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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owadays learning Chinese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attractive,
many foreign students have come to China to learn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and
nearly half of them study different majors in China. The level of Chinese language will
influence their study on major directly. The students who come from the East and the
West have different feeling on the learning of Chinese characters.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teaching of Chinese characters for beginners from Europe without any basis of
Chinese language. The paper analyzes the current condition of the teaching of Chinese
characters, points out the problems, analyzes the reasons, and gives out several suggestions for future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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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外文化交流的扩大，汉语学习的热潮在全球升温，越来越多
的外国学生来中国学习。根据中国教育部统计，2014年共有来自203个
国家和地区的377,054名各类外国留学人员在中国的31个省、市、自治
区的775所高等学校、科研院所和其他教学机构中学习，比2013年增加
20,555人，增长比例为5.77%（以上数据均不含港、澳、台地区）。具
体统计如下：
表一：来华外国留学生统计（按洲别统计）
洲 别

总人数

占总数百分比

比上年增减人数

同比增减

亚 洲

225,490

59.80%

5,682

2.58%

欧 洲

67,475

17.90％

5,933

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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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 洲

41,677

11.05%

8,318

24.93%

美 洲

36,140

9.58%

-907

-2.45%

大洋洲
6,272
1.33％
1529
（来源：中国教育部，2015-3 – 18）

32.24%

上表显示，欧洲是除亚洲外，中国国际学生生源的最大输入国，在
今年这个数据还会上升。可以预见，在将来，欧洲学生将会是来中国
学习的主要群体之一。因此，针对欧洲学生的汉语教学值得我们认真研
究。对于以字母文字为母语，汉语为零起点的欧洲学生来说，初次接触
汉语，汉字的认读和书写是他们学习汉语的最大难点。因此，本文针对
零起点的欧洲学生的汉字教学，提出一些探讨。
一、目前欧洲留学生的汉字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1．初级学习阶段课程设置不够细化，没有针对非汉字圈的留学生
设置专门的汉字课程。
大多数欧洲学生来中国之前，对中国知之甚少，对中国文化和汉字
了解更少。中国文化和汉字对他们来说，是完全陌生的异国文化和文
字。在汉语学习过程中，他们原本的母语和学习经验，对他们的汉字学
习帮助较小，从字母文字到方块文字，汉字学习对他们来说是全新的
视觉体验和书写体验。因此，汉字的认读和书写，他们需要一个熟悉的
渐进过程。不同于以字母文字为母语背景的留学生，汉字文化圈的留学
生（例如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的留学生）虽然母语不是汉
语，但日常生活中接触汉语和汉字的机会较多。因此，他们对汉语没
有完全的陌生感，对汉字符号较为熟悉，在学习汉字的过程中，能够较
快适应汉字的认读和书写方式。所以，来自不同地域和文化背景的留
学生，在学习汉字时感受到的难易程度是不一样的。而中国国内目前的
汉语教学在初级教学过程中，在课程设置上，考虑学生的这种差异还不
够。无论是汉字圈留学生，还是字母文字背景留学生，学习进度统一。
除了阅读、语法和听力等课程，较少开设专门的汉字课，缺少给这些对
汉字完全陌生的留学生进行专门的汉字讲解或辅导，帮助他们尽快熟悉
汉字的认读和书写方式。
2．教材课程的编排不适合零起点的留学生。
现在针对留学生的汉语教材有很多，较早的有《汉语教程》等，后
来陆续出版了《快乐汉语》，《成功之路》，《当代中文》等教材。
其中《汉语教程》使用较早，使用时间也较长，但这本教材在编写上由
于注重课文的交际实用功能，导致生词的出现的先后没有遵循“由简
入繁”“先易后难”的原则。例如第一课，就出现了“妈妈”“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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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弟”等这样笔画较多，结构也较复杂的生词。在汉语学习的起步阶
段，留学生还没有熟悉汉字的笔画、笔顺、偏旁、结构等，就要开始
书写笔画多、结构难的汉字，不可避免地会觉得有困难，也可能因此产
生“汉字很难”的感觉,这种感觉会在以后的汉语学习过程中产生消极
影响。
Burstall(1975) 认为：“学生后续学习动机主要来源于其学习成
效”，留学生对汉字掌握得越好，就越有动力继续后面的学习。如果一
开始就产生“难”的感受，学习效果也不理想，毫无疑问，将对他们的
后续学习产生不利影响。
国内多年前曾经出版过一套针对国内小学生的语文课本，开始学习
汉字时没有课文，只有生词，而且生词从笔画最少，字形结构最简单
的“一”“二”“三”， “人”“口”“手”等汉字开始，一步一步
让初学者熟悉笔画、笔顺、偏旁以及结构。这套教材的编写，在识字写
字方面，遵循了“由简入繁”“先易后难”的原则。这种生字上的编排
顺序，也是适合零起点的留学生的，对外汉语教材的编写在生字方面，
值得借鉴。针对留学生的汉字教学，江新（2007）建议“口语先行，识
字跟上，多认字少写字”，目的是要分散难点，降低留学生学习汉语汉
字的难度，提高汉语学习效率。这个建议和“由简入繁”“先易后难”
原则的出发点可谓是异曲同工。
3.汉语教师缺乏对来自不同地域和文字背景留学生的了解，教学方
法笼统。
目前国内的汉语教学在分班上，只是单一地考虑学生已有的汉语水
平，分为初级班，中级班和高级班。没有汉语基础的学生，都笼统地
分为初级班。而如前面已经指出那样，实际情况是：来自非汉字圈文化
的留学生，“字感”远不如来自汉字文化圈的学生，认读和书写的效率
都低于汉字文化圈的学生，在初级学习阶段，难度会相对大一些。初级
阶段的汉字教学，通常放在精读课上和课文同时进行，而初级精读课的
重点，常常是放在课文内容上，让学生学会交际对话，附带还会解释语
法。由于课时所限，经常没有足够时间让学生练习汉字，汉字的熟悉任
务通常作为课后作业，布置给学生课后自己练习书写。
汉字文化圈学生由于对汉字不是完全陌生，有一定“字感”，课后
练习书写没有很大难度。而非汉字文化圈的学生，则因为完全没有“
字感”，自己课后练习书写时只能是对着课本一笔一笔地模仿，不知道
应该注意的笔画长短和字体结构的比例。细微的地方，例如穿头和不穿
头，勾画的大和小，只是犹如画画般照着模仿。在实际教学中，初级班
学生的书写出现过各种错误，相当部分是由于对书写汉字的笔画和结构
不了解所致。这些内容，如果老师对完全没有“字感”的学生进行仔细
讲解，相信初级学生在书写过程中所犯错误会大大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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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留学生学好汉字的必要性
留学生学好汉字的必要性不言而喻。据中国教育部统计，2014年接
受学历教育的外国留学生总计164,394人，占来华生总数的43.60％，比
2013年增加16,504人，同比增加11.16%；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共计47,990
人，比2013年增加18.20％，其中，硕士研究生35,876人，博士研究生
12,114人（中国教育部，2014-3）。由此可见，在国际学生中，近一半
的学生在中国接受学历教育，虽然部分留学生来中国学习课程是使用英
语，但是绝大部分留学生的专业课程学习都会使用汉语。汉语水平的高
低，将会直接影响他们的专业课程的学习的质量。试想，一个上课听不
懂老师讲课，下课看不明白课本的学生，如何进行有效的专业学习？
又如何能够享受在中国的留学经历？如果这样的情况普遍发生，毫无疑
问，中国大学的国际吸引力会下降，来中国学习的留学生会转向其他国
家。
三、欧洲学生汉字教学的策略探讨
针对以上对欧洲学生的汉字教学情况的分析，本文提出如下策略，
供参考。
1.合理分班
针对留学生来自不同地域、不同文字背景的事实，虽然都为零起
点，可大体把来自汉字圈和非汉字圈的学生分在不同班级，教学过程中
视学生的接受快慢情况，可进行同级内的调整。在不同班级，应有不同
的教学方法，教学侧重点也应有所不同。对于来自汉字圈的学生，在规
范书写的前提下，可鼓励多认、多说。来自非汉字圈的学生，可增加汉
字讲解和练习的课时，直到他们对汉字的笔画和结构熟悉起来。
2.编写专门的初级班教材，或专门的汉字教材
张静贤（1986）提出，针对留学生的汉字教学应该是一门专业基础
课。既要讲授汉字的基本理论知识，又要提高外国学生认、记、读、写
的能力，要教会学生汉字的结构、形体和规范。目前国内有多所大学开
设了针对高级班的汉字课，也出版了部分教材，例如《现代汉字教程》
、《简明实用汉字学》和《汉字教程》等专门的高级班使用的汉字教
材。这些教材总体偏重理论性而非实用性，系统性有余而趣味性不足，
即使选取其中较简单的内容，也不适合零起点的初级班学生使用。对于
这一问题，直接且有效的解决方案应为编写专门的面向初级零起点的综
合教材，或者汉字教材，可相应地配备印有田字格和范例的练习册供学
生在课堂上练习，教师可及时讲解并纠正学生的书写，使他们了解生字
的书写方法，并从一开始就写规范字体。有了好的起步，后面的学习才
能顺利有效地进行下去。
3.针对零起点留学生的汉字教学方法
来自非汉字圈的留学生，初看汉字如同图画，对汉字细微差别的感
知能力比较弱，他们对汉字的笔画和偏旁部首缺乏精细的感知能力，因
而在记忆中很容易混淆字形相近的汉字导致错误。对于他们的汉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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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首先应该注重笔画的练习。汉字的书写中，基本的笔画只有九种，
可先练习书写这些基本的笔画。熟悉以后，可以练习书写笔画简单的汉
字。这之后，可以有计划地教写部分偏旁部首，偏旁部首是汉字构成的
部件，熟悉了部件，再组装整体就容易得多。通过这种方法，逐步教会
其他偏旁部首，直至全部常用的。在教学实践中，由于留学生不了解偏
旁部首，书写时把笔画拆开写成两部分或多部分的情况屡见不鲜。这种
零碎地书写方式，也增加了汉字记忆的难度。偏旁部首一旦熟悉之后，
书写的难度降低，记忆的速度增快，而书写出错误的几率也会降低。留
学生学习的成就感增强，也更有动力进行后面的学习。
在教学手段上，由于欧洲学生大多性格开放，在本国内接受教育的
方式一般也是较为轻松的，因而国内课堂上老师一人大量讲述，学生听
从指令练习的教学方式不适合欧洲学生。教学可多采用多媒体，可展现
图画及声音，更加直观,加强教学效果，也使得教学过程不枯燥乏味。
在教学方式上，老师可多设计游戏和课堂活动，比如拍苍蝇、家庭
树、蔬菜蹲或水果蹲、组词接龙等汉字学习效果好的课堂游戏。也可不
定期学习儿歌童谣等内容简单又朗朗上口的文体，增加识字量的同时，
也感受了中国文化。这些课堂活动寓教于乐，增添了学习趣味，也加深
了教学效果，还可保持学生的学习兴趣，使他们乐于上汉语课。
四、结语
在面向来自非汉字圈以字母文字为母语，且汉语零起点的欧洲留学
生讲授汉字时，应注意区分他们和来自汉字圈的留学生在“字感”上有
所区别，因而进行区别教学。在教材、教学重点、讲授方法和手段上，
都应有所变化。从实际情况出发，分清不同点，有目的地进行教学，才
能收到理想的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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