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聆聽教學 

 

1. 聽說讀寫綜合訓練法 
我國語文教育界的老前輩葉聖陶先生早就明確指出：“語文科就是聽、說、讀、

寫這四個方面下功夫，使學生受到訓練＂。“讀就是用眼睛來聽，寫就是用筆來說；

反過來，聽就是讀，用耳朵讀，說就是寫，用嘴巴來寫。所以現在的語文教學，要

把聽、說、讀、寫這四個字連起來。在現在的時代，聽、說、讀、寫非連起來不可

了！＂ 
聽說讀寫是緊密聯繫的。從讀與寫的關係來看，讀是基礎。學生通過大量的閱

讀古今中外的作家的名篇佳作，學習他們如何觀察、選材、立意、構思、遣詞、造

句，從而使自己的寫作水平不斷得到鍛煉和提高。另一方面，隨著學生寫作水平的

提高，他的觀察力、思維力、駕馭語言的能力得到了不斷發展，需要從別人的作品

中吸取更多的營養，他不滿足于讀少數作家的，或固定風格的，或文體有限的幾種

作品，而要涉獵更多的作品，以進一步開闊視野和思路。與讀，寫之間的關係一樣，

聽和說的關係同樣是相輔相在的，互相促進的，只不過是書面語言與口頭語言的區

別。 
語文教學中聽、說、讀、寫既能相對獨立，又相互促進。只有將四種能力的培

養結合起來，全面提高學生的語文能力才有保證。聽說讀寫綜合訓練，主要有兩種

方式：一、有機結合。即同時進行兩種或兩種以上能力的訓練，如在閱讀教學中，

讓學生提出問題、回答問題並組織討論，就是讀說結合。二、綜合訓練。即把聽說

讀寫訓練熔於一爐，如要求學生寫一篇香港回歸的紀念文章，先提供有關史料，供

學生參考（讀），在此基礎上，讓學生作文（寫），然後組織學生在小組或班級當衆

演講（說），同時要求學生對別人的演講進行評論（聽）。 
語文教學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與閱讀教學、寫作教學和說話教學並列，又

稱“聽話教學＂。良好的聆聽能力是學生學習和獲取知識的重要途徑之一。比如，

學習優異的學生大都有如下的表現：在聽講時有良好的注意力指向性，能快速和準

確地捕捉知識要點，對關鍵語句有敏銳的反應能力；有邊聽邊思考、邊摘記要點的

習慣；善於將聽到的材料進行比較、選擇和重新組織爲系統知識。 
聽話教學的主要任務是：鍛煉學生專一的注意力、瞬間的記憶力、聽話時的聯

想力、想象力，以及聽話辨別能力、聽話概括能力、聽話組合能力等，尤其應注重

對聽與思的訓練。聽話教學要做好聽前指導、聽時指導和聽後指導。聽前指導，包

括選擇語言生動、篇幅適宜，又兼具思想性、趣味性的材料；將訓練要點、重點以

及可能出現的問題告訴學生；進行一定的技巧或藝術指導。聽時指導主要是教師在

洞察學生聽記情況的同時，對聽話訓練的速度進行調整，對聽話內容作適當的重復

和解釋。聽後指導指對聽話訓練的效果進行檢查、分析，並據此提出改進方法。 
在語文教學中開展聽話訓練應注意：1、根據“大綱＂或“綱要＂的規定，按不

同年級學生的年齡特徵、語文知識和能力的實際，有序地進行聽話訓練；2、有針對

性地設計每一次聽話訓練，有計劃地安排好聽話訓練的場所；3、在聽話活動中，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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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學生的聽話興趣和欲望，引導他們積極參與聽話實踐活動；4、注意培養良好的聽

話習慣，提高聽話訓練的效率。 
 

2. 聆聽能力學習重點 
良好的聆聽能力，主要表現在學生能集中精神聽人家說話，抓住主要內容和中

心，準確地記錄原話，比較清楚地復述原話，沒有過多遺漏等方面。聆聽能力主要

由以下一些因素構成，這些因素便是聆聽能力的學習重點： 
一、注意力、記憶力和思維力。注意力表現在聽話時能專心致志，集中注意，

排除干擾，有選擇地和專一地聽。記憶力表現在聽的時候能邊聽邊記，能記住主要

內容而不是聽了後面忘了前面。思維力表現在能聽懂對方說話，理解對方的思路和

內容。二、語音的鑒別力。表現爲在聽的時候能辨別語調、重音、聲調、停頓、節

奏等的細微差別。三、語義的理解力。即能迅速準確地理解別人所說的話的全部意

思，包括話語的表層意義和深層意義。四、評價、判斷力和反饋能力。聽別人說話，

要求能聽懂、理解說話者的意願。但同時要能邊聽邊辨析對方說話內容的正誤與優

劣，辨析正誤優劣，就需要評價和判斷的能力。在交談中根據評價和判斷所獲得資

訊，及時調整自己的說話內容和形式，這就需要具備一定的反饋能力。 
 

3. 聆聽興趣、態度、習慣學習重點 
聆聽興趣主要是指聽話者對說話者所說內容的關注。聆聽的興趣是“聽有所

得＂的前提之一。在進行聆聽訓練時，教師應選擇學生感興趣的聆聽材料，並在訓

練前設置一些前導性的問題，以有意識地激發學生的聆聽興趣 
聽話態度，基本的要求是謙虛、積極。所謂“謙虛＂，主要指兩方面：第一，

要鄭重他人。別人的說話，就是將他對某事或某問題的所思所聞的過程和結果用言

語表達出來，我們只有認真地去聽，才能準確地領會別人的所思所說。第二，要有

意識地將聆聽當成一種學習的行爲。因爲聽別人說話的過程就是接受資訊、增長知

識的過程。所謂“積極＂，也指兩方面：第一，要善於思考。聆聽不是一個被動的

接受過程，聽話者應自覺地去評判對方的話語，並與自己的見解相比較。第二，要

善於配合和支援對方。當說話人遇到一時的表達困難時，聽話者應表示諒解，示意

對方不用著急或給予一定的鼓勵，耐心地等待對方調整好思路或選擇好詞句後繼續

說下去。 
聆聽習慣是聽話時所具有的穩定的心理狀態及相應的外在行爲表現，主要包括

聽話專注的習慣、聽話重視推斷的習慣、聽話記要點的習慣、聽話講禮貌的習慣等。 
 

4. 培養良好的聆聽習慣 
良好的聆聽習慣，既要符合交際禮儀，又要有利於領會說話者意思。從大的角

度講，良好的聆聽習慣主要指“專心＂和“耐心＂，在聆聽教學中要對此加以有意

識地培養。 
“專心＂表現在兩個方面：第一，聽話者全神貫注地聆聽說話者的表述，善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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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住關鍵話語，能夠正確地領會說話者的意思。第二，聽話“專心＂還會伴隨著一

些外在表現，如聽話者能在聽話的過程中與說話者有自然地眼光交流，並以點頭、

微笑、輕度搖頭等動作表示理解、贊同和尚未聽清等。在聆聽中的“耐心＂，有許

多具體的表現。比如在聽話的過程中不隨意插嘴打斷對方的話，不突然改變尚未說

完的話題，尊重說話者陳述自己見解的權利和其他人的聽話權利，遇到與自己的不

同意見時待對方說完之後再提出來等等。 
 

5. 聽話專注的習慣 
專注是心理活動對一定事件的指向和集中。所謂指向，是心理活動對一定物件

的選擇和比較持久的保持；所謂集中，指心理活動離開無關事物，抑制無關活動，

這樣專注的物件就能得到鮮明和清晰的反映。 
聽話過程中的專注，就是聽話者集中注意力聆聽對方的說話，並準確把握別人

的話語。培養學生聽話專注的習慣，可從這幾方面著手：1、引起學生的有意注意，

帶著一定的目的去聽；2、教育學生學會排除干擾；3、適當訓練注意的分配。 
 

6. 聽話記要點的習慣 
指在複雜的話語中理清說話人的思路、把握主要內容的習慣。聽別人說話，不

必要也不可能聽清別人說的每一個字、每一個音，關鍵是要把握住說話的中心和要

點。在傾聽時段較長或內容比較艱深的談話、報告或專題講座時，爲了能儘量全面

地把握說話的主要內容，聆聽者要及時地調整和分配自己的注意力，記下要點或自

己沒聽懂的地方，以便於以後復習或向他人、說話者本人請教。 
 

7. 聽話講禮貌的習慣 
指聽話人在聽話過程中謙虛恭敬、尊重對方、不影響和破壞說話人的情緒和語

言的表達的習慣。培養聽話講禮貌的習慣，就是要學生在聽話過程中能做到：1、集

中注意力傾聽對方說話，用自然的眼光與說話者保持一定的交流，以便更好地理解

說話者的意思。2、及時向對方傳遞反饋資訊，用點頭、微笑、輕微的搖頭等動作或

禮貌的短評表明聽話效果。3、要尊重對方發表意見的權利和周圍其他人聽話的權

利，在聽話過程中，一般不隨意打斷對方的話，更不能突然插話改變尚未說完的話

題，應先耐心地聽對方把話說完之後再禮貌地表達自己的意思。4、要做到在家裏、

在社會上和在學校裏一個樣，聽熟悉的人講話和聽陌生的人講話一個樣。 
 

8. 聆聽訓練 
以培養學生聆聽能力爲目的的訓練。聆聽訓練的內容，主要是訓練學生辨音識

義、記憶整合、理解語義、評判話語等技能，同時還要培養學生積極的聽話態度和

良好的聽話習慣。聆聽能力的訓練，實際上是綜合的素質培養。在訓練中，教師要

注意以下幾個方面：1、全面地掌握教學大綱中規定的聽話能力目標和語文教材中安

排的聽話訓練內容；2、制訂聽說能力訓練的計劃，結合學生實際選擇恰當的訓練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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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3、處理好情景訓練和自然聽說的關係，把基礎訓練、常規訓練和使用訓練聯繫

起來；4、發揮課內外多種渠道的功能，力求獲得聽話教學的最佳效果。聽話訓練的

途徑主要有聽課、聽報告、聽新聞廣播、聽讀課文、欣賞朗誦表演、欣賞廣播劇等

等。 
 

9. 聽朗讀訓練 
指聽朗讀書面材料的一種聽知訓練。書面材料可以是課文，也可以是課外材料；

可以是文學作品，也可以是非文學作品；可以聽教師朗讀，聽同學試讀，也可以聽

錄音朗讀。聽朗讀訓練，有助於提高學生的言語辯識能力和言語感受能力，也有助

於表達能力的提高和智力的發展。 
聽朗讀訓練，可從以下幾方面進行：1、結合閱讀教學中的朗讀訓練進行，如聽

教師範讀，聽同學試讀。朗讀訓練與聽朗讀訓練既有聯繫，也有區別，前者重在提

高讀的能力，而後者則側重在提高聽的能力。在聽朗讀訓練中，教師應提醒學生閉

上課本、靜心傾聽、細心體會。2、利用現代化手段作專門訓練。如聽錄音帶朗讀、

聽廣播朗讀，可以收到理想的訓練效果。3、學生自己朗讀給自己聽。實踐證明，這

中方法既簡便又有效。 
    

10. 聽播音訓練 
收聽廣播節目或邊看邊聽電視新聞的一種聽知訓練。聽播音訓練對提高語音辨

識力、聽話記憶力和理解力等都有所幫助，也利於說話能力和朗讀能力的提高。 
聽播音訓練一般有兩種形式：1、自由的分散訓練。這種訓練一般讓學生在課後

進行，收聽的時間、內容既可由學生自由選擇，也可由教師統一佈置，如要求學生

收聽完某一天的“新聞聯播＂後記錄下新聞的標題和主要內容，以便於檢查。2、有

組織的集中訓練。教師可組織學生在課堂上收聽廣播，也可到影視室邊聽邊看影視。

教室裏裝備有閉路電視的學校進行該訓練就更爲方便。有組織的進行聽力訓練前，

教師應向學生提出明確的聆聽要求；聽後也要及時地檢查效果，比如讓學生復述播

音內容、評論播音水平、風格或回答教師提出的相關問題等。 
 

11. 聽故事訓練 
讓學生按一定的要求傾聽故事材料的聽話訓練。可採用教師講述（或請學生講

述）或播放錄音等方式呈現故事材料。此訓練有利於提高聽話注意力、理解力和記

憶力，也可提高口頭或書面表達能力。在聽故事訓練中，教師應根據學生實際情況

選擇適宜的故事材料。選擇故事材料的一般原則是：故事的篇幅由短到長；故事情

節由簡單到複雜、由單線結構到雙線結構、由平鋪直敍到穿插進倒敍、補敘和插敍；

故事人物由少到多，循序加深，逐步提高。 
聽故事訓練通常採用兩種方式：一、聽述。教師講述一個故事後，學生根據記

憶和理解進行口頭陳述練習。口頭陳述應規定適宜的時間限制，時間不宜太短或過

長。二、聽寫。在教師講述完一個故事後，學生根據記憶和理解用書面語言來復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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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故事。用文字表述時要適當注意控制字數。聽述或聽寫訓練既可側重於對情節

的理清，也可側重於對人物形象、性格等的分析。應提醒學生注意故事聽述或聽寫

的準確性，不遺漏主要情節，不隨意添加、編造情節。 
 

12. 聽報告訓練 
邊聽報告邊做文字記錄的聽話訓練。聽報告訓練的主要目的，在於培養學生邊

聽邊記的習慣和能力，其基本的要求是學生能迅速、準確地記下報告的主要內容或

要點（如果報告的內容十分重要，也可逐字逐句進行實錄）。 
在訓練前，教師要向學生簡要地介紹一些實用的記筆記方法和技巧，並明確提

出訓練的具體要求。由於報告內容各異，報告人的水平、風格也不盡相同，教師應

訓練學生根據不同的情形，相應地調整注意力、分辨力並選擇合適的記筆記方法。

在聽報告之後，教師可組織學生根據聽記內容進行交流和討論，借此檢查學生是否

存在漏記、錯記重要內容的現象，並分析其原因。 
 

13. 聽寫訓練 
指把聽讀的材料逐字逐句記錄下來，或聽讀後按規定要求寫“感想＂、“評

論＂、“簡介＂、“提要＂等的訓練方法。聽寫的作用大致可概括爲以下幾點：1、

可使聽話器官得到鍛煉，促進聽話智慧的發展，並提高快速、準確的書寫能力。2、

通過聽寫活動可以加深對某些關鍵字詞的識記，促使學生熟練掌握漢字的形、音、

義，提高認讀能力和快速、準確的書寫能力。3、聽寫需要耳、腦、手配合默契，因

而有益於智力品質的開發。 
聽寫的內容包括字、詞、句、段和短文，訓練的要求和方式各不相同。常見的

方法有：一、記錄性聽寫。教師說（也可以播放錄音或指名發音比較標準的學生說），

學生邊聽邊寫，用“寫＂來檢驗聽的效果。二、、記憶性聽寫。先讓學生認真反復

地聽幾遍，再要求學生把聽到的內容寫出來，最後讓學生相互交流檢查。三、辨析

性聽寫。教師在聽寫的內容裏有意識安排進一些錯誤，訓練學生聽辨能力，培養學

生敏銳的語感。四、選擇性聽寫。選擇性聽寫從聽感上訓練同音、近音、形近和同

義等易混淆的字詞，有助於學生讀得准，寫得對。五、聯想性聽寫。學生聽後，展

開聯想，運用擴散思維完成教師佈置的聽寫練習。六、整理性聽寫。讓學生將聽到

的數個材料加以匯總整理。七、概括性聽寫。讓學生將聽到的內容概括性地書面表

述。除上述方法外，聽寫還可以和閱讀訓練、寫作配合進行，使訓練的方式靈活多

樣。 
一般來說，聽寫訓練宜注意以下環節：1、做好聽寫前準備。引導學生區分易混

易錯的同音字、形近字和同義字等。2、教師朗讀的語速應根據學生水平決定，教師

可按句子的邏輯結構或小分句念，避免聽一個字寫一個字的現象。3、可採用對照原

材料自己檢查、鄰座交換檢查、先討論訂正在黑板上聽寫的作業，再讓學生對照訂

正等方式。聽寫訓練中要提醒學生注意以下幾點：1、聽寫必須忠實于原文。2、做

到耳聽、心想、手寫、不出聲、隨文加標點。3、循序漸進，逐步提高，先要求聽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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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準確性，再提高速度。4、聽寫後與同學讀讀講講，以加深理解、總結經驗。5、

認真訂正錯別字， 
 

14. 聽記訓練 
指運用文字符號迅速地把話語記錄下來的訓練。聽記訓練的主要目的是培養學

生準確而牢固地記住說話人所說意思。聽記訓練的作用可概括爲：1、促進積極思考，

強化對講授內容的理解，有助於提高學習效率。2、聽記可以促進智力發展，因爲聽

記需要較高的思維強度，是一種高度緊張的耳、腦、手合作勞動。3、聽記過程利於

促成頭腦中的消極辭彙變成可以運用的積極辭彙，促進語言的理解能力和表達能力。 
聽記訓練主要有兩種類型：一是聽記要點。只要求把話語內容的要點記錄下來，

但應儘量做到：要點抓得準確、全面。二是聽寫筆記。可分爲大概筆記、詳細筆記、

專題筆記等多種樣式。聽記訓練的基本方式有：1、慢記。按記錄新聞的速度報讀一

個字，一個詞語，一句話乃至一段話，讓學生記下來。2、速記。用正常的速度說話

或讀文章，讓學生迅速地把聽到的話迅速記錄下來。3、記要。在聽懂別人話語的基

礎上，把別人說話的要點記錄下來，對非要點則略而不記。4、追記。在聽話之後，

通過回憶，將回憶內容記錄下來。 
進行聽記訓練時要注意以下幾點：1、引導學生自覺地進行聽記鍛煉。可定期檢

查學生的聽課筆記、給筆記評分、辦筆記展覽、組織學生交流記筆記的經驗和體會

等。2、引導學生學會迅速判斷聽知材料的價值。3、引導學生在聽記時掌握聽記的

基本技能。比如筆記要綱目清楚，條理分明，分類編號的使用要前後統一；留意板

書的提示；聽記時的話語要簡明扼要，練好行書字，必要時可採用符號代替或採用

留空跳記的技術。 
 

15. 聽辨訓練 
指對聽話的材料進行思考、辨析，從而作出正確判斷的一種聽話訓練方法。聽

辨訓練的作用有：1、聽辨是在聽話語的同時，把話語和自己的認識作比較後迅速做

出評價和判斷，因此，聽辨訓練利於鍛煉思維的敏捷性和開闊性，對聽話注意力、

判斷力、品評力的提高也有好處。2、能促進語言表述的提高，因爲聽辨用口頭或筆

頭表達出來時需要考慮用語的準確性。 
聽辨訓練可從以下幾方面進行：一、聽辨異同。如讓學生聽讀兩篇短文後分辨

出其中相同點和不同點。二、聽辨正誤。如參加討論會或辯論會，分辨觀點的正誤、

論據的真僞等。三、聽辨美醜。如與人交際時，聽辨對方語言的文明與粗俗。四、

聽辨類別。根據聽知材料中提示的類別特徵，辨別同屬一類的材料。如讀一組詩，

讓學生把唐代詩人的作品挑出來。 
聽辨訓練的指導要點大致如下：1、聽辨訓練宜結合閱讀、作文和說話教學來進

行。教師要抓住各種機會進行聽辨訓練。2、理解是聽辨的前提，教師應指導學生進

行正確的理解。3、聽辨訓練要考慮學生的知識水平和理解能力。聽辨訓練是聽力訓

練中難度較大的一種訓練，教師應從學生的知識水平和理解能力出發，合理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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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聽評訓練 

指對聽知材料的思想內容、語言形式等進行評論的一種聽話訓練。聽是聽評訓

練的基礎，聽懂、聽準確，才能根據要求進行評論。聽評訓練能較好地進行聽話理

解力、品評力、口頭表達能力和思維能力的鍛煉。聽評訓練的內容涉及面很廣，如

主題的深淺、風格的豪放與婉約、文辭的典雅與通俗、結構的新奇與平淡等。 
聽評訓練可考慮運用以下方法：一、單項訓練。如聽讀一篇材料後，全班圍繞

一個中心立即進行評論，可評價主題、人物形象、情節線索、篇章結構、語言特色、

表現手法等。二、綜合訓練。如參加討論或辯論會後，就發言各方所闡述的觀點、

運用的材料進行綜合評價；也可以聽讀兩篇或幾篇短文，聽後作對比評論、類比評

論或綜合評價。三、對評論的評論。如課堂中聽完同學對某篇課文、某件事情、某

種現象的評論後，對同學的評論作出自己的評論。聽評訓練應當充分調動學生的主

觀能動性，在理解的基礎上，緊扣聽知材料，大膽從多角度進行評價，以培養學生

的品評能力和求異思維能力。 
 

17. 聽後轉述 
指學生聽了一段材料後，用自己的語言向他人轉述材料中所描寫的人物、事件、

情節等內容的一種訓練方法，適用於故事性較強的材料。聽後轉述既能培養和訓練

學生口頭表達能力，又可以發展他們的想象力、概括力和創造力。 
聽後轉述一般有兩種情況：一是沿用原來說話的口氣，把聽到的材料照搬轉述

給別人。二是在認真聽辨基礎上理解原說話人的說話內容，然後抓住要點，用自己

的語言講述給另外的人聽。聽後轉述應儘量忠實于原說話人的意思，中心突出，條

理清楚，根據實際需要詳略得當。 
 

18. 聽後復述 
運用口頭語言或書面語言把聆聽的內容再現出來的聽話技能訓練。其特點和意

義在於：1、有助於學生聽話注意力、聽話記憶力等智力品質的發展。聽後復述可以

讓剛接受到的資訊在大腦裏得到強化，加深印象，防止遺忘。2、聽後復述是先聽記

後復述，對學生的聽話能力和表達能力起到較好的鍛煉作用。3、可以提高學生聽話

的準確性和表述的準確性，這是因爲聽後復述需忠實于原聽記的材料。4、聽後復述

有助於教師檢查學生對教材內容的理解程度。 
聽後復述訓練一般採用的方式如下：1、逐段聽讀，分段復述；2、反復聽讀，

集中復述；3、分組復述（一組讀，另一組復述）；4、抽籤復述等等。聽後訓練的種

類主要有聽後詳述、聽後概述、聽後綜述等。進行聽後復述訓練時，教師應向學生

提出明確的訓練要求，如讓學生復述較長或較複雜的內容時，可建議他們一邊聽一

邊記下要點，再進行復述。在學生復述之後，教師要及時檢查學生的復述情況並提

出指導意見，檢查的範圍既包括評價復述的內容，也包括評價復述的語言質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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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聽後綜合主要意思 
聽完別人的發言、報告等之後，能概括出其主要觀點。這要求聽話人在聽話的

過程中邊聽邊記，邊聽邊思考。進行聽後綜合主要意思的訓練，既可培養學生集中

注意聽人說話的良好習慣，又可訓練學生的聽記能力、歸納概括能力等。在語文教

學中，既可進行專項的聽後綜合主要意思的訓練，又可將其貫穿在閱讀教學過程中。 
 

20. 聽辨語病 
在聽話的過程中，時刻注意說話人在說話的過程中是否存在缺字、多字、用詞

不當、語序顛倒、前後矛盾等語病。這要求聽話人自身具備良好的語文修養，因爲

聽話人往往是在將聽到的話與自己可能的表達方式進行比較中，發現說話人的語病

的。進行聽辨語病的訓練，可增強學生對語病的敏感性，從而在自己說話的過程中

能避免各種語病。在語文教學中，既可進行專門的聽辨語病訓練，也可在閱讀教學、

說話教學等過程中隨機進行訓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