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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经过长期的教学实践,我国对外汉语教学在结合汉语特点的基础之上,吸收国外第二语言教学
法的优秀因素,创造出了一种独特的符合汉语特点的教学法。本文以前人研究成果为依托,再次对对外汉
语在语音、词汇、语法、汉字地方面的教学法研究成果进行梳理总结,同时尝试分析不同类型教学法在
当下发展时期存在的利弊,对汉语国际教育教师提供一定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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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fter a long period of teaching practice, on the basis of combin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of China has absorbed the excellent factors of foreign second language
teaching methods, and created a unique teaching method in lin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Based on the
previous research results, this paper once again summarizes the research results of teaching methods of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in terms of pronunciation, vocabulary, grammar, and Chinese characters and at the same time,
tries to analyze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different types of teaching methods in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period, so as to provide some inspiration for teachers of Chinese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Key words] Chinese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four elements of language; method of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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