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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国际地位的提升，来华留学的学生越来越多。他们都面临着汉语学习。在当
前汉语教学改革之际，大部分教师对学生汉语评价体系颇感困惑之时，加德纳多元智能理论无疑会给我们
诸多启示。多元智能理论下现代教育技术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运用研究定会使教学模式、教学评价、教学
行为都产生积极的变化。多元智能理论下现代教育技术在留学生汉语教学中的运用研究会提高留学生学科
知识和能力的掌握和中文水平,会提高对促进对外汉语教学的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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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economy, the international status of ascension, more and more
students in China. They are faced with learning Chinese. In the current Chinese teaching reform, most of the
teachers of Chinese to the student evaluation system were confused; the theory of multiple intelligences Gardner
will no doubt give us many inspirations to promote the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The application of
modern educational technology in the teaching of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will make the teaching model,
teaching evaluation, teaching behavior have a positive change. The application of modern education technology in
the teaching of foreign students under the theory of multiple intelligences will improve the mastery of the subject
knowledge and ability of the students and the level of Chinese,and improve the effectiveness of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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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国际地位的提升，来华留学的学生越来越多。2013 年共计有来
自 200 个国家和地区的 356,499 名各类外国留学人员分布在全国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的 746 所高等学校、科研院所和其它教育教学机构中学习。他们都面临着汉语学习。以多元
智能理论支持下的现代教育技术进行对外汉语教学会对来华留学生产生较大助力。

1 多元智能理论的崛起及对外汉语教学中现代教育技术使用状况
教育技术是实施课堂教学的重要工具，同时，技术蕴涵着需要我们去认识的全新理念、
新的思维类型和新的思维方式。以多元智能理论支持下的现代教育技术进行教学设计，开展
教学，会取得实效。信息技术在教学领域的全面应用，正在导致教学内容、教学手段、教学
方法和教学模式的深刻变革，并最终导致教育思想、教学观念、教与学的理论乃至整个教育
体制的根本变革。同为语言类教学，英语、日语、俄语的多媒体使用情况良好。但对外汉语
教学基本停留在黑板加粉笔的状态。现代教育技术在对外汉语教学中运用甚少，计算机、投
影、DVD、网络短片、新闻片段、电影、动画等等手段运用较少。有一些即使运用了现代技
术，也还停留在生词展示 PPT，课文语言声音文件 MP3 等技术层面，有一些使用停留在为使
用而使用的程度，没有基于学生的某种智能，对学生的评价体系也还没有太明确的智力支持。
因此多元智能理论指导下的现代教育技术在留学生汉语教学中的运用研究，能在最新
理论的指导下，最大限度发挥学生智能，丰富课堂内容，调动学生积极性，使学生深入实际
语境当中，学习到原汁原味的语言，并能够亲身体会汉语以及中国文化的魅力。
本研究有利于留学生汉语教学理论和方法的创新发展。有利于扩大留学生规模，推
进大学人才培养国际化和学校品牌国际化的进程，进一步营造校园国际化氛围。有利于中外
学生多元文化的认同和与世界各种文化背景的人士的和谐相处。

2 多元智能理论对现代教育技术走进课堂的支持与启示

现代教育技术的教学系统主要是指多媒体教学系统。现代教育技术教学系统既是一个可以进
行个别化自主学习的教学环境与系统，同时又是能够形成相互协作的教学环境与系统。这将
传统教法中抽象难懂的书面知识转化为学生乐于接受的立体多元系统，极大优化了教学过程
与教学效果。在整个学习过程中，现代教育技术对学生大脑产生多重刺激，它在媒体技术的
作用下， 帮助学生在自然的语言环境和真实的语言场景中学习语言知识、获得语言技能,[1]
从而使学生学习效果达到最优化状态。
以往学术界多强调行为主义、认知主义、建构主义对现代教育技术的支持。目前看来学
术界的多元智能理论更能有效地支持现代教育技术。1983 年和1999年 哈佛大学教授加德
纳分别出版了《智能的结构》与《智能的重组———21 世纪的多元智能》(又译为 《智力
的重构———21 世纪的多元智力》),完整地提出了多元智能理论[2]。加德纳本人将多元智
能理论的基本概念非常明确而强调性地表述为: 语言智能(linguistic intelligence)、数学逻辑智
能(logical‐ mathematical intelligence)、空间智能(special intelligence)、音乐智能(musical
intelligence)、身体运动智能 (bodily‐ kinesthetic intelligence)、 人 际 关 系 智 能
(interpersonal intelligence)、自我认识智能(intrapersonal intelligence)[3]。
他提出了“智能本位评价”的理念，扩展了学生学习评估的基础;他主张“情景化”评估，改正
了以前教育评估的功能和方法。加德纳的多元智能理论令人耳目一新，是对传统的“一元智
能”观的突破。1994 年，哈佛大学教育研究生院院长莫非教授面对多元智能理论而展开的一
系列试验研究结果，发表文章指出：多元智能理论帮助教育家辨认和培养那些在传统教育中
一直不被承认和没有被发现的智能强项，开发和试验了新的课程、新的活动、新的评估方法
和教学方法，对美国各级学校有深远的影响。”[4]在当前汉语教学改革之际，大部分教师对
学生汉语评价体系颇感困惑之时，加德纳多元智能理论无疑会给我们诸多启示。

3 多元智能理论下现代教育技术在对外汉语教学的运用
3.1 改变传统的教学观念和教学模式
多元智能理论特指人在特定情景中解决问题并有所创造的能力。多元智能理论在对外汉
语教学中的运用有助于转变以“教师讲，学生听”为主要形式的传统教学观念。多元智能理
论认为，每个人都不同程度地拥有相对独立的八种智力。因此，现代教育技术在教学方法和
手段上就应该根据教学对象和教学内容而灵活多样，因材施教。现代教育技术教学系统强调
以计算机为中心的多媒体群的作用。

这些媒体包括文本、图形、动画、静态视频、动态视频和声音等，并且人们在接受这样
的信息时具有一定的主动性、交互性。教学中，教师摆脱了单纯口授，或局限于应用传统媒
体，如挂图、板书等进行讲授的方式，充分借助现代视听媒体进行形象、生动、直观的汉语
讲授。
学汉语拼音时，我们可以利用运动智能让学生动起来，画四声；学汉字时，外国学生接
触汉字之初，都会把汉字当作图画。这完全符合他们的认知水平。既然如此，我们就应该把
汉字当作图画来教，学生充分利用自己具备的知识和能力，尤其是对图形的敏锐感觉，从字
感教学入手，学汉字。
以舞蹈为载体进行的语言和文化的融入式教学，也十分生动有趣，增加了词语的形象性、
语境的真实性和教学的趣味性，比如围绕舞曲主题《找朋友》将教学分为，
（找朋友）；
（我
找到了我的朋友）；(行礼、握手)（好朋友、再见）。教授语言时，依照循序渐进，步步明确
的原则，学生很容易学会说生词、做动作、学会问候、告别，同时教授舞步，学生们还不断
的说出“一二三四”的节拍，“左手、右手”的指令。此外，学生在现代教育技术所塑造的
特定情境下，发挥自己的语言、逻辑一数理、智能，空间、运动、音乐、人际交往、内省、
自然观察等智能，用对应汉语的身体运动语言、汉语对话、汉语歌曲、汉语表演，积极参与
到汉语教学钟来，解决老师给出的问题，并有所创造。
3.2 教学内容的丰富
对外汉语教学属于第二语言教学，在任何一种外语教学过程中，学生的兴趣都起着至关
重要的作用。大多数外国留学生对汉语教材中的教学内容很生疏，教师根据多元智能理论，
从学生拥有语言、逻辑一数理、智能，空间、运动、音乐、人际交往、内省、自然观察等智
能出发，利用现代教育技术，针对教学内容进行不同形式的展示，让课堂学习中较为抽象的
内容生动、形象地输出，使教学内容更有针对性、多样性、增强教学过程中的双向积极性、
与语言文化的融合性。现代教育技术可以集声、文、图、像于一体，使知识信息来源丰富，
且容量大，内容充实，形象生动而更具吸引力。
语音教学为历来教学难点，发音部位难以用语言描述，多媒体素材和设计软件为我们提
供了实现的可能，舌位图可以扫描绘制，将要学的音在舌位图上标出来，增强了直观性，学
生利用自然观察智能，容易直观形象地看出发音部位和发生变化。
写作课，主要发挥音乐智能，学唱李春波优美的歌曲《一封家书》
，(一封家书

- 李春波

词:李春波 曲:李春波 亲爱的爸爸妈妈/你们好吗/现在工作很忙吧/身体好吗/我现在广州挺好的/爸爸妈妈不要太牵挂
/虽然我很少写信/其实我很想家/……哥哥姐姐常回来吧/替我问候他们吧/有什么活儿就让/他们干/自己孩子有什么客气
的/爸爸妈妈多保重身体/不要让儿子放心不下/今年春节我一定回家/好了 先写到这吧/此致 敬礼/一九九三年十月十八号)

对于留学生一般书信格式中称呼、问候、结束语、敬语、签名、时间等内容的学习，将会大
有作用。
我们充分利用网络资源，收集整理与教学内容相关的资料，包括文字、图片、音频、视
频剪辑等。网上有很多现当代文学相关的文学文本、评论、话题、热点，还有图片音像素材，
极其丰富，这些素材一方面提供给老师组织、丰富课堂教学内容，创设教学环境的一种有效
的方法，要想激发学生参与讨论，就要有所引导，有所铺垫，比如越剧《梁祝》、电视连续
剧《康熙大帝》的电影片断为学生学习《琴弦上的蝴蝶》、
《康熙大帝》提供了直观教材，一
小段电影会给课堂教学的进行提供对话的平台。实践证明情境创设得好，学生讨论交流的兴
趣就更浓，教学效果也更好。
基于多元智能理论的课程模块最具弹性,教师可根据学习者身份信息中的不同智能类型
赋予相应的课程学习内容[5], 加德纳对课程教学的建议指出：
“有关内容可以由多种方式展
现，如教师、书籍、软件、硬件或者其它媒体。在很多情况下，对于以上展现模式的选择，
导致了所得到的教育经验成功与否。[6]汉语课可以有语言、逻辑、空间或个人理解的模式
来教学，甚至也可用空间、逻辑、语言和数字等方式的能力来实施教学。这会让教学内容更
加丰富多彩。
3.3 评价考核观念的变化：
多元智能理论支持下的现代教育技术评级体系，使学生从纸笔测试中解放出来，运用现
代教育技术进行考核，注重对不同人的不同智能的考察。教师应树立多元多维的评价观。对
学生汉语水平的测试，关注其 8 个方面的智能。
“多元智能理论在中国还处在介绍的阶段,各地的实验状况很不平衡,需要从我国教育
实际出发研究的具体问题还很多。总之,正确借鉴多元智能理论的研究,可谓任重道远。
”[7]
根据多元智能理论的基本理念，教学内容的选择应是多渠道的，传授方式是多样化的，
使得每个学生都能通过适合其智能特点的途径学习教学内容。[8]
多元智能理论倡导学生多元智能的发挥，但是每个人智能特点不尽相同，这就要求在使
用教学媒体时应注意：首先，多种媒体有效整合，形成多样化信息传递方式，这样就可以在

某种程度上弥补学生们智能上的差异。[9]
多元智能理论指导下，汉语学习应更多地突破标准化智力测验，设置多样化考题，以期
考察学生在运用多种智能后交流沟通的能力。学生不仅只运用语言逻辑沟通，在其余智能可
以帮助其沟通的情况下，有时交际可以自然进行。考核时应注意到这些方面，从而判断出学
生在汉语汉文化氛围下交际的真正水平。

结论：
多元智能理论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研究，可使我国外国留学生汉语言专业学生受益，对
国外开设中文系或中国学专业的汉语老师也会有启发。多元智能理论下现代教育技术在对外
汉语教学中的必要性研究：使现代教育技术在理论的指引下走进课堂。多元智能理论下现代
教育技术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运用研究定会使教学模式、教学评价、教学行为都产生积极的
变化。多元智能理论下现代教育技术在留学生汉语教学中的运用研究直接的收获是留学生学
科知识和能力的掌握和中文水平的提高,更深层次的收获是培养出拥有国际意识和国际视野
以及宽广的胸襟，既懂得东方的文化传统与价值观念，又能以欣赏的态度，汲取中华文化中
优秀的传统与价值观念获得与中国人合作、交流、沟通、理解的能力的对华友好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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