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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汉字是记录汉语的书写符号系统，汉字教学是国际中文教学中的重点，也是教学的难点。目前，受

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汉字教学普遍采用了网络远程教学的方式，这也即将成为汉语国际教育中汉字教学

的常态。本文致力于将汉字线上教学模式与线下教学模式相比较，找出其中的异同，并提供相应的建议，

希望能为汉字教学提供一定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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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是记录汉语的书写符号系统，汉字的学习可以增加留学生对汉语的兴趣，提高他们

学习汉语的热情；但汉字是表意文字，难读、难写、难认，这同时又给“非汉字文化圈”的

学生增加了学习难度，所以，汉字的认读和书写是留学生学习汉语最大的难点。一般留学生

学习汉字都是采用线下学习的方式，老师通过板书、讲解，学生通过描红等练习方式进行学

习，但是 2020 年初以来，新冠疫情改变了这样的学习方式，学生们只能通过网络远程学习

汉语，线上网络教学逐渐成为国际中文教育的主流，那么线上和线下教学方式究竟有什么异

同，在未来的教学中分别应采取多大的比例呢，这些都还值得我们进行探究。 

一、两种教学模式的介绍 

传统的线下教学模式是我们一直以来使用的教学方式，和国内的教学方式一致。教师和

学生每周在固定的教室、固定的时间面对面进行交流，教师在讲解的过程中可以使用语言、

图片、PPT等资源组织教学，学生遇到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向老师提出。在每节课结束之后，

教师大多向学生布置纸质版家庭作业，学生完成后可提供纸质版作业供教师批改。这样的教

学方式可以更好地烘托学习气氛，让学生有强烈的参与感；还可以拉近教师与学生之间的距

离，减少学生的畏难情绪。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还可以充分利用肢体语言与学生进行互动，

帮助学生理解所学的知识。 

线上的教学模式并不是从疫情爆发后才出现的，它在国际中文教育的逐步探索中被发

现，只是之前运用的并不广泛，这次由于多种因素，才被广泛使用。目前我们所熟知的主要

是有三种线上教学的模式：资源分享型教学、微课录播型教学、网络直播型教学。资源分享

型的教学是把教学资源通过网络或者其他媒介介绍给学习者，学习者根据教师所提供的资源

进行自主学习的一种教学模式。这种教学方式是老师可以提前准备好教学资料和教学任务，

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进行学习，对于学生来说更加的灵活，而且学生也可以根据自己的

需要反复进行学习。现在的一些汉字学习的网站，在线课程的学习都是采用的这种方式。微

课录播型教学是运用时间比较长的线上教学方式，教师基于自己的教学设计，利用手机相机

或者其他设备，把自己的课程录制下来，再通过网络传送给学生，这种录课的时间一般为

15至 40分钟不等。教师一般会选择在教室，利用多媒体设备，详细的将汉字的书写过程向

学生进行展示，教学过程中还可以伴有一些汉字故事或者 flash动画等。这种教学方式更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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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合学生的时间，可以吸引学生的目光，给学生高质量的学习体验。第三种教学方式是网络

直播型教学，相对于录课，直播教学只需要下载直播软件，教师和学习者可以透过镜头进行

互动交流。对外汉语教学是一门语言学科的教学，相比其他的网络课程需要直接互动的语言

场景的创设,因此，网络直播教学应该是新时期多媒体技术与汉语国际教育相结合的最直接

有效的教学模式。 

二、两种教学模式的相同点 

（一）教学目标 

国际中文教学从 19世纪 50年代开创至今，教学目标也在不停的变化。但总的来说，可

以分为两个阶段：50年代初到 70年代后期，以听说读写技能的培养为教学目的；70年代末

到现在，提出并且确立了培养汉语交际能力的教学目的。对于汉字教学来说，无论是线上教

学还是线下教学，最重要的是要让留学生能够认识并理解汉字，掌握汉字书写方式，明白汉

字所代表的含义，学会运用汉字进行正常的书写和交流。所以线上和线下教学的教学目的是

一致的，都是为了让学生学会使用汉字，激发他们学习汉语的积极性。 

（二）教学内容和教学对象 

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教学，汉字教学都是为了培养学生的汉字书写能力，因此在教学内

容的选择上，更多的是简单汉字的认识与书写，包括笔顺与部件、结构分类等，在课型的选

择上也都是技能课和综合课相结合。而在教学对象的选择上，线上汉字教学和线下汉字教学

都要面对多样化的教学对象，教学对象们往往都来自不同的国家，在思维观念和学习风格上

也都有所差异。无论是哪种教学，都需要全面了解学生的基本情况和学习状态，这样才能实

现有效的教学。 

三、两种教学模式的不同点 

（一）教师讲解方式——板书 

板书在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为了帮助学生理解掌握知识而利用黑板以凝结、简洁的文

字、符号、图表等呈现的教学信息的总称。良好的板书设计可以促进学生准确掌握所教授的

汉字，便于课下回顾。线上教学与线下教学的板书设计也有一定的区别。 

线下的汉字教学中，教师一般使用粉笔或者白板笔在黑板或者白板上直接书写，操作较

为简单。教师在教课的过程中，伴随着 PPT的展示可以随时陈列板书，板书作为教学内容整

体逻辑的概括，可以作为学生课下复习的工具。以汉字笔画来说，教师可以在黑板上详细的

把每一个笔画标出，这样方便学生在课下的复习，更助于他们的理解。而线上的汉字教学中，

教师一般提前准备好教学资料，把主要的教学重点放在 PPT和教材中，对板书的设计就没有

太多的进行关注。而且在教学的过程中，由于 PPT和教材、对话框会占据电脑屏幕的一大部

分内容，板书很难有一个专门的空间。教师一般会口头提醒学生标注学习重点，或者是用板

书处理突发情况，比如学生对于汉字笔画的疑问，纠正学生偏误展示正确板书等。线上的汉

字板书一般较为随机，相比于线下的汉字板书，不够全面但却有针对性。 

（二）学生练习方式——作业 

学生除了在课上可以根据教师的讲解进行练习之外，作业也是比较重要的练习方式。家

庭作业是教师在每堂课结束之后为了检验学生的学习成果而额外布置的作业，可以当作是教

学的延伸，让学生可以在有限的时间内掌握更多的笔画和汉字书写，从而掌握更多的汉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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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作业与线下教学布置的作业也有不同之处。 

传统线下的教学模式中，作业主要是以纸质版为主，内容是根据课上授课内容所进行的

巩固训练，课后布置的家庭作业可以作为教师和学生课后沟通的桥梁。教师在检查学生的作

业时可以判断学生是否掌握了所学的知识，对于汉字的书写时候存在一些错误，同时也可以

根据学生对于知识的掌握程度准备下节课的教学内容。而线上布置的家庭作业，学生会提交

电子版的作业给教师。教师无法知道学生对于作业的真正理解程度，只能修改电子版作业。

而且学生在完成电子版作业时，师生双方沟通不及时，学生甚至会出现跟着素描来练习汉字

的情况，教师对于学生对汉字的理解程度并不了解，不利于后续的教学。 

（三）课堂活动 

在对外汉语教学的课堂中，课堂活动已经慢慢占据了较大的比重。对外汉语教师会逐渐

选择多样化的课堂活动，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在学生在活动的过程中巩固自己的知识。传统

的线下教学与线上教学相比，活动的组织方式和学生的参与方式都不太相同。 

传统的线下汉字教学，教师和学生面对面进行教学，教学活动可开展的方式较多，例如

笔画接龙，上台仿写，小组比赛等都是可以普遍采用的方式。这些教学活动还可以根据学生

当时的学习情况进行选择，操作简单，感官记忆更好。而且面对面开展教学活动，可以促使

更多的学生参与其中，可以采用的实物道具比较多，学生的接受性就会更强。线上汉字教学

中，老师和学生使用麦克风和摄像头进行交流，活动开展方式受限，互动感差，教师和学生

之中总有一种疏离感。而且有些学生可能性格比较内向，在线上教学中不参与任何活动，教

师在兼顾网络教学的同时可能无法关注到，这样会使得部分学生对学习产生畏惧心理。录播

课程中，教师和学生不存在互动，直播教学中，学生与学生之间的活动也无法开展，这样使

得活动大多数以独立的方式开展。 

（四）课堂管理 

课堂管理是教师引导学生学习以保障高效学习过程的教学行为，良好的课堂管理可以构

建和谐教学环境，保障教学活动的顺利进行。而线上汉字教学和线下汉字教学在课堂管理问

题出现的原因和处理的难度上有所不同。 

线下汉字教学中，班级中可能会出现多个国家的学生一起上课，每个国家的同学对教师

和课堂的反应，文化习俗都不尽相同，这样就使得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要分散很大一部分精

力维持好课堂纪律，保证课堂的顺利进行。但是线下的汉字教学，教师可以督促学生进行学

习，对学生起到一个监督作用，这样更利于知识的吸收。线上汉字教学中，学生会更加集中

精神，教学问题也就不容易产生，学生对于教师的认同感也就更强。但是线上的教学中，网

络问题、视频卡顿问题的两个产生的问题会对教师的要求更高一些，教师需要具备更好的应

急能力才能面对突发问题，保证课堂教学的顺利实施。 

四、教学建议 

（一）传统线下教学建议 

1.为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在教学时可以采用趣味教学法。 

为了缓解学生学习时的不安与紧张，减少对汉字的排斥，在进行汉字教学的时候可以采

用趣味教学的方式。比如可以利用图片或者 PPT，在图片上展示简单汉字的甲骨文形式，例

如“火、土、水、人”等，这些汉字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使用频率很高，而且甲骨文的形式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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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活泼有趣，教师在讲解中可以带动学生从汉字的甲骨文图片浏览到今天所使用的汉字的

图片，让他们在学习的过程中体会到汉字的魅力。另外，在具体教学的时候，我们还可以采

用讲故事的方式，比如“休”，我们就可以跟学生解释为一个人走了很久很久，他特别累，

于是靠在一棵大树旁边歇一会，这就是“休”，有休息的意思等。这些趣味教学的方式可以

激起学生学习的兴趣，但在教学的时候要注意方式方法，从而达到更好的教学效果。 

2.讲练结合，循序渐进教学 

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不仅要注意教学的方式，同时也要注意讲练结合。在留学生的心

目中，汉字是学习汉语最困难的一步，如何让他们真正理解汉字的内涵，了解汉字的笔顺笔

画，激起他们对汉字学习的兴趣，这就成了对外汉语教师教学汉字的重中之重。在线下教学

中，练习是占优势的一个方面，教师要利用线下教学的资源，采取较多的练习方式，比如“按

部首写汉字、小组比赛写汉字、多加一笔是什么”这类的练习穿插到教师的讲解中，对学生

汉字理解和书写情况进行一定的检验。同时，在讲授的过程中要采用循序渐进的方法，结合

学习者的学习特点和学习情况进行教学，不能操之过急。 

（二）线上汉字教学建议 

1.教师要加强自身技能，充分利用网络学习资源 

对于传统的线上教学方式来说，线上网络教学只是学生学习的辅助，所以教师们对于网

络资源的理解，网络教学软件的运用并不是那么熟悉。那么在之后的网络教学中，网络资源

便成为十分重要的教学资源，教师要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不断加强自身的专业技能，灵活

运用网络上的教学资源，熟练掌握网络教学软件，充分发挥线上课堂的优势。例如，教师可

以运用微课视频，Flash动画等进行线上教学，尤其是微课这种教学形式，教学目标明确，

时间灵活，更加适合学生的学习习惯，教学效果也会不亚于面对面的线下教学模式。同时，

线上教学会面对的不仅仅是教学软件问题，电脑设备、网络等硬件设施也是其中重要的一个

环节，这就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教师要提高处理突发事件的能力，在教学前要检查好

网络等硬件设施，以保证课堂的顺利进行。 

2.教师要使用网络教学节奏，改进教学方式 

网络教学作为疫情期间教学的主流，对教师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传统的线下教学中，

学生是教学主体，教师的一切教学行为会随着学生学习状态和知识吸收情况而进行改变，但

在线上的教学中，教师与学生之间的交流并没有那么密集，电脑和网络又使教学双方产生疏

离感。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激发学生学习欲望就成了教师需要思考

的重点。所以，为了适应网络教学，教师要尽量改变自己的教学方式，多听学生对于学习的

诉求，学习周围人的经验，善于使用教学讨论平台和教学中的特定软件工具，改进自己的教

学节奏。例如，教师可以采取线上推题，及时了解学生知识掌握情况，随时调整自己的教学

重难点，加强与学生之间的互动，增强学生的参与感。 

五、结语 

在新冠疫情的影响下，国际中文教学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同时线上网络教学的实施

也给我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网络资源的普遍运用也带来了教学的新方式。通过对国际

中文教育中汉字线上与线下教学方案的对比分析，我们发现目前线上教学还存在一些未能解

决的问题，硬件设备及软件的使用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何提升学生的课堂参与感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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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教师最大的疑惑。在以后的教学中，网络教学可能会逐渐占有更大的分量，教师应该充分

展示网络教学的优势，在以后的教学中走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路子，促进汉字教学的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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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Chinese characters are the writing symbol system to record Chinese language. The teaching 

of Chinese characters is the key and difficult point in international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At 

present, under the influence of COVID-19 epidemic, the teaching of Chinese characters generally 

adopts the way of network distance teaching, which will soon become the normal teaching of Chinese 

characters i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This paper is devoted to comparing the online teaching mode of 

Chinese characters with the offline teaching mode, finding out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among 

them, and providing corresponding suggestions, hoping to provide some reference for the teaching of 

Chinese charac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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