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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对以印欧语系为主的西方外语教学是一种挑战,尤以“汉字难”为甚。
在进行对外汉语教学过程中,如何通过与时俱进的教学方法传授给学习者学习汉字这把“钥匙”,协助学
习者从汉语学习中获得最重要的阅读技能？本文主要结合语言学习认知规律、现有对外汉字主要教学
方法,针对构建汉字书写系统能力初级阶段100字进行分类,将传统书法教学融入到“趣味书写”课程设
计中。通过使用多媒体VR(Virtual Reality)技术,协助学生克服开始学习汉字的焦虑,达成自己的汉字记忆
技巧和学习策略,开拓多媒体与VR技术用于中文读写教学的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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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is a challenge to teaching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to the teaching of western foreign
languages dominated by Indo-European languages, especially the "Chinese characters are difficult". In the
process of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how to teach learners the "key" of learning Chinese characters
through the teaching method of keeping pace with the times, so as to help learners obtain the most important
reading skills from Chinese learning. This paper mainly combines the cognitive laws of language learning and
the existing main teaching methods of Chinese characters for foreigners to classify the 100 characters in the
primary stage of the ability to build a Chinese writing system and integrate the traditional calligraphy teaching
into the course design of "interesting writing". Through the use of the multimedia VR (Virtual Reality)
technology, we can help students overcome the anxiety of starting to learn Chinese characters, achieve their
own Chinese character memory skills and learning strategies and develop the potential of multimedia and VR
technology in Chinese character writing system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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