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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语言也呈现多样化发展。东南亚小语种逐渐成为炙手可热的语言,特别是泰
语的学习和研究倍受大众喜爱。因此,在许多高校中开设了泰语专业、大学泰语等课程。为了给泰语专
业的同学及泰语爱好者们创设一个语言学习的环境,我们设立了泰语角。泰语角通过大家交流、游戏等
活动,来提高同学们对泰语学习的兴趣,最终达到学以致用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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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泰语角的定义

泰语角是集娱乐、学习、文化交流、培

完成。但线上的教学模式,重点体现在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语言学习也呈

养自信为一体的泰语学习的地方,它具

学生的“学”,在线上除了学学校开设

现出多样化发展。就云南省西部与缅甸

有交互性、随意性、学习性。在这里大

的课程之外,泰语角在线上借助网络移

接壤,南部与老挝、越南毗邻的地理位置,

家可以不需要顾及面子,也不别要担心

动终端设备进行资源共享学习,通过分

东南亚小语种在云南的学习也成为了热

语法错误,只需要能讲出来,能让对方明

享泰国历史文化、泰国文学作品、泰国

门,因此在许多云南省的高校开设了许

白你所要表达的意思就行,所以大家可

风俗习惯、泰国影视等版块进行自主学

多东南亚小语种专业,在玉溪师范学院

以放轻松,随意进行交流。

习,从而达到“1＋1＞2”的学习效果。

开设了缅甸语专业、泰语专业等,同时为

2 泰语学习的组织与实施

有时也会邀请一些在泰国学习的高年

了满足非语言专业同学的需求,还开设

泰语角的组织是为课堂以外的泰

级的同学,分享一下在泰国的学习、生

了大学泰语等课程。然而语言是一种交

语学习做补充的。在大多数情况下,都

活等等。在线上模式中,主要以提高学

流工具,只有通过不断的积累,把它放到

以学校课堂教学为主进行泰语基础性

生兴趣为主,通过影视、歌曲等形式,

特定的语言环境中进行交流,才能达到

专业知识学习。例如《基础泰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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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增加学习者对泰国的了解与认知。

学以致用的目的。并且为适应《十四五

语写作》、
《泰语视听说》、
《泰语阅读》、

在线下教学模式中,主要以专业基础性

规划纲要》中“以讲好中国故事为着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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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和应用。泰语角采用线上线下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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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国外学习者的沟通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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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固定的地点,三三两两的围在一起

培养模式,也就是大一、大二在玉溪师

泰语角开设一段时间以来,对泰语

或者大家围在一起用泰语讨论一个话

范学院完成基础性学习,大三、大四赴

学习起到了一些积极的作用。第一,提高

题；也可以大家用泰语一起做游戏；还

泰国完成深层次的专业学习。但2020

学习者的学习兴趣。兴趣在人的心理是

可以一起看泰语影视之后,一起讨论、分

年由于新冠疫情的影响,大二下学期泰

具有重要作用的。俗话说：
“兴趣是自己

享各自的观点；有时也有泰语外教或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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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好的老师”。兴趣作为学习泰语的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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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关键在于同学们对泰语没有兴趣。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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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泰语角活动开展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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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让更多的人了解和喜爱泰语,以泰语

并不丰富。泰语角现参与的人数过少；

泰语加油站等微信公众号,在微信公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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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开口难,难开口”的现象较为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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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环境也就集中于外国学院的小范围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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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读、写、译能力。听与说作为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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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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