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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第二语言的教学目的是使学习者掌握和运用这种语言，也就是实现语言的基本和主要功能，
即交际，因此口语教学在第二语言学习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目前慈育大学在汉语口语教学
方面存在一定问题，一些初级阶段学生在笔试中取得高分，但与此同时在口试中却出现不敢说现
象，表明了慈育大学初级阶段汉语学习者的口语表达能力亟待提高。为了提高一年级学生的口语
能力，笔者在口语教学方法中选择使用复述教学法力图解决该问题。论文基于实验和调查，实验
对象为慈育大学中文系一年级两个班级学生，每班共 20 个学生，实验周期为 12 周。数据的收集
工具包括前后测试、访谈和调查问卷，在课堂实验结束后对数据进行统计与分析。研究通过前后
侧、访谈法、调查问卷等方法验证运用复述教学法是否能够提高一年级学生的口头表达能力。研
究发现，在未使用复述教学法前，慈育大学汉语系一年级学生的口语表达能力较差，而在口语教
学中使用复述教学法后，其口语表达能力和成绩都有所提高。总之，研究证明了复述教学对提高
学生的口语表达能力和语言能力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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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eaching objectives of the second language are learners can master and use it, which means
this can realize languages’ basic and primary function － communication, Consequently, spoken
language teaching plays a significant role in learning the second language. Now, in Bunda Mulia
University, there are some problems in the aspect of oral Chinese teaching. Some of students in
primary phase who can obtain a high score in paper test, surprisingly dare not to open their mouth in
the oral test, which indicates oral expression abilities of Bunda Mulia University’s Chinese language
learners remains to be dramatically improved. The author tries to choose the rehearsal teaching
method to solve that problem for improving the freshmen’s oral performance. The thesis is based on
experiment and survey, which objects are two classes grade one students from Chinese Language
Department of Bunda Mulia University. Every class 20 students and the experiment will last 12 weeks.
Data collection tools include pre-test and post-test, interviewing and questionnaire, then do the data
statistics and analysis after the whole experiment finished. Through pre-test and post-test, interviewing
and questionnaire, the study validates if the rehearsal teaching method makes these students a progress
in oral expression abilities. The study finds out these freshmen of Chinese Language Department of
Bunda Mulia University can not own a good oral Chinese ability before applying rehearsal teaching
method, however, they do a better performance after this experiment implemented. In conclusion, study
has shown that rehearsal teaching method do a certain extent help in improving students' oral Chinese
ability and language ability.
Key words: Application of retelling; basic spoken Chinese; second language; Bunda Mulia University

引言

门的外语，学习汉语的人数与日俱增。现
在有不少学校和补习班都开设了汉语课
程。年龄阶段跨越很大，从幼儿园到大学。
虽然很多学校开设了汉语课，但大部分只

随着今天中国和印尼两国的频繁交
流，在印尼，汉语成为除了英语之外最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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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选修课，并不重要，学习时间短，一
周 1 到 2 节。
赵金铭(2010)说过:“口语是外语教
学的基础，不管以什么目的学习外语，首
先要学好口语。”根据学习者的汉语学习
水平，我们可以将口语教学相应地分为
初、中、高级三个阶。初级汉语口语教学，
指的是零起点的初级阶段汉语口语教学。
对于口语教学来讲，初级阶段是学习最重
要的阶段，这一时期的汉语口语学习，不
仅关系着汉语口语学习的基础，同时也影
响着学习者对汉语口语学习的积极性。
目前口语教学在印尼慢慢地发展起
来，从小学到大学都会设置口语教学课
程，有综合性的口语教学和独立性的口语
教学两种教学类型。口语教学对学习第二
语言起着很重要的作用。初级阶段是学习
的开始，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学习过程，有
了良好的基础才能进一步发展。初级阶段
的口语教学目标是学生学会较简单的对
话和句子。
慈育大学从 2008 年开设中文系，到
现在以培养了不少的优秀毕业生。目前慈
育大学的口语教学以看图说话和对话为
主要任务，有时候会使用复述教学法，但
使用比例不是很高。结果很多学生还不敢
开口跟老师或者同学用汉语交流，学生的
记忆能力也不是很强。因此，笔者希望通
过复述教学法来提高学生的口语交际能
力。所谓复述就是指学生在理解文章内容
的基础上，创造性地运用自己的语言，有
重点、有条理地将文章主旨叙述出来。
（姚
孟军，2010）“复述，是学生们以理解和
掌握文本内容为基础，然后运用已学的词
汇，再经过大脑将信息进行分析、整合，
最终系统地、概括性地将文章主旨表达出
来。”（孙波，1995） 复述，是一种富
有创造性的活动，它是记忆、思考、表达
三者有机的结合体，复述还可以使三者融
为一体。通过复述练习，教师不但可以帮
助学生培养他们的口语能力，归纳能力和
写作能力，还可以提高学生阅读和理解文
本的能力，实现对文本语言知识、技能以
及语篇意义的深刻理解。
通过上面所提到的一些原因，本文将
把复述教学法应用到初级口语教学中，通
过要求学生对输入的材料进行复述来加

深他们对文本材料的理解，同时也提高他
们的阅读和记忆能力。

研究方法
本研究的研究目的是用复述教学法
将可理解输入理论与输出理论结合在一
起，试图证明复述教学法是否能够提高学
生的口语表达能力和语言能力，提高他们
的语言使用的流利性、复杂性和准确性。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笔者使用了实验、试
验、访谈、问卷调查以及观察这五种方法。
实验对象是一年级学生，一共有 40
个学生分为两个班级。笔者使用了三个月
的学习时间进行实验及前后测试，同时也
进行了课堂观察作为补充。试验中前后测
所使用的测试材料均选自《发展汉语：初
级口语 I》。测试形式是听后复述，每次
测试共有五道题，每道题有 10 秒的回答
时间。评分标准为：低（0-57）、中（58-79）、
高（80-100）。测试结果根据汉语水平口
语考试的标准来打分。为了保持学生测试
结果的客观性，所以由两位教师来打分。
进行测试前笔者先跟学生解释一下测试
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前试测试的目的是为
了知道他们的汉语水平如何，以后跟后测
试对比时是否有差异。如果有明显的差异
那么说明复述法对他们的口语水平有帮
助。
访谈的目的是为了使研究结果更加
客观，同时也是为了进一步地了解学生对
复述教学法的看法。从 41 个学生抽 9 个
学生并对此进行访谈，学生分别是 3 个水
平低的学生，3 个水平中等的学生，3 个
水平高的学生。
调查对象为慈育大学一年级的学生，
一共有 55 名学生，参加调查的有 40 名学
生。调查问卷分成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
关于学生的基本信息和学生对复述教学
法的想法（一共有 5 道题）；第二部分是
学生对复述教学法的作用的评价（一共有
8 道题）。总共发放的问卷有 41 份，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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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 41 份。问卷收回之后笔者马上进行统
计。

学生理解复述的程序与要求之后，笔
者才开始进行实验，也就是把复述教学法
应用到口语课堂教学中去。如下是其中一
个案例片段的描述：
本节课的教学材料来自于《看图说话
（上）》第三课《学武术》
（1）本节课的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学习并掌握重点词语，如：
懂、认真、就、要、也、做等。
能力目标：训练学生如何表达自己的
想法；训练学生如何得体地使用词语；训
练学生如何进行对话。
（2）教学重点及难点：
帮助学生理解文章的主要内容；教授
新词组；引导学生在读课文的时候要写笔
记，将不懂的生词画下来；本节课的教学
难点是学生学会“Adj 不 Adj”语法形式，
学生学会单独复述课文，运用所学的词句
复述课文，最好是用自己的语言来复述文
章。
（3）本节课的设计思路
在本节课的教学设计中，教师先对学生讲
清楚这一节课的教学目标是什么。再提醒
学生使用哪一种复述法更有效。除此之
外，教师借助了很多教学工具，如：PPT
课件、教学图片、单词卡这一节课教师使
用了问问题导入法来导入课堂教学。以下
是教师和学生的问答：

研究结果与分析
复述教学法课堂教学实践
因为大多数学生还不知道什么叫复
述，也不知道如何进行复述。因此进行复
述之前笔者先跟学生解释关于复述的定
义、作用、方式与方法，并且结合例子进
一步地向学生介绍，从而可以帮助学生学
会根据不同的材料进行复述，使复述更有
效。
学生知道复述的定义、作用、方式与
方法之后，再告诉他们复述的程序与要
求。复述前：教师指导学生要使用哪一种
复述法、复述任务及要求；教师与学生讨
论复述应该包括哪几个方面以及复述的
主要内容是什么；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喜
好和汉语水平而选择一种复述法来完成
复述任务；复述前学生必须先了解文章的
基本意义；最后学生可以先在脑子中复述
一遍，也可以在纸上写一个复述大纲，这
样一来可以降低复述的难度，另外也可以
帮助学生建立自信心。复述中：学生输出
的内容必须包括文章的主要内容和必要
的细节。比如：在复述一篇文章或者对话
的时候，学生必须说出文章或对话的人
物、时间、地点、起因、经过、结果等几
个要素；学生必须提前在脑中里概括文章
的主要内容，准确的运用词语阐明自己的
想法，并且复述内容一定要有顺序、符合
逻辑；学生可以用文章或对话里的词语，
但最好是用自己的语言来复述；学生在进
行复述时，其他学生要认真听并且提出建
议；在遇到较难的词语或者观点的时学生
可以向老师请教。复述后：教师对学生进
行评价，对表现好的学生教师必须提出表
扬和鼓励，对表现不理想的学生教师也必
须继续鼓励他们；学生对学生进行评价，
每个学生要评价其他学生的优点和缺点，
这样一来他们可以互相学习。

1
2
3

接下来教师继续进入真实的课堂教学，教
师还是以问问题来总结课文的主要内容。

1
2
3
通过教师所提供的课文答案学生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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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复述。因为这一次的复述内容不是很
多，所以教师没在 PPT 课件上展示课文的
关键词。进行复述之前笔者告诉学生复述
内容要包括课文的重点内容还有重点词
语，情节不能乱。如下两位学生的复述内
容：
1

“

”
“
”

”

学法很难，他们觉得他们的记忆能力不
好。
学生认为复述教学法可以激发他们
的学习兴趣，也可以训练他们的记忆能
力。调查问卷表明，很多学生喜欢复述法
的主要原因有三个：第一，他们认为复述
有助于他们练习语调。因为还没使用复述
法之前很多学生的语调很不好，现在慢慢
地好起来了。第二，有多半学生认为复述
教学法也有助于提高他们的语音方面，目
前他们的声母、韵母、声调都比较好。第
三，学生也认为复述法可以扩展他们的词
汇量。因为文章中会出现很多以前他们没
学过的生词。

“
“

”

”
两位学生的复述都很好。他们不但能
够把握课文中的主要内容，而且能够准确
用词，很少有语法错误，语篇衔接比较连
贯。能运到新词，很好地巩固了新知识。
总之，这两位学生的此次复述比较成功。

复述教学统计分析
1.前测
为了证明复述教学法对两个班的学
生是否有提高，笔者在开学的第二周进行
了前测。前测的目的是为了了解一年级学
生的口语水平。前测使用的测试材料选自
《发展汉语：初级口语 I》。一共有五道
题，每道题有 10 秒的回答时间。测试方
式是听后复述。测试结果根据汉语水平口
语考试的标准来打分。打分等级分成：低
（0-57）；中（58-79）；高（80-100）
为了保持学生测试结果的客观性，所以由
两位教师来打分。如下是前测的结果：
图表 1 一年级学生的前测结果

课堂教学反馈
学生的反馈：经过以上课堂复述教学
实践后，笔者对学生进行简单的访谈调
查，主要是问问学生对复述教学是否感兴
趣，访谈结果表明有 20 个学生表示喜欢；
17 学生表示一般；最后有 5 个学生表示
不喜欢。这个原因有多种，表示“喜欢”
的原因是因为他们认为通过复述可以使
他们更理解文章或者对话的主要内容，除
此之外，复述教学法对提高他们的语调和
语音很有帮助。认为“一般”的学生觉得
什么样的教学法都不会影响他们的口语
水平。表示“不喜欢”的学生认为复述教

由图表 1 可以看到，一年级学生的前
测结果，在前测中，大多数的一年级学生
的成绩以“低”为主，而得到成绩为“高”
的学生较少，这说明学生还没开始使用复

2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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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教学法的训练，学生的口语水平较差。
笔者在进行评分的时候发现几个问题：学
生听录音之后还不敢说，学生的语音和音
调不准确，语法错误较多，语言不通顺，
停顿较多，句子不完整等，甚至有的学生
一句话都不说。
2.后测
进行了 12 周的复述训练之后，为了
验证学生的口语水平是否有提高，笔者再
次进行后测。后测使用的测试材料选自
《发展汉语：初级口语 I》。一共有五道
题，每道题有 10 秒的回答时间。测试方
式是听后复述。测试结果根据汉语水平口
语考试的标准来打分。打分等级分成：低
（0-57）；中（58-79）；高（80-100）
为了保持学生测试结果的客观性，所以由
两位教师来打分。如下是后测的结果：
图表 2 一年级学生的后测结果

是学生对复述教学法作用的评价（一共有
8 道题）。笔者总共发放的问卷有 41 份，
收回 41 份。调查问卷数据收集显示如下：
表格 1 对一年级学生关于复述教学法的
统计结果
题
号

题目及选项

所选次数
及百分比

1 你学汉语多长时间了
A.1-6 个月
5 12%
B.1-2 年
2 5%
C.2-4 年
10 24%
D.4 年以上
23 56%
E.没学过
1 2%
2 你喜欢复述教学法吗
A.喜欢
20 49%
B.一般
17 41%
C.不喜欢
4 10%
3 你喜欢什么样的复述材料
A.来自自己使用的口语教
8 20%
材《发展汉语：初级口语 I》
B.来自课外的口语教材《看
13 32%
图说话《上、下》
C.两个都喜欢
20 49%
4 你喜欢什么样的复述方法
A.结构复述法
23 56%
B.情节复述法
18 44%
C.线索复述法
12 29%
D.提纲复述法
21 51%
E.词语复述法
19 46%
F.关键词复述法
8 20%
G.问题复述法
10 24%
H.画图复述法
20 49%
I.想象复述法
23 56%
5 你喜欢什么样的复述方式
A.单人式复述
6 15%
B.双人式复述
11 27%
C.三人或三人以上
6 15%
D.我都喜欢
18 44%
根据表格 1 可以看到，一年级学生对
复述教学法的看法，第 1 题“你学汉语多
长时间了？”有 56%的学生选 D 选项“4

由图表 2 可以看到，一年级学生的后
测结果，在后测中，大多数一年级学生的
成绩提高了很多，目前成绩是以“高”为
主，而成绩为“低”的学生越来越少。这
说明通过 12 周的复述训练后，学生的口
语水平有所提高。在后测的过程中笔者发
现学生的语言能力有所提高。他们的语音
和语调方面准确度有所提高，大部分学生
可以完整地复述出来，语法错误也比较
少，说话更流利更有信心。
3.调查问卷
为了支持前后测试的结果，笔者通过
问卷调查访问学生对复述教学法有如何
想法与建议。本调查分成两个部分，第一
部分是学生的基本信息和学生对复述教
学法的想法（一共有 5 道题）；第二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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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以上”，这一点说明大部分的一年级学
生已经有相当的汉语基础；第 2 题“你喜
欢复述教学法吗”，选择 A 选项的“喜欢”
有 49%。这说明复述教学法很受欢迎，跟
后测结果结合起来有密切的关系，学生要
先喜欢一种教学法才能学得快，后测结果
表明学生的成绩都偏高；第 3 题“你喜欢
什么样的复述材料？”，有 49%学生选择
B 选项“我都喜欢”，对一年级学生来说，
不管来自于自己使用的口语教材《发展汉
语：初级口语 I》还是课外的口语教材《看
图说话《上、下》他们都很喜欢。这两本
教材有不同之处，《发展汉语：初级口语
I》的内容比较有生活气息，而《看图说
话《上、下》的内容属于故事的一类，这
两种类型一年级的学生都比较感兴趣。第
4 题“你喜欢什么样的复述方法？”，占
56%学生选 A 选项“结构复述法”和 I 选
项“想象复述法”，51%的学生选择“提
纲复述法”49%学生选择“图画复述法”，
这四个选项是学生最常用的复述法。第 5
题是“你喜欢什么样的复述方式”，占
44%的学生选择 D 的选项“我都喜欢”，
一年级学生认为什么样的复述方式他们
都喜欢，复述方式对他们来说不是很重要
的问题。
综合上面的分析，一年级学生很喜欢
复述教学法。结合对学生的访谈结果，学
生希望教师继续使用复述教学法来提高
他们的口语水平。
表格 2 对一年级学对复述教学法的作用
评价（%）
非
非
常 不
一 同 常
评价内容
不 同
般 意 同
同 意
意
意
1.语调
0
0
7 22 71
2.语音
0
0 12 27 61
3.词汇量
0
0
2 44 54
4.语法
0
5 22 29 44
5.语篇和语用
0
2 15 39 44

表格 2 对一年级学对复述教学法的作用
评价（续，%）
非
非
常 不
一 同 常
评价内容
不 同
般 意 同
同 意
意
意
6.语言使用的流
0
0 12 39 49
利性
7.语言使用的复
0
5 27 29 39
杂性
8.语言使用的准
0
0 17 37 46
确性
根据以上表格显示的数据来看，可以
知道一年级的学生对复述教学法的评价
以“非常同意”和“同意”为主，但选“非
常同意”的居多，由此可见，他们对复述
教学法非常满意。他们认为复述教学法可
以提高他们的语音、语调、词汇量、语法、
语篇和语用及语言使用的流利性、复杂性
和准确性。
师生对复述教学法优点与缺点的评价
1.师生对复述教学法优缺点的评价
为了进一步印证一年级学生对复述
教学法评价表所得出的统计结果是否符
合实际情况，笔者在进行问卷调查后还对
9 个学生进行了访谈。访谈的目的是为了
进一步地了解学生对复述教学法的想法
与建议。访谈一共有 3 道题，笔者用录音
把他们所说的话录了下来。访谈结束后大
致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
（1） 优点方面
复述教学法有很多优点，比如：可以
纠正他们的语音语调、扩展他们的生词
量、还有能使他们更流利地说汉语，复述
教学法也可以训练他们的记忆能力。复述
本来就要靠记忆力，怎么会提高记忆力就
要常常练习，复述是一种能够增强学生的
记忆力有效教学策略。
（2） 缺点方面
除了优点以外，复述教学法也有缺
点。如：倘若复述内容过长学生就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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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住，这样会花很多时间去背。除此之外，
倘若复述材料无趣味性和实用性，学生也
会觉得很难，让学生觉得更枯燥，失去了
学习兴趣。对记性不好的学生复述教学法
有点难。
2.任课教师对复述教学法的评价
（1）优点方面
四位教师认为复述教学法可以提高
学生成段表达能力 ，如果有要求用上指
定用于的话，可以巩固学生学习的新知
识；学生能更好地掌握学过的生词或者课
文；可以增加学生的说话机会，同时培养
学生的自信心。
（2） 缺点方面
四位教师认为复述也有很多缺点，
如：学生容易忘记所听到的内容，学生也
很难完整输出所有的主要信息；如果每一
节课进行复述训练，很容易使学生觉得很
单调。

一年级学生最常用的复述法有：结构复述
法、提纲复述法、图画复述法和想象复述
法。
在上文的研究分析中，除了可以得知
以上的结果，本研究也发现以下的结论：
第一，将复述教学法应用到初级阶段
的学生，可以激发他们对口语课的学习热
情。学生对口语的态度及认识发生了变
化。结合问卷调查结果，大部分的学生喜
欢复述教学法，他们还希望下学期的教师
还能使用复述教学法来教口语课。除此之
外，复述教学法也提高了学生的自信心，
使他们敢说汉语。学生取得了进步的主要
原因是为有：（1）输入材料具有趣味性
和实用性，因此在复述过程中他们会认真
去练。（2）复述前，学生刚学了关于该
文章的知识点，这样他们会更容易理解文
章的主要内容，要顺利进行复述的话，就
要先了解文章的主要内容。在复述过程中
倘若学生遇到问题可以向同伴或者老师
寻求帮助。学生发现，当复述结果不理想
的时候，老师不会批评他们，反而会继续
鼓励。这样一来学生对复述充满了信心，
不怕说错，而且更努力训练。
第二，复述教学法培养了学生的思维
能力，促进了学生的口语表达能力。复述
课文是根据原本的基本意义对文本内容
进行理解，因此学生需要不同的思维方式
来理解课文的主要内容。同时，根据交际
语言教学理论，复述教学法可以直接提高
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学生要在有限的时
间里对原本进行整理和归纳，对原本的情
景重新构思。有时候也需要丰富的想象力
来组织的。这样对培养学生的语言表达能
力有相当明显的作用。
第三，通过复述教学法，学生的语言
能力有所提高。复述教学法也可以增加学
生的语言输入能力。复述不但能纠正学生
在语音语调方面，还可以扩展学生的词汇
量，而且复述教学法能提高学生的语言使
用的流利性、复杂性和准确性。复述教学
也可以增加学生的记忆能力。这一点前后
测试可以证明，在学生还没接触过复述教

结论
通过 12 周的试验，笔者学到了很多
东西并得出如下的结论：
1.怎么把复述法用在教学中才更有
效？
复述教学法在口语教学当中具有很
重要作用。在初级阶段教师可以通过对
话、表演、图片进行复述。这三种方法对
一年级学生来说比较简单。复述方式也可
以分单人方式复述、双人方式复述或者三
人以上。这一点要看输入材料的长度及难
度。
2.慈育大学的学生喜欢什么样的复
述材料及复述方法？
在进行复述教学法过程中，笔者使用
两种复述材料。第一种来自于《发展汉语：
初级口语 I》；第二种来自于《看图说话
（上、下）》。问卷调查发现，一年学生
对上面两种复述材料都喜欢，喜欢的主要
原因是因为这两本教材比较有趣味性和
实用性。除此之外，在进行复述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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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法之前，他们的成绩偏低，而通过 12
周使用了复述教学法，他们的成绩偏高，
这说明复述教学法对提高学生的语言能
力或者口语表达都有明显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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