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pplied Research on Chinese Online Teaching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s During the New Coronary 

Epidemic 
Fan Xiaoyi1,*, Wang Xuan2, Yin Shitang3, Hu Minhui4, Gao Zhuoyuan5, Shen 

Mengxi6, Ma Yongtao7 
13456Lancang-Mekong International Vocational Institute (School of Vocational and Technicai Education), Yunnan Minzu 
University, Kunming, Yunnan, China 
2School of Special Education, Zhengzhou Normal University, Zhengzhou, Henan, China 

*FFfanxiaoyi@163.com 

Abstract 
During the period of COVID-19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nline teaching broke through barriers such as time 
and space and became an important mode of communication between students and teachers. Taking the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courses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s of Lancang-Mekong International Vocational 
Institute of Yunnan Minzu University as an example, in order to ensure the smooth implementation of the 
teaching plan, the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Chinese online teaching based on "Dingding Live + Rain 
Classroom" has been shown after one semester of teaching practice : Chinese online teaching based on 
"Dingding Live + Rain Classroom" has cultivated the independent learning habits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to 
a certain extent, provided them with abundant and practical Chinese learning resources, stimulated their 
enthusiasm for learning Chinese, and had a solid grasp of the learning content , And then improve the Chinese 
application ability of foreign students; and in this process, the construction of teaching resources can provide 
help for future foreign students Chinese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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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新冠疫情防控时期，在线教学突破时间、空间等屏障，成为学生与教师沟通的重要模式。以云南民族

大学澜湄国际职业学院留学生的汉语教育课程为例，为确保教学计划的顺利实施，基于“钉钉直播+

雨课堂” 进行汉语在线教学的设计与实施，经过一学期的教学实践表明：基于“钉钉直播+雨课堂”

的汉语在线教学在一定程度上培养了留学生的自主学习习惯，为留学生提供丰富且具有实用性的汉语

学习资源，激发其学习汉语的积极性，扎实掌握学习内容，进而提升留学生的汉语应用能力；且在此

过程中，教学资源的建设能够对未来留学生的汉语教学提供帮助。 

关键词：澜湄国家；来华留学生；汉语课程；在线教学 

1.前言 

受到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影响，教育部于 2020 年

2 月 5 日印发《关于在疫情防控期间做好普通高等学校

在线教学组织与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指出“各高校

应充分利用线上的慕课等资源，依托各级各类在线课程

平台等，积极开展线上授课和线上学习等在线教学活

动”
[1]
。“停课不停教、停课不停学” 的提出为开展

教学改革提供了依据和支持,疫情防控时期，基于“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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钉直播+雨课堂”的汉语在线教学能够突破时间、空间

等障碍，希望依托学校在信息化方面的教学成果,借助

学校的在线资源平台以及互联网教学资源对留学生汉

语课的教学模式进行改革,完善教学资源的建设,积极

探索出更加适合澜湄国家来华留学生汉语课的教学模

式。如何根据课程内容与学生自身特点充分利用线上资

源与教学平台的结合进行汉语教育课程的重新设计，实

现疫情期间“教学效率有提高、教学质量有保证、教学

任务能完成”，既是对任课教师的挑战，更是在线教学

的机遇。  

2.汉语课程与留学生学情分析 

2.1.汉语课程分析 

课程的设置与人才培养目标密不可分。由此，学院

根据澜湄国家来华留学生的学习基础、学习需要和特

点，设立经济与金融和旅游管理专业，培养既懂汉语、

又掌握专业技术技能的复合型人才。因此,留学生的汉

语教育课程作为其专业基础必修课程，在本学期开设

《汉语教育 4》课程，共 108 学时，以 2018 级经济与

金融、旅游管理班的 37 名留学生为教学对象，考虑到

本课程的学时和性质，结合留学生的汉语水平特点，使

用《汉语口语速成·提高篇（第 2 版）》为主要教材，

课程内容涉及以重点词汇为主的乙级和丙级语法内容、

词汇，涵盖生活、学习、工作、社会文化等方面内容的

较复杂交际项目
[2]
，同时结合两专业特点，在课中适当

增加一些商务汉语的知识，使得汉语课程的教学内容具

有实用性，不仅要求教师与学生在课堂中进行大量交流

与沟通、设置当堂检测等环节，便于及时了解学生对汉

语知识的掌握程度，还应在疫情期间保证汉语教学的进

度和质量。 

2.2.学情分析 

分析学生目前的汉语水平、学习汉语的方法、习惯、

兴趣、成绩等，是后续教师设计教学活动的主要依据。

由于澜湄国家来华留学生来自东南亚国家，民族多样、

宗教复杂，文化背景和语言不同，母语属于南亚、东亚

语系，与汉语存在较大差异
[3]
，因此汉语水平较低，大

部分留学生达到 HSK4 级水平，少数获得 HSK5 级证书，

但离在学术环境中语言的灵活运用还有很大差距；与此

同时，他们在学习的同时要迅速适应中国的气候、文化、

产业结构等环境，大部分学生汉语水平在中等偏下，学

习汉语主要在传统课堂“教师讲，学生听”的被动状态

下进行，学习积极性不高，以致于期中、期末考试成绩

平平，部分留学生毕业时仍处于一种懵懵懂懂的状态；

且据有关学者的调查研究发现，大部分东南亚国家留学

生选择来华留学是以就业为目的，在掌握专业技术技能

的前提下，汉语知识的学习必不可少；这就要求教师在

汉语教学的过程中，授课内容要具有实用性和针对性，

以满足留学生的就业需求
[4]
。因此，应充分利用课下时

间，通过在线教学平台发布视频、音频、课件等资料，

留学生可自主选择学习内容从而获得更加丰富的学习

资源；发布“课后试卷”，督促留学生完成，便于教师

掌握学生目前的情况，进而调整后续学习进度。 

3.基于“钉钉直播+雨课堂”的汉语在线教学

设计与实施 

3.1.基于“钉钉直播+雨课堂”的汉语在线教
学设计 

建构主义学习理论认为学生知识的建构不是通过

教师的单一教授所形成的，而是受社会文化环境的变化

影响，在原有知识经验的基础上，通过利用各种资源学

习以及借助别人的帮助，逐步构建自己知识结构的过程
[5]
。而基于“钉钉直播+雨课堂”的汉语在线教学模式

正是通过教师将不同的教学手段、教学资源、教学方法

等综合运用，学生通过自主学习充分实现其主体作用，

从而取得教学效果最优化的教学方式。 

2 月下旬学校根据教育部“推迟开学不停学”的要

求，在推迟开学期间，调整教学计划，通过对课程及学

情进行分析，结合建构主义学习理论，采用“钉钉直播”

的方式进行在线课堂直播教学，并借助其连麦和面板打

字功能能够较好实现教师与学生在线课堂的互动，掌握

学生的在线学习情况。与此同时，搭配使用“雨课堂”

中的上传课件、视频、试卷等功能，设计出以“课前引

导自习、课中在线学习、课后督促复习”为目标的“课

前三准备、课中四讲解、课后五指导”的汉语在线教学

模式（见图 1），充分利用课前时间进行新课预习，课

中实现教师与学生的及时交流与互动，课下通过发布课

后习题测试，对留学生线上学习的情况进行监督，监测

学生对知识的掌握程度，进而有针对性的进行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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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课前三准备、课中四讲解、课后五指导”的汉语在线教学设计图 

3.2.基于“钉钉直播+雨课堂”的汉语在线教
学的具体实施 

基于“钉钉直播+雨课堂”的“课前三准备、课中

四讲解、课后五指导”汉语在线教学设计，结合《汉语

口语速成·提高篇（第 2 版）》中第十七课“永远的爱

情、永远的家”进行具体的教学实践活动。 

3.2.1.课前“三备” 

课前预习活动以“雨课堂”为平台发布学习资源、

学习任务以及查看学生学习进度。 

“一备”：发布学习资源。教师依据本节课的教学

内容在中国大学 MOOC、腾讯课堂、喜马拉雅等网站下

载视频、音频资源，同时将本课的生词和课文制作成

PPT，一同上传至“雨课堂”的“课程班级”中。 

“二备”：发布学习任务。教师登录“雨课堂”并

发布学习任务通知：“请同学们提前观看视频，并对照

PPT 听生词和课文的音频。”学生通过微信端口点击教

师发布的“学习任务通知”，按照要求依次观看视频资

源、浏览课件、听生词和课文的音频，在学习课件的过

程中，如果遇到问题可随时进行标注和评论，在直播中

向教师提出问题，以便加深理解。 

“三备”：教师可在上课前到“雨课堂”中查看每

位学生的预习情况，并记录下学生的问题和想法，以便

在后续的直播教学中回答学生的疑问，同时，可以此作

为平时成绩的打分依据。 

3.2.2.课中“四讲” 

在线教学活动以“钉钉”为平台进行群直播教学、

课堂互动、课中提问以及课后的作业布置。 

“一讲”：直播教学。开始上课之前，教师可在钉

钉群中发布上课通知；教师点击群直播，输入直播主题，

选择“屏幕分享”模式、开启“视频回放”和“在线连

麦”功能，学生按照上课时间提前 5 分钟进入钉钉直播

间，并及时选择连麦功能，一方面能够调试自己的设备，

另一方面也可作为上课考勤计入平时成绩的考察中；随

后教师查看学生的连麦情况，发现有两位同学没有主动

连麦，后经核实：一位同学生病请假，另一位同学家中

出现网络故障；教师随即在留言面板上告知学生课后及

时观看视频回放。 

“二讲”：直播互动。教师在正式讲课前与学生进

行课前互动来活跃气氛：最近家乡的天气转暖了吗？大

家在家中进行线上学习使用的是数据流量还是

WI-FI？如果停电对大家的影响大吗？学生积极参与到

互动中：家乡的天气很热，在家进行在线学习需要到网

络信号强的地方，大部分学生用 WI-FI 上网课，一小部

分学生用数据流量上网课，同时提出一旦出现刮风下雨

天气，就无法上网课，只能通过课下观看视频回放完成

课程。 

“三讲”：课中提问。教师将本节课的生词呈现出

来，随后播放生词音频，同时提出要求：“同学们在听

的时候要张开嘴巴大声跟读，稍后每位同学通过语音功

能将自己所读的生词发送过来。”教师通过听学生的语

音来分析问题所在，以“品质”一词为例，学生 A 和学

生 B 出现了共性问题：第三声开头的词语发音不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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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而影响到整个词语的发音；学生 C 在读“需求”这个

词语时出错，并且无法区分出“r”和“l”的发音。在

此期间教师不断鼓励学生积极发声，由此，生词环节结

束；再次，开始新课文《你对爱人撒谎吗？》的学习，

在播放音频前，教师简单介绍课文的类型：这是一篇关

于“撒谎”的采访文；随后提出课中问题：（1）冯先

生对爱人撒谎吗？为什么？（2）冯先生让大家如何看

待关于“撒谎”的问题？（3）你赞同冯先生的做法吗？

并要求学生带着问题听课文，听完课文后通过连麦或面

板打字进行提问，详见图 2。音频结束后，教师和学生

进行课堂互动：“大家觉得课文的语速快吗？能跟得上

吗？15 课以后课文的语速越来越快，课文的篇幅也越

来越长，但是符合平时交流的正常语速，因此，大家调

整自己，适应语速，老师也适当加快自己的说话速度。”

教师通过课堂提问环节根据学生出现的不同观点进行

延伸，鼓励学生发散思维，尽量用语音功能回答问题，

练习发音；最后，教师总结学生的回答，并对持有不同

观点的学生提出表扬。 

“四讲”：布置课后作业。教师告知学生课下到“雨

课堂”中完成第十七课的练习题。随后结束本节课的在

线直播教学，并及时查看视频回放是否生成，同时提醒

学生课下可根据自身的学习进度反复观看视频。 

 
图 2 留学生在课中积极回答问题 

3.2.3.课后“五辅” 

课后以“雨课堂”和“钉钉直播”为平台，通过上

传发布第十七课的 PPT、课后练习题、课后学习任务，

教师批改作业、答疑解惑来督促学生充分利用课后时间

巩固线上所学知识。 

“一辅”：上传 PPT。教师整理好课上所讲的 PPT，

随即发布到“雨课堂”“汉语教育 4”的班级中； 

“二辅”： 发布课后练习题。教师结合本节课的

重点词汇和句型，并根据学生在课堂中回答问题的情

况，编写并发布课后练习题：用“反而”完成句子并造

句、用“想开”“懒得”造句，设置答题时间；课后练

习题主要采用主观题的形式进行，一方面可练习学生的

发散性思维，通过课堂例句的学习举一反三；另一方面，

教师要求学生手写练习题，并通过“雨课堂”的拍照上

传图片功能提交手写作业，从而锻炼学生书写汉字的能

力（见图 3 左）。 

“三辅”：发布课后学习任务。教师在“雨课堂”

中发布课后学习任务：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第十七课的课

后练习，有不明白的地方及时查看 PPT 和直播回放，整

理出问题后可通过微信或钉钉群提问。 

“四辅”：批改作业。教师通过批改作业了解学生

对本节课所学知识的掌握情况（见图 3 右），合理安排

后续所学内容。 

“五辅”：答疑解惑。一方面，针对在直播教学中

没有解决的问题，学生通过“钉钉”面板打字留言，教

师在课后进行答疑；另一方面，教师通过批改作业，总

结出共性问题可在下次直播教学中一起讨论。 

 
图 3 留学生课后答题及教师进行作业批改 

4.基于“钉钉直播+雨课堂”的汉语在线教学

评价 

本学期《汉语教育 4》课程的教学评价由过程性评

价和终结性评价构成，其中过程性评价占总评价的

50%，终结性评价占总评价的 50%，具体的一级评价指

标、二级评价指标、权重如表 1 所示。过程性评价由课

前“雨课堂”自主学习视频、音频、PPT；课中个人考

勤、回答问题、参与讨论等课堂学习效果监测；以及课

后学生完成作业的情况、完成质量、课后是否参加讨论

共同组成，满分为 50 分，终结性评价主要以学期中、

期末考试的形式进行，教师通过批改期中、期末试卷统

计出留学生的个人卷面分数，并分别根据所占权重的

20%、30%计算出其在本学期期末总成绩中得到的分数，

即为终结性评价的成绩，权重为 50%，满分 50 分。 

表 1 基于“钉钉直播+雨课堂”的在线汉语教学评价表 

评价类型 一级评价指标 二级评价指标 权重 

形成 课前预习情况 
学查看、掌握课前教学

资源的情况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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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课堂表现 
课堂考勤、回答问题、

参与讨论等 
20% 

课后作业 完成作业的 15% 

终结 
期中考试 

期末考试 

个人卷面得分 

 

20% 

30% 

 

5.基于“钉钉直播+雨课堂”的汉语在线教学

效果 

经过一学期的在线教学后，对基于“钉钉直播+雨

课堂”的线上教学效果进行调查，主要涉及到教学内容

的选择、教学互动情况、教学模式的设计教学过程、教

学资源的建设以及学生的掌握情况，通过问卷网对 37

名留学生发放“基于‘钉钉直播+雨课堂’的汉语在线

教学效果”问卷，回收有效问卷 33 份，回收率为 90.9%，

具有一定的有效性。其中，在线教学模式的设计方面，

90.9%的学生认为“汉语在线教学模式的设计合理”；

在教学资源方面，72.7%的学生认为“汉语在线教学的

内容丰富、实用性强；在汉语在线课堂教学互动方面，

78.8%的学生认为“教师通过钉钉、雨课堂、微信、网

络平台等能够及时与学生沟通，并解决问题”；在汉语

在线教学的学习效果方面，60.6%的学生认为“基于网

络在线学习的“钉钉+雨课堂”教学模式有利于提高汉

语学习的积极性与自主性”。 

6.结论 

基于“钉钉直播+雨课堂”的“课前三准备、课中

四讲解、课后五指导”汉语在线教学能够培养留学生的

自主学习习惯，为留学生提供丰富且具有实用性的汉语

学习资源，激发其学习汉语的积极性，扎实掌握学习内

容，进而促进语言输入与输出的有机连接，提升留学生

的汉语应用能力；在教学过程中，教学资源的建设对今

后留学生的汉语教学是有帮助的。与此同时，也有个别

学生反馈由于起初一直在线下的教室中进行汉语课的

学习，本学期在线上进行汉语混合式学习有一定的困

难，因此，教师应重视加强对学生进行课前引导，鼓励

学生积极转变传统课堂学习的理念，尽快适应线上混合

式教学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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