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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hinese department of Binus University opened the course of Chinese film. This course aims to 
improve the students’ Chinese language skill, and at the same time, on the basis of Chinese proficiency, to 
improve their knowledge of Chinese history and cultural understanding of China, to cultivate their 
connoisseurship of Chinese film. Two versions of the course syllabus i.e. version 2008 and version 2013 were 
introduced in this article. Syllabus and teaching practice figured out the most suitable teaching content and 
teaching method for the course. Research found that the combination of classic movies and popular movies, the 
course of Chinese film, in conjunction with the literature course is the best way. By this method, the course of 
Chinese Film plays a better role in improving students' Chinese proficiency and virtuosity level. 
 
Keywords: Chinese film, instructional design, course practice, combination 
 
 

摘要 
 

 建国大学中文系电影课设立宗旨是在提高中文系学生汉语语言技能的基础上，提高学生对中国
文化历史知识的理解，培养学生的电影鉴赏能力。文章对中文系电影课 2008 版与 2013 版教学大纲进行
介绍，并对教学实践进行总结。试图找出适合中文系学生的教学内容与教学手段。经典影片与热门影片
结合，电影课与文学课内容结合，使电影课在提高学生汉语水平及艺术鉴赏水平上发挥更好的作用。 
 
关键词：电影课, 教学设计, 教学实践, 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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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中文在国际上的地位不断提升，因而催生了世界范围的“中
文热”。印度尼西亚华人众多，随着中文限制的解除，中文学习者人数与日俱增。印尼最早开

设与中文有关院系的是印尼大学。1930 年，荷兰政府为了研究印尼华裔的活动，成立了一所汉

语研究中心，四十年代，印尼脱离荷兰人统治，汉学研究中心因此被纳入当时刚成立的印尼大

学。汉学系成为了印大汉学研究院的主轴，主要研究“古代汉语”等。达尔玛•柏沙达大学自

1986 年开始研究中国。严格意义上讲，这两所大学当时从事的更多是对中国的研究而非对中文

的研究。印尼高等学府从事中文教育，成立中文系的历史要更晚。 
 
1990 年８月中国印尼复交。随着印尼旅游业的发展，来自台湾，中国大陆，香港等华

文流行的国家和地区的游客日益增加，需要更多懂华语的人才；台资企业日益增多，中国同印

尼的经贸来往，也都需要华语翻译、职员。而印尼因长期杜绝华文教育，造成华语人才奇缺，

影响了印尼各项事业的发展（黄昆章，2005：178）。当时，在印尼只有印尼大学和达尔玛•柏
沙达大学设有中文系，由于缺乏中文教师，教学效果不理想，培养出来的毕业生远远满足不了

市场的需求。从 1990 年起，印尼逐步放宽了华文政策。1994 年 6 月，印尼政府准许印尼大学

和达尔玛•柏沙达大学开设华语必修课。8 月，允许旅游部门开办华语补习班，印尼政府宣布有

限度地解除对华文使用的禁令，1995 年 5 月允许华裔办中文辅导中心或补习班。 
 
2000 年以来，印尼政府继续放宽华文教育政策。2001 年 3 月，印尼教育部与广东省有

关方面签署合作举办培训印尼华文教师班的协议。5 月，印尼教育部与中国教育部在雅加达签

署在印尼举办中文水平考试（HSK）的协议书。6 月，印尼教育部决定将华文列入国民教育体

系，作为中学选修的外语课程。8 月，教育部长发布决定书，允许社会开办华文学校或其他外

语，学校可自行安排及决定课程。（黄昆章，2005：313）。 
 
建国大学是雅加达地区较早开办中文专业本科学历的大学，建国大学中文系成立于

2002 年。中文系课程是在借鉴中国对外汉语教学专业课程设计理念的基础上，结合印尼本土实

际情况进行调整设计。自电影课开办以来，共有 2008 年和 2013 两个版本的教学大纲。文章通

过对中文系电影课的两个版本教学大纲进行总结介绍，并结合电影课教学实践，试图找出更适

合建国大学中文系学生的电影课教学内容与教学方式。 
 
 

研究方法 
 
 

文章通过对电影课 2008 版及 2013 版教学大纲进行梳理，结合教学实践，对电影课课程

设计及教学方法的运用进行总结分析。 
 
 

内容 
 
 

中国电影的发展至今已过百年，它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发展阶段：1905 年至 1948 年

为在初创中模仿与求索时期；1949 年至 1976 年为在发展中的曲折与坎坷时期；1977 年至今为

在前进中探索与创新时期。（姚扣根、赵骥，2008：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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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课作为中文系三年级选修课程于 2008 年正式开课，授课对象为建国大学中文系第

7 学期的学生。电影课每学期授课 13 课时，每课时 100 分钟。电影课教学目的最初侧重于培养

学生语言能力。希望通过观看电影，让学生对汉语有更直接的体验。通过鲜活的汉语语料，提

高学生的汉语听力理解能力，刺激学生学习汉语的兴趣。随着印尼初、高中汉语教育的普及，

中文系入学新生的汉语基础普遍有所提高。针对这一情况，中文系电影课的教学目标也相应有

所调整，在兼顾提高学生汉语理解及表达能力的同时，侧重加强学生对中国历史文化的了解，

培养学生的电影欣赏能力。以下对电影课 2008 版及 2013 版教学大纲进行梳理介绍。 
 

2008 版电影课大纲 
 
2008 年第一版大纲侧重于学生汉语技能教学，目的是通过欣赏电影提高学生的汉语听

力；扩大词汇量，为学生提供鲜活的语用范例；加强学生对词语意义的理解；提高语法知识的

实际运用能力；同时通过电影了解中国社会现状及中国人的生活状态。大纲中设计了以下电影

介绍给学生：《霍元甲》、《无间道》、《喜宴》、《卧虎藏龙》、《暖春》、《英雄》、

《爱情呼叫转移》、《满城尽带黄金甲》、《疯狂的石头》、《意》。以上电影中《霍元

甲》、《卧虎藏龙》、《英雄》均为功夫影片，通过比武江湖纷争探讨武术的真谛与人性的复

杂。《满城尽带黄金甲》根据著名文学作品《雷雨》改编，展现了权利吞噬亲情的家庭悲剧。

《暖春》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的真情，突出了人间自有真情在的主题。 
 
《爱情呼叫转移》是一部现代都市爱情故事。《疯狂的石头》、《意》、《喜宴》、

《卧虎藏龙》都是获得国际电影奖项的优秀作品。四部影片从不同角度探讨人生，揭示人性。

《疯狂的石头》是一部具有黑色幽默色彩的现代喜剧。《意》展现了东西方文化冲突；《喜

宴》着重展现了父母子女间的代沟问题，及传统婚恋观与同性恋爱情的冲突。建国大学的宗旨

为：“于 2020 年建立一所以信息科技推动创新和企业发展，拥有多元化语言、文化、交流的国

际高等院校。”学校对于知识产权保护问题十分重视，学校规定所有教学资料必须为正版出版

物。2008 版大纲中的一些优秀影片如：《意》、《喜宴》、《暖春》，由于缺乏正版资料，所

以在教学实践中未能充分发挥作用。针对这一问题，2013 版大纲在影片选择上有所调整。对于

难以得到正版资料的影片，不再列入教学大纲中。 
 
2013 版电影课大纲 
 

2013 版大纲侧重培养学生的电影欣赏水平，介绍中国经典电影和 21 世纪中国流行电

影。着重介绍了喜剧片、动作片、剧情片和悬疑片。课程与汉语、中国文化、中国哲学、中国

的历史及中国文学课内容相关。教学目的是通过观赏影片，能够阐述电影内容，捕捉电影中的

文化点，将电影与个人实际生活经验与感受相结合。大纲设有五个单元：著名导演、爱情片、

动作片、悬疑片及喜剧片。 
 
第一单元主要介绍以张艺谋和陈凯歌为代表的中国第五代导演。(张凤铸、萧盈盈，

2006：163)认为：第五代导演群体在 20 世纪 80 年代启蒙主义大潮中，以文化艺术先锋高度自

觉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极端敏锐的艺术创新精神，向传统电影进行挑战，反叛“老一

套”的传统电影规范，对“滞后”的文化观念、僵化的艺术形式进行了深刻的理性反思和批判，

追求富有思想深度和文化意蕴的影像符号，强化电影声画造型和视听空间的表意能力，对历

史、文化、社会、人生作出了新的电影阐释。张艺谋、陈凯歌作为其中的杰出代表，凭借多部

享誉国际的影片获得了广泛的关注，在国际上有很高的知名度。因此，2013 版大纲在著名导演

单元着重介绍了这两位导演及其作品。主要有张艺谋的《红高粱》、《英雄》和《十面埋

伏》，以及陈凯歌的《霸王别姬》。其中《红高粱》曾获 1988 年第 38 届西柏林国际电影节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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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奖。《霸王别姬》则是陈凯歌导演生涯的巅峰之作，曾于 1992 年获得第 46 届法国戛纳电影

节金棕榈奖。 
 
第二至第五单元按照电影类型分别介绍了四类影片。爱情片：《我愿意》和《画皮

2》；动作片：《一代宗师》和《霍元甲》；悬疑片：《风声》及《听风者》；喜剧片：《非

诚勿扰》、《中国合伙人》及《我知女人心》。2013 版大纲设计以电影类型作为分类依据，旨

在扩大学生的观影范围，通过接触不同类型的电影，开阔眼界，培养学生的审美情趣及提高学

生的欣赏能力。 
 

电影课教学实践 
 

笔者曾参与 2013-2014 学年度短期课程班及 2014-2015 学年度上学期电影课教学。教学

中主要以 2013 版大纲为依据，结合学生具体情况，在课堂播放影片的选择上稍有变动。由于

课时有限，结合前辈授课教师的经验，2013-2014 学年度短期班课堂上播放了影片《活着》、

《霸王别姬》、《我愿意》、《画皮 2》及《霍元甲》。根据短期班授课情况，在 2014-2015
学年度上学期授课中主要观看了《活着》、《霸王别姬》、《我愿意》《我的父亲母亲》、

《霍元甲》和《中国合伙人》。大纲中的无法在课堂播放的影片，以及其他的优秀影片整理成

一份电影清单，要求学生课后自己观看。 
 
根据前辈授课老师的经验，播放张艺谋的代表作《红高粱》达到的教学效果并不理

想。《红高粱》夸张的表现手段、抽象的叙事手法造成学生的理解困难。学生对近代中国农村

生活状况，对中国抗日战争的历史，以及对影片使用的抽象电影语言均感到陌生，从而造成观

影感受不佳，理解影片的困难造成学习兴趣不高。有鉴于此，笔者授课过程中选用了张艺谋的

另一部著名作品《活着》。《活着》的叙事手法更加清晰，故事性更强。人与人间更加平实的

感情让学生有亲切感，虽然影片时间跨度很大，但学生在影片理解上明显好于《红高粱》，同

时影片的真情也对学生有所触动。观影过程中学生随着剧情发展或欣然一笑，或潸然泪下。

《霸王别姬》在时间跨度上与《活着》基本重合，讲述的都是在历史洪流中的小人物的一生。

福贵的一生，蝶衣、小楼的一生，都受到相同的历史事件的影响。他们生活的环境不同，所处

的社会阶层不同，但在历史洪流中，他们都是沧海一粟。人生的意义何在？活着的意义也许就

在于坚持活下去。通过两部影片引发学生对生命的思考。在播放电影《活着》和《霸王别姬》

后，笔者鼓励学生阅读原著余华的《活着》和李碧华的《霸王别姬》，阅读原著可以帮助加深

学生对影片的理解。由于观看影片对故事已经有了一定的理解，在阅读原著时，学生更有亲切

感，这有利于培养学生的阅读兴趣。学生还可以通过对比原著与影片的异同点，分析其中的原

因，锻炼逻辑分析能力，为以后的论文写作打好基础。 
 
爱情电影部分，2013-2014 学年度短期班播放了都市爱情电影《我愿意》和神话爱情影

片《画皮 2》，观影后让学生思考什么是爱？爱情中外表和内心哪一个更重要？两部影片虽然

都讲述的是爱情，但中间缺乏对比性。因此，在 2014-2015 学年上学期笔者对影片进行了调

整，播放了具有浓重都市现代色彩的爱情片《我愿意》和淳朴自然一尘不染的乡村爱情《我的

父亲母亲》，并要求学生对两种爱情进行对比。 
 
在功夫片上，选择了《霍元甲》，这部影片在 2008 版及 2013 版大纲中都被选为功夫片

的代表。霍元甲是中国武术的代表性人物，尤其他捍卫国家尊严，不畏外族强权的民族气节更

是为世人称颂。希望通过影片引导学生理解武术的真谛，感受霍元甲的爱国情怀。喜剧片主要

播放《中国合伙人》，大学毕业生的创业励志电影，语言幽默。让学生在笑声中对自己的未来

进行思索。喜剧片选择播放爱情喜剧《非诚勿扰》。影片具有喜剧丰富性、空间多样性再加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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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爱情的特色，在戏剧的深度与广度层面进行了新的拓展，片中融入了对人生的思考和总结。

（丁亚平，2011：23） 
 
根据前辈教师的经验分享，学生对《风声》、《听风者》这类悬疑片接受程度较低。

一方面是由于学生对《风声》所展现的国共战争，抗日战争的历史缺乏了解，另一方面受限于

汉语能力，影片中的一些专用术语，涉及到较多文化背景的词句，学生在理解上存在困难。造

成影片观赏过程中，由于难以理解而感觉无聊。同时也由于课堂时间的限制，悬疑片《风声》

和《听风者》有兴趣的学生可以课下自己观看，如有疑问可以寻求教师帮助。这样做得目的是

尽量可能在有限的课堂时间，照顾到大部分学生的需求，力求学习效果最大化；同时也可以兼

顾对悬疑片有兴趣的同学，保护他们的兴趣，帮助他们收获更多。 
 
授课过程中播放电影与教师讲解相结合。具体授课过程是：教师首先对影片的年代背

景、主要人物、大概故事情节进行简要介绍；学生观影，观影过程中教师注意学生的反应，对

有难度或可能造成理解困难的部分进行记录，观影完成后针对生词及语句难点进行讲解；布置

与影片有关的思考题要求学生思考；为学生提供影片资料，以便学生课后重复观看；组织学生

课堂讨论，或以课下小组讨论，提交报告。 
 
课程考核主要侧重两方面：一方面是通过对电影情节、人物、对话等细节内容设计填

空题及判断题，考查学生对电影的理解能力，以及对新词、新句子的掌握程度。另一方面以问

答题形式鼓励学生表达自己的观点及观影感受，考查学生的总结概括能力及表达能力。 
 
通过电影课的学习，学生们观看影片写感想，锻炼了独立思考能力及汉语书面表达能

力。通过课堂提问，让学生就影片中的人物、情节进行讨论，提高汉语口语表达能力。在讨论

交流中加深对影片的理解，进一步加强对汉语以及中国电影的兴趣。提供电影清单，方便学生

课下观看更多的影片，把观看中国电影发展成为学习汉语的一种方式，同时也培养了爱好。第

七学期开办电影课选修班，还可以为学生撰写毕业论文提供素材。有些学生会从电影课上得到

灵感，选择与电影有关的题目作为毕业论文选题。自电影课开办以来，已有多名中文系学生以

电影为研究对象撰写毕业论文。 
 
在以后的教学中，希望对大纲进行进一步完善，影片选择上把经典影片与最新热片结

合，既保证了教学内容的质量，同时也贴近学生生活，反映中国电影的现状。还要注意与其他

课程相结合，文学课学习了《骆驼祥子》《雷雨》，可以在电影课上播放《骆驼祥子》、话剧

《雷雨》、电影《满城尽带黄金甲》。阅读文学作品与观看影片相结合，提高学生的理解能

力，对两门课的学习都会有所助益。 
 
 

结语 
 
 

电影课不但对学生汉语能力的提高有一定的助益；同时可以帮助学生了解中国社会、

人文历史；提升学生的电影审美能力；锻炼学生的思考及汉语表达能力。在大纲设计上仍需不

断完善，根据具体情况，及时调整。影片选择上把历久弥新的经典影片与反映中国电影现状的

最新影片结合。建议电影课与其他课程，尤其是文学课相结合，帮助学生提高学习效率，举一

反三，将所学知识联系起来，学以致用。在教学中，应讲练结合，鼓励学生读原著，勤思考，

敢于表达自己的想法。多方面锻炼学生，帮助学生更好地掌握汉语，提高其艺术修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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