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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汉语学习者写作策略分析及

教学思考 

——以哈佛大学中文四年级学生为例 
 

高畔畔 
2016年10月29日 

NECLTA 学术年会 

研究缘起 

•  侧重听说的教学法。 

•  写作教学的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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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意义、方法 

背景： 

•  重要性——听说读写。 

•  特殊性——非即时性。 

•  必要性——起步阶段。 

方法： 

•  问卷——写作策略。 

•  作文——写作水平。 

•  分析——教学建议。 

研究资料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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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的研究问题 

1.学生写作的长项、短板是什么，学

生写作策略的偏重及影响； 

2.学历、华裔非华裔这些因素是否会

影响学生的写作策略； 

3.如何有针对性地弥补学生写作策略

上的不足，提高作文成绩，提高综合

写作水平。  

作文评价标准 

项目 思想内容 高级自然 语言准确 结构逻辑 

分值 20 20 40 20 

 
 

具体要求 

内容切题，

中心明确。  

语言连贯，

表述清楚，

用词准确。  

句式丰富，

符合书面语

要求，能恰

当地运用修

辞手法，标

点符号运用

准确。 

 

结构完整合

理，论证严

密，逻辑层

次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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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表内容—写作前策略 

量表内容—写作中策略 

写作中策略（6-13）： 

6 写作的时候我会注意提醒自己文章和段落的写作重点 

 7 写作的时候我会按照提纲进行材料和段落的安排 

8 写作的时候我会提醒自己使用不同的句式、更高级的词汇和语法 

9 写作的时候我会提醒自己使用修辞手法、注意抒发感情 

10 写作的时候我会注意语体，倾向于正式语体，尽量避免使用口语  

11 写作的时候我会使用翻译法，用母语思考，再翻译成汉语  

12 写作的时候我会模仿见过的或者听过的、标准的、高级的母语者    

      的文章  

13 写作的时候遇到语言困难，我会换成更简单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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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表内容—写作后策略 

写作后策略（14-20）： 

14 写完以后我会检查文章的字数是否符合要求  

15 写完以后我会检查文章结构是否完整、过渡是否自然  

16 写完以后我会检查文章的逻辑是否严密、论据是否有说服力  

17 写完以后我会检查文章是否能吸引读者  

18 写完以后我会检查文章中是否具有文学性  

19 收到老师的反馈以后，我会认真阅读  

20 我会根据老师的建议，把文章重写一次  
 

主要的研究问题 

1.学生写作的长项、短板是什么，学

生写作策略的偏重及影响； 

2.学历、华裔非华裔这些因素是否会

影响学生的写作策略； 

3.如何有针对性地弥补学生写作策略

上的不足，提高作文成绩，提高综合

写作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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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文成绩描述统计 

作文成绩分析 

1. 40%的学生<平均成绩;40%的学生≈平均成绩。不到20%的学生>平均成绩。 

2.学生在语言准确性方面平均表现最好，在自然高级方面平均表现最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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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策略描述统计 

写作策略分析 

1. 学生在提升语言难度、重视文章结构方面表现较好。 

2. 学生在语料积累、模仿、重视文学性方面表现较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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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写作阶段的差异描述 

三类策略的使用情况均为一般偏好，其中写作后>写作中>写作前。 

相关性分析 

1.学历高低、华裔非华裔对学生的写作策略没有显著影响。 

2.各方面对作文成绩的贡献： 

自然高级0.825>语言准确性0.798>结构逻辑0.715>思想内容0.910  

3.总体上讲，作文成绩较高的学习者使用写作前、写作后

计划更多；更重视修辞的使用；更少使用翻译，包括心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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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示：学生写作策略 

1.写作的宏观调控：加强写作前的“计划”，写作中

的“自然高级”。 

2.微观调整：将重点从字数、准确性适当转向母语者

语料的积累、参考，以及修辞手法的使用。 

3.写作新尝试：文学性表达。 

启示：写作教学方法 

1.在课堂活动、写作练习中适当增加修辞使用、文

学性表达的训练。 

2.给学生提供正式语体的语言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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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尝试 

四年级上：辩论比赛标准用语 

大家好，今天的辩题是……，我方主要观点是，…… 

我方辩友已经强调了…… 

我对您的说法不敢苟同，…… 

按照对方辩友的逻辑，…… 



3/12/17	  

11	  

四年级上：电视节目的开场和结尾 

大家好，欢迎收看《…》节目，今天我们有幸邀请到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次再见！ 

四年级下：吸引人的导游词 

•  Ｓ地处……，风景优美，气候宜人。 

•  S被誉为“……”／堪称NP／可谓是……的天堂。 

•  来到这里，你可以感受到……／体验到…… 

•  心动不如行动，赶快……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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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级：学术研究报告写作 

•  研究计划的写作格式及注意事项 

•  1.开题报告的常用格式 

•  2.文章题目的常见结构 

•  3.研究报告的多种逻辑 

开题报告常用格式 

1.论文题目 

2.选题缘由（研究课题+研究意义+研究现状） 

3. 研究方案（研究目标、文献综述、研究方法，重点难点） 

4. 课题研究框架 

5.参考文献 

6.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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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题目——说明主要内容 

•  ……问题研究 

•  论……的新现象/新趋势/现实意义/应用价值 

•  试论……的新现象/新趋势/现实意义/应用价值 

•  ……的方法初探（=初步探索） exploration 

论文题目：说明内容和研究对象、范围 

•  从……看…… 

•  浅析……的特征/成因/应用/意义 

•  浅谈……——基于……的分析 

•  ……的原因/现状分析——以……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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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题目：多项研究内容、多个研究主体 

•  A与B的比较/对比研究/的异同 

•  A与B的关系 

•  ……的难题与对策 

•  ……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解决方案 

•  ……的机遇与挑战 

论文写作注意事项——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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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点符号的使用 

•  逗号 

•  句号 

•  问号 

•  引号 

•  冒号 

•  分号 

•  书名号 

•  叹号 

ì  ， 

ì  。 

ì  ？ 

ì  “” 

ì  ： 

ì  ； 

ì  《》 

ì  ！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NUESCO）的

目标有五个：一是努力消除贫困；

二是尽量解决不平等的问题；三是

积极应对气候变暖的问题；还有一

个重要的目标是“素质教育” 。

有人在文章《教育目标》中写

道：“要想实行‘素质教育’，就

必须给老师更好的报酬。” 

介绍、切入 

•  N引起了国内外研究学生的注意/讨论 

•  N在place掀起了讨论的热潮/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  N进入了sb.的研究视野 

•  本文的主要内容是…… 

•  本文关注的焦点是…… 

•  本文探讨的主要问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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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  S 主要有A、B、C 几种/几类。 

•  根据N，S可以分为A、B、C 几种/几类 

•  S 可按照N划分为A、B、C 几种/几类。 

解释、确定讨论范围 

•  N主要指的是…… 

•  N涉及了……等方面。 

•  本文将会以……为例，针对……问题展开研究。 

•  本文将会以……为例，就……问题进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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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批评、质疑 

有些人大讲……   但是这只是一家之言，…… 

这些关于……的观点，仅限于……，也不够全面/严谨/科

学/客观 

S 只适用于……，并不适用于…… 

S 与 科学精神/民主精神/社会伦理是相悖的。 

所谓的“……”，完全是无稽之谈。 

支持、同意 

•  这强调了/指出了……的重要性/严重性/合理之处。 

•  这准确地概括了/说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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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例、证明 

•  ……，以……为例，……。从这个例子中，我们可以看
出…… 

•  ……。且举……为例，……。这说明…… 

总结 

•  总之/一言以蔽之，…… 

•  从以上内容可以看出，…… 

•  综上所述，…… 

•  归根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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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的不足 

•  1.样本数量不足 

•  2.高低年级对比分析不足 

•  3.需要进一步的个案分析、跟踪调查 

谢谢大家！ 

敬请各位老师批评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