为的重点进行决定 (Echevarría,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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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专家读者和初学者读者对文本中的信息分等级，掌握 Van Dijk 在文本

重点和背景重点的区分很重要。Van Dijk 定义文本重点就是那些由文本结构和作

者使用的重要标记所确定的文本内容。这些标记可以是单词、句子、重复法、

综合、概要、书写标记等。背景重点则是读者根据他的关注、自己的兴趣、知

识、思想、意愿等确定的重要信息。这就是根据文本得出的中心思想和根据读

者提取的想法的区别所在。 

Van Dijk（1983）提出了一系列的规则来获取文本的中心思想，并且专家读

者有能力自主地潜意识地应用这些规则。这些规则能够帮助清除那些文本中无

关紧要的或是冗余的信息，取而代之的是通过综合选择的概念和原则来总结隐

含在文本中的中心思想。 

4.1.3.读者对于母语是阅读专家，对于外语是初学者：阅读的上下文之间

的区别和读者对于母语与外语的区别 

在这篇论文中，我们所说的是中文作为大学外语学习的阅读教学，所以当

成年人进入大学后对于自己的母语来说已经是阅读专家了，且至少对于外语，

一般情况下是英语也是这样的。当成为阅读专家，就能辨别不同类型的文本，

根据自己的需要和目标去进行阅读，且发展母语的阅读策略以提高对文本的理

解力。这一节中我们将从不同角度来看读者对于母语和外语的区别、 

虽然外语阅读受母语阅读的影响，根据 Grabe & Stroller（1991）和 Koda

（1994），外语阅读有一些母语阅读所没有的特点。他们指出其中认为独特的

三个方面。第一，读者对于外语阅读可以像是对于母语阅读或对于其他外语一

样获取经验。第二，外语读者在掌握适当的外语口语水平之前就开发了他们的

阅读能力。第三，外语阅读是不同文化间的。 

Grabe 和 Stroller （2006）找到了读者关于母语阅读和外语阅读的 14 个不

同点，并把它们分成三组：语言学和知识处理，个人和经验，社会文化和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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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1 两种语言间语言学的不同之处以及知识的加工处理的差异 

上述两位作者的观点认为，学习者在学习母语和外语两种不同语言时的差

别及其信息处理的区别与以下五个因素有关系：词汇、语法和思考力方面的知

识，这出现在母语学习和外语学习的初级水平阶段；对于外语的认知基础和能

力水平；两种语言本身的区别；对外语的思考能力；两种语言间的转移和影响。 

外语学习的初学者在学习外语阅读时，通常会从母语中获得经验，并且会

用认知意识和元认知意识去解决阅读问题。并且，外语阅读者在开始阅读外语

时要比母语阅读者年龄大，并且比他们掌握更多的世界知识，而那些母语阅读

者，一般是儿童。尽管外语阅读者有先前获得的经验，当他们开始正式学习阅

读时，却没有像母语阅读那样的语言学能力。当母语阅读者正式学习阅读时，

已经知道了语言的基本结构并且在训练中不断提高，而且也掌握了基本的词汇，

使他们可以在所处的环境中流畅交流。在外语学习的背景中，初学者在培训初

期通常有的只是一些对于新语言的语法词汇方面的无关紧要的知识。 

母语阅读者，在开始阅读前，已经开发了自己的口语能力。但外语阅读者

却没有，因为开发口语能力是为了开发阅读能力。对于母语阅读者，书写发音

的练习很简单，因为在知道单词的拼写前就已经知道了它的发音，这却不是外

语阅读的一个优势，因为通常事先学会如何拼写，之后才学会如何发音。 

外语初学者需要接受必要的教育来建立语法基础，了解语言的运作，它的

行文结构，已达到获得很好的阅读理解力的目标。一些文本的特点，比如报刊

文本、传记、摘要，可以译成其他语言，读者需要了解它们以便识别和理解。

根据 Koda（1994），那些思考力知识因文化的不同而不同，外语阅读者在母语

阅读时就获得的思考力知识会影响到他们对外语文本的理解。 

母语和外语的区别影响了获得阅读技能的过程。外语阅读受母语和外语的

不同处理手段的影响。字形，词汇，句法和思考力可能会对外语学习造成干扰。

（Koda 1996）字形的区别是不同的书写系统（象形文字，音节，字母）或不同

的拼写结构（规则和不规则）的结果。拼写区别给接收词汇带来了障碍，特别

是在学习的初级阶段。比如对于中文而言，是表意文字的语言，完全是对汉字

的视觉辨认。而对于西班牙语而言，是按字母顺序排列，通过语音知识来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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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词的含义。同样的，字法区别——词序、关系从句、短语结构和句法结构，

都会使文本理解变得更困难。 

关于处理知识的差异，母语阅读者和外语阅读者在元语言和元认知意识方

面不同。因为大多数的外语知识是在课堂上获得的，学生提高他们的语言学意

识是因为他们需要理顺与新语言相关的新知识。而对于母语而言，完全是自主

学习的，而不是在正规的训练开始时才去思考它。对于外语的思考，是在训练

开始时才开始的。对于元认知意识有所提高是因为外语阅读者了解在阅读时应

遵循的活动类型和过程类型，这在母语阅读就是提高了能力掌握了策略。 

在对阅读者的培训中，入门和对书面材料的讲解都很重要。母语阅读者，

在提高这项能力前，在很多年间就展现了各种的书面信息。而对于外语而言，

在教学活动开始时才开始学习，且仅限于课堂所使用的课本中的打印材料。 

4.1.3.2．个体差异和经验差异 

个体差异与对于母语的阅读理解水平、外语阅读学习动机、外语文本类型、

语言学资源有关。 

正如我们之前提到的，外语阅读者通常都比母语阅读者年龄大，已经有了

阅读经验。如果在母语阅读理解上有困难，那就也可能演变成在外语阅读理解

上的困难。同样的，所有的在母语阅读时开发的能力和策略，也可以转移到外

语阅读上。 

外语阅读者的学习动机通常是多种多样的：个人兴趣，工作需要或学术需

要，获得并扩展其他的文化知识等。而对于母语阅读者，必须目睹他所处的语

言群体的书写规则的学习过程。大多数外语学习者对于外语学习都持有务实的

态度，期望在短时间内学会很多。在一些情况下，这种态度限制了了他们从事

学习的意愿直到他们掌握阅读技能（Grabe y Stroller，2006）。 

对于外语阅读者在一般的文本范围内直到他们成为专家读者后，通常会比

母语阅读有所限制。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的语言学能力：对于外语词汇，句法

结构，行文特点知识的匮乏。另外就是对与外语相关的社会文化方面知识的欠

缺，第三点就是那些文本通常是语言手册或是适合当地人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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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外语和母语所使用的资源是不同的。外语所使用的是双语字典，词汇

表，翻译和用来扩充外语社会和文化知识的材料。而母语，在一些情况下，则

需要使用多语字典，词汇表是用来提供出现在书中的那些专业文本中的专业词

汇的信息。 

4.1.3.3．社会文化和体制上的差异 

外语读者和母语读者间存在着社会文化和体制上的差异，原因在于他们的

社会文化起源，不同的话语和文本的组织方式，在外语教育体制中不同的期望。 

在一些文化中，阅读学习并不常见，但在另一些文化中，比如中国和西班牙，却

是非常重要的。这些社会团体文化积淀深，书面语言是至关重要的，因为随着时间的

推移，它保存并传承人类知识并导致确定思想结构的形成，现在为了阅读并理解一篇

文本就需要激发一系列的心理过程去辨认文本所传达的知识并将它们进行分类。 

在每个文化中，对于书面文本的用处及阅读学习的认识都趋向变化。在一

些群体中，文本被认为是神圣的著作不能遭受修改，而另外一些群体中则认为

文本是没有任何特殊价值的工具，其他的又认为它是对现实和我们作为的陈述

所以可以进行质疑和修改。根据母语读者在一定社会群体所接受的教育，他会

形成关于文体类型的概念（认识、看法和作用），这些概念则会影响其对母语

及外语不同文体类型的解释和理解（Lundberg,1999; Grabe y Stroller,2006）。 

在西方社会中，阅读有实际用途，可适应现代都市生活的各个领域。

（Colomer, 1992:9)阅读被视作知识的工具，如果不会阅读就不能从不同的材料

中获取大量的信息。“文化，和其他内容一同作用，本身就同时展现学习对象和

教育对象的特点，是实现新的学习的一个很好的方式，这个特点也得到了社会

的高度认可。”(Solé, 1992:21) 阅读同样被认为是休闲活动。有越来越多的活动

教人们如何享受阅读。外语阅读者对于阅读的认识与社会群体密切相关，他们

在这个社会群体中接受教育并成长为一名阅读者。 

所有的这些关于阅读的认识，教育机构都可以根据不同的需求采取不同的

方法。简要地说，包括教学大纲、考试的类型，老师的态度、课程设置等。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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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母语和外语的教育中心如果上述各方面所用标准不一致，那么学生学习阅

读的过程会遇到困难。这个思想我们会在第四章中进一步阐明。 

4.2．阅读教学模式与类型 

阅读模式是从阅读过程模式、阅读类型中学习教学和学习心理概念中派生

的。在本章的 3.2 节中描述的突出读课文解码能力的模式源于自下而上模式。

从这些模式中我们可以看到阅读就像是一个理解过程且对于解释过程是必不可

少的。阅读模式中的自上而下模式使阅读又像是创造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读者

和文本相互作用又产生互动模式。 

4.2.1.自下而上模式 

正如我们在第三章第二节中看到的它认为自下而上模式就像是一个连续的

分等级的过程，从字母或汉字的书写笔画的确定开始，并循序渐进地自下而上

的向更长的语言单位着手：单词，短语和句子（Gove，1983 年引自 Solé，

1987:22)。这个模式是基于心理行为学范例，根据这种模式知识的获得是通过先

后联系有方向性的。这些联系就回答了刺激—反应的联系。 

在这种模式中代码知识很重要，因为阅读依靠的是文本解码。自下而上模

式遵循行为学刺激和反应的范例。它的思想是当我们阅读时我们接受大视觉的

刺激而对于这些刺激的反应是单词的播放。它总是从最小的单元——字母开始，

来达到更复杂的单元——单词、句子或文章。阅读被认为是一步步达到的过程，

接受视觉刺激并开始分析一个阶段到另一个阶段的信息，由易到难。 

说到字母语言，遵循这个模式的老师通常使用字母表和识字课本开始进行

对于初学者的练习，因为听-写学习是理解文章所有必要步骤中的必要条件。这

是一个机械的模式且是很有等级的，从低级水平开始（字母和单词），再发展

到较高水平（句子、段落和文章） 

阅读专家，根据这个模式可以解码并同时理解，因为代码是隐藏着的，解

码过程是自主的。相反的，阅读初学者，阅读是花大量的时间解码，正因如此，

有时就不能很好地理解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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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模式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认为所有的信息都得渐进处理，既不同意知

识能够作用于阅读过程也不认为在上下文中能找到单词和句法练习。在这个模

式中，阅读者退居次要的位置，重要的不是他，而是外界的刺激。 

4.2.2．自上而下模式 

正如我们 3.2 章节中提到的这个模式以读者和文章含义为中心。阅读过程

以读者对文本的某一单元提出假设为起点，文本字母和单词的验证作用于实行

的假设的验证 (Solé, 1982:31)。 

自上而下模式在阅读方面貌似是与自下而上模式相对立的。两个模式都是

渐进的但却是反向的。向上而下模式是从那些较复杂的水平——文本，到那些

较简单的——字母和单词。读者所掌握的阅历知识很重要，因为能够区分哪些

是易理解的哪些不是。这个模式最重要的是文本理解。 

自上而下模式基于认知学和格式塔理论。根据格式塔心理学家，阅读不是

理解细节而是宏观的。这样，阅读最重要的不是解码而是它的含义。与行为学

理论对于刺激的定义也不同。关于阅读，“当接受图像信息时不是给出刺激（字

素）和反应（音素）一连串机械的联系，而是阅读者，从背景——他的先前知

识语义学的迹象开始，对它的布局含义进行一个假设。(Solé, 1982:33). 

阅读专家，根据这个模式，会使用视觉信息、文本、非视觉信息和他的阅

历知识。它适应于处理阅读过程中不同阶段的信息并可以辨认单词拼写错误和

断章取义。阅读初学者，有对于语言和阅历的逻辑运转知识，而且也通过口语

获得了词汇，但是他们在阅读过程中存在的最基本的障碍是，单词的辨认。 

阅读教学遵循这个模式，考虑上下文。没必要把每个单词都完美地读出来。

阅读错误被认为是学习的一部分，所以不可避免。如果某人能在不认识一些单

词的情况下理解文本也不会被理解为是不好的阅读者。 

这个模式所暴露的问题就是通常会忘记辨认和破解字母及单词的重要性。

这个模式基于阅读者的假设，但却不能清晰地解释阅读者和文本的联系，阅读

者如何进行假设甚至不明确为了证实假设要达到什么分析水平 (Solé, 1982:3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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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交互动模式 

如我们在 3.2 章节中提到的这个模式不是单一地以文本和阅读者为中心，

同样以阅读行为先前获得的认知结构为中心 (Solé, 1982:35)。根据这个模式，过

程被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可视的存储记忆里提取字母的不同笔画。第

二阶段，从阅读者可视信息和之前获得的知识中建立假设。这些知识包括拼写

的、句法的和语义的。第三阶段，对应假设的管理和存储信息及验证假设来看

看哪些不兼容的假设是需要删除的。 

根据 Fayol (1985)，文本信息被整理成 5 个类别或级别：字母的笔画，字母

的整体造型，词汇水平，字法水平和语义水平。在阅读过程中，验证假设和产

生新的假设。存储或删除信息与刚刚列举的一个或多个类别相符。假设系统的

运作是和已经加入到阅读者知识网中的新信息有联系的。从其他角度看，文本

理解可以视为局部连贯联系，文本的微型结构或线性结构，整体连贯联系，文

本宏观结构或综合结构 (Van Dijk y Kintsch, 1983) 。 

互动模式是自下而上模式和自上而下模式的综合。自下而上过程始于阅读

者开始阅读文本。字母唤起了读者的期望，遵循自下而上的过程，这些期望在

更高的水平（单词、句子、文本）中得以验证。当新知识和原有知识进行对照

时，用的是自上而下模式。 

互动模式基于建构主义理论，根据这些理论，学习就是一个互动的社会性

的过程。(Vygotsky, 1978) 根据构成主义学家，个体从经验、思想及先前知识的

相互作用开始构建知识。Piaget (1950)认为知识的构成借助个体在环境中的反复

的相互作用。学习从构成主义角度看它反对教学中的行为学思想。构成主义认

为学习何以简化，但是每个人必须根据自己内心的体验构建它。相反地，行为

主义要求知识教学应该大纲化，因为可以预先关注教学过程的内容，方法和目

标。在一些教育背景中，尽管两种分析越来越融合在一起，教学成就反而更突

出。 

通常来说，阅读专家根据互动模式具备了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方式加工

处理文本，和使用已有信息对文本内容进行假设的能力：也能最好地使用文本

信息、背景信息和文本的冗余部分。自上而下加工处理信息确保它符合阅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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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假设并被很快吸收，自下而上的处理方式则帮助确定那些不符合阅读期望的

资料并去关注哪些可能出现在文本中的新信息 (Solé, 1987)。 

如果我们利用专家对于在互动模式方面留下的贡献进行阅读教学，则会使

以下提到的这些知识类型人格化： 

a) 程序知识：包括开拓视野，事先辨认单词及句法和内部的文本结构，预

测信息和验证假设，掌握自主完成的这些任务的能力。 

b) 抽象知识：应该使用上下文和结构知识，辨认文本中出现的信息含义并

根据其重要程度进行分级。 

c) 策略知识：这个类型的知识是阅读专家自身的，能应用不同的策略来确

定对文本的理解，比如高效使用触手可及的工具（字典、难词词汇表等）来确

认文本中生词的含义：做灵活的阅读者，根据文本和目标调整阅读速度和方式，

并在文中前后移动更好理解文本。 

d) 反射知识：以使读者获得新的含义的方式允许在文本中加入读者的知识，

使读者能够在他们的思想框架中创造、修改、加工和融入新的知识，这样就能

用结合在一起的单词句子来概括信息。 

这个阅读专家模式在翻译领域可以作为我们制作阅读专家轮廓的基础。 

4.3 阅读教学法的类型 

正如我们在第一章中提到的，我们生活的社会是非常重视阅读并使其作用

于社会。因此，阅读教学就是我们十分关注的一个主题，不论个人还是社会都

会寻找各种方式进行阅读教学。由于这个原因，自古以来就已经发展了许多不

同的阅读方法，让孩子从小就培养这项技能。 

根据 Lebrero (1990:13)我们将阅读方法定义为教学人员选择的策略：使学生

动脑完成他们整理和组成的任务，并企图使他们能够用尽可能快而有效的方式

来达到这个目标。阅读方法的内容包括所有的教学计划，及技术性的、程序的

方法，使用的资源等。上述两方面总体回答了开展阅读教学的方式。 

提到阅读，当我们讲教学的方法时，我们讲述的是那些用于获得读写教学

法和完善已获得的阅读能力和策略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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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 3.2 节介绍的是三种不同的阅读过程模式。这三种阅读过程模式分别

对应三种阅读教学的概念。正如我们概括性的在 4.3.2, 4.2.2 和 4.2.3 中看到的，

不同的阅读认识会选择不同的阅读教学模式或方法。Nyssen 为欧盟做的研究报

告(Nyssen, 2001)显示，也应该在选择模式的时候考虑语言的特性。那些书写透

视度很高的语言，在方法的使用上加入字素-词素转化是合理的，而在一些像英

语这样的，书写透视度不够的语言，视觉辨认更可取。研究报告同样证实了在

阅读后期，大部分目标是快速阅读理解文本含义，不同语言阅读者使用的策略

是很相似的。 

接下来我们就将阅读教学方法分成了三组：综合法，分析法和结合法来解

答不同阅读类型的文章。 

4.3.1  综合阅读教学法 

如果我们透过自下而上模式来看阅读学习，它更注重的是代码学习和解码

过程。正如 Solé (1987)所揭示的，教学人员选择的活动应该是教授阅读，追随

这种阅读模式聚焦于阅读的辨认和译码并且难度逐渐上升。首先着手于那些最

小的单位（字母、单词、汉字）逐渐地积累到一定的水平再开始较大的单位

（句子、段落、文本） 

遵循自下而上模式的方法是综合法。这些方法又可以分成不同的三组：

(Lebrero, 1990)字母法、语音法和音节法。字母法是根据语音的价值分离字母。

语音法则是根据音位学区分和辨认。音节法基于音节，并总是同脱离背景结合

一些图画或照片的方式来展现音节。 

根据综合法，一旦掌握自主解码，阅读就快，犯的错误也就减少了，并可

能聚焦于文本理解。当所有的这些都获得时，就意味着获得了阅读技能。(Solé, 

1987:75)。 

4.3.2  分析阅读教学法 

这个方法基于阅读的自上而下模式，正如 Solé (1981)所解释的，注重理解，

目的是通过解码来掌握阅读的大致意思。如果综合法是从最小的单位（字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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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词和汉字）开始接近阅读。那么分析法就是基于自上而下的模式进行阅读，

并从综合的角度，由较大的单位（句子、段落、文本）开始。 

Segers (1967)指出的总体法（分析法）就是寻求书写方式和陈述行为的持久

的协作。因为，作者指出，阅读初学者不能够理解无意义的抽象符号，只能是

那些表达想法的方式，也就是说，那些单词通过让人产生联想的图画传达含义。 

总体法（分析法）的最终目标是通过默读理解文本，(Segers, 1967:90)它反

对音位法的口语阅读。该方法包括三个阶段：对于句子、单词的整体感知，分

析和整体概括。（Segers 1967:3) 对于理解文本很重要的就是眼睛的运用。 

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它的活动是从句子展开的。开始的时候是些短句，并

根据学生的学习逐渐变长。同样，它也使用简短的文本并也会根据阅读者的学

习状况来扩展延伸。选择的句子通常都比较有意义且源于学生的现实生活。一

旦学生掌握了句子的运用，就开始更深层次的词汇学习。阅读学习者认识更多

的词就能确定和分析更多的比较，因为他可以从其他单词中辨认类推单词

(Ramona 的 mona)，还能确定音节(mamá 的 ma )，还能确定单词成分，(«–ero» 

的后缀对于那些功能性（职业）名称：zapatero, carpintero, panadero...)或能从

单词中找到相似点(bollo - bollería)。 

正如 Segers (1967:3) 指明的，我们可以把总体法分成三个方面：对于句子

的总体准备，对于单词的整体准备和总体的分析与综合。 

4.3.3． 结合阅读教学法 

如果截止到现在我们所说的方法都是遵循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路线，那

么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下基于互动模式的方法，它是适当地结合这两种轨迹。

Solé (1981:92) 是这样解释的：“根据这个概念，高效阅读是能够合理地使用并结

合上下文的指引，以及语义和句法知识，在构建的说明性假设中利用书写-语音

提示，获得验证。从这个角度看，理解就是阅读者的知识结构和他所面对的文

本之间持续不断相互作用的结果”。 

根据这个阅读学习的定义，这个方法用于阅读理解策略教学中，让阅读初

学者确定一些目标，进行假设，并能验证它们 (Solé, 1992)。 

互动模式根据学生的需要而从综合法和分析法中选择它认为积极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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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理解层次及阅读策略 

如果我们将阅读理解为一个阅读者和文本之间互动的过程 (Anderson, 2004; 

Solé, 1992; Grabe and Stroller, 2005)，我们也能理解获得阅读策略的重要性，利

用它们来结合所有的已掌握知识和文本内容去理解文本，并利用通过文本所传

达出的信息。 

如我们在第二章看到的不同类型的阅读文本根据只考虑阅读目的和阅读速

度或考虑这两个方面而进行的分类。这样，我们可以看到有不同层次的阅读理

解能使我们和整篇阅读和部分阅读相联系。文本的理解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

程中，通过明确文本重要思想来确定含义，把这些思想和我们已有的或是在前

面的段落中解释过的思想联系在一起，它也是读者通过与文本互动来达到理解

文本目标的过程。理解有不同的层次：文字理解，释义理解，推论理解，评价

批评性理解，欣赏理解和创造性理解 (Gagné, 1985; Parra, 2011)。 

通过文字理解，理解文本解释的信息：借助等级划分重新整理信息，概括

和综合它们：辨认文本中出现的信息。这是在阅读学习的初级阶段独自的理解。

如果对应于母语教学，它与小学教育的初级阶段相符合，如果对应于外语教学，

它与初级水平和中级水平初期相符。 

释义理解则是再次确定从文本提取出的内容的含义并将它和先前知识相联

系。它通常在小学教育的第三个时期和初中教学初期给出。外语教学则是在中

级水平出现。 

推论理解是运用文本中明确的信息和先前的知识（理论的和实践的）还有

阅读者的直觉实现对假设的猜想。 

评价批评性理解是阅读专家独有的。通过考虑从文中获取的信息来发表有

价值的意见，并对文本的形成、特征和内容等方面读者发表个人观点。它在初

中的第二个阶段和高中教授，对于外语教学则是在高级水平。 

欣赏性理解代表了所阅读文本的情感或美感反应，阅读者的反应程度与文

本的内容和人物有关。与批评性理解一样，这是专家阅读者独有的。 

创造性理解包括所有的个人或团体阅读文本进行的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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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阅读层次是通过掌握阅读技能获得的。为了获得阅读技能就开发了阅

读的不同策略。Puente (1994:115)定义阅读的策略就像是个体获得、建造、整理

和应用文本信息的内部的过程。Anderson (2004)将策略定义为认知实践，它能

适应并帮助获得、存储、重新利用信息。当我们想把学生训练成为不论母语还

是外语的阅读专家时，都需要教会学生阅读策略。 

根据 Solé (1992)，读者应该由教师教授一定的阅读策略来理解阅读的明确

的或含蓄的意图，也就是说，读者知道读什么和有什么目标；激活并使用阅读

者的先前知识（内容、作者、文本类型等）；根据追求的目标来以主要信息为

中心；评价文本表达内容的连贯性和与先前知识的兼容性；验证是否理解文本，

是否能将文本不同的论据连成线，创建关于文本的推论、解释、假设、预测和

总结；如果需要的话，为了更好地理解文本，可以修正或改变阅读的方式。 

Solé 认为教授的策略能用于阅读的全过程，也就是说，阅读前，阅读中和

阅读后。阅读前运用一定的策略就能够确定阅读目标并激活跟文本有关的先前

知识。阅读中的策略是能够使阅读者确定处理信息的不同方法，修改和验证阅

读，理解、检测阅读错误。在阅读的最后，阅读者能够概括文本内容，并从中

提取已获得的知识。Paris et al. (1991)具有相同的观点，以同样的方式分组。

Anderson (2004)同意五类分类法，我们会在论文中重申，因为它很全面，不仅

有阅读前，阅读中，阅读后的策略，还有成功开展阅读理解能力测试的策略以

及评估策略。 

a) 控制和监管策略：为了建立阅读目标和关于文章的假设以及检验文章是

否完成而使用这种策略；承认集中度的丧失，记录有无能力理解部分文章，调

整文章来提高文章理解能力，关于文章提出问题，对片段文章或在这篇文章中

的部分片段进行推测，找到要求理解的术语，确认或突出关于这篇文章片段的

假设并且用和文章内容有效对应的文字来回答。 

b) 支持策略：调节理解规律，让未知词语跳过，略读文章的大致内容，确

认需要的辅助工具（例如：字典，单词列表以及类似文章）。 

c) 内容诠释策略：通过分析或转述语言来优化处理信息。这是通过在母语

和外语之间建立联系，或是借助从外语到母语的翻译或意译，猜测出现在文章

中的信息的另一层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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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语篇连贯策略：通过重新阅读促使或加强对全篇文章的把握，根据上下

文提供的线索，反映文章结构和作者风格，将读者已有的知识和文章所提供的

刺激点和读者个人经历之间建立起联系。 

e) 评估策略：使读者以让人满意的方式完成阅读理解测试。这个策略使读

者在没有特殊考虑的情况下做出选择成为可能，根据文章中的时间顺序寻找答

案，选择合适的答案不是因为它是正确的而是其他的选择都是不正确的，通过

合理推论来选择正确答案。因为在文章中出现或理解文章，因为选择某一个点

而改变了你的答案，略过不认识的内容回到文章前面，选择一个答案，尽管在

整片或部分文章中没有读到，找出已经选择过的不正确的答案。 

为了简化教学策略，（和 Solé:1992 一样，）我们将把它们分成三组：阅读

前的策略，阅读中的策略，阅读后的策略。 

a) 阅读前策略： 

开始阅读文本前来确定文本类型。为了达到这一点就要知道文本的整体结

构或体现文本类型的上层建筑。(Van Dijk, 1983:142) 文本的分类可以有不同的标

准，最显而易见的标准就是口头的或书面的，对话的或独白的，正式的或非正

式的，公共的或隐私的，主观的或客观的等。根据精细的标准，传统意义上，

文本的分类考虑修辞类别，记叙文、描写文和议论文。然而，分类并非固定的，

会根据不同的定义和语言类型有变化。例如 Werlich (1976)的分类，将文本分为

5 个类别：记叙文、描写文、论述文、议论文和说明文，Beaugrande & Dressler 

(1981) 分为 7 个类别：描写的、记叙的、议论的、科技的、教育学的、文学的

和诗歌的。Adam (1995) 基于 Bronkcart & Van Dijk 分成了 5 类：记叙、描写、议

论或论述、归纳或解释、对话，另外还包括预言（predictive texts）和诗歌。 

一旦阅读者确定了文本的类型，就要面对什么是阅读的目标，实现文本假

设和激起先前知识。这些目标中的每一个都指引一个不同的阅读类型，并也会

激发一些不同的策略。在阅读理解中激活阅读者的先前知识。通过先前知识，

读者的学习和生活经验，他的关于文本的和结构的知识，他的关于母语和多于

一种外语的知识，文化知识和关于不同主题的知识。(Anderson, 2004:11)本文，

因为涉及的是大学生，我们认为先前知识也是对于母语和其它不同于中文的外

语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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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cNeil (1987) 提出激活先前知识可以由标记阅读计划开始，对于文本提出

问题，并对其进行预测。这些都是阅读专家以积极的、策略性的、灵活的方式

面对阅读任务所进行的。对于阅读初学者来说，阅读就比较被动，不对文本进

行预测，不确定阅读目标也不对它进行提问。需要证实的是在一些情况下不可

能激活与文本相关的先前知识，因为阅读者并未掌握先前知识或因为即使阅读

者掌握先前知识，文本也未显露出任何与这些知识相关联的迹象。 

b) 阅读中策略 

在阅读过程中需要自主评估理解并避免那些解释性错误和理解疏漏。这些

可能造成我们出现单词和句子理解问题，句子和文本整体结构联系的问题。同

样我们也可能发现不能确定文本主题和文本的主要、次要思想问题。 

阅读者可以使用的用来解决这些问题的策略是多种的： 

 关注语法，更好地理解陌生的或阅读者不熟知的语言学构造。 

 对于陌生的东西大胆给出解释，或是不断阅读试图理解它的含义。 

 为了更好地理解，分析主题，风格和联系。 

 区别观点和说明性问题。 

 将冗长繁琐的结构分成较简单的、简短的部分来克服可理解困难。 

 将关于母语或外语的知识与文本联系起来。 

 建造概念图和框架来把思路、思路间的关系、文本的单词联系起来。 

 和其他阅读者一同工作来提高阅读能力。 

 为了更好地理解文本，利用阅读者已掌握的知识。 

 做笔记来记忆那些文本中的细节。 

 将重要的单词按不同的主题分类以便理解和记忆。 

 修正对于文本的主要思路。 

c) 阅读后策略 

在阅读后，为了验证是否确定了文本的主题和它的主要和次要思想，可以

利用概括和思考，这样就能实现阅读的目标，理解文本的主要思想。概括帮助

学生在阅读过程中完善已获得的知识，概括总体结构，这就能使阅读者对已学

的知识和需要学的知识产生意识，概括是加工和整理知识的策略 (Pozo, 1990)。 

其他一些可以掌握的策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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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重要的单词列在清单上 ，以便在以后的阅读中使用它们。 

 考虑可以使阅读效率提高的主题。 

 修正和实践那些学会过的内容来提高阅读。 

 评估已学过的内容，并研究如何将它们运用在以后的阅读中。 

 尝试记忆在阅读中提取的信息，并应用它们来提高阅读能力。 

 修正文本的主要思想和细节提高阅读能力。 

我们在这章中列举的策略，会在阅读中和阅读后运用。在阅读文本后，我

们仍然要处理我们在阅读中学会的知识并理解它们。阅读并不是仅仅对于一个

文本理解的分离的过程，而是涉及多个文本多个主题的整体的过程。它不是一

个线性的过程，而是阅读者随着词汇量的增加，更多语言学结构的掌握，更多

自主阅读策略的获得的螺旋式上升的过程。 

在阅读策略的获得和阅读技能的获得间存在着直接的关系，阅读专家拥有

策略目录，并能自主使用它们解决关于阅读目标和文本类型的理解问题。在大

学培养中西翻译者应该注意学生已经成为母语或外语读者专家，如果他们之前

没有学过汉语，那么发展他们阅读理解中文的能力会早于他们的口语能力，而

且中文阅读对他们来说是不同文化间的。 

所有这些意味着未来翻译者已经拥有上面提到的很多策略，而且他们有意

无意中都在使用着这些策略。我们认为已经发展的策略中首先应该发展的是从

一种语言转换到另一种语言。 

由于它自身的特点，中文书面语言对讲西班牙语的人来说是困难的，为熟

悉汉字与文章外观和它的结构而发展的策略是必不可少的。对文章结构的全面

认识，确定阅读目标，为了对已有知识的刺激进行假设，并对阅读过程进行评

估，这对于所有语言类型的阅读都很普遍。 

4.5．阅读练习 

为了发展阅读，外语阅读课的主要方面包括词汇的构建，思考的结构和文

本的理解，文本主要思想的确定和理解，泛读，阅读的积极性，外语学习的特

定主题，阅读的社会文化影响 (Grabe and Stroller,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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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学生接受上述各方面的训练时，会获得不同的阅读能力。这些阅读能力

应该和书写系统、词汇、语法、句法、文本及它传递的信息同时关注。如果想

训练阅读专家，就需要帮助学生获得所有的这些能力。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就

要备有以下材料：书籍、报纸、文学读物、事实材料、有不同类型练习题的学

生参考和书写材料，并用他们去作用于我们在 4.1.3 中描述的所有的这些阅读类

型。阅读的那些微型能力和策略——认识，记忆，预测，精读，限时阅读，推

论，辨认文本的主要思想，结构和形式，逐行阅读和自我评估 (Cassany, 2010)。 

阅读的学习我们将通过不同形式的作业来体现：提问题、填空、连线、信

息转化等等。接下来为了中文的常规教学和中文阅读理解，我们将列举从第三

章中提取的阅读的练习，来对含有文本的书籍进行分析。这个列举是从 

(Cassany, 2010; Colomer & Camps, 1991; Nuttall, 2003; Grabe and Stroller, 2006)中

完成的。 

阅读作业： 

a）问题 

问题经常被用来作为阅读评估的一个因素，但是也在阅读过程被用来指导

学生，而且发展不同种类的阅读策略（见 4.4)。通过问题能够帮助思考和明确

阅读意图和关于这个主题的已有的知识，确定文章类型，其目的是查找并读取

作者传达的隐含的信息。 

问题有不同格式：多项选择、判断正误、开放或封闭问题、文本中包含信

息的问题。这些格式将出现在后面章节中讨论的教科书中。 

b) 填空： 

根据所提出的这些作业，他们的实现需要激活社会和历史的一般知识，语

法、句法、词汇或语义。为了实现这类活动应该提出假设来排除这不是正确的

答案，因此这是一类建设性和有洞察力的活动。这类活动也能提高阅读速度。 

这些练习由在文章片段或单词中填空组成。在整篇文章或文章片段中缺少

的信息能在图表的顶端或文本底部找到来减少活动困难程度。 

  



针对母语为西班牙语翻译专业学生的对外汉语阅读教学 玛丽卡门埃斯宾 

 

 

40 

c) 连线 

相关联的任务可以根据相关联的信息在阅读理解实践方面来练习不同类型

的阅读。例如，如果问题和答案相联系，那么就应该注重读文章，但是如果标

题和短的片段相联系，那么选择性阅读和快速阅读就足矣。 

这类活动同样也有很多种格式。问题和答案相联系，标题和短文章，类似

主题的片段，意思相近或一样的句子，文章和图片、图表、表格等等相联系。 

d) 信息转换 

信息的转换需要侧重文本仔细阅读，因为应该使用从这其中提取的信息来

完成这些活动，例如：摘要、绘图、在地图上标记路线，按照说明执行操作

（启动电子设备，做饭，参加游戏等等）。信息转换能够帮助文章结构的确立

和找到文章中明确的信息。这意味着，我们必须认识到不同的部分及其逻辑关

系。 

e) 标记文本信息 

文章中的标记帮助学生，引导学生对文本的阅读，来达到强调重要方面的

目的。这项任务能够出现在阅读的整个过程中：开始搜索关键字，并尝试确定

文章主题，指出不懂的单词，在阅读时根据读者兴趣突出方面；在阅读中突出

显示相关的文本信息：思想、主题、副主题，或同义字的文字标记；在文章最

后要突出那些不明白或缺少相关信息的文本内容。 

f)语言游戏 

越来越多的教科书中提到语言游戏并且发展视觉感受、关注度和逻辑推理。

语言游戏有多种格式，最常见的是词的搜索，填字游戏，玩刽子手或填字游戏。

通过阅读互动或是谜语故事互动，转换一整篇阅读文本，使其不再枯燥。 

g) 修补文本 

这项任务有助于不同类型的阅读的练习。为了最佳地完成这些活动，学生

们应该认识到将要实现的这些活动目标的阅读类型。这些任务的格式通常是：

区分开这些混合在一起的故事传说或句子；调整文本中的一句话，一段话中的

单词位置或者单词中的字母而且添加或删除文章中的一句话或单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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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比较文本 

多个文本的比较和分析它们的异同点能够帮助学生提高他们的分析和观察

能力，也能区别文章感情和结构。在写文章之前阅读、分析、对比材料，是实

现学术工作、准备考试或阅读评论性新闻的基础。这些练习对翻译工作非常必

要，因为翻译过程中需要不断完成文本的比较工作。 

i) 标题或副标题或摘要 

这些任务在阅读教学中是很典型的，尤其是在西班牙。这些任务要求理解

文章认识它的结构意义并总结出不同层级的观点。这些活动的格式是：从列举

的标题中选择标题或副标题；没有人或先前信息给文章加标题或副标题，学生

要根据已给出的主题拟定标题或副标题；或在不改变原意的条件下改变标题内

容。前两项活动是练习阅读理解，后一项活动是练习词汇。总结大意或提炼标

题，对于学生来说是很复杂的，特别是在语言学习信息整合的初期。开始这些

练习时，可以为他们提供一些总结模式，供他们浏览、分析、评论和使用。这

个模式应该从一开始划出文章中的重要的信息并分成等级，当找到所需信息时

就能够练习多种活动：层次汇总、汇总短篇小说，以最少的字汇总摘要来提供

尽可能多的信息，写电报，对同一篇文章做不同的总结，在他们的基础上写出

评价总结并分析。 

关于以上文化任务目标被分为三组这一点，我们同意 Arroyo (1987)的观点。

这三方面包括：阅读速度的取得、阅读评论技能的获得以及阅读理解的发展创

造。我们列举的上述任务主要侧重于阅读评论技能的获得和阅读理解方面的创

造。即使有一些例如语言游戏和填空也能用来提高语言系统的知识。 

接下来我们专注的是优化阅读速度的任务，由此来提高认识和熟悉新的代

码准则，来扩大视野和提高记忆力。这类任务在中文阅读的初级学习中很重要，

因为他是一个远离西班牙的非拼音文字系统的语言而且学生需要发展不同于已

经得到发展的英语、法语、德语，或任何一种共同使用拉丁字母的西班牙语的

不同的策略。另外，在阅读专家的形成中，阅读理解、阅读速度和阅读评论技

巧的获得和创造性都是需要的。 

要获得更合适的阅读速度的活动包括：有单词或汉字列表的阅读，有多种

文字排列形式（如新月形，X 形，Y 形等等）的阅读文章，有相同音节或字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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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词发明或有相同词根的汉字的创造或相同轮廓。给文章或单词的一部分填空；

阅读文本栏；通过一个文本窗口阅读（使用卡纸在一个小的文本窗口一次性阅

读文本的每一行，用这种方法来聚焦阅读）。用卡纸盖住文章中的句子或单词，

并尝试继续阅读，查找单词或一些细节（字母连词游戏、找不同游戏、填字游

戏）。根据文本提出问题；整理出现在文章开头或结尾的插图；完成文本或漫

画。 

上述活动应根据阅读材料的不同来开展。尽管学习过程中使用的材料是为

教育目的而编写的，但是本章讨论的阅读方法实现的最终目标是能够读取任何

类型的文章，理解其内涵，并使用其中读到的内容。 

关于阅读材料我们将会提到阅读课本、新闻报纸、文学著作、参考资料和

专门性或权威性的材料。阅读课本是以说教为目的的材料，因此通常有一个标

准的学生熟悉的结构，是在整个正规教学中基础知识的基础。新闻报纸是一种

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阅读材料的来源，它有自身的特点，有很多不同的主题，

文章的深度与报纸专业化的程度有关。报纸的新闻语言在语法、句法、词汇、

结构方面具有不同于其他文本的特点，在中国，专家们建议将报纸阅读理解的

教学作为一个单独的课程。文学作品，原作品或适应性文章有不同的学习水平，

除了语言本身，提供了审视美德，道德和历史文化的机会。专门性或权威性材

料是不以教育为目的的，但在社会领域发挥了不同作用，有些是交通时刻表、

地图、公告、技术报告、合同等等。这些材料具有实用性，因为它们是反映在

街上的语言，记录着不同的语言变体类型（正式的、熟悉的、庸俗的……），实

际的物质外观引入了现实的社会。正如我们看到的，新闻报刊、文学作品和一

些实用性的材料提供了讨论、分析、应用语言、文字或语法规则的机会。这些

文本的精读发展了语言、文字和语法。广泛阅读这些文本是在创建的社会中获

得知识的来源。最后，参考资料——字典、百科全书、基础知识、语法书——这

些对于任何一个学科的学习都是很重要的。至于外语教学，尤其是在翻译领域

这些参考资料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改变了这些参考资

料的内部组织，改变了查询字词的方法，直到读者达到高级水平才能很好地理

解其中的意义。因此，重要的是，为了学生能很好的使用参考资料完成工作，

应该对学生进行专门的训练教授其正确使用参考资料。除了这所有的文本，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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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培养初级阶段开始应该增加一种不同领域的专业文体类型学习，例如医疗、

法律、科学和技术文件等。因为翻译专业的最后两年（三年级和四年级）学生

有专业翻译的课程。 

5.总结 

在本章结束时，我们想列出它所收集的主要思想。我们从读者阅读过程的

角度审阅了阅读的各种定义，从文章解码的观点，从理解的角度和从读者与文

章之间的互动角度，我们接触过了培养阅读的教学模式。这些不同的教学模式

会培养出不同的专家读者。他们在阅读时运用的方法不同，但都具有相同的阅

读目标，就是理解文章所传递的信息并控制阅读的进程。每种模式的目标都是

培养理想的专家读者，本章所描述的正是每个模式中理想的专家读者。因此我

们也定义了翻译专业的理想专家读者的基本轮廓和特点。 

我们描写的专家读者有能力在理智上建立文本，并能创造一个支持来自课

文的基本组成部分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构，并将其记住；他可以解决在文章微观

和宏观结构中出现的问题；在获得文本整体连贯性后，将其与文本的宏观结构

连接在一起。专家读者可以创建一个情景模式并与他正在阅读的文章的宏观结

构联系在一起。 

为了获得阅读经验我们列举和描述了阅读作业和我们认为有用的材料。我

们认为通过学生的这一系列作业应该能够掌握对阅读策略的预测；明确阅读意

图，在文章中寻找特殊信息，通过上下文推断单词、派生词的意思，推断历史

信息避免理解漏洞。也应该有能力确定文章中的重要信息、隐含信息和明确信

息，自我评估，并从一开始阅读到最后掌握阅读过程，也就是说，知道文章定

位、目标、文章特点等等。使阅读适应这些需求懂得他们正在研究的这些语言

的代码，由此就可以成为阅读专家。 

它发展了母语的专家读者在外语阅读中可能是一个新手的思想，并且描写

了读母语和外语的读者之间的差异。它也指出这些差异可能影响母语阅读的学

习，并且应该考虑到用外语阅读的学习。请记住这些差异可以分为三组:进程和

语言的不同，个人和经验的不同，社会文化和体制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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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章中也列举了我们个人关于阅读策略过程的三个阶段：阅读前，阅读，

阅读评估。我们也谈论到在阅读策略的获得和阅读技术鉴定证书的获得之间的

关系而且也谈到为了成为一名阅读专家需要通过一系列的练习和各种作业来练

习。 

我们已经创建了一种自己的阅读模式，在译者形成的过程中来使用它。在

这个模式中考虑的因素有感知因素、记忆、世界观、假设的形成及检验、信息

融合和理解能力监控、阅读意图和读者自身的先前的知识体系。 

在文本阅读中所运用的认知过程是具有普遍性的，不根据语言而变化。然

而，阅读学习进程和阅读技能获取的进程可能根据语言、他们的特征和教学传

统而改变。在论文的第四章中，我们将做一个设定，如何使西班牙语为母语的

翻译系学生开始中文阅读学习的进程，使其能够最终成为这个语言的专家读者。 

在这一章我们也讨论了阅读策略的问题，它与读者获得阅读经验的关系，

以及怎样通过不同的练习和作业能够获得为成为好读者必要的实践。在第二章，

我们将做一个中国语言教学教科书的分析，在第三章中，我们将对阅读理解教

学使用的教科书进行分析。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将能验证什么类型的练习是最

普遍使用的。 

本章也创制了我们自己的阅读理解过程的图片，以便将其应用于培养翻译

者。我们认为阅读理解的过程包括：读者的预先知识（综合知识、语言与文章

知识、阅读目标、阅读策略）；阅读过程本身（接收视觉刺激、记忆、假设的

提出及检验、信息结合）；中间的结果（信息处理的过程）；最后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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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代表性理论对语言的认识及典型外语教学法 

在外语教学中曾使用过许多教学方法。这些教学方法的不断更替受到多方

面因素的影响。首先，是为适应不同的社会和历史环境需要。这些方法都考虑

到了学生们的需要，但由于时代不同，学生和社会的需求不同，因此老师教学

和学生学习所采用的方法也就会不断改变。其次，方法的改变源于不同理论对

语言认识的差异以及不断改变的学习理论。每一次教学方法的变化，都是为了

适应社会对学生应该具备的语言技能的不同需要，同时也是为了符合新的语言

理论对语言更深入的认识。这些变化也突出反映了语言理论和语言学习的演变。

在这一章中我们将描述外语教学的不同方法以及由各种语言理论发展出的一些

教学方法。 

1.教学理论 

我们将理论定义为对一个现象不同组成部分的一套系统的解释，它构成一

个连贯的整体，并为这些组成部分中的每个部分如何与其它的现象连接在一起

提供根据。 

应用到教育上，可以把学习的理论定义为思想架构，它是由价值、信念和

允许老师解释情况的假设而构成，它能把经验概念化、系统化，研究改造和建

立教学实践，并使教学演讲帮助丰富此理论。在教育方面，有三个主要的学习

理论：行为理论、认知学习理论和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在描写这些理论之前，

我们先看一看在外语教学中都有哪些应用，并简要说明它们的基本理论。 

行为主义是指在主体行为中可观察到的明显改变。重点是对行为的重复，

直到行为主体能以自动的形式完成。认知主义的基础是行为改变的动因。这些

改变都是明显可观察到的，可以把它用作指标来理解在学习者的脑海所发生的

事情。建构主义的前提是每个人从他自己的经验和所发展的理性概要建造围绕

着他的世界观。建构主义侧重于学习者为解决两难问题所做的准备(Schuman,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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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行为主义理论 

行为理论是二十世纪初叶发展起来的一个心理学流派，直到二十世纪中叶

认知理论开始出现的时候。行为主义集中在对可以观察和测量的行为的研究，

把理智看作是一个“黑匣子”，其理由是因为对刺激的反应可以明显的观察到，

而忽略在大脑内可发生进程的可能。 

这个理论的根源是英国哲学的联想主义、美国心理学派的机能主义和达尔

文的进化论。所有这些流派都认为人是一个有机体，凭借他的学习能力找到适

合他的工具。行为主义的基础是对人的认识及人获取知识和经验的方式。根据

这个理论，智力是遗传性的，静态的，并且没有改善的可能。有能力学习的人，

学习，不学习的人是因为没有学习的能力。 

行为主义可分为两种形式：古典调节和工具调节。第一个描写的是刺激和

反应之间的关联。如果产生适当的刺激，就会得到需要的反应。这第一种形式

只能解释非常基本的行为。这第二种形式巩固由刺激而来的反应，为了在个体

身上建立这种关系寻找获得必要刺激的方法。与行为主义相关联的重要理论家

有 Pavlov（巴甫洛夫）, Thorndike（桑代克）, Watson（华生） 和 Skinner（斯金

纳）。 

Pavlov 是因着对心脏生理和反射行为及神经系统和消化结构的研究而出名。

他最著名的研究是在 1898 年用狗所做的实验，并证明了条件反射和无条件反射

的存在，人类的行为不过是一个反射链，一些是先天的，而另一些，也是大部

分的，则是后天获得或是条件的。他的研究在行为主义理论的发展上有很大的

影响。 

Watson 把心理学分析看作是一门行为科学，他被认为是行为主义心理流派

的创始人。Watson 主要的贡献是认为行为是心理学研究的对象。认为唯一能够

渗透人类行为的方式是对它的解析，而唯一能做的方式就是遵循自然科学本身

的方式，科学的方法，并运用到心理学上。他研究的基础是 Pavlov 的刺激反应

范例和 Thonrdike 的研究。 

Watson 拒绝反省，因为他认为这是一个主观的方法，因为没有人可以看到

一个人的思想和感情，然而他不否认内在的和私人世界的存在。他把思想的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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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局限在喉咙习惯的一个整体，也就是说，他认为语言的获得就是孩子听到的

声音，伴随声音而产生的运动和声音的目的之间的联系。在理论的层面，思想

活动被认为是交流学习的结果，不存在自身的认知利益。 

Thorndike 在研究本能反射的基础上又研究了适应性行为，从而完善了古典

的调节理论。Thorndike 把学习看作是在产生一个满意的情况时加强一个刺激和

一个反应之间一系列的联系。 

他主要的贡献是通过错误-发展和作用律来学习。根据这项规律，一个主体

将有更多的可能重复正面努力所获得的行为方式，而不去重复负面努力所获得

的行为方式。这个理论产生了 Skinner 理论的基础，由此他建立了主导条件反射

理论。 

Skinner 是当代行为主义伟大的推动者。和他的前辈们一样，他也相信条件

行为在人身上的刺激-反射过程。这一过程应与行为可观察到的改变相联系，忽

略人大脑中可以产生任何进程的可能。Skinner 在 1948 年出版的书中，Walden 

Two，展示一个以主导反射为基础的乌托邦的社会。他也在 1953 年写了《科学

与人类行为》一书，其中强调主导条件反射的原则在社会制度中运行的方式，

例如：政府、法律、宗教和教育(Dembo, 1994)。 

Skinner 的研究不同于他的前辈们（古典调节），他研究的是主导行为（在

环境内使用的意志行为）。Skinner 在他的书中 The Technology of Teaching (1968)

描写了他的教育观点，建议可以为任何年龄段教授任何技能，而只是需要遵循

下列几个步骤：清楚解释学生应该学习的内容，把知识分为便于学习的几个小

部分，以上升的趋势安排，从最简单的到最复杂的，允许学生一步一步的学习，

当以正确的方式做作业时奖励他们，适应学习环境为使学生感到舒服，直到达

到他们的目标，为能保持学习效率不断的加强学生们的学习。 

1.1.1 行主义为理论与教育 

行为主义者把学习定义为新举动或行为的获得。他们认为是由外部事件决

定学习者的行为，也就是说，通过产生反射的刺激或维持这些关系或刺激的强

化行为。当老师的刺激与学生的反射之间有一个适当的联系时就产生了所谓的

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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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主义有关教学的基本原则有五个方面：强调产生可观察和可衡量的结

果；为确定教学起点事先评估学生；在学习前，为了到达更高的水平，学生首

先必须达到一定的基本水平；通过巩固正确的知识来纠正错误；通过提示或线

索来实现刺激-反射。 

后两方面原则的实现需要一个强化机制，既可以是正面或奖励制的，也可

以是负面和惩罚或不强化的。积极奖赏的反射经常是重复性的，这有助于避免

或远离重复负面的情况，就是忽视或放弃那些不强化的内容。一个正面强化的

例子是奖励那些按时完成作业的学生，并给予高分；一个负面的强化可以是让

学生重做一个练习，因为没有很好的完成它；缺乏强化可以是忽视那些不举手

而回答问题的学生。为使他们放弃错误的答案，惩罚被认为是必须的。通过惩

罚，学生接受疼痛的或不希望的后果。 

教育中的行为主义的特点是把教育者放在教学-学习过程的中心；不相信学

生没有老师的帮助可以学习；考虑到学生如同一个需要写满知识的“白板”；由

于思维过程的不可见性而不考虑学生的思维过程；通过学生进步的程度而给予

适量的评估。 

根据行为主义理论，教育者是进程的关键人物，是传授知识、主导说话和

行动的人。他拥有所有的权力和权威，并且是决定者，也就是说，他决定什么

时候做，怎样做，做什么，并且认为学生就是被动的接收者。 

根据行为主义理论，学生是学习进程被动的部分。接受老师的信息，听从

老师的命令并服从他们，依赖于老师，需要他们不断的批准，做所有的能监测

和评估他进步和行为的作业。作业一般是竞争性的但同时是被动的，没有任何

批判性和创造性。 

根据行为主义理论，教育的目的是找到使学习更理想化的方法，通过奖赏

和惩罚或都不用确保对行为的控制。教育的功能也是传递文化模式和使学生们

根据接受的刺激获得正确的反射，由此可作为一个封闭的必修课程。课程的内

容是由最普遍的到最具体的排列。这些内容被看作是应该学习、储存和证实的

行为。为保证学习效果，方法应该是好的。评估侧重于定量评估产品。评估的

标准与学习的目标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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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是通过记忆而获得的。学习的知识不是那么容易运用到类似的情况当

中，因为内容的重复并不保证它的相似性。 

在行为主义课堂中突出纪律和个人主义。如果纪律出现问题，则求助于行

为矫正技术或重新引导措施为使不学习的学生不打扰那些学习的学生。外在的

动机是接着奖赏和惩罚强化学习的技术。 

运用这些理论的好处是学习者要把重点集中在明确的目标上，且有能力快

速自动的回答。当出现与这些目标相关的情况，但同时又出现刺激没有给予正

确反射的不利情况时，学习者将永远不会获得答复，因此什么也学不到。 

行为主义在教育上的贡献是七十年代它的自动化。通过电视和电脑及练习

册给学生布置大量的作业和练习，学生根据给予他们的指令完成作业，如果答

案正确就接受奖赏或巩固。行为主义认为学生通过大量的练习掌握知识是一种

纯机械的行为，这种学习方式是个人的，缺少合作。（Hernández, 1999）。 

在二十一世纪的社会行为主义依然有效。不可否认行为主义在教育和教育

者身上的效果。许多教育者选择了行为主义理论发展他们的教学策略，因为这

样可以帮助他们识别和改变学生们的行为。这是一个很长时间都有效的理论，

尽管行为主义已经不再适应新的教学模式，尤其是在西方国家。它受到了很多

批评，因为它把学习看作是机械化的和局限性的东西，但是在我们的社会仍然

有很大的影响力，并在很多的学校还在保持着一些这样的做法。 

1.1.2 行为理论与外语教学 

就如我们在下面几节将看到的，行为主义可以与语法-翻译教学法、情景教

学法联系在一起，尤其与听说法联系在一起。也可以与结构和传统的语言概念

联系在一起。 

以刺激-反射和强化思想为指导，通过语言的模仿和机械式的重复教授语言，

无视学习者的创造性和自发性。为了达到此目的，设计语言实验室并安排固定

的教育课程，尽管结果不是非常令人满意的(Hernández, 1999)。 

到目前为止我们所陈述的内容表明行为主义者认为语言是一个有条件的口

头行为，是一个机械的而不是理性的进程，包含着一个刺激和反射锁链的复杂

综合。希望学生能利用其大部分的时间积极的响应选定的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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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主义者使用的学习的概念是机械式的，因为大脑没有在调解进程中被

指派一个功用。在这里重要的是强调在实践中学习和学习个性化理念的重要性

(Hernández, 1999)。 

在这章中我们所看到的，根据行为主义，教育是一种训练或调解的形式，

学习就在于存储信息，官方的计划是培训的基础，为了实现学习的行为，唯一

需要的就是做一个好的规划，并按照此规划实行。此外，教师处在教育-学习过

程的中心，因为他是一个专家，而学生应该接受他的指令，因为是初学者或经

验不足的人。 

1.2 认知主义理论 

认知学习理论出现在 50 年代，美国的听说法和欧洲的情景法是认知心理学

和生成语法的反应。心理学家和教育人员开始以认知过程为中心而不再强调显

著的行为。 

认知主义注重思想的处理，更确切地说是在于处理那些更复杂的认知过程

——问题的解决、语言、概念的形成和信息的处理，并涉及到其他因素——注意、

感知、记忆、语言、概念。认知主义认为知识的获得是通过对疑惑知识的解释

和经验以及对知识网络的处理和结合等手段。学习的过程就在于借助学习和方

法的相互作用来修正已有的认知结构和一些认知概念。 

1.2.1 认知主义理论与学习 

从认知学的角度来看，学习就是抢先获得知识。这个获得对于学生意味着

一个完整的方向和结构，不仅限于接受刺激，也在于主动地参与到教学过程当

中。认知学家更关注概念是如何获得、组织、存储和被使用的。对于这个理论，

记忆的作用很大，因为所有学习的东西都在记忆中被有秩序的存储。认知注意

的基础来源于 Piaget（皮亚杰） 和 Bruner（布鲁纳）。 

Piaget 是日内瓦学校的创始人，他尤其致力于儿童心理学。他的推论可以

分成两部分：认知过程理论和认知发展理论。根据他的发展理论，Piaget 将学

习假设成四个不同的阶段：感应机制、操作前、具体操作和正式操作。这些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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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解释了儿童学习的渐进获得过程。他把儿童看作是自己知识的主动建造者。

知识的变化是单向的，也就是说，儿童的成熟是与生理的成长有关的。 

知识获得的机制是组织和适应。对它的理解就像组织分类或生活经验的系

统化，像是对生活经验的适应、同化和调整。为了达到同化和适应经验，应该

通过一个平衡的过程，一个在将信息加入到已存在认知结构之前，可以对它进

行规范和协调的机制。(Garton: 1994:19) 

尽管 Piaget 并没有创建教学或学校学习理论，但他认为个体是知识构建的

活性剂，而这是通过周围对象和情景的相互作用建设的，这对于学习者和教育

者都有很大的影响。学习者需要对行为和联系有所发现。同样如 Piaget 所承认

的“教育在于对现实的主动发现，但同时又高于它，因为现实只能提供给儿童现

成的想法和事实。” (Piaget, 1970:26)教育者应该是引导者，指引学生自己去发现

新的知识。为了做到这一点就要进行一系列指引性计划性的活动。(Gallifa, 1994) 

Bruner 是哈佛大学认知研究中心的创始人。Piaget 对于儿童知识获得的研

究对 Bruner 的研究有显著的影响。布鲁纳认为，学习的过程和结果同样重要，

教育的重心应该是帮助学生了解他们的认知能力和可以应用的策略。学会学习

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它是我们把所学内容转移到另一种情景的关键。在他的思

想中，有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方面，考虑到个人的整体教学。 

Bruner 扩充了 Piaget 理论的一些方面，认为有三个处理系统：法律制定的、

图像的和象征的，这些是符合儿童处理经验的方式。从法律制定层面看，学习

获得是通过对对象和材料的操纵；图像层面看，对象以图像的形式表现出来；

象征层面，则是将语言作为工具创造概念来代表儿童周围的世界。这三个层面，

尽管从表面上看是现行的，但是正如 Bruner 所推论的，它们之间再归纳和演绎

上是相互重叠相互联系的。(Williams & Burden, 2009) 

说到教学，Bruner 认为学习过程就像是一个涉及行为、例子和经验、概念

形成、理论和原则、学习发现和归纳、接受学习或演绎的周期性反馈。他强调

应该考虑到学生对于学习的倾向，能够尽可能好的处理和领会知识的方法，例

如展现材料最有效的次序是什么，学生能够接受的讲课方法的特点是什么。 

这个学习理论可以和全身反应教学法或认知主义教学法联系起来。 



针对母语为西班牙语翻译专业学生的对外汉语阅读教学 玛丽卡门埃斯宾 

 

 

52 

1.2.2 认知主义理论与教育 

认知教学的目标是学会学习和学会思考。这个教学理论的基本原则包括：

反馈；学生的积极参与；知识的构成和次序；能够使学生与先前学习内容建立

联系的环境的创造；学生使用策略解决问题及学习能力的发展；为完善知识和

能力的转移而拥有的评价能力。 

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它设置了开放灵活的课程。这些目标就是由能力和价

值组成，并指出想发展的认知的和情感的过程。内容和方法被认为是提高能力

和价值的方法。内容的评价是数量上和质量上的积累。它被认为是学习过程的

工具。它以初期评价开始并由持续评价持续下去。 

教育人员的作用是构建和组织教学经验从而获得教学目标。他是学习的中

介人而且只在必要时发挥作用，在学习过程中简化学生的认知参与。 

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具有主动地位。拥有能够利用新知识和策略解决问题的

认知能力。学生作为活性剂是批评性的、建设性的、探索性的，会逐渐知道更

多的内容。在学习过程中重要的在于学生知道并很好地掌握学习的工具。 

在认知的课堂上，教学以认知和情感为目标发展获取知识的策略。它的动

机是内在的，它的作用在于帮助和提高学生的学习。学习的大部分过程都依赖

于学生的自学。在教学过程中，纪律已不再占主导地位，学生才是主导，这样

就有目标增强他的动机并可以积极地参与，使他们有所学习并不会感到厌烦。

学习让人感觉是个人的，但又不像行为主义课堂那样有竞争力。实践是非常有

限的，并且在行为学模式上存在阻碍。 

1.2.3 认知主义理论与外语教学 

认知主义认为语言学习是知识的习得过程和处理信息的过程，并认为是与

行为学方法相反的，因为行为主义认为学习是习惯的培养。教学通常是个人化

的，学生应为自己的学习负责。教学可以通过演绎和归纳的方法接受语法的培

育。发音并不是教学过程中优先考虑的。阅读理解和写作受到同等的关注，并

与听力和口语具有相同的重要性。词汇学习仍然重要，尤其是在中级和高级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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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错误则被认为是学习的一部分是不可避免的。这个方法要求老师不仅对目

标语言有很高的水平，而且还有解释它的能力 (Celce-Murcia, 2007)。 

认知主义的目标是找到语言教学更易传播的方法，在这个方法中展示使用

的方法，同时也注重语法方面。认知方法是学科间的方法，包括人事心理学、

哲学、语言心理学、神经科学、人工智能学和认知人类学。 

正如我们在第三章第一节中看到的，阅读过程是从两个角度进行信息处理:

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从外语教学的视角看，综合这两个处理信息的方法能够

处理长期记忆中已存在的知识和新获得的信息。如果只用自下而上的方法，它

可以很好地认清语言结构但是却不能理解上下文和输入信息的实用含义。如果

只用自上而下的方法，能理解文本的整体含义和输入内容的传播目的，但却不

能理解语法结构和词汇。 

认知方法认为系列教学的目标应该由学习的内容和学习获得的水平定义。

另一方面，认知能力的发展总是与特定的内容有直接的联系。 

这个方法将教学分成三个阶段：第一，让学生借助长期记忆中掌握的知识

对新知识的利弊来准备学习；第二，在展现内容时激活先前知识；第三，刺激

对新获得知识的整合和转移 (Caldeiro, 2005)。 

通过我们在这一节中展示的所有内容，我们可以得出，认知教学模式以过

程为中心，教学从属于学习，所以易化获得内容和同化所学知识是很有意义的。

当对待教学模式时，对于教育人员，重要的是知道学生如何学习和如何易化他

们的学习。 

1.3 建构主义理论 

交际法认为人就是在环境和内部状况的相互作用下日益构建的建筑。包括

认知方面，社会和情感举止以及几乎所有的生活联系。建构主义认为新知识的

获得是以先前知识为基础，而获得的方法又和周围的环境有关。知识的构建的

实现是通过依靠对于新信息及内外部活动的初步印象而进行的思想过程。知识

获得过程的重点，根据建构主义理论，不是知识本身，而是对于一种新情景而

获得的一种新的能力。建构主义理论的典型代表是 Vygotsky 和 Ausubel （奥苏

伯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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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ygotsky 对发展心理学进行研究，寻找文盲的教育解决方案和智障人士及

其他残疾人的教育，他的理论在俄罗斯革命后期建立，并对马克思主义的变化

和发展产生影响 (Garton, 1994:20-21)。 

根据 Vygotsky (1979),学习过程并不是个人的，而是与社会历史背景紧密相

连的。个人与社会的互动是这一过程的关键。这个互动体现在最近发展区。最

近发展区是立即解决问题的实际水平和在帮助下解决的潜在水平之间的距离。

Vygotsky 理论对于教学的影响在于关注合作学习并同样认为教育者的作用是引

导者或帮助学习者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 

Ausubel 是 Piaget 理论的继承者，尽管他否定了只有通过发现才能获得知识

的原则。Ausubel 认为当学习有意义时，学习也可以通过展示和接受来获得。当

学习有意义时，学生就会把新知识和旧知识联系起并把它们加入到认知结构中

去。Ausubel 认为重要的学习其优点是新的思想结构信息得以与已有的信息相结

合并保留在长期记忆中。重要的学习是积极的同样也是个人的，因为它取决于

学生知识的同化和学生的认知资源。 

认知理论的两个突出教学法是：社会建构主义和认知建构主义。 

社会建构主义以 Vygotsky 和他的最近发展区理论为基础，而认知建构主义

则以 Piaget 和 Ausubel 的思想为基础。社会建构主义强调的是文化和背景对于

理解社会时事和基于这个理解建造知识的重要性。认知建构主义则基于两个原

则：学生通过知识构造学习新知识而不是通过灌输；当学习的知识对于学生而

言很重要时确定以更有效的方式学习。 

1.3.1 建构主义与教育 

正如我们在前面段落中所描述的，根据建构主义理论，学习并不是简单的

环境或是一些内部过程的产物，而是这两方面相互作用的结果。 

为了能够增强学习效果，有必要采取有意义的能让学生和老师主动参与的

活动。根据建构主义理论，学生是认知主义定义的个人模式的一部分。学生选

择和处理信息。由于每个学生的方法不同，所以就创造出了他自己的知识结构。 

如果学习是被动的接受，就像通常在课堂中发生的一样，那么学生接受教

育人员构建好的内容和认知结构之间的联系，并尝试从这些信息中发现新的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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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组织和整理老师提供的材料。这样就发展了信息处理的策略，同化、保留、

联系了新旧知识。 

老师的任务是研究他的每个学生如何用思想整理信息并研究教学和文化内

容的联系来帮助学生找到学习的意义；根据他们的先前结构来给学生提供知识，

提供给学生信息让他们找到新的知识，展示给学生有组织的材料使他们便于理

解并激活他们的精神结构以获得新知识。 

教学及知识获得所使用的材料应该是有意义的并且具有逻辑性，使学生能

够很好地利用它们，并成为新旧知识的联系点。 

教学课程是开放的、有组织的和具有逻辑的，而不是任意和学生的认知结

构联系在一起。 

构造教学不仅考虑到课程和材料，也考虑到其他可能影响到教学过程的因

素，比如教师、环境、发展水平或者其他动因。所有这些都可能以积极或消极

的形式影响到教学过程。积极影响是通过鼓励学生的课堂参与和学生作业完成

的舒适高效。而帮助学生舒适、准确、高效地完成作业对教师也同样是一种鼓

励。消极的影响是因为可能会分散或混淆视听，不仅是学生也包括老师。会让

双方都感觉不适；不确定或失去学习和教授的能力。 

如果遵循建构教学模式来教学，应该考虑到新生或初学者通常都没有可以

用于推断和联系的知识及智力结构 (Sweller, 1988) ，所以教师要提供给他们。学

生很可能是相当机械的完成作业，因为那些作业可以不在老师的帮助下完成，

但是这却阻碍了最终目标的实现，获得新知识。 

总结这一节，这个理论认为影响学习的因素包括学生认知、整理、完善、

存储和查找信息及信念、态度及价值观。在教学过程中，学生学习如何用有意

义的方式建构知识，推动发展不同的观点来达到既定的目标。 

建构主义认为知识由个体根据个人经验创建它的意义。所以出现在上下文

中的知识对于学生是有意义的。人们创建意义而不是获得意义。建构主义者突

出精神和现实世界的相互作用，相信不可能把信息单元孤立或把知识断开，所

以不接受学习的类型可以独立的根据内容或背景进行定位的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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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教学过程的设计，建构主义强调五方面的因素：学生的背景；学生操

作和控制信息的能力；所需信息的多种展现形式；发展学生解决深化信息问题

的能力；为完善知识和能力的转移而拥有的评价能力。 

1.3.2 构建主义与外语教学 

与这个学习理论相联系的学习概念就是社会构建主义和最具代表性的教学

方法：交际和任务的方法，我们会在第四节讨论，在欧洲，在西班牙，当前的

外语教学的学习理论就是建构主义，最常用的方法就是交际法。 

交际法认为语言就像是一个交际系统，所以教授外语就是提供给学生用外

语交流的能力，以及用高效适当的的方式使用新的语言学习系统。所有的内容，

不仅包括语言学结构也包括语义概念、社会作用和语言学变体。所有的这些内

容从外语学习所使用的教材中获得。不同的技巧在一个原则中相互结合，同一

活动也通常含有阅读、听力、口语和写作。 

交际法认为学生是积极的主体，建造再建造知识，这是在老师的帮助下进

行的。老师的作用就是在教学过程中，生以组织的形式接近知识。为了达到这

一点，老师创造最好的条件使学生产生建设性活动，通过解释的方式易化学生

之间的交流。 

任务法是基于话语分析的假设。学生通过语言描述这一前奏进行语言实践

交流及活动。但首要原则是“语言通过使用来学习”，尽管任务的完成是与知识

和对语言学的形式的关注相联系的。起初任务的使用对学生的特殊兴趣要求很

宽松，因为这样有利于突出真正喜欢学习语言的个人信息的内容(Crespillo, 2011)。 

2. 几种代表性理论对语言的认识 

在外语教学的历史上使用了很多不同的方法。这些方法是为适应不同的社会

和历史环境需要产生，都考虑到了学生们的需要，根据不同时期和当时的期望，

决定了老师教学和学生学习的目的和采用的方法。那些方法源自不同的语言概

念和学习理论。概念和教学方法的变化显示了当时学生应该具备的语言技能相

关变化，比如提高口语能力而非阅读理解能力的需要。这些变化也突出反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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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理论和语言学习的演变 (Richards, 2000)。在这一章中我们将描述外语教学

的不同方法以及由各种语言理论发展出的一些教学方法。 

2.1 传统观念对语言的认识 

语言的传统概念是基于对古典语言——拉丁语和希腊语——教学的方法。 

语言被看作是一个语义与构词规则的整体和在句子、对话、文本等中能够观察

出的特例。这种观点企图使语言成为形式逻辑的表达。这是一个静态观的概念，

因此不考虑语言动态和它随着文化、科学和技术的需要而演变的可变的特性。 

五个世纪之前，拉丁语是教育、贸易、宗教和西方国家政府的语言。随着

时间的推移，当地语言得到了更高的重视而使拉丁语从一门活的语言转化成了

只是在学校学习的语言。这种语言的教学则侧重于古典拉丁语的研究，包括它

的语法和修辞的分析。 

拉丁语的学习在于语法规则的讲授、词尾的变化、动词变位、翻译和使用

作品中的句子及双语对话和文本运用的练习。在这一传统中，大部分的语法研

究本身就是为了教学的目的：语法被视为经典文学作品的知识和分析的工具

（Camps, 1993）。 

十八世纪当“现代语言”开始进入欧洲学校教程时，它们的教学延续了拉丁

语教授的方法。教科书围绕语法规则、词汇表和句子的翻译进行编排。口头表

达并不是很重要，它的练习只局限在大声朗读需要翻译的句子（Richards & 

Rodgers，2000）。十九世纪这种学习语言的概念在学校和大学的外语讲课中被

确立为标准方法的基础。尽管它的形式和抽象性受到了很多的批判，在今天这

个概念仍然是被普遍接受的（Silveira, 1999）。 

2.2 结构主义对语言的认识 

语言结构论的先驱是 Ferdinand Saussure（费尔迪南德·索绪尔）。这种观点

认为语言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它的结构相互补充、相互重叠、相互联系。语言

被认为是可以从不同的层面组织和分析的代码：语音、语调、语法和语义。从

语言教学的观点出发，这个概念受行为心理的影响，它的原则是语言学习是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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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培养个人“由外向内”的习惯。根据这种观点，掌握一门语言要看是不是掌握

了它的语法结构。 

语言结构论在语言教学的概念中，尤其在语法内容的改进中引进了根本性

的改变。 

2.3 认知主义或先天论对语言的认识 

语言先天论的概念被认为是语言科学的一个新的词形变化表。它的基础基

于语言结构的描写，对它增加了一个很强的认知成分。美国语言学家 Noam  

Chomsky（乔姆斯基）是这个流派最突出的代表。《语法结构》（Syntactic 

Structures）一书是语言学习新理论方法的基础。 

这种语言的概念在母语和外国语教学中没有直接的应用。尽管如此，它最

重要的贡献就是不把学习认作是“白板”，尽管对自己的语言没有特殊的知识也

能学习语言，如果有接触和兴趣，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学一门外语(Silveira, 1999)。 

2.4 社会互动对语言的认识 

社会互动论认为语言是一个允许人类之间共存和知识建设的活动。语言不

是同一的也不是静态永远不变的，它允许不同层面的变化。人们彼此之间互动

时就创建一门语言。语言是一种劝说、欺骗、统治和解放的工具。当我们说话

的时候，我们总是在做着什么：劝说、攻击、邀请、赞美、抗议……。从社会互

动论角度来说，掌握一门语言就意味着掌握它的各个层面，检查和应用。正确

的使用语言就是在不同的境况和社会背景以适当的方式发言。这个概念被称为

交际能力。理解的认知模式是社会交往必要的组成部分。 

社会互动论的基础来自话语分析、语用学、语言文字学、阐述学理论，语

言行为理论、口语分析和研究语言互动不同方面的其它学科。它的心理学基础

是建构主义教学法。 

尽管这种语言研究的趋势在语言学中相对较新，但它的基础已经建立并通

过交际法在外国语教学中广泛运用。这种语言的概念不但更新了外语的教学也

更新了母语的教学，尤其是与识字教学相对的各个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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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外语教学的方法 

为了对这些方法进行筛选和描述，我们主要是以 Richards &Rodgers (2009)，

Celce-Murcia (2007)，Richards(2006), Howatt(1984) 和 Puren(1988) 的分类为基础。 

在 20 世纪末 21 世纪初最常用的方法包括：语法翻译法、直接法、听说法、

情景法、全身反应法、认知法、交际法。 

在这一章节中我们将对这些方法手段进行描述，解释它所涵盖的内容，它

的目标，以及它对于学生、老师和教学材料各个方面的作用。 

3.1 语法翻译法 

在历史上，第一个被用来教授外语的方法就是语法翻译法，它是对教授古

拉丁语及古希腊语的一个教学方法的延用，并在现代教学中仍在应用。这个方

法是以语言的传统定义为基础的。 

它最主要的特点就是提供给学生母语的教学模式，教师并没有必要把所教

的外语讲出来，结果往往使学生在最后的语言交际环节比较弱。 

这个方法的目标在于使学生能够掌握运用目标语言阅读的能力并且从外语

学习所形成的思想准则中受益。为了这个目标，教学内容主要是关于语法和词

汇的。句子是这个教学方法的基本单元。语法通过演绎法呈现出来，也就是说，

它以详细的语法分析开始并在之后运用于句子和课文翻译。对第二语言的学习

是通过记忆规则来理解和掌握外语的词法和句法。母语的使用是学习第二外语

的参考。教学过程从阅读难度较大的文章开始。  

语言教学以培养人的两项技能为中心：阅读能力和写作能力。词汇的理解

是通过课文阅读、词汇双语表、字典应用及记忆这些方法来掌握。这其中最具

典型性的练习之一就是将句子和课文由母语翻译成外语，反之亦然。通过课文

学习来完成语法学习是最接近的方法，但这对于中学生来说太难了，所以以句

子为中心就成为了学习语言较简单的方法。(Howatt 1984:131) 

在这种方法中，老师是教学过程中最重要的人物，他承担着传授语言知识

和纠正学生错误的责任。相反的，学生就比较被动，仅限于遵循老师所给出的

教学模型，记忆语法规则和词汇表，来阅读并且翻译课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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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法翻译法一直是使用最多的方法，直到 40 年代，外语口语练习的作用才

越来越显著，这不仅影响教学目标而且也影响到了学习方法的改变。实际上语

法翻译法被持续使用在那些优先重视文章结构知识和理解的教学中，但却不适

用于在口语表达和写作教学中。  

3.2 直接法 

直接法是语法翻译法的对立面，也是语法翻译法在学生所学外语的实际交

流能力培养上的缺陷的对立面。 

直接法是非常具有创新性的，并被认为是与传统的学校方法相背离的，并

且直接影响到官方教学和公共教学法材料。学习材料是以 Sweet 所出版的《The 

practical Study of Languages》（1899）所描述的四个原则为基础的。 

根据这些原则，我们必须认真选择所要教授的内容，限制并确定其作用于

语言的四个技巧：口语表达及理解，写作，不只是语法还有阅读能力，最后，

有必要使内容循序渐进，教授难度逐渐上升。也就是说，由易到难。直接法的

出现是与语法翻译法对立的，涉及到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原则以及教学

过程。 

最初与语法翻译法的对立是 19 世纪中叶在欧洲开始的。外语教学改革中最

突出的一个代表就是 Gouin，他试图创立一种新的以对幼儿学习语言的观察为

基础的教学法，这种方法就是直接法。这个方法最重要的特点就是通过外语本

身来学习外语，老师不必掌握学生的母语，而通常是所教外语的当地人，或者

是能够以有效的形式支配外语的使用者，这种方法优先重视通过对话形式进行

口语学习。直接法的目的在于它的时效性、文化性和形式性。寻求学生的参与，

使学习过程简单化并提高学生的积极性。要求学生自身努力并且会借助其直觉

和智力。在直接法中，语法以归纳的形式传授，它是一种以日常生活为内容的

口语方法，注重课堂上的个人学习（Puren,1988）。根据这种方法，外语学习

并未使用翻译而是借助于对所展示内容和所提供材料的联想。口语的相互作用

以及语言的自主作用是教学过程中的重要部分。从语言学内容上讲，对于那些

以讲目的语言为目标的人而言，它也同样使他们学习了文化——日常生活、地

理和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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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方法中的学生相对主动。首先，尽管教师仍然是整个课堂活动的引导

者，但是学生也参与老师的教学过程，这个过程是师生间相互的。其次，学生

需要通过老师的演示来联想含义和目的语言。 

实行这个方法的一个很好的例子是比利时的学校，在一些专门传授目的语

言的课堂中，这里只是教授词汇（这个方法非常重视词汇教学而忽视语法教学）

和日常用语；口语技巧通过老师与学生在集训课堂上的简短的交谈渐进提高；

它同时教授了口语的理解与表达；语法知识则以归纳的形式逐渐灌输；词汇通

过实物、照片和表演来教授，抽象词汇则通过联想学习；它注重正确的发音和

语法，（Richards & Rodgers,2000）最通常的练习是高声阅读，问答练习，听写，

会话练习，段落写作，填空练习。正如我们前面所提到的，直接法曾盛行于欧

洲，在德国和法国它被不断完善并且有所变化，它在技巧上也允许语法控制活

动的实现。这种方法在小班教学中非常实用，这里课授内容的时间很充裕，学

生也很积极。然而在另外一些学校中就会有弊端，老师必须是以所教授的外语

为母语的，或是有很高的外语水平的，因为课堂依靠的是老师高超的才能和掌

握关于书本的渊博的学识，但并不是所有的老师都能做到。并且，老师还需要

绕很多圈子来避免使用学生的母语。（Richards & Rodgers,2000）对于直接法最

大的批评就是理论基础的缺乏，因为这种方法没有任何的理论能解释其语言来

源，更没有在语言学、教育学和社会学角度被理解。 

3.3 阅读法 

阅读法的出现是作为解决一些直接法教学所遇到问题的尝试。阅读是学习

一门外语时最有价值的技能之一。此外，也没有很多的外语老师拥有足够的外

语口语水平能够在课堂上直接使用外语教学。目前，阅读法是为教授那些不需

要到国外旅行只需要发展阅读技能的人。因为那时还没有很多的人去国外旅行。 

这种方法突出通过阅读学习外语，然后学习讲这种语言的国家的社会和历

史状况。语法只讲授阅读理解时必须的部分。所讲的词汇也是提高阅读的实用

工具。这种方法只是教阅读，而不太重视发音和口语应有的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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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习的开始，阅读教学法提供很多的外语阅读活动，不管是在课堂上还

是在课外的阅读。在初期阅读资料中，会有很多词汇方面的困难出现。词汇是

以渐进的方式扩展，并且词汇的获得比语法的学习更重要。翻译作为学习的工

具，它的使用是用来肯定对课文的正确理解。 

3.4 听说法 

听说法在 1940 到 1960 年间的美国语言教学中占支配地位。是阅读法的对

立面，阅读法的目标是通过学习大量的词汇和语法来提高文本阅读理解和语法

理解能力。听说法由 Bloomfield（布龙菲尔德）的结构语言学和 Skinner（斯金

纳）的行为理论以及直接法三者结合而成。美国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战，对本国

的外语教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政府需要能够正确讲外语的人才，所以成立了

一个由 55 个大学组成的队伍来研究和发展外语教学的课题及方法。在这些课题

中最突出的就是军中教学法 ASTP( Army Specialized Training Program)。它是以耶

鲁大学的 Bloomfield 所提出的信息传达者的方法和密歇根大学的 Charles Fries

（查理斯·弗莱斯）的发展工作为基础的 (Zanón, 2007) 。 

耶鲁大学使用信息传达者的方法来帮助语言学家和人类学家理解美洲印第

安的语言，这是他们研究课题的一部分。Bloomfield，那个时期语言学科的领导

人，同一位科学家完整的阐述并共同发展了这个方法。那个时期没有配置课本，

当地人就是句子和词汇的源泉。正因如此，那些课程就由一个当地人和一个语

言学家教授指引。当地人并不需要掌握语言学知识，语言学教授又无需掌握学

生所学语言的知识。借助当地人、语言学家和学生之间的谈话，学生学习理解

如何说外语并掌握其语法。在军中教学法中，包含强化训练，每天 10 到 15 个

小时，一周六天，在口语方面进行各种的结构练习和不同的语言学练习。

(Zanón, 2007) 这个方法和直接法以及信息传达者的方法相同的是通过大量时间

的练习来提高外语水平的，而这又是和目的语言相关联的。 

1939 年，Charles Fries 参与了美国的第一个英语学院的建立，而这个学院

的建立旨在英语专业教师的培训和英语教学方法的研究与发展。Fries 提出了语

言教学中的语言学结构原则。根据 Fries 和他同事的观点，语言教学是从讲授语

法和语言结构开始。并且，他们认为语言教学应该有清晰固定的逻辑形式并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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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一定的规律，应该加强发音训练，应该不断进行基础的语法结构的重复练习 

(Richards & Rodgers, 2007) 。 

以这些方法为基础，1958 年《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Act》得以批准，

该法律资助了现代语言的研究、教师培训和教学材料的编制。听说法诞生在方

法论更新时期和冷战之中，那时美国政府认为他们的学者学习外语从而保持与

他国的科学进步水平是十分重要的。 

课程的传授伴随着听说法的应用，它的特点是以对话形式开始，在学习的

初期就特别注重发音，不根据上下文就掌握语言，试图使学生不犯错误，之后

再以归纳形式引进语法结构，紧接着再教授学习技巧：口语理解、口语表达、

阅读理解，最后，再获得其他技巧：写作能力。根据这个方法，老师没有必要

对语言十分精通，只需掌握课程传授所需要的知识，因为所进行的活动及使用

的材料都是很有限的 (Celce-Murcia, 2006) 。 

对于这种方法的批评，学者们认为学生的能力有限，在大多数情况下，在

课外不能用母的语进行交流，学习的结果往往演变成一项无聊单一使人丧失信

心的活动。说对于学生的作用并不积极，老师控制了教学的所有活动及过程。

这些批评由 Chomsky 整理在他的生成语法理论中。根据这个理论，语言最重要

的定义来源于人的固有思想和人类通过语言处理经验的方法。 

3.5 情境法 

同听说法一样，情景法也是阅读法的对立面 ，因为阅读法并没有足够地关

注口语理解与表达。情景法是英国 40 年代到 70 年代盛行的一种外语学习方法。

这个方法的特点是注重口语学习，并且所有的内容都以口语形式学习且先于书

写形式。阅读教学和写作教学则置于确定词汇和语法规则之后。 

这个方法结合了直接法和英国结构主义的特点。在应用语言学专家中，

Palmer 和 Horbny 认为讨论是语言的基础并且语言学结构和词汇是讨论的中心。

正因如此，他们确立了词汇和语法教学固定的有逻辑的方法，并确立了英语作

为外语教学的参照标准——英国的情景法。(Howatt, 1984 & Richards & Rodgers,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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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景法的目标在于教授语言学习的四个实用技巧，但是与其他方法不同，

这种方法是通过语言结构达到的。同听说法一样，词汇和语法使用的准确性是

必不可少的，而错误作为消极的一方面当然是要避免的。它认为直到能不假思

索说出口语理解和表达的结构才能进行写作和阅读。在语言课上应该使用目的

语言。新的结构和词汇应该被引入和运用在上下文当中；而为了达到这个目的，

应该使用单词等级表和学生知道的结构。 

老师负责展现各种情景，学生则要求学习和掌握所有的内容，当学生学会

这些内容后，老师能帮助他们理解并融会贯通。如果学生犯了错误，老师就帮

助他们纠正错误。学习的整个过程都是老师操控的，学生只是单一的跟随。如

果学生同其他学生或同老师用目的语进行交流并练习新学习的知识，那么这个

方法就是积极的。正如 Pittman (1963)所描述，老师遵循这个方法的责任是：控

制时间，增强口语练习和强化书中内容，反复查看所学内容，适应学生的个性

需求，在课堂上评价并开展那些以课文内容为基础的活动。 

关于课堂教材的运用，我们将看一下第三章的第三节，届时，我们会描述

并分析一些把中文作为外语学习的课本。这些书的结构是先教授发音，反复看

一些单词和新的结构和介绍，重复练习（口语的）并阅读包含新结构的对话和

课文，并进行写作练习以加强对结构的理解。这遵循了情景法范本的模式。 

情景法是一种结构主义方法，正如我们所阐述的，通过机械的作业在学生

中培养语言学的习惯，这些作业只关注语法结构和词汇。一些批评指出尽管其

叫做情景法，但情景在结构中并不占优势且与听说法一样，在课堂上所学的运

用到实际交流情境中很难。 

3.6 全身反应法 

全身反应法的代表是 Asher，以 Harold 和 Dorothy Palmer 编写的 English 

Through Actions (1959)的方法为基础。Asher 的方法是通过在课堂上使用一定的

指令而来使学生掌握一些语言结构(Richards & Rodgers, 2000)。这种方法非常重

视理解和自主选择开始沟通的时刻。全身反应法的普及是因为以理解为基础的

教学方法的支持者所给予的宣传，这种方法最近命名为 Comprehension 

Approach (Zanón,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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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方法使用指令的主要特征如下：学生们进步是因为他们看到所教的对

他们是有意义的。直到他们感觉已经准备好前不需要讲话，因为这样的结果比

他们还没准备好而强迫他们说话效果更好。认为不需要改正他们的错误，甚至

看作是与学习进程适得其反的做法；重要的是学生们逐渐的理解并慢慢的纠正。

强调目的语言自然的获得。口语理解是很重要的，被视为是一项技能，当条件

允许的时候并将是自发的方式，允许发展口语表达，理解和书面表达。当老师

不是母语老师时，就应该拥有合适的视听材料，这是为了能够使学生们借着所

接受的学会所学的外语。 

这种方法的目的是允许外国语言认知地图的内在化，获得良好的语言理解

以达到良好的口头表达。为了实现这些目标应试图（尽量）给学生提供适当的

条件，以降低学生们的压力水平，尤其如果他们是成年人，应优化他们的学习

进程。 

当开始教外语的时候应使它们（学生）做很多（大量）重复的练习，在接

受了 120 个小时的教学后，就应开始练习对话，再后来开始角色扮演、课堂演

示等。在学习的后期，就应要求学生们利用学过的知识编制自己的对话。 

老师的角色是引导学生的导师的角色，给他们介绍新的材料和（以及）选

择最好在课上使用的材料。老师备好课是很重要的，组织好以帮助学生们进步，

以确保课堂的正常运作。Asher 强调老师的角色不只是教，而且是提供学习机会

的事实。 

关于教科书，对于初学的学生不是必需的，老师可以提供给他们，但是对

于学习水平较高阶段的学生则需要借助于它们（教科书）学习。 

Asher 承认在语言学习中理解的角色（作用），但是从没有确立过理解、生

产和交流之间的任何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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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任务法 

任务法的基础是课程分析的准则。学生进行交际的语言实践和构成语言描

述前奏的语言活动。但是主要占统治地位的是«用语言学语言»。尽管任务已经

没有与认可和语言形式的重视联系在一起，最开始任务的使用是根据学生特殊

的利益，这样有利于强调个人信息的内容，这对于语言学习者才是真正重要的

(Crespillo, 2011)。 

“任务”的概念在教育课程设计和教育——学习进程中已经成为一个很重要

的因素。在研究和与外语教学相关联的教育政策领域也有很深的影响。 

任务法的特点是从要完成的作业中选择课程的内容；通过外语互动强调交

际语言的学习；在教育——学习的情况（过程）中使用真实的材料；给学生们

提供机会，使它（他）们不只是注意语言的学习也注意语言学习的进程；意识

（认识）到学生的个人经验也是学习的一个因素；把课堂上使用的语言和课外

使用的语言联系起来(Nunan, 2011)。 

任务法的特点还包括：任务与实际情况的相似性，实践的重要性，对学生

的主动性、创造性和学习过程的引导，全面-综合性的学习，学生的自我组织，

合作的活动形式，以及跨学科的形式 (Tippelt y Lindeman, 2001)。 

根据任务法的观点，学习的进程由六个步骤组成：报告、计划、决定、控

制、执行以及评估项目和思索。当经过这六个步骤后，学生发展特殊竞争——

课程自有的和技术的知识，方法竞争——规划，工作分配，项目词序的设计，

信息来源的使用，和社会竞争——与其他的人合作，随时准备好团队工作。最

终目的不只是使学生学会一门外语，也是使他在生命不同的境况中，在学校和

工作范围内，有能力以能干负责的方式行动。 

项目法是一个以学生为中心的方法。这个方法可以给学生们一个丰富和真

实的学习经验，因为它发生在一个相互依存与合作的社会环境中，这对于做事

情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在一个有力的环境中工作，学生能够获得为发展个人技

能所必要的信心。 

项目法是一个教育——学习的革新模式。老师的角色与传统教学模式中的

很不同，因为学习开始从老师的手中传到学生的手中，而老师变成资源提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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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学习活动的参与者。老师监控学生作业的完成情况，但不需要老师控制所有

的方面。当老师开始了解学生们怎样学时就变成了学生，这样使他们能够确定

哪些是提供学习最好的方法。老师被看作是一个专家或是一个顾问。 

这种方法可能有（存在）的缺点是那些没多大兴趣或没有好奇心的学生不

愿意主动的参加这些项目。也有可能学生们因为没有相关的经验，如与科技和

工艺相关的内容，人类的发展和应用学术方面的内容，而不知道怎样面对这种

学习类型。在这种情况，老师的工作则是布置作业，使他们通过作业而了解学

习，并逐渐习惯它(Tippelt y Lindemann, 2001)。其他的缺点可能是学生或老师难

以忘记传统的模式，知识的提供和接收模式，而在完成作业时不知道以怎样的

方式互动。 

3.8 交际法 

语言交际法起源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作为对那个时期英国出现的情景法

的回应而兴起。交际法通过对语言基本结构的实践和情景交流的活动教授语言，

也是作为在美国使用的听说法的回应。 

Chomsky 在他的 Syntactic Structures(句法结构 1957)中，证实了结构主义理

论不足以讲述语言的所有特征。英国语言学家们认为什么？更应该集中在语言

的交流技巧和对它的掌握上。 

六十年代末，欧洲的形式改变了。国家间的相互依赖日益加深，这就需要

教授欧洲经济共同体和欧洲理事会国家的语言。出于这个理由，欧洲成立了一

个研究小组，他（该小组）公布的一些文件成了欧洲外语教学交际课程发展的

基础。这个小组中最具代表性的语言学家是 Wilkins (1972)。他对整个进程的贡

献是对学生们在不同情景中的理解和表达的需要的（进行）分析，而不是像传

统方法所做的，描写语言的结构、语法和词汇。在交际法中，把语言看作是一

个允许表达思想和意思的系统。他（其）主要的功能是互动和沟通。语言的结

构反映了语言的功用和交际用途，因此，最基本的单位不仅仅是语法和结构特

征，也是具有一个意义和功能的结构(Richards, 2000)。 

在这种方法中老师的角色是提供学生交流的进程，在课堂所使用的教育—

—学习进程中，学生在使用的材料（教材）与活动中，是一个积极主动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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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变成分析员、顾问和组织者。老师应有能力以正确的方式讲解所教的外国

语言。 

交际法是一个以学生为中心的方法。根据这个方法的指令，学生在课堂的

学习进程中是互动的谈判者，付出和接收，参加所有的个人和团体的活动。 

就如我们在前面所谈到的，交际法总结出了语言学习的目的是在外语学习

中发展交际技能。为了此目的，交际法在教学过程中组织以团体或以两个人为

一组的活动，并允许在不同的社会和语言环境中使用语言。使用真实的教材或

反应现实真实生活的教材。活动包括语言词汇的概念和它的社会功能，而不只

是词汇和语言结构，而且从语言学习的开始就允许锻炼所有的技能（口语和书

写表达，口语和书写理解）。 

我们将在论文的第五章中讲解，目前欧洲语言共同参考框架，推荐的方法

是交际法，学习的理论是建构主义理论。 

交际法把语言理解为一种交流方式，对于它来说教外语就是赋予学生用外

语交流和使用有效合适的语言方式的能力。学习的内容不仅仅包括语言结构也

要有语义概念、社会作用、语言学变化。所有这些内容都从使用的教材中获得，

从而开展语言学习。不同的技巧在一开始就结合在一起，而且通常一项活动就

包含了听、说、读、写四个方面。 

交际法认为学生是积极的主体，创建并重新创建知识，对于学生来说，拥

有老师的帮助，老师在教学过程中的作用是有组织的拉近知识与学生的距离。

为了达到这一点，老师尽可能地创造条件使学生精神活动的发展更具建设、指

向性，老师要有清晰的指引，并且使学生之间的交流更容易。 

交际法同其他方法一样，也会有不同的评论。支持者认为这个方法使学生

交流顺畅，并掌握了很多目的语言的文化知识；而反对者则指责它在语法上的

严重缺乏以及错误纠正少，以致学生的语言学习停滞不前。 

总结这一节。我们描述的所有的这些方法推导出学习的三大理论：行为主

义，认知主义和建构主义。 

行为主义学习形式，变化和可观察行为的频率。当老师刺激学生反应而形

成适当的协作时，学习就产生了。这个理论基本的原则涉及到教育方面是突出

结果的可观察和有分寸，实现评估学生以确定教学起点，在进步和达到更难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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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前重视基础，改正错误的加强作用以及用来确定刺激与反应这种协作迹象的

作用。 

学习大致由对学生进行适当的刺激和提供给学生反应的机会组成。这些方

面在学习上的影响在于学生所处的环境。在这个过程中没有记忆的作用，遗忘

则被认为是反应作用的一个缺乏，而这又可以借助巩固来纠正。围绕完善这一

理论的学习类型包括辨别、推广、协作和连贯。与这个学习理论联系在一起的

教学方法包括语法翻译法、听说法和情景法。语言的概念也是传统的结构性的

概念。 

认知法以思想的处理为中心，较复杂的认识的过程是：思考、解决问题、

语言、概念形成、信息处理。这个理论在教学方面的基本原则是信息反馈，学

生的积极参与，知识的形成和连续性，创造使学生与先前学习建立联系的氛围，

学生学习提高过程中解决问题的发展性战略，对完善知识的转移和提高能力的

清晰评价。 

学习，从认知学的角度看，在于获得知识。这种收获使学生形成了完整的

结构，不仅限于接受刺激也积极地参与到了教学过程中。认知学家更加注重的

是教授的概念的形式是被接受的、有组织的、可存储的、确切的。在这一理论

中记忆的作用是重要的，因为所有理解的内容在记忆里必须被有秩序的存储。 

这个理论认为影响学习的方面是学生如何领会、整理、转移、存储和找到

信息，他们的信念、态度和价值。在教学过程中，学生理解如何用有意义的方

式去构造知识，用不同的透视法提升发现已达到目标。 

与这节中所展示的教学方法、学习理论相联系是全身反应法。语言的概念，

正如其名字所指示的，是认知学。 

认知学家认为知识依靠个体从个人经验中创造概念。所以知识在上下文中

出现对于学生很有意义。人类创造概念而不是获得。建构主义者突出思想和现

实的相互作用。认为分离信息的整体性和用分等级的方式拆分知识是不可能的。

所以不接受学习的类型可以独立地由学习的内容和上下文确立。 

说到教学过程的设计，建构主义强调确定信息的背景和学生的能力以掌握

和控制信息，对信息的需要则呈现出形式的巨大的变化，能力的提高使学生解

决问题却不能更接近知识及对知识转移及能力的清晰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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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的定义与学习理论相联系是社会构造学，而方法则是交际法。正如将

在在这篇论文第五章看到的，在欧洲，尤其是西班牙，实际上外语教学所遵照

的学习理论是建构主义学，而使用最多的方法是交际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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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语教学

的方法 
语言理论 

学习的 

概念 
目的 材料和内容 活动类型 学生的角色 

色角的师教 

是语法翻

译法 
结构主义 -- 

使学生掌

握阅读和

翻译外语

文章的能

力 

支持: 纸质材料 

内容: 词汇和语法，用直线

深入方式介绍。 

基本单元: 单词 

单词的记忆及语法和语

法规则记忆。 

翻译句子和文段。 

听老师的讲解，并

遵照老师指导。 
传授知识点并纠正学生的错误 

直接法  结构主义 行为 

使学生能

自发使用

外语的口

头和写作 

支持: 纸质材料 

内容: 词汇和语法，用直线

深入方式介绍。 

基本单元: 句子 

朗读和默读文章, 听力理

解、口语和写作练习 
 

遵照教师指导并积

极参与课堂活动练

习 

熟悉掌握教材文章，准备、引导和激励

学生 

阅读法 结构主义 行为 

使学生掌

握阅读能

力 

支持: 纸质材料 

内容: 词汇和语法，用直线

深入方式介绍。 

基本单元: 句子 

朗读和默读练习， 词汇

的记忆，翻译段落和文

章。 

他们接受教师的讲

解并完成给他们布

置的活动 

提供阅读文章并帮助学生理解遇到的词

汇和语法问题 

听说法 结构主义 行为 
让学生掌

握语言 

支持: 纸质，听力材料 

内容: 语音, 形态和语法，

用直线深入方式介绍 

基本单元: 句子 

对话，重复练习，单词

和语法结构的记忆 

学生被指导和训练

找到正确答案 
提供模本，控制节奏和方向 

情境法 结构主义 行为 

使学生掌

握语言在

具体情境

下的用法 

支持: 纸质，听力，图片和

视频材料 

内容: 词汇，语法和各种方

式介绍的文化 
 
 

对话，重复练习发音和

语法. 

接受教师指导，同

其他同学或者同老

师用目的语言对

话。 

控制学习进度，介绍学生应该学习的场

景，纠正他们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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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身反应

法 
结构主义 行为 

使学生掌

握语言在

具体情境

下的用法 

支持: -- 

内容: 随机介绍的词汇和语

法 
 

重复的物理性练习 

听者和实施者。 对

学习内容完全不具

有控制力。 

指导学生的学习过程。 

任务法 
社会互动

理论 
认知 

使学生掌

握语言在

具体情境

下的用法 

支持:纸质，听力，照片，

视频和数码材料 

内容: 词汇，语法交替深入

介绍的功能和社会文化 

口语和写作练习 

发展得到在需要互

动和合作的社会环

境中的学习经验。 

提供资源和专业的提醒并参与到安排的

学习活动中。 

交际法 
社会互动

理论 
建构主义 

使学生掌

握语言在

具体情境

下的用法 

支持: 纸质，听力，照片，

视频和数码材料 

内容: 词汇，语法， 交替介

绍的功能和策略。 
. 

口语和写作的互动活动 

参与所有教和学的

过程，同时既给予

和接受。 

促进学生之间的沟通，帮助他们分析信

息和指导其学习过程。 
 

图 6。外语教学法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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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有特定目的的语言教学 

我们理解的有特定目的的语言教学，是专注于特定领域工作的专业人士

所使用的专业语言知识的教学和学习的过程。我们同意 Silva(2008)关于这个定

义所揭示的三个重要的考虑因素：特定目的的语言跟结构化的知识领域有关；

接受这样培训的人有准确语言和交流的需求；这些需求就是语言教学的主干。 

特定目的的语言教学 60 年代随着交际途径和方法的出现、流动就业和教

育的增长、不断增长的经济和贸易关系以及大量技术和科学文章的产生而开

始出现。（Kennedy & Bolitho ，1984）  

最初研究特定目的语言教学的是英语语言学家。第一个关于特定目的语

言教学的研究是 Peter Stevens, Jack Ewer y John Swales，他们认为工程师讲的

英语构成了一个不同于生物学家讲的或普通人使用的英语的版本（Hutchinson，

1987）。这些学者进行了一项研究，以找出每一种专业语言的语法和词汇特

征，从而创建适合各专业化领域的特定语言的教材。 

对使用除了英语以外的外语进行交流的需求，促进了特定目的外语分支

教学的发展。就西班牙语来说，“特定用途西班牙语”出现在 90 年代初期。至

于汉语则是直到 90 年代末 2000 年初才有这个分支教学的出现，它开启了一

个新的研究方向，也为此目的产生了各种的教材。特定目的语言有两个大的

类型：用于专业用途的语言 ——职业英语 (EOP)、职业西班牙语 (EFP)、职业汉

语(COP) 等等；以及学术语言——学术英语 (EAP)、 学术西班牙语 (EFA)、学术

汉语 (CAP)。 

第一种的发展是为了满足在工作中需要使用外语进行沟通以及阅读专业

外语文章的人们的需求。第二种主要是教育领域的学生需要学习一门外语来

完成正规学业或职业。通常大部分特定目的语言课程的需求专注于高等教育，

但是新的教育需求也开始在职业学校和中小学出现（Kennedy & Bolito，

1984）。 

无论是工作还是学习的目的，教学时都应该清晰地确定学生的语言和交

流的需求，从而准确的确定课程目标。这跟所有人都讲英语的商业环境中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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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提高写作能力的教学不同，是在几乎对这门外语一窍不通的环境下进行

教学。 

对于特定目的的外语教育和学习，Hutchinson 和 Waters（1987）的一些

想法令人注意。这两位作者认为特定目的语言的教学就是外语教学的中心。

特定目的的语言并不是一门新语言，只是有它自身方式和用法的专业化表达。

他们认为应该把能力和结果区分开来，因为学习一门语言需要掌握范围广泛

的知识和大量的技能才能胜任。哈金森和沃特斯强调特定目的语言的学习过

程跟普通语言的学习过程没什么不同。即使它们的内容的确有所区别，他们

也认为这种类型的语言不应该被看做一个新东西，而只能是某些有专业需求

和动机的学习者的学习焦点。因此，影响特定目的外语教学的因素就是课程 

（应该教什么？）， 方法 （应该怎么教？）和目标的具体特点以及学习情况 

（教谁？ 时间？地点？为什么？）。因此 Kennedy 和 Bolito(1984)在设计课程

计划时建议做两个不同的时间表，一个是教师使用，另一个给学生或开设这

些课程的机构，以便于他们执行并根据自身的期望提出修改。他们认为应该

出现在这些计划表里面的资料有：课程主体，目标和期望，知识传授的持续

时间和强度，地点，模式（面对面、远程、辅导或自学），内容（主题和专

业性、材料的真实性、活动和技能、语言和技能的等级），结构（课文、单

元、段落和练习），方法（中心是老师还是学生，单独还是集体任务）。  

一般来说学生更期待的课程类型是普通的语言课程，因为他们已经很熟

悉课程提供的教材，也有非常明确的目标。因此对老师将要提供给他们的东

西期望很高。从事这种类型课程教育的老师必须对学生的情况非常了解，寻

找特定的教材甚至没有的话要创造出来。这就要求他们持续对工作进行评估

以获得高效的结果，并跟学生或教学组织就内容对课程的要求进行商讨。为

了使教学更有效，要求教师知道所教学生的专业知识，教师不必成为专家但

是要知道那些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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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目前为止我们说了这么多，很明显特定目的的语言教学对学生而言应

该是非常有意义的，因此是学习过程的重点。重点课程的学习有以下几个特

点（Hutchinson 和 Waters, 1987）： 

- 是一个让知识网络框架活动的过程，学生用他们的认知能力和已有的

知识来获得流动的新信息。 

- 是一个决策过程。在传统课堂上重点在于知识的传授，老师为了避免

错误总是决定所有的事情。但在这些课程中学生培养的策略用以决定

哪些知识是新的，哪些信息是相关的以及如何把这些整合到自己已有

的知识网络中。 

- 外语学习是学生的语言知识和综合知识及认知技能的结合。外语教学

中很大的一个难点是学生认知能力和自身语言水平之间的不平衡。人

们在学习母语的时候二者是同时发展的。但在一般外语教学课堂上会

看到认知成熟的学生却只有小孩的语言能力。 

- 学习一门外语不是第一个语言经验。一般情况下学生都精通另一种语

言，无论是他们的母语还是其他外语。  

- 学习一门语言是一种情感的体验。学生需要培养利于学习的积极情绪

同时避免消极情绪。团队合作，给予足够的时间思考，强调过程而非

结果，把学生的态度同样作为他们的技能来评价，引起兴趣， 方法的

种类和功能以及材料都可以作为策略，使学生感到学习外语非常舒服。 

- 学习一门语言可以是偶然的。可以不需要总是从解决语言障碍开始而

学习一门语言。尽管你希望焦点从解决问题开始，但这些问题不应该

老是语言。只是说，确实是需要用语言来解决这些问题。 

- 语言学习不是系统的。我们学习把知识系统化，但学习的过程没有系

统化。虽然语言教育是系统化的方法，但这并不保证你会学习这个。

学生应该采取一个能让他们创建一个处理信息的系统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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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讨论过，很多的普通语言课程授课方法是教师作为

中心，基于语言的结构主义理论和僵化的教学方法。而特定目的的语言教学

正好相反，通常把重心放在有特定交流需求的学生，基于建构主义理论，采

用灵活的教学方法，是为了使学生最大程度获得最接近他们真实需求的效果。

我们应该补充的是，这一切可以有效的运用在已经熟悉了建构主义的教学背

景下。然而在一个教育系统框架中为了让学生接收到所需要的信息，行为方

式应该以灵活的教学方法为准，并且应该对在每种情况下使用的语言概念方

法有一个反映。 

在本节中我们把外语教学作为特定目的因为针对翻译的语言教学包含在

这类语言教学的框架中。就像这篇论文第五章说的，我们的目标是教会翻译

人员汉语，使他们在履行专业职责时能够胜任使用这门语言。正如我们已经

提到过好几次并将在第五章中再次看到，最初我们教授汉语的目的之一是为

了提高翻译人员的阅读理解和所有学习涉及到的策略技巧。 

5.总结 

在本章中，我们讨论了基于语言理论和学习理论的语言教学方法，还强调

了每个教学法的最重要的方面。 

行为主义理论认为学习是一种信息存储的培训；培训的基础是官方的计划，

但是为了让学生学习到被期望的行为，唯一需要的是制定非常好的计划并执

行它。因此，在教学过程中始终是把教师放在中心，而认为学生没有任何经

验。这也跟语言结构主义有关。其方法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情境法和听说法。 

认知理论认为学习是知识的采集和同化；考虑到学生的感知方式、编码、

处理、存储和查找信息，并考虑到他们的信仰、态度和价值观。老师的使命

是促进学生学习。这跟语言的认知主义有关。 最具有代表性的是任务法。 

建构主义理论认为，学习来自学生在环境中的互动。学生根据自己的经

验和意义的情境来创立意义。老师则是负责提供这些意义的情境。这种理论

是跟语言的社会互动概念有关。最具代表性的方法就是沟通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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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特定目的的语言教学，值得注意的方面是它着眼于有沟通的实际的

目标的学生之需要，旨在以有意义的方式教给学生知识。本章节中所描述的

方法中，我们认为通过完成任务的方法和交流沟通的方式更适合达到这个目

的。我们还强调必须考虑其发展的教育背景以及学生的需求和经验。有时候，

在培训中，为了让一直以老师为中心的学生逐渐习惯，最开始选择其他更传

统的教学方法也是值得推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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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对外汉语教学概况 

这章我们将论述中国大陆和西班牙对外汉语的教育历史。我们也将论述

这两个国家关于语言的概念和教授外语的方法。在这章的最后一节我们对外

国人学习汉语所用教材做一个分析。 

当我们谈论中文学习的时候，一般来说，我们指中文普通话的教育，中

华人民共和国的官方语言，也被称为汉语（汉族的语言）3或普通话（普遍的

语言）。这也是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使用的官方语言之一，他们使用的术语是

华语（中文），在台湾被称为国语（国家的或民族的语言）。 

中国是一个有 56 个不同民族的国家，其中很多民族有他们自己的语言，

大部分的人口讲他们自己居住地方的方言。中国于 1982 年颁布的《宪法》规

定普通话是国家的官方语言。2000 年 10 月中国人大通过了关于官方语言使用

的规定：普通话应是工作场所、媒体、娱乐、学校使用的语言。也就是说，

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公共生活的所有层面。1994 年开始进行普通话水平测试，

所有做公共管理及教育和医疗机构的工作人员必须定期参加，以确保他们与

公众沟通所具备的必要的普通话水平。 

1. 在中国和在西班牙的对外汉语教学 

对外汉语教学作为一种概念和研究的领域是在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后开始的。从那时起开始对外国人教授汉语，但直到八十年代才开始对对

外汉语课程的各个方面进行研究。著名的汉语言学家王力及朱德熙在他们的

一些研究或出版物上表明对外国人教汉语已经成为独立的研究领域，应被认

为是一门科学。王力认为（1985）：“如果外语教育是一门科学，中文的教育

当针对外国人时，很自然的，也应被认为是一门科学”。1984 年 10 月在北京

语言学院举行的语言专家会议上，在他的发言中，朱德熙说：“事实上，中文

的教育对外国人来说是一门科学，在国外，在研究的领域已成为学习的对象”

（出处）。时任教育部长的何东昌在 1984 年 12 月关于外国学生工作会议上

                                        
3 汉族是中国民族人数最多的民族，他们几乎占有国家总人口的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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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做的报告中同样表示：“这几年已明确的显示出，中文作为外语教学已发展

成为一门新的科学”。这项声明表明中文作为第二语言教学已成为一门科学，

已获得中国政府的批准。接下来我们将概述对外汉语教学的演变。 

1.1 在中国对外汉语的教学 

就如我们上面所提到的，对外汉语的教学已经有五十多年的历史，我们

可以把它分成两个大的时期：初期（1949-1978）和巩固期（1978-现在）。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汉语教学始于 1950 年清华大学为东欧的一批学生开

设汉语课程（清华大学东欧交换生中国语文专修班）。两年以后，北京大学

也为外国人开设了一个中文班，在广西也接受了上千名越南学生。在 1951 和

1961 年之间培养了 60 多个国家的 3315 名学生。从 1952 年开始中国政府培

养并派老师去国外教授汉语，从这时起就区分讲授语文老师和对外汉语老师。

由此就出现了一批为外国人讲授中文的专业老师。1962 年 6 月 26 日创办了汉

语高等培育中心。此中心起初的名称是北京语言学院，后改名为北京语言文

化大学，并于 2007 年重新改为北京语言大学并沿用至今。该校在 1962 年和

1965 年之间接受了来自不同国家的 4000 多名外国学生和 3000 名越南学生。

1966 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4000 多名外国学生被迫返回自己的国家，其余

的学生在同年六月完成他们的课程后，也被返送回国。文革后中国恢复正常：

中国成为中国在联合国的唯一代表，接受了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的访华，

并有超过 13 个国家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1972 年北京语言学院恢复了它的

正常教学。1973 年北京语言学院开始招生，已招收来自 42 个不同国家的约

382 名学生。1977 年招收了 1217 名学生。1972 年至 1977 年之间仅在北京语

言学院学习的外国学生就约有 2266 名。 

从 1978 年起是对外汉语教学的巩固期，不久就开始了对这门学科的研究。

关于中国文化和语言作为外语的教学研究包括教学策划、创作、评估与教学

材料的发展。从语言结构和功能的角度展开了关于不同的授课方式及其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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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讨论。虽然欧洲流行的交际教学法当时在中国还没被使用，但一些学者已

经开始讨论这一教学法。 

90 年代，开始了对外汉语教学研究与教学规范化的深入思索。这个时期

研究的重要一部分就是着重于中文水平的测试或 HSK（汉语水平考试），并

出版了一些相关的书籍：《汉语水平词汇与汉字等级大纲》（1992），《汉

语水平等级标准与语法大纲》（1996），《高等对外汉语教学等级大纲——词

汇，语法》（1995）。 

1978 年到 1988 年之间，有来自 130 个国家的 50000 名学生在中国参加

了短期的培训学习。到 90 年代末，已有 300 个高等教育中心接收外国人。目

前，有 119 所大学可以接收外国人学习中文专业，其中有 80 所大学可以学习

汉语国际教育硕士（对外汉语教学的专业硕士，是为培养对外汉语的中文老

师，包括中国人和外国人）。 

他们在培训期间接受对外汉语教育课程，其中包括语言教授方法的知识，

各种技能——听力，阅读，口语，写作的训练，和语法的学习。在培训中的任

何阶段都没有特别关注阅读的训练。 

在中国有几个与对外汉语密切相关的机构：对外汉语教学国家办公室，

中国对外汉语教学学会，世界汉语教学学会。 

a) 国家汉办国际推广领导小组办公室——国家汉办 

中国国家语言推广办公室，众所周知的汉办，这是一个负责在全球推广

中国语言的机构。也是全球所有孔子学院的总部（孔子学院总部）。 

其主要职能包括：在中国文化和语言教学方面提供教学服务；为与中文

教学相关的国家计划与政策的制定提供建议；对外国人教授中文的相关工作

加以引导；实施职业教育发展规划；在中文教授的层面组织与国外的交换与

合作。 

孔子学院是中文合作建立的教育机构，其目的与使命是增进世界人民对

中国文化与语言的认识，促进中国与各国之间的友好关系。孔子学院提供中

文学习并促进与其他国家在教育、文化、经济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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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服务，其中包括：对整个社会开放的中文课程，培育中文老师和中文讲授

的资料，中文语言考试和老师语言能力认证，关于中国社会、经济、文化和

教育方面的信息与咨询，和当代中国的研究。（www.hanban.edu.cn, 汉办主

页） 

b) 中国对外汉语教学学会 

中国对外汉语教学学会成立于 1950 年，主要是指导和培养对外汉语老师。

同时该学会还鼓励教师在这一领域开展研究并组织国内的语言文化交流活动。

该组织的工作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中断并在 80 年代得以重新恢复。 

对外汉语教学学会是一个国际性的学术机构，其宗旨是汇集全国各地的

中国语文教学的专业人士，促进这一学科的研究并鼓励国际交流。实现这一

目的的主要方式是举办国家性或区域性的专题研讨会，同时也写作和出版书

籍、期刊，并交流与教育相关的经验、信息及研究成果。该学会还同时与日

本、美国、新加坡、德国等许多国家的学校保持富有成效的接触与伙伴关系，

这有助于促进对外汉语教学的发展。 

该学会与北京语言学院联合在北京香山举办了对外汉语第一次会议

（1985 年 8 月）。会议讨论了创建一个世界性的对外汉语教育学会，为促进

外国人不只在中国，而且也能在国外对中国语言的研究，与来自不同国家的

专家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两年以后这种学会就成立了。 

c) 世界汉语教学学会 

世界汉语教学学会是在 1987 年 8 月举行的对外汉语第二次会议上成立的。

在同月的 14 号举行的世界汉语教学学会第一次会议上通过并公布了该学会的

功能和研究的目标。 

该国际学会的研究目标是促进合作与交流，在全球范围内推动中文的教

学与研究，并鼓励在这一领域中的专业人士间的联系。成立之初就拥有来自

16 个国家和地区的 270 名成员；到 1997 年末，就增加到 40 个国家和地区的

894 人。 

http://www.hanban.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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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汉语教学学会有两个出版刊物，一个是书面的一个是数字的。印刷

出版物名叫《世界汉语教学》，是季刊，它所涉及的研究方向主要包括：对

中国的少数民族和外国人的汉语教学，对比语言和语言学理论。数字出版刊

物的名字是《世界汉语教学学会》。它被认为是一个可以找到有关汉语教育

新趋势、该学科的发展状况以及有关合作与交流活动信息的平台。  

1.2 在西班牙的汉语教学 

与欧洲其他国家，如英国、法国或意大利不同，西班牙对中国文化和语

言的教育与研究没有一个悠久的传统。直到近几年中国语言的教学还只是局

限在官方语言学校和两个可以选择这个语言为第二外语的翻译系——巴塞罗那

自治大学和格拉纳达大学。 

巴塞罗那自治大学中文课的计划始于 1985 年，经过三年的准备于 1988

年开设了中文课，当时只有 8 名学生。中文课程是教学计划中的课程，也是

大专翻译专业的必修课程，于 1992 年升为学士课程。在九十年代每年只提供

15 个名额，从 2000 年开始升为 30 个名额（周敏康，2007）。从 2009 年九

月起，每年为亚洲研究的新专业提供 70 个名额，其中 35 个是选择中文学习

的学生，35 个是选择日语的学生。格拉纳达大学于 1978 年开始设置中文课程，

在翻译系可以选择中文作为第二外语，而在其它的系中文可以作为选修课程

进行学习。 

从九十年代开始，随着西班牙对中国文化和语言的兴趣不断的增长，在

西班牙的很多大学也逐渐增添了东亚、亚洲经济和贸易的学科和硕士学位，

中文是其中的一门专业课程，并且大部分的课程都用学生的母语来教授。例

如巴塞罗那自治大学的亚洲研究专业学位，中文和西班牙语专业口笔译硕士

学位和中国--欧盟间的企业管理与文化硕士学位；巴塞罗那大学亚太地区研究

专业的硕士学位；萨拉曼卡大学的亚洲研究专业硕士学位或阿尔卡拉大学社

会服务口笔译文化交际专业硕士学位（西班牙文—中文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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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的一些大学没有把汉语的教育和东亚研究中心设在一个已存在的

院系里，而是为这些专业设立了专门的培训中心，例如马德里自治大学和阿

里坎特大学。 

马德里自治大学在 1992 年批准通过了创建东亚教学研究中心。从创建之

初就一直从事对东亚国家尤其是中国和日本的经济、文化和社会层面的教学

与研究。目前（2010—2011 学年）开设了一个可以学习中文、日语和阿拉伯

语的亚非课程的本科专业；东亚研究本科专业；可以颁发中国或日本文化和

语言学习的文凭。 

阿里坎特大学也于 1998 年创建了一所东方教学中心（CEO）。该中心为

大学的学生提供有关中国和日本的课程和座谈会。并为对这些课程感兴趣的

人组织课外活动。 

在一些自治区的中等学校中文已作为选修课列入教学计划当中。这一举

措推广最多的自治区是马德里和瓦伦西亚。为推行这一计划，2009 年中国政

府与瓦伦西亚政府共同签署了一项协议。去年已向瓦伦西亚的一些中学派去

了第一批老师。在马德里，一些个人的机构和组织也帮助部分中学开设了中

文课程。 

2005 年以来，在马德里、瓦伦西亚、格拉纳达和巴塞罗那共开设了四个

孔子学院。马德里自治大学和上海复旦大学合作共同创建了马德里孔子学院。

瓦伦西亚的孔子学院是由瓦伦西亚大学与东北大学合作创建的。格拉纳达孔

子学院是由格拉纳达大学与北京大学合作创办的。巴塞罗那孔子学院则是由

巴塞罗那自治大学、巴塞罗那大学和亚洲之家四所单位合作的结果。巴塞罗

那孔子学院的特点之一是它同时还是一个基金会——孔子基金会。目前，所有

在西班牙的孔子学院都已运行并开设语言课程和各种类型的文化活动。 

在西班牙已存在一个中文教学老师们的组织——西班牙协会（AEPEC）。该协

会是在 2007 年的语言教学国家大会上引进并成立的。在 2007 年中国语言教

育的全国代表大会上，埃菲通讯社（Soitu, 2007）对格拉纳达大学张正权教授

和巴塞罗那自治大学周民康老师进行了采访。张教授指出在西班牙刚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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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教学还有许多工作要做，比如编写出好的教科书，改善教学方法和提高

教学质量。周教授重申为发展中文教育制定大学学习计划的需要并声明：“适

应欧洲共同框架的中文教学是我们走向成熟的基础，因为博洛尼亚进程为重

整我们官方文凭的学习计划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2．对外汉语教学课程大纲 

中国在 50 年代初开始汉语普通话的教学，学生来自世界各地，他们在自

己的国家或在中国，选择学习这种语言。学习一门语言的主要目的通常是能

够有效地使用它，但学习的原因还有其他很多：成为一名专业的语言人才；

把语言作为工作的工具，拓宽学习，提高文化或休闲水平。由于动机不同，

因此教授语言也有很多不同的方式和方法，以满足每种动机的期望和目标。

在中国学习汉语的学生，学习这种语言的原因不尽相同。为了使汉语教学规

范化，标准化和系统化，多年来，教育主管部门已经撰写了不同的教学大纲。

这些教学大纲影响了教材的编撰和出版，影响了评估学生的语言能力的考试

设计，影响了从 50 年代到现在为止老师使用的汉语教学方法。 

经过近十年的研究，80 年代末开始出现对外汉语教学的大纲。 1988 年，

出版了第一本，《汉语水平等级标准和等级大纲（词汇等级大纲）》。这个

大纲分为五个部分：教育水平，各级词汇分类，各级汉语语法分类和交际功

能的分类。这个大纲在对外汉语教学的历史中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是第一

次将对外国人的汉语教育系统化，该大纲为之后发布的教学大纲奠定了基础。

教材《现代汉语教程》和《科技汉语教程》就是遵循这个大纲的原则（张凯，

2006）。 

四年后，1992 年，国家汉办主持 HSK 考试，公布了《汉语水平词汇与汉

字等级大纲》。其次是《对外汉语教学初级阶段教学大纲》和《对外汉语教

学中高级阶段功能大纲》。两者都在 1999 年出版。在这两个大纲中出现了按

水平区分的语法结构，还伴随着可以帮助理解的例子，以及学生使用这些结

构时最常见的错误，我们认为这是为了使教师在讲解语法结构时更加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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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外汉语教学初级阶段教学大纲》前 11 页中指出了初级水平的目标，提

供了一个分为课时、周和主题的年度规划。必修科目与每一项语言技能对应，

选修科目有加强发音，汉字书写和口语表达。大纲将评估列入了规划。大纲

规定评估分三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只有一个语音考试，第二和第三阶段

所有的语言技能都要评估。第二和第三阶段对应的考试部分，在中国的大学

中通常在期中和期末进行。 

中高级汉语教学大纲根据不同的主题介绍词汇和语法结构：在不同的社

会环境下相互影响，表达意见，抒发情感，作出道德判断，发出命令或建议，

使用策略确保交际过程等等。大纲中没有介绍关于词汇和结构的教学方法，

也没有关于如何对学生进行评估的信息。 

2002 年又有三个大纲出版：《高等学校外国留学生汉语教学大纲—短期

强化》；《高等学校外国留学生汉语教学大纲—长期进修》和《高等学校留

学生汉语专业教学大纲》。第一个大纲对课程少于 6 个月（4，8 和 20 周）的

对外汉语教学进行规定；第二个大纲对学生在中国学习一至两年的汉语教学

进行规定，但可以不需要遵循规定的模式；第三个建立了汉语专业留学生本

科的教学大纲。这三个大纲有类似的结构，它们都描述了培养对象，培训目

标，教学内容，以学时、周、学期或学年来分的规划，教学的基本原则，以

及达到某一级语言水平的必须要求。强化或深入的课程分为三个级别（初级，

中级，高级），并各自又细分级别。这种水平的分级与 2010 年前 HSK 相似，

这在下一节中我们将看到。对比三个大纲，可以发现更加专注实用和具体任

务的是比较密集的大纲或短期课程的大纲。这里面包括详细列明每个阶段主

要学习和掌握的任务和交际情境的表格。描述的科目都与每一项语言技能对

应，使用手册的标题与课程的名称对应。在每个大纲结尾都附有一定的研究

内容，该项研究结果使教学大纲得以设计和发布。 

随着孔子学院在五大洲的建立和汉语教学不仅在大学而且在小学、中学

和私人学校的开展，汉语教学正在经历着变化并产生新的变化。鉴于这些事

实，国家汉办于 2007 年出版了《外语学习者汉语能力标准》，并在 2008 年



针对母语为西班牙语翻译专业学生的对外汉语阅读教学 玛丽卡门埃斯宾 

 

 

86 

出版了《汉语教学通用国际大纲》。在这两个大纲的编制过程中，有在国内

国外开展汉语教学工作的老师参与，值得注意的是，他们中的小部分具有外

国血统。 

通用大纲在设计时考虑到了外语教学的大纲和方案，以及不同国家（美

国、法国、德国、泰国、日本、加拿大和英国）的汉语教学情况。本大纲的

重点是语言技能的获得，并认为有四个组成部分来帮助获得它们：语言知识、

文化知识、策略的发展和语言的不同技能。大纲在《外语学习者汉语能力标

准》中介绍了技能的获得五个级别。 

应该指出的是，这个大纲用中文和英文双语出版。中文部分有 8 个附录，

英文只有 5 个附录，两者都包括编写大纲引用的书目。关于附录，我们要指

出的是，前五个都是相同的内容：外语学习的主题和范围，按照学科和学习

领域分的词汇和结构，对中国文化的学习目标和主题，活动例子和任务，语

法结构。附录 6，7，8 只有中文，包含了一个汉语发音的表格，一个有八百

个中文常用字的列表和一个 1500 常用词组的列表。 

这个大纲发布后出版的教材都是以该大纲的原则和指导为基础的。大纲

的第一个附录其内容是为了引导教师和教材的作者选取及确定教学主题，并

给与他们一些指导意见，如何根据学生的具体需求和学习水平来完成教学。

关于大纲目标的内容，我们将在本章下一节详细描述。 

2010 年中国国家汉办分级出版了《汉语国际教育用音节汉字词汇等级划

分》(GF0015-2010 年)和《汉语国际教育用音节汉字词汇等级划分—国家标准

应用解读本》。两者作为《汉语国际教育通用大纲》的补充。 

这两个大纲是音节、汉字和词语的分级列表。这两个出版物的基础是出

版于 1992 年的《汉语水平词汇与汉字等级大纲》，在此基础上这两个新大纲

的作者进行了扩大和修订，以适应这种语言教学不断变化的需求。为了完成

这一新的对音节、字符和单词的分类，大纲以很多不同来源的材料作为基础：

直到 2007 年发布的大纲、《现代汉语词典》（第五版）、来自各个领域的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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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包括新技术的文件等等。这些具体的来源信息可以查询大纲的前两页和

引用文献。 

这两个大纲都没有像新 HSK 口语部分一样将汉语水平分三个级别（参见

第三章，2.2）。根据这两个大纲的分类，初级水平结束时必须掌握 608 个音

节的发音并认识 900 个字和 2245 个词语；中级水平结束时要掌握 908 个音节

的发音并认识大约 1800 个字符和差不多 5456 个词语；高级水平结束时掌握

约 1071 个音节的发音和约 2700 个字符，10000 个词语。这些数字与新 HSK

的目标是一致的。 

总结本节，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在 2007 年之前发布的大纲与在此之后发

布的大纲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专注于教的过程和纯粹的语言知识，而

后者更侧重于学的过程，目标也不仅是获得语言技能，而是获得更多的全面

性的知识，如文化和跨文化交际的发展策略和语言技能。2007 年之后的大纲

与《欧洲语言共同参考框架》有更多的共同之处。 

2.1 目标与内容 

在本节中，我们列出对外汉语每个级别课程的总体目标。在下一章中，

我们将专注于阅读的具体目标。要描述的基础课程的目标和内容主要根据

《对外汉语教学初级阶段课程规范》（王钟华，1999） 和《对外汉语教学中

高级阶段课程规范》（陈天顺，1999），以及从 2007 年起出版的《国际汉语

能力标准》（2007），《国际汉语教学通用课程大纲》（2008）。 

这种选择有多方面的原因。前两个课程规范详尽地列出了对外汉语的教

学内容和目标，虽然在 2008 年又出版了新大纲，但是对于对外汉语的过渡时

期来说这两个大纲还是很到位的。后两个为新教材和新 HSK 的设计提供了一

个框架。此外，后两个大纲的内容和目标接近当时西班牙规定的外语教学及

翻译等级的汉语教学。 

这四个大纲的主要目的是建立一个指导世界各地汉语教学的框架，并帮

助进行规划、设计和根据不同水平选择组织内容。这些大纲的另一目的是建

立一个基础，来提供有关汉语教育的资源，以辅助这门语言的未来推广。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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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的目标是展示多种多样的内容以发展自然而有效地使用汉语的必要技能。

以发展技能为目标的方式只在 2008 年发布的大纲中出现。 

要发展使用汉语的这些技能，大纲列出了五个层次的内容，不仅包含语

言知识，还包含语言学习中的情感成分、学习策略、语言技能、文化知识。

大纲指出，分开掌握这些内容不能学习和掌握汉语，只有将它们相互关联起

来才可以。因此，大纲中指出追求学生的全面培训和发展的能力，在一个多

元文化的环境中使用语言的能力。 

大纲内容分为四大块，它们之间相互关联相互作用。第一块对应的是语

言技能，其中包括语音意识、词汇、语法、功能和话语。第二块包括文化知

识和跨文化的知识。第三块是与发展学习策略、情感、交际和跨学科、多元

化资源的使用相关。第四块是指语言的四种语言技能。 

在中国的汉语教学仍是分开教授语言技能。每个技能对应学习计划的一

个课程，无论是对外汉语专业的长期课程或短期强化课程。大多数语言知识

是在普通中文课上教授的，以前这叫精读课，现在是综合课。而各种策略的

发展则涉及所有课程，就如文化知识的获取一样。在中级和高级课程中，会

设置专门的中国文化课。 

a) 目标 

我们选择描述的目标结构是根据《国际汉语教学通用课程大纲》

（2008），我们谈到目标时将继续遵循该大纲的教学模式。这些目标与上述

四大板块——语言技能、文化知识、策略和语言技能互相关联。 

初级水平的总体目标是了解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的简单结构和词汇；重复、

背诵和准确地组词或句子；掌握基本的中国文化知识，提高对文化差异的认

识；提高对汉语的兴趣，并开始制定沟通、跨学科和资源使用策略的计划。 

二级水平的总体目标是了解与日常生活环境相关的材料，以及个人家庭

记录情况；能在这些问题上交换意见，并使用简单的词汇和结构进行描述；

掌握中国文化的基本知识，并注意到文化的多元性；提高对汉语的兴趣和学

生使用汉语的自信心；了解沟通策略，跨学科和资源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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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级水平的总体目标是了解个人日常生活环境和工作场所的相关内容，

在这些环境中能够使用更复杂的语法结构沟通，撰写短文；了解中国文化，

意识到多元文化的问题；准确使用汉语并对汉语表达表现出兴趣；有使用资

源、使用策略、交际或跨学科的知识。 

四级水平的目标是理解各学科论文的主题，把概述信息与具体信息区别

开来；连贯地谈论不同的主题；描述过去的情况，表达意见、解释和论据；

造出正确的学生熟悉主题的句子，撰写简单的文章；已经获得总体的中国文

化的知识；并能够使用不同的策略，以确保了解和沟通的顺畅。 

五级水平的总体目标是理解多种类型的包括专业的文件，能够区分一般

信息与特定信息，具有总结并分析这些信息的能力；能以自然、流畅、合适

的方式参与所有主题的普通或专业的交际；对汉语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并准确

使用；掌握所有的各种策略，并透彻了解中国文化及不同文化的特点。 

b) 内容 

在 2008 年出版的课程内容包括以下内容： 

- 语言内容：语音，文字和词汇，语法，句子结构，主题，话语类型和

结构。 

- 语言技能：一般和具体的（口头和书面理解、口头和书面表达）。 

- 策略内容：情感策略，交际策略，跨学科的策略，学习和利用资源的

策略。 

- 文化内容：综合内容，跨文化内容，全球意识和文化意识。 

在 2008 年以前公布的大纲中，上述内容的介绍对应不同的语言技能。 

然后，我们将对五个水平的内容做一个总结。我们将主要侧重于文化内

容和策略内容，因为，在阅读翻译的教学中文化内容和策略内容非常重要。 

关于语言内容，从拼音的识别和使用、笔画的识别和掌握以及部首和它

们被写入的顺序开始。词汇和语法结构以循序渐进的方式教授，具体内容跟

教授的主题有关。这些主题包括：个人信息，情感和态度，社会交往，日常

生活，学习生活，工作，生活，家庭，休闲活动，节假日，健康与体育，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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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和禁忌，旅游，交通，语言，文化，价值观，艺术和文学，政治，历史，

地理，科学和技术，全球化和环境，未来的计划，时事，教育，动物，植物

和自然现象。初级阶段的学习涉及到学生的切身环境问题，后面的阶段则涉

及更抽象的主题，需要论证观点和交换意见。在初级阶段，所有需要的只是

叙述或描述事件、人物或物体。  

对于文化内容，初级阶段包括作为口语理解和口语表达补充方式的中国

的礼仪和中国星座及其象征意义。 

2.2 评估: HSK 

诚如我们在先前章节所看到的，对外汉语教学从九十年代起急速转变，

全球学习汉语人数不断增长，有鉴于不同国家、年纪的汉语学习者不断上升

的需求，汉办在 2010 年订定了新的考试用以评估外国学生学习汉语的情况。 

汉办所举办及评鉴的测验是国际上唯一被认定的标准化工具，藉此评估

母语非汉语人士的汉语语言能力。目前有三种测验: HSK (汉语水平考试), YCT 

(新中小学汉语考试)以及 BCT (商务汉语考试)。 

HSK 检测外籍成人学生以及母语非汉语的中国少数民族成员的语言能力。   

YCT 检测母语非汉语的中小学生在校及日常生活的汉语能力。总共分四级，

取得第四级标准的学生应该认识约 600 生词，YCT 四级测验相当于 HSK 三级

与《欧洲语言共同参考框架（CEFR）》B1 的水平。 

BCT 系经贸商务汉语能力的标准化测验，包含了两种独立的测验：一为听

力及阅读的理解测验，二为口语及写作的表达。该测验分五种不同水平，对

应于母语非汉语人士的国际汉语能力标准的分级。到了该测验的第五级，学

生们应该拥有 2500 至 5000 个词汇量，并且能满足商务活动的汉语交际需求。 

在本章节，我们以 HSK 为主题，因为这是针对成人以及全球学习汉语的

大学生的测验，与我们的论文和阅读教学有关，我们把焦点聚集在阅读测验

的章节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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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以汉办在其官方网所公布的资料﹑张凯 (2006) 与刘珣 (1997) 以及汉

办所出版的 HSK 考试大纲 (2009,2010) 作为我们论述及分析这项考试的基础。 

汉语水平考试 HSK 已有 28 年的历史，1984 年成立了 HSK 汉语水平考试

研究小组，该小组的负责人为刘英林，小组的研究目的是为了制定考试的模

式﹑主要特性﹑目标及用途，同时也需要决定及系统化考试的内容及结构，

换而言之，以便未来若有需要修订时有所依据。在 1985 年 6 月有 300 名学生

首次参加了部分考试，1986 年至 1989 年间，HSK 研究小组分析了若干用以评

估语言知识与试题形态的方式，1988 年订立了考试试题模板与评分标准，

1989 年 3 月在北京语言学院(现今北京语言大学)设立了汉语水平考试中心，

1990 年该领域的专家审定了 HSK 汉语水平考试（初中等），1993 年 HSK 汉语

水平考试（高等）通过了审定，1997 年 HSK（基础）通过了审定。在 2005 年

有 120 个国家举行了 HSK 考试，2010 年起开始在所有等级的考试中施行新汉

语水平考试 HSK，在 2009 年仅有 HSK 一级与 HSK 二级采用新汉语水平考试

HSK。 

关于 HSK 的特点，我们将其分为两个时期来论述，一为 1984 年至 2010

年，二为 2010 年至现今阶段。 

a) 从 1984 年至 2010 年 

1984 年至 2010 年间，HSK 一共分为三个不同等级：基础﹑初中等及高等

并以此分为 11 个级别，在基础等级里分第一级﹑第二级﹑第三级；在初中等

等级里分了第三级到第八级；在高等等级里分了第九级到第十一级。总分计

算标准在基础等级里，总分为 0 到 300 分；在初中等级里，总分为 0 到 400

分；在高级等级里，总分为 0 到 500 分。在基础考试里至少必须达到 100 分

方可取得证书；在初中级考试里至少必须达到 152 分方可取得证书；在高等

考试里必须达到 220 分方可取得证书。 

下列表格为汉语水平考试 HSK 的等第级别﹑相对应习得生字与词汇量以

及所获得相对应的《汉语水平证书》。 

 



针对母语为西班牙语翻译专业学生的对外汉语阅读教学 玛丽卡门埃斯宾 

 

 

92 

等第 分数等级 总分 词汇与汉字数量

(概略数量) 
证书等级 

HSK(基础) 

1 100-154 
汉字: 600 

词汇: 1000 

基础《汉语水平证书》C 级 

2 155-209 基础《汉语水平证书》B 级 

3 210-300 基础《汉语水平证书》A 级 

HSK(初中等) 

3 152-188 
汉字: 1600 

词汇: 3000 

初等《汉语水平证书》C 级 

4 189-225 初等《汉语水平证书》B 级 

5 226-262 初等《汉语水平证书》A 级 

6 263-299 
汉字: 2200 

词汇: 5000 

中等《汉语水平证书》C 级 

7 300-336 中等《汉语水平证书》B 级 

8 337-400 中等《汉语水平证书》A 级 

HSK(高等) 

9 280-339 
汉字: 2800 

词汇: 8000 

高等《汉语水平证书》C 级 

10 340-399 高等《汉语水平证书》B 级 

11 400-500 高等《汉语水平证书》A 级 

图 7。1984 年至 2010 年汉语水平考试 HSK 水平表 

各级 HSK 考试的标准﹑汉字数﹑词汇数及语法结构在以下大纲有所叙述: 

《汉语水平词汇与汉字等级大纲》(2001)，《汉语水平等级标准与语法等级大

纲》 (1996) ，《汉语水平考试（基础）﹑（初中等）﹑（高等）大纲》(2009). 

汉语基础考试总共分三部分：听力理解﹑语法结构以及阅读理解。通过

HSK 基础考试的一般要求为：已具备 100-800 学时的汉语学习及认识约 600 个

汉字，能满足日常生活交际需求，能理解简单句子以及能够表达简单的意思。

在阅读理解部分主要是能够在短篇的故事里﹑说明文章内找到具体的信息，能

够说明文中大略内容，理解文中词汇和句子的含义，这些试题与其他部分的测

验一样，都是选择题。在第一部分为填空题，考生需在四个可能选项中选择恰

当的答案；第二部分的测验，考生在阅读考题文章后续以作者意图或题旨选答

或选出一个句子，与第一部分的测验一样，每题有四个可能选项可供作答。 

汉语初中等考试共有四部分：听力理解﹑语法结构﹑阅读理解以及综合填

空。通过 HSK 初中等考试的一般要求为：已具备 400-2000 学时的汉语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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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约 2000-2800 个汉字，换言之，约莫掌握了 2000-5000 个词汇；能够在不

同的社会﹑工作及学术语境里进行交际活动，能够了解日常生活及学生所熟悉

事物的谈话及文章﹑能够理解报章杂志﹑广播﹑电视的主要题旨。在阅读理解

部分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考生必须用同义词取代划线部分；在第二部分，考

生在阅读文章后需按作者的态度及意图或文中的词汇含义或词语作答。与 HSK

基础考试一样，HSK 初中等考试的题型为选择题，考生需在在四个可能选项中

选出正确的答案。 

汉语高等考试共有五部分：听力理解﹑阅读理解﹑综合表达﹑作文以及口

试。通过 HSK 高等考试的一般要求为：已具备至少 3000 学时的汉语学习，能

满足任何社交或职场语境的汉语交际需求，能理解演讲及篇章题旨并简述﹑分

析题旨，能够依文章不同以合适的语速念诵文章。关于汉语水平高等考试阅读

理解部分与前述基础﹑初中等汉语水平考试一样共分为两部分，在第一部分有

四篇各约 700 字且形式﹑主题各不同的文章，每念完一篇文章需回答三到四个

问题，这部分的问题不是选择题而是开放性的问题，这项评估的主要目的是检

测考生阅读速度及对文章里所用词汇的理解程度。该阅读理解测验的第二部分

的文章约有 500 字，也是主题与形式各异的文章，题型为选择题，用以检测考

生是否理解文章主旨、阅读材料的逻辑关系以及判断作者的态度及意图。 

b) 从 2010 至现今阶段 

新版汉语水平考试 HSK 于 2010 年面向全球，新版 HSK 考试的主要特点是

提供六个等级不同的笔试及三个级别不同的口试。根据汉办的介绍，新 HSK 的

六级笔试与《欧洲语言共同参考框架(CEFR)》的六个级数相对应。因此，HSK1

级考试可对等于欧洲语言共同参考框架的 A1 程度，HSK2 级考试可对等于欧洲

语言共同参考框架的 A2 程度，以此类推，HSK6 级考试相当于欧洲语言共同参

考框架的 C2 程度。在本章节我们不讨论欧洲语言共同参考框架，因在为本论

文第五章第一节关于西班牙翻译培训教育框架里对于欧洲语言共同参考框架有

所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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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汉语水平考试的六个等级也和汉办在 2007 年所制定的《国际汉语能力

标准》有所关联。参加制定能力水平标准化分级的研究小组成员是来自五大洲

的大学汉语教师，其中大部分为中籍也有极少部分的外籍教师。该文件的主旨

是为学生在交际活动中所应具备的汉语语言能力及知识提供说明。因此制定者

们在国际汉语能力标准分级的介绍里，试图参照其他语言的能力分级标准，以

沟通能力作为教学及学习过程中的重点，注重学生使用汉语的方式，反映汉语

专有的特性。标准首先对语言能力作通盘的描述，之后将语言能力分为口语及

写作能力，之后依照语言技能分等：听力理解﹑口语表达﹑阅读理解及作文。

除此之外，该文件除了纯粹性的语言问题以外，也考虑到了其他会影响沟通过

程的因素。这些对在欧洲从事汉语教学的教师有所助益，因为这是第一次触及

到欧洲标准，我们在论文第五章会看到还有许多的相关课题尚待完成，以及许

多的领域尚待研究。 

国际汉语能力标准分为五项能力等级，第一级对应于新 HSK 考试一级，第

二级对应于新 HSK 考试二级，第三级对应于新 HSK 考试三级，第四级对应于新

HSK 考试四级，第五级则对应于新 HSK 考试五级与新 HSK 考试六级。 

新汉语考试 HSK 一级是针对学习汉语六个月，上课频率为每周 2 到 3 小时

掌握了约 150 个词汇以及能用所学语法结构有限度的谈论自己与周遭环境的学

生所设计。关于书写能力，能够认得汉字，以及有关个人信息及日常生活情况

的短语，此外能够以书写形式回答很简单的问题。 

新汉语水平考试 HSK 一级包括两部分：听力测验和阅读测验，关于阅读测

验不再是选择题，阅读测验的题型为搭配与图片有关的汉字﹑搭配问题与答案

﹑填选词汇完成句子。测验总分为 200 分，至少必须取得 120 分才能达到合格

标准。 

新汉语考试 HSK 二级是针对学习汉语六个月，上课频率为每周 2 到 3 小时

掌握了约 300 个词汇的学生。学生必须能够就本身日常生活事物进行简单直接

的交流才能达到该标准。考生的阅读能力足以让考生在与日常生活话题相关的

篇章里找到凸显的信息。考生能够以简单的词汇回答简单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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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新汉语水平考试 HSK 一级一样，新 HSK 二级考试包括两部分：听力测验

和阅读测验。测验的题型有：搭配试题上的句子与图片中的活动﹑搭配词汇完

成句子﹑依文中信息指出约两行概括的内容是否正确或错误以及搭配问题与答

案。测验总分为 200 分，至少必须取得 120 分才能达到合格标准。  

新汉语考试 HSK 三级是针对学习汉语一年半，上课频率为每周 2 到 3 小时

掌握了约 600 个词汇的学生。在这个级别学生可以理解关于人际及工作方面的

交际内容，并且能简单叙述与日常生活相关的主题。在阅读与书写方面必须能

够完整提供个人信息﹑回答简单的问题以及下简单的指示﹑必须能够阅读与日

常生活﹑工作或学习有关的篇章，并且知道文章内的主旨及特定的信息。 

新 HSK 三级考试包括三部分：听力测验、阅读测验和书写测验。从本级测

验开始，在听力测验及阅读测验里加入了选择题。阅读测验分为三部分，第一

部分为搭配答案与问题，第二部分为句子填空，第三部分依据句子里或两行短

文里的信息回答问题。在这些问题里有三个不同的选项，学生必须从中选择正

确答案。测验总分为 300 分，至少必须在这三部分中取得 180 分才能达到合格

标准。 

新汉语考试 HSK 四级是针对学习汉语两年，上课频率为每周 2 到 3 小时的

学生。在这个级别学生可以理解关于人际及工作方面的交际内容，除了教学用

文章以外还能够阅读简单且真实的文章，能从文章里摘取一般及切确的信息，

能够从所读或所听取的语料中做记录，同时也能够描写叙述一般主题并且以简

单却结构完整的句子描写过去的经验。 

与新 HSK 三级考试一样，HSK 四级考试分三部分：听力测验、阅读测验、

及书写。阅读测验分三部分，从 HSK 四级开始不再使用搭配图片及句子与汉字

的试题，现在开始评估的是词汇的含义、若干句子里的逻辑关系以及从文章中

找出一般及具体的信息，因此试题采用填空题、填选试题所给的词汇、重整句

子使其成为有意义的篇章以及阅读 30-120 字的短文回答问题。这些试题都有四

个可能的选项，考生须从中选择正确答案。测验总分为 300 分，必须至少取得

180 分才能达到合格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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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HSK 五级考试是针对学习汉语两年以上，掌握约 2500 个词汇的学生。

为达到合格标准考生必须能阅读不同类型的文章，其中包含报章新闻及了解电

视和广播内容，并且能以适切充分的汉语，在任何语境中表达，同时，必须以

适切的、正确的书写叙述叙事及论说类型的文章。 

在 HSK 五级考试里也分为三部分：听力、阅读及书写，考试试题与旧版

HSK 高级考试十分相似，所有的考试为选择题，每题都有四个可能的选项。在

阅读测验第一部分必须完成四篇各 150 字的文章；第二部分考生需选出较适合

文章大意的句子，文章字数约为 100 字，约有十篇；第三部分必须根据文章所

提供的具体信息回答问题，约有五篇 400 字的短文。快速的阅读速度及处理信

息是正确完成该阅读测验的关键，学生有 45 分钟的作答时间。 

新 HSK 六级考试是 HSK 最高等级的考试，对象为掌握约 5000 词汇的考生，

考生们能轻松、自然且流利的在任何交际活动中表达，并且能掌握不同的语境，

同时可以书写不同类型以及一般或专门主题的文章。 

新 HSK 六级考试同样的分三个部分：听力、阅读及书写。所有的考题为选

择题。阅读分三部分，第一个部分每个考题有四个句子，必须选出在语法、句

型或词汇上使用有语病的选项；第二部分为选词填空；第三部分为阅读文章回

答问题。第三部分有五篇最少字数 400 字以上的短文，然而大部分文章都很长。

快速的阅读及快速的处理信息是正确完成阅读测验的关键；阅读测验中学生有

50 分钟作答。 

在书写测验中，使用阅读项目作为试题工具，首先，考生必须阅读一篇约

一千字的文章然后摘写约 400 字的文章摘要。 

如同我们在本章节开头所提过的，新汉语水平考试 HSK 口试分为三个等级：

初级、中级、高级。初级相当于新 HSK 一级与新 HSK 二级笔试，中级相当于新

HSK 三级与新 HSK 四级笔试，高级相当于新 HSK 五级与新 HSK 六级笔试。考试

合格的标准在先前的段落里业已叙述。 

新汉语水平考试 HSK 口试（初级）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必须重复所听

到的信息，第二部分为回答问题，第三部分考生需要十分简短的诉说一个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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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时间为 17 分钟，考试总分为 100 分，需正确的回答百分之六十的试题才

能达到合格标准，获得相对应的证书。 

在此级的考生，为了考试合格需能够理解对话内容及其朗诵语速缓慢，

简单描述日常生活的简短谈话；考生能够用简单的语法结构、词汇对已知主题

做表达或交换意见。 

同样的新汉语水平考试 HSK 口试（中级）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与

HSK 初级口试一样，必须重复所听到的信息，第二部分考生需要描述两张图片，

第三部分为回答问题。学生每题的作答时间为两分钟，考试时间为 14 分钟，

考试总分为 100 分，至少需取得 60 分才能达到合格标准。 

通过本级测验的考生可以了解一般主题的谈话及演讲，认识文章里所要表

达的主要意义，使用简单的语言描述不同的情况。可以用基本的交际技巧进行

沟通，除此之外能够恰当的、明确的表达意思，可以描述过去的情境以及简单

的讲解交代事物。 

同样的新汉语水平考试 HSK 口试（高级）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考生

必须重复所听到的信息；第二部分考生需要大声的朗诵一篇文章；第三部分考

生回答两个问题。学生每题作答的时间为两分半，考试时间为 24 分钟，与前

述两个级别一样，本级测验总分为 100 分，取得 60 分可达到合格标准。 

为了达到合格标准，考生须大声朗读文章，并依文章调整语速、语气，能

够知晓在正式或非正式的交际语料里自然的、轻松的及流利的表达自己，并且

在关于具体或抽象的叙事文、描述文中运用合适、正确的方法发音朗读。从

2009 年出版的对外汉语教科书是针对新汉语水平考试 HSK 所设计，其内容题目

与新汉语水平考试所用的形式相同。如同我们在第五章将见到的，在西班牙学

习翻译的学生，结业时所习有的汉语学时，可以报考 HSK 四级或 HSK 五级与

HSK 中级口试。 

我们以新汉语水平考试笔试、新汉语水平考试口试、国际汉语能力标准及

欧洲语言共同参考框架(CEF)与每级所认识的词汇量相互对应，作一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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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SK 笔试 HSK 口试 
国际汉语能力

标准 

欧洲语言共同

参 考 框 架

（CEF） 

词汇量 

HSK（一级） 
HSK（初级） 

一级 A1 150 

HSK（二级） 二级 A2 500 

HSK（三级） 
HSK（中级） 

三级 B1 600 

HSK（四级） 四级  B2 1200 

HSK（五级） 

HSK（高级） 五级  

C1 2500 

HSK（六级） C2 Mínimo 5000 

图 8。 HSK 对应表 

3.对外汉语综合材料的描述及分析 

目前汉语教师可以使用的教科书种类繁多，这些教材是多年的教学经验

和研究成果的总结。虽然二十一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中国已经开始为特定目的

而出版汉语教材，但大部分都是针对母语为非西班牙语的学生，并且是用于

一般汉语教学的书籍，没有专门为母语为西班牙语的翻译专业的学生编写的

汉语教材。 

本节的目的是提出一个针对从上世纪 50 年代以来直到今天出版的对外汉

语教科书的研究，以及开展一个关于现在教学者所拥有的材料如何适应我们

所处的教育环境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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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研究的目标 

这项研究的目的是收集和分析中国汉语教师借以开展工作的汉语教科书，

研究导致其发展的各种因素之间的关系，从而评估最应该投入的最适合教育

环境的是什么材料，材料是否需要以及接受程度如何。 

本研究主要有两部分。本章介绍的是第一部分，分析对外汉语所使用的

材料。接下来第四章介绍第二部分，专注于专为阅读理解教学的材料，因为

我们相信，书面文本的理解是翻译的基本技能的培训，并且需要专门的方法

和材料。 

3.2 语料库的选择和数据分析工具 

因为不可能分析和描述市场上所有的对外汉语教科书，所以我们选择了

25 本（见附录），其中包括在中国、美国、新加坡和西班牙出版的包含此材

料的汉语手册。在选定的 25 个标题中有些被分为几卷，尽管我们所有章节都

经过分析，但附录引用只出现其中之一。这个选择是考虑了中国大学里教授

外国学生汉语最广泛使用的教科书，中国规定的对外汉语语音分析的材料，

巴塞罗那自治大学翻译学院教对外汉语使用的教材，以及至今为止在西班牙

出版的汉语教材。 

这 25 本教材通过各种写作、口语和听力的特定目的方法来教中国语言和

一般的文化。其中有些教材包含所有的语言技巧，反之，有一些只教授其中

一部分内容。 

这些材料的时间跨度有 60 年，从 1950 年刚开始在中国开设对外汉语，

直到 2010 年我们结束整个语料搜集过程。所有要分析的材料以 10 年为一组。

作为分析的工具，我们利用该模型表如下（图 1），并已设计考虑到以下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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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序号  

书名  

作者  

出版年份及地点  

编辑  

补充材料  

语言理论  

技巧  

方法  

评价  

图 9。数据收集表 

表格序号，作者的名字和书名仅仅是具体的数据，没有进行统计分析。

以下数据考虑进统计分析： 

a) 作者的来历。 

b) 书籍出版日期、地点以及出版商。 

c) 书籍的补充材料、完善手册内容的学生用书或者用于指导教师和学生如何

取得最大效果的材料。 

d) 作者沿用的语言概念是特定的还是引用的。 

e) 他们教导的及手册希望巩固的各方面的汉语技能，虽然传统上认为语言技

能是听力、阅读理解、口语和写作，但在本节中，根据从各个不同方面教

授汉语的教科书中收集的数据，我们认为应适当补充语法/语言用法写作

以及字母的识别和写作。 

f) 作者通过手册提出的外语教学的方法。同语言学理论一样，本节收集的方

法某些情况下是教材上明确提到的，而另外一些则是我们推断出的。 

g) 不包含在任何上述几节提到的信息中，但作者认为相关且在教科书目录结

构中指定学生应该学习的部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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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介绍的章节中在排除文件日期的因素后通过统计产品与服务解决

方案软件（SPSS）得到结果。整个排除和分析的过程还与社会学家进行了合

作。在开始进行分析之前我们已经建立了统计产品与服务解决方案软件

（SPSS）的变量属性，每个变量都有定义和一个特定的名称。在我们的研究

中都处理为定性变量，只有除了出版日期被认为是一个定量变量。 

3.3 数语分析和讨论 

就如第三节指出的一样，语料库分析的样本是 25 本书籍，分析的依据是

上表中所排列的每个项目的信息。 

在分析了书籍作者的数据后，我们看到，72％的教材作者国籍是中国，

12％的作者是外国国籍，16％是外籍华人作者（图 10）。 

 

 

图 10。作者国籍分类 

从出版地看，68％的教科书出版地在中国，12％的出版地在西班牙，其

他国家有 20％（图 11）。事实上，我们的样本中在西班牙出版的手册数量是

穷尽性的（截止到 11 年），不是抽取的代表。在任何情况下，此信息与其他

的统计结果不相关。 

中国国籍 

72% 

外国人 

12% 

外籍华人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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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手册出版地的分类 

从出版时间看（图 12），1950 年和 1960 年之间出版的只占 4％，因为此

区间只有一本书。在 1961 年和 1970 年之间没有书，使得这个范围内没有代

表。 1971 年到 1980 年之间也有 4％的样品有确切的出版日期。在 1981 年和

1990 年，有 24％的代表。在 1991 年和 2000 年，有 14％的代表。大部分的

样本是在 2001 年至 2010 年最近十年找到的，占总样本的 53％，我们可以看

到，绝大部分比例的出版物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逐渐增大直到今天。 

 

图 12。手册出版时间的分类 

中国 
68% 

西班牙 

12% 

其他国家 

20% 

4% 
0% 

4% 

24% 

16% 

52% 
(1950-1960) 

(1961-1970) 

(1971-1980) 

(1981-1990) 

(1991-2000) 

(20001-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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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技巧看（图 13），在中国出版的书籍，其中对技巧进行了分别的研究。

对技巧以一种综合的方式进行研究的书籍是在中国以外的地方出版的。书中

出现得最多的技巧是口语表达。我们发现 25%的手册或书籍都是精读和口语

表达方面的，书面表达的占 20%；阅读理解和泛读占 18%；样品中有 4%是关

于写作和字母识别的；语法和语言结构的研究是在所有手册上都或多或少有

所涉及的技巧。 

 

图 13。手册包含的培养技巧 

关于补充材料，一本书可以有一个以上类型的材料，因此，下面列出的

材料并不相互排斥的（图 14）。86％的手册有一些音频材料支持，12％的有

视听材料。只有 12%的样本书籍配有教师用书，其中的 8%是在中国出版。中

国出版的书籍都在简介中包含有一个关于每节课应该学什么内容的时间节点

的简短指导，这些书的精读都是基础水平；样本书籍有 8%配有拼读课本和阅

读课本，样本书籍的 32%配有练习；12%的样本有在线课，样本中仅有 5 本没

有包含任何补充材料。 

阅读理解 
18% 

书面表达 
20% 

听力 
23% 

口语 
25% 

发音 
5% 

语法 
5% 

字母输入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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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补充材料的类型 

从语言理论基础看（图 15），所有样本手册的 66％以结构主义为基础，

15%以认知主义为基础，15% 以建构主义为基础，另外的 4% 以一些语言学理

论为基础。在 72%的材料中，语言理论基础并不是很明确，在另外剩下的 28% 

中则是明确的。那些理论基础明确的材料都是在中国以外的地方出版的。 

 

图 15：语言概念的类型 

这些样本教科书所采用的方法（图 16）有 45%的比例是语言音频，有 18% 

采用语法翻译，有 6% 通过完成作业，3%是传统方法，9%是认知的方法，18%

的用交流的方法，还有 3% 是直接的方法。 

盒式录音带 
15% 

CD  
24% 

DVD 
6% 

教师用书 
4% 

拼音 
9% 

课后练习 
15% 

阅读 
4% 

口头练习或语音 
6% 

教学指导 
2% 

在线课程 
6% 没有材料 

9% 

传统的 
0% 

结构的 
66% 

认知主义 
15% 

建构主义 
15% 

社会互动的 
0% 

其余

一些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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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本手册中使用的教学方法 

同语言理论那一章节出现的一样，超过 56% 的手册中的方法是通过我们

推断得到，剩下的则在手册的介绍中有所指出。100％的抽样手册，主要是针

对成年人，这其中大部分是大学生。 

这些材料的分析结果显示，目前最大比例的汉语教学教科书主要还是在

中国出版并且由中国教师开发。在国外出版的教材仍然只占总数很小的比例，

也没几个作者是来源跟中国没有关系的外国人。 

最开始投入对外汉语教材编著出版的是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前身为北

京语言文化研究所或者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北京大学出版社和汉语教学出

版社。现在其他出版社如高等教育出版社和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开始出版

对外汉语教材。这两个出版社和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就出版了为母语为西班

牙语的学生学习的教材。最近一本教材是在二十一世纪最近一个十年间出版

的。 

我们分析的教科书，大多遵循结构主义对语言的认识，教学内容都是从

最简单的开始到最复杂的结构，都使用听说法，而且很少出现综合技能教学，

而是对各种技能分别进行训练。这与欧洲的教材有很大的区别，那些把各项

技能综合到一起的教材都是国外出版的。最近十年中国也开始出版综合性的

教科书，但是这些教科书通常都在国外使用。 

传统的和语法翻译
18% 

行为主义 
3% 

语言音频 
43% 

基于完成任务的 
6% 

认知的 
9% 

交流的 
18% 

直接的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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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境外出版的教科书都附有一个教学指导书，通常是教师用书的形

式，或者是详细介绍本手册的目标、要学习的技能、手册使用的方法和起草

手册的基础理论的介绍。 

在西班牙出版的教材参考欧洲共同语言参考标准的指导方针，比在中国

出版的书籍更有针对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汉语第二外语教材的出版始于九十年代，其目的是

为了满足各国学生学习汉语的需要。 

关于辅助教材，通常教科书都附有独立于语言技能之外的有声教材。在

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出版的精读形式教科书如《现代基础汉语手册》或《实

用汉语课本》也都附有汉字习字本及练习题本。通过对教科书的分析，我们

确认在海外出版的教科书都附有教师用书或教师指引手册，而中国境内出版

的教科书绝大部分没有教师用书和教师指引手册，作者一般只在前言里十分

简洁地说明教科书的单元架构，此外有些教科书附有练习题解答以供教师及

学生参考。 

大部分经过分析的教科书偏重于语言结构，也就是关注点十分传统，以

语言的内部结构为基础，特别强调语法结构。虽然词汇以及语音也十分重要

但语法才是基础。在选择及编排教材内容的时候作者通常不遵循具体的理论，

而是从实用及难易度的角度找寻一种实效的方法来选择编排教材。当他们选

择语法点的时候会考虑到结构的复杂性、学习的难易度及其用途。学习的复

杂程度与结构的复杂性有直接的关系。语法结构是否被纳入教材往往凭作者

主观的认识，仅在少数情况下作者会考虑到使用教科书的对象——学生。当教

材被编写出来并翻译成其他语言时，只原封不动地翻译了教材中的知识点，

却没有考虑到应该依照学生所来自的国家以及所使用的语言适当地作文法解

释及文化上的修改。 

中国出版的教科书，重视情境或日常生活议题并且顾及沟通，目地的是

培养学生的口语表达能力。这类教科书所提供的范例及所使用的练习都具有

突出的上下文连贯性。语法、词汇等等是从选定的情境里衍生出来的。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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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往往考虑其复杂性、学习的难易度及其出现频率，因为同样的情境可以

有许多不同的语言表达方式。教材所选择的语境通常包含了具体的操练，例

如：看病、购物以及饭店订位等等。关于生词的介绍，中国教科书的通则是

紧接在每篇新课文后附上生词表。国外出版的教科书生词表通常放在单元结

尾或教科书最后而不是放在每课课文之前或之后。所有在中国出版的及大部

分在国外出版以中文作为外语的教科书中的课文生词都考量 HSK 里的字汇使

用频率，并随着教科书等级的上升生词的数量也逐渐上升。 

在中国出版的教科书虽然按照可以自学的方式编排，却还是以教师为主，

其目的是让学生在不同的单元记起特定的内容，因为大家认为如果学生能够

将其记忆起来便会知道如何使用它。 

经过我们的分析发现国外出版的教科书其重心在学生而非老师，教科书

成为学生获取知识的帮手。所学习的内容不仅限于语言结构及文法，而且延

伸到社会文化层面。美国及新加坡出版的是一般性的汉语学习手册，着重于

各项语言技能的发展并且以对汉语有兴趣的读者作为出版对象。西班牙出版

的教科书里《Hanyu-西班牙语学习者版汉语》 及《Gracias-谢谢》是针对普通

大众所出版的一般语言教科书，《翻译汉语》顾名思义则是针对翻译专业学

生或是以中文为专业语文从事东亚研究的学生们。 

经过分析我们发现，中国境外出版的教科书作者明确指出语言理论以及

所使用的教学法及书本编排的缘由。西班牙出版的教科书偏向于建构主义教

学法，美国出版的教科书聚焦于认知教学，但这些教科书也都考虑到功能性

及认知性的原则。作者根据这些聚焦点并且考虑到沟通功能及在学习手册情

境里的学习需求挑选教科书的内容。以建构主义和认知教学为指导原则的教

科书认为学习是螺旋性的，新观念的习得经由复习与所学内容结合构成了学

习；以结构主义理论为基础的教科书认为语言学习是线性的，是由新的结构

及需要而记下的生词所累积而来的。 

在中国所出版的教科书很少会附有详细解释课本目标及内容的教师手册，

练习题的解答随书附在学生用书后面供学生想自学的时候使用。在这些教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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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里也很少会出现能够增进其他语言技能的习题。总体而言，课程目标就是

把课本教完，而不考虑学生的接受程度。每个部分所投入的时间，如同我们

提过的，都经过精确地计算，并在学生用书的介绍里明确指出。而且很常见

的情况是教师只用自己仅有的一本教科书，没有教学参考书。 

中国出版的教科书及国外出版的教科书最重要的不同在于中国的教科书把

语言技能区分开而外国的教科书并非如此。在中国，学生在大学学习一学期

或一学年，其课程安排为一周 18 或 20 个小时，根据程度的不同，有 6 或 8

小时的精读﹑2 小时的写作﹑4 小时的口语练习﹑4 小时的听力练习以及 2 到

4 小时的略读或阅读理解课。由于语言技能的传授是分开来教的，教科书也就

根据课程的安排分别出版。如果是密集或短期课程，教学安排则是分为略读

以及口语练习并且使用能让学生快速上手的教科书。 

在西班牙、美国及新加坡的大学里每周汉语授课的时数约为 3 到 5 小时，

这样的情况下在教授语言课程时会把所有的语言技能整合起来，因此需要整

合性的教材以符合其教学结构。 

中国的教科书以精读课本为主，听力课本、阅读理解课本、口语课本及

写作课本则尝试强化在精读课本里已经教授的内容，然而不是每次都能达到

这样的目的，尤其是口语课本，因为在口语课本里有新的语言结构及生字与

精读课本毫无关系。 

大部分中国出版的教科书有一项特质，那就是较为简朴并且缺少图片，

倘若在某些情况中出现了也是与课文﹑词汇以及文法解释没有必要性关连的

图片。 

我们的教育背景是西班牙的大学，有些在开始本科学习之前已经掌握了

至少一门外语的学生，想要当翻译而学习汉语的学生，还有那些有限的时间

内提升竞争力和技能使他们能够开展活动的人。因为语言教学受欧洲共同语

言参考标准的规定，本课程的重点是通过语言表达理解、互动和传播、能使

他们提升自己的词汇、语音和语法的活动来培养交际能力。所有这一切都要

从具体的活动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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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通过前面的章节发现一个结果：手册使用的基本的认知和结构，大

部分主要是针对非讲西语学生设计的。不过，二十世纪最后十年不管是国内

还是国外出版的一些汉语教科书都开始发生变化。 

从 1981 年出版的西语版现代基础汉语手册直到八年前，仅仅出版了使用

英语、法语、韩语或其他语言文字和文化进行语法解释的汉语教材，而没有

西班牙语。目前，前面的章节提到的中国出版商在和一些外国出版商出版了

一些西班牙语版的汉语手册。但是，只把解释翻译过来是不够的，更重要的

是让讲西班牙语的学生能够接受书上的内容。 

有些作者已经认识到学习者接受内容是非常重要的，因此从 2004 年开始

市场上出现了针对讲西班牙语学习者的教材——《今日汉语》 (Liu,2003), 《新

版汉语教材（西班牙语版）》  (Li, 2008),《Gracias-谢谢》  (Mata,2009)或 

《Hanyu-西班牙语学习者版汉语》(Costa, 2004)——所有这些书都是服务于一

般的汉语教学而不能服务于特定目的的汉语教学。 

汉语翻译的教学属于特定目的汉语教学的范围。汉语对学生来说都是第

二外语或者第三外语。教学目标是为了让学生在第一周期的学习中掌握必要

的语言能力来面对整个第二周期的直接翻译(Civera, 1996)。我们只找到了一本

这样特定目的的教材——《翻译汉语》(Casas et al., 2007)。北京语言大学出版

社从 2001 年开始为外国人出版了英语、日语、韩语的反向翻译的教材，但没

有出版培训翻译人才方面的教材。 

在这些简要介绍之后，我们知道教学时选择教科书可以有以下几种情况：

有一个可能性是不选择任何现成已出版的教材，而是自己制作适合我们教学

组织需求的教材。这种方式会比较理想，因为我们会得到我们需要的东西，

但是也可能实施起来比较不切实际，因为需要大量的时间做大量的工作。另

一种教科书我们认为是更好的选择，它可以很好地调整我们的教学/学习过程，

并且用能够实现我们目标的补充材料来完善这个过程。我们建议选择一本集

成了所有技能的书，这样第一个周期结束时学生可以达到能用汉语积极开展

日常生活所有情境的水平。90 年代国外开始出版，2000 年中国也开始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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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尽管在某些方面还有不同，但它的理论基础和方法开始更贴近我们的教

育体系，还通过其他补充材料加强学习早期的阅读理解。需要注意的是，翻

译专业的学生三年级必须开始直接翻译，为了达到这一能力，教师应该在一

二年级时为他们打好成为好的阅读者的基础，并教给他们能帮助他们阅读和

理解用实用汉语编写的文章的阅读技能和阅读策略。 

4.总结 

在本章我们陈述了在中国与西班牙的汉语教学情况，我们描述了界定高

等教育及公私立学术中心汉语教学的课程计划，我们也说明了世界普遍使用

的检测汉语水平的工具——HSK 测验，我们谈论并分析了以汉语为外语学习的

教科书。 

直至不久之前，在西班牙所使的用汉语教学基础仍然是与中国一致的：

使用中国所出版的书，大部分的汉语教师来自中国。这意味着语言理论、学

习观念、教学方法以及教科书没有调整成适合母语为西班牙语学习者的教材。

如同我们先前在教科书分析中所看到的，除了在 1981 年所出版的《现代基础

汉语手册》以外，一直到九十年代尚未出版其他适用于母语为西班牙语学习

者的教材。而新出版的教材，仅将文法及词汇部分翻译成西班牙语，却没有

针对西班牙语裔学生的需要在内容及教学方法上作适度的修改。我们所做的

教材分析在本章将作为中文为外语的阅读教学–学习教材分析的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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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对外汉语阅读教学法 

中国的阅读教学与推广关系十分密切。从新中国成立后，政府采取措施，

提升国民文化水平，其中一项就是阅读推广。这促使了阅读教学研究的发展，

起先研究面向中国学生的阅读教学，而后，随着外籍人士对汉语的兴趣增加

进而开始研究对外汉语的阅读教学。 

这一章我们先回顾在中国阅读思考及推广的研究历史。接着我们聚焦于

中国的母语阅读及对外汉语的阅读教学，最后，我们再分析这些目标及方法

是如何在课程大纲及培养阅读能力的教科书里反映出来。 

1. 阅读的思考与研究 

如果没有中国五千年历史及三千年经典阅读的历史熏陶，当代中国阅读

不复存在。（曾祥芹，1999）阅读研究最早奠基于孔子，孔子早在他的时代

便将阅读的过程系统化，他认为阅读是能够最高程度理解知识、文化及社会

的工具。自孔子以降，中国历代无不关心阅读。 

中国当代阅读研究始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大学之门重开对其有一定的助

益。这项研究与推广阅读的目标有十分明确的关系，尤其在初期曾受到外国

研究的影响。八十年代海外已将阅读当做一门显学，在教育及心理学界对其

都有所研究。二战后阅读研究迅速地在欧洲、美洲与日本发展。从 1981 年起

在中国出版了包括 Maugham, Fadimah, Schopenhaur, Adler 与 Van Dores 的研究

结论的书籍。 

由于很难直接参考初期阅读研究学者的作品，这让统计整理其贡献的工

作难以顺利实施。韩雪屏 (2000)将当代阅读研究分为三个阶段： 

a) 从七十年代末期至八十年代中期 

这阶段出版了关于母语阅读及发展技巧的相关书籍。这些书籍的目的是

为了增进阅读及说明阅读的优点；提供阅读方法及从阅读中习得的技巧；列

举经典文章及提供海外关于该内容的理论及研究。 

b) 从八十年代中期到八十年代末期 

探究研究方法以及技巧发展，对阅读学科进行反思。在这十年间，阅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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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受到其他学科的影响如：社会学、艺术、心理学及生理学。如：社会学、

艺术、心理学及生理学。这表示理解文章的过程不仅影响语言层面，也影响

到了社会、心理及生理层面。 

“阅读学”一词开始被使用，是这十年间非常重要的一个事件，换言之阅读

开始被当做一门学术学科，成为正式的研究领域，可以发展出相关理论，中

国的阅读研究在这十年间奠基。 

c) 从九十年代到现阶段 

与汉语对外发展的研究相同，这十年是多产的年代，也出现了关于阅读许

多方面的书籍：搜集重要著作与作家的导引、说明如何阅读的书籍以及该学

科的专业书籍。 

从 2000 年开始，除了母语阅读研究以外，也开始了对外汉语的阅读研究

并且开始发表文章出版书籍，以说明外国人在汉语阅读上所遇到的困难。这

些文献对于论文的完成十分的重要，因为我们认为它奠定了阅读教学的研究

基础，在本论文后附的参考书目里能够找到这些文献的资料。 

我们想强调的是，迄今完成的研究结果，在规范母语阅读教学及对外汉

语阅读教学的课程大纲、相关教科书及评价学生阅读理解力的评估工具三方

面均有反映。 

韩雪屏(2000) 认为中国阅读研究一开始就把重心放在五个领域上：a) 构

建及更新框架，设定研究范围，确立研究方法，使阅读研究成为独立学科；b) 

制定有助于研究的技术；c) 关于幼年、青少年及成年不同阶段其阅读技巧习

得之阅读研究发展； d) 有益于推广阅读工具的创造：文化活动、图书馆的建

造及拉近阅读与群众距离的创作；e) 中国的阅读历史。  

在中国引领阅读研究的官方负责单位有中国文章学研究会、中国阅读学

研究会、阅读研究中心、中国图书评论学会以及中国图书馆学会。 

a) 中国文章学研究会：创立于 1983 年，其目标为提供中国文学研究的园地、

促进该领域专家的合作以完成严谨的研究、促成与海外专家的合作、为大

学中心研制教科书、出版学术杂志《文章学》且面向专家阅读群同时也面

向普遍读者推荐文学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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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中国阅读学研究会：创立于 1991 年，为该学科研究组织中国写作学会之

成员，其主要目标为提供有素质的阅读研究以及拉近阅读与中国国民的距

离。为此完成了下列工作：设计推广阅读的活动、规范在不同阶段的阅读

教学、促进母语阅读及对外汉语阅读专家的合作、订定研究基础纲领以及

对其进行更新以及推广阅读刊物的创作。 

c) 阅读研究中心：创立于 1988 年，为全国中学语文教学研究会的成员，其

目标为结合全国所有汉语教师，以推广阅读研究及实验，敦促中学阅读教

学的改革并且协助提升该阶段中学生的阅读水平。 

d) 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创立于 1989 年，是一所评鉴出版机构工作及出版刊

物相关研究品质的单位。 

e) 中国图书馆学会：创立于 1979 年，致力于图书馆工作的标准化以保证文

献的保存及阅览。 

看过中国不同时期的阅读研究、其主要目的以及规范这项研究的负责机

构之后，在下一节我们将探讨在中国的阅读教学。 

2. 阅读教学在中国 

和阅读研究的例子一样，阅读教学的其中一项首要任务就是提升教育水

平及文化水平(韩雪屏, 2000)。其措施共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于五十年代开

始，其中包含了一项五年计划的设计，该计划修改了教育体系、与用来教育

新中国第一代学生的科目与教学方法。从 1977 年开始随着高考制度重新启动，

遂开始在青少年间推广阅读。第二阶段从八十年代初期伴随着有益阅读活动

的氛围开始算起，例如在 1982 年在上海的一些政府机构组织了有关阅读的活

动并且设立了一个委员会，其主要目的是引领市内读者，出版一系列的书籍

用以当做推广阅读活动的一部分(《上海市振兴中华文化读书活动推荐书目》)。

在 1983 年，依照上海范例，制定了一个全国的五年计划，第一年有 29 个省

份参加，到了 1984 年新的活动在三千万人的参与下完成，此外全国很多单位

开始成立研究小组致力于阅读推荐及阅读研究。在接下来的十年间全国的阅

读协会，通过竞赛或在工作团体里设图书阅览室的方式，持续巩固中小学阅

读，如上海或江苏的家庭阅读竞赛，或上海部队阅览室的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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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提升人民教育水平及推广阅读，中小学的汉语课做了一系列的变更。

其中有一项改变与阅读有直接的关联，这也意味着放弃了对传统文章的选择，

并在大纲里加入了现代作品及篇章用以帮助学生的阅读理解。这项改变与中

国文章研究及其类型有紧密的关联。 

2.1 汉语母语阅读教学 

与西班牙一样，阅读学习的实践在中小学教育阶段。依照教育标准，当

学生结束中学学习时，应能成为专家读者。 

小学阶段 (从六到十一岁)的语言教学目标如下: 掌握拼音、认识 3000 个最

常用的汉字并且会写会念并至少理解 2500 个字的含义、能够正确使用原子笔

及毛笔;会使用字典，掌握两种查词的方法，拼音法和笔画法、获得阅读的兴

趣，阅读并理解文本内容、能流利的讲普通话，并能大声的用正确的语音语

调朗读文章、掌握阅读速度，尤其是在默读中、背 150 篇小短文或课文片段、

用合适的表达方式来写文章，汉字书写正确并且会使用阅读室及图书馆。 

   识字是先于文本理解学习的，在课程中会确定每个周期学习汉字的数量。

而一个优秀阅读者其阅读理解力的判定也是先从他所认识汉字的数量开始的。

“如果一个人掌握 560 个最常用的汉字，常使用的 807 个汉字，和偶尔使用的

1033 个汉字，共认识大约 2400 个汉字，那就能理解普通主题的，白话文中的

99%的内容。” (张熊, 2000:25). 

  在小学初期教育与阅读技巧有关的工作是识字与阅读理解：教学生 1800

个汉字，不过仅需会写其中的 1200 个，掌握基本的部首及笔画顺序，使用字

典教学及理解与日常生活有关的用语的含义，练习默读：旨在对文章内容进

行思考，并且习得足够的视觉技巧而不借助其他工具如手指，同时也练习大

声朗读，以期习得正确的声调及表达方式。最终目标是理解改编给儿童阅读

的文章、背诵三十首诗歌及认识文本中所使用的标点符号与其用途。 

跟前一个阶段一样，小学中年级仍然是认识汉字及阅读理解，在本时期

的目标是：从不同文章里认识 2500 个汉字及其用法，会写约 2000 个汉字，

会在字典里运用拼音及笔画顺序找寻资料，在学习过的文章内容里找寻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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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持续练习默读，以便于思考课文及提高阅读速度，以及大声朗读，以获得

适当的表达方式和语调。最终目的还是理解改编的课文及默背诗歌三十首。 

在小学高年级则延续识字与阅读理解的工作，小学毕业时学生应该认识

与书写 3000 个汉字，能理解及念出 2500 个汉字。关于阅读理解的部分借由

默读练习来阅读及理解改编课文。 

关于初中义务教育及高中教育的阅读教学目标，其注重阅读理解胜于生

字的习得。依旧练习大声朗读及默读。建议使用约 500 字的短文作为阅读课

文。阅读课文完毕后， 学生必须能够说明内容并且描述主旨。同样必须能够

在课文或句子中分析词汇的运用及功能。在这阶段，需要阅读、背诵、吟咏

古文4,以便能够更近一步理解古文，能够使用现代汉语翻译古文。另外的目标

是习惯阅读报刊文章，养成阅览报刊文章及翻译文章的习惯。 

在高中三年，阅读教学仅偏重于一般文章及专门文章的阅读理解。其目

标为理解文章，整理并了解题旨，复习语法结构的运用及特殊词的用法；将

古文译成现代汉语，加强工具书的使用，以提升阅读理解能力并且每学期阅

读两本中国文学名著。 

在开始谈论对外汉语阅读教学之前，我们认为汉语母语阅读教学是很重

要的，因为其理论及基础为对外汉语阅读教学提供了研究根基。 

2.2 对外汉语阅读教学 

 对外汉语阅读教学的主要工作 (江新, 2008; 孟繁杰, 2006; 彭志平, 2007; 张

金桥, 2008;  周小兵, 2005, 2008)与本论文第一、二章所介绍的基础理论及教学

模式是一致的。 

由于其各级所练习的题型与 HSK 章节所谈论的内容及该章第三节所谈论

的教科书一致，在本节我们不谈论阅读教学的练习。 

在本章节我们聚焦于对外汉语阅读教学目标及内容的叙述，该叙述系根

据《国际汉语教学通用课程大纲》(2008) 及《对外汉语教学初级阶段课程规

范》(王钟华, 1999) 与《对外汉语教学中高阶段课程规范》(陈田顺, 1999)而来。 

                                        
4 在课程大纲里的一项附件中列了必须学习的古典篇章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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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汉办（2007）制定的最新分级，我们把目标及内容分五个级别说明。

根据前述说明，第一级与二级和初级相符，第三与第四级和中级相符，最后

一个层级，高级，也就是第五级和新版 HSK 的六级相符合。 

初级目标包含了认识拼音、数字、打招呼及人物介绍用语。关于阅读理

解的部分，学生们应该能透过图片及相片阅读简单的文章及标志。 

 第二级的目标是能够认识拼音及句子与短文里的常用汉字。在该层级里

所采用的课文有对话、标记、图、表格及列表。关于信息的理解，则期望学

生能认识其中的一般信息并能截取确切信息。 

 为达到这两个层级的目标，阅读课程分成三个部分：发音教学及认识汉

字教学、课文中出现的语法结构教学以及阅读教学。 

 完成了这两个层级，据估计，学生能够借助字典理解课文的一般内容，

能够开始熟悉不同的阅读策略及不同类型的阅读，借此能够分辨文中切确信

息及一般信息。 

第三级的目标是关于日常生活活动、学校、个人基本资料阅读及找寻特

定信息。该层级里的课文包含书信、留言及短信、电子邮件、叙述及对已提

及的信息的说明。 

第四级的目标是叙述类与说明类课文、日常生活、学生生活及职场对话

等的阅读理解，以及摘取这些文章的一般及特定信息。 

在这个阶段的阅读课程也分成三个部分：引导阅读、默读及对课文的思

考与解释。在开始进行阅读之前，通过引导阅读，让学生思考文章的问题以

及如何使用不同的策略及工具解决问题。默读则试图提升学生的阅读速度，

及专注于部分或全面的文章理解，课文内容的思考及解释则是为解释词汇及

语法结构而设计，梳理在文章中出现进而影响文章理解的文化部分，促进及

保持阅读兴趣，增进阅读理解文章所需要的能力（识字及理解其文中意义、

认识文章结构及文章连结点），以及验证学生对文中信息的理解程度。 

第五级所注重的目标是叙述、说明及科普类文章的阅读、理解及分析。

这些文章包含抽象语言、成语及谚语。在高级阶段注重的是：提升阅读速度，

促进带有语言修饰的长篇文章的略读能力，并且根据文章的类型及读者的目

的采取不同的阅读方法，掌握不同的阅读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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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刊文章的阅读从中级开始导入。在中国的阅读学习里，一般文章与报

刊文章的阅读总是分开的，因为普遍认为阅读报刊文体需有一定的语文掌握

能力，已经发展的阅读技巧以及认识目的语的社会现况及国俗文化。因此，

无论如何，对外汉语或一般语言的专业课程里，该科目独立在一旁，拥有独

立的纲要。报刊文章阅读有助于学生其他语言技巧的习得及文化知识的扩展。

(张和生, 2007b) 

如同我们先前讲的，在学生尚未完成初级水平的时候，不该开始这种训

练。在中级，则试着让学生熟悉中国媒体所常用的词汇、用法及结构；认识

中国媒体的种类及其特点，并且发展不同类型文章的明确的阅读技巧。在高

级程度则巩固这些知识及加强从中级程度开始发展的阅读技巧。在学习规划

里，关于报刊文章的教学并没有明确指出哪些是必要的发展能力及策略，但

我们可以推定这些技巧与必要的能力和 2008 年出版的教学大纲所提到的，以

及在第三章第二节所提到的是相同的。 

起先报刊文章阅读只有用专门为此目的而设计的教科书，问题是这些教

科书不更新内容，主题随时间转移也早已过时，学生对其丧失了学习兴趣。

有鉴于此，于是有时会以师生所选的文章作为补充教材。一般情况下，沿用

那些对该类型文章的词汇及特有结构已做系统整理的教科书，同时也保证主

题及词汇的更新。补充教材文章来自于已刊登的报刊文章及电子媒体。 

与一般文章阅读一样，报刊文章阅读的教学依然考虑到了引导阅读，教

师找到词汇及报刊文章特有的结构以及从文章上所设计的问题，然后与学生

讨论如何将其解决。一般师生单独或一起阅读文章，然后借由活动来确定学

生对文章上所表达的信息是否理解，最后学生根据文章提出意见及疑问与教

师讨论，教师则负责解决问题，凭借这样的方式试图保持学生的兴趣。 

根据本章节所提到阅读课的目标及内容，我们推论现在使用的读书方法

是综合性的方法，其所希望陪养成的专家读者是一位已经认识该语言，换言

之是能认识汉字，理解词汇和语法结构及必要的文章结构以便快速无误的阅

读文章，同时也了解全文的读者；能根据文章上所取得的信息以不同的方式

阅读文章并掌握在本论文第一章第二节所提及的各种文体。我们的观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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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07 年以前出版的教学大纲里关于阅读没有提及能够帮助阅读理解、认字、

保持兴趣的策略发展，但 2007 年后出版的则有。 

3. 对外汉语阅读教学中的材料：描写和分析 

在前面的章节中，我们介绍了普通语言教材的分析结果。本节，我们将

介绍对外汉语阅读教材研究的结果。附录 II 有采用的数据的卡片，概念图和

对样本的社会学分析。 

3.1 研究目的 

这项研究的目标是收集和分析教授翻译的汉语教师使用的用来帮助学生

阅读中文的教科书；研究导致其发展的各种因素之间的关系；评估什么材料

是最适合的，并是否能被教育环境所接受。 

3.2 语料库的选择和数据收集工具 

因为我们不能对所有中国市场上的对外汉语教学阅读教材进行分析和描

述，本章, 我们选取了 33 个样本（见附件二），其中包括中国、美国、新加

坡和西班牙出版的教材。跟前面的章节一样，这种选择考虑到了在有对外汉

语教学的中国大学中最常用的教材，在中国被选为培训教授对外汉语教师的

分析材料，巴塞罗那自治大学翻译系教汉语的教材和到现在为止在西班牙出

版的汉语教材。 这样选择的教材有两种类型：仅仅用作阅读教育的教材和综

合所有技能的教材。后一种教材我们只分析阅读理解的部分。 

作为数据收集工具，我们利用该模型表如下（图 1），并已考虑到以下变

量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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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序号 
 

书名 
 

作者 
 

编辑 
 

出版年份及地点 
 

书籍类型 
 

补充材料 
 

语言理论 
 

阅读教育方法 
 

使用的阅读方法 
 

练习类型 
 

文章类型 
 

评价 
 

图 17。数据收集表 

表格序号，作者的名字和书名仅仅是具体的数据，没有进行统计分析。

以下数据考虑进统计分析：  

a) 作者来历。 

b) 书籍出版日期、地点以及出版商。 

c) 书籍类型：普通类型或者纯阅读类型。 

d) 书籍的补充材料、完善手册内容的学生用书或者用于指导教师和学生如何

取得最大效果的材料。 

e) 作者沿用的语言概念是特定的还是引用的。 

f) 阅读教育方法：指出教材中使用的方法是特定的还是引用的。 

h) 使用的阅读方法：按照第一章对阅读的分类方法，指出教材所使用的阅读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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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作业类型：就像我们第一章提到的，很多作业都可以实现提高阅读水平，

这节我们就会指出教材中都有哪些作业。 

j) 文章类型：指出教材中包含的文章类型。 

k)   评论：不包含在任何上述几节提到的信息中，但作者认为相关且在教科书 

目录结构中指定学生应该学习的部分等。 

3.3 数据分析和讨论 

接下来介绍的章节中在排除数据日期的因素后通过统计产品与服务解决

方案软件（SPSS）得到结果。在整个排除和分析的过程中我们还与社会学家

进行了合作。在开始进行分析之前我们已经建立了统计产品与服务解决方案

软件（SPSS）的变量属性，每个变量都有定义和一个特定的名称。在我们的

研究中都处理为定性变量，只有出版日期被认为是一个定量变量。 

就如第 3.2 节指出的一样，语料库分析的样本包括 3 本书籍，包括一些根

据排除了每个标签信息后定性的变量。 

在分析了书籍作者的数据后，我们看到，76％的教材样本作者国籍是中

国，6％的作者是外国国籍，18％是外籍华人作者（图 2）。 

 

 

 

图 18。作者国籍分类 

从出版地看，76％的样品出版地在中国，6％的出版地在西班牙，15%的

在美国出版，其他国家的有 3％（图 19）。 

 

中国籍 

76% 

外籍 

6% 

外籍华人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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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教材出版地的分类 

 

从出版时间看（图 20 和图 21），图 20 可以很明显看到有三年出版数量

较多，如果我们注意看日期，能看到是 1999，2004，2009 年。如果对出版时

间以 10 年为一组，1989 到 1999 年出版的教材占到 33%， 从 2000 到 2010 的

教材占样本的 67%。这样的结果跟我们对教科书的分析（参见 III，3.3）的结

果一致：出版比例最高的是 90 年代以后。 

 

图 20。出版时间百分比       

中国 

76% 

西班牙 

6% 

其他国家 

3% 

美国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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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每十年间的出版百分比 

从补充材料看（图 22），样本的 45%有某种形式的补充材料，55%的没

有。 

 

图 22。补充材料 

关于任意教材所含补充材料的类型（图 7），没有一个教材是既没有答案

或练习也没有词汇表的。需要注意的是有些教材的练习答案是最后才出现。

词汇表是跟课文一起介绍。而对那些在目录中列出方法的教材，指出必须在

开始阅读课文之前学习那些方法。这种内容的组织显示，它遵循自下而上的

阅读教学模式，因此有必要知道文章最小的单位，然后再阅读它的全部。 

29%的教材配有 CD 或 MP3，21%的有练习，17% 的是教师用书，14%的

有 DVD，10%有在线资源，5%的有拼音，2%的有磁带，另外 2%的是录音转录。

33% 

67% 

(1989… 

有 
45% 没有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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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那 21%配有练习题的教材属于我们只分析其阅读理解部分的包含综合技巧

的教材。其他的阅读教材自己本身就是一个练习，通过可以研究语法和该语

言用法的普通性语言来补充教材。 

 

图 23。补充材料类型 

从语言的理论基础看（图 24 和 25），所有样本手册的 40％以结构主义

为基础，30% 以认知主义为基础，6% 以建构主义为基础，另外的 24% 以其他

一些语言学理论为基础。在 79% 的材料中，语言理论基础并不是很明确，在

另外剩下的 21% 当中则是明确的。 

 

图 24。阅读概念的类型 

从语言教育方法看（图 25），显示了没有一个教材使用分析的方法，而

是 42% 使用概括的方法，58% 使用结合的方法。42% 的教材明确说明了所使

用的方法，而 58%没有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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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阅读教育的方法 

 

通过这些教材可以学到不同的阅读方法。其中 27% 使用泛读，27%综合

阅读，22% 的细读，11%的快读，7% 朗读，5% 的消息性阅读，还有 1% 的是

精读。样本中曾包含扩展性阅读教材，它的目的是为了能够理解文章的信息，

练习不同类型的阅读，因此扩展性阅读的比例很小，以至于现在这种类型的

阅读更多是用在学习语法规则和文章单词的用法上。 

 

 

图 26。阅读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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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选用文体看，分析的教材中有 31%的文章是记叙文，17% 的说明文，

16%的对话，15% 的议论文或说明文，13% 是解释性的和 8% 是新闻性的 (图

27)。 

 

 

 

图 27。文章类型 

从阅读任务看 （图 28）， 有各种各样的方式，我们将之分为两组： 文

字的识别和优化阅读速度的任务，和阅读理解的任务。100% 的教材都要进行

阅读理解的训练，但只有 72.7% 是只包含阅读理解，另外的 27.3%则是两者兼

备。第一组最常开展的活动是把拼音和文字结合起来，识别文字部首或与它

的意义联系起来。 

在阅读理解的任务中最常用的是选择真假或多选题练习，其次是填空，

回答简短的开放性或封闭性问题，用文中的信息和定义填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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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8。阅读练习 

这些教材的分析结果明显显示，出版地和作者的国籍是紧密相连的。大

部分作者是中国籍，他们编制的所有教材都是在中国出版。西班牙作者和外

籍华人作者编著的教材则在中国以外出版。这些数据都是从普通语言教材中

分析得来。 

我们也发现了出版地和补充材料之间的联系。我们发现所有在中国以外

出版的教材都配有补充材料，与此同时并不是所有在中国出版的教材都配有

这样的材料。  

我们发现占主导地位的语言理论基础是结构主义；在这种理论基础下发

行的教材都是在中国出版，并且既不解释这个语言理论也不明确方法。在中

国以外出版的教材都要说明语言理论基础并使用认知主义理论或者建构主义

理论。理论基础的明确性总是更多植根于建构主义、认知或组合式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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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看到结构主义和方法之间的关系，以概括居多，只有一种情况是相

结合的方法。在我们的研究中，以认知理论为理论基础的教材中，有 8 种的

阅读教学方法是结合的方法，只有 2 种是概括的方法；以建构主义为理论基

础的教材我们发现只用了结合的方法。也就是说认知理论可以与两种教学方

法相联系，而建构主义理论只与一种方法相联系。 

通过对教材的分析，我们发现阅读是否与其他语言能力结合有不同的操

作。在对翻译者的汉语教学中更倾向于把它结合起来。反之，在中国高等教

育本科外语教学中更喜欢把各种语言技能分离开来，分别对应不同的专业科

目：精读，听力理解，口语，阅读理解（泛读）和写作。精读教材，是所有

课程的核心，其他课程围绕精读教材展开。北京语言文化大学编辑出版的教

材中的介绍有详细的说明。 

4. 总结 

在本章我们先解释和分析了中国的阅读分析及推广。之后我们分析并描

述了阅读教材。我们认为中国在 50 年代开始了非常重要的阅读推广，但是到

80 年代阅读的研究才开始正常的发展，90 年代关于阅读的专家论文增加得很

快。  

在这一章中，我们回顾了阅读的历史背景和阅读在中国的推广。然后我

们关注了中国的汉语母语阅读教育和对外汉语阅读教育，还分析了这些目标

和方法是如何反映在课程和教科书中用于提升阅读技能的。  

我们的结论是，虽然从上世纪 50 年代开始推广阅读并在这方面进行研究，

但是直到 70、80 年代才开始定期出版这方面的书籍和文章。而且直到 90 年

代致力于这项研究的作者和出版物的数量才大量地增加。  

在中国，阅读教学的大纲都是以老师为中心，也可以说是以知识的传授

而不是学生的学习为主。大纲量化了学习的特性和结构。学习的课程都附带

列有学生应该学习的单词表和语法结构的附录。 

在中国，外语阅读的教学目标跟这章所写的汉语母语阅读的教学目标是

一致的。从这里可以推论，学习概念和学习方法对于中国学生和外国学生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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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是一样的。就像我们在第五章会看到的，这样的情况可能会对概念水平、

方法论和课程造成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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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针对母语为西班牙语翻译专业学生的对外汉语

阅读教学 

Cassany（2010），学习一门语言意味着获得进入这个文化的各个领域的

钥匙，获取可以让我们整理意识、促进和扩大我们沟通关系的能力、分析我

们的世界并参与这个世界以增强我们的个人安全感、增强我们在不同环境中

活动的能力、促进沟通，关系和参与。 

当翻译专业的学生学习一门新的外语后，将获得一个能让他们对一个新

的社会和环境进行认识、分享和参与的新钥匙。当他们学习使用这种新的语

言进行阅读时将获得通向书写这个语言的路径，而这一直以来是人类从外部

世界通向内心世界的文字密码，以此了解他们是如何看待他们周围的世界及

如何归纳他们的想法。 

阅读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学习工具：阅读书籍、报纸或我们可以学习的人

类知识的任何学科的文章。但这个文字密码的获得也需要较高的认知技能的

发展：反思，批判性思维，意识等。学会有效率的阅读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帮

助思维持续发展（Cassany, 2010:189）。Cassany 列出的所有这些认知能力对

于培养翻译专业的学生并帮助他们、开发他们，使他们成为称职的翻译是很

有必要的。 

自 1975 年以来到现在为止教育观念的进展也影响了外语教学。上世纪 80

年代，他们采用了基于行为主义教育观念的传统的听说法，90 年代，选择了

更多的认知方法，本世纪初优先采用交际的方法和建构主义教育概念。 

正如这篇论文的简介中已经提到的，第二语言教学中的阅读教育对于翻译

培训是非常重要的。翻译研究可以有不同领域：产出、结果和过程。我们要

尝试研究的是过程，特别是其第一阶段，主要是阅读和原文理解。 

在本章，我们将分别给出翻译、翻译过程和翻译能力的定义。同时，我

们会看到阅读如何与翻译过程结合起来，以及对于译者的阅读理解教学的目

标是什么。最后我们讨论对翻译专业选择汉语作为第二外语学习的学生可能

的阅读理解的教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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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翻译专业教学框架 

西班牙的外语教学是由不同的机构和机构法规规定的：欧洲语言教育委

员会、西班牙教育部、自治区政府教育厅，这些单位具有教育权力并拥有自

己的根据上述单位指导的教育机构。这意味着，在西班牙的小学、高中、大

中专院校、民办学校或培养工人的公司，采用的教学方法是根据并适应不断

变化的社会需求来实施和升级。选择一种方法，不是取决于一个老师的决定，

而是取决于它所处的教育环境。 

1.1 洲高等教育体系 

欧洲高等教育体系（EHES）的创建是一个诞生于欧洲各国政府之间的政

治协定的过程，获得了大学和学生联合会的支持，旨在以灵活的方式改编大

学制度。这个过程协调了各个教育系统，同时也尊重文化的多样性和大学的

自治性。构建欧洲高等教育体系(EHES)表明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对大学学习目

的的了解方式以及学生和老师在教学过程中的角色。因此涉及到一个深刻的

教育教学改革，这反过来又导致了大学学位的改革。 

这一进程始于 1999 年签署的“博洛尼亚宣言”，包括欧盟 27 国加上挪威，

瑞典和冰岛，后来又有其他 15 个国家加入5。、这一举措的背景是，伊拉斯

谟和莱昂纳多发现欧洲的计划允许超过一百万的欧洲学生在原籍国之外的国

家进行学习，但也表明教育系统之间存在的不一致以及在其他欧洲大学继续

课程的困难。 

欧洲高等教育体系的目标是提高教育质量，以确保欧洲的竞争力。为了

实现这些目标，该体系采取了 6 项举措： 

1. 采用欧洲文凭补充制度来建立易于阅读和对比的文凭体系。 

                                        
5欧洲高等教育体系国家：阿尔巴尼亚，德国，安道尔，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奥地利，比利时，波斯

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保加利亚，捷克共和国，塞浦路斯，克罗地亚，丹麦，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西

班牙，爱沙尼亚，芬兰，法国，格鲁吉亚，希腊，匈牙利，爱尔兰，冰岛，意大利，拉脱维亚，立陶宛，

卢森堡，马其顿，马耳他，摩尔多瓦，挪威，荷兰，波兰，葡萄牙，英国，罗马尼亚，俄罗斯，塞尔维

亚和黑山，瑞典，瑞士，土耳其，乌克兰，梵蒂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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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采用三个阶段体系，学士学位，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 

3. 实现一个共同的学分体系。 

4. 促进大学的学生、教师和行政人员的流动性。 

5. 促进欧洲合作，保证质量。 

6. 推动欧洲必要的高等教育的规模。 

欧洲高等教育体系在 2010 年建立。自创建以来，其实施后，每两年召开

一次由部长组成的监督小组6负责的高等教育实施目标的评估会议，并设置接

下来需要实施的步骤。 

2006 年有人提出了两个建议：西班牙的大学教育组织的建议和大学学士

学位及硕士学位发展纲领的建议。2010 年，基础学科分支的研究文件作为这

些指导方针的附件被提出。这些文件塑造了新的评价制度：欧洲学分体系；

灵活的、有组织性的本科和研究生及以上学位的结构；作为文凭补充的描述

性文件。 

欧洲高等教育体系建立了一个涉及大学教育改革的新的教育理念，就是

以建构主义和有意义的学习方法为基础。改革的主要目的之一是使知识转化

成显性的和功能性的，使它们能够成为有效的应用性的知识。 

教师和学生在四个方面发生了深刻变化：第一方面跟目标有关，知识的

获取与技能的获得；第二方面，对每个角色的影响，教和学的显著对比；第

三方面，涉及到教师，关系到教学的质量和对创新的认可；最后，是在组成

移动性大学中获得的新角色。 

传统的大学教育的目的一直是知识的传播，通常通过教师授课进行。在

学期或学年结束时，通过让学生记忆大量知识的考试进行评估，没有更多的

体现。博洛尼亚进程促进大学教育教学改革，旨在获得技能，以及获得解决

具体的根据专业领域而不同的问题的能力。这里指的技能被理解为，能整合

一个领域的知识原理的能力和把知识应用到实践的能力，加上评估和证明自

己行动的能力。而不是传统的教育目标即在任何时候创建行为惯例或习惯。 

                                        
6  欲了解更多关于部长组成的监督小组可以查读：
http://eees.universia.es/documentos/ministros/index.htm 
 

http://eees.universia.es/documentos/ministros/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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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不同层次的能力是改革的一个关键点。这个定义给出了不同程度的

特异性：学习、学历及课程。每个具体级别对应不同的责任部门：政府教育

主管部门，开设专业的大学和教师。为了使技能的定义更简单，创建了«都柏

林描述»（Dublin Descriptors）。«都柏林描述»在 2005 年通过。它们是普遍知

识和相关能力评估的阐述，代表每学年周期结束的评价。它们分布在五个不

同的领域：概念性的知识，知识的运用，作出判断的能力，沟通能力和学习

能力。它们不是具体的学术的或专业的，不是描述性的也不是绝对的。«都柏

林描述»只是提供了一个宽泛的框架，教师对学生进行评价时，应该在具体专

业背景中进行详细描述，并且描述内容应该与每个专业的目标和能力一致。

每个学士、硕士和博士，已经在学术实践中具备了描述的技能。  

《都柏林描述》中所描述的拿到学士学位必须要有一个领域的研究和知

识，其基础是获得普通中等教育的知识和认知。本科的知识水平是以先进的

教材为支撑，但也来自对这方面知识的先进研究。学生应该学会将所学知识

运用到他们的工作中，并通过建立解决方法来展示获得的技能。他们也应该

能够分析并判断信息以及能对社会本质、道德伦理或科学相关的问题作出反

应，并同样地能向科学家和普通人传递信息。最后他们必须发展必要的技能，

以期继续更高水平的自主教育。 

在这些描述的基础上，学生只有具备以下条件，才能结束学业获得硕士

学位：其以本科阶段为基础的知识已经被扩展和提高；有能力将已有的半生

不熟的知识扩展成新知识或拓展所学领域相关联的多学科背景下的新知识；

学会整合知识并根据完整和不完整的信息得出意见，包括社会和伦理方面的

思考；学会以清晰明确、毫不模糊的方式与专家类接受对象或非专家类接受

对象沟通结果、原因和知识，最后使他们发展出以自我为导向的继续自主学

习的技能。只有达到这些条件学生才能获得他们的硕士学位。 

要获得博士学位，学生必须能够系统理解特定的研究领域，掌握与该领

域相关的研究方法，构思、设计、实施和采用严谨的学术性的研究过程。他

们还必须自主完成研究，并尽可能使其一部分在国家或国际水平的出版物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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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发表。他们还必须能够批判性地分析、评估与合成新的和复杂的想法，能

够向专业领域的公众和和非专业的公众传播他们自己领域的知识。最后，必

须能够在一个以知识为基础的社会里，学术和专业的环境下，促进社会和文

化的发展。 

欧洲高等教育体系教育改革的另一个关键点是对教学和学习的看法，或

者换句话说，对教师和学生的作用的看法。大学教育的目的对于学生更多的

是技能的发展，对于老师是知识的传播；这样一来，学生变成了对学习积极

和负责任的主体。这个目的从学分包括上学时间和课外时间的成果两部分可

以反映出来。这就需要重视学生在课余时间的活动，老师也需要建立一个以

指导这项工作的体系。 

所有上述信息都应该受到重视，因为它直接影响到西班牙翻译人员的汉

语教学，因为这也是包含在欧洲高等教育体系之内的。在本章的第 4 节中，

我们将讨论这些变化如何影响中国大学的汉语教学。 

1.2 欧洲高等教育体系资格框架 

2005 年通过了欧洲高等教育体系的总体资格框架，这个框架成为了组成

欧洲高等教育体系的国家合格框架建立的基础。这个框架包含三个阶段，本

科、硕士和博士，并伴随着一个学历承认的总体框架，这就允许特定的资格

评价可以与总体框架联系起来。 

国家资格框架包括所有教育系统的资格评价，以及它们是如何相互关联

的。国家资格框架描述了学生应该知道、了解并能够做到的东西，即合格所

需的学习成果。框架更加注重在教育方法或过程中有规律的连续性的学习的

结果。这些框架还详细说明如何从一个资格评价体系移动到另一个教育系统

内。  

欧洲高等教育体系的资格框架在学历认同发展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尤其是对于学生和用人单位的学历资格承认起到了促进作用。 

采纳资格框架分两阶段进行。首先 2005 年针对欧洲区的普通资格框架的

欧洲高等教育体系获得通过，第二阶段 2010 年每个国家的高等教育按照该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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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框架运行。总体资格框架设置的标准比较宽泛，每个国家根据自己的具体

情况细化该框架，并直接影响本科、硕士和博士体制，制订这些阶段各学科

教学指导的发展。 

欧洲高等教育体系资格框架7的建立意味着在西班牙实行的学历管理的变

化。在这个国家，大学教育以本科和博士为结构。学士学位分为两个阶段，

博士是高等教育的第三个阶段。因此，如果一个学生不完成第一个阶段的学

习，就不能收到任何能证明他的学业的证书。此外，公立大学提供的所谓“毕

业后课程”和“硕士”是自己全额支付，并不是由国家资助。这个结构给西班牙

的毕业生加上的另一个困难是，在国外完成硕士学位的学习时间大大加长。 

为了使这种情况得到补救，除了我们已经指出的教育的改革，另外一个

亮点是采纳欧洲高等教育体系资格框架，重组大学教育的三个主要阶段；本

科，研究生和博士生。 

本科的教育目标是提供大专以上学历，让学生能进入职业生涯。其学习

内容主要是专业的综合知识。欧洲高等教育体系本科包含的内容是 180 或 240

学分（3 至 4 年每年 60 学分），最短持续时间为三年。其目的是缩短取得第

一个学位所花费的时间，并使进入各种不同研究生课程成为可能。 

西班牙的资格框架在《西班牙大学教育组织资格框架文件》中有具体规

定。建立本科 240 个欧洲学分（ECTS）的学位。这样设置的原因是为了使西

班牙学生在与提前一年进入大学的大多数欧洲学生一样的年龄时获得学位，

240 学分促进了流动和学生流动的机会，240 学分的学位会更好地被西班牙就

业市场所接受。 240 学分包括大学第一年普通学科的 60 学分，义务本科教育

最后的论文学分和答辩学分。 

虽然本科的学习是综合性的，研究生的学习却是专业的，是让学生为进

一步的研究和博士论文的完成做准备，或为专业分工做准备。根据《西班牙

大学教育组织》的建议，硕士课程可以是 60 或 120 学分。这些学分包括项目

报告或最后的硕士论文。 

                                        
7欲了解更多不同的国家欧洲高等教育资格框架建立的信息可以查阅
http://www.ond.vlaanderen.be/hogeronderwijs/bologna/qf/qf.asp 

  

http://www.ond.vlaanderen.be/hogeronderwijs/bologna/qf/qf.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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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博士，西班牙教育部根据欧洲资格框架的指导方针，没有年数或学

分限制，但建议这些研究上所花的时间是 3 或 4 年。博士阶段分为培养阶段

和研究阶段。培养阶段应为 60 学分，这可能是研究生的学习。  

1.3 欧洲语言共同参考框架：学习、教学、评估 (CEFR) 

语言共同参考框架的创建是为在欧洲的外语教学方案的建立、考试、教

材等的发展提供一个共同的基础。它清楚地表明外语学习者的学习以沟通为

目的；列出他们需要掌握的知识和技能，以有效地使用语言为目标。该框架

还介绍了衡量学生在每个学习阶段进展的技能水平。 

该框架明确地描述了教育目标、内容和教学方法，提高了课堂、课程设

置和成绩透明度，这样有助于协调不同的欧洲教育体系的语言教学，从而鼓

励学生了解多种语言和文化，促进学生和教师合作与国际交流。 

CEFR 提出了一系列语言教育-学习过程的反思和评价，尽管它并没有提出

任何具体的方法，但是它却考虑到了学生的不同学习需求。阅读共同参考框

架，它所遵循的语言教学的主要方法是交际法。该框架提出了一种基于行动

的语言教学，并考虑到语言和语言之外的因素，就是参与沟通和交流行为的

主体的特点和技能。 

CEFR 目标章节中，介绍了对外语教学中各个方面重要特点的反思并介绍

了外语教学的基本方法论原则，以便指导交际教学法。这些原则包括：考虑

到学生特点的特别方法；把教-学过程看做思维建筑过程的建构主义方法；学

生学会自主学习；独立工作的能力以及思索并对所做工作作出决定的能力；

通过发现来学习，通过试验/错误/解决来帮助学生完成有意义的学习；按照促

进合作和互动的方法，将教师的教学和学生的学习结合在一起。所有这些原

则可以从一个新的视角，新的方法和新的技术来适应在欧洲高等教育体系建

立后的高等教育中心发生的教育改革。 

在这个框架中，我们介绍了一套常见的参考水平，用来形容学生对语言

的熟练掌握程度。 3 个水平，每一个细分为 2 级。这些级别对应传统系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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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级，中级和高级。常见的参考水平：A1 - 访问，A2-平台，B1-门槛，B2-先

进，C1-掌控和 C-2 征服。除了这些级别，CEFR 建立了描述语言的使用和学生

要使用语言所需要的能力的参数。与这些参数和语言水平相关，建立了一个

水平系统和常用类别体系，便于检查达到的技能水平。 

在接下来的表格中将展示 CEFR 下的各个语言水平的普通学习成果。 

基本的使用 

A1 
能够理解并使用常用的日常表达，以及简单的句子，旨在满足最直接类型的需求。 

能介绍自己和他人，提问和回答个人基本家庭情况，归属和认识的人。 

能以基本的方式与交谈者缓慢而清晰的交流，并能配合。 

A2 
能理解最直接相关的领域的常用句子和表达（例如很基本的个人和家庭信息，购物，当地地理

环境，工作，等等。） 

可以进行简单的例行任务，需要熟悉一些简单而直接的日常信息，以保证交换沟通。 

可以形容他过去的简单的方面和他的周围，以及关系到他们的切身需求的问题。 

独立的使用 

B1 

如果是标准语言并已学过，能清楚地理解文章的主要内容，无论是在工作、学习或休闲的情况

下。 

能在使用当地语言的地区旅行时处理大多数情况下可能出现的问题。 

能写主题熟悉或利益相关的简单连贯的文章。 

能将熟悉的或与自己有关的内容写成简单有条理的文章。 

能叙述经验、事件、梦想和志向，并简要说明理由或解释计划。 

B2 可以理解具体或抽象主题的复杂文章的主要观点，甚至是技术性的，在各自领域专业的知识。 

可以与母语人士足够流畅和自然地交流，以沟通没有一方费劲的方式。 

能清楚详细地写各种主题的文章，并对一个问题阐释自己的观点，说明各种情况的利弊。 

熟练的使用 

C1 
可以理解广泛的具有一定水平的需求的文章，并明白隐含意义。能流利地表达自己的意愿，不

会太明显地寻找适当的措辞。 

可以灵活和有效地使用语言，包括社会目的，学术目的和专业目的。 

可以创作清晰、严谨、详细的文字复杂的主题，组织模式清晰衔接的文章。 

C2 
可以轻松理解几乎所有听到或读到的信息。 

能重建信息和各种来源的论据，包括口头和书面的信息，并提出一个连贯的总结。 

这意味着即使是在更复杂的情况下，也可以自发地表达自己，非常流利、准确地区分更精细的

意义。 

图 29。欧洲语言共同参考框架的测评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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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阅读理解，这是这篇论文的主题，学习的成果如下： 

 

A1 
能理解熟悉的名字、单词和简单句子，例如通知和海报或目录。 

能理解很短、简单的文章，一句一句读，基本短语和句子需要时会重读。 

A2 
可以阅读简短的含有常用词汇包括共用的国际词汇的文章。 

能找到具体的、可预测的信息，如广告、说明书、菜单和时间表，并理解简短的私人信件。 

B1 
能了解在高频率的日常或与工作有关的或特殊的语言编写的文本。 

可以理解事件的描述，在私人信件中的感受和愿望。 

B2 
可以高度独立性适应不同风格的阅读文章并以不同速度阅读文章。能够选择性地使用适当的参考资源。具有广泛的

活跃的阅读词汇，但可能会遇到困难，如一些罕见的成语。 

可以阅读跟时事有关的作家有一定立场或具体观点的文章或报告，包括当代文学的散文。 

C1 
可以了解漫长而复杂的文本文章或事实。 

可以看到在风格上的差异，了解专门的文章和更多的技术指导，尽管与他们的专业无关。 

C2 
可以几乎正确地理解和解释任何形式的书面语言，包括抽象的文章，结构复杂的语言，如教材，专门的文章和文学

作品。 

可以欣赏微妙的区别，显性和隐性的风格和广泛的长期和复杂的文章意义。 

图 30. 阅读学习结果 

正如我们在第三章看到，汉语水平考试 HSK 具有同等的语言教学的共同

参考框架。关于调整汉语教学适应欧洲语言共同参考框架（ Common 

European Framework of Reference for Languages - CEFR）开始获得成功，因为

汉语在欧洲得到认可。Zhang, George X. & Li, Lina（2004）辩称，这种调整遇

到了一些困难。首先，由于不同的欧洲国家语言专业教育体系不同导致从事

语言专业工作的人员之间沟通存在障碍，因此欧洲语言共同框架的构想是克

服这一困难。因此，CEFR 的基本原则对不是欧洲教育系统的语言难以实施。

二是该框架是专为欧洲语言，而不是为汉语这种使用跟欧洲语言字母一般特

征不同的书面语言考虑的，因此，描述里用于欧洲语言的技能对于非欧洲语

言应该进行修改。第三个困难是，该框架的内容符合欧洲的社会文化背景，

所以不适合汉语的社会文化背景。  

尽管 Zhang, George X. & Li, Lina 遇到困难，我们的想法还是要找到让汉语

教学适应 CEFR 的办法。中国颁布的汉语教学大纲，不像 CEFR，没有描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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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学习成果，只描述培养的目标、需要传输给学生的内容以及评估知识获取

的方法。  

在西班牙，汉语教学除了适应 CEFR，也要符合新的欧洲高等教育框架，

因为在西班牙大多数教汉语的机构是大学。正如我们已经在上一节中介绍的，

在巴塞罗那自治大学翻译系的情况，这所学校的老师为适应这两个框架而对

汉语课程、汉语翻译课程作出了调整。 

1.4 巴塞罗那自治大学翻译学院对外汉语教学培养方案及翻译专业学生

的情况 

如学习大纲中所明确的，翻译学学位的总体目标如下：用母语理解并表

达口语和书面语的文本；用某一种外语理解并表达口语和书面语的文本，以

便将其进行口笔译翻译；能够在口笔译中应用文化、特定主题以及文学的知

识；掌握与口笔译发展历史以及语言学的基本理论原理有关的知识；在口笔

译中展示出对其条件、因素和原理的了解；在口笔译中能够使用技术、资料

以及术语等资源；掌握口笔译中的方法原理以及方法性和专业性；能够解决

涉及不同领域的非专业性文本的笔译问题并能结合相关知识和技巧以完成与

口笔译相关的学术性或专业性的论文。 

学生们要在翻译学学位中学习三门语言：母语（A 类语言），第一外语

（B 类语言）以及第二外语（C 类语言）。在为期 4 年的学习中，学员们要有

效地掌握其母语，熟练掌握并内化有关第一外语的知识且学习并巩固其第二

外语。第二外语的选择则分为两类板块：一类是像德语、法语、英语、葡萄

牙语或意大利语那样与学生们的母语相近的语言；另一类则是诸如汉语、日

语、俄语或阿拉伯语这样同其母语较远的语言。 

C 语言的学习，即本论文中涉及的汉语要从零起点学起。也就是说，学生

在学位学习之前根本没有针对该语言的任何预先的知识，但待培训之后学生

们便具备将该外语译成其母语的水平。距离西班牙语最远的 C 类语言的语言

及翻译学课程的最终目标旨在发展学生应用该语言的交际能力，与此同时夯

实学生们将不同类型的非专业的简单文本从 C 类语言译成 A 类语言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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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达到此目标学生们应修满翻译学习大纲8中所列出的以下课程：C1 和 C2 的

口笔译翻译在学位的第一级课程中学习的语言，以及在接下来的三个学年中

学习的 C1、C2、C3、C4、C5 和 C6 的语言和翻译学课程。如大家所见，学位

学习的前 4 个学期用于学习语言并发展 4 项技能（即：口语和书面语的表达

以及口语和书面语的理解），尤其特殊关注阅读理解的能力，使得学生们逐

步能以译者的视角阅读中文并以最佳的准备状态投入到翻译活动中去。 

翻译专业本科阶段的 240 学分里面的 65 学分分配到汉语学习。这些学分

包括这门语言的学习和从汉语到西班牙语的翻译和研究。下一节将详细介绍

本课程的目标，以及它们需要发展的技能和能力。 

学习中文的均是零起点的学生，然而学习从中文翻译到西班牙语则是学

完了 4 个学期中文课的学生们。为了能够了解零起点学生的背景以及修完了

中文及翻译学课程的第四年学生们的背景，下面我们将介绍学习中文及翻译

学课程前应满足的基本条件、每门课程的目标以及根据课程教学指南9的要求

学生们学习后具备的能力。 

                                        
8 关于翻译系完整的学位教学大纲可参考以下链接：: http://www.uab.cat/servlet/Satellite/els-estudis/totes-

les-titulacions/informacio-general/traduccio-i-interpretacio-grau-eees-

1096481809535.html?param1=1228291018508&param11=5 
9 关于翻译学学位教学指南的完整内容可参考以下链接：: http://www.uab.cat/servlet/Satellite/els-

estudis/totes-les-titulacions/informacio-general/traduccio-i-interpretacio-grau-eees-

1096481809535.html?param1=1228291018508&param11=6 

http://www.uab.cat/servlet/Satellite/els-estudis/totes-les-titulacions/informacio-general/traduccio-i-interpretacio-grau-eees-1096481809535.html?param1=1228291018508&param11=5
http://www.uab.cat/servlet/Satellite/els-estudis/totes-les-titulacions/informacio-general/traduccio-i-interpretacio-grau-eees-1096481809535.html?param1=1228291018508&param11=5
http://www.uab.cat/servlet/Satellite/els-estudis/totes-les-titulacions/informacio-general/traduccio-i-interpretacio-grau-eees-1096481809535.html?param1=1228291018508&param11=5
http://www.uab.cat/servlet/Satellite/els-estudis/totes-les-titulacions/informacio-general/traduccio-i-interpretacio-grau-eees-1096481809535.html?param1=1228291018508&param11=6
http://www.uab.cat/servlet/Satellite/els-estudis/totes-les-titulacions/informacio-general/traduccio-i-interpretacio-grau-eees-1096481809535.html?param1=1228291018508&param11=6
http://www.uab.cat/servlet/Satellite/els-estudis/totes-les-titulacions/informacio-general/traduccio-i-interpretacio-grau-eees-1096481809535.html?param1=1228291018508&param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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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巴塞罗那自治 大学翻译专业汉语与翻译课程的总结。 

 先决条件 目标 达标能力 内容 

笔译员及

口译员的

语言  (中

文 1 级) 
 
9 ECTS

（欧洲学

分转换体

系）/ 225 

小时 

无任何先决条件 开始学习中文的基础性语言

知识为学生直接翻译文本打

基础。 
 

识别书写体系和基本词汇并

能理解与其环境直接有关的

基本书面表达法。 
 

使用书写体系及基本词汇来

完成与其环境直接有关的基

本的书面表达法。 

理解并使用中文做口语和

书面语的表达。 

语音与书写： 

- 标准汉语中音素、音节及音调的发音和

区别,  

- 拼音转写系统 

- 汉字的结构、笔画及部首  

词汇及形态： 

- 熟悉大约 90 个经常使用的部首 

- 书写并识别 250 个汉字 

- 使用并理解 500 个词汇  

语法: 

- 疑问代词 

- 副词 

- 量词 

- 介词：“和”、“跟”、“对” 

- 构建介词短语 

- 情态动词： “要 ”、 “想 ”、 “可以 ”、

“会”。. 

- 各种类型的否定方式 

- 各种谓语方式 

- 疑问句  

- 程度、简单趋向以及相对补语 

- 助词：“了”、“吧”、“的” 

- 比较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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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A 

  

- 连动式 

- 并列句： 也; 还; 不是……，而是…… ; 再

说 / 而且; 还是 / 或者 

- 从句： “因为……，所以……”、 “的时

候”、 “以后” 

交流与社会文化场景： 

- 问候 

- 介绍(名字、国籍以及年龄) 

- 谈论家庭  

- 谈论学习 

- 建议、邀请、请求和下达命令 

- 数数 

- 在餐厅点菜 

- 正向或反向地表达意见并讨论 

- 表达已经完成了的和正在进行的动作 

- 表达现在和将来的动作 

- 表达喜好和偏好 

- 表达因果关系 

- 表达比较 

百科常识： 

- 中文表达的基本常识 

- 中国文化的基本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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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决条件 目标 达标能力 内容 

笔译员及

口译员的

语言(中文 

2 级) 
 
9 ECTS

（欧洲学

分转换体

系）/ 225 

小时 

识别中文的书写系统和基

础词汇并能理解与学生的

环境直接有关的基础书面

表达方式。 
 

使用中文的基础词汇书面

表达与学生环境直接有关

的基本意思。 

以翻译为目的继续学习中文

的基础知识。 

 

让学习感受中文译成西班牙

语的翻译过程以及中国文

化。 

将所学单词正确发音 

正确且通畅地阅读所学课

文。 
 

识别中文的书写系统和基础

词汇并能理解与学生环境直

接有关的基础的书面表达方

式。 
 

理解并使用中文做口语

和书面语的表达。 

语音及书写： 

- 标准汉语的音节和音调的发音和区别 

- 拼音转写系统 

- 汉字的结构、笔画及部首 

词汇及形态： 

- 掌握常用的 100 个部首 

- 书写并识别大约 250 个新汉字 

- 使用并理解 600 个新单词 

词法： 

- 疑问代词：“怎么”、“几”和“多少” 

- 指示代词：“这么”、“这里”、“那里”和“这

样” 

- 数词：零～十、两、 一～九十九、 第、 

半、 百、千、万、亿 

- 表示大约：“几”、“多”和“左右” 

- 相当多的名量词和动量词 

- 连动词短语 

- 助动词：“可以”、“能”、“应该”和“需要” 

- 动词的体: 完成体、渐进体、持续体和始

动体 

- 否定副词：“别” 

- 时间和频率副词：“正在”、“正”、“就”、

“才” “又”、“从来”、“往往”、“先”、“以来”

和“赶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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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级副词：“最”、“才”和“真” 

- 时间和地点介词： [到, 在, 离, 当, 从] 

- 助词：“地”、“了”、“着” 

- 连词：  “还是”、“虽然”、“但是”、“不

但”、“(要)不然”、“另外” 

句法： 

- 动词的修正 

- 趋向、数量、等级、结果以及可能补语 

句子： 

- 比较句和存在句 

- 复合并列句 

- 临时、连续、条件、让步和结果从句 

交流与社会文化场景： 

- 问候和自我介绍； 

- 谈论家庭和学习； 

- 询问和表达地址和指令 

- 表达并讨论意见 

百科常识： 

- 中文表达的基本常识 

- 中国文化的基本常识 

语言学习: 

- 知道如何查字典  

- 掌握拼音的转写 

图 31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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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决条件 目标 达标能力 内容 

语言与翻

译学(中文 

1 级) 

9 ECTS

（欧洲学

分转换体

系）/ 225 

小时 

理解与学生环境直接相关

的简单且简短的书面信息 
 

能够表达与学生环境直接

相关的简单且简短的书面

信息 

识别中文的语音和基础词

汇。 
 

应用语音和词汇的知识来

简单地口语表达与学生环

境直接有关的内容。 

拓展学生用汉语作基础交际

能力。拓展针对简单叙述性

课文的阅读能力。 

 

鼓励学生书面表达课上所学

的内容。 

理解并表达简单的生活话

题 
  
 

语音及书写： 

- 正确阅读新单词。纠正发音中的经常性

错误；巩固所学课程中的已掌握的知

识。 

- 正确并通畅地阅读课文。 

- 在中文新词汇的学习中应用拼音转写系

统。. 

- 识别汉字的组成构件。 

词汇及形态： 

- 构词的规则。 

- 在阅读中练习推断词意的能力 

语法： 

- 引入构造不同类型复合短语的新元素 

- 学习新副词的用法 

- 复习介词的用法并引入新的应用 

- 复习各种补语 

- 名词性修饰成分的新用法. 

- 同义词 

- 同位语 

- 连谓句 

- 所学语法点的归类和巩固 

交际性内容： 

- 理解中级口语语料 

- 就某一题目发表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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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解某语料的观点并将其正确译成西班

牙语 

百科常识：  

- 关于中国文化的知识：历史史实、院校

机构、礼仪标准、气候、家庭、民俗、

节日、娱乐活动、美食. 
 

图 31 C 

 

 先决条件 目标 达标能力 内容 

语言与翻

译学 (中文 

2 级) 
 
9 ECTS

（欧洲学

分转换体

系）/ 225 

小时 

理解并书面表达生活话题 巩固学生的汉语基本交际能

力  
 

拓展对简单叙述性课文的阅

读能力。 
 

鼓励学生书面表达课上所学

内容的。 
 

开始为学生直接将中文课文

译成西班牙语做准备。 

理解并用中文书面表达以

备能够进行翻译。 

语言学习： 

- 复习并巩固以前学期中的所学内容 

交际性： 

- 理解中级口语文本的内容 

- 就某一题目发表观点 

- 理解某课文的观点并将其正确地译成西

班牙语 

百科常识：  

- 关于中国文化的知识：历史史实、院校

机构、礼仪标准、气候、家庭、民俗、

节日、娱乐活动、美食. 
-  

图 31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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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决条件 目标 达标能力 内容 

语言与翻

译学(中文 

3 级) 
 
9 ECTS

（欧洲学

分转换体

系）/ 225 

小时 

语言学习: 

理解并书面表达日常生活

中的话题。 

理解并简单而简短地用口

语表达与学生环境直接相

关的话题。 
 

翻译学习： 

无任何先决条件 

继续拓展学生的交际能力。 
 

理解并书面表达与个人以及

熟悉领域的相关的普通话

题。 
 

开始为学生在西班牙语和汉

语间作基础性对比。 
 

开始带领学生专业化地练习

将中文译成西班牙语。. 
 

理解中文课文以便能够

翻译。 
 

掌握翻译学中的方法原

则。 
 

用西班牙文和中文书面

表达以便能够进行翻

译。 

. 

翻译时能够使用资料以

及技术等资源。 
 

语言学习: 

- 深化在学位的前两个课程中所学的语法基

础，特别关注动词补语、从句、对比句、

介词以及副词，如：“就”、“还”、“为”和

“又”。 

- 拓宽词汇以及汉字和单词构成的知识 

- 增加叙述性课文的阅读能力，突出对比性

和再构成性。 

- 增加书面表达能力。鼓励书面表达课上涉

及过的内容，特别突出其对比性和再构成

性。 

- 增加口语的表达和理解能力 

- 拓宽词汇并突出其再构成性。 

翻译部分: 

- 翻译学中的基础原则。在中文翻译中出现

的问题、技巧和基础策略。 

- 对比性难题的解决办法：在书写、词汇、

形态句法以及文本上的一般性区别。 

- 在翻译中文时使用技术性以及相关基础性

资料 

- 在翻译涉及个人及熟悉领域话题时所遇问

题的解决办法。 

图 31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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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决条件 目标 达标能力 内容 

语言及翻

译学  (中

文 4 级) 
 
9 ECTS

（欧洲学

分转换体

系）/ 225 

小时 

 
(6 ECTS

（欧洲学

分转换体

系）语言, 
3 ECTS 

（欧洲学

分转换体

系）翻译) 

语言学习： 

理解并能表达涉及个人以

及熟悉领域的话题。. 
 

翻译学习： 

解决中文和西班牙文之间

差异性的基本问题。 

继续拓展学生使用汉语的交

流能力。 
 

用标准语言来翻译简单的非

专业化的文本。 

理解西班牙文和中文的文

本以便进行翻译。 
 

掌握翻译学中的方法论原

则。 
 

使用资料和技术性资源将

文本译成中文。 

翻译学习: 

- 解决用标准语言翻译简单的非专业性的

叙述性和描述性书面文本时所遇的问

题。 

- 翻译非专业性文本时使用技术性和资料

性工具。 

图 31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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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决条件 目标 达标能力 内容 

语言和翻

译学(中文 

5 级) 
 
5 ECTS

（欧洲学

分转换体

系）/  125 

小时 

 

(2 ECTS 语

言, 3 ECTS 

翻译学) 

语言学习： 

理解并能表达涉及个人以

及熟悉领域的话题。 
 

翻译学习： 

解决用标准中文翻译非专

业性叙述性和描述性文本

时遇到的基本问题。 

拓展学生使用汉语的交流能

力。 
 

巩固将各种内容的非专业性

文本中从中文译成西班牙文

的翻译能力。 

理解熟悉领域内各种话题的

书面资料。 

较复杂地书面表达涉及个人

及熟悉领域的内容。 

理解并笔译或口译外语资

料。 
 

用西班牙语和汉语翻译表

达。 
 

使用资料和技术资源将资

料译成中文。 

翻译学习: 

- 解决用标准中文书就的解释性、议论

性以及简单的非专业性的资料翻译中

遇到的问题。. 

- 翻译非专业性资料时使用技术性和资

料性工具。 

图 31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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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决条件 目标 达标能力 内容 

语言和翻

译学(中文 

6 级) 

 
6 ECTS

（欧洲学

分转换体

系）/ 150 

小时 
 

(2 ECTS 语

言, 4 ECTS 

翻译学) 

语言学习： 

理解涉及熟悉领域内的

普通话题的各种书面资

料。 

能够较复杂地书面表达

涉及个人的或熟悉领域

的内容。 
 

翻译： 

解决在用各种标准中文

类型下表达的简单而非

专业资料翻译中所遇到

的问题（解释性的、议

论性的或教育性的） 

拓展学生使用汉语的交流能

力。 

较复杂地书面表达和理解涉及

个人的或熟悉领域的内容。 

表达并理解日常生活中连贯的

口语资料。 
 

巩固将非专业性的或简单专业

性的各种风格的资料由标准中

文译成西班牙语的能力，其译

文可带有语言和文化差异的小

问题。 
 

解决不同方式、语气及风格的

非专业性质资料翻译中的问

题。 
 

解决涉及文化元素翻译中的问

题。 
 

解决不同主题领域内涉及专业

性质资料翻译的问题。 

翻译中应用文化及主题背

景知识。 

理解外文文本并能做笔译

或口译。 

可在笔译或口译中使用 A

类和 C 类语言表达。 

解决非专业性和简单专业

性语料翻译中的问题。 

在将文本译成中文时使用

资料和技术性资源。 

翻译： 

- 解决旅游指南、喜剧等涉及文化元素的

问题：  

- 解决涉及语气的问题，如：通俗体、非

正式体、正式体、严肃体等等。 

- 解决翻译时涉及的各种行文样式的问

题。 

- 解决翻译中文体风格的问题。 

- 解决翻译不同领域中简单而专业性文本

时的问题，如：行政事务（学术证书，

发票）；技术性资料（操作指南）；科

学性资料（发表的科学文章） 

- 翻译非专业性语料时应用技术性和资料

性工具。 

图 31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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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表中的内容表明在学习和练习中文译成西班牙文之前，学生们应修满 9 个

ECTS 学分（即：欧洲学分转换体系）中的 4 门功课，每门功课有 900 学时，其

中包括教室内被引导监督类活动的学时而且也还包括个人自主学习的时间，如：

练习、翻译、参加论坛，准备考试等等。 

根据中文及翻译学课程的教学指南，开始学习直接翻译中文到西班牙文的

学生应证明其有应用词汇学、形态句法学、文本以及基本语言变异知识的能力。

同时，学生们应已经掌握了理解与其环境直接相关的简短且简单的口语或书面

语文本的策略且能在必要时应用；能够在与其环境直接相关的口语或书面语的

文本中理解交际的意向，并能够就日常话题较准确地以口语或书面语的方式表

达。 

待学习完中文以及中译西翻译课程的4个学期之后，学生的能力将为之一变。

学习结束时学生已能运用书写、词汇、形态句法、文本、修辞以及语言变异等

高级知识；能在翻译中借用技术资源手段；能在翻译中使用相应的策略以获得

相关主题的知识；能就涉及个人或熟悉领域的内容利用策略来理解各种口语或

书面语表达的目标和主题内容，并能用口语或书面语较复杂地进行表达；还能

理解交际的意图并明白在不同领域内以口语或书面语文本中传递的涵义。同时，

学生还要能展示出对翻译中出现各种问题和错误的认知能力并能逐步地使用适

当的策略正确地解决问题。也就是说，学生将有能力处理翻译中遇到的问题并

具备一些与各种主题相关的知识以助其在翻译中找到最佳的译文；而且译者还

能排除工作语言间的干扰，正确抉择翻译加工时所涉及的不同阶段并最终完成

相应的任务。当然，学生们还应具备将上下文、主题、文化以及语言学等知识

结合到翻译问题的解决当中，并有用正确而适当的书面语表达的能力。 

从开始学习直接中译西翻译到完成学位学业时的第4年，学生们的水平会有

明显的区别。其原因在于学习过程中学生们熟悉了翻译过程要经历的不同阶段

以及其中蕴含的各种因素，这里面即包括了对中文文本的阅读理解。正如在本

论文中多次提到过，没有正确理解译入文便不能进行翻译。在本章第2.2节中大

家将看到，翻译过程中的第一阶段就是对文本的阅读和理解。作为第一步学生

们需阅读并理解译入文，然后随即在翻译中应用出词汇、形态句法、上下文、

修辞以及语言变异等相关知识。当然，学生也应同时具备针对不同风格和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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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相应策略来理解其交际意图和涵义的能力。而且在阅读理解中明确问题所

在，发展相应的策略和技巧以有效地化解问题。如何帮助学生达到此目的则正

是我们研究的目标，这一点将是我们在本章的最后一节中探讨的内容。 

2. 阅读与翻译过程 

多年来很多人都尝试为翻译下定义。20 世纪 60 年代综合翻译研究成为一

门学科，并开始系统研究有关的一切笔译和口译。开始出现不同的翻译概念。

它可以指一个研究领域；也可以指产品（要翻译的文本）；或过程（翻译的行

为，也被称为翻译）。两种不同的书面语言之间的翻译过程涉及到的翻译是，

将原来的文本（源文本）用不同的语言（目标语言）编写成书面文字（目标文

本）。这种类型的翻译对应语言/语际之间的“翻译”. 

专家们一致认为，翻译是一门实践学科，而不是一门理论学科，即使你可

以推论。翻译是一个精明的处世能力，通过后天的实践和培训得到。 

Hurtado（2001）从四个不同的概念为翻译下定义：作为语言间的活动，文

字间的活动，交流的行为和过程的行为。如果翻译只视为语言之间的活动时，

翻译过程中只考虑语言元素，翻译只在语言的层面进行。翻译意味着从语言 A

到语言 B，只为表达同样的现实（Vinay & Darbelnet，1958）。如果翻译是文本

的 活 动 ， 我 们 明 白 ， 翻 译 意 味 着 传 达 文 本 包 含 的 消 息 的 意 义

（Seleskovitch&Lederer，1984）或将一种语言的文字材料（LO）更换成另一种

语言的文字材料（TL）（Catford，1970）。Seleskovitch 和 Lederer（1984），

除了将翻译定义为一个文本活动，也将它定义为一个过程。他们认为，翻译是

一个过程，其中涉及理解和表达的过程，译者捕捉文本表达的意义，进行解释

并再加工。 

翻译从社会文化的角度定义是交往实践。 Hatim & Mason（1990）认为，翻

译是一种交际的过程，发生在社会环境中。根据 Nord（1988），翻译是一种交

际行为，其基本观点是关注翻译的功能。Toury（1980）也同意这个想法，并定

义了翻译作为相互系统的交流。其他学者也认为翻译是一个过程。Presas

（2003）把它看作是一个解决问题的语言过程，是语言译者必须解决具体问题

的语言输入和输出过程。Hurtado (2001:40-41)将翻译过程描述为包括上述三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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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的一个过程：“翻译有三个基本特点：通信行为，文本间操作（而不是语言

之间）和一个心理过程。我们相信，任何翻译的定义必须包括三重特性：文字，

沟通行为和主题认知活动。因此，我们建议将翻译定义为“解释和沟通的过程，

由文本的重组构成，通过在社会环境中的另一种语言和特定目的的方式完成。” 

除这些定义之外我们想补充 Ballard（1998:54）的把阅读和翻译连接起来的

定义。 

“翻译首先对翻译者是阅读，涉及到他们的原始代码的知识、智力、感觉，

当然，还有他们的主观性。翻译不是一个简单的现象，阅读可能会被“翻

译的欲望”伴随着，即用确切的形式喷涌体现出来。阅读是一个解释阶段

（也称为诠释阶段），是处理的意思。” 

从上述介绍我们可以推断出，阅读和对文章的正确理解是翻译活动的一个

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是一种可以帮助培训翻译人员发展的必备技能。 

2.1 翻译过程的定义和模型 

在前面的章节中，我们说到了翻译是一个过程。在本节中，我们将讨论翻

译的过程。  

根据 Padilla（2007:26）的看法，翻译过程是一个通过接收到的特定源语言

的口头或书面信息进行认知的极其复杂的过程，解码（剥离其语言支持）和重

新编码（覆盖语言支持）成特定的目标语言。  

尽管 Presa 认为翻译过程（包括笔译和口译）的概念可以被认为是翻译学

一个最重要的概念，这个词的意义很丰富，因此也更加模糊。这是因为它涉及

到三个不同的相互关联的领域：经济、语言沟通和认知。虽然在每种情况下，

研究的目的是不同的，这三种领域都假定某些现象之间有关系，这种关系同现

象一样，可以研究其特异性。  

在经济领域，翻译过程由客户委托翻译者开始一直到客户收到翻译文本的

一系列活动。经济领域的翻译过程研究借助历史学和社会学的概念工具主要讨

论以下问题：翻译什么（在特定的地方在一个特定的时间）？谁做决定？谁翻

译什么样的文本？  

语言交际领域的翻译过程旨在建立各因素之间相互作用的行为，如源语言

（LO）和目标语言（TL）的相互作用，原始文本（TO）的发送和目标文本（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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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接收，其文化和时空的框架，等等。这项研究使用包括通信理论、话语分析

和人类学的概念，专门研究在特定的交际场合这些因素之间的关系，以及这些

关系对翻译产品-文章（口头或书面）的影响。  

认知领域的翻译过程是一个理论建设，这是孤立的以研究为目的、与一系

列的心理（尤其是语言）相关的活动。从接收原始文本时翻译过程就开始了，

到输出最终文本（审查，翻译）结束时翻译过程停止。在这种情况下，研究采

用认知语言学、认知心理学和心理语言学的概念工具。请注意，这样的翻译不

再研究语际因素（语言模型），或交际环境因素或其他因素（通信模型），研

究人员的关注焦点是翻译者的思维过程。在本篇论文中，我们对翻译过程采用

这个概念。 

不同的作者提出了翻译过程的不同模型。尽管不同模型之间存在差异，但

还是可以提取一些共同特点（Presas，2012）： 

 过程的整体特点是连续做出决定（Levý，1966）或针对一个目标的连续

行动：通信（Wilss，1988）；过程被理解为主要有意识地控制（Kade 

1968; Wilss，1988）；过程是在自动作用和控制之间进行切换（Jäger，

1975; Wilss，1988）；Hönig（1986）用二分法表示两个有意义的条件“反

思”和“反射”。 

 在翻译的过程中可以建立线程，基本有理解/分析，语言交替/转移和制

定/综合（Kade 1968，Nida 1969），还可以添加上创建和评估（Holz-

Männtäri 1984）。 

 每一步骤的内容是语言实体和意义单位之间的关联（Nida 1969; Jäger 

1975），这被看作是互补的。 

 当试图对翻译过程建模时，以“理想的翻译”进行研究，并将文本置于首

位。 

这些投机性的假设包含明显的矛盾或悖论，这些关于特点、步骤和翻译过

程目的矛盾，可以通过语言处理模型得到解释（上游和下游工艺）。特别是理

解过程可以通过连接上游和下游工艺的创意模型来解释。 

Presas（1996）假定翻译是一个双语的文字处理，步骤很难分离：接收，

传输和生产。翻译过程中的特异性在于下面的功能（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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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在 TO 的阅读过程中，译者集成 TT 的生产作为目标；通过使用比较的做法

确定 TO 和 TT 的各个情况因素之间的差异（语用，词汇，语义，句法）；

这些过程使得 TT 项目得以建立，并识别和确定问题。 

b) 在生产过程中，译者通过 TT 项目集成了提前接收的过程，进行搜索操作来

解决问题并审查。 

 

 

 

 

 

 

 

 

 

 

 

图 32。Presas（1996）改编自翻译过程。 

如果我们关注 Presas 的翻译过程，尽管每一个步骤都是普通翻译过程的一部分，

通常可以相对独立地进行研究，但是我们强调的事实是将它们综合在一起，不

能把它们各自独立进行研究。因为翻译过程和阅读过程都不是线性的过程，在

生产过程中可以相互转化，可以重新进行阅读过程以准确找到信息，这将有助

于解决翻译出现的问题。 

阅读 TO 

 

定义困难 

TT 的计划 

 
 TT 的生产 

 

解决困难 

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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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翻译过程与阅读过程的联系 

讨论翻译中涉及的阅读过程，我们需要考虑翻译读者和母语读者完全不同。

理解文本对母语读者来说是全部的任务，而对翻译读者来说理解文本不是全部

的任务知识翻译过程的任务之一 （Padilla， 2007）。 

翻译阅读的特点是：它是翻译过程的一个因素；它的目标是为了翻译原文

本而理解它的意思。理解课文的过程需要处理不同的信息：语言信息、文化信

息、内容信息。翻译者读原文本的目的不是描述课文的意思而是建构文本的意

思。翻译的阅读过程是做确定的过程。虽然阅读是翻译过程的一个因素不是翻

译具体的行动。不同读者阅读文本的时候想从文本取出自己需要的信息并且对

这些信息表达自己的看法，因此翻译的目标很不一样。翻译者会考虑文本的语

言特点、结构、内容的意思而思考如何用另外一种语言表达这些内容。 

关于翻译过程，我们有意关注原文阅读时的亚过程。尽管我们深知修正和

寻找疑点的过程正是蕴含在阅读之中，然而在本论文中我们只讨论对原文理解

的阅读过程。我们的目标是通过初步的翻译中文的培训，学生们能具备理解并

翻译不同类型的非专业性文本的能力。 

为了更好地阐述原文阅读过程的综合性，我们选用了Presas(1996)模式，其

原因是我们认为该模式简明扼要地诠释了翻译中的全部阶段以及之间的相互关

系。 

可以观察到我们图式中还是原来的构件：先前的知识、过程、中期效果以

及最终效果。而区别是在最终效果上我们加入了译好文本或最终文本，因为对

原文的理解关系到是否能够将其全部信息转化为最终文本。另一区别是阅读的

目的并非是针对所有的资料，而是关注那些需要翻译的信息。故此，阅读文本

的方式和目的是非常有针对性的。在处理先前知识时，我们应当意识到这些知

识对于原文的语言和文化是相对的。正如上述所言，阅读的期待和目标是特定

的，阅读时应当使用一些有效的策略，使其发现并解决语言变异和干扰带来的

问题，因为尽管译者阅读的是原文，但其最终译文也要受到目标语言的影响。

受到最大影响应该在阅读的初级阶段段因为读者的语言水平不够而且存在母语

的干扰。如果学生想读汉语课文他先需要适应书写迹象：汉字、书写或句法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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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甚至是印刷因素和段落分布。这些方面在初级阅读阶段习得，是翻译阅读

的基础。 

我们认为当面对原文进行翻译阅读时，译者接受到视觉刺激后便开始进行

阅读和翻译。原文中包含着一系列有关汉字、词汇、形态句法、语法、上下文

以及主题的信息，这些均能激活读者-译者的知识构架并促使其对汉字的辨识、

形态句法的结构、语义以及文本的内容形成假设和初步的认知。在此过程中，

读者根据阅读目标进行选择，选择的刺激来自于读者保持在头脑中的阅读意图，

选择过程中的信息是存储在短期记忆中，选择的最终结果则通过各种方法存储

在长期记忆中成为读者知识结构的一部分。 

如第一章第3.2节所阐述，想理解信息就要先记忆信息，故此感受到的视觉

信息要会先被储存住。当在课文中求证已做出的假设时，会不断产生出新的。

所有这些信息都将保留在短期记忆中。 

阅读中为了理解课文的含义，我们会根据人物动机、行为原因、思想连贯、

所掌握的能力、情节发展及文本中单词和句子的多种解释，提出疑问构建一系

列的假设或期待，然后我们会对课文的内容做通篇的解读，由此方能知晓其结

构并理解所表达的含义。至于假设，或得到证实或发现先前系误判均应从我们

阅读课文中的相关信息中而并非是从其他渠道中得到答案。 

在上述全部过程的操作中，针对文中所表达的意义存在着一种以持续的自

我评估为基础的元认知，它使得我们对已接收到的信息不断进行加工以最终做

出接受或放弃的选择。据此可判断出是否继续按照此种方法阅读下去还是需要

调整到另一种策略上，以便对所阅读内容的含义进行重新定位。 

加工时信息将停留在短期记忆中并在阅读过程中产生中期效果。该阶段的

时间长短将视课文种类以及课文难度而定。 

在构建和验证假设后，就到了信息综合阶段。为了理解文本的大致含义，

学生在阅读期间进行了大致的解释。阅读者需要做的是获取文本微型结构意识，

这和其内容的抽象语义是相符合的，也就是说，对于文本内容和思想进行概括。

一旦假设得以证实，新的信息便长期停留在记忆中并融和到读者-译者的知识体

系中，这样我们便走到了翻译的最后阶段，即：产生出结果。所有获得的新信

息可以全部是在阅读中获得的新知识。而且它们将在日后阅读中为读者-译者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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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知识储备。诚然，这些新知识在翻译过程中也可为寻找词汇和最终译文的表

达提供基础。 

我们设计的阅读模式跟别的阅读模式的最大差别是已经处理好的信息在翻

译过程中会被使用，而且阅读的主要目标并不是获得更多的语言知识，但处理

好的信息会使读者达到这一目标。 

2.3 翻译者的阅读能力 

译者培训的目的旨在获得翻译的能力，即：赋予未来译者所需的必要知识

和技能使其在翻译过程中完成认识性操作。 

Wills (1988b)把翻译能力定义为一种将原文语言的接收能力和使用目标语言

表达能力的结合。在“超能力”的框架内，就是一种可以将信息从一种语言转化

为另一语言的技能。 

大家公认翻译能力的基础性构件在于理解原文的能力。对于 Hatim 和

Mason (1997)来说，影响理解文章的因素有互文性（性别、思维能力和类型

学），情景性、意向性、文本组织性（词汇、句法、内聚性），信息度（加工

的难易程度）。另一些公认的构件如对世界以及策略认知（例如，PACTE, 2000; 

Neubert, 2000). 

翻译能力取决于两个因素：第一为译者的语言能力，即其对于语言、词汇、

语法规则等的认知；第二为译者将语言知识应用到具体情景中的能力，换言之，

是翻译时做出适当调整的能力(Padilla, 2007)。为了做出适时的调整，就要考虑

到翻译的意向性，如该目标文本和目标文化接受者的身份。事实上正是因为这

一点决定着所有调整任务的基调。 

我们在本文第一章中呈现的阅读图式也适用于译者对原文理解能力的获得

（见图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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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特殊目的阅读过程 

关于我们的阅读过程模式，我们认为译者的阅读能力取决于以下因素：语

言及文本信息、对世界的认知、阅读的策略、阅读的期待和目标以及与阅读理

解策略有关的步骤、提出并证实假设的能力、短期记忆能力以及将新获得信息

融入到已有知识体系中的能力。 

我们将阅读期待和目标、语言及文本知识、世界知识或常识以及阅读策略

均视为陈述性信息。读者-译者的陈述性信息的应用意味着识别原文语言、感受

到视觉信息刺激、短期记忆信息、提出并求证假设并最后在理解语料后选择相

关新信息，并将其与旧知识结合起来。在程序性信息中，我们也包括了反馈性

信息，它能评估阅读过程并能在未能满足读者-译者理解全文期待时调整阅读方

式。关于策略，我们将使用何种阅读策略与如何运用这些策略区别开来，因此，

我们将阅读策略既视为陈述性信息也视为程序性信息。为了调整其阅读方式，

读者-译者不但要了解阅读策略，还要知道如何实施策略并有能力构建文本中适



针对母语为西班牙语翻译专业学生的对外汉语阅读教学 玛丽卡门埃斯宾 

 

 

159 

当且精确的代表性信息，有效地组织解决问题。在我们的图式中，程序性信息

只应用在过程的某一部分中，随着开始阅读并感到视觉刺激，中期效果、最终

效果以及陈述性信息将被激活，当理解好文章并将新旧信息结合好时停止。随

后，将进入翻译的另一阶段，即：译出语的表达。 

当读者-译者开始阅读原文并翻译时就已经知晓了翻译的方向性，即译文是

针对何人的，这均反应在阅读文本时的期待与目标中。  

我们将语言和文本认知分为书写（书法体系和原文语言规则）、词汇（单

词的语义概况）、形态学（单词种类、形成和结构）、句法（句子种类与其在

文中的功能）、文本（文本类型、特点以及交际功能）、修辞（表达文本内容

的方式与技巧）以及语言变异（译入文和译出文之间的区别）、功能性（文本

的交际意图）及实用性（根据译入文的文化，文本中概念和其语义间的关系）

九个方面。 

感受到与书写、词汇以及形态信息的视觉刺激后，若读者-译者已经内化了

所有语言和文本的信息，他/她便能将其激活，识别单词并根据句法变化规则组

合造句，并能将其融入组成原文的不同段落中。这种信息的组合并非是线性化

完成的，因为评估信息是否正确是个持续的过程。一旦了解了文章的结构，便

能识别原文的类型（叙述性、描述性、说明性等等）并在此应用其信息来完成

交流的功能。当激活实用性信息时便可以理解该文章的含义，因为这时译者便

能理解其文要表达的意思并能根据原文文化背景来考虑概念和语义间的关系。  

读者-译者的世界知识或常识与其个人的经历，其对于语料题目的特定知识，

社会、政治以及经济特点，产生文本的社会道德以及社会的文化和概念框架等

息息相关。读者-译者的世界知识与实用性知识密切相关，因为对文章的含义理

解是会随着译者感受原文文化的不同而改变的。  

译者应该了解阅读策略，并根据本文第一章中提到的分类将其应用到阅读

的一开始，以便去辨识文本类型、阅读目标并激活先前知识。在阅读中以及在

加工文中传递信息的过程中也要应用阅读策略。阅读结束时，尽管已经达到了

阅读理解过程的最后效果，也要应用策略以确保是否理解了文章的主要和次要

思想，并将新信息储备到长期记忆中去。读者-译者越是娴熟，其自主运用的阅

读策略便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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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设计的阅读过程模式与上述一系列的翻译阅读能力之间存在相互促进

关系。具备初步的阅读能力才能开始翻译的阅读过程，同时顺利完成翻译阅读

过程又能够逐步提高翻译阅读能力。 

作为本节的结论，我们需要指出译者阅读原文的目的旨在理解文章的内涵，

并最终能够在译出语中塑造表达出来。 此外，我们还要明确译者的语言水平、

对主题以及文本类型的熟知度、其翻译某一主题的经验、其在阅读理解中应用

策略的能力以及文本的难易度均能对其理解能力和翻译能力的发展和提高产生

影响。 

3.针对翻译专业的汉语阅读教学建议 

在本章，我们考虑了本论文先前章节的论述：学习理论、语言概念、外语

教学法、对外汉语教学大纲、翻译教程大、欧洲教育框架、欧洲语言共同参考

框架、阅读过程、翻译过程及译者翻译及阅读能力发展。这里，我们将提供针

对西语为母语翻译学生的对外汉语教学范本。 

我们所提出的教学范本其目的是为促进汉语阅读学习，以便理解汉语文章

并且将其翻译成西班牙文。我们并不试图推荐具体的教材和具体的习作，而是

提出一些通则，能够在将来有助于编撰教材或是为特定目标的汉语教学提出新

的建议，具体而言，是针对以翻译为目的的汉语教育及汉语阅读教学。 

3.1 对象学生的特点 

我们所要进行汉语阅读翻译教学的学生，其特点为西语为母语刚考完入学

考试攻读翻译学位的大学生。大部分学生的平均年龄约 18 到 25 岁，有可能有

些学生会年长些，如果他们参加的入学考试是针对 25 岁至 45 岁考生的入学考

试。他们都很好的掌握母语，至少学过一种外语并且要开始学另一种外语。 

学习汉语的翻译专业学生的语言能力有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开始学习汉

语，一般都先不会有该语言的相关知识。第二阶段为开始学习将汉语翻成西班

牙语，他们已经能够运用词汇知识、句法知识、篇章知识及基本的语言变异；

了解一些用于口语材料和以生活环境为主题的文章的阅读策略，并且能够运用

这些策略。也能够了解口语材料，及生活环境为主题的文章的交际企图，并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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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输出口语材料以及关于日常生活的文字材料。第三阶段为大学教育快要完

成的时候，已经具备阅读理解并翻译文本的能力，学生已经开始发展其汉语翻

译能力并且拥有理论和运用两方面的知识，能够允许他们阅读各种非专业的中

文文章并且将他们翻译成西班牙文。 

3.2 理论基础 

根据翻译研究（参照第一章.1）的学术框架，我们教学建议采纳建构主义

的学习理论和社会互动主义的语言理论，但方法论我们的观点是，应该是多种

能替学生需要及中文特定需求提供解答的方法集合，而不能仅仅使用一种教学

方法。 

我们认为建构式学习理论是最合适的，因为该理论重视外语教学的沟通途

径，强调功能性，同时也顾及到了语法层面。汉语翻译教学的目的正是发展学

生的沟通能力，借助于建构主义理论他们可以在不同的交际情境中自如沟通同

时也深化了该语言知识，可以理解中文文章并且将其翻译成西班牙语。 

建构理论认为根据先前的知识以及与周围的关联，学生以渐进的方式建立

其知识体系。知识的的建立是由大脑中的程序完成，与起始概念、新信息及相

关完成外部活动有关。根据这项理论，习得知识最重要的过程并不是知识本身，

而是习得在已知及未知情况下运用的能力。 

从语言社会互动主义的观点而言，该理论认为语言是一种能够建构知识的

活动。此观点认为认识语言表明掌握语言所有的表现形式、情境用语及用法。

如果学生能正确的说话，在不同的情境及社交场景用适当的语言说话就说明其

具有了良好的沟通能力。在阅读理解的方面，社会互动理论接受认知主义模式，

认为阅读理解能力是接受及处理信息的程序。 

关于方法论，我们不认为只用一种方法就能够对汉语阅读教学作全面的交

代，但混合性的方法却做得到。方法的选用可以考虑语言技巧、发展语言技巧

所用到的活动类型、教科书的使用、课程教学目的以及学生学习外语的先前经

验等。 

现在在西班牙教外语的方法符合《欧洲语言共同参考框架》的标准 （教学

内容、教学法、评估），《欧洲语言共同参考框架》编写的时候考虑了欧洲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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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的特点及欧洲人学习语言的目标。但还不能完成用这些标准教汉语，因为虽

然西班牙学生开始学习汉语但本语言的教学法和教学特点并没有适应《欧洲语

言共同参考框架》的标准。主要原因是汉语教学使用的仍然是在中国出版的教

材，而且大部分的老师还是中国国籍。中国遵从行为主义教学理论、传统观念

和结构主义对语言的认识，教学法主要是听说法和语法教学。所以西班牙的汉

语教学还有中国大纲和教学法的影响。与《欧洲语言共同参考框架》的标准不

符。因此，为了使西班牙的汉语教学符合该标准，必须改变目前的单一教学法

现状，综合各种有效的方法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以及汉语教学效果。 

3.3 翻译专业汉语阅读的教学目标 

我们所提出的对译者的汉语阅读教学目标是让学生了解及掌握阅读的过程，

只有掌握了正确的阅读 （阅读了解、阅读速度和阅读评论技巧的获得和创造

性），才能实现阅读的四个目的：理解中文文本并将他翻译成西班牙语，将这

一步骤运用到任何种类的文章上，清楚所有学到和未学到但对有效阅读有帮助

的知识。 

我们为翻译学生所选择的汉语阅读教学建议是互动式的，阅读教学的方法

是混合式的，因为这使我们能够培养拥有步骤知识、抽象知识、策略知识及思

考知识的专业读者。这些读者能以自下而上或自下而上的方式处理任何种类的

文本，并且用先前所取得的信息对文章内容作假设，除此之外还可以十分良好

的使用文章信息、上下文以及文中重复出现的材料。 

我们认为为了发展汉语阅读，阅读课的主要方面包括词汇的构建，思考的

结构和文本的理解，文本主要思想的确定和理解，泛读，阅读的积极性，汉语

学习的特定主题，阅读的社会文化影响。 

我们的针对西语系翻译学生汉语阅读教学模式的教学目标是：了解及掌握

阅读的过程；了解，掌握并选择不同阅读方法关于阅读目标和文章的特点；认

知汉字、汉语文本的句法结构和文章结构；了解信息安排的逻辑；发展策略，

掌握工具帮学生认识不明白意思的词汇和短语; 新的信息转到预先知识的网络；

母语或其他外语跟阅读有关的策略应用于汉语阅读。在翻译专业本目标分两阶



针对母语为西班牙语翻译专业学生的对外汉语阅读教学 玛丽卡门埃斯宾 

 

 

163 

段。第一阶段学生只学习语言而开始发展他们阅读能力。第二阶段学生开始学

习翻译并提高他们的阅读能力。 

第一阶段，本科的第一年及第二年，学生在学习认识汉字、词汇、汉语语

法结构及文章结构的同时开始发展处理问题的知识，也开始发展其抽象知识，

因为他们渐渐开始使用上下文及结构的知识，借此学习所学文章内的信息涵义，

并且根据信息的重要性分级处理各种信息。 

这个时期同时也要发展他们的策略知识及思考知识，并且开始使他们熟悉

其他可以运用在确认阅读理解的不同策略，学会利用周边的工具认识文中生词

及用语。也开始教学生学习整合所拥有的各类知识和文中出现的知识，在这样

的情况下他在大脑的架构里修改、消化、创造新的知识。这四种知识的汇整在

他开始练习翻译及面对不同类型及困难度的文章时，逐渐完成。 

我们认为为了让学生能够认识、理解、掌握及内化阅读过程和各种必须运

用在阅读理解上的知识，除了做阅读练习外，还必须清楚的思考阅读过程中的

每一个因素。 

尽管大纲并没有明确提出三四年级，第二阶段，的阅读目标，但我们认为

三四年级仍应该有符合他们需要的阅读目标，具体包括：了解各种文体类型文

本；提高运用一二年级学过的各种策略的能力；丰富综合知识储备；掌握阅读

过程的每一个阶段。 

3.4 阅读教学法：策略、阅读练习及教材 

教学法的选择必须考虑需要发展的语言能力、练习的种类、教材、教学目

标及学生学习外语的经验。 

因为学生翻译的时候不一定只翻译同一个种类的的文本，也不一定只翻译

同一个内容的文本，所以我们认为，发展阅读能力和阅读策略比接受知识更加

重要。我们所提及的阅读过程建议显示了阅读同读者及文本的互动经过，因此，

我们认为让学生先了解各种与阅读有关的策略然后再培养他们学会运用这些策

略非常重要。这个过程可以将文本与一切所学得的知识相结合，这样才可以全

面理解文本以及所记载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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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认为必须要发展阅读前策略、阅读中策略以及阅读后策略。教师必须

要根据文章类型、阅读目标启动学生先前的汉语知识。很重要的必须要记住的

一点是，当学生开始阅读中文文本时，有可能没有办法启动其先前与文本相关

的知识，无论是他没有这些知识，或是没有办法把先前知识跟文本相关联，都

没有关系，因为教师在这里的角色是举足轻重的，他可以引导帮助学生活化这

些知识。 

阅读前的策略启动学生的预先知识，思考中文文章的阅读目标，找想阅读

课文的内容和结构跟以前读过的文本的联系，做假设关于阅读的文章，选择阅

读方法。 

阅读文章时，必须发展控制及支持阅读理解，以避免理解错误、理解漏洞、

注意力丧失及无法识别文章题旨。阅读时也需要分别课文主要内容和不重要，

认知文本种类和结构，了解信息的安排.有些可以运用的策略如：关注语法，更

好地理解陌生的或阅读者不熟知的语言学构造，对于陌生的东西大胆给出解释，

或是不断阅读试图理解它的含义，为了更好地理解，分析主题，风格和联系，

区别观点和说明性问题，将冗长繁琐的结构分成较简单的、简短的部分来克服

可理解困难，将关于母语或外语的知识与文本联系起来，建造概念图和框架来

把思路、思路间的关系、文本的单词联系起来，和其他阅读者一同工作来提高

阅读能力，为了更好地理解文本，利用阅读者已掌握的知识，做笔记来记忆那

些文本中的细节，将重要的单词按不同的主题分类以便理解和记忆，修正对于

文本的主要思路。 

在阅读的最后，为了确定是否理解文中内容，可以借助母语做摘要并将文

中的要点写成段落。有一种整合新截取文章信息的方法：制作重点词汇表，思

考为了让下一次的阅读更有效率，哪一个主题需要延伸或修改，评估所学并且

思考如何把它运用到未来的阅读上，试着记起阅读过程中所处理过的信息或修

改文章主旨及细节以便将其记忆从而增进阅读能力。读完文章概括帮助学生在

阅读过程中完善已获得的知识，概括总体结构，这就能使阅读者对已学的知识

和需要学的知识产生意识，概括是加工和整理知识的策略。 

教阅读的时候教师需要使学生理解策略在阅读文本后，他们仍然要处理他

们在阅读中学会的知识并理解它们。阅读并不是仅仅对于一个文本理解的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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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过程，而是涉及多个文本多个主题的整体的过程。它不是一个线性的过程，

而是阅读者随着词汇量的增加，更多语言学结构的掌握，更多自主阅读策略的

获得的螺旋式上升的过程。 

中文书面语言对讲西班牙语的人来说是困难的，为熟悉汉字与文章外观和

它的结构而发展的策略是必不可少的。对文章结构的全面认识，确定阅读目标，

为了对已有知识的刺激进行假设，并对阅读过程进行评估，这对于所有语言类

型的阅读都很普遍所以可以教学生将阅读母语及其他外语的阅读策略如何运用

于汉语阅读。 

上述策略是可以被了解及运用的建议。当一个学生认识及运用的策略越多，

就越能够发展其策略知识以及阅读的娴熟度。当一个读者能够考量阅读文章的

目标及种类，理解不同难度及类型的中文文章时，将可以成为专门的中文阅读

者。 

为了发展这些策略，存在着许多我们在本论文第一章所提及过的练习。诚

如我们在阅读教材分析中所见，在阅读学习教材里最常见的练习题有：选择题、

填空题、开放性问题、是非题。这些练习题提有助于检视学生文章信息理解程

度，但不一定有助于阅读策略发展。因此我们认为宜多求助于其他可以增进阅

读速度、发展评论及创意阅读及阅读理解的活动。 

在阅读课问题常常被用来作为阅读评估的，可是也可以被用来指导学生，

而且发展不同种类的阅读策略。通过问题能够帮助思考和明确阅读意图和关于

这个主题的已有的知识，确定文章类型，其目的是查找并读取作者传。除了选

择题、开放性问题和是非问题还有跟多的问题种类，比如问题和答案相联系，

标题和短文章，类似主题的片段，意思相近或一样的句子，文章和图片、图表、

表格等等相联系。 

填空根据所提出的这些练习，学生的实现需要激活社会和历史的一般知识，

语法、句法、词汇或语义。为了实现这类活动应该提出假设来排除这不是正确

的答案，因此这是一类建设性和有洞察力的活动。这类活动也能提高阅读速度。 

除了问题和填空还有跟多的阅读练习学生能做。为了练习不同的阅读方法

或提高文章理解的能力可以做连线题——问题和答案相联系，标题和短文章，

类似主题的片段，意思相近或一样的句子，文章和图片、图表、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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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专业学生的阅读目标是将原文本的信息转移到目的文本。为了使他们

提高转换信息的能力可以做信息转换的练习。信息转让需要侧重文本仔细阅读

所以学生能练习另外一个阅读方法。信息转换能够帮助汉语文章结构的确立和

找到汉语文章中明确的信息。这意味着，我们必须认识到不同的部分及其逻辑

关系。这种练习包括：摘要、绘图、在地图上标记路线或按照说明执行操作。 

学生一般需要工具引导他们的汉语文本阅读和强调课文的重要方面。标记

文本信息可以帮他们。这种联系可以在不同阅读过程的阶段做：开始搜索关键

字，并尝试确定文章主题，指出不懂的单词，在阅读时根据读者兴趣突出方面；

在阅读中突出显示相关的文本信息：思想、主题、副主题，或同义字的文字标

记；在文章最后要突出那些不明白或缺少相关信息的文本内容。 

在汉语阅读过程中认识汉字是重要的因素之一。为了练习汉字的认知、发

展视觉感受、关注度和逻辑推理可以用语言游戏。翻译专业的学生了解这些练

习因为很多欧洲外语课本用他们，应用它们于汉语阅读教学可以帮助认知汉字

的学习和复习。这些练习包括词的搜索，填字游戏，玩刽子手或填字游戏，通

过阅读互动或是谜语故事互动。 

为了练习不同的阅读方法、跟好地了解课文的结构和课文方面的逻辑关系

可有修补文版的练习。这些题的格式通常是：区分开这些混合在一起的故事传

说或句子；调整文本中的一句话，一段话中的单词位置或者单词中的字母而且

添加或删除文章中的一句话或单词。 

阅读文章后为了使学生提高他们的分析和观察能力，也能区别文章感情和

结构可以用比较课文的练习。我们想强调这种练习是写学术论文的基础而因为

为了完成这种练习需要读、分析并比较普通的材料。培养翻译者这种练习非常

重要因为因为翻译过程中需要不断完成文本的比较工作。 

推出标题或副标题而做摘要求学生理解文章认识它的结构意义并总结出不

同层级的观点。这些活动的形式是：从列举的标题中选择标题或副标题；没有

人或先前信息给文章加标题或副标题，学生要根据已给出的主题拟定标题或副

标题；或在不改变原意的条件下改变标题内容。 

到现在我们列举的上述练习主要侧重于阅读评论技能的获得和阅读理解方

面的创造。现在我们想讨论优化阅读速度的练习。这类练习在中文阅读的初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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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中很重要，因为他是一个远离西班牙的非拼音文字系统的语言。这种练习

包括有单词或汉字列表的阅读，有多种文字排列形式的阅读文章，有相同音节

或字母的单词发明或有相同词根的汉字的创造或相同轮廓。给文章或单词的一

部分填空；阅读文本栏；通过一个文本窗口阅读（使用卡纸在一个小的文本窗

口一次性阅读文本的每一行，用这种方法来聚焦阅读）。用卡纸盖住文章中的

句子或单词，并尝试继续阅读，查找单词或一些细节（字母连词游戏、找不同

游戏、填字游戏）。根据文本提出问题；整理出现在文章开头或结尾的插图；

完成文本或漫画。这种练习在现在的对外汉语阅读课本偶尔但教师可以补充他

们。 

关于教材教学材料的使用，我们认为在阅读学习的初期，应该给该水平的

学生使用专门的教材或改编后的真实材料，这不仅是被建议使用的而且应该是

必须的，但是此后应该逐渐的加进真实材料。在译者培养的阶段，当翻译课程

开始时，应该确保文本的多样性。 

关于选择阅读教材，我们觉得有两个方法。第一个是用一本教材然后做一

些补充。第二是老师用不同的教材和材料做一个做一个选择，没有一本教材让

我们达到我们的阅读教学目标。关于我们做了的材料分析在所有阅读教材在于

练习考察阅读理解程度的练习但有一部分教材也有认知汉字或提高阅读速度的

练习，只有一小部分集合三个种类的练习。认知汉字开展的活动是把拼音和文

字结合起来，识别文字部首或与它的意义联系起来。在阅读理解的练习中最常

用的是选择真假或多选题练习，其次是填空，回答简短的开放性或封闭性问题，

用文中的信息和定义填表。关于阅读类型不同的教材练习不同的阅读类型练习

最多的阅读类型是泛读、综合阅读、细读和快读。关于语言理论和阅读教学我

们分析的教材和我们汉语阅读教学模式不一样所以教师需要让教材适应教学的

要求。根据文章类型，从选用文体看，分析的教材中包括文章是记叙文、说明

文、对话，议论文或说明文，解释性的和新闻性。初级水平的教材在于记叙文、

说明文、对话。中级和高级教材除了记叙文和说明文也包括议论文或说明文，

解释性的和新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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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但是我们认为老师的任务是通过合适的练习训练学生掌握阅读过程的各

种因素和阶段，所以我们建议在现有教材所提供的练习的基础上，老师要有针

对性地补充一些练习和课文。 

我们认为考虑学生外语学习的经验是重要的，因为这可以推断他们汉语的

学习。学习汉语的学生通常因为很多因素都学习过其他语言，但开始学习汉语

则有一特定的目的，为了翻译。这表示，在不放弃会话、写作与听力能力的同

时，在翻译专业的教学–学习的过程里，其重心会特别放在阅读理解上。这在该

专业最后几学年特别明显。除此之外根据他们先前学外语的经验，这些学生在

汉语学习上会有一定的期望。这样的期望可以直接影响其学习及效能，如果期

望完成了，就是正面影响，如果学生的期望跟学习的诚实情况不一致就是负面

影响。了解哪些是翻译专业里学习汉语的最终目的，并且思考它们，我们认为

这对学生的学习过程能够起到重要的帮助。 

4. 总结 

在本章我们提出了与翻译相关的汉语阅读教学方法，在提出建议之前我们

展示并分析了西班牙译者培养及外语教学的教育框架，我们也介绍了翻译系学

生的基本背景。同时我们也描述了阅读及翻译的过程。 

在述及西班牙译者培养及外语教学的教育框架后，我们可以确定其支持理

论与支持中国外语教学的理论有巨大的差异。 

关于阅读及翻译的过程，我们认为翻译过程的第一步始于原文阅读，虽然

在翻译的其他步骤里也需借助阅读部分，但在本论文中，我们所关注的是译文

原文的阅读理解。 

我们所提出的汉语阅读教学方式注重阅读过程的知识及掌握，能以由下往

上及由上往下的方式处理信息，并且考虑到了文本里的文化、社会与结构。此

教学方式认为，阅读是文本与读者的互动过程，此外，学生习得阅读专业能力

时为了正确的理解文本，必须同时发展与阅读各阶段相关的策略，和促进学生

阅读效率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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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语 

正如我们之前在简介中提到的这篇论文的目的是为那些以西班牙语为母语

的学生在中文阅读教学方法上提出一个与之相关的教学模式，涉及读者兼译者

达到专家读者水平所需要具备的能力，以及为此需要准备的教学材料。为此我

们提出了一些子目标。支撑我们阅读教学模式的理论基础包括两个方面的研究：

阅读过程研究及阅读教学研究。我们认为这两个理论基础是综合性的，不仅适

用于对外汉语，也适用于其他语言。根据这两个方面的理论基础我们很详尽地

做了对外汉语教学和对外汉语阅读的研究。 

为了达到本论文的研究目的，第一章我们定义了不同种类的专业读者，介

绍了阅读过程模式的特点，培养读者时使用的方法。第二章我们描述与分析了

支撑语言教学的代表性的教学理论、语言理论及教学法。第三章我们描述与分

析了对外汉语教学的基础并对代表性的对外汉语教材进行了收集、比较、分析。

第四章我们描述与分析了对外阅读教学理论和方法的基础并对外汉语阅读教学

有代表性的材料进行了收集、描述和分析。最后，在第五章我们尝试提出了对

外汉语翻译阅读教育的模式。 

本论文的贡献是： 

1、整理阅读教学的理论基础 

阅读可以分为很多种定义。我们从词语解码、文章理解以及读者和文章间

的相互关系三个不同的角度重新提出了阅读的定义。这三个角度分别对应三个

不同的阅读模式：自下而上模式、自上而下模式和交互模式，运用这些模式的

读者各有不同的阅读方式，但是都有着共同的目标：理解文章传递的信息和把

握住阅读过程。每种模式都形成了各自具有不同特点的阅读专家。 

我们已经提出需要经过一番钻研练习才能够成功培养这种阅读专家。在此

过程中，需要进行的练习和教学材料也应该具有不同的种类和性质。我们认为

形成阅读专家的过程中重要的一个方面是将母语阅读中使用的策略灵活运用到

外语阅读过程中。 

我们已经提出阅读专家在母语方面是专家，但在外语方面却是一个初学者。

母语专家与外语专家的区别在于语言及处理过程，个人经验及社会文化和制度

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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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提出的阅读策略分类中我们将其分为三组：阅读前，阅读中和阅读

评估。阅读策略能被运用到阅读的各个过程中。阅读前运用预测策略预测文章

信息内容。阅读过程中运用策略判断阅读目标正确与否，寻找特殊信息、文字

的深层意义和文化知识避免理解漏洞，也能从文章中确定相关信息。从文章的

目标、特点进行自我评估和监控自己的阅读进程；使读者适应上述阅读需要并

了解正在学习的语言的代码。 

我们认为，在外语教学中应该区分综合目的的教学和特殊目的的教学。有

特殊目的的教学使学习者获得专家们在特殊领域使用的专门语言，比如翻译、

医学、法律等。就如我们在论文的第二章中所介绍的，有特殊目的的语言的特

征是知识的内容具有条理性，它的使用者有一个语言的需求和确切的交流，语

言课程的安排是根据这些特殊的需求而制定的。 

通过对中国对外汉语教学大纲的分析，我们强调 2007 年前和 2007 年后出

版的大纲的不同在与它们关注的角度有差别。之前他们集中考虑教的过程和语

言知识，之后开始考虑学的过程上，不只注意语言知识的积累，也强调文化和

跨文化知识的积累与方法和技能方面的发展。 

2、我们结合他人的观点设计了一个阅读过程模式 

本论文介绍我们的阅读过程模式。首先我们介绍阅读综合过程模式。我们

认为阅读过程开始于阅读者利用各种感官来接收和感知刺激。一个文本有一系

列的上下文因素，这些因素激发阅读者的知识结构并指引读者对汉字、形态、

句法和语义结构、文本内容进行假设、预测和辨认。在此过程中，读者根据阅

读目标进行选择，选择的刺激来自于读者保持在头脑中的阅读意图，选择过程

中的信息是存储在短期记忆中，选择的最终结果则通过各种方法存储在长期记

忆中成为读者知识结构的一部分。 

所有这些刺激被以信息的形式接收并存储在记忆里，因为想要理解它们首

先要保存它。验证假设的时候，就能在短期记忆里找到这些信息。在验证假设

的过程中，或者是在对所阅读文本理解的过程中，读者需要借助书写迹象：字

母、汉字、书写或句法记号、甚至是印刷因素和段落分布。 

为了回答读者在阅读时自己提出的一系列问题，并给出文本含义，读者需

要根据人物动机、行为原因、思想连贯、所掌握的能力、情节发展及文本中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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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和句子的多种解释，构建一系列的假设或期待。对于假设的实现，应该进行

验证。验证时应该根据文本类型的适当规则，只依靠合适的符合文本条件的信

息。 

以后我们将综合阅读模式变成特殊目的的阅读模式。模式的第一、二和三

阶段都一样，但最后结果阶段有变化。在最后一个阶段，这些已经处理的信息

会回到读者的预先知识网络，同时会应用于初始译稿，对初始译稿进一步修改。

这是我们设计的阅读过程模式与其他阅读过程模式最大的差别。 

3、对对外汉语教材进行多角度的分析 

通过对各种对外汉语教材的分析，我们发现了一些规律。 

首先，为讲授和学习作为第二语言的中文而出版的教材大部分是中国的教

育人员编写并在中国出版。外国人编写的教材比例极小。中国出版的教材不明

确指出其理论基础和教学方法，而国外出版的则会明确指出其理论基础和教学

方法。通过分析我们发现，大部分中国教材的理论基础是行为主义和结构主义，

教学方法一般是视听法，教学内容从语言的最小单元一直到最复杂的结构，并

且一般不会融入所有的技能。在西班牙出版的书籍遵循欧洲共同框架有关语言

的标准，它的理论基础是建构主义和社会互动论。美国和新加坡教材是以认知

理论为基础的，教材内容根据交际功能安排。在中国之外出版的教材提出螺旋

形的学习，也就是说新知识的学习与已学过内容的复习相结合。此外，词汇是

以主题而学习的，而不是随意无规律的。在中国出版的教材是直线型的，就是

单纯积累新的结构和词汇，有时新旧知识之间是毫无关联的。 

在中国出版的教材是以教学为中心的，将所有教学内容全部编排在教材中，

以便学生可以自学使用。这些教材的目的是使学生们记住不同单元的内容，因

为行为主义理论认为只要背过所学知识就会正确使用所学内容。 

在中国之外出版的教材是以学习为中心，主要关注学生的习得方法，有一

些内容需要老师补充而不在教材中出现，而且练习的种类丰富，目的性很强。

并且它的内容不只包括语言知识和语法结构，而且也包括文化方面的知识。 

把各种技巧综合在一起的教材一般都在国外出版，并且他们的作者都是外

国人或外籍华人。在中国之外出版的书籍一般都伴随着一个教学参考书。这个

教学参考书可以加入到教科书中或者分开作为教师参考书，它的功能是介绍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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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教科书的宗旨，应该发展的技巧，应该使用的方法和作为教科书基础的理论

知识。 

还要指出的是，从 1981 年出版的《现代汉语课本》（manual del chino 

moderno)到九十年代一直没有为西班牙语母语的教学对象出版教科书。此外，

出版了的教材也没有考虑到西班牙或拉丁美洲学生的特点而在方法或内容上做

些适应性调整， 而只是单纯地翻译词汇和解释语法。 

关于对阅读教材的分析，和上面的分析结果一样，大部分在中国出版的书

与它们的作者都是这个国家的，并且大部分的出版物都是在九十年代末。与此

同时外国学生对汉语的兴趣开始增加，对外汉语阅读研究正式出现。 

在对阅读教材的研究分析中我们发现，结构主义和讲授阅读的综合方法的

使用之间存在关联。以建构主义为基础的教材使用的是结合（综合+分析）阅读

教学方法。 

关于阅读练习的类型最常用的是多项选择、填空、回答开放式问题、判断

正误，帮助认字、组词和拼音汉字连线的练习，只出现在阅读学习的初期阶段。 

阅读材料的文体初级阶段的学生应以叙述类为主，高级阶段的学生阅读文

本的文体类型应该多样。关于新闻类文章，我们看到有专门用于这些内容的教

科书。 

4、我们针对西语系翻译专业学生提出了对外汉语阅读教学模式 

我们对阅读教学的建议来自于对语言理论的思索，外语教学的方法，对外

汉语的大纲，翻译专业的大纲，欧洲教育框架，阅读进程，翻译过程以及译者

翻译和阅读能力的发展。 

我们的对外汉语阅读教学模式的目的是教给学生了解并掌握阅读过程的每

一个因素和阶段。我们认为教阅读包括教感知能力、记忆、制定和检验假设、

将已经处理好的文章信息加入到预先知识网络、读者对文本理解程度的掌握、

对外汉语阅读的目的和读者已有的知识。 

本模式的理论基础是建构主义、社会互动理论对语言的认识。教学法则是

多种能替学生需要及对外汉语阅读特定需求提供解答的方法集合。我们的教学

模式考虑的因素包括：教学目标，发展的对外汉语阅读能力，需要发展的各种

策略，帮助策略发展的各种练习、教材及学生学习外语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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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我们的观点，通过这种对外汉语阅读教学模式培养成的对外汉语阅读

专家，有能力从思想上建构中文文章结构，能够在中文文章的元素和本身所具

备的知识网之间建立相互关联的结构，知道怎么解决文章微观结构和宏观结构

之间的问题，能建立一种环境模式并将它与文章宏观结构相联系。 

尽管本论文的主要目标是讨论对外汉语阅读教学模式，但还有一个与此模

式关联密切的因素需要说明。对于汉语书面语的学习来说，不论是母语还是外

语，都有两个阶段：首先是掌握汉字，接下来是发展阅读理解。因此在学生发

展汉语阅读能力之前必须掌握一定数量的汉字，这些汉字必须在阅读模式的预

先知识部分存储着，否则汉语阅读不能顺利进行。另外，阅读材料的学习顺序

应该首先是叙述和描写性的文章，然后是解释性的，论述性的和新闻类的，这

一安排遵循由易到难、循序渐进的学习规律。 

本论文的不足之处及未来准备继续研究的内容是： 

针对翻译专业的中文阅读教学的研究是对外汉语教学研究的范畴之一，同

时翻译教学研究也属于特殊目的的语言教学研究。这个博士论文的完成使我看

到还有很多方面需要进一步研究。我们分析了对外汉语教学大纲，但还需要设

计一个专门的阅读教学大纲并考察它的作用和效果。本论文讨论了对外汉语阅

读的教学方法，但也需要研究学生如何学习对外汉语阅读。 

这个论文只是一个开始，从这里我希望将有更多关于这个题材的研究。在

将来我希望研究学生和老师关于阅读的一些隐性的理解，并且这些理解怎样影

响阅读技能的学习和教学进程，我也希望研究能够适应西班牙语学生学习需要

方式的汉语教材。 

正如我在论文前言中提到的，不管是翻译的研究还是对外汉语教学的研究，

是两个还有很多需要研究的领域，我愿意在这两方面继续奉献我的微薄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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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 

a) 通用汉语教科用书 
 

表格序号 01 

书名 汉语教科书（上-下） 

作者 邓懿 

出版社 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出版时间和地点 1958，中国 

辅助材料 无 

语言概念 推断-结构学 

语言技巧 语音、语法、口语、汉字书写 

教学法 

传统教学方法 

有 8 课用来练习语音，4 课用来练习口语。先是现代汉语字

母的发音，然后是音调的练习，紧接着进入简短对话和语法

的学习。有 60 课专门用来解释 170 个语法点。首先是语法和

词汇的学习，然后是课文的学习。每 5 课之后有一个复习单

元，书的最后有深入学习和复习材料。 

评论 

这本书属于第一阶段在中国出版的对外汉语教材。 

每一课的内容和词汇和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也有中国古代和

现在历史的简介。 

我们没能直接看到这本教材，不过我们参考了其他一些对此

教材内容有说明和评价的书。这本教材是新中国成立不久出

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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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序号 02 

书名 基础汉语课本（I，II，III，IV，） 

作者 
李培元、任远、赵淑华、刘社会、刘 山、邵佩珍、王砚

农、来思平 

出版社 华语教学出版社和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出版时间和地点 1981，中国 

辅助材料 
磁带；练习册；汉字书写练习册；阅读（只有 I，II 册

有），一本听力理解练习册 

语言理论 推断-结构学 

语言技巧 包含 4 个语言技巧，后期注重口语和听力练习 

教学法 

推测-听说教学法 

教材的编排按照语言的逻辑而来，也就是说，从表面到

深层。在前十课里，通过对话、声母、韵母和音调的练

习，系统地介绍了语音的基本知识。从第十一课开始，

给出使用频率较高的句子和场景练习，让学生模仿语法

点，然后通过课文的学习，让他们系统地掌握对中文。

在每课之后给出语法点，如词汇和句子。 

每一课都包含一定的练习，可在课上或课外完成。从十

一课开始，每三课之后有一个复习课，有课文、练习和

语法总结等。复习课只出现在第一册，二三四册则没

有。 

此教材的听力理解练习为以下方式：句子（选择），对

话（选择），短文（回答问题），文章（文章内容的理

解的不同练习）。此书为 60 小时教学时间。 

评论 
此教材曾被翻译为英语、法语、德语、西语和俄语。是

中国对外开放以来第一本对外汉语教科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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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序号 03 

书名 实用汉语课本(I, II, III, IV, V, VI) 

作者 刘珣、邓恩明、刘社会 

出版社 汉语印书馆 

出版时间和地点 1981，中国 

辅助材料 练习册、汉字书写练习册和磁带 

语言理论 推断-结构学 

语言技巧 包含四个语言技巧，以口语和听力为主 

教学法 

已注明-听说教学法 

根据书中（第一册和第二册）两个汉语学生 Gubo 和 Palanka 和到中国

旅游的布朗夫妇的经验，词汇和语言结构的学习需要较高的汉语水

平。 

第一册和第二册所用方法论： 

前十二课主要针对发音和重音的练习。剩余的课文主要以对话为主来

进行听说练习。教材的单词表、语法解释和练习题则为新词汇和新语

言结构的学习而准备。在每一课后面，有一个汉字表，标明每个汉字

书写的笔画顺序。 

第三册和第四册所用方法论： 

每册包含 15 课。书的结构和前两册相同：课文、新词汇、语法解释

和用于复习已学知识的练习题。写作练习较前两册来说增多，不过为

了保持对口语练习，每课里面都有专门练习口语的部分。 

第五册和第六册（原文为第三册与第四册）所用方法论： 

和前面几册的方法论相同，不同的是在最后两册的词汇表里不再有英

语的注释，而用中文注释。课文难度增加，通常为小故事，学生可借

此了解中国文明文化。每册有十四课。 

评论 此教材针对对象为外国成年自学学生。第一册和第二册为初级水平，

第三册和第四册为中级水平，第五册和第六册为高级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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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序号 04 

书名 汉语三百句 

作者 张亚军、毛成栋 

出版社 汉语教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和地点 1984，北京 

辅助材料 -- 

语言理论 推测-结构学 

语言技巧 口语和听力 

教学法 

推测-听说教学法 

通过伴有单词翻译注释的对话的学习，来了解汉语的基本结

构和掌握必要的词汇，以便在中国日常生活中用到。 

评论 

此教材适用于汉语速成班的课堂。也可当作基本课文教学或

口语和听力练习手册。里面有 1000 个汉字的学习。此书对汉

语的学习有立竿见影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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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序号 05 

书名 初级汉语课本 

作者 鲁健骥、李继禹、刘岚云、丁永寿、黄政澄、邱延庆 

出版社 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和华语教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和地点 1979，中国 

辅助材料 磁带、阅读材料、听力练习册和汉字书写练习册 

语言理论 推断-结构学 

语言技巧 主要为口语和听力的练习，也含有阅读理解和写作练习。 

教学法 推断-听说教学法 

知识点根据难度递增。 

前几册的课文内容如下： 

-新词：总共 1200 个，分散在 15 课里。第二册最后有一个前面

所有所学单词的汇总。 

-课文：包含校内校外生活场景的对话，和根据学生水平不同而

改编的中国文化成分。 

-课文中出现的词语的用法和语法点的说明 

-语音的解释：声母、韵母，语气和声调练习。 

-语法解释。 

-读音和语法练习。 

第三册针对学习中国语言、文学和历史的学生所设计。次册作

者所遵循的方法论如下： 

-教师在讲解课文之前要有充分的准备工作，这样会加强学生自

主学习的能力和热情。在课堂上，要求学生充分掌握课前预习

的语法结构。 

-在讲解和复习的时候，重点放在关键语法结构和词汇上。非重

点的语法结构和词汇让学生在课余时间自主学习。 

-三种系统练习：理解练习、机械练习和自由练习。前两种练习

是为自由（或创造性）练习中所要用的语法结构打下基础。作

者认为，创造性练习是最重要的，应为他要求学生对语言进行

运用。 

-课文的学习：目的在于让学生理解课文内容和结构。如果是记

叙文，学生应该清楚故事发生的时间和地点，谁是主角和他在

故事里扮演的角色；如果是关于论证的文章，学生应该找出文

章的论点和的逻辑。除此之外，老师应该帮助学生理解文章隐

含的意思、文化和内容，这也是课文理解很重要的方面。 

-说话练习和复习：老师准备一个故事开头或几个问题，让学生

继续故事的叙述或回答问题，但老师要考虑到学生接下来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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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用他们已学的知识。老师也可要求学生用不同的观点和语

气来复述课文故事，如有需要，老师可先做示范。在说话练习

结束前，总结同学们刚说到的观点和内容。 

-辅助活动：作者还建议了一些课外活动，如看电影、名胜古迹

的游览等，这是为补充课堂内容和吸引学生。 

评论 语法解释为中英双语。 

在印刷本书修订版的时候，将 Xiao Xiumei 和 Li Shizhi 老师也纳

入作者队伍，因为他们在课堂用过此教材，更了解里面的优点

和缺点。 

原书名为《快速汉语教程》，后改为《初级汉语课本》 

每本书的主题可在 8 到 10 小时完成，作者的建议如下： 

新词汇和课文- 50 分钟的课堂 2 节 

新词汇和课文表达的讲解- 50 分钟的课堂 2 节 

语法讲解-50 分钟的课堂 2 节 

复习和课文讲解-50 分钟的课堂 2 节 

语法内容和词汇用法的讲解-50 分钟的课堂 2 节 

作者标明，上述时间安排仅仅根据课本内容，如果教师要加入

课前准备时间、课后作业和复习的时间，时间则根据每位老师

的安排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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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序号 06 

书名 中级汉语课本 （上、下） 

作者 陈 灼、陈田顺 

出版社 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出版时间和地点 1987，中国 

辅助材料 磁带 

语言理论 推测-结构学 

语言技巧 口语、写作、听力和阅读 

教学法 推测-听说教学法 

评论 

次教材针对在中国学习汉语的大二学生和在中国大学长期学习

汉语的中级水平的学生。 

这个教材的特点是除了有个一主课文之外，还有五个用于复习

和深化学习的附加课文，通过这些附加课文的学习，增加学生

对中国社会、文化、文学和历史了解。 

教材共有 1600 个汉字的学习，主课文有 2000 个字，辅助课文

有 5000 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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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序号 07 

书名 高级汉语课本 （上、中、下） 

作者 孙瑞珍、姜德梧、倪明亮 

出版社 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出版时间和地点 1989，中国 

辅助材料 -- 

语言理论 推测-结构学 

语言技巧 
阅读理解和运用写作 

关于阅读理解，是为提升学生阅读速度（简介里提到） 

教学法 推测-传统教学法 

评论 

在此书出版之前，1987 年到 1989 年间，被用于北京语言学

院第二系 5 号研究小组的课堂里。 

用此书的学生要达到以下要求：有较好的口语和写作表达能

力。能够流利、准确地对话，内容符合当时场景要求。可以

描述周边的人、物品和周围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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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序号 08 

书名 中文听说读写 

作者 Tao-Chung Yao, Yuehua Liu  

出版社 Cheng and Tsui Company 

出版时间和地点 1993，美国 

辅助材料 CD，网上资源，练习册和汉字书写练习册 

语言理论 已注明-结构学、认知学和推断学的结合 

语言技巧 听力、阅读、口语和写作，汉字发音和书写练习 

教学法 

已注明-交际教学法、语法-翻译教学法和直接教学法 

诣在为学生打下坚实的语法基础，在日常生活中能正确运

用。 

加入了有教育意义的材料和真实的材料 

一开始就有口语和书面语的区分。 

加入了繁体汉字和简体汉字的书写。 

大部分老师都是以读音开始教学，然后是会话，之后是阅读

和写作，在第一册的初级里，所有的课文都先以拼音的形式

展示，之后是汉字版本。初级的第二部分，为了学生适应汉

字，课文则先以汉字版本出现，然后是拼音版本。 

评论 

此教材首先在美国印第安纳大学的东亚夏季语言学院中文学

校试行。 

初级第一册- 350 个汉字，初级第二册-350 个汉字，中级-600

个汉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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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序号 09 

书名 汉语会话 301 句 

作者 康玉华, 来思平 

出版社 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和地点 1989，中国 

辅助材料 磁带，近期印刷版本为 CD 

语言理论 推测-结构学 

语言技巧 口语 

教学法 推测-听说教学法 

评论 

在中国被用在初级口语课堂。针对刚到中国，中文基础为零，

并急需和周围交流的汉语学生所设计的汉语速成教材。根据西

班牙的外语教学，此书可用在每周有三小时中文课的初级班学

生，由于此教材只有对话和简单的语法讲解，需要辅助材料来

补充语言的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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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序号 10 

书名 汉语教程 (一、二、三 /上、下) 

作者 杨寄洲 (编辑) 

出版社 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和地点 1999，中国 

辅助材料 磁带或 CD 

语言理论 推断-结构学 

语言技巧 语法 

教学法 

推断-听说教学法 

每本书有 15 课。一学期课完成第一册和第二册书的学习，第

三册则放在另外一学期。 

结束所有教材，可学习 3300 个左右词语。第一册每课学 20

个词语，第二册每课 40 个词语，第三册每课 50 个词语。 

第一和第二册上完每课需要 2 到 3 小时，第三册则需要 5 到 6

小时。 

教材结构为：课文，新词，注释，语法，语音和练习题。 

评论 

此教材的语言技巧是分开独立的。这是一本补充通用中文听力

教材（见表 11），阅读理解教材（见附件 II）和口语教材的

书。 

此书为中文系的外国学生所设计。 

预测这种教材在第一年可以全部上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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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序号 11 

书名 汉语听力教程 

作者 胡波、杨雪悔 

出版社 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和地点 1999，北京 

辅助材料 CD 或磁带 

语言理论 推测-结构学 

语言技巧 听力 

教学法 

推测-听说教学法 

（简介里提到的）每册书包含 30 课，每 5 课后有复习。每一

个分为三部分：听力、泛听，语音和音调。 

每课用时 2 小时。 

在听听力材料前应学习新词汇。 

目标是学生听懂教材听力材料的内容。 

评论 

此教材是表格 10 所提到的教材的辅助材料。里面有些的练习

题型和汉语等级考试（HSK）一样，可作为准备此考试听力部

分的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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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序号 12 

书名 汉语写作教程 

作者 赵建华、祝秉耀 

出版社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和地点 2003，中国 

辅助材料 --- 

语言理论 推测-结构学 

语言技巧 写作（初级） 

教学法 

推断-推断教学法 

作者对此教材用法的说明： 

1. 解释课文中重要的结构或要点 

2. 讲解新单词，读和讲解课文 

3. 做课后练习 

4. 写一篇作文来练习所学语言结构，之后再为学生分析错

误。 

评论 

写作的练习通常是在第二年，也就是说，要求学生达到中级

汉语水平。 

前四课在复习上学期所学知识：自我介绍、学生周边环境的

描述。用基本语法结构。 

其余课是教学生写记述文。从简单的文章开始，逐渐增加难

度。 

根据中国大学的课程安排，学生每星期用 2 个小时练习写

作，需要 2 到 3 堂课来讲解和练习教材中的一课，用 1 到 2

堂课来修改和评论学生写作中所犯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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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序号 13 

书名 汉语口语速成 

作者 马箭飞（总编辑） 

出版社 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和地点 2006 

辅助材料 CD 

语言理论 推测-结构学 

语言技巧 口语 

教学法 推测-听说教学法 

评论 

该教材用于短期或速成汉语教学，涉及初级到高级。 

教材有 20 课，每 5 课后有复习。这本教材的结构和上一本

相似： 

1. 汉字 

2. 课文 

3. 语法讲解 

4. 写作和口语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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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序号 14 

书名 汉语 

作者 Eva Costa y Sun Jiameng 

出版社 Herder 

出版时间和地点 2004，巴塞罗那 

辅助材料 

CD,听力材料和答案，练习题册，课文册。课文出现在教材前

面，然后是练习题，接着是词汇表，最后是听力材料和答

案。 

语言理论 已注明-推断伦 

语言技巧 口语、听力、写作和阅读 

方法论 

已注明-交际教学法 

从语言的交际出发对听说读写 4 个语言技巧进行练习，坚持

从汉语的特点为出发点，对西语国学生造成困难。 

评论 

根据欧洲共同语言参考框架，该教材第一本水平为 A1，第二

本为 A2，第三本为 B1.第三册不仅遵循了出版在 DOGE 5297

号的教程（15.01.2009），而且是以 EOI 的水平划分为基准。 

第一本书的简介里指出，这套教材的有一个辅助教参《现代

汉语功能语法》，在学完这三本教材之后，学生基本达到

HKS 考试的初级水平。 

在学完第一和第二本教材后，学生可参加 EOI 初级水平考

试，学完第三本后可参加 EOI 中级水平考试。 

在第三本教材里，收录了很多有关中国社会文化的信息，这

使得学生能多中国现实社会和文化更进一步了解。 

第三本教材简介里特别提到了关于汉字的认识和阅读：“我们

的目标是让学生有认识和猜测新课文中不认识的汉字意思的

能力。” 

语法结构部分用蓝色篇章突出。新词语用图片的形式列出。

词汇将在课文最后出现，而并不是在课文旁边。新词语根据

主题分类，随着学习的过程逐渐取消拼音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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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序号 15 

书名 当代中文 

作者 吴中伟 

出版社 Sinolingua 

出版时间和地点 2009，北京 

辅助材料 CD，汉字书写练习册和练习册 

语言理论 简介里没有提及-结构学 

语言技巧 
听力、口语、阅读和写作 

769 个汉字和 49 个语法点（简介里特别提出） 

教学法 

简介里没有提及-听说教学法 

遵循中国传统汉语教科书结构：词语和新表达方式、附加词

汇、特殊名称、课文、语音、语法。在每单元开始，有一个

即将学习的基本语法的表格。每单元最后有一个语法笔记板

块。 

评论 此书曾被翻译成西班牙语，是与汉办合作编辑的教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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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序号 16 

书名 谢谢 

作者 西班牙出版：Eulalia Mata y Eduard Sancho （合作者） 

出版社 Difusión e idiomas Pons 

出版时间和地点 2009，巴塞罗那 

辅助材料 

4 张听力 CD，2 张 DVD，和 2 张只读 DVD，里面是练习题答

案、中西-西中注释，拼音引导，《谢谢》口袋书 （写有基

本汉语结构和词语的卡片） 

语言理论 
已注明-推测学 

学习目标和过程为螺旋线状。 

语言技巧 听说读写 

教学法 

已注明-交际教学法 

作者特别指出，该教材的编辑遵守了 5 个 C（交流、文化、

联系、语言对比和共性）。通过这“5 个 C”，来增强学生的交

流能力，让学生懂得“用”中文，使学生有跨文化意识。 

评论 

就如简介里所说，此教材针对在老师帮助下学习的学生或者

自学的学生，并参照了 HSK 考试的标准设计。学完第一册，

学生可以参加中级汉语考试。依据欧洲共同语言框架，第一

册为 A1 水平，第二册为 A2 水平。 

这本教材分为 4 个板块，每个版块有 10 个单元和一个文化

单元，其中也有专为 HSK 考试准备的板块。教材前面有针对

自学学生和老师的教参指南。 

这个教材的外观五颜六色，里面也有很多图片用来学习词汇

和语法，整本书很生动。 

每单元首页都有该单元的学习目标和关键语法点。 

书里的表达方式偏口语和生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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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序号 17 

书名 翻译中文 

作者 
Helena Casas Tost, Sara Rovira Esteva y Anne-Hélène Suárez 
Girard 

出版社 巴塞罗那自治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和地点 第一册，2007，第二册，2008，巴塞罗那 

辅助材料 

有 听 力 和口 语 练习、 补 充 练习 和 可用信 息 的 网 页
(www.uab.cat/xuezhongwen) 

可直接和作者联系的邮箱： 

xuezhongwen@uab.cat 

语言理论 已注明-推断学 

语言技巧 听说读写，最后达到对谈话的分析 

教学法 

在教材前言里清楚表明-交际教学法，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

法。 

从汉字的组成部分入手，锻炼创造能力，以达到对谈话的分

析。专业汉语亦是如此。 

内容的进展快速且多样，需要学生的充分参与。 

从谈话内容发掘语法点，而不是学习枯燥独立的语法点。 

评论 

这本教材是为学习汉语翻译的学生和对中文没有概念的西语

国学生而设计。 

书中介绍了中国大陆和台湾的中文，里面既有简体中文，也

有繁体中文。 

 
  

http://www.uab.cat/xuezhongwen
mailto:xuezhongwen@uab.c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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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序号 18 

书名 Developing Chinese Fluency Intermediate-高级 

作者 Phyllis Zhang 

出版社 Cengage 

出版时间和地点 2009，新加坡 

,辅助材料 
练习册，网上练习资源： 
biaoda.cengageasia.com 

语言理论 本书没有提及-机构学 

语言技巧 听说读写，更重要的是创造性能力 

教学法 

简介里说明本书不止一种教学法，是一下教学方法的结合：

听说教学法，结构语法教学法，交际教学法和任务教学法。

学习过程呈螺旋状。 

词汇的学习是，把词语归类，课上通过口语重复练习，课后

通过电脑上书写练习和抄写，以及把平时阅读，辩论和文化

知识中所出现的新词汇也进行学习。学生反复手写汉字被认

为没有太大意义。将手写汉字和电脑书写汉字相结合。 

评论 

此书基于《二十一世纪对外汉语准则》（ACTFL 2006）而编

辑，也就是著名的 “5Cs” 和美国外语教学理事会纲领

（1999），涵盖了一下几个领域：描述、对比、辩论、展

示、写电子邮件、口语演讲和书面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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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序号 19 

书名 Interactions I and II – A cognitive approach to beginning Chineses 

作者 Margaret Mian Yan, Jennifer Li-chia Liu 

出版社 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和地点 1998 

辅助材料 练习册，教师用书和 CD 

语言理论 已注明-认知学 

语言技巧 听说读写 

教学法 

已注明-认知教学法 

学习过程的中心在学生，而不在老师。 

学习过程不仅仅是语言结构和语法的学习，多样的社会文化

知识也很重要。 

评论 

此书面向零基础而且对中文和中国文化感兴趣的学生，也适

用于语言技巧掌握不全面的中级或高级学生。 

内容涉及中国大陆地区中文、台湾地区中文、美国地区中文

和美国以外地区中文，是为向学生展示一个全面且真实的汉

语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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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序号 20 

书名 
Connections I and II – A Cognitive Approach to Intermediate 
Chinese 

作者 Jennifer Li-chia Liu 

出版社 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和地点 2004，印第安纳 

辅助材料 只读 CD，中文 DVD 

语言理论 已注明-认知学 

语言技巧 听说读写 

教学法 

已注明-认知教学法和互动教学法，以学生为中心。 

本书作者认为，要有效的学习中文，不能把重点仅仅放在机

械地学习语法和语言结构上，而要把学习的主体放在学生身

上，使学习过程变得有意义，学生更加活跃。 

语法通过语言规则和其语义来讲解。新词汇通过和已学词汇

相联系来学习。课文类型多样（对话、故事、笑话、广告

等）来丰富学习内容。 

评论 

此教材面向在美国或中国境外不同环境里学习一年中文的学

生，通用汉语教材。 

内容涉及中国大陆地区中文、台湾地区中文、美国地区中文

和美国以外地区中文，是为向学生展示一个全面且真实的汉

语语言。 

教材内容结构为：词汇、课文、短对话、记叙文、汉字、语

法、文化和歌曲。 

词汇分为三组：出现顺序、语法范畴和拼音。学习汉字的写

法。 

书上的课文的讲解和阅读方法： 

1- 学习词汇 

2- 读课文，懂大意。 

3- 尝试直接阅读，不翻译。 

4- 把字典当作最后的资源。 

5- 在粗览之后，再一次慢慢读一遍课文，注意课文细节内

容。 

6- 把已读内容用自己的话总结出来，并标注在课文旁空白

处。 

7- 把不懂得句子用横线标示出来，以便之后问老师。 

练习册里也有各种类型的文章供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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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序号 21 

书名 Encounters I and II – A cognitive approach to Advanced Chinese 

作者 Jennifer Li-chia Liu, Yan Li 

出版社 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和地点 2010 

辅助材料 CD 听力 

语言理论 已注明-认知学 

语言技巧 听说读写 

教学法 已注明-认知和互动教学法 

评论 

这是一本面向汉语水平为高级的学生，帮助他们优化词汇质和

量，让表达更畅通。也让他们认识到更多的口语和写作的表达方

式。打开文化视野也是该教材的目标。 

大部分单元都有从生活化到正式的口语化的文章，记叙文和说明

文。尽量避免错误的阅读方式有损其他语言技巧的学习。 

在每个主题后，有名为“剧场”的板块，里面是对前面所学的概

括，让学生理解学习语言不光是简单的词汇记忆和语言结构的学

习。 

书内包含简体中文和繁体中文。 

主题分布： 

-亟待解决的问题和达到的目标。 

-对话 I 

-对话 II 

-记叙文和阅读理解练习 

-展示 

-词汇汇总 

-语法 

-对话 I、对话 II、记叙文和说明文的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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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序号 22 

书名 新实用汉语 

作者 刘珣（合作者） 

出版社 北京语言文化学院出版社 

出版时间和地

点 
2008，北京 

辅助材料 练习册、教师用书、听力磁带和 DVD 

语言理论 未说明-结构学 

语言技巧 听说读写，汉字书写、语音和语法 

教学法 

未说明-从语法-翻译教学法到交际教学法的多个教学法的融

合。交际技巧和语言结构的理解同样重要。 

根据本书作者观点，发音、词汇、句子顺序、语法和谈话是

构成言语交际的基础，并没因为强调语言结构而削减交际功

能。 

从易到难地审视现在语言教学和以前的不同，内容的安排有

周期性的特点。 

教学目标语言的文化，能更有效地实用这门语言。 

系统地学习汉字。 

评论 

希望通过语言结构和功能的学习和文化的熏陶，来培养汉语

学生的交际技巧，继而增强他们的听力和阅读理解能力。 

目标人群为中文是必修或辅修课程的外国学生。 

这个系列的教材可在三年内完成，每一册用时一年。 

书的结构：课文、词汇、对话练习、阅读理解和口头复述练

习，语音、发音、语法和汉字练习，文化注释。 

此教材由瓦伦西亚 EOI 汉语学校 Xue Keqing 博士翻译成西语

版本，并由这个中心的汉语学生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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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序号 23 

书名 今日汉语 

作者 刘展鹏 

出版社 外语教学研究出版社 

出版时间和地点 2003，第一次出版 

辅助材料  

语言理论 未说明-结构学 

语言技巧 听说读写 

方法论 未说明-语法-翻译教学法和听说教学法 

评论 

此教材在格拉纳达大学的合作下完成。 

为更好地适应西语国汉语学生和以汉语为工具语言的学生的

要求，其中部分材料在中国国家对外汉语教学办公室的帮助

下完成。 

此书结构：课文、词汇、注释、中文问题和各种练习题。 

内容是从简单到难逐渐递增。课后练习同老师在课堂完成，

练习册的练习则作为家庭作业和知识的巩固所用。 

有 75 课，每课需要 4 到 6 小时来完成。 

强调不仅要进行中国传统文化的教学，也要对中国文化交

流、现实社会和当代中国价值观进行传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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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序号 24 

书名 体验汉语 

作者 刘珣（丛书合作者） 

出版社 高等教育出版社 

出版时间和地点 2006，第一次出版，北京 

辅助材料 CD 和补充词汇册 

语言理论 未注明-根据主题不同运用不同的理论 

语言技巧 听说读写 

教学法 
各种教学法：商贸汉语用听说教学法，任务交际教学法用汉

语官方用语。 

评论 

《体验汉语》是短期和速成汉语丛书。结构根据主题来分：

汉语官方用语，生活在中国、旅游在中国、商贸汉语、文化

交流汉语和运动汉语。这本教材被翻译成各国语言，但是其

中内容并没有根据西语国文化的不同而作适当修饰。 

适用于刚达到初级汉语水平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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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序号 25 

书名 博雅汉语 

作者 李晓琪 

出版社 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和地点 2004，北京 

辅助材料 每个级别的教学指南， CD 

语言理论 推测-结构学 

语言技巧 听说读写和语法 

教学法 推测-听说教学法 

评论 

学完初级的两本教材后，学生可以参加 HKS 三级考试；学完

中级，学生可以参加 HSK 5 或 6 级考试；学完高级，可参加

HSK 11 级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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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概念图 
 

作者国籍  

  中国 

  外国 

  中国/外国 
 

出版年代 
  1950/1960 
  1961/1970 
  1971/1980 
  1981/1990 
  1991/2000 
  2001/2010 
 

出版地点 

  中华人民共和国 

  西班牙 

  其他国家 
 

补充材料 

  磁带 
  CD 
  DVD 

  教师用书 

  汉字教材 

  练习教材 

  阅读教材 

  口语练习词汇练习册 

  教程 

  在线课程 

  无 
 
 
 

语言理论 

 明确的 

 推测的 
 

语言的概念 

  传统的 

 结构主义 

  认知主义 

  建构主义 

  社会互动主义 

  若干 

技巧 

  书面理解 

  书面表达 

  口语理解 

  口语表达 

  发音和听力 

  语法 

  认字和写作 
 

语言教育的方法 

 明确的 

 推测的 
 

语言教育方法的种类 

  传统法或语法翻译法 

  行为主义 

  听说法 

  任务法 

  认知法 

  交际法 

  直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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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对符合附件一的样本用 SPSS10进行的社会学分析 
 

附件一含有 25 本书，根据我们提供的变量11，专家进行了下列分析。 
 

书本作者 

  频率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计百分比 

有效的 中国
12

 18 72.0 72.0 72.0 

外国 2 8.0 8.0 80.0 

外籍华人 4 16.0 16.0 96.0 

中国和外国人 1 4.0 4.0 100.0 

总计 25 100.0   100.0  

 

通过分析附件一中的定性变量13
，书的作者后14

，我们可以得到以下数据：25

本书里面没有一个遗漏值15。25 本书里面有 18 本是中国籍作者写的，占到样本

的 72%，外国籍作者的有 2 本占到了 8%。外籍华人作者的是 4 本占 16％，只

有一本书是由外籍华侨写的，占 4%。 

  

                                        
10 我们将使用 SPSS 进行数据分析。这是一种统计分析和数据管理软件，该软件设计于 70 年代并用于社会

科学的研究和分析统计。 
11 SPSS 中的变量是在做所有类型的分析之前研究人员已定义的属性。 
12 变量所包含的项目词有利于使我们对变量中每个类别代表性的数字进行解释。 
13 变量分为定性和定量两种，所有的变量都有特定的名称，除了出版日期是定量的变量外，其他均为定性 

变量。 
14 标称：数字变量的值（数字）表示类别归属。对于这种类型的计算，没有一定的逻辑顺序能使我们可以

在它们之间进行优势比较。 
15 遗漏值的原因，我们没有获得一个符合寻找条件的信息，也就是说，是一个指出为什么没有为我们提供

信息的原因。遗漏值是原因不是错误。它们被定义为 99 值 = NS/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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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日期 

  频率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计百分比 

有效的 1950-1960 1 4.0 4.0 4.0 

1971-1980 1 4.0 4.0 8.0 

1981-1990 6 24.0 24.0 32.0 

1991-2000 4 16.0 16.0 48.0 

2001-2010 13 52.0 52.0 100.0 

总计 25 100.0 100.0  

 
 

从附件一我们可以得到出版日期数据规模变量16的数值，25 本书里没有遗

漏值，所有样本都有出版日期。我们把代表变量设定为 10 年。 

可以看到最早的样本出自 1950，因此样本的开始年份就是这一年，2010 年

作为样本书籍最后的出版日期，这就作为本研究的最末。 

因为只有一本教材在 1950 年至 1960 年这个时间间隔范围内，占到样品 4％。

在 1961 年至 1970 年之间没有教材，使得这个范围内没有代表。 1971 年到

1980 年之间也有 4％的样品——一本。在 1981 年和 1990 年，有 24％的代表，

有 6 本教材在此期间出版。在 1991 年至 2000 年之间，有 14％的代表即有 4 本

样品。大多数代表教材产生在过去的 2001 年至 2010 年间，这两个年份之间的

间隔日期共 13 本，占了总量的 53％。 

 
 
  

                                        
16 规模：是数字变量，它的值代表一个数量或金额或类别；这种类型的测量值可以用在算术运算，如加法，

减法，乘法和除法和日期的时间间隔（数字之间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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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假设验证的结果分析 
 

假设 1:  

在中国出版的教材作者国籍没有不是中国公民的。年份无关紧要。 （相关）。 

（1958 年。新中国出版的第一本书的年份；2010 年。这个研究开始的年份） 

 

在看过样品变量之后，我们着手来分析样品的作者、出版日期和出版地点

变量之间的依赖或独立关系。我们已经取得了列联表的测试和计算的相关系数

（Pearson 相关），它会告诉我们是或不是一个因素决定变量之间的关系。 

 

  出版日期 

Total   1950-1960 1071-1980 1981-1990 1991-2000 2001-2011 

作者国籍 中国 1 1 6 3 7 18 

外国 0 0 0 0 2 2 

外籍华人 0 0 0 1 3 4 

其他来源 0 0 0 0 1 1 

总计 1 1 6 4 13 25 

 

指标得到的结果可以证明我们的第一个假设。在中国出版的图书作者国籍

都中国的。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发现在中国有非中国籍作者出版的对外汉语教

材。出版日期是 1958 年（新中国出版第一本书的年份）到 2010 年（本研究结

束的年份）之间。就像我们在数据表中能看到的，直到二十世纪的最后十年和

二十一世纪初，都没有非中国籍人士出版的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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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版地点 

总计   中国 西班牙 其他国家 

作者国籍 中国 15 0 1 16 

外国 0 2 0 2 

外籍华人 0 0 2 2 

其他来源 0 1 0 1 

总计 15 3 3 21 

 

我们观察到，在作者、出版日期和出版地点间有相关性，但附件一中存在

的相关性最高的项目是作者的国籍和出版地点。 

 

Symmetric Measures 

  值 Asymp. Std. Error
a
 Approx. T

b
 Approx. Sig. 

Nominal by Nominal Phi 1.275   .000 

Cramer's V .901   .000 

Contingency Coefficient .787   .000 

Interval by Interval Pearson's R .704 .164 4.319 .000
c
 

Ordinal by Ordinal Spearman Correlation .834 .136 6.599 .000
c
 

N of Valid Cases 21    

 

Phi 系数 2×2 列联表。如果数值为 0 意味着独立。但是，如果+1 或-1 意味

着关联。为了系数的值可以是+或- 1，两个交叉的正方形必需是零，这意味着两

个边缘分布是相同的17。 

在我们的研究中解释了作者的国籍和出版地点之间的 Phi 系数关系值达到 1.275，

验证了两个变量之间的正相关。 

相关系数：在作者国籍和书籍出版地点这两个变量的关系中，相关系数指

出有着 0.704 和一个重要的 0.000 的关系。 

                                        
17 二元分析统计数据。材料 79。 U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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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样本数据，我们可以看到大多数教材作者的国籍是中国，这些附件分析的教材是在中国写的。这可以接受和确定我们的研究

假设，就是说至今中国出版的书籍由国籍是中国的作者完成的。这些人在中国完成书籍的编辑。 

 

作者国籍 * 出版地点 * 出版时间 交叉制表 

出版时间 

出版地点 

总计 中国 西班牙 其他国家 

1950-1960 作者国籍 中国的 Count 1 
  

1 

% 在作者国籍中 100.0% 
  

100.0% 

% 在出版地点中 100.0% 
  

100.0% 

% 占总的 100.0% 
  

100.0% 

总计 计算 1 
  

1 

% 在作者国籍中 100.0% 
  

100.0% 

% 在出版地点中 100.0% 
  

100.0% 

% 占总的 100.0% 
  

100.0% 

1071-1980 作者国籍 中国的 计算 1 
  

1 

% 在作者国籍中 100.0% 
  

100.0% 

% 在出版地点中 100.0% 
  

100.0% 

% 占总的 100.0% 
  

100.0% 

总计 计算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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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书籍作者中 100.0% 
  

100.0% 

% 在出版地点中 100.0% 
  

100.0% 

% 占总的 100.0% 
  

100.0% 

1981-1990 作者国籍 中国的 计算 6 
  

6 

% 在作者国籍中 100.0% 
  

100.0% 

% 在出版地点中 100.0% 
  

100.0% 

% 占总的 100.0% 
  

100.0% 

总计 计算 6 
  

6 

% 在作者国籍中 100.0% 
  

100.0% 

% 在出版地点中 100.0% 
  

100.0% 

% 占总的 100.0% 
  

100.0% 

1991-2000 作者国籍 中国的 计算 2 
 

1 3 

% 在作者国籍中 66.7% 
 

33.3% 100.0% 

% 在出版地点中 100.0% 
 

100.0% 100.0% 

% 占总的 66.7% 
 

33.3% 100.0% 

Total 计算 2 
 

1 3 

% 在作者国籍中 66.7% 
 

33.3% 100.0% 

% 在出版地点中 100.0% 
 

100.0% 100.0% 

% 占总的 66.7% 
 

33.3% 100.0% 

2001-2011 作者国籍 中国的 计算 5 0 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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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作者国籍中 100.0% .0% .0% 100.0% 

% 在出版地点中 100.0% .0% .0% 50.0% 

% 占总的 50.0% .0% .0% 50.0% 

外国的 计算 0 2 0 2 

% 在作者国籍中 .0% 100.0% .0% 100.0% 

% 在出版地点中 .0% 66.7% .0% 20.0% 

% 占总的 .0% 20.0% .0% 20.0% 

外籍华人 计算 0 0 2 2 

% 在作者国籍中 .0% .0% 100.0% 100.0% 

% 在出版地点中 .0% .0% 100.0% 20.0% 

% 占总的 .0% .0% 20.0% 20.0% 

其他来源 计算 0 1 0 1 

% 在作者国籍中 .0% 100.0% .0% 100.0% 

% 在出版地点中 .0% 33.3% .0% 10.0% 

% 占总的 .0% 10.0% .0% 10.0% 

总计 计算 5 3 2 10 

% 在作者国籍中 50.0% 30.0% 20.0% 100.0% 

% 在出版地点中 100.0% 100.0% 100.0% 100.0% 

% 占总的 50.0% 30.0% 20.0%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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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材料 
 

我们一直想详细描述样本的 25 本书籍中存在的补充材料。以下详细介绍每

个具体的材料的百分比，以及它们在样本中的使用频率。 

每本书的补充材料和下面我们详细介绍的都不是互相排斥的。一本书可以

有不同的辅助材料。 

下面我们看到使用磁带的有 8 本书，34%的比例。 使用 CD 的有 13 本书，

占 52%。 使用 DVD 的有 3 本书占 12%。2 本书中有教师用书占 8%。单词书籍

有 20%，出现在 5 本书中。练习手册的使用占到 32%，出现在 8 本书中。阅读

书籍 8%，有 2 本书使用。 口语练习或词汇练习册有 12%，出现在 3 本书中。

教学指导书有 4%，一本书。在线课程的使用有 12% ，3 本书使用。还有 5 本书

是没有使用任何辅助材料。 

 

  磁带 – 补充的材料 

总计   是 否 

出版地点 中国 8 3 11 

西班牙 0 3 3 

其他国家 0 3 3 

总计 8 9 17 

 

  值 Approx. Sig. 

Nominal by Nominal Contingency Coefficient .571 .016 

N of Valid Cases 17  

 

解读： 

盒式补充材料来自中国的8本书。相关系数表明，我们可以支持这种关联值

0.571，显著性值为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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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D – 补充材料 

总计   是 否 

出版地点 中国 6 5 11 

西班牙 2 1 3 

其他国家 2 1 3 

总计 10 7 17 

 

  Value Approx. Sig. 

Nominal by Nominal Contingency Coefficient .117 .889 

N of Valid Cases 17  

 

CD作为补充材料可以在中国的6本、西班牙的2本和其他国家的2本教材中

看到。但重要的是要看到，还有5本中国教材里是没有的。相关系数是0.117与

一个显著性值，0.889，给我们指出以上这种关系没有很强的关联。 

 

  DVD – 补充材料 

总计   是 否 

出版地点 中国 1 10 11 

西班牙 1 2 3 

其他国家 1 2 3 

总计  14 17 

 

  Value Approx. Sig. 

Nominal by Nominal Contingency Coefficient .291 .456 

N of Valid Cases 17  

 

DVD 作为补充材料在每种的国籍教材中都只在1本书里出现过，相关系数指

出 0.291与一个显著性值的0.456，告诉我们上述关系缺乏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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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师用书 – 补充材料 

总计   是 否 

出版地点 中国 1 10 11 

西班牙 0 3 3 

其他国家 0 3 3 

总计  16 17 

 

  Value Approx. Sig. 

Nominal by Nominal Contingency Coefficient .182 .748 

N of Valid Cases 17  

 

教师用书作为补充材料在我们研究的教材中没有出现。因为相关系数是

0.182和显著性值是.0748，告诉我们它们之间没有关联。 

 

  汉字练习 – 补充材料 

总计   是 否 

出版地点 中国 4 7 11 

西班牙 0 3 3 

其他国家 1 2 3 

总计  12 17 

 

  Value Approx. Sig. 

Nominal by Nominal Contingency Coefficient .287 .466 

N of Valid Cases 17  

 

汉字练习作为补充材料可以在4本中国教材其他国家的1本教材里看到。样

本不具有代表性，它显示的相关系数0.287和显著性值0.466。 

  练习册 – 补充材料 

总计   是 否 

出版地点 中国 4 7 11 

西班牙 1 2 3 

其他国家 2 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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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练习册 – 补充材料 

总计   是 否 

出版地点 中国 4 7 11 

西班牙 1 2 3 

其他国家 2 1 3 

总计  10 17 

    

 

  Value Approx. Sig. 

Nominal by Nominal Contingency Coefficient .234 .611 

N of Valid Cases 17  

 

练习册作为补充材料可以在4本中国的和1本西班牙的及2本其他国家的教材

里看到。以上联系不重要，相关系数为0.243，显著性值为0.611。 

 

  阅读教材 – 补充材料 

总计   是 否 

出版地点 中国 2 9 11 

西班牙 0 3 3 

其他国家 0 3 3 

总计  15 17 

 

  Value Approx. Sig. 

Nominal by Nominal Contingency Coefficient .260 .539 

N of Valid Cases 17  

 

阅读教材作为补充教材在2本中国出版的书里能找到，这种关系不很重要，

因为支持该联系的相关系数为0.260，显着性值0.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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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语或词汇练习册 – 补充材料 

总计   是 否 

出版地点 中国 3 8 11 

西班牙 0 3 3 

其他国家 0 3 3 

总计  14 17 

 

  Value Approx. Sig. 

Nominal by Nominal Contingency Coefficient .323 .370 

N of Valid Cases 17  

 

口语或词汇练习册作为补充教材在3本中国出版的书里能找到，材料和出版

地之间没有关系，因为支持该联系的相关系数为0.323，显着性值0.370。 

 

  教学指导- 补充材料 

总计   是 否 

出版地点 中国 1 10 11 

西班牙 0 3 3 

其他国家 0 3 3 

总计  16 17 

 

  值 Approx. Sig. 

Nominal by Nominal Contingency Coefficient .182 .748 

Interval by Interval Pearson's R .171 .513
c
 

Ordinal by Ordinal Spearman Correlation .180 .489
c
 

N of Valid Cases 17  

 

教学指导作为补充教材在1本中国出版的书里能找到，材料和出版地之间的

关系很小，因为支持该联系的相关系数为0.182，显着性值0.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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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线课程– 补充材料 

总计   是 否 

出版地点 中国 0 11 11 

西班牙 1 2 3 

其他国家 2 1 3 

总计  14 17 

 

  Value Approx. Sig. 

Nominal by Nominal Contingency Coefficient .561 .020 

N of Valid Cases 17  

 



针对母语为西班牙语翻译专业学生的对外汉语阅读教学 玛丽卡门埃斯宾 

 227 

解读: 

在线课程作为补充教材在2本其他国家出版的教材和1本西班牙出版的教材

里能找到，以上教材在样品中的重要性很大，就像支持该联系的相关系数为

0.561，显着性值0.20。 
 

出版地点 * 语言理论的类型* 语言理论 
 

假设 

从出版地点推测教材是否明确所使用的语言理论。在中国的情况，是可以

推断的，在西班牙和其他国家的情况则是明确的。 

 

 项目 

 值 遗漏值 总计 

 N 百分比 N 百分比 N 百分比 

出版地点 * 语言理论 19 76.0% 6 24.0% 25 100.0% 

 

  语言理论 

总计   推断的 明确的 

出版地点 中国 14 0 14 

西班牙 0 3 3 

其他国家 0 2 2 

总计  5 19 

 

  值 Approx. Sig. 

Nominal by Nominal Contingency Coefficient .707 .000 

Interval by Interval Pearson's R .926 .000
c
 

Ordinal by Ordinal Spearman Correlation .989 .000
c
 

N of Valid Cases 19  

 

我们可以验证我们的假设。因为相关系数为0.707和0.926，标识Pearson’s R

一个变量之间强烈关联的值，从而否定我们的显着性为0.000的零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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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 

验证中国籍作家的教材是在中国完成的，而且语言理论是结构主义的。验

证大量的在西班牙和其他国家的有关理论更多集中在认知理论和建构主义理论

上。 

 

语言理论类型 

语言理论 

总计 推断的 明确的 

结构主义 出版地点 中国 13  13 

总计 13  13 

认知主义 出版地点 其他国家  1 1 

总计  1 1 

建构主义 出版地点 西班牙  3 3 

总计  3 3 

其他 出版地点 中国 1 0 1 

其他国家 0 1 1 

总计 1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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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地点 * 语言教学方法 
 

假设: 

我们验证根据出版地点选择的特定的语言教学方法。 中国是推断的，其他

国家和西班牙是明确的。 
 

 项目 

 有效 遗漏值 总计 

 N 百分比 N 百分比 N 百分比 

出版地点 *语言方法 16 64.0% 9 36.0% 25 100.0% 

 

  语言方法 

总计   推断的 明确的 

出版地点 中国 10 2 12 

西班牙 0 2 2 

其他国家 0 2 2 

总计  6 16 

 

  值 Approx. Sig. 

Nominal by Nominal Contingency Coefficient .598 .012 

Interval by Interval Pearson's R .696 .003
c
 

Ordinal by Ordinal Spearman Correlation .738 .001
c
 

N of Valid Cases 16  

 

我们可以看到，出版地点和使用的教学方法之间的关联。有10本中国教材

代表性的方法是推测的，而其他国家和西班牙代表性的是明确的方法。 

我们可以用0.598值的指标证实验证假设，变量之间存在的关联为0.696，显

著性值为0.012和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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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二 

a) 对外汉语阅读教科书表 
 

表格序号 01 

书名 现代汉语初学教程 

作者  

出版社 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出版地点

和年份 
1989（第一次出版），北京 

辅助材料 --- 

语言概念 推断—结构学 

教学法 未注明—综合阅读教学法 

阅读类型 通读，精读泛读选读文章，朗读材料 

课文类型 记叙文、图表和表格 

练习类型 
无固定答案问答、填空、开放式和限定式问答、用中文解释句子和

词语的意思、连线、填表格、词语的简写 

评论 

使用此教科书的前提是学生单词量要达到 1200 个。 

教科书的宗旨： 

- 提高对中文的认识 

- 加快阅读速度 

- 学生弄清课文中心思想并且克服阅读中遇到的障碍 

- 扩宽学生文化知识 

课文倾向于复习和巩固在精读时所学的语法知识和汉字。用真实的

材料改编（适当延伸、突出重点、辨别性强）。 

虽然没有特别的口语练习，在上阅读理解时，学生通过朗读课文来

学习阅读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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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序号 02 

书名 汉语阅读教程  （一年级，第一） 

作者 彭志平 

出版社 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出版地点

和年份 
1999，北京 

辅助材料 -- 

语言概念 未注明-结构学 

教学法 推断-综合教学法 

阅读类型 通读，精读泛读选读文章，朗读材料 

课文类型 汉字表、对话、简短的记叙文 

练习类型 

识别汉字：把拼音和对应的汉字连线，识别偏旁部首，根据偏旁部首

分解汉字和组合汉字。 

阅读理解：开放式回答练习和真伪题，限定式问答，填空 

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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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序号 03 

书名 汉语阅读教程  （一年级，第二册） 

作者 彭志平 

出版社 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和

地点 
1999，北京 

辅助材料 -- 

语言概念 推断-结构论 

教学法 推断-综合教学法 

阅读材料类

型 

综合阅读，精读泛读选读文章，朗读材料 
 

课文类型 第二册：单词表，叙述文，诗歌 

练习类型 

识汉字：给汉字注拼音，句子排序，识别汉字 

阅读理解：找同义词，限定性问答，填空（句子），判断题，连线

题 

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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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序号 04 

书名 汉语阅读教程  （一年级，第三册） 

作者 彭志平 

出版社 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和

地点 
1999，北京 

辅助材料 -- 

语言概念 推断-结构学 

教学法 推断-综合教学法 

阅读材料类

型 
综合阅读，精读泛读选读文章 

课文类型 记叙文、描述文、议论文 

练习类型 
开放式问答，多选题，判断题，填空题（句子和课文），归纳段

落中心思想，归纳课文中心思想，给课文或者一段话拟标题 

评论 每课之前有预习问答。课文的讲解速度根据学生阅读速度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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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序号 05 

书名 汉语阅读教程 (二年级-上) 

作者 陈田顺 

出版社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和

地点 
2002， 北京 

辅助材料 -- 

语言概念 推断-结构学 

教学法 推断-综合教学法 

阅读材料类

型 
解释性-精读泛读选读文章，综合阅读 

课文类型 记叙文、描述文和议论文 

练习类型 多选题，判断题和开放式问答题 

评论 

从课文的角度来讲，第一学期和第二学期教材最大的不同在于课文

之前的介绍不同，每种类型阅读的目标不同，和阅读的方式也有所

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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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序号 06 

书名 汉语阅读教程 (二年级-下) 

作者 陈田顺 

出版社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和

地点 
2002， 北京 

辅助材料 -- 

语言概念 推断-结构学 

教学法 推断-阅读综合教学法 

阅读材料类

型 
精读泛读选读文章，综合阅读 

课文类型 记叙文，描述文和议论文 

练习类型 多选题，判断题，开放式问答 

评论 

从课文的角度来讲，第一学期和第二学期教材最大的不同在于课

文之前的介绍不同，每种类型阅读的目标不同和阅读的方式也有

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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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序号 07 

书名 汉语系列阅读(第一册) 

作者 
张丽娜 (丛书主任) 

沈兰 (第一册编辑) 

出版社 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和

地点 
1998，北京 

辅助材料 -- 

语言概念 推断-结构学 

教学法 推断-综合教学法 

阅读材料类

型 
综合阅读，精读泛读选读文章 

课文类型 记叙文和描述文 

练习类型 

多选题，判断题，填空题，开放式问答，完形填空。在 2006 年

新版中，添加了填表格题。 

所有练习类型和汉语等级考试（HSK）的阅读理解部分相同。 

评论 

2006 年增加了修订版 

此教材针对二年级的汉语学生，已经学习汉语三到四学期。 

教材目标在于通过课文的学习来了解中国文化和认识中国社会，

并且加快学生阅读速度。 

第一册的课文包含 300 到 600 汉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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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序号 08 

书名 汉语系列阅读 (第二册) 

作者 
张丽娜 (合集主任) 

沈兰  (第一册编辑) 

出版社 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和

地点 
1998，北京 

辅助材料 -- 

语言概念 推断-结构学 

教学法 推断-阅读综合教学法和分析教学法 

阅读材料类

型 
综合阅读，精读泛读选读文章 

课文类型 记叙文，描述文和议论文 

练习类型 
多选题，判断题，课文完形填空，开放式问答，选词填空。在

2006 年新版中添加填表格题。 

评论 

2006 年增加了修订版 

此教材针对二年级的汉语学生，已经学习汉语三到四学期。 

教材目标在于通过课文的学习来了解中国文化和认识中国社会，

并且加快学生阅读速度。 

第二册的课文包含 800 到 1000 汉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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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序号 09 

书名 这样阅读 

作者 陈贤纯 

出版社 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和

地点 

2004，北京（第 1,2,3 册） 

2008，北京（第 4,5,6 册） 

辅助材料 CD, MP3 

语言概念 推断-认知学 

教学法 推断-综合教学法 

阅读材料类

型 
综合阅读，精读泛读选读文章，朗读 

课文类型 
前部分课文以记叙文为主，随着难度的增加，开始出现描述文，

议论文，地图，表格，图表和公告。 

练习类型 

识汉字：确认偏旁部首，在一组词汇表里面找出同义词，划分句

子结构，汉字和与其对应拼音连线，词语结构，根据结构划分词

语，汉字或词语和对应意思连线， 

阅读理解：判断题，无固定答案问答，归纳课文主题和中心思

想，识别不同语境下词语的不同意思。 

评论 

因为每一册书的内容和练习题都类似，所以我们只做了一个表

格。每一册都是前一册的延续。 

编入的课文都是中级水平。 

每一课都标明要学的汉字，课文要读几遍，每一遍应该用时多

少。 

每课都明确所学阅读的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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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序号 10 

书名 汉语阅读教程 （初级） 

作者 
张世涛 (本册编辑) 

周小兵 (丛书编辑) 

出版社 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和

地点 
2003，北京 

辅助材料 -- 

语言概念 推断-认知学 

教学法 已标注-交际教学法，多种教学法的结合 

阅读材料类

型 
综合阅读，精读泛读选读文章 

课文类型 初级：记叙文，邀请函，简短的公告和通知，海报，参观牌 

练习类型 句子和短文填空，多选题，判断题，开放式问答。 

评论 

丛书共六册书，每两册为一个水平。该书词汇依据 HSK（汉语

水平等级考试）词汇纲领编辑，并根据国家汉办纲领起草和出

版。 

阅读理解的题型和 HSK 考试题型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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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序号 11 

书名 汉语阅读教程 (中级） 

作者 
徐霄鹰(本册编辑) 

周小兵 (丛书总编辑) 

出版社 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和

地点 
2009，北京 

辅助材料 -- 

语言概念 推断-认知学 

教学法 解释性-交际教学法，多种教学法的结合 

阅读材料类

型 
综合阅读，精读泛读选读文章 

课文类型 中级：记叙文和描述文 

练习类型 句子和短文填空，多选题，判断题，开放式问答。 

评论 

丛书共六册书，每两册为一个水平。该书词汇依据 HSK（汉语水

平等级考试）词汇纲领编辑，并根据国家汉办的纲领起草和出

版。 

阅读理解的题型和 HSK 考试题型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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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序号 12 

书名 汉语阅读教程 (高级） 

作者 
徐霄鹰 (本册编辑) 

周小兵 (丛书总编辑) 

出版社 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和

地点 
2009，北京 

辅助材料 -- 

语言概念 推断-认知学 

教学法 解释性-交际教学法，多种教学法的结合 

阅读材料类

型 
综合阅读，精读泛读选读文章 

课文类型 中级：记叙文，描述文和议论文 

练习类型 句子和短文填空，多选题，判断题，开放式问答。 

评论 

丛书共六册书，每两册为一个水平。该书词汇依据 HSK（汉语水

平等级考试）词汇纲领编辑，并根据国家汉办的纲领起草和出

版。 

阅读理解的题型和 HSK 考试题型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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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序号 13 

书名 报刊语言教程 （上，下） 

作者 白崇乾、朱建中   

出版社 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和

地点 
1999，北京 

辅助材料 -- 

语言概念 推断-结构学 

教学法 解释性-传统教学法，教师为中心 

阅读材料类

型 

综合阅读，精读泛读选读文章 

总体说来是综合阅读的教学，在精读泛读选读文章时，练习题目下

有注明。 

课文类型 不同主题的报刊阅读 

练习类型 无固定答案问答，开放式问答，判断题。 

评论 

教材目的在于扩宽学生的单词量，学习语法结构和认识中国报刊特

有主题。 

使用此教材的是学习中文两年或者汉字量已经达到 2500 的学生。 

由于两册书的特点类似，所以归纳到一个表格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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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序号 14 

书名 读报知中国 - 报刊阅读基础 （上） 

作者 吴雅民 

出版社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和

地点 
2005，北京 

辅助材料 -- 

语言概念 推测-认知学 

教学法 推测-交际教学法和多种教学法的结合 

阅读材料类

型 
精读泛读选读文章，综合阅读 

课文类型 
不同主题的报刊阅读：政治，经济，科学，健康，社会，环境

和运动 

练习类型 

课文中心思想和新词语意思的无固定答案问答，综合练习，解

释短文中词语和句子的意思，句子和课文完形填空，给句子和

文章排序，利用已学知识推断新词语的意思，大声朗读短语或

新词，对比课文，写出它们之间的联系和它们之间的差别。 

评论 

一学年用两册书，针对已经有 2500 单词量的学生，一学年学

完。 

此教科书的目标：使学生能够阅读中国报刊，提高学生汉语水

平，同时认识中国社会、经济和文化。 

每一课分为以下几部分：主课文，新词，语法结构，阅读理解

练习，词汇、语法和阅读练习，为更好理解课文的附加信息。 

附加信息，新词语和语法解释都是双语（中文和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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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序号 15 

书名 读报知中国 - 报刊阅读基础 （下） 

作者 吴雅民 

出版社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和

地点 
2005，北京 

辅助材料 -- 

语言概念 推断-认知学 

教学法 推断-交际教学法和综合教学法 

阅读材料类

型 
选读，精读 

课文类型 
网站上各种主题的报刊阅读：政治，经济，文化和合作，社会问

题，艺术和运动 

练习类型 

课文中心思想和新词语意思的无固定答案问答，综合练习，解释

短文中词语和句子的意思，句子和课文完形填空，给句子和文章

排序，利用已学知识推断新词语的意思，大声朗读短语或新词，

对比课文，写出它们之间的联系和它们之间的差别。 

评论 

此教科书的目标：使学生能够阅读中国报刊，提高学生汉语水

平，同时认识中国社会、经济和文化。 

第二册书作者增加了近代中国地位和发展的重要性。强调了新闻

语言和特有词汇易更新的学习。 

包含了文化讲解的翻译。有一小部分语言应用解释。重点放在词

义区别上。 

每一课分为以下几部分：主课文，新词，语法结构，阅读理解练

习，词汇、语法和阅读练习，词汇和词语用法练习，第二篇课

文，有关第二篇课文的练习和为更好理解课文的附加信息。 
 

 
  



针对母语为西班牙语翻译专业学生的对外汉语阅读教学 玛丽卡门埃斯宾 

 245 

表格序号 16 

书名 报刊语言基础教程 （上 ，下） 

作者 肖立 

出版社 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和

地点 
2006，北京 

辅助材料 -- 

语言概念 推断-结构学 

教学法 推断-综合阅读教学法 

阅读材料类

型 
精读泛读选读文章、泛读 

课文类型 
不同主题的报刊阅读：政治，经济，科学，健康，社会和网站发布

文章。 

练习类型 

课文中心思想和新词汇意思的无固定答案问答，综合练习，课文中

句子和词语的释义，句子和文章完形填空，句子和文章排序，用已

学知识推断文章意思。 

评论 
此教材的目标：使学生有能力阅读中国报刊，提高学生语言水平，

扩宽学生对中国社会，经济和文化的认识，激发学生阅读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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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序号 17 

书名 报纸上的中国 、 中文报纸阅读教程 

作者 王海龙 

出版社 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和

地点 
2006，北京 

辅助材料 -- 

语言概念 推断-认知学 

教学法 推断-选择阅读教学法 

阅读材料类

型 
泛读文章，精读泛读选读文章 

课文类型 
不同主题的报刊阅读：政治，经济，科学，健康，社会站发布文

章 

练习类型 

课文中心思想和新词汇意思的无固定答案问答，综合练习，课文

中句子和词语的释义，句子和文章完形填空，句子和文章排序，

用已学知识推断文章意思。 

评论 
作者指出该教材运用了阅读教学新理论，并详细介绍了所包含的

语言概念和方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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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序号 18 

书名 当代话题 ——高级阅读与表达教程 

作者 刘谦功 

出版社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和

地点 
2003，北京 

辅助材料 -- 

语言概念 推断-结构学 

教学法 推断-选择阅读教学法 

阅读材料类

型 
精读泛读选读文章，泛读文章 

课文类型 议论文，描述文和记叙文 

练习类型 

多选，开放式问答，具体上下文中词语的意思（句子或段落），归

纳文章中心思想或主题，利用所学文章中的表达方式造句，归纳或

复述段落意思。 

评论 

在本书的简介中强调这类教材是针对为提高语言技巧和特殊技能的

课程。在这类课程中，包含了翻译课程，商贸口语和中国古文阅

读。 

阅读课文是为了口语练习做准备。口语练习包括辩论、在上下文中

解释句子意思，大声朗读课文。要完成这些练习，需要学生锻炼语

言微能力，比如推测能力，归纳中心思想和理解字里行间的意思。 

有附加信息来帮助理解文章，附加信息用中文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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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序号 19 

书名 中国社会概览 （3 年级教材） 

作者 沈治钧、高典 

出版社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出版年份及地

点 
1999， 北京 

补充材料 -- 

语言概念 推断- 结构学 

教学法 推断- 方法 

阅读材料类型 精读泛读选读文章、综合阅读和朗读材料。 

课文类型 议论文、说明性文章和叙述性文章 

练习类型 

多选题，判断题，连线题，开放式回答题，填空题，确定文章

的总体思想和论题，用从文章中挑选出的表达造句，近义词练

习，指出词汇（句子或短语）在具体语境中的意思。 

评论 

该教材是针对外国人开设的中国语言文化本科专业第三学年的

语言概况科目而使用的教材。因此，教材结构和到现在为止已

经分析过的教材很相似： 

1º课文 

2º生词，意思及使用，所有用中文给出。 

3º -语言结构 

4º - 阅读练习题，词汇以及讲解过的语言结构的练习。 

5º-补充课文和由该补充文章延伸出的阅读理解题。 

为了更好的理解文章，附有注释信息。该信息用中文给出。 

关于语言的练习是为了强化阅读能力。学习叙述文、说明文和

议论文的结构，还有文章的关联性和词汇在语境中的适用及意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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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序号 20 

书名 中文听说读写 – 综合中文 （一级第一、二部分） 

作者 Tao-chun yao、  Yuehua Liu 

出版社 Cheng and Tsui Company  

出版年份及地点 1993，美国 

补充材料 CD，网上在线资源，练习册和练字册 

语言概念 解释性- 结构主义、认知主义和建构主义的结合。 

教学法 
解释性- 交流法、语法翻译法和直接发的结合。 
 

阅读材料类型 
 

综合阅读，精读泛读选读文章的选读文章。 

课文类型 对话、短片叙述文、名片、简单的图表和表格。 

练习类型 

 

用母语和外语编写的选择题、判断题、连线题、用信息填写表

格、开放式或封闭式的用母语回答的问题。 
 

评论 

阅读理解题目在练习册中，不在学生用书中。 

在第 1 级别中的第一和第二部分，开放式或封闭式答案的练习题

不需要用中文回答，因为学习目的是让学生读懂文章大意，而非

用中文回答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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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序号 21 

书名 中文听说读写- 综合中文 （二级第一、二部分） 

作者 Tao-Chun Yao、Yuehua Liu 

出版社 Cheng and Tsui Company  

出版年份及地点 1993，波士顿（美国） 

补充材料 CD，网上在线资源，练习册和练字册 

 

语言概念 
解释性- 结构主义、认知主义和建构主义的结合。 
 

教学法 
解释性- 交流法、语法翻译法和直接发的结合。 
 

阅读材料类型 综合默读文章、选读文章、信息阅读 

课文类型 对话、叙述文和议论文 

练习类型 

用已学字组词、判断题（用母语编写）、填空题、连线题、根据

文章内容用母语和外语填写表格空白处、母语回答的开放式或封

闭式问题和选择题。 

评论 

阅读理解题在练习册中，不在学生用书中。 

第二册书的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内容的目标一致：确保学生可以

正确的理解文章中的内容和信息。因此要求使用母语来回答阅读

理解中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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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序号 22 

书名 交流 I 和 II- 初级中文 

作者 Margaret Mian Yan, Jennifer Li-chia Liu 

出版社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出版年份及地点 1998，印第安纳（美国） 

补充材料 练习册，教师用书，CD 

语言概念 解释性- 认知主义 

教学法 
解释性- 认知法 
 

阅读材料类型 默读综合阅读、选读文章、信息阅读 

课文类型 对话和叙述文 

练习类型 在练习册中有选择题，判断题和封闭式答案的练习题。 

评论 
在学生用书中采用的简短课文是为了更好的展示语言在口语中的

运用。练习册中的对话的内容和阅读理解文章内容互相呼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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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序号 23 

书名 连接 I 和 II- 中级中文 

作者 Jennifer Li-chia Liu 

出版社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语境中的中文系列学习丛书) 

出版年份及地点 
 

2004，印第安纳（美国） 

补充材料 
CD-ROM, 中文在行动 DVD 
 

语言概念 
 

解释性- 认知主义 

 

教学法 
解释性- 认知法和交流法。以学生为中心。 

阅读材料类型 综合默读文章、选读文章、信息阅读文。 

课文类型 对话、叙述文、报刊文章、广告、地图 

练习类型 在练习册中可以找到：判断题、选择题 

评论 
在学生用书中采用的简短课文是为了更好的展示语言在口语中的

运用。练习册中的对话的内容和阅读理解文章内容互相呼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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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序号 24 

书名 遇见 I 和 II- 高级中文 

作者 Jennifer Li-chia Liu, Yan Li 

出版社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出版年份及地点 2010，印第安纳 

补充材料 听力 CD 

语言概念 解释性- 认知主义 

教学法 解释性- 认知法和交流法。以学生为中心。 

阅读材料类型 综合默读文章、选读文章、信息阅读文章 

课文类型 对话、叙述文、报刊文章、文件资料 

练习类型 判断题、选择题、封闭式和开放式答案的问题、填空 

评论 
在学生用书中采用的简短课文是为了更好的展示语言在口语中的

运用。练习册中的对话的内容和阅读理解文章内容互相呼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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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序号 25 

书名 
汉语 1 –针对母语为西班牙语学生的中文教材。学生用书和练习

册 1 

作者 Eva Costa 和 Sun Jiameng 

出版社 Herder 

出版年份及地点 
 

2004- 巴塞罗那 

补充材料 

 

CD、书后有练习答案和听力材料 
 

语言概念 解释性- 建构主义 

教学法 
解释性- 交流法 
 

阅读材料类型 综合默读文章 

课文类型 对话、叙述文、明信片 

练习类型 
填空题、根据课文内容填充表格、判断题、选择题、选择正确的

解释、通过解答问题获得已读文章的信息（书面形式回答）。 

评论 
从学生用书第一册的第一课开始就有阅读理解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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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序号 25 

图书类型 
汉语 2– 针对母语为西班牙语学生的中文教材。学生用书和练习

册 2 

作者 Eva Costa 和 Sun Jiameng 

出版社 Herder 

出版年份及地点 2004- 巴塞罗那 

补充材料 CD、书后有练习答案和听力材料 

语言概念 解释性- 建构主义 

教学法 
解释性- 交流法 
 

阅读材料类型 综合阅读 

课文类型 对话、叙述文、广告、贺卡、信件、明信片 

练习类型 

填空题、根据课文内容填充表格、判断题、回答封闭式问题、根

据文章内容画图、和同学们一起讨论文章的内容（口语）、根据

文章中的信息补充完整图画、联系图片和文章内容、联系文章和

单元题目 

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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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序号 25 

书名 
汉语 3 – 针对母语为西班牙语学生的中文教材。学生用书和练习

册 3 

作者 Eva Costa 和 Sun Jiameng 

出版社 Herder 

出版年份及地点 2009- 巴塞罗那 

补充材料 CD、书后有练习答案和听力材料 

语言概念 
 

解释性- 建构主义 

教学法 解释性- 交流法 

阅读材料类型 默读综合阅读、选读文章、信息阅读 

课文类型 对话、叙述文、明信片 

练习类型 填空题、根据文章内容填写表格、判断题、回答封闭式问题 

评论 

有西翻中的翻译练习题。 

在三册书中运用了大量的图片来完成对词汇、听力和写作能力的

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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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序号 26 

书名 
 

翻译用中文，第一、二册 

作者 Helena Casas Tost, Sara Rovira Esteva 和 Anne-Hélène Suárez Girard 

出版社 Universitat Autònoma de Barcelona, Servei de Publicacions 

出版年份及地点 第一册，2007 年，第二册，2008 年，巴塞罗那 

补充材料 

补充材料为一个网站，在网站中包含有听力、阅读理解习题和补

充 练 习 ， 以 及 对 教 材 使 用 的 补 充 信 息 。
(www.uab.cat/xuezhongwen) 
 

语言概念 
解释性- 建构主义 
 

教学法 交流法 

阅读材料类型 综合阅读、选读文章、信息阅读 

课文类型 
对话、叙述文和用不同汉字字体书写的叙述文、标志、广告宣传

物、谜语。 

练习类型 封闭式问题和总结 

评论  

 

  

http://www.uab.cat/xuezhongw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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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序号 27 

书名 
Developing Chinese Fluency Intermediate-Advanced 

中高级流利中文 

作者 Phyllis Zhang 

出版社 Cengage 

出版年份及地点 2009，新加坡 

补充材料 练习册、在线练习册、网络资源 biaoda.cengageasia.com 

语言概念 在书中没有提到- 结构主义 

教学法 

在书的前言介绍中有提到，说该教材并没有单一的采取某一种教

学法，而是综合了以下多种教学法：视听教学法、语法结构教学

法、交流法和基于任务法。教学的进度成螺旋状进行。 

阅读材料类型 综合阅读和精读泛读选读文章。 

课文类型 叙述文和议论文 

练习类型 
在规定的时间范围内（3 至 5 分钟）阅读文章、改写文章、重新

阅读文章并将重点放在语言表达上面，划出重点并记忆。 

评论 
在该教材中阅读文章被当做是进行口语讨论、写作练习和口语表

达和高声朗读练习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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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序号 28 

书名 
实用汉语课本 1 –  
 

作者 刘珣（该丛书的编辑） 

出版社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出版年份及地点 北京，2008（西语版） 

补充材料 CD、DVD、练习册和教师用书 

语言概念 推断性：结构主义 

教学法 解释性- 从语法翻译法到交流法的结合。 

阅读材料类型 朗读文章、综合阅读、速读泛读选读文章。 

课文类型 
对话、叙述文。日常生活中的应用文（账单、收据、信息列单、

表格、作息时间表）。 

练习类型 

汉字学习：写出汉字的拼音、连接汉字和它的意思、在指出所有

的偏旁部首后写出汉字、指出汉字的笔画。 

阅读能力：从第 7 单元开始有阅读和改写练习，练习由封闭式问

题和判断题构成。 

评论 

这一套由六册书组成的教材的目的是通过以综合多种教学法的手

段来促进口语能力的提升。教学内容的进展不是呈线性的，而是

循环性的。 

在该教材的前言中解释说教材会沿着视听教学法为主线。在第一

册书中的前七课内容中进行了对语音的介绍和讲解，而在后八课

中讲解了句法的使用和实践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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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序号 29 

书名 
新用汉语课本 2 
 

作者 刘珣 （该系列教材的编辑） 

出版社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出版年份及地点 北京，2009（西班牙语版） 

补充材料 CD、DVD、练习册和教师用书 

语言概念 推断性：结构主义 

教学法 
 

解释性- 从语法翻译法到交流法的结合。 

阅读材料类型 朗读文章、综合阅读、速读泛读选读文章。 

课文类型 
对话、叙述文。日常生活中的应用文（广告、演出入场券、地

图、机票）。 

练习类型 

汉字学习：将汉字和它的拼音连线、认识并记住他们的不同之

处和构词方式。 

阅读能力：阅读练习和改写练习、封闭式问题、判断题、填空

题、根据课文内容填写图表或表格、根据课文内容进行讨论。 

评论 

为了使朗读变得更加简单，文章会配上拼音。在练习册中有关

于学生用书中课文的提问。 

阅读文章被作为是口语练习的基础。 

通过日常生活中会用到的文件来进行汉字书写的练习。 

在第二册中开始出现对句子使用规则的学习和实践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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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序号 30 

书名 
新用汉语课本 3  
 

作者 刘珣（该系列教材的编辑） 

出版社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出版年份及地点 北京，2010 

补充材料 CD、DVD、练习册和教师用书 

语言概念 推断性：结构主义 

教学法 解释性- 从语法翻译法到交流法的结合。 

阅读材料类型 朗读文章、综合阅读、速读泛读选读文章。 

课文类型 

 

对话、叙述文、说明文、诗歌和日常生活中的应用文（菜单、广

告、表格）。 

练习类型 

 

汉字学习：将汉字和它的拼音连线、认识并记住他们的不同之

处、构词方式和书写。 

阅读能力：阅读练习和改写练习、封闭式问题、判断题、填空

题、根据课文内容填写图表或表格、根据课文内容进行讨论、总

结、根据语境翻译单词。 

评论 

第三册的教学目标是巩固句子结构使用和增加词汇量。 

为了帮助阅读，文章中汉字标有音调。  

在练习册中有识字练习。 

阅读材料被当做口语练习的基础。 

通过日常生活中会用到的文件来进行汉字书写的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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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序号 31 

书名 
新用汉语课本 3  
 

作者 刘珣 （该系列丛书的编辑） 

出版社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出版年份及地点 北京，2010 （西班牙语版） 

补充材料 CD、DVD、练习册和教师用书 

语言概念 推断性：结构主义 

教学法 解释性- 从语法翻译法到交流法的结合。 

阅读材料类型 朗读文章、综合阅读、速读泛读选读文章。 

课文类型 
对话、叙述文、说明文、诗歌和日常生活中的应用文（菜单、广

告、表格）。 

练习类型 

汉字学习：将汉字和它的拼音连线、认识并记住他们的不同之

处、构词方式和书写。 

阅读能力：阅读练习和改写练习、封闭式问题、判断题、填空

题、根据课文内容填写图表或表格、根据课文内容进行讨论、口

头总结、根据语境翻译单词。 

 

评论 

第三册的教学目标是巩固句子结构使用和增加词汇量。 

为了帮助阅读，文章中汉字标有音调。  

在练习册中有识字练习。 

阅读材料被当做口语练习的基础。 

通过日常生活中会用到的文件来进行汉字书写的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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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序号 32 

书名 
新用汉语课本 4  
 

作者 刘珣（该系列丛书的编辑） 

出版社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出版年份及地点 北京，2004（英语版，当时并没有出版西班牙语版） 

补充材料 CD、DVD、练习册和教师用书 

语言概念 推断性：结构主义 

教学法 解释性- 从语法翻译法到交流法的结合。 

阅读材料类型 朗读文章、综合阅读、速读泛读选读文章。 

课文类型 
对话、叙述文、说明文、诗歌和日常生活中的应用文（菜单、

广告、表格）。 

练习类型 

 

汉字学习：特殊记忆、根据单词意思分组，或将有相同组成汉

字的词汇分组。 

阅读能力：阅读练习、改写练习、开放式或封闭式问题、书面

总结、根据语境解释词汇含义。 

评论 

第四册书的主要教学目标是对句子结构使用的巩固和增加词汇

量。 

在学生用书的每一课当中包含有三篇课文。第一篇课文适用于

解释新课程中要讲解的新句型和生词。其他两篇用于阅读理解

做练习使用。 

在学生用书中有阅读理解练习。 

在练习册中有叙述文和说明文的文章，以及从他们延伸出的练

习题。 

阅读文章作为口语练习的基础。 

通过日常生活中会用到的文件来进行汉字书写的练习。 

在书的最后有原文书写的课文。 

有针对在电脑上进行的汉字书写的练习题。 

阅读文章也被当做写作练习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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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序号 33 

书名 
新用汉语课本 5 y 6 
 

作者 刘珣（该系列丛书的编辑） 

出版社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出版年份及地点 北京，2005（英语版，当时并没有出版西班牙语版） 

补充材料 CD 和教师用书 

语言概念 推断性：结构主义 

教学法 解释性- 从语法翻译法到交流法的结合。 

阅读材料类型 朗读文章、综合阅读、速读泛读选读文章。 

课文类型 对话、叙述文、说明文和解释性文章。 

练习类型 阅读理解：封闭式问题、判断题、选择题。 

评论 

关于这两册教材我们只做了一个材料页，因为这两册书中的内

容是一样的。 

这两册书中的教学目标都是为了拓展词汇量、巩固语法结构运

用和文章结构的学习（段落和补充文章）。 

在每册书中有十篇课文，每篇课文都有一个不同的主题。 

在书中仍然有对于汉字及其使用的学习，还有对简单句、复合

句和文章的学习去解释新的语法内容和词汇内容，以达到对阅

读理解能力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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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概念图 
 

作者国籍   
 中国 

 外国 

 中国/外国 

 

出版年代 
 1989/1999 
 2000/2010 

 

出版地点 
 中国 

 西班牙 

 美国 

 其他国家 

 

补充材料 
 磁带 
 CD MP3 
 DVD 

 教师用书 

 汉字教材 

 练习教材  

 阅读教材 

 口语练习词汇练习册 

 录音译文及答案 

 在线课程 

 无 

 

语言理论和概念 
 清楚说明的 

 隐含-推测的 

 

理论类型 
 传统主义 

 结构主义  

 认知主义 

 建构主义 

 联合主义 

 

语言教育的方法 
 清楚说明的 

 隐含-推测的 

 

语言教育方法的类型 
 综合阅读法 

 分析法 

 交际法和联合法 

 语法 – 翻译法 

 传统法 

 教师中心法 

 直接法 

 认知和互动法 

 学生中心法 

 循序渐进法 

 从语法到交流法 

 

阅读类型 
 综合阅读 

 选择性仔细阅读 

 选择性泛读 

 选择性快速阅读 

 朗读 

 精读 

 消息型阅读 

 

文章类型 
 记叙文 

 描述文 

 议论文和说明文 

 解释性文章 

 对话 

 新闻 

 

练习类型 
 

阅读理解 
 多选题 

 填空题 

 封闭性问题 

 开放性问题 

 解释句子或单词的涵义 

 把信息联系起来 

 填语料 

 填表 

 识别和简写字符 

 找同义词 

 写出文章主要思想 

 写出段落中心思想 

 识别和意译 

 给文章或段落加上标题 

 结合上下文选择合适的词 

 指出新词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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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较文章 

 给段落和句子排序 

 对文章主题进行辩论 

 用学到的表达方式造句 

 分辨真假 

 小结练习 

 大声朗读 

 

汉字识别 

 拼拼音 

 指出汉字的部首 

 把字分成比划 

 根据部首给汉字分组 

 把句子切分成短语 

 组词 

 根据意思把汉字联系起来 

 给汉字排序造句 

 
 

c) 社会学分析：变量附件二 
 

接下来做的是对附件二的33项样品中包含的变量进行的社会学分析。 
 

作者国籍 

  频率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积百分比 

有效 中国 25 75,8 78,1 78,1 

外国 1 3,0 3,1 81,3 

外籍华人 6 18,2 18,8 100,0 

总计 32 97,0 100,0  

遗漏 ND 1 3,0   

总计 33 100,0   

 

对33本教材作者国籍的分析可以看到，78.1％的作者国籍是中国，具有外

国国籍的3.1％，而18.8％的是外籍华人。只有一个遗漏值，因为作者身份未知。 
 

出版年份 

  频率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积百分比 

有效 1989-1999 11 33,3 33,3 33,3 

2000-2010 22 66,7 66,7 100,0 

Total 33 100,0 100,0  

 

附件二中的示例框架分布在两个时间段。从1989年到1999年，有33.3％的

书籍，而2000至2010年有66.7％的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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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地点 

  频率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积百分比 

有效 中国 25 75,8 75,8 75,8 

西班牙 2 6,1 6,1 81,8 

美国 5 15,2 15,2 97,0 

其他 1 3,0 3,0 100,0 

总计 33 100,0 100,0  

 

附件二研究的教材出版地点，可以分为：中国，西班牙，美国和其他国

其中在中国发表的占75.8％，西班牙6.1％，美国15.2％，其他国家3.0％。 

 

假设的验证: 

作者国籍 * 出版地点 

 

  出版地点 

总计   中国 西班牙 美国 其他 

作者国籍 中国 23 0 2 0 25 

外国 0 1 0 0 1 

外籍华人 1 1 3 1 6 

总计 24 2 5 1 32 

 

Symmetric Measures
a
 

  值 Approx. Sig. 

Nominal by Nominal Contingency Coefficient ,702 ,000 

N of Valid Cases 32  

a. 相关统计数据仅可用于数值数据 

 

我们交叉作者国籍和出版地点的变量，以验证它们之间的相关系数的关联

关系。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系数0.702和显著性值0.000得出国籍和出版地点之间

的强烈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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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有补充材料 

  频率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积百分比 

有效 是 15 45,5 45,5 45,5 

否 18 54,5 54,5 100,0 

总计 33 100,0 100,0  

 

我们可以看到，附件二分析的33本书中不是所有的都含有辅助材料。54.5％

的书不包含补充材料，而45.5％包含。 

不同的教材可能含有的补充材料有盒式录音带、CD（MP3）、DVD、教师

用书、字母用书、练习册、阅读教材或口语和词汇练习册、录音和录音答案以

及在线资源。 

 

 
 

补充材料类型 

    
频率 

 

有效 盒式录音带 1 

CD  MP3 12 

DVD 6 

教师用书 7 

字母用书 2 

练习册 9 

阅读教材 0 

口语和词汇练习册 0 

录音和录音答案 1 

在线资源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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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的验证: 

出版地点 * 含有补充材料 

 

  含义补充材料 

总计   是 否 

出版地点 中国 7 18 25 

西班牙 2 0 2 

美国 5 0 5 

其他 1 0 1 

总计 15 18 33 

 

Symmetric Measures
a
 

  Value Approx. Sig. 

Nominal by Nominal Contingency Coefficient ,527 ,005 

N of Valid Cases 33  

a. 相关统计数据仅可用于数值数据 

 

我们的假设之一是验证所有那些在中国境外写的书中都有补充材料。从数

据可以看出，没有一本在中国境外出版的书是没有补充材料的。我们可以说，

在中国出版的25本教材中，拥有补充材料的共7本书，而大部分（18本）是没有

补充材料的。我们可以看到相关系数的值0.527与0.005的显著性值验证了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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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理论 

  频率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积百分比 

有效 隐含-推测的 25 75,8 75,8 75,8 

明确的 7 21,2 21,2 97,0 

ND 1 3,0 3,0 100,0 

总计 33 100,0 100,0  

 

我们可以在样本中看到，75.8％的教材是隐含 - 推测的理论，而21.2％使用

明确的理论。在我们的样本中只有一个例子没有详述使用的语言理论的情况。 

 

语言理论的类型 

  频率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积百分比 

有效 结构主义 19 57,6 57,6 57,6 

认知主义 10 30,3 30,3 87,9 

建构主义 2 6,1 6,1 93,9 

结合主义 2 6,1 6,1 100,0 

总计 33 100,0 100,0  

 

我们可以根据项目分析提取的细节找到不同类型的语言概念或语言理论。 

越来越多的依赖于基础为结构主义的语言理论的可视化数据为57.6％，以

认知主义理论为基础的为30.3％，与建构主义理论和结合主义语言理论相关的

教材均少于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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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的验证: 
 

出版地点 * 语言理论 

 

  语言理论 

总计 

  隐含的 - 推

测的 明确的 ND 

出版地点 中国 25 0 0 25 

西班牙 0 2 0 2 

美国 0 5 0 5 

其他国家 0 0 1 1 

Total 25 7 1 33 

 

Symmetric Measures
a
 

  Value Approx. Sig. 

Nominal by Nominal Contingency Coefficient ,816 ,000 

N of Valid Cases 33  

a. 相关统计数据仅可用于数值数据 

 

在我们的样本进行排空时，我们观察到出版地点和所使用的语言之间存在

的关系。我们将刚才提到的变量进行交叉然后得到了上面的数据。 

我们注意到，在分析的25本教材中，中国的都没有明确的理论，只是一个

隐含 - 推测的理论，而同样的方法分析和观察到在中国之外出版的8本书中全部

都有明确的理论。 

我们可以用相关系数值为0.816和0.000的显著性值来确证出版地点和语言理

论两个变量之间的强有力的关系。因此，我们可以验证我们的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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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理论* 语言理论类型 

 

  语言理论类型 

总计   结构主义 认知主义 建构主义 结合主义 

语言理论 隐含-推测的 18 7 0 0 25 

明确的 0 3 2 2 7 

ND 1 0 0 0 1 

总计 19 10 2 2 33 

 

Symmetric Measures
a
 

  Value Approx. Sig. 

Nominal by Nominal Contingency Coefficient ,622 ,002 

N of Valid Cases 33  

a. 相关统计数据仅可用于数值数据. 

特殊的语言理论和作者书中使用的语言理论类型之间也有关联。以上关联

可以看到，相关系数0.622，显着性值0.002可以验证此关联。 

它驳斥了零假设进行验证，因此，我们可以说，语言理论和使用的语言概

念或理论的类型之间有关联。 

我们分析数据可以看出，多数情况下隐含- 推测的理论都是结构主义，而认

知主义则少很多分量。反之，明确的理论倾向于选择认知主义、建构主义、结

合主义的理论，但缺乏结构主义。 

 

语言教学的方法 

  频率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积百分比 

有效 隐含-推测的 15 45,5 45,5 45,5 

明确的 17 51,5 51,5 97,0 

结合的 1 3,0 3,0 100,0 

总计 33 100,0 100,0  

 

我们按照分析教材所使用的语言理论的方式分析教材使用的语言教学方法，

同样区分出两个大的分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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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教学研究表格中的数据，为我们详述了研究的33本书中有45.5％的是

一个隐含- 推测的方法，51.5％的样本是有明确的方法，有3％的有二者结合的

特点。 

语言教学有不同的方法，接下来我们看看的每一种方法出现的频率。 

 

综合阅读 

  频率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积百分比 

有效 是 13 39,4 39,4 39,4 

否 20 60,6 60,6 100,0 

总计 33 100,0 100,0  

 

分析性的 

  频率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积百分比 

有效 是 1 3,0 3,0 3,0 

否 32 97,0 97,0 100,0 

总计 33 100,0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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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的和结合的 

  频率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积百分比 

有效 是 9 27,3 27,3 27,3 

否 24 72,7 72,7 100,0 

总计 33 100,0 100,0  

 

语法-翻译的 

  频率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积百分比 

有效 是 2 6,1 6,1 6,1 

否 31 93,9 93,9 100,0 

总计 33 100,0 100,0  

 

传统的 

  频率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积百分比 

有效 是 1 3,0 3,0 3,0 

否 32 97,0 97,0 100,0 

总计 33 100,0 100,0  

 

以教师为中心 

  频率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积百分比 

有效 是 1 3,0 3,0 3,0 

否 32 97,0 97,0 100,0 

总计 33 100,0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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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的 

  频率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积百分比 

有效 是 2 6,1 6,1 6,1 

否 31 93,9 93,9 100,0 

总计 33 100,0 100,0  

 

认知的和综合的 

  频率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积百分比 

有效 是 3 9,1 9,1 9,1 

否 30 90,9 90,9 100,0 

总计 33 100,0 100,0  

 

以学生为中心的 

  频率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积百分比 

有效 是 2 6,1 6,1 6,1 

否 31 93,9 93,9 100,0 

总计 33 100,0 100,0  

 

内容循序渐进的 

  频率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积百分比 

有效 是 1 3,0 3,0 3,0 

否 32 97,0 97,0 100,0 

总计 33 100,0 100,0  

 

从语法到交流 

  频率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积百分比 

有效 是 6 18,2 18,2 18,2 

否 27 81,8 81,8 100,0 

总计 33 100,0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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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的验证: 
 

出版地点 * 语言教学的方法 

 

  语言教育的方法 

总计   隐含-推测的 明确的 结合的 

出版地点 中国 15 10 0 25 

西班牙 0 2 0 2 

美国 0 5 0 5 

其他国家 0 0 1 1 

总计 15 17 1 33 

 

Symmetric Measures
a
 

  值 Approx. Sig. 

Nominal by Nominal Contingency Coefficient ,745 ,000 

N of Valid Cases 33  

a. 相关统计数据仅可用于数值数据 

 

用与附件二中研究出版地点和教材所使用的语言理论之间存在联系相同的

方式，我们看一下附件二教材的出版地点与这些教材所使用的语言教学方法之

间存在的关联。 

教材所使用的语言教学方法有两个主要的分支指的是，只有在中国出版的

教材使用的方法不明确，是隐含的，我们推测出的方法，而明确的方法明显的

出现在西班牙、美国、其他国家（如新加坡）出版的教材中，中国出版的教材

中有一部分也有明确的方法。 

因此，这些变量之间存在关联，也因此我们可以抛弃零假设，因为它们之

间的相关系数值0.745显著性值0.000验证了这些变量之间的强烈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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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理论 *语言教学的方法 

 

  语言教育的方法 

总计   隐含-推测的 明确的 隐含-推测的 

语言理论 隐含-推测的 15 10 0 25 

明确的 0 7 0 7 

ND 0 0 1 1 

总计 15 17 1 33 

 

Symmetric Measures
a
 

  Value Approx. Sig. 

Nominal by Nominal Contingency Coefficient ,745 ,000 

N of Valid Cases 33  

a. 关统计数据仅可用于数值数据 

 

我们也可以验证样本中所使用的语言理论类型和语言教学方法之间的联系。

表中的数值显示，使用隐含 - 推测的教学方法的永远是隐含-推测的语言理论。

同样的，如果理论是明确的，那么所使用的语言教学方法一定也是明确的。 

上述联系通过这些变量之间的强烈相关的系数0.745和显著性值0.000得到了

验证。附件二中分析的教材使用了不同类型的阅读。下面我们来看看这些表现。 

 

综合阅读 

  频率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积百分比 

有效 是 32 97,0 97,0 97,0 

否 1 3,0 3,0 100,0 

总计 33 100,0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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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性细读 

  频率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积百分比 

有效 是 27 81,8 81,8 81,8 

否 6 18,2 18,2 100,0 

总计 33 100,0 100,0  

 

选择性粗读 

  频率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积百分比 

有效 是 33 100,0 100,0 100,0 

 

选择性快读 

  频率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积百分比 

有效 是 13 39,4 39,4 39,4 

否 20 60,6 60,6 100,0 

总计 33 100,0 100,0  

 

朗读 

  频率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积百分比 

有效 是 9 27,3 27,3 27,3 

否 24 72,7 72,7 100,0 

总计 33 100,0 100,0  

精读 

  频率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积百分比 

有效 是 1 3,0 3,0 3,0 

否 32 97,0 97,0 100,0 

总计 33 100,0 100,0  

 

新闻性阅读 

  频率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积百分比 

有效 是 6 18,2 18,2 18,2 

否 27 81,8 81,8 100,0 

总计 33 100,0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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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所有的阅读类型都以相同的频率出现 在附件二的样本教材中。很明显

能看到的是100%的教材都使用了选择性粗读，综合性阅读也占有很大比重部分，

大约97%教材在使用。选择细读的教材有81.8％。频率稍低的有选择性快读

39.4％，朗读27.3％，信息性阅读18.2％，精读3％。 

接下来让我们看一下各种文章类型在表格中相应的频率。 

 

记叙文 

  频率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积百分比 

有效 是 28 84,8 84,8 84,8 

否 5 15,2 15,2 100,0 

总计 33 100,0 100,0  

 

描写文 

  频率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积百分比 

有效 是 15 45,5 45,5 45,5 

否 18 54,5 54,5 100,0 

总计 33 100,0 100,0  

 

说明文或议论文 

  频率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积百分比 

有效 是 13 39,4 39,4 39,4 

否 20 60,6 60,6 100,0 

总计 33 100,0 100,0  

 

解释性文章 

  频率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积百分比 

有效 是 12 36,4 36,4 36,4 

否 21 63,6 63,6 100,0 

总计 33 100,0 100,0  

 
 
  



针对母语为西班牙语翻译专业学生的对外汉语阅读教学 玛丽卡门埃斯宾 

 280 

对话 

  频率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积百分比 

有效 是 14 42,4 42,4 42,4 

否 19 57,6 57,6 100,0 

总计 33 100,0 100,0  

 

 

新闻 

  频率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积百分比 

有效 是 7 21,2 21,2 21,2 

否 26 78,8 78,8 100,0 

总计 33 100,0 100,0  

 

教材中包括不同类型的文本，每种类型的有各自适合的阅读方法。 

从附件二项目的研究中可以看出，叙事文本所占比重最大，为84.8％。使

用方式更类似的类型是描述性文章45.5％，对话42.4％，说明文或议论文39.4％，

感性或解释的36.4％，比例最小的是新闻占21.2％。 

 

 

练习类型 

  

频率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积百分比 

有效 阅读理解 24 72,7 72,7 72,7 

汉字识别 9 27,3 27,3 100,0 

总计 33 100,0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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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习类型 

阅读理解 多选或回答 25 

  分辨真假 24 

  填空 19 

  开放性问题 17 

  封闭性问题 15 

  补充表格 9 

  指出文章主要意思 8 

  解释句子或单词含义 7 

  大声朗读 7 

  把信息联系起来 6 

  指出段落的主要思想 6 

  根据上下文选择适合的词 6 

  推断新词的含义 5 

  对文章主旨的辩论 5 

  用文章里面提取的内容造句 5 

  小结练习 5 

  填写表格 4 

  对段落和句子排序 4 

  寻找近义词 2 

  定义和释义 2 

  比较文章 2 

  识别和缩写单词 1 

  给文章或段落加上标题 1 

练习类型 

识别汉字 指出汉字部首 8 

  把拼音与对应的汉字连起来 7 

  把汉字与意思连起来 6 

  组词 5 

  根据部首给汉字分组 4 

  分解汉字比划 3 

  划分句子中的短语 1 

  把汉字排序并造句 1 

 

附件二中分析的教材有两种主要的练习类型。一类是，在阅读理解框架内

的习题，另一类是在识别汉字框架内的练习。 

关于阅读理解类的，100％在教材中都出现。所有33本书中，有72.7％的教

材只进行阅读理解练习，有27.3％的教材既有阅读理解练习也有汉字识别练习。 

我们详细列出了书中出现频率从高到低的练习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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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记（含致谢） 

 
首先，我要感谢巴塞罗那自治大学和河北师范大学对我的信任，与我签署

协议让我在中国完成这篇共同指导论文，因为这对这两所大学来说是一个新项

目，对每一所大学来说都面临一定的困难和一定的挑战。我要感谢西班牙国际

合作发展署（AECID）给我颁发的奖学金，因为它让我在中国进行博士研究，完

成了为了写这篇论文进行的调查。 

这篇论文从最初开始已经有许多人帮助我，并一直在这条路上陪在我身边。

首先，我要特别感谢 Marisa Presas 博士，指导和给予这篇论文的帮助，她的耐

心和所有花在阅读和指导论文上的时间。我也想感谢她一直鼓励我做了阅读教

学的论文。没有她的不断支持和鼓励，这篇论文将不能够成功。 

我想感谢郑振峰博士，他是这篇论文的中国导师，接受一个共同指导论文

的挑战，并从这一项目开始支持到现在。王华博士，郑振峰博士研究团队的一

员，感谢她的支持，她的意见，她的鼓励以及投入在阅读修改我论文方面的大

量时间。 

感谢文学院的苏宝荣老师、宋文辉老师帮助我更多地了解中国的词汇学和

语言学，感谢李智老师、田恒金老师在开题时为我的论文提出宝贵的意见。同

时感谢文学院科研办的白铭老师、李娜老师、谭东梅老师，他们的工作为我顺

利地攻读博士学位提供了周到的服务。也感谢研究生院的老师帮助我解决了申

请学位方面的一些问题。 

感谢我在国际文化交流研究所的同事，特别是张艳军书记，赵金广院长和

果立军和杨同用副院长。我感谢他们鼓励我在河北师范大学做博士研究，帮助

我接触中国研究学院的领导和老师，也感谢他们在谈判和签署的联合监督时对

我的帮助。 

还要感谢 Carme Tost 女士，巴塞罗那自治大学研究生学院的经理人和她的

团队，感谢他们支持签署了联合监管与中国大学的论文协议，因为它是巴塞罗

那自治大学与一个中国大学签署的第一个此类协议，这在中国是一个很大的挑

战和工作。 

感谢社会学家 Laura Díaz 关于教科书数据分析的帮助，和她对结果提出的分

析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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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 Violeta Rodríguez，西班牙语培训中心的合作伙伴，在我不知所措的

时候倾听我，鼓励我，帮助我，让我在中心的工作最繁忙时也能完成论文。 

也要感谢王关岭，Juliana 和雷雨对我中文版本的论文的帮助，她们的帮

助是非常有价值的. 

十分感谢我的朋友 Cecilia Lozano 在装璜设计论文时为我提供的帮助和支

持。 

感谢我的家人及我丈夫家人的支持和鼓励，尽管这篇论文甚至不知道要花

费几年远离他们。还要感谢我姐姐的倾听，并在我看不到论文尽头的时候对我

的鼓励。 

最后，千恩万谢亚伯，我的丈夫，他从这篇论文只是一个项目开始就一直

在我身边。我要感谢他的耐心，他的陪伴，总是在我在听到绝望和沮丧的敲门

声之时让我笑出来，并来到中国和我一起分享这个世界，和这种我喜欢的语言。 

非常感谢所有人在这个对我来说如此重要的生命阶段陪我一同经历，我已

经了解了我的专业，我的工作，最重要的是，我了解了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