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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worthy Features of Chinese Teaching in Singapore Primary Schools: A Study 

Based on Classroom Observation  

 

Abstract: The teaching of Chinese in Singapore has always been a topic of great interest 

in the field of Chinese education.  However, there is relatively less study describing and 

analyzing the authentic situation of current Chinese teaching in the country.  On the basis 

of the data collected from classroom observation, this paper reveals five noteworthy 

features of Chinese teaching in Singapore Primary Schools: 1) the coexistence of 

traditional teaching methods and the latest pedagogies in Chinese classrooms; 2) the 

emphasis on the teaching of linguistic knowledge instead of the training of language 

skills; 3) the drills and practices intended to prepare students for test; 4) the incorporation 

of culture content into the explanation of words and sentences; and 5) the classroom 

management distinguished from that of other subjects.  This paper also claims that these 

features arise from the insistence on teaching Chinese as the first language of all Chinese 

Singaporeans and the uncertainty of Chinese teaching re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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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课堂观察结果看新加坡小学汉语教学的主要特征 

杨延宁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摘要：任何关于教学问题的讨论都应基于对真实教学情况的分析。新加坡的汉语

教学正面临着许多问题，了解现阶段当地汉语教学的真实情况不失为解决问题的良

好开端。本文通过课堂观察的方法，收集大量第一手的数据，并据此总结出现阶段

新加坡小学汉语教学的五个主要特征。其中包括：1）传统教学方法和最新教学理

念并存；2）重语言知识轻语言技能；3）教学内容受考试影响严重；4）文化知识

于教学内容相结合；5）教学组织形式不同于其他科目。本文也提出教学性质界定

不清和未来改革方向不明是形成这些特征的两个最根本的原因。 

 

关键字：汉语教学、新加坡、课堂观察、主要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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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课堂观察结果看新加坡小学汉语教学的主要特征 

 

1、前言 

 

        新加坡以其独特的双语教育政策闻名于世。该国主流中小学的各族群学生都必

须学习本族群的母语。具体到当地的华人学生，他们必须修读至少十年的汉语课

程，并达到一定的水准。如果汉语水平达不到要求，他们的升学之路就会受到影

响。从 2009 年 11 月开始，汉语教学成为当地社会舆论的焦点，事件源于李光耀在

新加坡华语教学研究中心揭幕仪式上的一番讲话。他认为新加坡的汉语教学出现了

严重的问题，没有照顾到学习者的实际情况（联合早报， 2009）。一石激起千层

浪，检讨汉语教学之声一时不绝于耳。2010 年 4 月，该国教育部长提出，要减少

汉语成绩在小学会考总分中的比重，进一步降低汉语课程难度。当地华人社群反应

异常激烈。其后不久，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和教育部长一起出席记者招待会，专门对

有关情况进行澄清（联合早报，2010）。 

        与喧闹的社会舆论相比，新加坡的汉语教学界似乎安静得多。事实上，很多有

识之士早就看到了新加坡汉语教学的问题。有关研究人员更是非常清楚，华人社群

的关注与热情无助于对汉语教学问题的冷静思考。任何对现有教学体系和方法的调

整都必须建立在认真分析汉语教学现状和问题的基础之上。本文的写作目的正是源

自于此。作者深入到新加坡的小学，大量观察汉语教学实际情况，以整理出的资料

和数据为基础，指出当前新加坡小学汉语教学的五大特征及其出现的根本原因。本

研究旨在为新加坡小学汉学教学的实际情况描绘一幅清晰的图谱，为有关改革提供

思路。 

 

2、研究方法和数据收集 

 

        本文的基本研究方法是以大型量表为基础的课堂观察和对观察所得数据的统计

分析。课堂观察的方法始于上个世纪 70 年代，其后不断发展完善，至今已经相当

成熟。该方法能够反映教学的实际情况，在目前各类教学研究中应用得非常广泛

（Flanders，1970；Allwright，1988； Spada and Lightbown，1999）。多数课堂观

察都会事先编制量表，做为实际观察工作的依托，也为之后的量化分析提供方便。

随着技术手段的进步，越来越多的研究人员对观察到的课堂教学活动进行录音、录

像，以便进行更细致的回顾和分析。 

        为了解新加坡小学汉语教学的真实情况，本文作者在新加坡的五大学区内各选

两所小学，每所小学任意选取两节汉语课进行课堂观察。由于一位教师授课计划的

调整，实际观察到的汉语课为 19 节。当地小学汉语课设定时长为 1 小时，受各类

因素影响，实际上课时间从 50 分钟到 70 分钟不等。本研究所观察的每节课都通过

固定在教室后方的摄像机进行了全程记录。教室的四边分别摆放了录音设备，教师

和部分学生还佩戴了小型的数码录音器材。这些设备配置可以有效地记录教师和学

生在各类课堂活动中的对话和个体表达。 在进行课堂观察之前和之后，本文作者

对部分愿意进一步参与本项目的教师分别进行了访谈，了解他们的教学思路和教学

方法。所有的这些研究设计都是为了尽量全面地记录和了解新加坡小学阶段汉语教

学的真实情况，为之后的分析和讨论奠定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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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进行大量的课堂观察之后， 如何有效地整理和分析所得资料和数据就显得

尤为重要。作者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方面利用事先编制的课堂观察量表进行数据的

量化分析。该量表首先将一节汉语课切分为多个课堂活动，切分的依据是实际教学

活动的目的。具体而言，量表中共设定 18 类具有不同目的的教学活动， 如表 1 所

示： 

1 课堂管理 10 听力训练 

2 课堂任务指令 11 口头表达 

3 语言知识讲解 12 汉字识写 

4 课堂练习 13 写作练习 

5 练习答案订正 14 小游戏 

6 课堂问答 15 角色扮演 

7 课堂讨论 16 学生自学 

8 朗读 17 课堂测试 

9 默读 18 其他类型 

表 1 观察量表中的课堂活动类型 

 

        对每一个课堂活动，量表从组织形式、知识类型、教学环境、教学方法、学生

参与度和学习成效几个大的方面进行定性和量化描述。以定性描述为例，课堂活动

的组织形式包括教师主导活动、学生主导活动、个人活动、双人活动、小组活动、

大组活动、自由活动七个类别， 分别用阿拉伯数字 1 到 7 代表。经过对所有课堂

活动组织形式的标注，可以很容易地确定各类组织形式在汉语课上使用的多寡。量

化描述又有所不同，比如学生参与度一项被划分为四个等级，分别代表参与活动的

学生人数比例为 0% - 25%，25% - 50%，50% - 75%  和 75% - 100% 。总计下来，

有关数据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学生在课堂上参与教学活动是否积极。 

        众所周知，语言教学的实际情况往往比较复杂，很多时候不容易进行绝对的定

性和量化描述。作者在进行有关分析时，遵循三大原则：一、凡定性描述必须依据

事先制定的明确的定义；二、量化描述要多次反复分析课堂录音、录像资料加以确

定；三、如果定性和量化描述时出现模糊地带，决不强求，仅对有关情况给出文字

说明。 

        利用量表进行的分析是纵向的，更多地反映了课堂教学的细节，宏观方面有所

欠缺。本研究数据分析的第二个方面是横向的，关注汉语教学同其他科目教学的不

同之处。在作者进行汉语课堂观察的同时，南洋理工大学国立教育学院的其他研究

人员也在进行新加坡小学阶段其他核心课程（英语、数学、马来语、泰米尔语）的

课堂观察。经有关研究人员同意，作者调用其他科目的观察结果和统计数据，和汉

语教学的有关情况进行比较分析。这种对比研究的方法可以帮助我们揭示汉语教学

不同于其他科目教学的独特之处，进一步理清新加坡小学汉语教学的现状和面临的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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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现阶段新加坡汉语教学的五大特征 

 

        经过实地观察和对有关录音、录像资料的反复分析，以及对所得统计数据的整

理，作者发现新加坡小学阶段的汉语教学呈现出许多特征，其中最明显的是以下五

个。 

 

3.1、传统教学方法和最新教学理念并存 

         新加坡的汉语教学传承有序，很多教学模式和方法，百年来一脉相承。时至

今日，当地的小学生还要在上课前向汉语老师鞠躬问好，这在其他科目的课堂上是

看不到的。 在汉语课堂上，可以观察到很多实际上源于中国私塾教育的传统教学

法。其中包括：1）学生随教师有感情朗读课文；2）读出汉字笔画并用手指隔空比

划汉字的书写顺序；3）教师按字词在课文中的出现顺序逐个解释，较少顾及字词

之间的逻辑关系和学生的先备知识；4）反复背诵课文（李国钧，王炳照， 

2000）。这些传统方法的主要特征是以教师为中心，机械重复，不注重实际教学效

果的检验。在本研究所观察的 19 节汉语课中，这些方法都或多或少的有所使用。

其中有感情朗读课文出现的频率最高，而逐字逐词解释课文占用的时间最久。具体

的统计数字如表 2所示： 

 

          教学活动 

编号 

有感情朗

读课文 

汉字笔画

书写演练 

逐字逐词

讲解课文 

课文背诵 

1  8 分钟   

2 4 分钟    

3  5 分钟 9 分钟  

4 3 分钟  12 分钟  

5 7 分钟    

6 5 分钟    

7   13 分钟  

8 4 分钟    

9    3 分钟 

10 5 分钟    

11  11 分钟   

12 6 分钟  18 分钟  

13     

14 5 分钟    

15  12 分钟   

16 6 分钟   5 分钟 

17 4 分钟    

18   8 分钟  

19   12 分钟  

总计 49 分钟 36 分钟 72 分钟 8 分钟 

表 2 各种传统教学方法的使用时间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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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方面，新加坡的教育体系在全世界居于领先地位。当地汉语教师在国立教

育学院接受培训时就已经开始接触最新的教学理念。工作期间，也常常会受教育部

委派到世界各国参观学习，了解教育研究领域的最新成果。同时，新加坡教育管理

当局深感汉语教学任重道远，一直刻意推广最新的教学方法，以求事半功倍。其结

果是，当地小学汉语教师在教学中不遗余力地使用最新教学方法。近二十年在语言

教学领域风行的直接教学法、交际教学法、差异教学法、自主学习法等等

（Cook， 2001），在 19节汉语课中都有所体现。通过访谈，作者发现多数汉语教

师应用新的教学理念和使用新的教学方法时，目的相当明确。比如多位教师都指出

上课时给学生听音乐或带领他们跳舞，所依据是 Gardner （1999）的多元智能理

论，其目的在于推动学生的整体智力发展，进而提高其语言能力。  

    新的教学理念往往依赖电脑和互联网技术来实现。与之相应，新加坡的小学汉

语教师在使用相关技术辅助教学方面热情很高。 所有 19节汉语课中都使用了电脑

和投影仪，主要用于播放课件、电子版教材和辅助性影音文件。其中四节，学生直

接操作配发的笔记本电脑完成教师布置的课堂任务，而且都使用了学校的无线局域

网。 有关任务包括使用语音分析软件 Audacity 为同组成员录音，登陆教师的博客

上传课堂习作以及完成在线课堂互动。另有一位教师全程使用互动式电子黑板进行

教学。由此可见，新加坡的小学汉语教师既有条件也有意愿使用最新的技术辅助教

学。事实上，在小学阶段所有科目中（英语、数学、汉语、马来语、泰米尔语），

汉语课堂上使用资讯科技辅助教学的时间是最长的，如表 3所示： 

 

资讯科技 

辅助教学 

英语 数学 汉语 马来语 泰米尔语 

占总教学 

时间比例 

6.4% 11.5% 12.1% 10.5% 9.3% 

所观察到 

的总次数 

17 31 35 24 14 

表 3 五大科目中资讯科技辅助教学的时间比较 

 

    不难看出，新加坡的小学汉语教学呈现传统手段和现代理念并存的状态。作者

认为这实际上反映出当地的汉语教学正处在一个过渡阶段。新加坡教育当局意识到

旧有的汉语教学体系存在许多问题，并设法对其进行调整。但是百年来形成的传统

力量依然强大，很多教学方法一时无法改变。可以预见，教育当局会在汉语教学领

域推出更新的教学方法，进行更多的教学改革。比较有趣的是，观察结果表明，学

生的学习热情和现场表现并不因新旧教学方法而产生大的差异。这或许让许多推崇

最新教学理念的人感到失望。   
 

 

3.2、重语言知识轻语言技能 

        新加坡教育部（2007）颁布的最新小学汉语教学大纲中，明确提出要加强以听

说能力为重点的语言技能训练。有鉴于此，本次研究专门对课堂上语言技能训练的

出现频率和时间进行了统计。 统计结果表明，涉及语言技能训练的课堂活动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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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占到总量的 40.9%， 其中，听 2.4% 、 说 20.4%、读 13.5%、写 3.5%。看起来

这似乎是一个令人欣慰的结果。但是统计结果也表明，语言技能训练的实际持续时

间并不长，只占课堂总时间的 25.1%。与之相对，实际教学中对语言知识的讲解虽

然在课堂活动总数量中所占比例不高（15.2%），但是使用的课堂时间却接近了总

量的一半。 以观察到的一节汉语课为例，唯一的一次词语和句式讲解就持续了近

20 分钟，占总教学时间的三分之一。从上面的统计数字中，我们还可以看出说话

和阅读技能的训练次数远多于聆听和写作技能的训练次数。通过回顾课堂录像，作

者发现说话训练多数以学生作个人报告的形式出现，而阅读则以有感情朗读的形式

居多。这一类的训练交际性并不强，对实际语言能力的提高作用有限。 

        到目前为止，新加坡小学汉语教学中的重点仍然是语言知识讲解，语言技能训

练时间较少，形式不灵活。汉语教学中的知识与技能，孰多孰少，比例如何，并不

是本文要讨论的重点。但是新加坡汉语教学的现实情况与教育当局的改革目标还是

有相当差距的。在教师访谈中，作者也发现很多汉语教师认为确实有必要加强以听

说为重点的语言技能训练。原因在于，相当多的学生甚至缺乏基本的听说能力，对

实际教学影响很大。由此看来，如何有效地提高学生的语言技能应该成为教育当局

重点考虑的问题。 

 

3.3、教学内容受考试影响严重 

        作为一个由华人主导的社会，新加坡民众普遍对考试十分重视。新加坡政府也

一向将考试成绩作为选拔人才的最重要依据。本研究发现这种对考试的关注在汉语

教学中多有体现。具体表现为汉语课上频繁出现与课程设定内容关系不大的练习。

比如，19 节汉语课中有 5 节出现了专门的看图说话训练。教师首先向学生展示一

幅有故事情节的四格漫画，然后要求学生讲述该故事并对有关情节做出评论。整个

过程和新加坡小学六年级会考中的汉语表达能力测试完全一致。3.1 节中提到新加

坡汉语教学中频繁出现有感情朗读训练，这实际也同考试形式有关。在新加坡小学

的各级汉语考试中，朗读都占有一定的分数比例，对实际教学造成了不可避免的影

响。作者还注意到汉语课堂上的写作训练也以备战考试为目的。无论是写作的题目

范围和格式要求都完全模仿考试形式。   

        以考试为导向的教学模式并不罕见。问题在于新加坡教育当局一直在推行最新

的教学理念和方法，但是汉语考试的形式却还是 30 年前的老样子。当地三次大的

汉语教学检讨和改革都没有将考试形式的调整考虑在内，不能不说是一个非常大的

缺憾（华文教学改革委员会，1991；1999；华文课程与教学检讨委员会，2004）。

对汉语教师而言，尝试新的教学方法固然重要，学生考不出好的成绩才是更大的问

题。这种想法在教师访谈中被多次提及，也是前文提及的练习形式大量出现的重要

原因。 

 

 

3.4、文化知识讲解与教学内容相结合 

        新加坡的汉语教学一直被赋予文化传承的重任，该国各时期的汉语教学大纲都

明确地将文化传承做为教学的重要目的之一。随着汉语教学改革的呼声日高，华人

社群内部逐渐出现了要缩减甚至要剥离汉语教学中文化内容的声音。由此引发的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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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也开始见诸于当地的各大媒体。这些争论往往参杂太多的感情因素，反倒忽略了

实际的教学情况。本研究的观察和分析表明，目前新加坡的小学汉语教学中已经很

少辟出专门的时间讲解文化知识，更普遍的做法是将有关内容同具体的词、句讲解

相结合。比如课本中出现当地小学生比较容易混淆的亲属称谓时，多数教师只对涉

及的词汇进行讲解，不会带入更多相关内容。讲解到“节日”一词时，教师一般都

会让学生说出自己知道的中西方节日。当有程度较好的学生提到“端午节”、“清

明节”这类词语时，教师才会给与进一步的讲解。观察到的大部分教师对文化内容

的讲解表现得相当克制。某位教师在教授“过生日”一课时，顺口提到了“孝

顺”。当她意识到学生还无法准确理解该词的含义时，就告诉学生以后还会学到，

然后迅速回到预设的教学内容。统计结果也表明，19 节汉语课中讲解文化内容的

时间不超过总教学时间的十分之一，并非想象中的那么沉重。 

        将文化知识有节制地同具体教学内容相结合，其实是当地汉语教师自发的合理

选择。教师访谈表明，教学时间有限，教学内容紧凑是促成这种选择的重要原因。

但是，多数汉语教师也谈到，同文化内容有关的课外活动占用了他们大量的备课时

间。教师被赋予许多他们本不该承担的责任。个别学校甚至出现指派对音乐一窍不

通的汉语老师去指导学生华乐团的事情。而这些课外活动往往是汉语教师无力控制

的部分。可见，许多攻击汉语教学中文化内容太多的人甚至连目标都没有找准。 

 

3.5、教学组织形式不同于其他科目 

        为了进一步揭示新加坡小学汉语教学的特征，作者调用了同期进行的其他科目

的课堂观察统计数据，进行对比分析。结果表明，汉语教学在课堂活动的组织形式

上同其他科目有较大的差异。首先，汉语教学中每个课堂活动所持续的平均时间为 

3.86 分钟，明显低于其他科目。汉语课堂活动的最长延续时间达到 29 分钟，较其

他科目的同类指标依旧要短，如表 4 所示：  

 

科目 课堂活动总数 

最短持续 

时间（分钟） 

最长持续 

时间（分钟） 

总时间 

（分钟） 

平均时间

（分钟） 标准差 

英语 265 1 37 1250 4.72 5.867 

数学 229 1 32 1148 5.01 4.955 

汉语 289 1 29 1115 3.86 3.754 

马来语 208 1 32 1087 5.23 5.477 

泰米尔语 151 1 31 791 5.24 6.597 

表 4 五大科目的课堂活动时间 

 

        如果具体到重要的课堂活动类型，汉语课与其他科目的差距就更为明显。比如

英语课上的写作活动平均长达 19.2 分钟，而汉语课的对应值则只有 8.4 分钟。事实

上，在观察到的 19 节汉语课中，教师最多只会给学生 10 分钟完成作文，经常出现

学生无法按时完成任务的情况。上述情况实际上反映出汉语课节奏过快，教师总是

忙于完成预定的教学任务。这样必然导致水平较差和反应较慢的学生跟不上课堂进

度，进而影响他们的学习兴趣。 



8 

 

        有关数据的对比还发现，所有科目的个人活动和小组活动都在其课堂活动总数

中占很高的比例。但是比较而言，汉语教师明显倾向于组织小组活动而较少让学生

进行个人活动，如表 5 所示： 

 

                     科目           

活动类型 

英语 数学 汉语 马来语 泰米尔语 

个人活动 15.6% 19.5% 9.8% 16.7% 20.3% 

小组活动 9.1% 9.1% 13.4% 11.8% 11.9% 

表 5  五大科目中个人活动和小组活动的选择倾向 

 

从表 5 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只有汉语教学中小组活动的出现频率高于个人活动。与

之相反，其他科目教学中对个人活动的依赖度都高于小组活动。这或许说明，汉语

教师更愿意学生以小组为单位完成布置的任务，方便进行课堂管理，节省教学时

间。由于这一点无法在教师访谈中得到印证，只能作为本文的一种推断。无论如

何，汉语教师比其他科目教师更喜欢组织小组活动却是不争的事实 (Yang, 2011)。 

        五个科目的对比还揭示了另外一个相当有趣的现象，汉语教师进行课堂管理的

频率比其他科目都要低一些（英语 28.3%、数学 29.7%、汉语 25.1%、马来语

28.7%、泰米尔语 27.8%）。如果汉语教学中的课堂活动较多，教师的管理活动理

应更多才对。经过对课堂录像的回顾分析，作者发现新加坡的汉语教师用一种特殊

的方式来辅助课堂管理。具体方式是师生之间的歌谣式对话。比如，当老师发现学

生们注意力开始分散时，就会问：“大眼睛？”学生按预先背会的答案回答：“看

老师”，同时注意力自然转移到老师身上。如果发现学生过于吵闹，老师就说：

“小嘴巴”，学生接：“不说话”，同时停止喧哗。这种方法在大多数的汉语课堂

上都能观察到，对话的形式也基本一致。作者尚无法确定该方法由谁推出，在其他

国家和地区的汉语教学中是否也在使用。但是该方法的管理效果很好，而且非常节

省时间。 

 

4、造成五大特征的内在原因 

        在明晰了新加坡小学汉语教学的五大特征之后，我们自然要问，是什么原因导

致了这些特征？作者认为根本原因有两个：1）当地汉语教学的性质界定不清；2）

现阶段汉语教学改革的方向不明。首先，新加坡教育当局一直将汉语设定为当地所

有华人的 “母语”，汉语教学自然被认为是第一语言教学 。事实上，最新的统计

数字表明超过一半的华人小学生在家中以英语为日常沟通语言，汉语早已不是他们

的母语(Ministry of Education, 2009)。更重要的是，新加坡的主流学校完全以英语为

教学语言，汉语只是一个必修科目。在升入大学以后，当地华人学生更是鲜有机会

学习和使用汉语。在这种情况下，仍然坚持将汉语作为当地所有华人的第一语言进

行教学，势必造成很多学生的学习困境。但是，过分地强调当地汉语教学的第二语

言教学性质也是不正确的。毕竟还有接近一半的华人学生在家里讲汉语，进入小学

前就有不错的口头表达能力。所以，不应该将新加坡的汉语教学简单地界定为第一

或第二语言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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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教学性质界定不清的状态常常使当地的汉语教师无所适从。 明明有两群

语言背景不同的学生，却偏偏只有一套教学大纲。明明是第一语言学习和第二语言

学习共存，却偏偏只进行第一语言教学。为了顺利完成教学任务，汉语教师自发地

采取了一些教学方法，使汉语教学呈现出第三节中讨论过的一些特征。以文化内容

讲解为例，同一班学生，有的对相关文化知识烂熟于胸，有的却毫无概念。所以，

我们观察到汉语教师通常将文化知识同具体字词讲解相结合，在有学生提问时才给

出更深入的解释，以此来满足两类学生的不同需求。我们还看到汉语教师开始重视

语言技能的训练，这和部分学生缺乏基本的表达能力有很大的关系。与之相应，课

堂上大量的知识性讲解则更多地针对有一定基础的学生。由此可见，处于教学第一

线的汉语教师已经开始有意或无意地应对第一语言学习和第二语言学习并存的局

面。当地教育当局也应该正视现实，尽早明确新加坡汉语教学的二元特性。 

        新加坡教育当局虽然坚持当地汉语教学的第一语言教学性质，但是也意识到必

须对现有教学体系进行调整。问题出在改革的方向不明确，已有的调整治标不治

本，甚至给汉语教学造成更大的困扰。其中最明显的莫过于，一方面不断推出新的

教学方法，另一方面却坚持使用陈旧的考试形式。为了在汉语教学中推行新的教学

方法，新加坡教育部于 2009 年成立专门的“华语教学研究中心”，不遗余力地向

当地汉语教师介绍新的教学方法和相关技术手段。但是作为“教学指挥棒”的新加

坡小学六年级汉语会考，无论形式和内容都未能做到与时俱进，依据是 30 年前的

老样子。 

        在改革方向不明确的情况下，身受双重压力的新加坡小学汉语教师只能够尽其

所能地左右兼顾。由于教育部的极力提倡，我们在汉语课上观察到大量最新的教学

方法和教育技术的使用。与此同时，许多传统的教学手段依旧大行其道。原因在于

它们极具针对性，能够有效地提高学生的考试成绩。至于汉语教学中频繁出现的同

考试形式一致的课堂练习，更是源于汉语教师必须面对的考试压力。可以说，新旧

教学方法的同堂竞技和大量针对考试的课堂练习都同教师的兼顾心态有密切关系。

在有限的课堂时间里，教师要兼顾所有的教学内容，必然造成课堂节奏加快，课堂

活动延续时间变短。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我们会观察到，汉语课的平均课堂活动持续

时间较其他科目为短，小组活动较其他科目为多。 

        除了这两个根本原因，当然还有一些次要因素影响新加坡的汉语教学。其中包

括当地华人社群及汉语教学界的母语情节，新加坡政府的实用主义态度和汉语教师

不断年轻化的趋势。但是只有解决了这两个根本问题才能使新加坡的汉语教学现状

有本质性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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