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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创新汉语国际教育和文化传播模式具有重要意义 。 本文介绍了“互联网 + ”背景
下移动通信、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在汉语国际教育中的应用现状和潜力，从学习
方式、学习环境、教育评价和管理方面分析了智能技术对汉语国际教育和文化传播的
影响，指出了技术在宏观决策、资源共享、教学模式创新、师资培养中可应用与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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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fast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et and smart technologies have been
subtly changing our life． The explora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and cultural communication with new technologies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his article
introduces the current status of the application of new technologies，such as mobile
communication，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block chain technology，in international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and cultural communication． It has found that technologies h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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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in macro decision，resource sharing，pedagogy innovation and teacher tra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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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背景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海外对中国语言学习及文化交流的需求日益强烈。 国家关于文化传
播的政策极具前瞻性，世纪之初便提出要实施文化“走出去”战略。2016 年 5 月 17 日，习近平
《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中强调了“四个自信 ”，明确提出“文化自信 ”是根本。
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提出“讲好中国故事”，向世界传递中国声音。 语言教学是加强中外文化交
流的第一道桥梁。时代的发展要求对外汉语教学向汉语国际教育转变 。这一转变迫切需要改
善现有的教学方法和教育手段，提高文化传播的效率。
互联网是未来生活的核心，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势不可挡。陈丽（ 2016） 将“互联网 + 教育 ”
定义为： 特指运用云计算、学习分析、物联网、人工智能、网络安全等新技术，跨越学校和班级的
界限，面向学习者个体，提供优质、灵活、个性化教育的新型服务模式。“互联网 + 教育 ”的创
新本质在于融合性、开放性、协同性、个性化。目前汉语国际教育信息化的讨论多还局限于资
源等层面，未来需要加强教与学方式、教育服务、组织管理等更深广层面的融合与创新 ，站位于
高处，落实于细节，紧随时代步伐，让汉语教学与研究搭上信息技术的快车 ，推动汉语国际教育
和文化传播的发展。

二

影响汉语国际教育和文化传播的关键技术

科技的发展日新月异，从互联网、物联网到人工智能、区块链，这些科技及其应用理念都是
影响社会发展的关键技术。
（ 一） 移动通信技术
当下移动通信领域 4G 和无线局域网获取的便捷性及以手机和平板电脑为代表的智能移
动终端的普及，为移动学习的发展创造了硬件基础和网络环境 ，使得学习成为可以走出课堂、
随时随地进行的一种行为。与传统的计算机辅助学习相比，移动学习强调学习的非连续性和
在真实的环境中学习的交叉作用 。移动汉语学习具有超时空性，能够供学习者随时进行复习
2011） 。
和练习，满足了学习者的个性化需求（ 张会等，
正在发展的 5G 移动通信技术有更好的速率和带宽，在安全性、可靠性和覆盖范围方面都
2018） 。移动通信技术的发展对于汉语二语教学可能带来以下改变 ：
将有更大的进步（ 潘锋，
首先，学习者观看如微课视频等学习资源 ，或者进行远程在线汉语学习时，速度会更快，交互形
式会更多样（ 如佩戴虚拟现实眼镜，增强沉浸感 ） ，从而更有利于碎片化、情境化的语言学习。
其次，教师在课堂中使用移动设备进行课堂管理 、学生在课堂中使用移动设备进行协作的过程
会更顺畅。移动技术和 GPS、物联网、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等技术的结合，使学习形式更为多
2016） 。
样，且更为无缝地整合虚拟与现实、正式与非正式、个人与社群学习空间（ 陈晨，
（ 二） 人工智能技术
人类具有感知、记忆、思维、语言等智能。人工智能指的是用人工方法在机器上实现或模
2009） 。近年来人工智能技术在语音和图像识别等领域取
拟人类和其他生物的智能（ 贾积有，
得了较大成功。本文重点分析几种有较大应用潜力的智能技术对汉语教学的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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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大数据和云计算
国务院发布的《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中指出，新一代的人工智能主要是大数据基础
上的人工智能。大数据和云计算是人工智能技术的基础与驱动力 ，大数据不仅数据量大，更重
要的是数据类型丰富、数据处理加工能力强。
在汉语国际教育中，传统的教学难以关注学习者的个性化差异。 通过智能技术能将教与
学的行为通过非结构化的数据进行收集与分析 ，使学习者得到即时性、个性化、可视化的反馈，
从而帮助学习者及时调整学习方式 ，提高学习效率。 基于大数据的决策还可以使管理者更为
精确地了解师生的需求与不足，让汉语国际教育与文化传播相关政策的制定更具科学性和前
瞻性。
2. 智能语音识别
智能语音识别技术是目前人工智能领域发展较为成熟 、应用较为成功的分支。 面向英语
二语者的智能测评技术和产品，包括口语和作文测评，已经相对完善。国内普通话机器测评和
主观题批阅技术也在飞速发展。相比之下，面向汉语学习者的智能测评技术的发展和应用略
显滞后。目前的语音识别还比较依赖应用场景 。 对汉语国际教育来说，识别初学者的语音语
调并给予评价需要积累大量的汉语学习特定场景数据 。 在人际交互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对学
习者的语音语调的听辨与纠错没有统一的标准 ，教师对错误的容忍度有高有低。 智能识别与
评测则可帮助教师和学生得到即时 、客观的语言能力反馈。
3. 智能机器人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教育机器人的发展前景也较为乐观。 教育领域的机器人将增
强或延伸教师的沟通能力、表达能力和知识加工能力 （ 黄荣怀等，2017） 。 应用情感计算的类
人机器人具有生动的外壳、丰富的肢体语言及智能的表达、感知和交际功能，可在一定程度上
替代教师、家长、同伴等学习共同体的作用。
目前类人机器人应用于教学中主要针对幼儿 、特殊儿童等群体，未来在二语教学中也有较
大的应用潜力。应用智能语音和情感识别技术的机器人不但能“听 ”懂人的声音，还会“察言
观色”，感知人类的情感态度。在语言教学和人机对话的过程中，不但可以听辨不同水平学习
者的语音及语法偏误，还可以理解其语义并顺利完成人机对话，辅助其实现语言交际练习的
目标。
（ 三） 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技术
虚拟现实（ Virtual Ｒeality，VＲ） 指的是通过计算机技术生成与真实环境在视、听、触感等
方面高度近似的数字化环境，用户借助装备与数字化环境中的对象进行交互 ，产生身临其境的
2009） 。增强现实 （ Augmented Ｒeality，AＲ） 是广义上虚拟现实的扩展，通
感受和体验（ 赵沁平，
过计算机技术将虚拟的信息叠加到真实世界 ，真实的环境和虚拟的物体实时融合到同一个画
2017） 。
面中（ 蔡苏、张晗，
在非目的语环境下学习第二语言 ，无法亲身体验目的语国家的自然与人文环境 ，无法感知
风俗习惯与生活境况，加上不同文化的差异，就可能造成语言学习过程中的文化感知困难 。虚
拟现实和增强现实技术使身临其境的感知效果成为现实 。 传统的课堂环境边界被扩大，学习
者可以在体验中实现自主探索和发现 ，在情境中深入理解文化和学习语言 。
（ 四） 认知神经科学技术
认知神经科学技术的发展为打开人脑语言学习的黑箱子提供了钥匙 。其中以眼动与脑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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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的应用最为成熟，在汉语作为第二语言习得的研究中 ，利用眼动与脑电的实验手段对于汉
2012； 徐晶晶等，
2018） 。
语阅读、词汇、汉字习得等有大量实证研究（ 如白学军等，
眼动与脑电技术为二语习得过程的研究提供了认知证据 ，还可以为互联网环境下的二语
学习提供更多支持。在远程教学方面，通过基于脑电的情绪识别，教师可以实时了解学生的精
神状态，从而及时调整授课方法，使学习效果达到最佳（ Li Xiaowei et al． ，2009） 。 对于在线学
习，可以采取多模态分析的方式，曹晓明等（ 2019） 使用综合学习者脸部图像、脑电波数据和学
习日志数据的多模态数据集，构建深度学习模型，从而有效预测学习者在慕课中的学习参与
度。这些技术和方法对汉语在线学习研究有借鉴意义 。
（ 五） 区块链技术
2016） ，是分布式数
区块链是一种把区块以链的方式组合在一起的数据结构 （ Wang et al． ，
据存储、点对点传输、共识机制、加密算法等计算机技术的新型应用模式。 它不依赖中心机构
的管理，而是在网络中分布式记录与存储 。将区块链技术应用于教育中，一方面能够加强知识
产权保护，搭建教育信任体系，优化教育业务流程，实现高效、低廉的教育资源交易 （ 杨现民，
2017） ，另一方面能加强从不同机构和平台进行在线学习的学分认证 （ 许涛，
2017） 。
对汉语教学来说，传统的学习结果只能通过测试来实现，若应用区块链技术，学习者在不
同学校和平台的学习与测试痕迹被保存下来 ，形成一个链条，既可用于学习者语言能力的认
证，也可用于教学质量的监督、教学过程的研究。此外，教材是影响汉语教学的重要因素 ，但存
在灵活性不足、可更新性差的问题。将区块链技术应用于教材编写中 ，传统的一人或几人组成
的教材编写团队可尝试较大规模的协同编写 ，基础教材可根据需要随时增添资源。 每个人都
可以是教学材料的贡献者，既可以各取所需，同时又保护了知识产权，有利于共建汉语教学资
料库。

三

技术创新的汉语国际教育和文化传播形式

面对新世纪数字技术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学习者 ，传统的教育模式应当得到改进。 目前来
看，智能技术对汉语国际教育和文化传播的影响包括学习的方式 、环境、评价、管理等，其中最
关键的是学习方式的转变。
（ 一） 灵活泛在的汉语学习方式
技术的发展让学习方式更加灵活。随着学习环境中软硬件的发展，语言的学习不再局限
于课堂内，还可以在课下通过移动学习软件等随时随地学习 ，实现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混合式
学习。“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可以作为混合式学习的体现。 传统教学过程通常包括知识传授
和知识内化两个阶段。知识传授通过教师课堂讲授来完成，知识内化则需要学生在课后通过
作业、操作或者实践来完成。在翻转课堂上，这种形式被颠覆，知识传授通过信息技术的辅助
在课下完成，知识内化则是在课堂中经老师与同学的协助完成的 （ 张金磊，2012） 。 翻转课堂
一方面帮助教师完成从站在讲台上的权威者到在旁边的引导者的转变 ，另一方面也使得教师
2013） 。 不少
在设计课程时考虑如何更全面、更具策略性地达到认知目标的各个层次 （ Davies，
研究者探究了翻转课堂在汉语教学中的应用 （ 孙瑞，2015； 龙藜，2015） ，证实了其在汉语教学
中的可行性及有效性。
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带来的第二个转变是社会化学习 。 联通主义学习观认为，学习就是在
不同的信息节点间产生联结的过程 。这些信息节点既包括物化的资源，也包括认知网络中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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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 在传统的学习中，学习者一般是内容的获取者和知识
握着知识和智慧的人（ 程罡等，
的被动接受者，学习者之间缺少内容和知识的自由分享 。 互联网的发展为非面对面的人际沟
通、交流与协作提供了即时、多样的工具，学习者既可以是知识的获取者，也可以成为知识的分
享者和贡献者。
慕课（ 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MOOC） 可以看作是社会化学习的代表，它是一种将分
布于全球各地的教学者和学习者联系起来的大规模开放在线课程 。它具有规模大、开放性、网
络化、自主化等特点，既提供视频、教材、习题集等传统课程材料，又通过创建学习社区，将数以
万计的学习者在共同的学习兴趣和学习目标的驱动下组织起来开展学习 （ Johnson et al． ，
2013） 。这种学习方式适合当前汉语国际教育学习对象多元、学习者遍布世界各地的现状。
MOOC 平台也非常强调通过学习共同体在线讨论形成的社会化建构 ，已有研究证实了同伴互
2016） 。
评对语言学习的积极影响（ 罗莎，
随着计算机数据收集和分析水平的提高 ，技术对二语学习带来的第三个转变是个性化学
习，即通过学习过程中的数据分析快速 、精确地对学习者特征进行建模、智能测评、精准推荐。
学习者画像、电子档案、自适应学习系统的出现都是为了更好地满足学习者的个性化需求 。
（ 二） 虚实结合的汉语学习环境
早期虚拟语言学习环境主要指线上虚拟游戏等 ，教师和学习者可以在游戏中创建丰富的
场景，在虚拟仿真的环境中学习语言和文化 。近年来，随着可穿戴式设备技术的发展，虚拟环
境的沉浸感更强。身临其境的参与感有利于让学习者在沉浸式的交际环境中感受文化和语
言，实现语言学习的 5C 目标，在语言教学中具有很大的应用潜力 。目前将可穿戴式 VＲ 和 AＲ
2015） 。 未来的
技术应用于汉语学习的实践还相对较少，多针对汉语母语儿童群体 （ 李铁萌，
第二语言教学将在目的语环境、非目的语环境外增加一个虚拟环境，克服现实世界的空间
局限。
（ 三） 宏观科学的汉语国际教育管理与决策
20 世纪初，汉语教学领域在宏观发展方面从对外汉语教学向全方位的汉语国际推广转
变，工作重心从把外国人“请进来”学汉语向汉语加快“走出去”转变。
大数据和云计算可以为宏观科学的教育管理与教育决策提供支持 ，以实现汉语教学资源
的精准分配与投入。首先要实现业务数字化、可视化与自动化，通过数据挖掘为管理者和决策
者提供及时、全面、精准的数据支持，从经验决策转型到数据驱动和人机协同的决策模式。 其
次应注重教育业务关键流程的实时监测 ，实现基于常态运行数据的动态、实时评估，随时发现
2016） 。通过人机协同做出的决策结合了机器的客观
运行异常状况并做好危机预警（ 余胜泉，
性与人的经验性判断优势，因而更具有科学性、前瞻性和准确性。
（ 四） 客观高效的学习评价
二语学习强调及时的反馈和评价 ，而在传统教学过程中，学习评价仅仅依靠平时的课堂表
现、作业、测试等，结果不一定客观。特别是难以实现小班教学的语言课 ，教师对学生的反馈需
要付出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借助大数据和学习分析技术能对学习过程中的阶段性表现进行评
2018） 。智能语音、文字测评技术既可以减轻教师的压力 ，也能对学
价和归因分析（ 牟智佳等，
习者的学习过程进行记录并及时反馈 。 教师还可以根据智能评测的结果对教学及时做出
调整。
在线上学习中，学习者一方面可以利用机器进行自我诊断，提升自学语言的效率； 另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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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学习轨迹和成就可以被记录下来并得到认证 。 现在多数 MOOC 课程提供学习证书，还有
少数平台开通“微专业”“微学位”等认证，线上学习成绩的线下认可将大大提高学习者在线学
习语言的动力。

四

反思与展望

与技术辅助英语教学相比，新技术在汉语教学领域的应用与研究大有可为。 要实现汉语
国际教育事业与信息技术的深度融合 ，需要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1. 建设虚实结合的汉语智慧学习环境
当教学行为发生在课堂内时，学习环境的建设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师生参与度和获得度 。
有条件的学校可改造既有的教学环境 ，以适应新的教学理念与需求。将各种视听、计算、显示、
交互等教学设备通过物联网技术连接成一个自足的可视化系统 ，以便师生在进行课堂讲授、交
际、练习时实现无缝衔接。海量优质的共享教学资源是未来教室自由教学的基础。 加强基于
交际情境的汉语学习资源的开发 ，不但关注交际和文化场景的动态呈现方式 ，更应关注对具体
情境中语言学习、文化体验、跨文化交际学习活动的设计和对学习者能力的评估 。
2. 推进资源供给侧改革，加强资源共享
目前建设的教学资源，从 MOOC 到 APP，多为供给侧行为。各建设方分别投入，资源共享
度较低，不但造成资源、资金的浪费，而且不利于优势互补，不利于可持续发展。 在资源建设
上，有的只关注学习内容却忽视学习者认知特征 ，有的存在技术操作门槛高、程序固定化、教师
可操作空间小等问题，难以引起教师兴趣。
未来在资源建设与利用上，应基于汉语学习者需求和特征，通过消费端来驱动供给侧提供
优质资源； 在控制成本的同时，培养用户的付费学习理念和尊重知识产权的习惯，尽量实现技
术好用、易用和教师愿用的局面； 要加强合作，打破平台壁垒，汇聚各方优质资源。 教育部
《2018 年教育信息化和网络安全工作要点 》指出： “进一步优化网络孔子学院平台，以合作共享
的形式吸纳全球优质教学资源，为广大汉语学习者提供更优质、便利的资源。”
3. 利用技术加强师资培养
信息化时代加强师资培养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 ： 一是提高在职教师的信息化素养 ； 二
是利用信息技术促进职前培训和本土教师培养 ，解决汉语师资短缺问题。
教师和学生的信息化素养是顺利应用信息技术的前提。“互联网 + ”背景下的汉语国际
教育与文化传播需要复合型人才 ，既要有语言文化的相关专业知识与教学技能 ，又要掌握一定
的互联网技术原理，将二者有机融合后，不但可以参与开发优质的教学资源，而且可以熟练地
应用。因此，教师一方面是资源的使用者，一方面是资源的贡献者。传统教学理念在教学双方
均有持续惯性，任何变革都会带来新的工作量。对困难的回避会造成教师信息化动力不足 ，缺
乏相关支持又让一部分乐于使用新技术的教师进退维谷 。因此，根据国际汉语教师标准，制定
教师职业发展规划与鼓励机制，提高汉语教师整合技术的学科教学知识和能力 （ Technological
Pedagogical Content Knowledge，简称 TPACK） 非常重要。
充足的本土师资才能确保汉语教学的可持续发展和良性循环 。传统的师资培养方式所需
时间长、成本高、见效慢。在“互联网 + ”背景下培养符合新时代需要的师资，可以探索新的培
养模式。面授培训可以采取混合式学习模式 ，线上培训可以采取“MOOC + 远程辅导 ”的形式，
通过课程设计、学习跟踪、效果评价、学分认证的综合系统工程，完成对教师的高效、高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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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
4. 加强在线学习过程研究
当前汉语教学资源已有不少，但对学习者利用不同资源进行学习的过程性分析还比较欠
缺。跟踪记录学习者的学习过程可以产生大量的学习特征数据 ，如学习路径、浏览时长、疑难
标记、社区讨论等。通过对数据的多模态分析，可以实现对学习者学习状态诊断 、学情分析、个
性化的学习推荐等，也可以为资源设计和教师教学策略的改进提供参照 。
在应用数据的过程中应注重对数据隐私的保护 。 作为数据记录的持有者，各类教育机构
及企业需要在法律的框架下确保隐私数据的安全 。 相关法律规定也应具有前瞻性，在万一发
生数据泄露时有法可依。特别是汉语国际教育涉及到世界各国用户 ，在收集获取用户信息时，
还要特别注意遵守用户所在国家的法律规定 。
5. 探索技术创新汉语教学与评价的新方法 、新模式
对外汉语教学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 ，吸收了第二语言教学的理论与经验 ，也形成了不少
各具特色的教学模式。在技术与汉语教学的应用和研究方面，一方面可学习借鉴其他外语教
学的经验，另一方面也应突出汉语教学的特点 ，解决问题和难题。
智能学习系统、VＲ / AＲ、智能机器人等技术的应用在国外二语教学相关实证研究中表现
出了促进学生学习动机、提高学习成效等较为积极的结果 （ Hornecker ＆ Dünser，2008） ，其实
践应用和研究范式值得借鉴。技术辅助教师为学习者搭建认知支架，同时提供更为便捷的交
互和协作平台，使其更有力支持基于任务的学习 、基于项目的学习。此外，在教学评价中，加强
自动语音、文本测评等技术化评价方式在汉语国际教育中的应用 ，可以切实减轻教师工作负
担，提高工作效率。
6. 利用智能技术促进文化传播，讲好“中国故事”
语言教学的目的是沟通，沟通的最终目的是交流，交流的结果是文化的理解与传播 。如果
说“中国故事”是文本，智能技术就是编辑文本的工具。 应用智能技术传播中国文化，可以将
“中国故事”寓于各种潜移默化的学习形式之中，比如虚拟游戏、戏剧表演、产品设计等等，使
学习者从单向的接受转向主动的探索和发现 。这就可以突破单向传播的音视频手段的局限，
拓宽文化传播的渠道和形式，实现文化传播的动态展示和虚拟体验 。
7. 正视技术的负面影响
信息技术是把双刃剑，我们应正视技术在汉语教学中可能存在的负面因素 。首先，应用过
多的技术可能会增加学习者认知负荷 ，可能造成学习者注意力的分散、深度思考能力的下降
（ 王竹立，
2016） 。其次，信息化资源良莠不齐，学习者如果缺乏分辨的能力，可能会对其语言
输入的准确性带来消极影响。另外，技术使用中的伦理问题，如机器对话语言的得体性、数据
隐私的安全性等，也可能给汉语的学习和文化的交流带来负面影响。 因此，一方面，应意识到
目前我们面对的主要任务是汉语国际教育领域加强信息技术应用的问题 ，同时应警惕并努力
避免技术的负面影响； 另一方面，应培养学习者在技术环境中自我调节学习的能力，也应对学
习者学习过程中元认知等策略的使用提供支持 。

五

总结

综上所述，教育信息化正从传统多媒体 1. 0 走向智能化 2. 0 时代。 智能技术所实现的更
高程度的移动性、情境性、交互性、个性化等功能，与语言教学强调的功能交际、因材施教等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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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交相呼应。处在新时期，应树立以技术推动教学变革、以技术解决教学中的问题的观念 （ 郑
2015） 。
艳群，
当前汉语国际教育信息化已具备一定规模的平台与资源 ，但对信息技术的应用还有非常
广阔的空间，我们要更新观念，紧跟时代发展趋势，在现有基础上整合优质资源，进一步建设虚
实结合的智慧学习环境，探索技术创新汉语教学的新方法、新模式。 同时，充分利用技术深入
探究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认知与学习规律 ，加强学习者线上与线下学习过程数据的采集和分
析，切实利用技术破解教学难题，优化教育管理，满足不同学习者的多元化需求，最终让技术在
汉语国际教育管理、教学评价、文化交流中发挥重要作用。 语言教学的核心是“人 ”，技术替代
不了教师，纯粹的技术也难以完全承载语言文化之美 ，但技术可以与传统教学方式互为补充，
助力中国语言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学习 、传播与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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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襟怀 ，长者风范 ——— 曹先擢先生追思会
著名语言学家、辞书学家曹先擢先生于 2018 年 11 月 7 日辞世，享年 86 岁。
2019 年 4 月 8 日，“君子襟怀，长者风范———曹先擢先生追思会”在北京商务印书馆举行。
追思会由中国辞书学会主办，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北京大学中文系、商务印书馆协办。
曹先擢先生的生前友好、学生和学界相关人员 40 多人出席会议。
追思会上，中国辞书学会会长李宇明教授、国家语委原副主任陈章太研究员、北京大学中
文系郭锡良教授、商务印书馆总经理于殿利先生、教育部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规划协调处处长
王奇女士、北京大学中文系孙玉文教授、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所长刘朋建研究员先后发
言。随后的自由发言阶段，曹先生的大学同学温端政、熊正辉，好友陆俭明、韩敬体、周荐、晁继
周、董琨、杨润陆、王维新等先后回忆了与曹先生交往的情景 ，曹先生的大公子曹十年先生最后
做致谢发言。中国辞书学会副会长章宜华教授发来缅怀诗 ，汉语大字典编纂处、四川辞书出版
社发来追思函，曹先生的大学同学李行健先生发来书面发言 。 中国辞书学会秘书长周洪波先
生主持追思会。
（ 中国辞书学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