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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applies the multimodal teaching method to college Russian teaching Under the Mode of Sino-Russian 

cooperative education. Through multimodal classroom teaching experiments, a multimodal teaching model was established.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feasibility and effectiveness of this teaching idea in the Russian teaching. The results of experiments show that 

Under the Mode of Sino-Russian cooperative education the multimodality of Russian teaching helps to fully mobilize the 

students’ enthusiasm for learning, and develop Russian language ski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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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摘要摘要：：：：本文将多模态教学方法应用于中俄合作办学模式下大学俄语教学中，通过开展多模态课堂教学实验，构建多模

态教学模式，探析该教学理念在大学俄语教学中的可行性及有效性。教学实验结果表明：：：：与传统的教学模式相比，中

俄合作办学模式下多模态大学俄语教学有助于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培养自主学习能力及俄语应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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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引言引言引言 

随着我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推进，与沿线俄语国

家在经贸、科技等领域的交流合作不断扩大，由此对“专

业+俄语”的复合型人才需求量倍增。加之近年来国内对俄

罗斯教育认同度的不断提升，中俄合作办学迎来新契机。

在这种办学模式下，以教师为中心的单一型灌输式教学模

式已不能满足培养高质量俄语复合人才的要求。鉴于此，

探索多模态大学俄语课堂教学，实现多种模态的相互配合

与协调，高效提升学生的俄语技能，对中俄合作办学模式

下的俄语教学既是机遇，又是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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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多模态教学多模态教学多模态教学多模态教学理念理念理念理念的研究背景的研究背景的研究背景的研究背景 

模态是事物通过一定模式、方式或形式所表现出的属

性或情形[1]。不同学科对其划分标准不同，当代语言学研

究室主任顾曰国指出，模态指人类通过感官（如视觉、听

觉等）跟外部环境之间的互动方式[2]。单个感官称之为单

模态，而多模态则是通过整合、编排两种以及两种以上的

模态构成一个语篇。纵观国外学者的研究，R.Barthes是多

模态领域最早的研究者之一，他主要探讨图像在表达意义

上与语言的相互作用。此后，Kress & van Leeuwen建立了

图像分析的多模态框架，即研究图像、声音以及颜色在语

篇中的作用[3]。New London Group将多模态理论应用于教

学，首次提出了“多元识读能力”，并指出，培养学生的多

元读写能力以及解读多模态各种意义的能力是语言教学

的主要任务[4]。Stein 明确提出了多模态教学法的概念，

即教师和学生都应当利用多模态进行教学和实践，课堂应

当是包括视觉模态、书面模态、口头模态、表演模态、音

频模态和体态模态在内的多模态符号空间[5]。此研究可以

对集图像、动作、声音和语言于一身的课堂话语进行较为

全面的分析[6]。2014年6月召开的第七届国际多模态会议

上，与会专家对多模态的研究方法及发展方向进行了详细

解读。在会议的主旨发言中，澳大利亚 Kay O’Halloran 博

士介绍了他的团队研发的软件，如平面媒体、视频及社交

网络等新媒体语篇，这是多模态研究的新角度[7]。由此可

见，英语语言国家对多模态教学的研究已经趋向成熟。 

在俄语发展进程中，最早将图像纳入语言学范畴的是

20世纪30年代 А.А.Реформатский 编写的《Лингвистика 

и полиграфия》一书[8]。此后，该领域的主要研究学者还

有 Е.Е.Анисимова[9], В.М.Березин[10], 

Л.С.Большиянова[11]等，其研究视角多为语言符号与非

语言符号在“多符号语篇”中的建构。近年来，俄罗斯学者

对“外语教学多模态探析”研究兴趣日益浓厚，在该领域涌

现出诸多学术论文，例如，《Мультимодальность в 

обучении русскому языку как иностранному》(Коздра 

Михал) ，《 Реализация мультимодального подхода к 

обучению чтению на среднем этапе изучения 

английского языка》(Н.А. Фадина)[12]等，均以注重多模

态读写、交际能力为目标，旨在提高语言学习效率，增强

语言学习技能。 

近年来，国内学术界对多模态的研究呈现出极大的热

情。国内较早介绍多模态话语分析的李战子[13]学者指出

了探究多模态话语分析对英语教学的重要意义。顾曰国

[14]、张德禄[15]的研究对推进多模态话语分析起到了全

方位的导向作用。此外，杨信彰[16]、辛志英[17]、张征[18]

等学者为多模态大学英语教学均做出了重要贡献。 

因此，纵观国内外多模态教学的研究成果，多模态教

学是通过视觉、听觉等多种模态同时刺激学习者的感官，

使其协同运作，以达到强化记忆、提高交际能力的目的[19]。

但是，总体存在以下几点不足：（1）目前从多模态视角

探析大学外语教学，主要集中在英语语种，对俄语、法语、

德语等非通用语种的多模态教学研究较少。（2）对大学

外语多模态教学的研究多集中在理论方面，实证研究相对

较少。因此，本文将从实证角度探析多模态大学俄语教学，

以此验证多模态教学理念在俄语教学中的重要性，以及该

教学模式对学生的俄语学习兴趣、自主学习能力与俄语语

言应用能力的提升作用。 

3．．．．中俄合作办学模式下多模态大学俄语教学的中俄合作办学模式下多模态大学俄语教学的中俄合作办学模式下多模态大学俄语教学的中俄合作办学模式下多模态大学俄语教学的

必要性必要性必要性必要性    

中俄合作的新型国际化办学模式下，提高学生俄语应

用能力的目标对俄语教学提出了严峻考验。但现阶段俄语

教学存在着一系列问题：一是俄语授课教师多为俄语专业

出身，受其自身的学习痕迹及传统教学方式的影响，新模

式下一时很难改变传统教学方法；二是学生对合作办学模

式的理解不够透彻，加之学生多属于俄语零起点，导致俄

语学习的自主性较差；三是俄语教材的编排缺乏针对性、

趣味性，仅有录音，文本等单一模式。以上诸多因素，阻

碍了学生俄语学习效果的有效提升。因此，探索多模态大

学俄语教学，不仅是中俄合作办学俄语教学改革的必需，

也是培养复合人才多元识读能力的要求。 

3.1．．．．中俄合作办学中俄合作办学中俄合作办学中俄合作办学模式下模式下模式下模式下俄语教学改革的必需俄语教学改革的必需俄语教学改革的必需俄语教学改革的必需 

目前，大学俄语教学大致分为三种类型：专业俄语教

学、公共俄语教学、复合型俄语教学。中俄合作办学的俄

语教学区别于大学专业俄语教学及公共俄语教学，以江苏

师范大学中俄学院金融工程专业为例，其培养目标在于，

培养金融专业知识扎实、俄语水平高、操作能力强，且熟

知中俄两国金融知识的国际化、复合型高级专门人才。因

此，学生的俄语应用能力和金融词汇的熟练掌握应当成为

金融工程专业俄语教学的重中之重。在该特色化的培养目

标下，课堂上仅使用单一的听觉或视觉模态教学，很难在

“3+1”的学制下培养并提升学生的俄语应用能力。而多模

态理论则为金融专业俄语教学改革提供新启示：教师既要

充分利用多媒体教学条件，最大限度调动学生以听觉、视

觉等模态为主的多模态学习，同时加入动画、图像等辅助

模态，开展积极、高效、有趣的语言学习。中俄合作办学

模式下的多模态教学为俄语课堂注入新生，提高课堂效率，

优化教学效果。 

3.2．．．．培养复合人才多元识读能力的要求培养复合人才多元识读能力的要求培养复合人才多元识读能力的要求培养复合人才多元识读能力的要求 

近年来，随着中俄战略合作的不断加深，我国与俄语

国家的经贸往来日益频繁。传统的印刷品随着多媒体时代

的到来，已经无法满足社会发展需要；与之相反，通过俄

文网站获取最新资料、了解国家间的最新经贸信息已经普

及。因此，中俄合作办学模式下培养复合型人才的多元识

读能力势在必行——学生不仅要具备文化识读能力，也要

具备多模态识读能力。为实现这一目标，将多模态俄语教

学运用到课堂中尤为关键，教师通过运用图片、网络、角

色扮演等多种方式，培养起学生阅读多媒体与模态所提供

的信息的能力。学生通过理解多模态环境下的各种经历，

建构起自身对现实世界的认识，继而能够达到自主学习的

目的，以迎接经济全球化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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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多模态大学俄语教学的实证研究多模态大学俄语教学的实证研究多模态大学俄语教学的实证研究多模态大学俄语教学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多模态话语理论为基础，结合当前大学俄语

面临的困境及出现的问题，着重从教师和学生两个角度

对多模态大学俄语教学模式从三个方面进行建构：第一，

教师多模态话语的运用在多模态大学俄语教学实践中

的重要作用；第二，学生在多模态大学俄语教学实践中

学习兴趣的培养以及语言应用能力的提升；第三，大学

俄语多模态教学的评估标准。具体图示如下： 

 

图图图图1 模态俄语教学模式。 

4.1．．．．教学实验教学实验教学实验教学实验 

4.1.1．．．．研究目的研究目的研究目的研究目的 

本研究目的在于：验证多模态教学在中俄合作办学模

式下大学俄语教学中的有效性，提高俄语课堂教学效果，

培养学生的俄语学习兴趣及语言运用能力。 

4.1.2．．．．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相结合的方法。首先

对实验班进行多模态教学前测，经过两个月的多模态俄语

教学后，再对其进行后测，将前测和后测成绩进行对比，

分析大学多模态俄语教学模式对学生俄语学习能力、多元

识读能力的影响。 

4.1.3．．．．研究对象研究对象研究对象研究对象 

本研究选取江苏师范大学中俄学院金融工程专业某班

级作为实验班，该班学生人数为31人。对同一个实验班进行

了为期两个月的多模态教学实验。为了确保实验的严谨性，

此次教学实验确保学生在不知道自己参与的情况下进行操

作。实验前采用传统俄语教学法，实验中采用多模态教学。 

4.1.4．．．．研究工具研究工具研究工具研究工具 

课本: 本实验选用《走遍俄罗斯2》作为使用的教材，

该书有七节内容。通过仔细分析与思考，选取本书的一、

二节作为研究材料。 

PPT演示稿：根据课程内容的多样性，每节课将设计

和制作不同内容的PPT演示稿。PPT演示稿涉及到多模态

符号，如：图片、文字、视频和声音等。且实验过程中注

重动画及视频的插入。 

视频和音频：实验期间增加动画视频环节，此处以

《走遍俄罗斯2》第二节语法知识点——运动动词为例，

并将俄罗斯动画片《Малышарики》第35集Поехали!作

为该课程的课堂导入部分，为学生创建视觉模态，培养

学生对运动动词学习兴趣及理解能力。同时，课堂上教

师使用与《走遍俄罗斯》教材配套的多媒体光盘为学生

创建听觉模态。此外，这些资源可帮助学生课后进行自

主学习。 

网络自主学习平台：为学生推荐难度适宜的网络学习

软件，图片、文字、声音等方式便于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和

消化，同时弥补教材过于单一、知识点零碎的缺陷。 

试卷: 这项研究是同一班的不同时间进行的。本文用

半学期时间对实验班开展研究，前测及后测题型及难度均

符合教学大纲。 

4.1.5．．．．研究分析过程研究分析过程研究分析过程研究分析过程 

借助社会科学统计软件SPSS24.0对所收集到的前后

测成绩进行数据统计，使用成对样本T检验的统计方法，

对比实验班前测及后测俄语水平测试差异。以下表1~3是

俄语水平能力测试成绩成对样本统计的具体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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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1 综合俄语水平能力测试成绩配对样本统计量。 

均值均值均值均值 N 标准差标准差标准差标准差 标准误差平均值标准误差平均值标准误差平均值标准误差平均值 

配对 1 
前测成绩 78.55 31 15.782 2.834 

后测成绩 81.52 31 13.015 2.338 

表表表表2 综合俄语水平能力测试成绩配对样本相关系数。 

N 相关性相关性相关性相关性 显著性显著性显著性显著性 

配对 1 前测成绩 & 后测成绩 31 0.975 0 

表表表表3 综合俄语水平能力测试成绩配对样本检验。 

 

成对差值成对差值成对差值成对差值 

t 自由度自由度自由度自由度 显著性显著性显著性显著性（（（（双尾双尾双尾双尾）））） 
平均值平均值平均值平均值 标准差标准差标准差标准差 标准误差平均值标准误差平均值标准误差平均值标准误差平均值 

差值差值差值差值 95% 置信区间置信区间置信区间置信区间 

下限下限下限下限 上限上限上限上限 

配对1 -2.968 4.223 0.758 -4.517 -1.419 -3.913 30 0.000 

 

从配对样本统计量表1来看，前测成绩的均值是78.55，

后侧成绩的均值是81.52， 后侧成绩比前测成绩好。 

原假设：配对组间没有相关性；备择假设：配对组间

有相关性；显著性值在表格中显示为0.000，其意为该数

值远小于千分之一，在给定显著水平0.05情况下，因此可

以拒绝原假设，即配对组间有相关性。 

从配对样本相关系数表2来看，相关系数为0.975，说

明配对组之间属于强相关，因此可以用配对样本检验。配

对样本T检验的结果，分析最后三列：T= - 3.913，

DF=30,P<0.001。在给定显著水平为0.05的情形下，可以认

为配对组间的均值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从成对差值表3来看，即表3的4,5,6列，如果95%置信

区间不包含0，则P<0.05同样可以得出结论2组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 

此外，本文还对学生的总体成绩进行了以下统计(见

图1、图2)。通过比较可得知，后测成绩中不及格的比例

6%，较前测成绩19%明显降低。 

 

图图图图2 前测总成绩。 

 

图图图图3333    后测总成绩。 

4.1.6．．．．研究结果研究结果研究结果研究结果 

上述统计结果分析显示：利用配对样本T检验来判断，

综合俄语水平测试前后测成绩的均值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认为后测成绩优于前测成绩。因此，可以认为在接受了大

学俄语多模态教学模式的实验后，实验班在第二阶段的俄

语水平得到提高，且两极分化情况有所减弱。 

4.2．．．．访谈分析访谈分析访谈分析访谈分析 

通过教学实验可以分析出多模态俄语教学促进了学

生俄语学习能力的提升，为了更全面地检验该结果，在教

学实践和实验结束后，本文对实验班的一些学生进行访谈，

访谈的目的是调查学生对多模态教学和传统教学模式的

态度。访谈内容如下: 

(1) 你觉得现在的综合俄语课与上学期相比，在教师授

课及学生学习方面有什么不同？ 

(2) 你喜欢老师课堂上运用的PPT课件、图片、音乐、视

频、动画等授课形式吗？是否对你的学习有帮助？ 

(3) 相比于传统的俄语课，逐字逐句讲解语法、词汇、

课文，你是否适应新型的多模态教学法？ 

访谈结束后对访谈内容进行归纳分析：第一，多数同

学表示，现在的课堂丰富多彩比以前有趣，且气氛更加活

跃，听说等交流互动增多；第二，受访得所有学生都非常

喜欢教师课堂上使用的PPT课件、视频、音乐，尤其是动

画片备受部分学生的喜爱，这些方法能够激发他们的学习

兴趣，激发学习动力，一些学生还指出课外视频材料增进

了自己对俄罗斯的了解；第三，与传统的俄语课上逐字逐

句讲解语法、词汇、课文相比，学生们青睐新型的多模态

教学法。 

通过上述访谈结果的分析得出结论，视觉和听觉等多

种模态结合起来进行信息交流与理解，要比单一听觉模态

有效得多。多模态俄语教学模式能够弥补传统单一教学模

式的不足，多模态材料的输入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提供视频、图片等直观、逼真的教学资源，能够增强学生

对知识的理解，同时多种模态相互融合有助于培养学生多

元识读能力[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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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多模态大学俄语教学的启示多模态大学俄语教学的启示多模态大学俄语教学的启示多模态大学俄语教学的启示 

5.1．．．．教师要开展俄语课堂多模态教学实践活动教师要开展俄语课堂多模态教学实践活动教师要开展俄语课堂多模态教学实践活动教师要开展俄语课堂多模态教学实践活动 

通过实验发现，多媒体技术在大学俄语多模态教学中

发挥着重要作用。多模态课堂的特色在于教学多模态化策

略的合理使用。它克服了传统俄语课堂“以逐字逐句讲解

词汇句型语法为特征”的单模态模式，因而改变了灌输式

俄语教学单调、沉闷的教学气氛，增加了教师与学生之间

的交流互动。 

5.2．．．．学生要参与主动到多模态教学学生要参与主动到多模态教学学生要参与主动到多模态教学学生要参与主动到多模态教学 

利用多媒体 PPT 辅助教学，将图像、视频、音乐、

动画等多模态符号植入课堂，多种模态相互协作，吸引学

生的注意力，充分刺激他们的视觉和听觉，激发学生学习

兴趣，培养学习动力，有助于培养学生俄语应用能力。学

生在有趣的俄语学习环境中，高度融入课堂，培养学生多

元识读能力。 

5.3．．．．俄语课堂多模态选择坚持最优与适配原则俄语课堂多模态选择坚持最优与适配原则俄语课堂多模态选择坚持最优与适配原则俄语课堂多模态选择坚持最优与适配原则 

通过学生的建议，在进行访谈的过程中也发现了部分

问题，比如，课堂不能为单纯追求多媒体和多模态的教学

形式而滥用无效的媒体技术。毕竟课堂时间是宝贵的，过

度注重课堂互动环节以及进行视听资料的播放有时会拖

慢课程进度。因此，在进行多模态选择时要兼顾最优与适

配原则，一方面，应该将模态以不同的方式组合，以达到

不同模态互相协调配合、相互转化，实现多模态学习的目

的。另一方面，多模态组合时要把握好模态选择的尺度，

坚持适配原则，如果模态以不适当的方式组合在一起，有

可能会降低课堂教学的整体效应[20]。 

5.4．．．．强化多模态课外自主学习强化多模态课外自主学习强化多模态课外自主学习强化多模态课外自主学习 

多模态自主学习是指学生依据教学要求和教学任务，

根据自己的学习水平和学习方法，在仿真性或真实性语言

环境中通过视觉、听觉和触觉多种模态认知、处理、接收

和运用语篇信息和非语篇信息[21]。仅仅借助课堂运用多

模态是远远不够的，因此，学生可以通过网络平台强化多

模态自主学习，才能使多模态教学具有延续性。网络学习

平台主要通过俄语网络平台、网络课程、俄语视听说教学

资源库等为学生构建多模态仿真实践环境。最大化地实现

学习者和多媒体语料之间的实现学习者和多媒体语料之

间的多模态互动。 

6．．．．结结结结论论论论 

本研究结果表明，中俄合作办学模式下大学俄语多模

态教学模式的科学性，可行性及有效性在教学实践中得到

了验证。首先，借助多媒体与网络技术，多模态俄语教学

为俄语课堂提供高质量的语言交际语境，它通过调动学生

的多种感官来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和兴趣，有助于培养学

生俄语应用能力；切实帮助学生提高现代交际所必需的俄

语多模态听说读写能力，以应对经济全球化、语言文化多

元化和交际多模态化所带来的挑战; 同时，对于多媒体时

代中俄合作办学模式下大学俄语教学的发展和走向也有

一定的借鉴作用。但是，在实验过程中本研究采用的样本

数量过少以及周期相对较短，因此还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

本研究的缺陷和不足有待于后期研究和其他学者相关研

究的补充和完善，以促中俄合作办学模式下大学俄语教学

质量的高效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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