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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this stag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network technology, the ways and means of information 

transmission have become more abundant. Our society should conform to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the times and enter 

the era of big data. In the era of big data, all people's social activities can not leave the network, and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 and convergence are becoming more and more rapid. In this context, the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has encountered more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This paper aims at how to avoid 

the impact of the new environment, conform to the trend of network development, optimize and expand the prospects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and launch a series of reasonable analysis, as a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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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现阶段，在网络技术快速发展的背景下，信息传递的方式和途径变得更加丰富，我国社会应该顺应时代发展

潮流步入大数据的时代。在大数据的时代背景下，人们所有的社会活动基本都不能离开网络，信息传播和交

汇逐渐变得更加迅速。在如此背景之下，汉语言文学专业发展过程中，遇到了更多的机遇和挑战，文章针对

该怎样应对新环境下出现的冲击，顺应网络发展趋势，对汉语言文学的前景进行优化和拓展，展开了一系列

的合理分析，以此作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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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大数据的内涵特点与汉语言文学专业概述 

1.1.大数据概述 

大数据（big data），是一种新型的数据处理技

术形式，对于平时时间中没有办法借助正常手段进行

处理以及捕捉的数据集合，以强大的算力为基础，针

对这些数据展开综合分析以及处理的一种技术。简而

言之，数据分析是大数据技术的核心功能及作用，根

据分析得出的结果，对有关决策进行辅助，或者是实

现它和智能决策的相互融合，把数据分析作为实现自

动决策的依托。针对目前大数据的发展状况，它已经

被应用在很多领域，同时也在很多地方得到了实现，

例如智慧交通、电子商务、电力供应、人口流动以及

物流运输等层面，都逐渐形成了有关的大数据体系。

把运用大数据技术作为依托，让从前没有得到重视并

且不好被利用的数据，渐渐显现出了重要价值。 

对大数据的发展历程进行观察并研究，它局部中

许多层面的重要特点，这些特点对所有行业的发展都

产生了比较重要的借鉴作用。 

首先，多样性。大数据技术包含的数据多种多样，

不是从单个方面开展数据的收集和分析工作的，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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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可能多的收集更加全面的数据信息，所以在开展数

据处理的过程中，会和很多各种各样的数据产生关联，

进一步表现出多样性的特征。其次，信息化。实际上，

大数据技术也是信息技术的一种。大数据技术的不断

发展和快速进步，推动了社会信息化的发展进度。例

如，大数据在建设智慧城市的工作中发挥了极大的作

用，在其中表现出的信息化特征，是人们应该关注的

重点。再次，真实性。数据的真实程度也是大数据技

术的一大特征。在使用大数据技术的过程中要得到具

体的成就就要确保数据的真实程度，数据来源是否可

靠，数据是否真实合理是不能忽视的。另外，利用大

数据技术开展数据分析工作的过程中，会判断数据的

真实性，在对数据进行分析的过程中，排除掉一些不

真实的数据，从而增强数据的可信程度。 

1.2.汉语言文学专业概述 

1.2.1.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定义 

在普通高等学校中，汉语言文学属于本科专业，

是属于中国语言文学类的一种专业，它的基本修业年

限是四年，在四年的学习之后，学生会被授予文学学

士的学位。这个专业致力于培养文学素养以及语言文

学基础较高的学生，应该很好地学习中国语言文字的

相关基础知识 应该培养成较高的高等文字解决能力、

文献书籍阅读能力等高水平人才。 

1.2.2.关于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发展方向 

新闻编辑、师范、秘书学、书法学自己人文旅游

这五个方面是现阶段我国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发展方

向，依靠不同的培养计划开展不同特征的教学实

践，让学生在适合自己的社会岗位中提现自己的价

值，例如新闻、教育以及政治等相关工作岗位，将

文学作为工作的重点，汉语语言文学给社会发展提

供更多的高质量高素质人才。 

2.大数据时代给汉语言文学专业带来的挑战 

2.1.网络语言与新名词的冲击 

随着大数据的迅速发展，网络语言也迅速在大众

生活中产生，网络语言具有其自身的特点，依靠简洁

生动的语言出现在各种媒体平台上，同时在生活交流

中出现的频率也很高，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关注网络

语言，使用网络语言，网络语言以及一些新词在人们

的日常生活中占据不小的地位。 

这样的全新产生的语言文字带来的影响有好有

坏，好处是流行语言和新型词汇是建立在汉语上的，

可以丰富汉语的内涵，让汉语与时俱进，在汉语中不

断注入新鲜的生命力，这些流行语言和新型词汇可以

准确的表达人们对现在事实的一些想法以及考虑；但

是也有消极的一面，由于没有进过专业学者和专家的

商讨，这些词汇有很多错误和表达不准确的地方，错

误的语音和词汇会导致语言系统紊乱，让破坏了文学

艺术的准确性和专业性受到破坏，导致语言过于娱乐

化，缺乏实际意义。 

2.2.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学知识与大数据社会
脱节 

现在大数据更新换代速度很快，在当前的背景下，

所有行业都要紧跟时代的步伐，否则一旦落后，就很

容易被市场淘汰，过去的学习汉语的学生的竞争力下

降，应该要创建全新的课堂模式。现在我们国家高等

院校的汉语言课程还是过于老套，教授的内容都是过

时的，落后陈旧的，没有加入新鲜血液，陈旧的思维

模式会严重阻碍学生深入了解现在的社会，学生难以

了解到现实社会，没有让学生增加自身的学问和知识。

这导致汉语言专业的学生不适应现在的就业环境，不

容易找到心仪的工作，也无法为社会，为国家提供更

好的价值，这些问题的存在让汉语言专业更加没落，

显现出很多缺陷，只有解决了这些阻碍汉语言才能够

繁荣起来。 

3.大数据时代给汉语言文学专业带来的机遇 

3.1.大数据发展带来的专业新出路 

互联网已经遍布世界各个角落，让全世界信息

交流速度大大提升，人们可以更加方便快捷的阅读

各种文字，新媒体行业发展的越来越好，这说明语

言类专业学生有了新的就业方向。写文章发表在网

络平台，写策划方案，促进销售都可以让汉语言人

才进入新的行业，高等院校的学生们的知识水平比

互联网作者要高很多，如果高等院校学生能进入这

些行业，那么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就业前景就更加乐

观。 

3.2.大数据的发展是新汉语言文学专业教育
模式发展的动力 

步入二十一世纪以后，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

展，我国逐渐步入了大数据时代，互联网技术和大数

据信息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高校在开展汉语言文学教育时需要充分发挥出互联

网技术和大数据的价值，教师也可以通过大数据平台

来与其他高校的教师进行交流沟通，以此来借鉴对方

的长处，教师应当不断调整自身的教学方式，为学生

提供高质量的课堂教学。除此之外，教师在开展汉语

言专业教学时还需要利用大数据来创新自身的教学

方式，比如：在疫情期间，教师可以通过互联网技术

来开展线上教学，将所学的内容制作成视频传到网络

平台上，使学生可以通过线上教学来进行自主学习，

以此来提高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和独立思考能力，这

种教学方式可以促进学生进行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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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大数据的发展带动了汉语言专业的进步 

科学技术的进步让汉语言文学的发展和教学产

生了巨大的改变，信息的飞速传输稳固了汉语言文学

专业和大数据时代的关联，从而形成了互补的干系。

文字中蕴含着巨大的能量，其中包含着一个民族的灵

魂，汉语言文学对社会的进步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并且还可以在大数据的发展中汲取精华推动自身进

步。互联网的产生也使我们了解到了其他的民族语言

的魅力，以大数据为基础创建国际性语言平台，可以

推动汉语言文学在平台中了解其他语言的特色，从而

丰富自身的语言文化。大数据还可以让如今的汉语言

文学更加充分的了解中国传统的古文化，经过互联网

中的相关书籍去了解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的语言文

化。互联网将过去和未来结合起来，相连中国和世界，

从而促进了汉语言文学的进步，扩大了汉语言文学专

业的进步和创新的道路。 

4.大数据时代影响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学的措

施研究 

在大数据时代发展的背景下，如今的汉语言文学

专业逐渐显露出了部分问题，课程老师应该要对这些

问题存在的原因有自身的了解，其次掌握大数据时代

的发展特征，对于教学模式进行创新升级从而强化教

师的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学质量水平。 

4.1.运用多样化方式展开教学 

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学模式要多样化和多元化，

开拓不同形式的课堂教学方式。让课堂教学更加具有

生动性和趣味性，增加学生在课堂上的参与程度，让

学生真正融入到课堂学习中。可以从以下几点展开：

第一，开展问题清单导学。问题清单导学是一种以教

学内容为基础的问题清单。教师在课堂上根据清单上

所列的问题，来逐步引导学学生。例如，在讲授中国

当代文学时，像《骆驼祥子》，可以依据课文内容来

构造有关问题，在这些问题的引导下让学生有目的性

得去学习，带着问题去把握文章，理解文章整体内容

和中心思想。第二，开展趣味活动。在教师讲授文学

作品时，课堂形式不能被教师的讲解所占用，还应该

穿插一些趣味活动。使得学生在这些趣味活动中，深

刻理解文学中的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例如在讲授

《阿 Q 正传》时，可以依据阿 Q 的精神胜利法，实施

情景再现活动。让学生在体会阿 Q 精神的基础上表演

阿 Q，深刻理解阿 Q 的内心想法，形成对精神胜利法

更深理解。第三，开展小组合作学习。教师可以在课

堂上将学生分为几个小组，共同对课文内容进行沟通

和研究。 

4.2.运用信息化方式进行教学 

在开展不同形式的教学活动时，信息技术的运用

还要得到重视，借助一些信息化手段来提升教学质量

和效果。首先，借助信息化微课辅助教学。微课时近

几年来热度逐步增加的教学方式，承载了教学的视频

和资料，让视频联系上课所学内容。可以将制定学习

微课的方法应用到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学实践中。在

课堂上借助多媒体来播放微课，让学生观看微课，进

行自主学习。还可以建立起完善、规范的网络教学平

台。就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学活动来说，还可以以信

息技术为基础，创建网络教学平台，把教学活动和实

践活动相结合。例如：可以以微信小程序为基础，创

建汉语言文选专业的学习程序，在程序中可以建立各

种学习服务功能，使学生可以经过手机微信进行汉语

言文学学习。 

4.3.通过利用数据发掘技术来提高学生评价
结果的真实性 

教师和学校在开展汉语言教学时还需要认识到

学生评价的重要性，需要充分发挥出学生评价的价值。

为了有效提高学生评价学生结果的真实性，教师和学

校可以采用数据发掘技术，比如：教师在考核评价学

生的平时成绩时可以利用数据发掘技术，对学生的课

堂出勤率、课堂小测试、期末考试等进行详细的考核

总结，然后将这些成绩做成与考核相关的数据信息，

建立起完善的数据库。与此同时，教师还可以利用数

据挖掘技术来建立起科学的评价标准，然后根据这些

标准来进行考核评价工作，以此来提高学生评价工作

的准确性和真实性，使教师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学生

的学习情况。 

5.结论： 

随着大数据时代的飞速发展，针对大数据时代的

发展所引起的惊涛骇浪，汉语言文学专业必须要立足

于实践，心系未来，对于时代的发展要“取其精华、

弃其糟粕”。保持积极的发展心态，面对挑战和机遇

要勇往直前，以信息化数据化的发展浪潮为踏板坚定

自身的脚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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