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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1979,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of Singapore had written five versions of 

Teacher’s Guide (TG) in the Chinese Language for Singapore Primary Schools, to guide 

teachers in using Chinese textbooks effectively. An effective TG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determining the quality of teaching, however, only a few discussed the importance of TG. 

Therefore,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analyse the difference, including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between the 2007 and 2015 (Primary 1 to 3) Chinese Language TG of Singapore 

primary school, through the methodology of content analysis combined with a TG evaluation 

framework. Through this comparative study, we found that the 2015 TG improves on the layout 

design, which is more convenient for teachers to use, more diversified in content, the pedagogy 

is also more specific compared to the 2007 TG.2015 TG is also more effective in practicing 

“differentiated teaching”. After Discuss the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of the TGs, this paper 

will provide some writing recommendations in writing a TG, which include the provision of 

relevant background information on the cultural practices in the textbook and predict possible 

learning difficulties with appropriate teaching adv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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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加坡教育部自 1979 年编写第一套统编小学华文教材起，就同步编写相应的教

师参考书（教学用书），指导教师正确使用华文教材。到目前为止，已先后编写了五

套小学华文教师参考书（第五套尚未完成）。研究显示，一本有效的教师参考书对提

高教学质量起着重要的作用，但至今却少有学者将注意力聚焦在华文教参的编写研究

上。本文尝试以 2015年版小学华文《欢乐伙伴》小一至小三华文教师参考书（教学用

书）为研究对象，与 2007 年版的新加坡小学华文同级教参进行对比研究，利用改良的

教参评估框架分析新旧版教参在编写理念，以及体例与内容上的优点与不足。研究结

果显示，2015 年版的教参在排版设计方面更具人性化，内容更加多元化，教学法指导

也比 2007年版教参具体，对教学对象的特点更为重视，落实 “差异性教学” 的教学

理念也更为有效。针对教参编写中存在的问题，本文也提出了一些改进建议，其中包

括应该在教参中提供与课文相关的背景信息和文化信息，预设教学难点并提供教学建

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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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狭义的教材专指教科书，而广义的教材除了教科书，还包括教学参考书、讲义、

讲授提纲、图标及各种教学影像资料等等（刘珣，2000）。其中，教学参考书，就包

含了按照教材内容编写的指导教师教学的参考用书，可称为“教师参考书” （简称

“教参”）或“教学用书”（新加坡用法）。Cunningsworth & Kusel（1991）认为一

本有效的教参对提高教学质量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当前学界对教参的研究却

十分薄弱，相关文献很少。以中国学术研究论文数据库“知网”为例，搜索“教学参

考书”或“教师教学用书”等关键词，检索到的学位论文与期刊寥寥无几。搜索“新

加坡教师参考书”等关键字眼，显示的文献更是屈指可数，只有区区一两篇，并且多

与华文科目无关。另一方面，与教参研究薄弱的现状不同，新加坡华文教参编写的历

史却由来已久，新加坡教育部自 1979 年编写第一套统编小学华文教材起，就开始同步

编写相应的教师参考书，用以指导教师正确使用华文教材。截至目前，教育部已先后

编写了五套小学华文教师参考书（第五套尚未完成）。教参是重要的教学辅助材料，

也是教学思想和教学理论的具体体现，不同的教师参考书都是在特定的教学理念、教

学方法指导下编写的，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例如，2015 年推出了新加坡小学华文教

材——《欢乐伙伴》，其教师参考书，就是在 2010 年母语检讨委员会报告书《乐学善

用》思想指导下编写出版的，其设计理念，编排体例与内容设计都与 2007 年《小学华

文》教材的教师参考书存在诸多差异。因此，对比研究新加坡不同时期华文教师参考

书，不仅对于研究教材内容、教学方法的历史演变，尤其是分析新加坡华文教学性质

和特点都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而且对未来的华文教师参考书的编写也具有重要的参

考价值。本文尝试以 2015年版小学华文《欢乐伙伴》小一至小三华文教师参考书为研

究对象，与 2007 年版的新加坡《小学华文》同级教参进行对比研究，利用自制的教参

评估框架分析新旧版教参在体例与内容上的优缺点。并在此研究基础上提出改进新加

坡小学华文教参的编写质量的意见和建议。 

 

二、文献回顾 
 

    目前学界对教参的研究主要涉及到以下几大课题： 

    首先是编写教参的意义和作用问题，Cunningsworth, Kusel（ 1991）和 Hemsley 

（1997）都认为教参的作用除了能够帮助教师理解课程的整体理念外，还可提供相关

的语言和文化知识，并指导教师正确使用教材。这里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理论

方面，教参可提供教材使用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及其理论依据，二是内容方面，教

参可提供辅助材料，用以帮助教材更好地完成教学任务。三是操作方面，教参能够提

出教学策略和步骤协助教师完成教学程序。 换言之，教参是在编者、教材和教师之间

建立一座桥梁，指导教师理解和贯彻教材编写者的编写理念和教学思路；提供与教材

相关的语言和文化知识以帮助教师正确地消化和理解教材的内容，通过划分教材中的

重点与难点突出教学目标，并提供有效的教学方法协助教师完成教学计划规定的各项

教学任务。 

    其次是教参的评估标准。Cunningsworth and kusel（1991 ）和 Hemsley（1997）

明确指出编写理念与教学原理说明、内容指导以及教学实施是评价教参质量的三大要

素。在编写理念说明这一评估要素，学者们认为教参应该告知教师教材编者的理念和

思想，以及如何更有效使用教参的原则和方法，Hemsley 甚至还将教参中的教学原理

是否具有可行的理论依据作为评价教参质量高低的标准之一列入教参评估体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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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指导是教参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教参质量的主要的评估要素，可分为语言

知识、语言技能以及文化知识三个次要素。Cunningsworth and Kusel 认为教参中的

语言知识内容指导应该包含语法、词汇和语音项目, 而语言技能指导则包括听、 说、 

读、 写等语言实践活动。 在文化知识方面，两位学者都认为教参应该提供充足的文

化背景知识，以便让不熟悉该文化的教师能正确领悟教材中所出现的各种情境。 

    教学实施是教参的核心部分，也是评价教参质量的最重要环节，由教学步骤、教

学法、教学评估、学习动机等次评估要素构成。在教学建议方面，Cunningsworth and 

Kusel 都认为教参应该针对教学步骤提出足够且明确的教学建议。至于教学法的评估

标准则要看教参是否提供足够详细的语言及教学法指导。在教学评估方面，两位学者

都把教参在何种程度上提供练习答案列为评估标准之一。  

 综上所述，学界在编写教参的意义和作用方面基本上已形成共识，并构建起一套

较为科学的评价系统，详细阐述了评估教参所应该依据的标准和原则。虽然有些评估

项目只属于次要因素，例如 Hemsley 把教参的价格也列入评估标准之内，我们认为这

些考量并非评价教参质量的主要因素，不应该列入教参质量评价系统内。本文将主要

参考 Cunningsworth and kusel 所提出的教参评估标准，并依据新加坡实际制定改良

版的教参评估标准框架。 

    教参质量的研究方法多样，较为常见的有内容分析法或者是调查法两种。

Nazari(2011)以分类聚合要素分析法研究伊朗高校英语作为外语的教参质量问题，结

果发现教参课程目标中缺漏了语言的社会文化能力（sociocultural competence）项

目（即外语学习者能够在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下有效恰当运用语言进行沟通的能力）。 

基于此，Nazari 提出了加强语言社会文化能力培养的重要性，希望教参编写中加入这

一方面的内容指导。蒯超英（1995）将内容分析法和对比分析法相结合，研究中国大

陆与台湾小学教参在内容上的优势与不足。发现台湾小学教参专门设立了学习心理板

块，介绍不同学习者的心理特征和教学方法，判定台湾教参在教学建议方面占有优势。 

    也有学者在内容分析法的基础上，加入了调查研究法，从两个角度切入，综合评

价教参的质量。Zaher (2016)等学者则通过调查研究法，对约旦的英语教师使用教参

的情况以及背后的原因进行了调查。他们以平均值和标准偏差作为统计方法，测算出

约旦英语教师在教导语言技能（听、说、读、写）、语言项目（词汇、语法）、课堂

管理以及教学评估时使用教参的频率。调查结果显示，除了在教学评估时教师使用教

参的频率较低外，教师在其他方面使用教参的频率也不高，仅达到适中水平。除此之

外，Zaher 等学者也通过了一系列的问卷分析了约旦教师拒绝或少数使用教参的原因。

发现教师教龄、经验、是否接受培训，教参是否易于使用、教学步骤是否耗时等都是

造成教师回避使用教参的重要原因。 

    本研究将采用内容分析和比较研究结合的方法，研究不同时期新加坡小学华文教

参的内容和质量，主要探讨以下两个问题： 

    1、2015 年版《欢乐伙伴》的教参与 2007 年版《小学华文》教参相比，在体例与

内容上有何优点与不足？ 

    2、两版小学华文教参有何编写特点？ 

 

三、研究对象及研究方法 
 

3.1 研究对象 

 

    由于2015版的小学华文教材《欢乐伙伴》刚编完小学三年级的教师参考书（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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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书），为确保对比的科学性，本研究的对象限定为2007年版《小学华文》与2015年

版《欢乐伙伴》小一至小三的教师参考书。 

 

3.2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内容分析与比较法，研究工具主要参考Cunningsworth and kusel评估

框架并结合本地教学实际加以改良，制定出具有可操作性的评估列表，用以评估两版

教参优点和不足，并针对问题提出改进建议。 本文赞同教参评估应将编写理念作为评

估项目之一，对内容指导中将文化知识作为二语教学中的参考因素列入其中也表认同。

但笔者认为，在教学实施方面，教参也应在教学实施中增添教学时限、教学资源的评

价项目。因为二语教学是一门时效性很强的科目，许多新晋教师由于教学经验不足，

常面对教学时间把握不准的问题，教参如能在教学时限上提供指导性建议将对新晋教

师有很大的帮助。而辅助教学资源也是十分必要的，它不但能够丰富教学内容，指导

教学实践，还能提供课文教学所需的图片、光盘、教具以及网上练习题等资源，减轻

教师的备课压力。 本研究的教参评估标准框架如表一： 

 

表1：评估标准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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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结果分析 
 

4.1 两套教参的整体体例对比 

 

4.1.1 符合教参评估框架，强调教学过程的指导 

   

    通过对 2007 年与 2015 年版教参整体体例对比（见表二），我们发现两套教参在

体例上具有较大的关联性，两版教参的基础体例相同，都包含了编写说明、内容指导

以及教学实施等主要要素，符合教参编写的框架标准。在编写说明中，两套教参都明

确列出其编写理念和指导思想，阐述教参是在华文检讨委员会报告书的基础上编写的，

其次两套教参都将重心放在教学实施这个核心环节上，尤其在教案编写、教学步骤、

教学法提示、教学活动的选择和指导、教学资源的使用等方面进行了较全面细致的讲

解和说明，教学时限方面，两套教材也都有明确具体的建议和要求；在内容指导方面，

两套教参都聚焦在字词教学和阅读教学上，对上述语言知识和语言技能的教学指导比

较充分。在教学资源方面都提供了生字表和笔画、偏旁名称表。特别值得称道的是，

两套教参都列出了数码资源（《学乐网》）的使用方法和时机，这有助于提高教师应

用资讯科技辅助华文教学的能力。   

 

表 2：整体体例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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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教参内容丰富多元、侧重点上存在差异 

 

    上表显示，虽然 2007 年版的教参的体例包括前言、目录、各课编写说明以及教学

建议、生字表以及附录 。与 2015 年版的教参得到四大板块：编写说明、总体说明、

各课教案以及附录相似，但后者在内容上更加丰富、多元。例如在编写说明方面，

2007 年教参强调单元模式中各单元的指导重点，指出华文与高级华文内容的关联性和

差异性以及教学资源的内容和使用方法等；而 2015 年版的教参则更为详细具体地提出

各项建议，在说明如何有效使用该教参以及提供教学指导之外，还对各年级学生的心

理及学习特点做出分析，提供教学小贴士，并为不同语言能力的学生提供了不同的教

学法与教学要求，提供适合学生年龄的游戏及活动说明，充分体现了该教参以学生为

中心、考虑不同学生需求的编写理念。除此之外，2015 年版的教参还提供了具体的教

学评估以及校内外延伸活动的建议，大大增强了教参的实用性 。总体而言，2007年版

的教参的体例结构简明扼要 ，2015年版的教参则加入更多可实施的、有针对性的具体

教学建议与指导，内容更加丰富，对教师而言更具实用性。 

 

4.2 两版教参的项目评估 

 

    我们采用已制定好的评估标准框架， 对 2007年以及 2015年两版教参进行项目评

估。具体评估说明如下： 

    “+”表示该教参包含了对应板块的内容，“-” 表示该教参缺乏相应的评估内容，

“+/-”则表示该教参虽然包含了该板块的内容，但是却不够全面或者是并不完全包含

了该板块的内容。 

表 3：教参评估项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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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为了进一步深入比较教参的内部构成要素和实施过程，我们还对两套教参

的单课结构进行了对比（列出见表四），通过对上述整体体例表和单课结构对比表的

比较，结合教参具体内容分析，我们得出下列初步结果。 

 

表 4：单课结构对比 

 
 

4.2.1 对编写说明的处理差异明显 

 

    2007 年教参的编写说明主要反映在“前言”部分，包括教材与教参的编写依据、

教学资源的配置和使用、教材各单元的内容和处理意见以及华文与高华的不同及教学

指导四大部分，言简意赅，而对教学理念和教学原理的说明相对薄弱，仅在说明中提

及教学过程中贯彻单元模式的重要性，强调教学内容和教学法应根据对象不同采取差

异性的处理方法等。相比而言，2015 年教参明显强化了这部分内容。首先，对教参的

编写理念和教学原理进行了充分的阐述。编者除了分析学生的学习特点外，还对语言

技能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提出先听说、后读写的总体教学框架。在教学实施方面，

编者在编写说明中专门提供了教学流程一览表，并对其中各项教学内容列出了教学程

序和教学步骤的建议。例如，以“引、学、练、用、评”为教学总流程，提出了听说

教学的分段三看三说；拼音教学的整体、拆分、整体；识字教学的情境、字形、情境；

写字教学的一看、二仿、再写，以及阅读教学立足文本的“五读”教学步骤。这些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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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说明对指导教师有效地使用教参十分重要。其次，在教学内容的说明方面，编者提

供了整套教材的“学习内容一览表”，包括听说读写等语言技能的教学点和汉字、词

语、句式等语言知识的教学点，条目清晰、一目了然。第三，在教学法方面，2015 年

教参的说明也更加具体、明确，操作性也更强。例如，除了依照单元模式处理不同板

块的重点和难点外，编者还在教学环节中列明了差异教学的专门指导项目，如设立差

异化的教学目标和教学内容、根据学生能力不同采用差异化的分组活动等等，为教师

教学提供十分具体的策略和方法说明。除此之外，2015 年教参还在使用说明中列举大

量课堂活动的游戏方法以及如何营造学习环境和实施课堂管理的技巧和方法。在教参

总体说明一栏提供如此丰富、多元且具体的教参使用指南是过去教参所没有的，也是

2015年版教参的一大特色。 

 

4.2.2 对教学内容的指导侧重点不同 

 

    总体而言，两套教参都十分强调语言知识的教学，重视字词教学、语法教学和朗

读教学的指导。至于对语言技能的指导则差异较大，2007 年版教参侧重听说中的朗读

练习和阅读教学指导，2015 年版教参则强调听说读并重。至于文化知识的教学指导，

两套教参虽有所涉及，但均显薄弱。 

    教参的内容指导主要反映在教案中，特别是从教案编者对教学目标和教学内容的

描述中窥见端倪。综观 2007 年版教参中的教学目标栏和教学内容表，与字词教学、语

法教学有关的教学内容占约 65%，与朗读和听说训练有关的内容占 25%，与阅读理解相

关的指导仅占 10%左右；2015 年教参对语言知识的教学指导依然重视，特别强调了汉

字认读和识写的差异，但是语言知识教学任务量明显降低，只占 50%；在语言技能方

面，2015 年教参专门安排了系统化的听说训练指导，并且将听说训练和朗读、阅读训

练相互配合，互相融合。三者的比重分别是 18.7%，12.5%和 18.7%，体现了听说读并

重的教学要求。由于小学奠基阶段对写作的要求较低，两套教参这方面的指导尚未明

显反映出来；在文化知识教学方面，2007年和 2015年教参均有所涉及，但处理方式不

同，2007 年教参多采用随文指导的方式进行文化知识教学，如在特定课文中引入文化

点，通过辅助资料强化文化知识的教学。2015年教参处理不同，它专设了 “文化屋” 

这一板块，对文化知识进行了专门的指导，采用的方式也与 2007 年教参不同，它一般

采用特定的教学内容和活动进行文化知识的教学指导。 

 

4.3 教学过程的指导各具特色 

 

4.3.1 对教学目标的表述方式不同 

 

    新加坡华文教学的目标涵盖两方面：一为人文目标，其中包括人文素养与通用能

力的培养；二为语言目标，即语言能力以及语言应用的培养。2007 年版教参在阐述单

篇课文的教学目标（多侧重于语言目标）之前，都会通过每篇课文中的“编写说明”

板块，带出该课文所包含的人文目标。如 2A 第三课《过新年》的编写说明则点名了该

课文 “是围绕 ‘新年的故事’这一主题编写的”，课文内容表现了人们欢欢喜喜过

新年的心情”，从而带出让“学生感受新年的快乐”等人文目标。除了通过“课文编

写说明”板块带出部分人文目标之外，2007 年教参对每一课内部各板块的教学目标也

是分开表述的。大致分为三部分，分别是导入单元的教学目标、核心单元的教学目标、

深广单元的教学目标。各目标所对应的教学内容不同，不仅明确具体，而且针对性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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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2015 年版教参的做法不同，虽然 2015 年版教材缺少了“编写说明”板块，但其编

写者在每课开始就列表对本课各单元的教学目标进行了集中描述。表述方式是先将教

学目标分为人文目标和语言目标两部分，再将语言目标根据技能分为听说剧场教学目

标和读写乐园教学目标两块。这样做的好处是高屋建瓴、脉络清晰，有利于教师对教

学内容的整体把握。两套教参处理各具特色，各有所长。 

 

4.3.2 对教学对象差异性的处理不同 

 

    2007 年教参对教学对象的差异性处理主要体现在教学板块的设计上。它将教学内

容分为导入单元、核心单元和深广单元。不同单元针对不同教学对象设计，导入单元

适合语言水平较弱的学生，深广单元可满足能力较强的学生，核心单元适合所有学生，

但教学上采用差异化处理，以满足不同点教学需要。例如，编者在教学指导中设计了

不同的活动项目供教学选择，满足不同的教学目标和需求。2015 年教参的差异化处理

主要反映在语言技能的系统化安排和教学过程的教学法运用上。首先编者根据教材将

教参分为听说剧场和读写乐园两大部分，听说剧场指导口语学习，主要针对口语能力

较弱的学生，读写乐园中的核心部分针对所有学生设计，深广部分则用以满足学有余

力的学生需要。在教学过程中，该教参不但点明不同年级的教学对象心理，还为使用

教参的教师提供了大量差异性的处理建议，通过不同的教学法帮助教师实现差异性的

教学目标。例如低年级学生为故事着迷，喜欢猜测等学习心理特点，帮助教师更好地

安排顺应学生发展特征的课堂活动，激发学生的学习热忱。 在对于华语语言能力较弱

的学生进行识字教学时，教参建议提供拼音辅助，但是对于能力较强的学生而言，则

应该及时撤掉拼音的辅助。由此可见，2015 年版的教参编者更加注重学习对象本身的

差异，教学指导更具体、内容更丰富、操作性更强。反观 2007 年版教参只是对不同的

教学对象进行差异性的描述，在教学法中的落实则稍显不够。 

 

4.3.3 对教案和教学过程的指导同中见异 

 

    教参的主体是由每一课的详细教案组成，教学实施建议以及教学法则是教学思想

在教学详案中体现，对比两版教参的教案和教学过程可清晰看出两套教参设计上的异

同。通过对比我们发现，两套教参的教案设计和实施过程存在四同四异。四同包括两

套教案均按基本教学环节设计，均安排了配套的教学活动；均提供了明确的教时建议，

均配置了辅助的教学资源。四异包括，教学流程不同，教学法提示不同，评估指导方

式不同，教学资源的配置量不同。 

    从相同点方面看，首先，从教案的设计架构上看，两套教案都包含了导入、讲解、

活动、评估四大教学环节，2015 年教参更是用引、学、练、用、评来概括整个教学过

程，这充分反映了二语教学的规律和教学特点。其次，在教学过程中，两套教参都提

供许多教学活动，例如口语教学中的朗读练习和“听说智多星”，字词教学中的游戏

活动和“汉字魔法屋”等。活动形式不仅丰富多样，而且具有层次性。第三，在教时

安排上，两套教案都对教学时限提出了明确的指导性意见。例如，2007 年教案的每课

总时数为 15 学时，其中导入单元 2 学时，核心单元 11 学时，深广单元 2 学时；2015

年教案的每课总学时为 19-21学时，其中听说剧场 6学时，读写乐园（核心）11-13学

时，读写乐园（深广）2 学时。显示两套教材都对控制教学进度十分重视。第四，在

教学资源配置方面，两套教案均提供丰富的教学资源。在网络资源方面有“学乐网”，

在多媒体资源方面有录像、录音，在纸本资源方面有字卡、词卡、图片等。不仅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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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套教参都在教案中明确提出了资源使用的场合和时机，这样做的目的是确保这些教

学资源能够得到充分、正确的使用。 

    从不同点方面看，首先，教学流程上存在差异，2007 年的教学流程是线性的，教

师按照导入、讲解、活动、评估的顺序展开教学，教学过程是单向的；2015 年的教学

流程则是循环的，教师通过在不同层面的引导、教学、活动来达到教学目标。以听说

教学为例，编者设计了“三看三说”的教学流程。“一看一说”为引导部分，目的是

调动学生的先备知识，起到温故知新的作用；“二看二说”是教学环节，教学生边学

边说，目的是在新旧知识之间建立联系，搭桥通路的作用；“三看三说”是活动和评

估环节，通过设计各种难度了练习帮助学生巩固学习成果，达到孰能生巧的目的。其

次是教学法的提示不同。2007 年教参的教学法提示主要表现在引导性问题设计、字词

教学的设计和差异性活动安排三方面。相比而言，2015 年教参的教学法提示更加丰富、

多元，更有层次性，例如在教学策略方面，编者提出了“示范---模仿”和“引导---

探究”两种教学策略；在组织活动方面，提出了“相同能力和混合能力” 两种编组方

式；在活动设计上，针对听说教学、识字教学、写字教学和阅读教学分别设计多种练

习和活动，这些教学法指导为教师实施教学提供了强有力的帮助。第三，评估指导方

式不同。2007 年教参对教学评估的重视不够，虽然在教案中编者也提出教师需要对学

生的练习或活动进行点评，但是并未提出具体的评估标准和评估方式。而 2015 年版教

参则强化了教学评估工作，一方面它针对不同华语水平的学生定制不同的评估标准，

以落实 “差异性评估法” 。例如在 “写字” 的目标中，对于语言能力较弱的学生，

教师要求他们在写字时笔画与笔顺正确即可，但是对于语言能力较强的学生，教师则

应该提高评估标准，要求学生在笔画笔顺正确之余，还应该字体端正以及美观。这样

做能够给予不同语言背景的学生同等的华文学习机会，让每个学生都能达到他力所能

及的最高语言水平。 教师也可以参考此教学法建议，为不同的学生制定不一样的学习

目标，这样做既不会要求他们掌握超出自身语言水平的知识和技能，也不会抑制他们

的语言能力发展。另教学评估方面，2015 年版教参还设立“全面性评价建议”板块，

帮助教师对各年级学生在不同学段以及课题中，针对学生 在“听说读写”各大语言技

能方面进行综合考查。此外，2015 年教参还对活动本的练习提供了参考答案，大大方

便了教师的教学和评估工作。最后，教学资源的配置量差异明显，2007 年教参的资源

包括数码资源、视听资源、教具和附录四个部分，前三部分 2007 年与 2015 年教参基

本相同，差别之处在于 2015 年教参还配合教材编写了大图书和小图书，用来辅助听说

和阅读教学。在附录部分，2007 年教参主要包括生字表、偏旁部首名称表两种，而

2015 年教参的附录则更加丰富、多元，除了生字表和偏旁部首表外，还有大图书文字

版附件、活动本参考答案、全面性评价及校内外延伸活动建议、不同字体示例、参考

文献等。这些指导性文件在教师教学过程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4.4 两版教参编写特点小结 

 

    2007年版《小学华文》教师参考书与 2015年版《欢乐伙伴》教师参考书是不同历

史阶段的产物。两者之间存在明显的相关性和继承性，主要表现在，两套教参主体部

分教案的设计编排有异曲同工之处；在内容指导方面两套教参同样重视语言知识的教

学，汉字和朗读训练依然占据相当的比重。但是，比较分析也显示，由于受到所处时

期语言政策和教学理念的影响，两套教参无论在指导思想、编写思路，还是内容编排、

教学法处理均存在明显差异。总体而言，2007 年教参强调教参在教学中的具体指导作

用，这可以从教参主要围绕教材内容展开指导看出端倪。例如单篇课文的详细教案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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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年教参中的占比达到了 90%。然而，过于侧重于课堂教学实施也造成了该版教参

对课堂之外的内容的考虑欠周全。例如教师的专业发展、不同学习对象的需求、提高

学习者的学习动机以及学习者的全面性评估等，在 2007 年教参中都未得到充分的体现。

从设计编排上看，2007 年版教参编排简要，教参设计紧密结合教材内容，每课体例包

括课文编写说明、教学目标，所使用的教学资源，教学步骤指导以及教学活动，内容

的编排一目了然 。内容指导上，2007年版教参侧重于语言知识的教学指导，在字词教

学、朗读教学方面十分重视，但对语言技能的教学指导则显不足。此外， 由于教参对

编写理念的阐述不够明确，加之未对教参的使用方面作专门概括说明，使得该教参在

内容的涵盖上显得略微单一，对差异性教学内容的指导也就无法作到具体明确。 

     2015 年版教参编写在编写理念、教学理论、教学内容和教学法指导、教学资源

配置等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教参的编写更具科学性和理论性。突出表现在几个

方面：一是总体架构合理。教参在“总体说明”的“各板块教学”部分中先对各个板

块的使用情况都作出了教学提示并说明了其中包含的教学原理，再在单课教案设计中

逐步落实。这样设计不但可以指导教师准确运用教学法，而且可以让教师掌握教学法

背后蕴含的教学理论。笔者认为一本好的教参不应该只关注于教学步骤的指导而忽略

了教学原理的解说，因为教师不应该只是教参的被动接受者，不仅只是根据教学步骤

按部就班地进行教学，还应该对教学步骤外的教学原理有所了解，如此教参才能在提

高教师素养，培养专业汉语教师方面发挥真正的作用；二是教学内容更加全面。2015

年版教参在内容的选择上也更为全面以及多样化，在处理语言知识和语言技能的关系

上更加平衡。除了语言知识和阅读教学外，2015 年教参在听说教学的指导方面卓有成

效，除了设计“听说剧场”和“生活运用”板块进行专项听说训练外，还制定了“分

段三看三说”的教学流程，对听说技能进行系统化的训练，听说教学指导成为 2015 年

教参的一大亮点；三是体例编排更为人性化。2015 年教参倾向于追求细节呈现的人性

化。例如附上详细的教参使用整体说明，以及在教参中的朗读指导板块中附上课文截

图，更为具体地对涉及到的朗读技巧进行指导。这些细节都体现出 2015 年版教参考虑

到教师作为教参使用者的使用体验。在教学法提示方面，编者有意将“教学中的差异

性处理意见”安排在“教学步骤与提示”的旁边，方便教师备课和在教学过程中参考。

另外，编者还在教学“相关资料”中提供了活动本的答案，大大方便了教师的教学和

评估，所有这些都体现了 2015 年教参服务教学的人性化特点；四是差异性教学更为明

确具体。2015 年教参最突出的特点在于它在课堂实施中更重视学习对象的差异性。根

据语言能力参差的特点，2015 年版教参首先设立了“不同年级学生特点”板块，帮助

教师了解学生的学习爱好，其次根据不同年级学生的学习特点设计差异化的教学活动，

提高其学习动机。这样的编排反映出该版教参充分考虑到了学习对象的不同需求，真

正落实了“差异性教学”的理念，也体现出华语在新加坡作为二语教学的性质和特点；

五是教学资源配置更加合理。2015 年教参在不仅在“相关资料”部分提供了许多与教

学有关的文件、答案、字词表和参考文献，还在编写说明中提供了教学流程表、学习

内容一览表、教学法指导等重要信息和材料，体现了教参作为资源提供者的重要功能。 

    当然，和 2007年教参一样，2015年教参也存在一些不足，主要表现在对文化知识

的教学指导方面。虽然 2015年教参中专门设置了 “文化屋” 板块，并安排相应的教

学内容，但 “文化屋” 板块与核心板块的联系还不够紧密，系统性和层次性都有待

完善和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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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教参编写建议 
 

5.1 完善教学文化背景知识 

 

 我们认为教参中的“文化知识”是不可缺少的部分，特别是在多元文化的新加坡，

教参编写者不应该假设教师已经充分了解课文中的“文化知识”部分。虽然 2015 年教

参专门设置了 “小发现” 板块，引导教师关注文化知识，关注英语和华语的文化对

比，但两版教参中有关文化的知识指导都有所欠缺。以 2007 年小学华文教材 2A 第三

课《过新年》以及 2015 年的小学华文教材 2A 第二课《新年到了》为例，虽然两篇课

文都是与华人过年习俗的主题相关，课文中也都出现 “拜年、红包” 等与华人过年

文化习俗相关的主题词语，但是教参中却没有提供与该文化习俗相关的背景信息。如

果有学生问教师 “为什么我们过年要给红包说吉祥话呢？”缺乏相关文化背景知识的

教师将无法依靠教参找到答案回答学生的问题。 

 新加坡母语检讨委员会在 2010 年提出的“乐学善用”报告书中强调母语教学的三

大目的，其中一项为：“掌握母语让我们的学生与世界各地有着相同语言与文化的社

群建立联系”。 因此我们建议，教参也应该提供文化扩展知识的指导。同样的在 2015

年小学华文教材 2A 第二课《新年到了》虽然在延伸活动中建议教师引导学生说一说新

加坡的其他新年习俗，但是教参中并没有具体说明课文中所出现的华人新年习俗与其

他华人地区的新年习俗有什么不同之处。 由于这篇课文的主题与华人传统文化相关，

因此教参中可以加入一些与其他华人地区相关的具体文化背景知识，如一些网页链接，

相关文化主题的光盘或者是文化延伸活动的指导等。辅助教师在教学中通过详细的讲

解，加强学生的语言社会文化能力，让学生在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下也能与同一文化

圈的人沟通。  

 

5.2 教学难点预估与建议 

 

    Cunningsworth（2005）在《如何选择教材》一书中对教参的评价标准包括教参是

否对教学中的难点作出预估并提出适当的建议。我们发现两版教参对教学难点的预估

以及建议给予的不够充分，尤其是在拼音教学部分。例如在 1A 的汉语拼音教学中，在

教到 i 和 ü 时，教参中只是分别提到 i 和 ü 的嘴型与发音方法，但是却没有指出这两

个韵母对本地学生而言属于汉语拼音教学中的难点，如许多学生会把 ü 读成 i， 把

“吃鱼”的音节读成“吃姨”。在指出教学难点之余，教参也可提供适当的教学建议，

如在从 i 过度到 ü 时，只要嘴型从不圆唇变为圆唇，让教师理解如何使用更为有效的

拼音教学法提高教学效率。同样的在拼音教学中，我们认为两版教参用纯语言形式描

述各音节的发音方法偏于抽象。此类抽象型的语言描述并不符合低年级学生善于模仿

的学习特点，因此我们建议可在教参中加入发音口型的图（图 1）片辅助发音方法教

学，让教师与学生更加直观地了解各声韵母的发音方法。 

 

图 1：发音口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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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结语 
 

    本文采用改良的教参评估框架对 2007 年和 2015 年版新加坡小学华文教参进行了

全面系统的比较分析，发现了两套教参的共性和差异。研究显示，2007 年版教参编写

的主要特点是编排简洁明了，教案编写与传统教学法相契合。不足之处在于其编写思

路上过于侧重于课堂教学的实施，某种程度上忽略了课堂以外的教学指导。在目标取

向方面，2007 年版教参比较重视语言知识教学的指导，对听说技能、通用能力与人文

素养目标重视不够，教学引导也有所欠缺。2015 年版教参编写的主要优势在于设计框

架的理论基础更扎实，编排多样且具人性化、内容涵盖范围广且层次丰富，尤其重视

学习对象及其差异性，在教参中引进了差异性的教学指导，能满足了不同的教学需求。

不足在于强调内容多样化的同时，也难免出现板块编排过于复杂的情况，同时，我们

也发现两套教参在文化内容上存在不足或遗缺，为此本文提出了两点编写建议，包括

在教参内完善课本中所提及的文化背景知识，以及预估教学难点并提出适当的教学方

案等。 

  鉴于研究方法所限，本文未能对教参在实际教学中的操作情况深入展开讨论，所

有结论还需在教学中得到验证。我们希望将来能够在内容评价法中加入调查法，对使

用过两版教参的新加坡小学华文教师进行调查，结合使用者的真实经验进行评价，以

便更加深入地探讨两版教参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的成效。笔者希望本文能够起到抛砖引

玉的作用，吸引更多学者参与新加坡小学华文教参的研究工作，为将来的华文教参编

写工作尽一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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