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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州方言区师范生普通话技能教学新探

许易峰
(黄山学院初等教育学院。安徽歙县245200)

摘 要：根据美国教育心理学家R．M．加涅的学习结果分类理论．普通话学习为一种动作技能的学习，即

运用发音器官，主要是口腔的肌肉运动来发出正确标准的普通话语音的能力训练，是精细的t：／腔肌肉操作的

动作；根据西方现代认知心理学派的学习理论，普通话这种动作技能的学习可分解为四个阶段：认知阶段、分

解阶段、联系定位阶段与自动化阶段；在上述理论的指导下，结合微州方言的特点，为徽州方言区的学生学习

普通话设计了一个较为完整的具有可操作性的训练序列。

关键词：普通话；动作技能；学习序列；自我监控

中图分类号：G64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47X(2010)04—0098-05

一、引 言

根据R．M．加涅学习结果分类理论和西方现代

认知心理学派的理论就如何有效地指导徽州方言

区师范生普通话的学习做一探讨。目的是为徽州方

言区的普通话教学提供一个操作性较强的模型．从

而提高普通话教学的效率。同时也可为其他方言区

的普通话教学设计提供一定的参考。

二、现代教学理论对

普通话教学的启示与指导意义

(一)学习结果分类理论的引入

美国著名的教育心理学家R．M．加涅从人类习

得的性能中区分了五种学习的结果，即把人类所有

的学习(包括社会的与学校的)根据习得的结果分

为五类：言语信息、智慧技能、认知策略、动作技能

和态度。

言语信息又称为。陈述性知识”，它是指学习者

通过学习后。能记住诸如事物的名称、地点、时间、

定义、对事物的描述等具体的事实．并能在需要的

时侯将这些事实表述出来。智慧技能是指学习者运

用符号或概念与环境发生相互作用的能力。学习一

种智慧技能意味着学习如何做一种智力性的事情。

认知策略是一种特殊的智慧技能。加涅的定义是：

学习者用来选择和调整自己的注意、学习、记忆和

思维方式等内部过程的技能。态度是个体对于事情

的看法和采取的行动，加涅的定义是：一种习得的、

影响个体对某事物、入或事件的行为选择的内部状

态。动作技能是一种习得能力，其行为结果表现为

身体动作的敏捷、准确、有利和连贯等方面．动作技

能的学习往往与认知学习交织在一起，动作技能中

包含着认知成分，故又称为心因动作技能，“心因”

的含义强调它受内部心理过程的控制。

这样，根据加涅的观点，可以把人类的每一次

学习归结为某种或某几种结果类型的学习．不同结

果的学习有各自的特点．不同结果的学习不仅在行

为表现上不同，而且支持这种学习的条件也不同。

促进学习的教学方法、手段及设计也不同。学习结

果分类清晰了，就可以更好地选择、设计学习与教

学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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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学习结果分类理论对普通话学习的启示

加涅曾说语言的发音是一种动作技能的习得。

他说“许多重要的入类活动需要肌肉运动的协调。

⋯⋯例如投掷、使用餐具、系鞋带、语言的发音等。

⋯⋯正在学习一门新语言的学生，可能需要获得涉

及外来语言发音的口型和舌头运动的新技能。”flJ56

我国教育心理学家皮连生教授多年来一直研究加

涅的理论并与教学实践相结合，他也提出类似的看

法。他说“动作技能必须表现在迅速、精确、流畅和

娴熟的身体运动中。身体的部分可能双手、双脚或

躯体的其他部位”。聊“同样学生用外语讲话，话讲
得是否合乎外语的句法规范。所要求的是认知能

力，读音是否准确，则涉及口腔和舌头运动的肌肉

协调能力。”觏“读、写、算主要是智慧学习任务，但
读中的发音与朗读技能主要是动作技能”。聊

根据上述理论与观点．普通话学习应当是以动

作技能为主的学习，即是一种运用发音器官。主要

是口腔和舌头的肌肉协调运动来发出正确标准的

普通话语音的能力训练，是一种“精细”的口腔与舌

头肌肉操作的动作习得。普通话的教学与训练应当

以一种动作技能的习得为出发点和目标。教学的方

式与训练的手段均应首先符合动作技能的特征与

规律。当然动作技能中也包含着认知成分，普通话

的学习当然也离不开认知成分的参与。将普通话学

习定性为动作技能类型的学习，这样就可以揭开普

通话对方言区学生来说神秘难学的面纱，学普通话

就跟学写字、学打篮球一样属于同一结果类型的学

习，只不过不是用手，而是用嘴罢了。定性明确了，

就可以找到适合普通话学习的理论指导与最佳途

径。

(三)西方动作技能的研究成果对普通话教学

的指导

加涅认为，动作技能通常可分解为构成整个操

作的“部分技能”。这些部分技能，从某种意义上讲。

是同时出现或以短暂的先后顺序出现的。部分技能

的综合以及这些部分技能自身都必须予以学习。动

作技能的研究者已经认识到，学会将已习得的部分

技能综合起来．对整体动作学习有非常重要的意

义，但是部分技能必须首先学会。

普通话能力是一项复杂的综合技能的学习。可

以把它分解为如下一些单个动作或部分技能：普通

话21个声母的正确发音，39个韵母的正确发音，4

种声调的声带控制技巧，400多个基本音节的读法，

1200个左右带不同声调的音节的掌握，普通话常见

的4种音变现象的习得。表达时正确恰当的停顿连

接、语速变化、句调语调等的运用。

同其他的复杂运动技能一样。其获得过程一般

要经历四个主要阶段：普通话学习的认知阶段、分

解阶段、联系定位阶段和自动化阶段，且在不同的

阶段。学习者的学习重点及表现出的特征也不同。

三、普通话技能学习与训练的序列

普通话技能是～种较复杂的能力，它的学习与

训练需要科学、合理的目标分解与顺序安排，在不

同的阶段要有不同的方法与要求．使各环节的学习

与训练互为依托，形成一套最佳的组合序列。下面

以普通话学习的四个阶段编拟出一个学习与训练

的顺序组合。

(一)普通话认知阶段

包括理解普通话的规范标准。系统深入地学习

普通话语音基础知识．了解本方言与普通话语音系

统上的区别与差异，评估自己普通话的现有水平，

寻找错误与缺陷所在．确定普通话的起点水平及学

习任务。

(二)普通话的分解学习阶段

可以分为几个层次来进行。第一层次是基础发

音能力学习，首先是21个声母的发音学习，难点音

zh、ch、sh、r的正确发音部位的体会，鼻音n与边音l

正确发音方法的领悟，纠正j、q、x的尖音现象；其次

是39个韵母的发音学习。难点音8个后鼻韵母的

正确发音：再次是准确掌握普通话四种声调的实际

读法；同时要让学生的练习与教师的反馈相结合，

巩固学生声、韵、调的准确发音技能。第二层次便是

记音学习。即3500个常用汉字的辨音、记音与发音

练习，特别是方言中易混淆的平翘舌音、鼻音边音

声母、前后鼻韵母的字。第三层次是音变学习。认知

四种普通话的音变现象——轻声、变调、儿化、语气

词“啊”的变化，并分别加以练习形成技能。第四层

次是表达技巧学习，认知与学习普通话表达技巧方

面的知识与能力，分别加以练习并形成技能。

(三)普通话的联系定位阶段

这一阶段是普通话学习中的一个承上启下的

过程。是普通话学习的关键期，因为前面有关普通

话的各种认识、各种单项技能都要在这一阶段的学

习与练习中逐步巩固与稳定，不断精确与熟练。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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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使发音动作技能熟练化、程序化、自动化，并渐渐

无意识化的练习阶段。

在这一阶段的练习中，关键是要采用自我监控

的策略。在现代学习理论中，自我监控是用来监控

和控制学习和记忆过程的内部“元认知”技能。它是

一种“控制过程”。是学生赖以选择和调整他们的注

意、学习、记忆和思维的内部过程。在普通话学习

中。自我监控的策略其实主要是学会合理地分配自

己的注意和思维，时时刻刻留出一部分注意和思维

进行辨判与发音调控，使有意识注意的新发音动作

克服无意识注意的旧有错误发音习惯。随着练习的

深入，新的发音动作越来越熟练，越来越稳定，有意

识注意的成分越来越少。最终。新的正确发音动作

能完全掩盖旧有的发音习惯，新的发音习惯代替旧

的发音习惯。说普通话成了一种无意识的动作习

惯，就能进而达到熟练阶段。

自我监控的步骤之一是在练习中加强认知成

分的参与，即看到或想到任一音节，要能准确迅速

地回忆、辨认与判定其发音，特别是对难点音更要

加强辨判。只有认得准，才会说得准。步骤之二是学

会对自己的发音过程进行自我监控。即练习中时时

注意自己的发音动作准确性如何。注意自己的发音

是否受原有习惯的影响而发生失误。一有错误，立

即纠正。

普通话联系定位阶段的练习需要较多的、较艰

苦的主观意识上的努力．由易到难可以分为若干个

练习步骤。

I．单音节的发音

这种训练可以循序渐进地分为几个阶段：起

先，需要较多的辨记成分的参与，IPll睛每看到一

个字。同时脑海里立即浮现出这个字的声母、韵母

与声调符号。如遇到难点音——平翘舌音、前后鼻

音、复韵母等。立即加以辨认与判定。首先要有这样

一个清醒的认知的过程。然后再开始发音。与此相

伴随需要对发音过程进行自我监控。即发音时，耍

时时注意自己的发音动作是否准确到位。此时必须

是一种自主意识十分清醒的发音，否则易受以前旧

的发音习惯的控制，使训练失去意义。这种有辨判

与发音自我监控的训练需要较长时间。必须克服旧

的发音动作与习惯可能造成的影响。然后可以减去

对发音过程的自我监控．即看到一个字，辨判清楚

了，就可以随口发出正确完善的读音。最后，再练习

到一定程度．又可以渐渐省去辨判认知的参与，即

看到一个字，就能够不假思索地脱口发出正确规范

的读音，成为一种自动化的动作与技能。

2．双音节词语的发音

这种训练与单音节字类似．也可以分为循序渐

进的几个步骤。首先，加强辨判，看到每一个词语，

要浮现出每一个汉字的声韵调。遇到难点音，更要

辨判清楚，还要加上对轻声词语的判定；紧接着．发

音时，要加强自我监控。特别是一个词语内两个字

都是难点音时。更要注意发音的准确到位，或者一

词内牵涉音变现象时，还要加上对音变音的发音监

控。这种练习也需要较长时间，达到很熟练的程度

时．再逐渐减去对发音进行自我监控成分的参与，

即看到一个词语。辨别判断准了，就能立即发出正

确的读音。再加以练习之后。就可以慢慢省去辨别

判断的参与．不必再去思考，就能无意识地发出准

确的读音，成为不必再受高级神经中枢控制的发音

习惯。

3．利用短文朗诵练习综合发音能力

综合发音能力可分三步来训练。

(1)看着短文，只注意字音本身的正确性，但要

保证读得自然连贯。

作为短文朗读。每一次眼睛视觉会有较多的汉

字连续进入。但因为有单双音节训练作为基础，所

以辨判的任务不重。主要是要练习加快辨判反应的

速度，同时加强连续发音时的自我监控意识j一旦

有错，要立即停下并改口纠正。另外尽量读得自然

连贯，要将准确与自然连贯有机地结合起来，两者

不能偏废。

(2)读短文时，除了读准字音外，还要注意四种

音变现象。

四种音变现象对徽州方言区的同学来说是一

种全新的语音技能。如果作为单独的技能来使用。

难度还不算太大。但是作为在朗读时融于其中的一

项技能，难度就大得多。因此有必要把它们单列出

来作为一种技能加以训练，即在朗读时，对一般的

字音不再有困难时，提出对四种音变现象的辨判与

发音，逐步练习，使之与短文的朗读融为一体，不会

出现因遇到音变而有停顿的滞涩现象d

(3)在上述基础上，增加对短文内容的理解与

把握。选用恰当的停顿与连接、语句的轻重音、语速

与节奏、句调与语调、语气、语感等。

朗读短文，读出的是字、词、句，但是在字词句

中还要传达出所蕴涵的思想内容与情感。这些内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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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思想、内容与情感必须通过语音上的停连、轻重

音、语速节奏、句调语调、语气语感等要素传达出

来。因此朗读时，除了要练习准确的发音外，还要练

习理解文章内容、把握思想与情感，并选用准确而

恰当的表达技巧将之体现出来，这种技巧与能力也

需要多加练习才能慢慢形成。

4．由有书面材料依据的读的训练逐渐过渡为无

文字依据的说的训练

学习普通话时．有文字依据的读总比无文字依

据的说要简单得多。通过书面方式仅仅是一种手段

与途径。最终目的还是形成自由地开口说标准普通

话的能力。看着文字读只是个拐杖，这拐杖最终得

扔掉。到一定阶段．，必须开始这种扔拐杖的训练。难

度相对较大。由易而难可分为几步循序渐进。

(1)采用背诵的方式

即背诵非常熟悉的诗词、文章等。以前的诗文

背诵。注重与原文保持文字上的一致以及背诵的连

贯流畅．而现在重点落在发音的准确性上。因为内

容很熟，训练时的大部分注意力能分配在语音上，

同时充分调动自我监控的参与。时时刻刻注意每个

音节发音的准确性。一有错误立即改口更正。训练

时要加强对诗文的理解、对思想情感的体悟，并把

这种体悟用恰当的语音形式表达出来，使这种训练

最终成为一种既注重发音准确。又讲求情感表达的

背诵式的朗读。

(2)采用有准备的脱稿演讲的方式

尽管有着文字依据，且事先也记得很熟，但由

于是在大众面前说话，不免有些紧张，增加了难度。

此时主要是训练注意力的分配及自我监控的合理

使用，即首先要保证表达内容的正确连贯．其次要

保持恰当的演讲的语气语调，第三要注意发音的准

确，这三方面的要求缺一不可。这种训练既需要多

次模拟训练，也需要一些正式的、面对公众的真实

的演讲练习。

(3)采用复述的方式

利用学过的课文或熟悉的故事．在略作准备

后，进行复述。这时，注意力和思维，必须合理地分为

三部分：第一部分用于内容的组织与表达上．保证

说得连贯流畅；第二部分用于表达方式上——保持

用自然的口语化的复述方式；第三部分用于监控发

音的准确性上。由于复述需重新组织话语．要占用

相当多的注意力和思维，留于自我监控发音的注意

力分配额度减少，训练难度加大了。

(4)采用即兴命题说话的方式

练习前临时确定一个话题．略作几分钟的思

考，就开始做口头说话。因说话内容需临时思索，大

部分注意力要分配给说话内容的组织、顺序的安

排、词句的选择、表达的连贯流畅，还要注意说话时

语气语调的自然得体，留给监控发音准确性的注意

力已经不多了。但还是需要这种不多的注意力来进

行自我监控能力的训练，经过练习，逐步减少有意

识的自我监控。最终使准确发音成为一种无意识的

动作习惯，使新的正确的发音习惯最终代替旧的习

惯。

(5)将学习与训练生活化

徽州方言区的学生学习普通话的外部环境是

不够好的，因为人们一般都用方言进行交际，即使

有人说普通话，发音也大多不够标准。如果只在课

堂上操练，而平时依旧说方言，效果难令人满意。因

而需要将普通话的学习与训练生活化。这种训练有

难处也有易处。易处在于平常的交往多是因情而

发，因意而达，表达内容来得自然，不必另加思索，

而且没有在众人面前上台表述那种压力与紧张：难

处在于因为没有那种课堂中要说标准普通话的压

力与情境，也就放弃了注意力的分配，放弃了对发

音准确与否的自我监控，思想很放松，想到什么就

说什么。又完全受到了以前不准确发音习惯的无意

识控制。现在的训练便是把注意力分一部分用于对

发音准确与否的自我监控，每说一个字，同时要想

想发音是否标准，要时时刻刻想着发音这回事，毫

不放松，严防旧的发音习惯主宰了自己的口腔动

作。当然这种训练一开始会感到很别扭。很不习惯，

但是坚持训练。效果定会不错。

总之，在联系定位阶段的训练，一是要加强认

知的作用，二要学会注意力的分配，三要掌握自我

监控的策略。

(四)普通话的熟练阶段

它的练习可以由有书面文字的读向无文字依

据的说渐进。

起先，利用单双音节的发音，进行吐字归音的

技巧训练，以取得字音清晰、声音饱满、弹发有力的

效果。使每一个音节的发音均能字正腔圆。清晰响

亮。
’

然后，利用文章进行朗读练习，可分解为两步
进行训练：一方面，只注重语音的准确及一般性的

自然连贯，可选择不熟悉的短文或报纸杂志，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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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准备。开口就读，尽量注意字音的准确与吐字

归音的运用，练习合理地分配自己的注意力，既注

意发音又注意读得流畅；另一方面，可以多听听优

秀的示范朗读，仔细揣摩优秀的朗读者每一个字词

的发音，词句之间透露出的语气语感的变化，尝试

模仿，领悟内化为自己的朗读能力，以提高自己声

音的表情达意力与表现力。然后尝试将两方面结合

起来训练，拿起一篇不熟悉的短文，略作准备之后，

就尝试朗读，既注意发音的准确，语句的自然流畅，

又要把握文章的思想与情感。并运用恰当的语音技

巧将其表达出来。

学习普通话，最好能在日常交际中学习，并加

以运用。但徽州方言区的学生在日常生活中很少有

机会接触规范的普通话，为了弥补这一不足，可以

指导学生平时在观赏电影、电视节目时多注意其中

人物间的对白或主持人的话语(尽管这当中带了很

多表演性的成分，但基本保留了生活话语的特征)。

除了注意语音准确之外，更多地注意把味这种生活

化的口语化特色、说话的语气、语调、语感，在欣赏

中提高自己对口语表达的感知能力。进而提高自己

说普通话时形神兼备的表现能力。

四、结语

因为西方动作技能学习的研究者侧重的是人

体四肢或躯干的动作学习研究，对利用口腔的肌肉

和神经来学习语言的语音这类动作学习涉及不多。

可供借鉴的成果不多；加之研究水平与条件有限。

在不少方面还不够细致深入，如普通话学习中的内

部心理机制与发音动作技能形成的联系还难以解

说清楚。但愿研究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吸引更

多的入来进行这方面的研究，大家共同努力，把普

通话教学搞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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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Exploration of Putonghua Skills Teaching for Student Teachers

in Huizhou Dialect District

Xu Yifeng

(School of Elementary Education,Huangshan University，Shexian 245200，China)

Abstract：According to the category theory of learning effect proposed by R．M．(；agne．an American e．

ducational psychologist,the nature of Putonghua learning is defined嬲a kind of motor skil learning．that

is to say，an ability training of producing correct standard Putonghua through our organs of speech，mainly

the motion of our oral cavity muscles．It's a kind of”meticulous”action operated with oral cavity musc]船．

According to the learning theory of modem western cognitive psychological school，the motor skiU learning

of Putonghua can fall into four stages"epistemic stage，resolving stage，associating and orientating stage，

and automating stage．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theories above and based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Huizhou dialect,a quite integrated training sequence which is easy to operate is designed for students in

Huizhou dialect district．

Key words：Putonghua；motor skill；learning sequences；self-monitoring and self-control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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