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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stening and Speaking Instruction: A Comparison between 

Chinese Instructional Materials Developed in 2007 and 2015 for 

Primary One and Two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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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efore 2010, the Singapore government revised the pedagogy of Chinese teaching 

four times in congruen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untry. The teaching direction, plan and 

implementation process was adjusted according to the changing language environment and 

teaching process. The Chinese teaching material in primary school was also revised.  

The new report of Mother Tongue language review was based on not only the 

continuously changing language environment in Singapore, but also the global 

developmented changes in language teaching. The report pointed out the new development 

for Mother Tongue teaching and emphasized the use of Mother Tongue language as a ‘living 

language’ - first learning to listen and speak before developing reading and writing skills. At 

the same time, the educational research and teaching practice aim to enhance the teaching 

material of listening and speaking.  

The new instructional material ‘Happy Buddy’ guided by the report has been used since 

2015. The dissertation show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new materials through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listening and speaking part of 2007 and 2015 versions together with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2007 version and ‘Yu Wen’ (Chinese as first language) as well as 

2015 version and ‘Chinese Paradise’ (Chinese as foreign language) and to find out the 

opinion of the new material through a questionnaire. It aims to help the users of new 

instructional materials to understan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2007 and 2015 versions; 

grasp the concept and design of the new materials; make up for the deficiencies of Chinese as 

second language teaching materials for children;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the preparation of 

Chinese instructional material for children in the local and other Chinese regions and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compilation and research of international Chinese teaching material.    

Keywords: Primary school Chinese language, listening and speaking, instructional materials,   

                   comparative analysis, the new report of Mother Tongue language 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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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小学一二年级华文教材（2007 年版及 2015 年版） 

听说内容编选研究 

 

肖川 

育智小学 

 

摘要：随着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在 2010 年之前，新加坡进行了四次与华文教学有关的

检讨，根据本地语言环境的变迁及教学进展情况对教学的方向、规划及实施作出相应

调整，小学华文教材也随之进行修订。 

2010 年发布的最新的一次母语检讨报告书《乐学善用》，不仅关注新加坡语言

环境的持续改变，而且关注到全球语言教学的发展变化趋势；对母语教学提出新的发

展方向，强调 “使母语成为生活用语” ；以及对初学者，应该先学习听说，再学习

读写技能等等。同时，教育学界的研究和教学实践中出现的问题都对加强听说教材提

出希望。 

在《乐学善用》报告书指导下编写的新教材《欢乐伙伴》从 2015 年开始使用。

本文通过小学华文教材 2007 年版与 2015 年版听说部分的对比分析，辅以 2007 年版与

第一语教材《语文》的对比和 2015 年版与国际汉语教材《汉语乐园》的对比，探究新

教材《欢乐伙伴》听说部分编选的特点，并通过问卷调查了解教师对新教材的看法。  

本文希望通过研究，帮助教材使用者了解 2007 年版与 2015 年版教材之间的差异，

深入理解 2015 年版新教材的编写理念及教学设计；弥补儿童第二语华文教材研究的不

足；为本地及其他华人区编写儿童华文教材提供参考，并为国际汉语教材的编写和研

究提供借鉴。 

关键词：小学华文；听说；教材；对比分析；乐学善用 

 

 

 

一、概述 

1.1 研究背景 

新加坡的华文教学与国家的语言政策、社会的发展和语言教育环境密切相关。随

着本地语言环境的变迁及教学的发展，从建国到 2004 年之间，新加坡进行了四次与华

文教学有关的检讨，对教学的方向、规划及实施作出相应调整，小学华文教材也随之

进行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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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 21 世纪以来，一方面，新加坡的语言环境仍在持续发生变化，华族小一新

生以英语作为主要家庭用语的比例至 2010 年已升至 59%1。另一方面，随着全球化的进

程不断加快，越来越多人意识到多掌握一门语言所带来的竞争优势，开始学习第二语

言，从而推动了全球第二语言教学的研究。特别是，近年来中国经济的发展使世界各

地掀起了学习汉语的热潮，同时也掀起了对国际汉语教学研究的热潮，与其他目的语

（例如英语）的第二语言教学研究相互借鉴参考，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在理论与

实践方面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面对国内和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2010 年发布的最新

的母语检讨报告书《乐学善用》，对母语教学提出新的发展方向，强调“使母语成为

生活用语”，“要让学生在真实的情境中学习和使用语言”，以及对初学者，应该先

学习听说，再学习读写技能等等。 

为落实《乐学善用》的建议，教育部颁布了《小学华文课程标准 2015》（以下

简称“2015 课标”），同时，全新的华文教材《欢乐伙伴》（以下简称“《伙伴》”）

也于 2015 年开始启用。基于《乐学善用》对母语教学所做出的重大调整，2015 年版

新教材在听说方面的落实情况，以及 2015 年版与 2007 年版《小学华文》（以下简称

“《华文》”）新旧教材之间在听说方面的差异成为本研究的关注焦点。 

1.2 研究目的 

第二语言学习的理论研究显示，语言技能的学习应遵从先听说，后读写的顺序，

并应该重视口语交际能力的培养。近年来，不少学者（McDonough & Shaw 2000、

Oxford 2001、Lucantoni 2002、Harmer 2001，转引自刘晓阳，2006）提出将输入输

出技能训练相结合的观点，因为在真实的交际生活中，人们很少分开使用某一项技能，

而是同时使用输入和输出技能。一些研究针对听说技能结合，认为将这两项技能结合

对听说技能和口语交际能力的增长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Feyten,C.M 1991，Anderson 

& Lynch 1991，转引自刘晓阳，2006）。 

另一方面，国内外针对新加坡华文教材的研究显示，2015 年以前的教材在内容

选材和结构安排等方面与中国的语文教材存在相似之处，偏重阅读理解和字词教学，

更像“语文教材”，而非“语言教材”，在实用性、交际性和本地化方面有待改进

（谈颖瑜，2006；陈志锐，2011；吴英成、罗庆铭，2011；印贞，2012；胡维娜，

2012；高源，2015）。本地专家学者更对新加坡小学华文听说技能的教学提出了看法。

他们认为华裔儿童或第二语言教学的初级阶段，应将听说技能的学习作为重点（罗庆

铭，1997；吴英成、罗庆铭，2011；陈之权，2011；陈志锐，2011）。 

在教学实际中，我们遇到了教材的教学内容无法满足“听”“说”测试的情况，

学校通常会依据小六离校会考的形式自编听力和口试训练教材。然而这样训练出来的

学生即使能够应付听力和口语测试，但要进行真实情境的听说互动和口语沟通却存在

一定的困难。 

无论是第二语言教学理论的指导、教育界专家的呼吁、一线教学的需求，还是

《乐学善用》报告书的要求，都希望新教材对听说部分进行改进，本文针对新旧教材

的听说部分进行对比研究，目的是回答以下几个问题： 

（1） 2007版和 2015 版教材在听说部分存在哪些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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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015版《伙伴》在听说部分具有哪些特点？ 

（3） 从听说部分看，《伙伴》是否落实了《乐学善用》的要求？ 

1.3 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采用“文献研究法”、 “统计分析法”、 “比较研究法”和“问卷

调查法”。选取 2007 版《华文》和 2015 版《伙伴》的一年级和二年级分册 2，就听说

部分进行详细的对比分析，同时将《华文》与中国通用教材《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

教科书〈语文〉》（以下简称 “《语文》” ）3、《伙伴》与国际汉语教材《汉语乐

园》（以下简称 “《乐园》”）4 的相关部分进行概要的对比分析，从而发现《华文》

与《伙伴》的差异，总结《伙伴》的编选特点；再通过问卷调查验证对比分析的结果，

以考查新加坡小学华文教材在听说部分的改变，探究新加坡小学华文听说教学的新发

展。 

1.4 研究成果和意义 

经过对比分析，本文总结出《欢乐伙伴》听说部分编选的十大特点，并通过问卷

调查得到证实。研究结果显示，该教材在听说部分的编选有着不同于以往教材，也不

同于一语地区教材和国际汉语教材的独特之处，它落实了《乐学善用》报告书的指导

思想，着眼于新加坡的语言环境和学习者的特点，是适合本地学生需求的具有新加坡

特色的华文教材。 

通过研究，本文希望能够帮助教材使用者了解 2007 年版与 2015 年版华文教材之

间的差异，深入理解 2015 年版新教材的编写理念及教学设计；弥补儿童第二语华文教

材研究的不足；为本地及其他华人区编写儿童华文教材提供参考，并为国际汉语教材

的编写和研究提供借鉴。 

就目前所收集的文献资料来看，本论文拥有以下几项第一： 

（1） 是第一份针对新加坡 2015版小学华文新教材听说部分进行研究的资料； 

（2） 是第一份针对以华语为第二语的儿童学习者的听说教材进行研究的资料； 

（3） 第一次提供针对 2015 版小学华文新教材听说部分所进行的调查问卷分析。 

 

二、研究内容 

2.1《华文》与《伙伴》一、二年级听说部分对比分析 

2.1.1 2007 年与 2015 年小学华文课程标准对比分析 

在“课程总目标”中，2007 版对语言技能的描述是“听、说、读、写”四项，

而在 2015 版中则包括“聆听、说话、阅读、写作、口语互动和书面互动”六项能力，

增加了“口语互动”和“书面互动”两项技能。同时对这两项技能提出了针对性的要

求：“能与他人进行口语和书面互动，交流情感、传达信息、表达看法。” 

在听说部分，与 2007 版相比，2015 版课标扩大了聆听和说话的语料范围，增加

了对语言知识点的要求，允许通过视觉来辅助听觉理解，增加了“口语互动”技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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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强调口语交流，并要求听、说及口语互动与实际交际的结合，与日常生活的联

系。 

可见，新课标更强调语言作为交际工具的功能性和实用性。 

2.1.2 2007版与2015版一二年级教材听说部分对比分析 

1）教材结构 

两套教材听说部分的结构内容见附表 1。 

在《华文》中，“听听说说” 板块在每课的最后，在课文内容理解和字词教学

之后才进行，所用课时大约占整课的 10%~14%，所提供的教学资源有限，形式较为单

一。而《伙伴》则以“听说剧场”板块开篇，课时达总课时的 30%~50%，提供了丰富

的纸版和数码资源，不仅有动画片、录像和大图书可用于教学，还有多种形式的互动

电子游戏，用于巩固练习、拓展学习和过程评估。 

两套教材都出现了四个人物，在《华文》中，人物主要出现在听说板块，作为情

景对话的说话人；而在《伙伴》中，他们以鲜活的形象成为课本故事的主角，并贯穿

在整本教材中，听说板块及部分读写板块的故事就围绕着他们的学校或家庭生活展开，

充满情趣。  

 2）教材内容      

两套教材的内容对比详见附表 2。 

从教学目标来看，《华文》以识认、识写字词的学习为先，教学目标详细具体，

听说的学习为后，教学目标描述简单概括。《伙伴》则以综合能力目标为先导，以听

说的语言能力带动其他综合能力。听说的学习目标列在前，读写的目标在后，两者学

习量相差不大。《华文》没有口语词汇的教学，而《伙伴》将口语词语的学习排在听

说教学目标之首，而且词语之间具有极大的相关性，或围绕同一个主题，或出现在同

一场景中，学生学习大量与主题相关的词语
5
后，就可在口语互动活动时应用。 

《华文》中的听说活动包括互动性、听说结合、听为主和说为主的四类活动，在

一二年级课本中，互动性活动占 38%，而《伙伴》中的互动性活动比例达到 100%。 

从话题来看，《伙伴》沿用了不少《华文》原有的话题，但非互动性话题，如童

话故事等没有出现在《伙伴》中，而《伙伴》中增加了更过与学生日常生活息息相关

的话题，如家中物品、待客礼仪、课室物品、学校活动、邻里设施及活动、天气、动

物等等。即使是相同话题，《伙伴》所谈论的内容更多，而且这些话题学生学后就可

以进行生活运用。 

从语料呈现形式来看，《华文》的语料多以书面形式呈现（学乐网仅提供了用于

听力练习的对话和故事），是单一视觉或听觉的，内容较少，没提供故事情境。而

《伙伴》的语料以学乐网提供的动画片和录像为主，占一二年级所有课文的 58%，还

有 42%的课文语料以大图书的形式呈现。故事性强，情境更真实、丰富、生动有趣，

学生有身临其境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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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伙伴》在每课都设有自我评估，让学生更了解学习的目标和过程。其中

一些课中还有“小发现”活动，有意识地引导学生关注华语与英语语法规则和表达方

式的差异，尽量避免出错。这些内容在以往的教材中都未出现过。 

3） 教学流程 

《华文》“听听说说”板块教学步骤可概括为“三段式”：一是通过朗读、交待

活动要求、谈论某个话题等形式引出活动内容；二是以分组说话或小组讨论的形式进

行活动；三是选小组向全班汇报或表演。板块中基本上只见活动，没有教学过程。

《伙伴》的“听说剧场”教学包括“引、学、练、用、评”五个部分，在引起学习动

机后，即进入教学环节，学生在各种练习中巩固所学，再将其运用于现实生活中，而

包括教师评估和学生自评的评价环节则贯穿整个教学过程。 

4）与其他板块的关联 

《华文》的听说板块与其前面的拼音或课文板块有时相关，有时无关，相关时基

本上是主题相关。《伙伴》的听说、拼音和读写等各板块之间的教学内容则是有机关

联的。在听说板块中学习口语表达和词语的音、义；拼音板块会从口语已知中带出有

关音节；读写板块在有关的字音、字义已经解决的情况下，重点认识字形。同时，听

说板块与读写板块在内容上也有极大的关联性。很多读写板块的课文是根据听说板块

的动画片改编的。 

5）作业 

《华文》教材没有与听说有关的作业。《伙伴》的活动本中与听说有关的部分包

括听力练习和生活运用。听力练习专注于聆听技能的训练和评测，避免了《华文》听

录音后说话的活动中聆听与说话技能相互交织，模糊了对学生分项技能水平的判断。

“生活运用”则通过任务，促使学生将所学运用到家庭和学校生活中。 

6）教学方法指导 

在教学用书中，《伙伴》除了《华文》中也同样包含的教学指导内容外，还提供

了“学习内容一览表”和大量针对一二年级学生特点的教学技巧说明和建议，包括课

室管理和差异教学等。前者方便教师迅速查阅教材的核心教学内容，后者看得出是来

源于一线教师的教学经验总结，这些不仅丰富了教学用书的内容，提高了它的实用价

值，而且有助于使用者充分理解教材的设计并善加利用，以取得良好的教学效益。 

综合上述对比分析可见，《华文》的主要教学内容是课文和字词，即以读写技能

的教学为主，而听说部分的定位是服务于读写的巩固或延伸活动，采用“三段式”教

学流程，没有教和学的环节，学生利用先备知识在教师引导下进行活动，所分配的课

时及教学资源较少，与其它板块的关联性不密切。《伙伴》则将听说定位为引领读写

及其它综合能力的重要的教学组成部分，是以听说为先，读写在后，听说与读写并重

的格局。听说板块包括教学、巩固练习活动及生活运用等环节，课时占比高，配置了

丰富的多媒体教学资源。教学流程以学生为中心，将教学、活动与评估有效结合在一

起。与拼音及读写板块之间有机关联，课文的整体性更强。总之，《华文》与《伙伴》

两套教材在听说部分的编选上存在较大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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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2007 版《华文》与人教版《语文》一、二年级听说部分对比分析 

对比《华文》和《语文》的课程标准，发现两者在分项目标的描述中都提到了

“要认真听，了解话语的内容”“能复述故事内容”“有礼貌地与别人说话”“能讲

图意/故事”“能讲述自己的要求、感受/见闻、意见”等，存在极大的相似性， 

《华文》与《语文》两套教材听说部分的结构和内容对比详见附表3和4。 

从教材结构上来看，两者都将听说板块安排在课文或单元的最后，课时比例都低

于 12%，配套资源有限，篇幅比重为 2%~25%。 

从教材内容上来看，两者的教学目标都是以一句话描述，简单直接，而对课文理

解及字词学习的目标描述详尽；《华文》中单纯“说”的活动，其活动性质和话题都

与《语文》类似，多为描述事物、复述故事或讲述看法、观点、感受等，侧重“说”

的技能。两套教材提供语料的形式都是在课本中提供图片或文字说明。教学流程在大

的格局上都是引起动机、小组讨论、班级呈现的“三段式”，与同一课（或单元）中

其它板块（或课）之间的关联性为主题相关，而非内容相关。 

可见，两套教材在听说部分存在极大的相似性，两者的主体教学内容都是识字和

课文理解，都将听说板块定位为主体教学的巩固和延伸活动，没有教学环节，直接在

教师引导下进行听说活动，在活动的性质和话题上也有相似的部分。 

相比之下，《语文》的听说活动以“说”为主，重在训练学生的口语表达。《华

文》中除了单纯“说”的活动，还包括“听”后“说”以及对话活动。 

2.3 2015 版《伙伴》与 2005 版《乐园》一、二年级听说部分对比分析 

《伙伴》与《乐园》两套教材听说部分的结构和内容对比详见附表5和6。 

从结构上看，两者都将听说部分安排在篇首，是重要的教学组成部分；课时比例

达到三分之一到一半；都为该板块提供了丰富的教学资源；主题人物贯穿课本，对话

围绕他们的学校和家庭生活展开；在活动本中都设有练习。 

从内容上看，两套教材对教学目标的描述都很详尽，包括话题、句式、词语三部

分，且句式基本上都是问答式的情景对话，词语可在句式中进行替换；话题相似度非

常高，都是学习者的日常生活交际用语；两者都在课本中提供了主题图，图中包括情

景对话的人物、场景、句式和词语等；两者都提供了视觉与听觉可同时接收的语料；

都关注到华语与英语的语法差异，通过活动引起学习者的注意。 

从教学流程上来看，两套教材都有引起动机、教师教和学生学、通过游戏进行练

习和评估活动这四个部分；两套教材的听所板块与其他板块之间都存在内容上的直接

关联。 

由此可见，《伙伴》与《乐园》两套教材都将听说作为重要的教学组成部分；都

包含了“教学”和“活动”两部分；所学内容都是学习者的日常生活交流用语；以听

说带动读写；教学流程都包括引、学、练、评等环节。因此，两套教材之间存在极大

的相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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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者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伙伴》的学习内容的量、深度、广度和课时绝对值都远

高过《乐园》；《乐园》中有英文解释并包含文化学习部分；而《伙伴》中的生活运

用是《乐园》中没有的。 

 

三、结论 

3.1 《伙伴》的编选特点 

通过对比分析发现，《华文》与《伙伴》在听说部分的编选上存在较大的差异，

而《华文》与《语文》、《伙伴》与《乐园》之间则存在诸多相似之处，由此总结出

《伙伴》的十大特点。 

3.1.1“教学+活动” 的设计适合新加坡学生         

《语文》的学习者是汉语为第一语的学生，处于汉语三大同心圈（吴英成，2010）

的“内圈”。《乐园》的学习者是身处“外圈”的汉语零起点的小学生。处在“中圈” 

的本地学习者，其语言背景与《语文》学习者的相差甚远，而与《乐园》学习者的更

加接近：都是以英语为第一语，而华语为非第一语。《乐学善用》中提供的数据显示，

至2010年，超过一半的小一华族新生的家庭用语为英语，也就是说，这些学生在入学

前所具备的华语口语基础是十分薄弱的。《华文》采用类似第一语教材《语文》的模

式，不经过教学而直接进行活动，并不适合他们；而将听说作为重要的教学环节，先

教学，再活动，这种与《乐园》相近的设计才更适合本地学生。所以， “教学+活动” 

的设计是新教材《伙伴》与旧教材《华文》相比的显著改变，这样的改变更适合本地

学习者。 

当然，“中圈”和“外圈”学习者的语言背景虽然接近，但仍存在差别。在新加

坡，双语政策指导下的华文科是与英文科课时差不多的必修课，华语也是小学生升学

考试的四个科目之一，而在其他英语国家，华语为选修课，也没有升学的考量。同时，

新加坡的华人占总人口比例达74.1%（2010年）6，无论在家庭、学校或社区，都有使

用华语交流的机会。因此，新加坡学习者的学习量应该更大，深度更深，广度更广。

在前一节的分析中谈到，《伙伴》与《乐园》的教材编选正是存在这样的差异。所以，

《伙伴》的听说部分是针对本地学习者的语言背景特点而设计的，适合本地学生的需

求，符合教材设计的“针对性”原则。 

3.1.2 先听说后读写的顺序符合语言规律 

《乐学善用》报告书（2010）指出“对于初学者及需要更多帮助的学生，第一步

是学习听说技能，之后才学习读写的技能”。多位学者（吴英成、罗庆铭2011，陈志

锐2011，陈之权2011）都认为新加坡的小学教材应该按照“先听说后读写”的顺序，

这是符合第二语语言学习规律的安排。《华文》采用与《语文》一样先读写再听说，

以读写为主，听说为辅的教学安排，对以华语为第二语的本地学习者来说是不适合的。

而《伙伴》与《乐园》相同，采用先听说，再读写，听说与读写并重的教学设计，这

符合语言学习的规律，适合华语的初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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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在真实的情境中进行语言的学习，话题贴近学生生活 

多方面的理论都指出情境对第二语学习者的重要性，《乐学善用》报告书（2010）

中也指出“掌握语言最有效的方法是让学习者通过各种真实的语境，主动积极地使用

语言”。给学习者提供接近他们日常生活的真实语料，并在课堂上创设这样的情境来

进行口语训练是非常有效的。《华文》听说活动的非互动性语料（如古典故事），离

学生生活遥远，即使是互动性语料也是孤立出现，没有相关情境。而《伙伴》的听说

教学语料则是生动有趣、来源于学生日常生活的故事，人物对话都融入在真实的情境

中，会让学生感到熟悉和亲切，不仅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而且能够增强记忆

（刘珣，2000，高源 2015）。 

3.1.4 以口语互动带动听说技能学习 

《华文》中只有三分之一的互动性话题，《伙伴》中则高达 100%。教学过程以

师生互动说、生生互动说为主；在之后的巩固环节中，有课堂互动练习和与家人进行

的互动。以口语互动的方式为主来进行听说技能的学习，符合相关理论（Swain， 

1985；王德春，1997；刘晓阳，2006； Krashen，1982）及《乐学善用》的要求 7。 

3.1.5 系统学习口语词语和句式 

《华文》与《语文》一样，没有口语词语的教学，学习者只能利用先备知识进行 

听说活动，如果学习者不具备相关话题的口语词语和句式表达，则难以参与听说活动。

《伙伴》与《乐园》一样，每一课都教授与主题相关的口语词语和句型，词语之间具

有极大的相关性，既贴近实际生活场景，又便于在替换练习中强化句型，学习者容易

学习和记忆。 

3.1.6 大量形式多样的课堂操练 

《伙伴》的听说课课时占比远高于《乐园》，课堂上采用形式多样的方法进行互

动说话的学习和练习，综合发挥多种教学法（听说法、视听法、交际法、任务法、默

教法、全身反应法等）的优势，使学生有更多使用母语、训练听说语言技能的机会，

符合《乐学善用》中“让学生在课堂上有更多使用母语的机会”，“通过课堂活动和

评估，给学生创造更多训练语言技能的机会”等要求。 

3.1.7 引导学生进行生活运用 

《华文》的听说活动仅限于课堂练习和呈现，《伙伴》则将课堂所学延伸至课堂

外和学校外，让学生在实际生活中学以致用。这基于《伙伴》所教授的语言知识是生

活化的这一前提，然后通过给学生布置任务，将所学用于课堂、家庭和社区，既体现

语言知识的使用价值，又在实际运用中巩固所学。这一设计充分利用了本地的华语环

境特色。这与学者们（刘珣 2000，陈志锐 2011）所强调的将课外语言实践纳入教学计

划中，引导学生在社会环境中习得和应用相一致；同时也遵循了《乐学善用》中所提

出的“使母语成为生活用语”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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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8 自我评估引导学生了解学习过程，改进学习方法 

《伙伴》的自我评估环节，能够让学生更了解学习的过程、自己的进步和不足，

在获得成就感，增强自信心的同时，改进学习方法，寻求更大的进步，从而培养学生

自主学习的能力。 这在《华文》《语文》和《乐园》中都没出现。 

3.1.9 提供丰富的教学资源，并充分运用资讯科技     

《华文》为听说部分准备的教学资源十分有限，而《伙伴》则提供了丰富的教学

资源，而且大量资源共享在网落平台上。多媒体视听教材，可以使学生对信息吸收得

更多，记忆保持得更长久（陈淑英 1986，刘珣，2000，郑艳群 2005，张南 2009），

而且为学生提供了多元化的学习方式，容易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也是《乐学善用》

中“增加资讯科技的使用”这一建议的具体体现。 

3.1.10 教材充满趣味性 

“趣味性”是教材编写的原则之一（赵贤州，1988；吕必松，1993；刘珣，2000；

李泉，2004；周小兵，2009；陈志锐，2011；吴勇毅，2012）。《伙伴》的趣味性体

现在：语料贴近学生生活、结合资讯科技的动画、录像和网络游戏是学生喜闻乐见的

方式、语料故事中包含笑点内容，课堂活动形式多样等。这些都是《华文》无法相比

的。 

除了上述十个特点，《伙伴》还有其他较之《华文》更进步的地方，如：听说部

分与读写部分在内容上有机关联；主题人物活泼可爱、性格鲜明，贯穿课本，成为伴

随学生学习和成长的伙伴；通过“小发现”引导学生进行华英语法和表达差异的对比

等等。 

综上所述，新教材《伙伴》所具有的这些特点充分显示出该教材在听说部分的编

选有着不同于以往教材，也不同于一语地区教材和国际汉语教材的独特之处，它落实

了《乐学善用》报告书的指导思想，着眼于新加坡的语言环境和学习者的特点，是适

合本地学生需求的具有新加坡特色的华文教材。 

3.2. 初步调查 

为考察《伙伴》在学校的使用情况及与上述文本分析的一致性，笔者设计了一份

问卷调查表，分布在全岛各地的6所学校共49位华文教师参加了这次问卷调查。问卷分

为两部分，第一部分关于《伙伴》教材，第二部分有关《伙伴》与《华文》的对比。

调查结果见附表7和8，第二部分由其中46位使用过两套教材的教师完成。 

关于《伙伴》教材的调查结果显示，大多数教师都认为口语词语和句式的教学是

有必要的，学生所学的口语词语能应用在日常口语交流中，而且难度和教学量适合学

生；学生喜欢通过看视频和大图书来学听说，而且这种方式教学效果良好；语料中的

话题贴近学生生活，学生感到有兴趣；教学用书中提供的教学活动设计能有效帮助学

生练习口语互动；自我评估能帮助学生评估所学；教材所提供的教学资源充足，方便

教学；教学延伸设计可以帮助学生将所学应用在课堂以外的生活中；经过一年的学习，

学生的口语表达能力有显著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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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调查结果充分证实了《伙伴》十大特点的第3和第5至10条。 

部分持不同意见的教师留下了解释。对第2项：词语量偏大，部分词语难度较大，

学生日常生活中很少用到，例如 “民众俱乐部、幕布、实物投影仪” 等。可见，对

有些班级的学生来说，《伙伴》中的口语词语存在难度和教学量偏大的情况。对第11、

13项：活动有些多、教师需花费较长的时间进行所有活动、教师应灵活运用教科书中

的建议（教学步骤、流程等）。最后这点非常可取，教学用书中设计的教学流程是给

老师们提供的建议，教师还需根据本班学生的特点、华文基础以及自己的教学风格等

因素进行灵活处理。 

在《伙伴》与《华文》对比情况的调查中，所有教师都认为“对本地学生，教听

说需要进行 ‘教学’+‘活动’，没有教学，只进行活动效果是不显著的”，“教学

顺序，先听说后读写比先读写后听说效果要好”；几乎所有教师都认为《伙伴》用视

频和大图书的语料呈现方式比《华文》教学效果好；大多数教师认为《伙伴》教学用

书比《华文》更具指导性；超过95%的教师认为《伙伴》比《华文》更适合学生掌握听

说技能，更有助于学生口语互动能力的提高。这些都有力地证实了《伙伴》十大特点

的第1至3条。 

总之，这些来自教学一线的调查数据，从实践层面证实了新教材在听说部分的编

选特点，证实了教材的进步性，证实了它是适合本地学习者，适合本地华文教学，并

具有良好教学效果的教材。新教材已经走出了一条适合新加坡国情的、具有新加坡特

色的独特的编选之路。 

3.3 研究局限 

本研究存在以下局限： 

（1） 仅对比分析了一、二年级教材 

（2） 只做了定性的文本对比分析和 6 所小学的问卷调查，尚有待进一步的定量

研究和对更多学校的使用情况进行调查以完善分析结果。 

 

 

注： 
1 新加坡教育部（2010）《乐学善用——2010 母语检讨委员会报告书》，新加坡：教育部，页

15。 

2 在本研究进行期间，至 2016 年 12 月，《欢乐伙伴》教材出版了一年级和二年级共四册。 

3 2001年出版的《语文》是在中国使用地区最为广泛的语文教材。 

4 《汉语乐园》（刘富华等，2005）是一套面向海外儿童使用的初级汉语系列教材，目前已推

出英文、德文、俄文等 45 个文种版本，行销全球 30 多个国家和地区。 
5 《伙伴》一年级上册教授口语词语 208个，下册 127 个，共计 335 个，二年级上册 166个，

下册 133个，共计 299个。 
6 Census of Population 2010 Statistical Release 1: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Education, Language 

and Religion. Singapore: Singapore Department of Statistics; 2010 [2016-1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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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ingstat.gov.sg/docs/default-source/default-document-

library/publications/publications_and_papers/cop2010/census_2010_release1/cop2010sr1.pdf 
7
 《乐学善用》（2010）中指出“在日常生活中，我们通过语言，与人互动，与人交流……因

此，……需要重视口语互动与书面互动能力的培养”。（页 21） 

8
 摘自新加坡教育部课程规划发展司、人民教育出版社（2007）《小学华文小学高级华文教学

用书》一二年级四册（新加坡：名创教育）和新加坡教育部课程规划发展司（2015）《欢乐

伙伴教学用书》一二年级四册（新加坡：名创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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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 

新加坡教育部（2015）《小学华文课程标准 2015》，新加坡：教育部。 

周小兵（2009）《对外汉语教学导论》，北京：商务印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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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小学华文》与《欢乐伙伴》教材结构对比 

 

 《小学华文》 《欢乐伙伴》 

板块名称 “听听说说” “听说剧场” 

所处位置 每课最后 每课最前 

建议 

课时 8 

 

估计为 1~1.5 节，占整篇课文

10~12% 

拼音部分每课总课时：9~11节，

课文部分每课总课时 11~12节 

4~7节，6节居多，占整篇课文比

例：拼音部分：28~35%，课文部

分：35~50% 

典型课时分配： 

一年级上册：4~6 +4~5+5~7（听说

剧场+ 拼音城堡+读写乐园） 

一年级下册：6~7+9~11（听说剧场

+ 读写乐园） 

二年级：6+8~10（听说剧场+ 读写

乐园） 

配

套

资

源 

纸版

资源 

课本 0.5~1.5 页（篇幅占整课

8~25%） 

大图书、大图书活动卡、图卡、课

本 5~7页（篇幅占整课

50~60%）、活动本 2~3 页（占整课

10~50%） 

数码

资源 
学乐网：听听说说录音 

学乐网：动画/录像放映室、听说

智多星、知识百宝袋、游戏玩一

玩、听力教学 

人

物

与

情

境 

姓名 
美美、伟明、安琪、小杰（及部分

家人） 

欢欢、小乐、小安和康康（及他们

的同学、老师和家人） 

出现

场合 

主要出现在“听听说说”板块中，

作为情景对话的主角，或插图人

物。 

目录页介绍人物及其爱好、强化人

物特征；“听说剧场”中的故事多

以他们的学校生活或家庭生活展

开，充满情趣；在课本的许多板块

中与学生互动。 

与课

文关

联度 

“课文”等板块中偶尔会作为插图

出现，与课文关联不大。 

 很多“读写乐园”板块延续“听

说剧场”中的情境，使人物贯穿在

整篇课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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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小学华文》和《欢乐伙伴》听说部分教材内容对比 

 

 《小学华文》 《欢乐伙伴》 

教学 

目标 

较概括（如“能听懂录音的内容并回

答问题”），有些课没有教学目标

（如二年级上册第四~六课） 

有关于话题的内容、词语和句式的

描述 

词语 

没有词语教学，在要求学生进行句型

操练或说话练习时，默认相关词汇为

学生的已知 

学习大量与主题相关的词语，进行

口语互动时，学生可用丰富的词汇

进行替换练习和表达 

话

题 

个

人 

• 句式练习：自我介绍、身体部位 

• 交谈话题：喜欢的动物及原因、

自己喜欢的人、讲卫生、喜欢的

颜色、自己长大了、长大后要做

的事 

• 录音：对话（喜欢什么运动等） 

问候他人、爱好、 

时间和作息、身体部位和常见病症 

 

家

庭 

• 句式练习：介绍家人、称呼、做

家务 

• 交谈话题：讲卫生、节约用水、

过年 

• 看图说话：介绍家人、介绍长

辈、海边经验 

• 对话练习：早餐吃什么/想吃什么 

称呼、介绍家人、冲凉房内的物品

和在冲凉房里做的事、房间里的物

品、家里的物品和家务事、衣物名

称及其是否合适、新年见闻及活

动、餐具、食物和饮料及待客礼仪 

学

校 

• 句式练习：课堂指示语、请示老

师是否可做某事、文具、校内场

所、运动、校内活动 

• 交谈话题：介绍朋友 

• 对话练习：一起去校内某地、介

绍书包里的物品 

学校场所和活动、学习的科目、学

习用品、课室里的物品和值日工

作、 

不同的位置、描述同学的样子、 

学校场所及问路指路、文具及形

状、按顺序有条理表达 

社

区 

• 交谈话题：本地生活（店铺、图

书馆、咖啡店、沙滩） 

邻里设施及在那里做的事、图书馆

借书还书、本地常见食物名称、节

日的名称、庆祝方式和时间、交通

工具、交通安全、职业名称 

 

综

合 

话

题 

• 句式练习：说日期、食物、水

果、先做什么，再做什么、 

• 看图说话：童话故事、课外知

识、海边经验 

• 对话练习：礼貌用语 

• 听录音：童话故事（小熊过生

日）、生活故事（丁丁写字、坐

地铁）、古典故事（华佗） 

月份星期日期、食物的名称及询问

食物的价钱、水果的名称和味道、

动物的名称和简单描述动物的特

点、天气及与天气有关的物品、昆

虫等小动物的名称 

语料

呈现

形式 

课本：图片（单幅、多幅、连环

图）、图配文、课文（对话） 

学乐网：录音（对话、故事） 

多数图片相互孤立、没有情境 

学乐网：动画、录像、大图书 

都有生活情境、有丰富的人物对话 

课本：主题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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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法 
无 “小发现”引导学生关注华语与英

语表达方式的不同 

 

 

 

 

 

 

附表 3  《小学华文》和《语文》教材结构对比 

 

 《小学华文》 《语文》 

板块名称 “听听说说” “口语交际” 

所处位置 每课最后 每单元最后的“语文园地”中 

建议课时 1~1.5节，占整篇课文的 10~12% 
1课时，占整个单元课文教学总课

时的 5~9% 

配

套

资

源 

纸版

资源 
课本 0.5~1.5 页（占整课 8~25%） 

课本 0.5~1页（占整个单元

2~8%） 

数码

资源 
“学乐网”听听说说录音 未见 

人

物

与

情

境 

姓名 
美美、伟明、安琪、小杰（及家

人） 
无 

出现

场合 

主要出现在“听听说说”板块中，

作为情景对话的主角，或插图人

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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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4 《小学华文》和《语文》听说部分教材内容对比 

 

 《小学华文》 《语文》 

教学目

标 

较概括地描述学生应达到的目标 较概括地描述学生应达到的目标 

词语 没有词语教学 没有词语教学 

话

题 

个

人 

• 句式练习：自我介绍、身体部

位、想变成什么 

• 交谈话题：喜欢的动物及原因、

自己喜欢的人、讲卫生、喜欢的

颜色、自己长大了、长大后要做

的事 

• 听录音回答问题：对话（喜欢什

么运动、星期六做什么、生肖） 

• 介绍自己玩过的游戏，交流感受 

• 描述自己的图画，评论别人的画 

• 介绍自己的拼图，夸奖自己和别

人 

• 介绍自己听到、看到和画出的春

天 

• 介绍自己的小制作 

 

 

家

庭 

• 句式练习：介绍家人、称呼、做

家务 

• 交谈话题：讲卫生、节约用水、

过年 

• 看图说话：介绍家人、介绍长

辈、海边经验 

• 对话练习：早餐吃什么/想吃什么 

• 父母不让我帮忙做家务，怎么

办？ 

• 打碎花瓶告诉爸爸却被爸爸打了

一顿该怎么做？ 

• 独自在家时有陌生人敲门自称是

爸爸的朋友，该怎么办？ 

学

校 

• 句式练习：课堂指示语、请示老

师是否可做某事、文具、校内场

所、运动、校内活动 

• 交谈话题：介绍朋友 

• 对话练习：一起去校内某地、介

绍书包里的物品 

• 校园美容计划，如何处理身边的

垃圾 

• 设计班级秋游计划 

• 就王宁选自己当劳动委员谈看法 

• 讲述自己与他人合作的故事 

• 在校门口值日的小华该不该记录

自己班迟到的同学 

社

区 

• 交谈话题：本地生活（店铺、图

书馆、咖啡店、沙滩） 

• 劝说别人不要做有损公共利益的

事 

• 帮了爷爷，爷爷要给钱，怎么办 

• 向同学介绍旅游景点 

• 应该对残疾人说什么做什么 

• 夸夸家乡的风景、物产、变化，

畅想未来 

综

合 

话

题 

• 句式练习：说日期、食物、水

果、先做什么，再做什么、 

• 看图说话：童话故事、课外知

识、海边经验 

• 对话练习：礼貌用语 

• 听录音复述故事或回答问题：童

话故事（小熊过生日）、生活故

事（丁丁写字、坐地铁）、古典

• 小兔怎样把南瓜运回家（看图补

故事） 

• 续讲故事“小兔正在路上散步，

小松鼠急急忙忙地向他走

来……” 

• 猜谜语游戏 

• 怎样过六一儿童节 

• 就爷爷和孙子骑驴的故事讨论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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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华佗） 爷该听谁的，续编故事 

• 应该怎样保护小动物 

• 怎样帮助周围需要帮助的人 

• 说说身边动物的习性和与动物之

间的趣事 

• 交流身边的科学知识 

语料呈

现形式 

课本：图片（单幅、多幅、连环

图）、图配文、课文（对话） 

学乐网：录音（对话、故事） 

多数图片相互孤立、没有情境 

课本：提供图片，或以文字叙述情境 

 

 

附表 5  《欢乐伙伴》与《汉语乐园》教材结构对比 

 

 《欢乐伙伴》 《汉语乐园》 

板块名

称 
“听说剧场” 

“Can you say?” 

“Can you try?” 

所处位

置 
每课最前 每课最前 

建议课

时 

 

4~7节，占整篇课文比例：拼音部

分：28~35%，课文部分：35~50% 

 

1级：每课 4节，2级：每课 5节 

（根据教学内容设计，估计听说部

分：1~2节，占整篇课文比例

25%~40%） 

配

套

资

源 

纸版

资源 

课本 5~7页（篇幅占整课

50~60%）、活动本 1~4页（占整课

10~50%）、大图书、大图书活动

卡、图卡 

学生用书 2页（占整课 50%）、活

动手册 0.5~3 页（占整课

13~63%） 

数码

资源 

动画/录像放映室、听说智多星、

知识百宝袋、游戏玩一玩、听力教

学 

CD、CD-ROM 

人

物

与

情

境 

姓名 
欢欢、小乐、小安和康康（以及他

们的同学、老师和部分家人） 

安妮、小龙、方方、明明、南希、

杰克（以及他们的老师、同学和部

分家人） 

出现

场合 

目录页介绍人物及其爱好、强化人

物特征。“听说剧场”中的故事常

以他们的学校生活或家庭生活展

开，充满情趣。 

目录页介绍人物，听说板块“Can 

you say?”“ Can you try?” 以

他们的学校或家庭生活为背景展

开。 

与课

文关

联度 

 很多“读写乐园”板块延续“听

说剧场”中的情境，使人物贯穿在

整篇课文中。 

读写板块基本没有主题人物出现，

但在文化和综合板块中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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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6 《欢乐伙伴》和《汉语乐园》听说部分教材内容对比 

 

 《欢乐伙伴》 《汉语乐园》 

教学目标 
有关于话题、词语和句式的描述 

有听说技能点的要求 无 

词语 每课都有口语词语的学习 

话

题 

个

人 

同 

问候他人及自我介绍、身体部位

和常见病症、询问年龄和生日、 

时间和作息 

问候语、自我介绍、询问年龄、脸

部器官、身体特征、时间 

异 
爱好 询问国籍、来自哪座城市、个人志

向（想当什么） 

家

庭 

同 

介绍家人、家里的场所和房间里

的物品、衣物名称及其是否合

适、餐具、食物和饮料及待客礼

仪 

介绍家人、家里的场所、房间里的

物品、衣物的名称及问是谁的、饮

料的名称、食物的名称 

异 

称呼、冲凉房内的物品和在冲凉

房里做的事、家里的物品和家务

事、新年见闻及活动 

- 

学

校 

同 
课堂用语、学习用品及颜色 课堂用语、学习用品、谈最好看的

颜色 

异 

学校场所和活动、学习的科目、 

课室里的物品和值日工作、不同

的位置、描述同学的样子、 

学校场所及问路指路、文具及形

状、按顺序有条理表达 

- 

社

区 

同 
邻里设施及在那里做的事、 

职业名称 

场所名称、职业名称 

 

异 

图书馆借书还书、本地常见食物

名称、节日的名称、庆祝方式和

时间、交通工具、交通安全 

- 

综

合

话

题 

同 
数字、月份星期日期、动物的名

称和简单描述动物的特点 

数字、谈日期、喜欢的动物 

 

异 

食物的名称及询问食物的价钱、 

水果的名称和味道、天气及与天

气有关的物品、昆虫等小动物的

名称…… 

大自然里的景物 

 

语料呈现

形式 

课本：主题图 

学乐网：动画、录像、大图书。 

都有生活情境、有丰富的人物对

话 

课本：情景对话的主题图 

CD：录音 

都是情景对话 

语法 

“小发现”引导学生关注华语与

英语表达方式的不同 

《教师用书》中有语法点的详细讲

解，供教师参考，不建议在课堂上

讲授语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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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7 关于《欢乐伙伴》教材的调查结果 

 

 关于《欢乐伙伴》 同意 不同意 不适合 

1 口语词语教学对学生来说是有必要的 100% - - 

2 每课口语词语的教学量适合学生 85.8% 14.2% - 

3 口语词语的难度适合大多数学生 91.9% 8.1% - 

4 
所学的口语词语学生能应用在日常口语交流

中 
96% 4% - 

5 
所学的口语互动句式学生能应用在日常口语

交流中 
98% 2% - 

6 学生喜欢看视频学听说 100% - - 

7 学生喜欢看大图书听故事学听说 98% 2% - 

8 用视频和大图书进行听说教学效果良好 98% 2% - 

9 《伙伴》听说部分的话题贴近学生生活 96% 4% - 

10 学生对《伙伴》中的话题有兴趣 98% 2% - 

11 
采用分段“三看三说”的教学步骤教学效果

良好 
83.7% 16.3% - 

12 
两两说、“你说我说”、“我来说”等活动

能有效帮助学生练习口语互动 
98% 2% - 

13 教学用书中所提供的教学流程适合学生 89.8% 10.2% - 

14 “我会说”能够帮助学生评估所学 93.9% 6.1% - 

15 学生会在家里登陆“学乐网”看视频做游戏 83.7% 14.3% 2% 

16 
《伙伴》提供的听说教学资源充足，方便教

学 
98% 2% - 

17 
“生活运用”可以帮助学生将所学应用在课

堂以外的生活中 
95.9% 4.1% - 

18 学生的口语表达能力与年初相比有明显进步 89.8% 10.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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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8 《欢乐伙伴》与《小学华文》对比情况的调查结果 

 

 
关于《欢乐伙伴》与《小学华文》的听说部分的对

比 
同意 不同意 不适合 

19 
对本地学生，教听说需要进行“教学”+“活

动”，没有教学，只进行活动效果是不显著的 
100% - - 

20 教学顺序，先听说后读写比先读写后听说效果要好 100% - - 

21 
《伙伴》用视频和大图书进行听说教学比《华文》

以课本为主的方式教学效果好 
97.4% - 2.2% 

22 《伙伴》的教学用书比《华文》的更具指导性 93.5% 6.5% - 

23 
《伙伴》整体听说教学的设计比《华文》更适合学

生掌握听说技能 
95.7% 4.3% - 

24 
《伙伴》比《华文》更有助于学生口语互动能力的

提高 
97.8% 2.2%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