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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話教學  
 

1. 說話教學 
又稱“口語教學＂， 指將外界輸入的資訊經過分析、綜合、歸納、演繹，甚

至想象、聯想而産生的內部語言，借助於詞語，按照一定的語法結構，通過發音器

官快速轉化爲外部語言的全過程的系統訓練方法。它是語文整體教育的重要一環，

是中小學語文課的基本任務之一，在全面培養學生語文能力、促進智力開發方面起

著重要作用。“實踐性＂是它的突出特點。 
說話教學訓練的原則是：1、與聽、讀、寫的教學緊密結合，從而有效地提高

學生的說話能力。說話教學不能孤立進行，應做到“聽中學說，讀中練說，寫中促

說＂。 2、與思維訓練相結合。3、與糾正語病相結合。4、與教師示範相結合。 
進行口語教學時應該注意：1、要求學生把話表達清楚，把一件事說完整。2、

指導學生說話時保持連貫的思維，抓住要點，突出重點。3、訓練學生從容、靈活地

表達，學會用較少的時間表達較多的意思。4、力求學生說話能富於條理性、生動性、

規範性，具有說服力、感染力。5、口語教學是語文教學的重要組成部分，要加強計

劃性，注重口語的序列訓練，不要急於求成。 
 

2. 說話能力學習重點 
從構成的要素著眼，說話能力主要包括：1、組織內部言語的能力；2、快速語

言編碼的能力；3、運用語音表情達意的能力；4、定向表述的能力。 
組織內部言語的能力，是構成說話能力的第一要素。內部語言組織的好，說話

就清楚，有條理。快速語言編碼的能力，即根據大腦提供的語言材料迅速地在原有

的語言倉庫中檢索，提取恰當的、富有表現力的詞語、句式等，並將它們反映出來

的能力。運用語音表情達意的能力，它包括讀准字音、掌握語速、運用語調等方面

的內容。說話的語音能力強，就是指能說純淨的普通話，語調抑揚頓挫，語速快慢

適中，語量的變化錯落有致等。定向表述的能力，指根據說話的物件、場合組織適

當主題的話題，靈活而得體地表述自己的觀點。在語文教學中，教師應當創造條件，

給學生提供更多的說話機會，通過多渠道培養學生的說話能力。 
 

3. 說話策略學習重點 
說話策略指的是說話過程中的一些技能技巧。一般從以下幾個角度考慮：語

音——要能用普通話講話，語音要清晰圓潤、吐字清楚，做到準確、流暢、響亮。

語調——能運用聲音的高低輕重，抑揚頓挫的變化表情達意。語速——說話要根據

交際場合和說話內容需要，運用恰當的語速說話，做到快慢適度，富於節奏感。語

脈——講的話能做到條理清楚，脈絡明晰，上下貫通，一脈相承。語境——說話能

注意到物件、場合、語言環境。要根據聽話人的身份、年齡、地位和心理情緒，選

擇恰當的說話角度、措辭、口氣，使話說得得體有分寸。另外，爲了保證說話質量，

還應注意說話前的思考、說話中的體態語言和與聽話人的交流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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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說話興趣、態度、習慣學習重點 

中學生平時不願意多說話，原因有二：一是怕說錯後遭同學笑話或挨教師批

評。二是因爲語言情景不佳或者對所說話題不感興趣，無話可說。針對這些情況，

教師應想辦法激發學生的說話興趣：首先，應鼓勵學生多說，提倡民主的課堂氣氛。

允許學生質問、說錯、修正、補充、辯解。教師不要每次都急於批評、指出學生日

常說話中出現的缺陷和錯誤，因爲頻繁指正會造成學生很大的心理壓力。教師可以

在適當時候把這些存在的問題作爲一般人可能出現的毛病加以評析，提出糾正辦

法。這樣既能保護學生練習說話的積極性，又能達到教育幫助的目的。其次，教師

要善於創設學生感興趣的語境，營造良好的說話氛圍。可留心觀察學生在各個時期

普遍關心的話題，也可從教材內容當中選取與學生生活體驗較緊密聯繫的“引爆

點＂，組織漫談討論，達到鼓勵學生多說的目的。 
不敢說話和不願多說的學生，一般都很難說得好。有膽量敢說話和有興趣多說

的學生，也未必都能說得好。例如，有的說話粗俗，語態不雅；有的詞不達意，口

頭禪多；有的拖泥帶水，條理紊亂等等。這些現象既與個人平時說話的習慣、性格

有關，也有知識方面的原因。教師既要發現和幫助學生克服不良習慣，又要教會學

生養成良好的說話習慣，建議採取以下方法：1、培養學生說話要言之有物。可介紹

和提供一些典範的口語訓練資料（包括讀物和錄音帶、錄影帶等），學習模仿好的說

話習慣，指導學生擴大聽讀範圍，勤於積累語彙，充實思想內涵；2、培養學生說話

要言之有序。要求學生遇事先想清楚以後再說，對於較複雜的問題一定分出主次前

後，說話語速宜慢不宜急；3、指導學生說話要言之有禮。恰當使用稱謂，對別人多

用敬語，對自己多用謙語，對不便直說的事情多用委婉語，建議學生適當採用體態

語配合表達。 
 

5. 激發說話興趣 
缺乏說話興趣，尤其是在正式場合的說話興趣，是一個既重要又具普遍性的造

成學生不會說話的原因。激發學生說話興趣，關係到口語教學的成敗。 
激發學生的說話興趣，可以從以下幾方面著手：1、教師應掌握學生說話的情

緒，激起他們說話的衝動。2、善於創設學生感興趣的語境，營造良好的說話氛圍。

可設計一些情境式的訓練使學生進入角色。3、保護學生說話的積極性，鼓勵他們當

衆說話的勇氣和信心。4、應注意說話訓練內容的趣味性，話題盡可能與學生的生活、

學習、思想貼近，讓他們有話想說，有話可說。5、提供新穎多樣的訓練方式，讓學

生常練常新，饒有興趣。 
 

6. 說話類型 
 說話，一般可分爲獨白體說話和會話體說話兩大類。獨白體說話是單向的，

說話人說、聽話人聽，在語文教學中，獨白體的說話訓練主要有看圖說話、復述、

轉述、講故事、口頭作文、演講等方式。會話體說話是雙向的，說話人和聽話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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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說、聽交互進行，在語文教學中會話體的說話訓練主要有對話、討論、辯論等方

式。 
有人從說話的場合與語體角度，又將說話分爲四種類型：1、親朋之間使用的

家常口語體（俚語成分多一些）；2、在一般交際場合使用的正式口語體；3、在隆重

場合使用的典雅口語體（接近於書面語）；4、在特殊場合的書面語的有聲表達（念

稿子）。這種類型的劃分有助於語文教學中有針對性地訓練不同的說話能力。 
 

7. 發言 
指在一定場合當衆講話的一種說話活動。發言是一種很重要的口頭表達能力，

通常分爲備稿發言和即席發言兩類。備稿發言可以先寫好草稿或列好提綱，便於發

言時中心明確，層次清楚，詳略得當，語言暢達。內容複雜的發言、重要的發言建

議採用這種方式。即席發言適用範圍更廣闊，如歡迎、歡送、祝賀、慰問、感謝、

紀念等禮儀場合。進行即席發言訓練應注意：1、要求學生作好心理準備，增強自信

心，克服在衆人面前說話的畏懼心理，培養機敏思考、靈活定向和流暢表達的能力。

2、要學會邊說邊想，邊想邊說。學會發言時把已經想好的要點具體化。即席講話要

求思維要快，而表達時卻不能急。要扣緊現場的某一方面或活動的主題確定說話基

調，開頭可以有“引子＂。即席發言一般都有時間限制，語言要簡潔，不說空話、

大話、套話。發言要注意場合和氣氛。發言的內容和措辭都要得體，語氣要恰當。3、
平時在課堂上可類比、安排一些能加強即席發言能力的訓練。如在上課前兩分鐘適

當安排即席發言的訓練。 
 

8. 演講 
就某個問題在公開場合向聽衆說明事理、發表見解的一種口頭表達形式，是口

頭表達的最高形式。演講把口頭語言輔之以體態語作用於聽衆的聽覺和視覺，能有

效訓練學生的口語表達技巧和說話心理素質，對學生運用知識、發展智力、培養個

性等有較高的綜合價值。 
演講是極爲有效的口頭宣傳形式，是中學生將來參與社會活動應具備的素質。

演講的內容比較廣泛，表現形式也不拘一格。以場所分，有集會演說，法庭演說等；

以篇幅長短分，有即興演說、專題演說等；以內容性質分，有政治演說、學術演說、

社會問題演說等；以表達方法分，有說明式演說、敍述式演說、議論式演說等。 
    演講時要注意“五性＂：1、針對性。內容是聽衆所關心的，觀點、材料

和結論有新意，能對聽衆有啓發。2、鮮明性。觀點鮮明，主旨明確。3、邏輯性。

有理有據，理由充足，材料準確，推理合乎邏輯。4、生動性。語言通俗、生動、形

象，既明白易懂又娓娓動聽，善用群衆語言和比喻、排比、誇張、反復、設問、反

問等修辭方法。5、情感性。演講充滿激情，要與聽衆有和諧的情感交流。 
演講能力訓練可從以下幾方面進行指導：1、適當指點方法。演講難度較大，

學生容易産生恐懼心理，教師應從選題、搜集材料、語言、姿態、心理準備等方面

進行指導。2、採取多種訓練形式。如短文朗讀，訓練語調抑揚頓挫的變化；看圖演



工具書系列 中國語文教育學習領域 初中教學參考 戊、教法篇－說話 
 

 146 

說，一邊持圖，一邊演說；舉辦各種演講會，可用同一講題，也可用同一主題不同

講題，還可自由上臺演講。3、以班級或年級爲單位舉行演講比賽。演講訓練應循序

漸進，不宜急於求成。先允許看講稿來講，再可帶提綱講，最後脫離稿子講；先練

備稿演講，再練即興演講；語言上先做到準確、通暢，然後要求生動、有力。 
  

9. 口頭作文 
相對書面作文的寫作訓練方法，它結合寫作教學進行訓練。口頭作文訓練，有

助於口頭表達能力的提高，還爲提高書面表達能力打下基礎。口頭作文有三種類型：

一是命題口頭作文。教師當堂命題後稍作提示，讓學生考慮幾分鐘再指名口述。二

是供料口頭作文。教師提供材料或創設情境，提出具體要求後由學生口頭作文。三

是即興口頭作文。 
進行口頭作文訓練，形式宜多樣化。常見的訓練形式有：一、連詞說話。給一

組詞，根據這組詞說一段完整的話。二、介紹見聞。將自己平時的所見所聞作擇要

講述。三、現場觀察描述。如對某一景點、某一建築物、某一動物進行仔細觀察，

然後進行口頭描繪述說。四、發表意見。就某一有爭議的問題發表自己的見解。五、

口述全文。教師命題，學生即興作文並當場口述。 
口頭作文的訓練要求有以下幾方面：1、說前要理清思路，從而訓練組織和安

排材料的能力。2、要訓練語言的連貫性及表達技巧，如聲音洪亮、語態自然、語速

適度，表達要符合口語的特點，力求簡捷明快，少用書面詞語和句式。3、訓練思維

的敏捷性和靈活性，要求學生快速地根據題目的意思決定講話的中心、選用的材料、

說話的態度、話語的表達設計等。4、要注意講評，口頭作文指導，可借鑒書面作文

的方式方法，注意審題立意，組材成稿。 
 

10. 看圖說話 
指依據圖畫進行口頭說明、描述、評價的說話訓練活動，能有助於提高口頭表

達能力、觀察能力和想象能力，特別適合中學低年級學生的說話訓練。 
看圖說話訓練的特點和價值在於：1、圖畫是可感的視覺形象，生動的畫面給

學生提供廣泛的話題，使之感到有話可說；2、看圖說話訓練有助於學生展開聯想力

和想象力，有助於言語動覺和言語聽覺的鍛煉；3、學生必須調動觀察力、思考力、

連貫的說話能力才能選擇恰當的詞語逐層表達畫面的含義。 
看圖說話訓練一般要求能把圖畫的內容準確、有序地說出來；較高的要求是能

說出話的意境並加以評價。具體說來：1、看圖要細緻，注意思考畫面的每個細節。

2、選擇一個適合的角度並按照一定的順序進行觀察。3、首先從視覺感受中獲得形

象感受。這種形象感受的豐富性和深刻性，乃是看圖說話內容是否充分、見解是否

新穎的關鍵。4、根據畫面的內容進行創造性的想象。這需要將畫面中內含的人情風

貌用語言生動地描述出來。 
進行看圖說話訓練法時可採取以下方法：1、從觀察畫面的結構入手展開話題。

2、從觀察畫面上人物的服飾、表情動作入手，進而揭示人物的內心世界，以此展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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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題。3、從觀察畫面的背景和細節入手，思考畫面用意，以此展開話題。 
看圖說話訓練法的要點有：1、教師要事先講明看圖說話的要求和步驟。必要

時，向學生介紹一些有關畫家或繪畫作品、繪畫技法的預備知識。2、保證人人都能

清清楚楚看到所展示的畫面。3、要留給學生足夠的觀察畫面的時間，以便他們深入

思考、選擇話題，確定講說重點。4、看圖說話時，要讓學生邊指著畫面邊面向聽衆

講說，要富於思想感情。5、指導學生對講說人進行評議。6、根據情況，可進行看

畫——說畫——寫畫的訓練。先說後寫，說說寫寫，說寫結合，有助於學生口頭和

書面表達能力的提高。 
 

11. 情境說話 
設置一定的情境進行說話訓練的方式。教師通過與學生的對話、類比現實情境

等方式，讓學生進入一個教師預設的“真實＂情境中，激起學生強烈的參與意識，

自覺地投入到說話的訓練到活動中。 
設置情境的常用的方法有：（1）探求真理的對話，類似孔子的“啓發式＂和蘇

格拉底的“産婆術＂，引導學生進入探明真理的思考。（2）設置問題情境，在問題

解決的驅使下，學生進入情境的說話訓練。（3）明確所要完成的任務，在任務完成

的驅動下，生與生或師與生合作，進入情境對話。（4）類比現實生活的情境。 
 

12. 講故事 
把讀到的、聽到的或自己改編、創作的故事，用自己的語言表述出來的一種口

語訓練。在講故事的活動中，學生有時是聽衆、有時是講述者給學生帶來了學習的

樂趣。講故事的學生需要事先瞭解故事的情節、人物之間的關係，設計好講故事時

的語速、語調，這樣既能鍛煉學生的口頭表達能力，又有助於培養學生形象思維能

力。 
講故事訓練可從以下幾方面進行：（1）教師講故事，學生邊聽邊猜故事的後續

內容，或者學生復述故事內容。（2）故事內容要符合學生的心理和年齡的特點。（3）
訓練可分步驟，循序漸進。開始可以先就課文內容取材，再擴展到課外內容，再進

一步講自己改編或創作的故事。最初可以讓學生帶故事提綱或自己改寫的內容，讀

讀講講，最後至聲情並茂的表演。（3）形式多樣，可以在小組、班級、年級甚至全

校舉行故事會或者講故事比賽，鍛煉學生的表達能力。 
 

13. 電話對講 
通過電話進行交談的一種口語交際活動。提高電話對講能力，是現代社會生活

的需要，語文教學有必要對中學生進行這方面的訓練。電話對講訓練大致 可 從 以

下幾方面進行指導： 
（1）要聽清對方說話的內容、要點、意向，敏捷地思考、記憶，並迅速作出

反應。（2）自己說話要注意聲音清晰，語言簡潔，語意明確，主次分明，不含糊，

不囉嗦。（3）要能憑對方的言語想象對方的音容笑貌和言語意向，保持雙方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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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流。（4）通話前要作好必要的準備，把通話內容想清楚，以便掌握通話時間，提

高對講效果。（5）對於對方委託或有所詢問的事，需作辦理、回復的事，要有記錄，

記清楚人名、地點、時間、注意事項等，以便正確無誤地去辦理和回復。電話對講

訓練由於受設備限制，一般可用集中指導，分散練習，練後口頭彙報心得體會的辦

法進行。 
 

14. 廣播講話 
借助廣播器材向廣大聽衆傳遞資訊的一種語言活動，它是口語訓練的有效方式

之一。廣播講話一般可分兩類：一是當衆廣播講話，講話人和聽衆是面對面的；一

是在廣播室講話，講話人和聽衆是不見面的。廣播講話的要點是：（1）內容明確，

主旨清楚，條理分明，不要使聽衆錯聽、誤聽。（2）語言規範化、口語化、通俗化，

避免用長句和冷僻字、拗口字，一般要用普通話，只有在普通話不通行的地方才使

用方言。（3）控制說話的速度，在讀一些原文、原件，可適當放慢語速，便於聽衆

記錄。 
指導和訓練學生廣播講話，要注意以下幾個方面：（1）樹立嚴肅認真的播講態

度，因爲無論是在廣播室講話還是當衆廣播講話，聽衆都很多、影響較大，一旦講

錯，即使事後糾正，也將會嚴重影響播講效應。（2）廣播講話是面向大衆的，所以

要注意廣播語言的通俗化、口語化，應該把書面詞語和文言詞語換成現代口頭詞語，

儘量把長句、複句、變式句換成短句、單句、常式句；要把音同義異的詞語換成另

外的說法，避免混淆。（3）要心中有聽衆，時刻考慮到聽衆是否能聽清、聽懂，對

廣播講話的音量、速度要恰當控制，對重要的內容如人名、地名、單位名及要點、

要目不僅要放慢速度講述，有時還要重復講述，對一些難懂或易誤解的地方，要作

簡要淺顯的說明。 
 

15. 說話訓練 
在語文教學中以提高說話能力爲目的而有計劃地進行的說話訓練活動。說話訓

練既是語言訓練，又是思維訓練，既能提高口頭表達能力，增強學生的社會交際能

力，又有助於提高書面表達能力和思維能力。 
說話訓練一般有以下幾種方式：（1）專門的說話訓練課。每課宜安排一個訓練

點，既有說話課文作示範，又有練習供實踐。（2）結合閱讀教學、寫作教學、聽話

教學進行。（3）安排說話訓練活動。如演講比賽、故事會、讀書心得交流會、專題

討論會以及影視口頭評論等。（4）鼓勵學生課外自覺進行隨機的說話訓練。說話訓

練，要講究有序、多樣，對訓練點要進行通盤考慮，訓練的內容和方式要多樣有趣。 
 

16. 對話交談訓練 
說話能力訓練方式之一，指說與聽雙方在共同創設的語言情境中相互應答的活

動形式。在對話中，資訊處於雙向的交流，參與的雙方互爲聽者和說者，交談的話

題始終受雙方思維動向的影響而變化，話題常常會有些靈活的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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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話交談訓練，主要可從以下幾方面進行指導：（1）要善於提出並調整話題。

話題可以開門見山，正面提出，也可以用側面迂回的方法提出。（2）在交談過程中

要注意傾聽對方的話，從中發現有價值的資訊，並適時調整話題以確保交流正常持

續。（3）要注意談話的態度和禮節。對話交談中要尊重對方，要避免誤聽、誤解；

要隨時注意自己的姿態，切忌東張西望，心不在焉；要防止主觀片面，固執己見，

或把自己的見解強加於人。（4）要注意場合說話得體。例如跟長輩說話要恭敬誠懇，

語氣要平和委婉；在喜慶場合交談要注意用詞是否符合現場的喜慶氣氛等等。 
 

17. 問答訓練 
以培養學生運用口頭語言問與答進行交際的能力爲目的的口頭語言訓練形

式。問答訓練包括提問和答問兩方面。問答訓練，是培養說話能力的有效途徑之一。

在進行口頭問答訓練時，應注意以下幾個方面：（1）向對方提出的問題要具體、明

確，態度要謙虛、誠懇。（2）回答問題，先要把問題聽清、聽准，然後緊扣作答，

不要答非所問。（3）要根據場合，採取不同的方式和口氣提問或作答。 
回答訓練主要可從以下幾方面進行：（1）課堂的問答。師生之間圍繞有關教學

內容所進行的對話，可以由教師提出問題，讓學生思考後回答，也可以由學生提出

問題，要求教師解答。（2）課外問答訓練。要鼓勵學生在課外進行同學間的互問互

答訓練，還可用小記者招待會等形式進行回答訓練，由小記者提出問題，由主持人

解答問題。（3）要適當指點問答的方法。如提問，就內容而言通常有“是什麽＂、

“怎麽樣＂、“爲什麽＂等三種類型。“是什麽＂，要求對事物、概念作說明、解

釋；“怎麽樣＂，要求對事物進行敍述或描述；“爲什麽＂，要求對事物或觀點提

出看法。 
 

18. 口頭復述訓練 
使學生將讀過或聽過的材料口頭重述的一種訓練活動。口頭復述訓練，不但有

助於檢查對讀物內容的理解和記億程度，而且能有效地鍛煉說話能力。 
口頭復述訓練常用的方式有如下幾種：（1）口頭詳述。多用於短課文或從長課

文中選取的某些重要段落，要求按原材料的內容和順序原原本本地述說，不遺漏主

要內容，不能改換原問的結構。復述時要把書面語言轉化爲口頭語言，可以適當引

用原材料聽語句，但要防止背誦。（2）口頭簡述。把原材料加以濃縮、概括，然後

用簡明扼要的語言述說出來。通常要求抓住脈絡和主要部分，保留部分重要的關鍵

性的語句，不能改變原文的體裁，也不能加進自己的認識、體會和評論。（3）口頭

評述。要求在復述的同時，圍繞著復述的材料進行評析，表述自己的見解、體會。

一般是邊復述、邊講解、邊分析。（4）創造性復述。對原材料的內容和形式作某些

創造性補充或改造後再把它講述出來。可以通過聯想和想象，爲原材料補充某些細

節，也可以是適當改變原材料的組合順序或人稱。指導學生進行口頭復述，首先要

向學生說明復述的方式，其次要提出明確的復述要求，在學生復述後還要根據要求

進行講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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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敍述性說話訓練 

以敍述事情起因、經過、結果爲主要內容的口頭表達能力訓練。進行口頭敍述

訓練，不僅能鍛煉學生的口頭表達能力，而且有助於提高書面表達能力。敍述性說

話訓練一般應注意以下幾點：（1）口頭敍述必須圍繞一個中心，把有關的人、地、

時、事、因、果交代清楚。（2）敍述要有詳略，有一定的線索。（3）語言要簡潔、

暢達，並力求生動、形象。 
敍述性說話訓練的方式一般有以下幾種：（1）單項訓練。口頭敍述一個片斷，

如事情的發生，事情的經過，或一個場景。（2）綜合訓練。口頭敍述一個完整的事

件，如組織一次參觀活動，讓學生截取參觀過程中的一件事作口頭敍述，也可以就

參觀的全過程作口頭敍述。（3）擴展敍述訓練。口頭敍述時，將原材料加擴充、發

揮，使內容更爲具體、豐富，語言更爲細緻生動。（4）變換人稱敍述。口頭敍述將

原材料中的人稱作某種改變。如把第一人稱改爲第三人稱、把第三人稱改爲第一人

稱。（5）變換順序敍述。口頭敍述時，將原材料的結構順序加以變換。如將順敘變

成倒敍或插敍、把倒敍或插敍變成順敘。變換人稱和變換順序的口頭敍述往往與復

述訓練結合起來進行。 
 

20. 介紹性說話訓練 
以介紹事物爲主要內容的口頭表達能力訓練。事物都有一定的形狀、質地、特

性、構造和功能等，口頭介紹事物就要把這些方面說清楚。口頭介紹事物，要注意

科學性，要準確反映事物的本來面貌；要注意條理性，合理安排介紹順序；要注意

選擇恰當的介紹方法，必要時還可展示實物或圖表；語言要清晰明白。 
介紹性說話訓練一般可從以下幾方面進行：（1）口頭介紹具體事物。介紹要抓

住特徵，如物品的形狀特徵、結構特徵，動植物的生態特徵等。（2）口頭介紹場景。

如介紹一個場面、一處勝景等。介紹要材料具體，描述恰當，重點突出，語言既要

平實準確，又要鮮明生動、饒有情趣，使人有身臨其境的感受。（3）口頭介紹陳列

品。首先要瞭解陳列的目的，要圍繞目的做有選擇地介紹。要熟悉陳列物品，只有

熟悉了陳列品，才能使介紹真切易懂。 
 

21. 解說性說話訓練 
以解釋、說明事理爲主要內容的口頭表達能力訓練。其目的是使聽的人增進理

解，解除疑慮，不僅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解說性說話訓練一般可從以下幾方

面進行指導：（1）結合事理說明文的教學。口頭解說事理難度較大，訓練中要引導

學生選擇自己比較熟悉的現象，參照課文中的事理說明文，加以模仿參照。（2）結

合課外活動。如結合春遊、秋遊活動，作導遊解說；結合運動會作現場解說等。（3）
就同學、朋友提出的疑難問題作口頭解說。解說時要有針對性，安排好順序，突出

重點，要言不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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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辯論性說話訓練 
用理由來證明自己對事物或行爲的見解的一種口語訓練。這是一種層次高、難

度大的說話訓練方式，就內容而言，大致有四種類型：一是以申述自己的立場、觀

點爲主；二是以駁回對方論斷，辯護自己的立論爲主；三是以說明真相，辯解疑難，

進一步闡明和維護自己的立論爲主；四是以指出對方論證的弱點和僞證爲主。論辯

中這幾種方式常常綜合、交叉運用。就形式而言，又有兩類：一類是自由辯論，不

受時間、地點、人數的限制，沒有事先確定的論題，最後也不一定形成結論。一類

是有組織的專題辯論，辯論性說話訓練應以此類爲主。 
指導辯論性說話訓練，主要有以下幾方面：（1）論題要有可辯性和能辯性。在

辯論前要明確論題、瞭解辯因、分析明確焦點，使學生作好材料、技巧和心理等方

面的充分準備。（2）建立辯論的程式。一般有四個環節：立論——陳述自己的見解，

駁論——反駁對方的見解，答辯——答復對方的辯駁，結論——總結雙方的得失，

初步有一結論。（3）持有良好的論辯態度。要引導學生敢於辯論，堅持真理；也要

引導學生以理服人，不強詞奪理。辯論時，要尊重對方，虛心聽取對方發言；要以

禮待人，不諷刺，不挖苦，更不能進行人身攻擊。辯論訓練應有計劃地安排，在語

文教學中，教師可提出一些論題，讓學生在小組裏進行論辯訓練，或適當地組織辯

論會和擂臺賽，還要鼓勵學生平時就所關心和感興趣的問題開展自由辯論。 
 

23. 評述性說話訓練 
對人、事、物、文等進行評析、評價、評論的口語訓練。評述性說話訓練有助

於培養和提高學生的表達能力、思維能力和分析、評論、鑒賞等能力，促進學生逐

漸養成獨立思考、發表見解的習慣。指導學生進行評述性說話訓練，要在以下幾方

面對學生加以指導： 
（1）要明確目的。評述性說話要有所準備，避免信口開河、無的放矢。（2）

要正確處理評與述的關係。評是目的，述是手段。述是評的由頭和依據，評是述的

主旨和歸宿。述要概括、簡要，評要展開、深入。（3）要學會評述的方法。其過程

一般是：研讀課文，佔有材料；分析所佔有的材料、選定評述話題；口頭評述時通

常要先概述材料，然後以此爲依據展開評論。 
 

24. 創造性復述訓練 
改變、擴展、評論課文內容的復述。它是比較高級的復述方式，要求有一定的

創造因素。創造性復述訓練，有利於培養學生的閱讀能力、寫作能力、說話能力和

創造能力，一般適用于中學高年級。 
創造性復述訓練，一般可採用以下途徑：（1）改變人稱的復述，如把第一人稱

改爲第三人稱等等。（2）改變結構的復述，如把順敘改爲倒敍等等。（3）改變文體

的復述，如把記敍體改爲描述體等等。（4）改變語言的復述，如把文言翻譯成現代

漢語，對課文進行評論性復述、擴展性復述、藝術性復述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