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年3月 咸阳师范学院学报 Mar.2018

第33卷 第2期 Journal of Xianyang Normal University Vol.33 No.2

对外汉语“汉字”教学探究
刘 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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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对外汉语教学中讲好“中国故事”是当前汉语国家教育中值得重视的一个问题，应该

以我国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汉语言文字作为抓手，通过学习汉字，体味中国文化的悠久；通过汉

字解读，领悟中国智慧的深邃；通过汉字书写，体悟中国文化的美感；通过汉字趣味性教学，提高汉

字识记效果。

关键词：对外汉语；汉字；中国故事；教学

中图分类号：G648.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2-2914（2018）02-010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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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telling good stories of China is an issue

worth considering seriously in contemporary national education of Chinese. We should take the Chi-

nese language system with a long history and with broadness and profundity as a starting point to appre-

ciate the time-honored history of Chinese culture. Through the interpretation of Chinese characters, Chi-

nese wisdom can be comprehended. And through the Chinese characters, the fun in teaching can be in-

creased with the memorization effects upgra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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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

决定》明确提出，要大力开展对外文化交流，加强国

际传播能力和对外话语体系建设，推动中华文化走

向世界。习近平总书记也强调指出，要创新方法手

段，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建立对外传播话语体

系，增强国际话语权。近年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

提升，越来越多的外国留学生来华进行学历提升或

者短暂研修，如何根据留学生的实际，选择适当的方

法和手段进行对外汉语教学，传播中华文化。讲好

“中国故事”，让学生尽快了解中国文化、热爱中国文

化，进而融入中国文化，是值得我们思考的一个重要

问题。作为对外传播教学教育最直接的主体，广大

对外汉语教学第一线的教师于讲好“中国故事”负有

义不容辞的责任。但“讲什么”“怎么讲”，如何“讲得

好”，让外国留学生能够听得进、听得懂，这并不是一

件容易的事。笔者认为要讲好“中国故事”，应该以

我国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汉语言文字作为抓手。

1 学习汉字，体味中国文化的悠久
文化彰显着一个国家民族的精神价值，是一个

国家“软实力”的核心，文化对经济、政治有着重大的

影响。 [1]据国家外文局“中国国家形象全球调查报

告”显示，62%的国际民众认可中国“历史悠久的文

明古国”形象，61%的海外民众乐于了解中国文化，

约有三分之一的国际友人表示对学习汉语有兴趣，



同时越来越多的汉语学习者不仅渴望学习基本的语

言知识和语言技能，而且渴望能够深入了解中国文

化。[2]而学习一个国家的文化，首先要从学习其语言

文字起步。

谈到中国文化，一定绕不开中国汉字，汉字是中

华民族的一个伟大创造。作为中国文化的特殊载

体，汉字是中国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它反映了中华

民族的思维习惯与实践方式，蕴藏着丰富的中国文

化内涵。因此，从汉字的学习入手，让学生通过学习

汉字来领会中国文化意蕴，是讲好“中国故事”的一

个重要方面。文字的创造发明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上

一个非常重要的进步。可以说，中国的汉字是世界

上使用时间最为悠久、使用范围最为广泛、使用人数

最为众多的文字符号。据考古发现的成果显示，大

约在距今六千年的陕西省西安半坡氏族遗址等地

方，就已经出现了刻画的表意符号，共达五十多种；

在距今有 3 500年历史即大约公元前十六世纪的殷

商时期，构成汉字的甲骨文体系就已经出现了，许多

学者认为这意味着汉字的起源。此后，在漫长的发

展中，汉字又经历了铜铭文（金文）、小篆、隶书、楷书

等形式，并一直沿用至今。众所周知，日本、越南、朝

鲜等一些国家和地区的文字都是在学习汉字的基础

上受启发创制的。

中国的文字起源及其演变，记录和表征着中国

文化源远流长的悠久历史。相传，中国的汉字是轩

辕黄帝的史官仓颉所造。汉字经历了几千年的发展

演变，从甲骨文算起，到金文、大篆、小篆，到隶书、楷

书以及草书、行书等字形的演变。现在发现最早的

甲骨文是商朝盘庚时期的甲骨文，象形程度很高。

作为汉字萌芽的甲骨文，是指刻在龟甲、兽骨上的古

老文字，它是中国汉字的早期形式，是现存中国最古

老的一种成熟文字。秦朝建立后，出于统一国家“书

同文”的需要，丞相李斯对当时的文字进行收集整理

然后进行一番改革加工，将文字统一为“小篆”，亦称

为“秦篆”，其形体结构较大篆而言，比较简明、规正、

协调，笔势匀圆整齐，偏旁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异和合

并，其象形性已经不是很明显了。但是，由于小篆的

结构过于规范，人们书写起来速度很慢也很浪费时

间，所谓“奏事繁多，篆书难成”，结果又一次进行了

文字改革，这就出现了隶书。至汉代，隶书已经发展

到了比较成熟的地步，奠定了现代汉字字形结构的

基础；再后来，融合了隶书和草书而自成一体的楷

书在魏晋南北朝开始出现，兴盛于唐朝。楷书也叫

“真书”或“正书”。“楷”含有规矩、整齐、楷模的意

思，是说这种字体可作为法式，一直到现在，楷书仍

是汉字的标准字体，算起来已有近 2 000 年的历

史。行书是在楷书的基础上产生、介于楷书与草书

之间的一种字体。汉字从产生到现在，虽没有跳出

表意文字的圈子，但文字的形体一直按从繁到简的

规律发展演变。

在教学中，通过对汉字演变过程的学习，有助于

掌握学习中国文化的基本工具。还可以通过讲神话

故事、历史典故等形式感受中国文化的悠久历史，体

味中国文化的丰富内涵。

2 汉字解读，领悟中国智慧的深邃
汉字是表意文字，通过分析汉字构造的特点，挖

掘其中蕴藏的中国文化内涵，加以生动的讲解，既满

足了学生们的好奇心理，也增强他们的学习兴趣。

所以，将汉字与文化相结合的教学方式不失为宣传

中国故事一种行之有效的方式。教师可以通过汉字

的字体结构来讲解字形和字义，如汉字的偏旁部首，

它既是汉字的基础构成部分，也是汉字表意功能的

一个具体表现，在汉字形意关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

色。通过汉字的偏旁部首，我们就可以大概知道汉

字所表示的意义。

如中国古代虽然是以农业立国，但商业思想很

早就已经出现，这种思想可以通过分析解读一些汉

字来阐述。如“贸”字，“贸”由“卯”与“贝”组成。“卯”

是早晨五点至七点，“贝”是中国古代的货币，“贸”字

的意思合起来即为早晨起来去挣钱之意。由“贸”

字，还可以引申出一系列以“贝”为偏旁的汉字，它们

的意思都与货币、金钱有关，如购、贷 、账 、财 、贱 、

赌、贷、贫、贪、费等。利用汉字偏旁辨析识字，也是

有效的手段。汉字的偏旁还体现了事物的性质与属

性，如杨、柳、林、森、村、树、松、桥等，都是“木”部，说

明这些汉字都与“木”有关；而江、河、湖、海、浪、波、

涛、汤、泉等，都是“水”部，则说明这些汉字与“水”有

关；怕、慌、惊、惧、怀、惜、悦、恨、忙、忧、怪等字都与

“心”有关，等等。

再有中国古代社会以农耕文明为主要特征，拥

有田地是财富的象征。在中国古代，田地几乎可以

称得上是富裕的代名词，是否拥有田地则是区分贫

富的标准，所以，以“田”构成的汉字大多与财富有

关。如“富 ”“福 ”两字，都有一个“田”字在内。俗

话说，民以食为天，而田地却是食之源泉，田多食足

才算是有福且富，这两字还反映出 一种传统的祈福

· 110 · 咸阳师范学院学报 第33卷



求富的愿望与向往。人们祈福，大多是求富 ，希望衣

食丰足，而求富 ，就务必要安置田产了。因此，田地

就和“富”“福”紧密联系起来。“富 ”字就是一个拥有

一口田的富裕家庭，而“福”则可以解读为祈求得到

一口田的向往。

汉字里面包含着千百年来中华民族的哲学意

识、风俗礼仪、伦理道德、审美意识等，中国古代的人

生智慧、生活经验都包含在一个个方块字里，这是表

音的字母文字所无法达到的高度。毫不夸张地说，

一个汉字就是一部大书，就是中华民族祖先认识自

然和人类社会的经验总结，也抽象演绎出人无限丰

富的想象与联想。譬如，冬天的“冬”字，本意是一段

绳子的两端打个结表示结束，后来再引申为一年四

季的最后一个季节，这才有了“冬季”和“冬天”的含

义；再如“春”字，最早上面是小草的萌生，中间“屯”

的部分表示种子发芽，下面是一个太阳，大篆把“春”

字画出来就是欣欣向荣的大地回春图。一些汉字还

体现很深的道德伦理思想内涵。如“孝”字是个会意

字，上方是“老”字的一半，下面是“子”字，两部分合

起来就是子女要照顾老人之意。“孝”字不只体现了

中国文化的伦理精神，还体现了浓厚的家族观念。

无子不孝，“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体现了中国人重

视血脉承传的文化品格，也奠定了社会和谐安定的

基础。所以，才有了一儿一女是个“好”字。再如

“家”字，家是什么？“宀”字头，现在通常叫“宝盖头”，

家里能养一头猪就可以安顿下来，小富即安，家里不

需要豪宅，不需要置多少房产，能养猪日子就能过得

不错。更有意思的是家中有女即是“安”，这屋顶底

下得有个好女人，一家人就都安心了。

汉字中还蕴藏中国古老的民俗文化。拿古代建

筑来说，从一些汉字的构成中，我们能看到汉字与古

代建筑的关系，可以看到古代建筑和发展的轨迹。

如春秋战国时期出现的大量用“木”字作偏旁构成的

“楼”“檐”等字便是那时候的房屋建筑用字，说明中

国早在几千年前已经开始使用木材造房了；再如在

习俗风尚方面，从一些汉字可以看出古代的婚嫁制

度为，如“婚”字，从女从昏，声旁的“昏”反映出古代

结婚的时间为傍晚，这和现代人结婚多选取上午的

时间有很大不同；又如“娶”字，“取”就是当时的一种

抢婚文化风俗在汉字字形上的折射。

在解析汉字中蕴含的中国文化时，要注意两点：

一是要选取一些比较简单、通俗的汉字，便于留学生

好学、好记、好理解，这样才能达到通过汉字解读中

国文化的目的；二是在解读汉字中蕴含的文化含义

时，不能一味望文生义，更不能生拉硬扯、牵强附会，

以至歪曲了汉字的本义。无论讲解汉字的原始意义

还是形体变化后的现代意义形义的联系，都必须做

到合情合理，要有历史的根据或者语音文字考据系

统的支持，不能随心所欲地胡乱拆解和发挥联想。

如有人把“球”讲成“一个姓王的在打球，投了四个篮

板球（指“求”下面的四点），罚了一个点球（指“求”右

上的一点）”，把“恕”讲成“如果你得罪了领导，就去

找他心上的女人开口求情，一定会宽恕你的”，这样

的讲解属于主观臆造，是不符合文字规律和形义系

统的汉字构造理据的。“恕”的本义是“如心”，将心比

心，互相理解，做人、读书都应该有这份胸怀。

我们的祖先在日常的生活劳动中，仰观于天，俯

察于地，观察了动物植物的足迹，发明创造了文字，

所以，汉字中蕴含着对生命体验与天地万物的认

识。学者侯书议对100个“最中国”的汉字进行了文

化意义上解读，分析每一个汉字所代表的文化、哲学

意义，指出了汉字构造中体现出的中国智慧的深

邃。这其中既有代表着中国古代社会文明发展的

耕、禾、农、家、田、丝、工，也有包容着中国哲学、宗

教、文化思想的儒、道、佛、悟、戒，还有体现国家情怀

的中、东、北、土、社、九、鼎、国等。[3]比如“人”字，肢

体站立，反映了人类祖先从猿到人的演化过程；精神

站立，人的精神要上可达于天，下可立于地，要成为

具有独立人格的生命。人生在世，我们要始终保持

一个姿势“挺身站立为人，顶天立地做人；“人”字还

表现为一种阴阳相生的支撑以及人与人之间要互相

支持帮助的思想。“人”与其他汉字组合，又具有全新

的意义。如“人”遇到“一”的时候，就是“大”；“人”遇

到“木”，起构成“休”。人靠着树，意思是“休息”。

除了会意字 ，形声字在汉字总数中占了压倒性的优

势。所谓形声字就是以由一个形旁（义符）、一个声

旁（声符）相结合为标志的汉字。一个声旁、一个形

旁从部件结构上说也是一种对称，一定程度上体现

了中国文化持中调和、阴阳和谐的观念。如“珠”

“甜”“猛”“钢”“红”等字，两个部分一表义一表音，十

分和谐。

通过讲故事的方式培养留学生学习汉字、词语

的兴趣，是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法。留学生大都是年

轻人，他们思想活跃，好奇心强，喜欢听故事，教师如

果用讲故事的方式讲解汉字及其意义，可以提高学

生的学习兴趣，加深他们的听课热情。一般而言，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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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中国成语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讲好成语故

事，学生不仅记住了这个成语，而且还理解了成语中

蕴含的象征意义。比如“叶公好龙”“愚公移山”“画

龙点睛”“塞翁失马”等成语故事，学生在课堂上听讲

都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而在下节课再提问时，学生

基本都记住了成语名称及其故事内容。

3 通过汉字趣味性教学，提高汉字识记效果
相比较于西方的字母文字，留学生们普遍感觉

汉字难写难认难记。留学生班的学生来自不同的国

家、不同的区域和不同的民族，拥有不同的文化、历

史背景以及风俗习惯等差异。这些差异造成了学生

在思想观念、思维方式，甚至学习态度和学习风格等

多方面的差异。目前在中国留学的非汉字圈学生以

欧美人居多，他们的母语与汉字结构大不相同，都是

字母组合见字知音的表音文字。对于他们来说，汉

字是完全不同的犹如迷宫图画一般的方块文字，所

以书写汉字便成为大多数留学生普遍畏难的一项学

习任务。所以，提高课堂对外汉字教学的趣味性，寓

教于乐，手脑并用，使学生通过学习汉字从而理解汉

字后面蕴藏的文化，效果可能会事半功倍。

对外汉字教学中，认识并理解汉字是教学的主

要内容。要让学生在有限的学习时间里尽可能多地

掌握并熟悉运用汉字，这就要求教师在课堂教学中

不能单纯采取传统的语音、语法、语汇等传统的教学

模式，而应该采取多种手段，运用多种方式，并体现

出一定的趣味性，激发学生学习汉字的兴趣。如现

代汉字中的字形相近的字很多，有些字的偏旁部首

略微差别，但表达的意思完全不同，在课堂教学中，

教师有必要辨析两者的差别。但这些词义的辨析如

果是通过枯燥的讲解来体现，势必会使学生产生厌

倦感，所以通过形象化的方式来讲解，会使课堂生动

起来，也能极大地调动留学生的积极性。如可以用

一些网络形象化的语言对字形相近或有关的词语进

行讲解。如：熊对能说，哥儿们，穷成这样啦，四个熊

掌全卖啦？电对曳说，好好歇会行不，你这姿势不累

呀？兵对丘说，兄弟，踩上地雷了吧，两腿咋都没

了？王对皇说，哥们，当皇上有啥好处呀，你看，头发

都白了！臣对巨说：和你一样的面积，却有三室两

厅。占对点说：买小轿车了？日对曰说：该减肥了。

土对丑说：别以为披肩发就好看，其实骨子里还是老

土，等等。课堂教学证明，这种方法收到了极好的效

果，既增强了学生的好奇心，也提高了他们的效率，

举一反三，学生们在轻松幽默的课堂气氛中理解并

记忆了汉字。除了形近字，还有大量的同音字、同义

字方面，都可以采用这种方法进行趣味性教学。

再有像猜字谜这种汉字知识游戏，在对留学生

的教学也可以适当地采用。这样既让学生认识了具

体的汉字，又让学生了解了中国文化。如“两个胖

子”，打一个中国城市名，谜底为“合肥”；“大热天穿

棉衣”，谜底为“武汉（捂汗）”；“四季花开”谜底为“长

春”等等，让学生不仅对谜面的汉字进行了识记，还

记住了中国的几个城市名称。此外，还可以组织一

些与汉字书写及书法欣赏相关的趣味活动，让留学

生们手眼并用，从感觉和视觉上体会中国文化的美

感，将会进一步增加留学生对中国文化的热爱。

总之，在对外汉语教学的实践中，教师可以根据

实际情况，灵活多样地采取多种教学方式，增加留学

生汉语学习的主动性、积极性。如果教师能有效地

运用讲故事的方式讲解汉字，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教

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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