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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eaching material is a foundation of language learning. It is also a very important tool in teaching and learn-

ing process. Especially for students who learnt in non-Chinese environment, during the learning process, they can only 

rely on teachers and teaching materials. Article was based on previous research about teaching methods. Article used 

two teaching materials that have Indonesian language translation Contemporary Chinese and Chuji Biaozhun Huayu. 

Besides, it compared the content and designed to analyze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of these teaching materials. 

Through the analysis, research gives solution in teaching materials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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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ayu

内容摘要

 教材是语言学习的基础，是对外汉语教学的最主要工具之一尤其是对于在非汉语环境中学习汉语的学
生。他们在学习汉语时，只能依赖课堂教学环境中的教师和教材。笔者参考前人已有研究成果为基础，选取两
套有印尼语注释的汉语教材----《当代中文（入门级）》与《初级标准华语》，对两套初级汉语教材的设计和
内容等方面进行对比研究，分析两套教材的异同之处。通过对两套教材的比较，提出一些自己对如何编好一部
针对印尼学生的初级汉语教材的看法。

关键词: 初级汉语教材；对比分析；《当代中文（入门级）》；《初级标准华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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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吕必松（1996）认为教材是课堂教学的基础和
直接依据，要提高课堂教学的质量，就必须有理想的
教材。如果教材不理想，甚至根本不适用，就难以提
高课堂教学的质量。汉语教材具有一定的地位以及作
用，它直接影响到汉语教学的质量并影响到学生对学
习汉语的积极性，好的教材具有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的作用，便于学生吸收并了解教材里的内容。

在汉语教学的世界里，汉语国别教材的编写和
开发越来越受到重视并显得更为重要与迫切。为了满
足各国对汉语的需求，中国国内编写了一些国别化教
材。目前的状况是在印尼所使用的汉语教材大多数是
中国国内编写的汉语通用性教材。这些教材虽然不是
很适合印尼学习者学习，但是要找到真正的适合印尼
学习者使用的印尼国别教材还存在一定的问题。主要
的问题就是这些教材还缺乏针对性。因此，笔者选取
两部初级印尼汉语国别教材的综合课教材《当代中
文》与《初级标准华语》，通过比较和评估，从几个
方面对比评价，分析出它们各自的长处和不足，并总
结出它们所存在的问题。希望能够为印尼汉语国别教
材提供实用的建议和意见。

内容

教材概况

《当代中文（入门级）》多文种教材，即在通
用性汉语教材的版本上作出多语种翻译的教材。此教
材已翻译成43个文种，有英、韩、德、泰、日、印尼
等多种国家语言，是目前世界上将出版语种最多权威
成人汉语教材并在2009年12月举行的孔子学院大会上
获得优秀国际汉语教材奖。这套教材是在对外国大学
实地考察的基础上，充分考虑国外汉语教学环境的特
点编写而成的。《当代中文（入门级）》多文种系列
（印尼语版）是一套专门针对母语为印尼语的汉语零
起点学习者而设计。教材内容注意情节、情景的个性
化和人情味，话题的情趣性和人性化，通过特定的十
时实用交际任务把结构、功能、文化点有机结合起
来。这套教材的主要目标是培养学生对汉语的理解能
力和交际能力，尤其听、说、读、写各项语言技能。
全套教材共有三本，包括《课本》、《练习册》与《
汉字本》。《当代中文》的教材体例是每个课的重
点、词语、课文、语音、语法、参考词语、文化点。
印尼语版的教材做了本土化的处理，所以更适合印尼
汉语学习者的需求。本论文将选择《当代中文》入门
级多文种系列的课本和练习本进行详细地分析。

《初级标准华语》是专门为印尼学生编写的教
材。《初级标准华语》是2006年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出版，由宋燕坤编著，这本教材特请从事华语教学
的印尼籍华语教师 Ibu Elly Romy 担任教材印尼语
翻译。专门针对印尼成年人学习汉语而编写的系列
教材，作为国别教材，其针对性和、专业性与实用
性十分突出。这套教材的主要目标是帮助学生掌握和
理解规范、自然、得体的语言表达，并能够实现的有
效的交际。这套教材共有四本教材，《初级标准华
语》第一册的教材体例是课文、生词、语法、注释、
学拼音、练习、你知道吗、挑战词汇、写汉字、轻松
时刻、北京的名胜。《初级标准华语》第二册和第三
册的教材体例没有学拼音的部分，而北京的名胜部分
以扩展图片来代替，但在第三册已没有写汉字的部分
了。本论文选择《初级标准华语》第一册、第二册与
第三册进行分析。

这两套汉语教材都是针对零起点汉语学习者学
习汉语。两者都是中国国内编写的汉语教材。

《当代中文（入门级）》与《初级标准华语》对比及
分析

本文是通过对教材的评估来对比这两套汉语教
材。首先，我们应该知道什么是教材评估。李泉认为
教材评估就是根据特定的标准或原则对教材设计和实
施的成败得失、优势高下进行评议和估量。也就是评
估教材的成功之处、失误之处、不足之处，以及该有
的是否已有、已有的是否合理、合理的是否创新、创
新的是否突出，等等。李泉还认为评估的范围和内容
可以多角度、多层次的全方位评估，比如,生词量及
重现率是否适当教材练习是否覆盖全部或主要教学内
容；语法注释是否简明准确；有无有配套材料及教师
手册等方面。

关于类似的研究，徐蔚曾在《美国两部汉语教
材的对比分析》中，把两套美国汉语教材主要以列表
的形式进行了对比，包括：（1）配套资料；（2）课
本的结构与编排；（3）课文形式；（4）语法出现形
式；（5）生词；（6）练习形式；（7）文化的呈现
方式及与课文的关系；（8）板式和装帧设计；（9）
汉字教学。本文想通过徐蔚所提出的这几个方面对两
套印尼国别教材进行对比分析。

配套资料

表1 配套资料

《当代中文（入门级）》 《初级标准华语》

学生资源 课本、汉字本、练习
册和录音光盘2张、网
络教学资源（http://
jxzy.Chinese.cn)

第一册到第三册

从表中可看出《当代中文（入门级）》比《初
级标准华语》的配套资料更为丰富。这两套教材都没
有教师手册，而且《初级标准华语》没有附加辅助资
料。好的教材一定要有辅助资料（录音光盘）及教师
手册。教师手册作为教材体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教师手册是为帮助，特别是青年教师更好地使用该教
材而编写的，它对提高教学质量有着非常重要的作
用，尤其是对于国外本土汉语教师来说，教师手册是
作为教学的指南针，帮助教师明确每课的教学目的，
起导向作用，便于教师做好授课的准备。

课本结构与编排

课本体例

表2 课本体例

《当代中文（入门级）》 《初级标准华语》

前言 前言

目录

范围和顺序 目录

课文等 课文等

附录：人物表、语法术语表、
普通话声韵配合总表、印尼
文课文、词语索引、语法项

目索引

附录：人物表、词类对照表、
课后练习参考答案、词汇表 

（包括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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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文（入门级）》的目录中有“范围和
顺序”，而《初级标准华语》的目录中只有话题。

表3《当代中文（入门级）》
范围和顺序范例（第一课）

第一课 您贵姓
Pelajaran Ke-1 Siapa nama keluarga kamu?

Fonetik: modifikasi nada “不”

Tatabahasa: Pola kalimat sederhana 1: subye k+ kata kerja (+ objyek)

                    kata tambahan + kata kerja

                    kalimat tanya

从表格可以看出《当代中文（入门级）》的目
录中包含了话题、印尼翻译、语音、语法等内容。这
套教材的附录内容也比较丰富，它比《初级标准华
语》多的部分主要有普通话声韵配合总表、印尼文课
文以及语法项目索引，而《初级标准华语》比《当
代中文（入门级）》多的部分主要是课后练习参考答
案。对于汉语学习者来说，综合课的难点就在于它的
语法部分。因此，笔者认为在附录中有“语法项目索
引”的部分是有利于学生复习语法部分。至于《初级
标准华语》附录中的“课后练习参考答案”，笔者认
为没有必要出现，免得学生在做练习时，参考后面的
答案。课后练习参考答案的部分应该放在教师手册
中。

课文的结构

表4 课文每一课结构

《当代中文（入门级）》 《初级标准华语》

依次分别为：范句、词语（核
心词、补充词语）、课文、注
释、语音、语法、扩充词语、
文化知识

依次分别为：课文、生词、语
法、注释、学拼音（第一册）
、练习、你知道吗、挑战词
汇、写汉字、轻松时刻、拓
展图片

语言教材一般由词汇、句型、课文和练习等部
分组成的。在《当代中文（入门级）》教材中没有练
习部分，是因为它把练习题集中在练习册上。与《
初级标准华语》相比，《当代中文（入门级）》有一
个特点，就是在每一课最前面有一个板块“范句”
，“范句”提示本课所要学的句型及主要内容，引起
学习兴趣。因此，在学习之前，学生能够先了解，这
一课大概学什么内容。而与《当代中文（入门级）》
相比，《初级标准华语》有两个特点:第一“轻松时
刻”，这个部分能起到寓教于乐、加深记忆、活跃课
堂的效果，通过游戏帮助学习者利用他们所学到的词
汇连接日常生活、社区和文化。例如：以《初级标准
华语》第二册的第十九课“比一比”为例，大家一起
列出蔬菜、水果的名称，看有多少种，然后比一比谁
记得最多；第二“拓展图片”，每课的拓展图片中都
插入了一些有关中国风土人情的图片。这些图片与课
文内容相应，也能够起到活跃课堂气氛的作用。

课文形式
表5 课文形式

《当代中文（入门级）》 《初级标准华语》

课文出现形式 汉字上注拼音 第一册至第三册：汉
字上都注拼音

注释 汉字和印尼语 汉字、印尼语、拼音

徐蔚认为课文注有拼音是有利有弊。一方面降
低了汉字认读的难度，尤其是对一些学习比较困难或
者年级比较大的汉语学习者，另一方面也容易培养成
汉语学习者对拼音的依赖性。

这两套教材的课文都注了拼音，笔者认为在《
初级标准华语》的第二册和第三册应该不必注拼音
了，开始标注了调号。对于《当代中文（入门级）》
应该前10课还可以注拼音，第十一课开始应该只标注
了调号，采取这种的方法，能够让学生习惯认读汉
字，不依赖着拼音。而在“注释”部分也出现了文边
注，《当代中文（入门级）》的“注释”部分只是采
用汉字和印尼语来简单说明功能，而在《初级标准华
语》的“注释”部分，采用了汉字、拼音和印尼语说
明，这样能够使学生更快地了解注释所解释的内容。

语法出现形式

表6 语法出现形式

《当代中文（入门级）》 《初级标准华语》

语法点说明 印尼语 汉语和印尼语

例句出现形式 第一课至第8课：汉字注拼音
第9课至第12课：汉字
第13课：汉字与印尼翻译
第14课至第20课：汉字

第一册：
第一课至第8课：汉
字、注拼音、印尼
语翻译
第九课：汉字和印尼
语翻译
第二册与第三册：汉
字、注拼音、印尼
语翻译

《初级标准华语》的语法点说明是使汉语和印
尼语解释，而《当代中文（入门级）》只用印尼语解
释。对于零起点的汉语学习者来说，使用印尼语来说
明语法点是很有必要的，利于学生的容易理解。

《当代中文（入门级）》的语法例句形式是相
当不错，但是针对初级的汉语学习者，在每个句子应
该有印尼语注释是比较好的。而在《初级标准华语》
的第二册和第三册，应该把拼音删掉，因为能够养成
学生对拼音的依赖性。

生词形式及数量

表7 生词形式及数量

《当代中文（入
门级）》

《初级标准华
语》

生词出现形式 简体字、词性（
印尼语）、拼
音、印尼语译

简体字、繁体
字、拼音、词
性、印尼语译

生词数量 生词（包括专名） 685（共22课） 991（共27课）

补充生词 296 250

共计 981 1241

《当代中文（入门级）》的生词分为生词、专
名与补充词语三个部分，而《初级标准华语》的生
词分为生词与专名两个部分，该教材把补充词语放在
挑战词汇部分。这两套汉语教材对生词的解释简明易
懂，采用了直接翻译法，使用印尼语解释生词，使学
生对词语理解起来更直观、更准确，减少了因翻译的
不准确的问题给学生带来在应用上的错误引导。

从表格可以看出，《初级标准华语》的生词量
词比《当代中文（入门级）》多，这两套教材对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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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数量的控制比较合理，《当代中文（入门级）》教
材每课文的词汇量平均都控制在31个生词左右，而《
初级标准华语》教材每课文的词汇量平均都控制在36
个生词左右（不包含补充词语）。另外，《初级标准
华语》还有一个比较突出的特点，每一课的生词表都
同时列出了简体字和繁体字。根据Maharani在《印尼
华文教学中繁体字的使用情况及其未来的使用预测》
，“华文教学中使用繁简体汉字的选择要立足于教
学的主要目的，她并建议使用简体汉字教学到一定程
度，要到如繁体汉字教学，使教学对象也懂繁体汉
字，才利于教学对象阅读繁体汉字文献。”因此，把
繁体字纳入生词表是有必要的。

练习形式

表8 练习形式

《当代中文（入门级）》 《初级标准华语》

课
本
练
习

出
现
形
式

在课本没有练习部分

练习中出现的汉子都注
有拼音

类
型
及
数
量

语音练习（10）；汉字练
习（1）；词组练习（7）
；句子练习（13）；综合
练习（5）

练
习
册

类
型
及
数
量

语音练习（4）；词组练习
（3）；句子练习（11）；

综合练习（4）

没有练习册

汉
字
练 
习
册

类
型
及
数
量

汉字练习（12）；拼音练
习（2）；词组（2）；句

子练习（1）

没有汉字练习册

教材中的练习部分对学习和教学起着十分重要
的作用。教师通过练习可以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
当代中文（入门级）》与《初级标准华语》教材的练
习部分都已经涉及到听说读写四项技能的训练，题型
丰富，有语音练习、汉字练习、词组练习、句子练
习、综合练习。这两套教材的练习是由死到活以标
准，“ 死”是指机械练习或形式练习，如：语音练
习（辨析声母、辨析韵母、重复语音等），“活”是
指活用联系，如：综合练习 （说一说、描写图片、
回答问题等）。 《当代中文（入门级）》有一个比
较突出特点，这本教材设计了拼音练习。针对零起点
的学生，拼音练习是非常重要，零起点的学生刚开始
学习汉语时，不认字，因此，拼音对他们起着十分重
要的作用。《初级标准华语》从第一册至第三册的练
习中出现的汉字都注拼音，笔者认为第二册开始，练
习中的汉字应不必注拼音，助于学生认字的能力。《
当代中文（入门级）》的练习册的提示题都只使用印
尼语，笔者认为练习的提示题应该有汉字与印尼语，
这样才能让学生逐步地熟悉汉语。

文化呈现方式

《当代中文（入门级）》每一课后有“文化知
识”，用印尼语介绍一些跟课文相关的文化知识，比
较简短。与之相比，《初级标准华语》每一课都有“
你知道吗”，“你知道吗“，这部分是介绍中国文化
知识并使用汉字与印尼语来介绍，内容比较丰富，几

个课的“你知道吗“配有真实的图片，以第一册的
第七课的“你知道吗“为例，介绍关于长城的烽火
台，在“北京的名胜“的部分配有一张烽火台的真实
图片。但《初级标准华语》的文化知识跟课文内容无
关。笔者认为在文化知识的部分所介绍的中国文化知
识应与课文内容有相应的联系。每个文化知识也需要
配有相关的真实图片。

版式和装帧设计

赵金铭拟定的对外汉语教材评估表，其中一个
的评估的项目是对教材的形式的标准，教材的形式主
要设计版式和装帧设计。赵金铭对版式和装帧设计
主要的要求是教材开本合适，使用方便、插图数量适
当，与内容配合紧密、版面活泼新颖，吸引学习者以
及教材内容适用不同字号编排。

《当代中文（入门级）》与《初级标准华语》
这两套教材已经符合赵金铭所提出的标准。《当代中
文（入门级）》与《初级标准华语》采用两色印刷，
每一页页眉列出可序号及课文名称，方便使用。《初
级标准华语》的插图数量比《当代中文（入门级）》
多，但两套教材在课文或者练习部分所采用的图片不
是真实图片，《初级标准华语》只在“拓展图片”的
部分与第三册采用真实图片。

笔者认为如果图片来源于真实图片，如真实生
活场面，能够使学生感到很自然也很亲切，能够引起
学生对教学内容的兴趣，而且所插入的图片也要与教
学内容相关。

汉字教学

印尼是属于非汉字圈的国家，对于印尼汉语学
习者来说，要学习并掌握汉字并不是很简单的事情。
汉字是表音和表义的文字，不是像印尼文字是拼音文
字。因此，在汉语教材必须重视汉字教学，尤其是针
对零起点与初级学生的汉语教材，才能为汉语学习者
在书写汉字打好基础。

《初级标准华语》没有专门设计汉字教学的部
分，只设计汉字练习，就是写汉字，只有在第一册和
第二册。而《当代中文（入门级）》在汉字本是专
门针对汉字教学而编，不仅介绍了汉字的基础知识、
包括汉字结构、偏旁、壁笔顺等，而且在汉字本也
有许多涉及到汉字教学的练习，汉字的练习形式也是
多样， 如：写汉字、看拼音写汉字、补上遗漏的笔
画、猜一猜汉字的组合、写出含有下列部件的汉字等
等。可以看出来，《当代中文（入门级）》的编者很
注重汉字教学。

结论

 通过以上分析和比较，可以看出《当代中文
（入门级）》与《初级标准华语》各有长处和短处。
笔者通过以上的对比分析得出在为印尼编写汉语教材
要考虑到九个方面。第一，在配套资源方面，一定要
有辅助资料（录音光盘）及教师手册。第二，在课本
结构和编排方面，教材的目录中需要有范围和顺序，
使学生更详细、清楚地了解通过这本教材他们会学到
什么。第三，从课文形式方面看，初级教材的课文内
容的前十课或第一册都能注有拼音以及印尼翻译，降
低了汉字读写难度并让学生更容易了解课文内容，但
从十一课或第二册开始不必再注拼音，而需要标注了
调号与印尼语翻译。第四，教材的语法形式应使用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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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和印尼语说明。第五，生词数量要一定的控制上，
每个课文的生词量要平均，生词表同时列出简、繁体
字，更适合印尼学生。第六、练习形式要多样并针对
印尼学生学习汉语的难点作为出发点。第七、从课本
对文化知识的处理上，文化知识的内容要丰富，如果
能够对比印尼与中国的文化是比较好。第八，从版式
和装帧设计看，教材所有的插图应采用真实土图片，
才能够引起学生的兴趣。第九，因为印尼是非汉子圈
的国家，针对印尼学生的汉语教材应更注重汉字教学
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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