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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需要学习汉语的越南人越来越多，汉语教学工作也随之展开。对从事初级汉
语教学的教师而言，翻译教学法是初级汉语教学中不可忽视的一部分。对越南初级
汉语学习者来说，除了掌握好语音系统之外，还要初步了解一些简单易懂的语法点

库

。初级汉语学习阶段要求学习者初步理解阅读材料的内容与撰写一些短文，因此

要

，翻译教学法是在初级汉语读写课语法点教学使用最广的教学方法。然而，这种教

摘

学法一直被不少研究者和教师视为过时的教学方法并且遭到种种批评。但是笔者发
现，虽然翻译教学法无法满足现代汉语人才培养的所有要求，但这种教学法在越南

文

初级汉语读写课语法点教学当中仍然广泛使用，并起着一定的作用。

论

翻译是外语专业不可缺少的一种技能，必须通过学习和训练才能获得，同时翻译也
是一门卓越的、永无止境的艺术，是对语言的艺术再创作。不论是哪一种教学法都

士

在一定的背景和条件下产生及发展，翻译教学法的形成和发展也按照它本身特定的

硕

历史条件以及特殊的社会需求。本文将先简单阐述翻译教学法的理论基础，再对中

博

越语言特点与翻译教学法进行分析。

为了提高本文的实践价值，笔者曾在越南河内大学亲自从事初级汉语教学工作，并

学

对两个初级汉语班进行了调查，了解了学生的学习状况。此外，笔者还对学生进行

大

了采访，并结合于自身的教学经验大体上了解了初级汉语教学状况。最后通过思考
与分析翻译教学法在河内大学初级汉语读写课语法点教学的运用及其效果，笔者得

门

出的结论如下：翻译教学法虽然还存在着一些弊端，但仍然有其不可忽视的优越性

厦

，如果与其他教学法相结合，仍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教学方法。利用翻译教学法给学
生的汉语语法奠定良好基础，有助于学生学习初级汉语读写课以及其他语言技能
，并且让学生在面对更高的语言学习要求时依然能够从容应对。
关键词：越南；初级汉语读写课语法点教学；翻译教学法

Abstract

Nowadays, there is an increase in the number of Vietnamese people studying
Chinese; therefore, the teaching of Chinese is also flourishing. To a teacher of
Basic Chinese, Translation Method plays an indispensable role in teaching Ba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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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vel. Basic learners not only have to have a thorough grasp of Chinese phonetics

要

system, but they also need to have a general understanding of simple,

摘

comprehensible grammatical structures. Basic level initially requires learners to
grasp the overview of a reading comprehension text and write short essays;

文

hence, Translation Method is the most popular teaching method used in teaching

论

basic Chinese. In contrast, this method still receives criticism from some experts
and teachers who consider it obsolete. However, I have made a discovery that

士

although Translation Method is unable to satisfy all the demands of fostering

硕

Chinese language manpower resources, but this method is still being widely u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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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eaching reading and writing basic Chinese in Vietnam and it still fulfills the role
of assisting learners to improve their Chinese.

学

Translating is an essential skill in language major which can only be mastered by

大

learning and long-term practicing. Moreover, translation is also a transcendent art
with endless bound, an art of re-creating languages. Every method has its own

门

root and background, so does translation. It was formed on the foundation of its

厦

own historical conditions and distinct requirements of the society. This thesis will
present an overview of translation and the teaching of translation, followed by an
analysis of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features of Chinese and Vietnamese
language.
To boost the practical value of this thesis, I myself used to teach basic Chinese at
Hanoi University, Vietnam and also conducted some investigations so as to have
a detailed understanding of the two basic Chinese classes’ learning style. In
addition, interviews with some teachers, together with my own teaching

experience maximized my chances to grasp the general teaching situation there.
Finally, based on my own perceptions, effective analyses as well as the functions
of using translation in teaching grammar to basic reading and writing Chinese at
Hanoi University, a conclusion could be drawn: Regardless of some drawbacks,
teaching grammar using translation still has its own merits. Furthermore, should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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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 combined with other methods, certain effects will be produced. The application

要

of Translation Method in teaching grammar at basic level will contribute to the

formation of a stable lingual foundation which brings benefits to learners in the

摘

process of learning Reading and Writing basic Chinese as well as other skills.

文

Also, it helps learners to meet their learning’s needs at upper levels when

论

studying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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