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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ulture-loaded terms contain rich Chinese culture. The Culture-loaded terms is a difficulty for teachers' 
teaching because it is difficult to find a counterpart in other language. To reveal the teaching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ulture-loaded terms in the different stages of Chinese teaching materials and study the vulgar words 
annotation of the teaching materials, I studied the teaching material "Meeting China" in different stages of 
Chinese, collected the Culture-loaded terms in material list, the text and practice and sorted out the 
classification and proportion of the Culture-loaded terms in this paper. In the final part, I put forward some 
insufficiency and suggestions for improv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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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汉语国俗词语蕴含着丰富的中国文化，在其他语言中很难找到与之对应的词语，因此汉语国俗词语的

教学是国际中文教育中的重点和难点之一。本文对汉语教材《走进中国》的各阶段综合课本进行考察，

收集出现在教材生词表、课文和练习中的汉语国俗词语，整理出这些国俗词语的类别、所占比例，揭

示教材在不同阶段中国俗词语教学的特点，研究教材中国俗词语注释情况，指出其不足，并提出改进

建议。 

关键词：汉语国俗词语；《走进中国》；类别；注释；建议 

1.前言 

国际中文教育注重培养汉语学习者的跨文化交际

能力，但是学习者却容易受到文化负迁移的影响，因此

将汉语国俗词语的教学纳入到汉语词汇教学体系当中,

并采取相应恰当的教学策略是十分必要的。
                                                                                                                                

 

目前与汉语国俗词语教学研究相关的论文数量不

少，但在国际中文教育领域既没形成与国俗词语配套的

教材，也没有形成系统的课程安排和教学方法。由此可

见，国俗词在整个国际中文教育中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

视
［1］

。而《走进中国》作为近几年才出版的新教材，其

中国俗词语的研究极少有人涉足。该论文将对的该套教

材中的国俗词语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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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国俗词语简说
 

2.1.国俗词语定义 

梅立崇先生指出，“一个民族的文化中独具的部分

体现在词汇系统中的词语”［2］就是国俗词语。它反映

的是民族文化的个性。该定义略显抽象,不够具体,因此

笔者更倾向于王德春的定义。王德春认为，“国俗词语

就是与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和民情风俗有关

的，具有民族文化特色的词语，简言之，就是具有国俗

语义的词语。”［3］  

2.2.国俗词语种类 

2.2.1.名物词语 

汉语的名物词语是指反映汉民族所创造的特有的

物质文化的词语，诸如服饰、建筑、器物、食品、文艺

项目、体育项目等。如： 

服饰：旗袍、中山装等［4］。 

汉语中的中草药名也属于国俗词语。中草药以植物

为 多，也包括动物和矿物，多以草药的部位命名。 

2.2.2.熟语 

熟语包括成语、谚语、歇后语等，都是汉语国俗词

语的重要组成部分。 

2.2.2.1.成语 

成语来源广泛，有来源于历史故事的，如：“四面

楚歌”、“草木皆兵”、“完璧归赵”等。有些成语还反映

了中华民族勤劳进取的美德，如：“夜以继日”、“废寝

忘食。 

2.2.2.2.惯用语 

惯用语是人们口语中习用的结构相对定型而意义

高度完整的固定短语，，大都是三音节的述宾结构，如

“吊胃口”、“吹牛皮”、“穿小鞋”等，也有四音节及四

音节以上的，如“牵牛鼻子”、“吃不了兜着走”。 

2.2.2.3.歇后语 

歇后语由两部分组成，前半部分近似于谜面，后半

部分近似于谜底。如“千里送鹅毛—礼轻情意重”等。 

2.2.2.4.谚语 

谚语是群众口中通俗精炼、含义深刻的固定语句。

有的揭示客观真理，富有教育意义，如“众人拾柴火焰

高。”也有对农业生产经验的总结，如：“庄稼一枝花，

全靠肥当家。”［5］  

2.2.3.征喻词语 

征喻词语是指在民族文化的基础之上形成的具有

象征意义和联想意义的词语。征喻词语通过具体事物的

形态习性特征表示一种抽象的意义。唐代诗人王维有诗

“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劝君多采撷，此物 相思”，

于是人们便用“红豆”象征相思和爱情［4］。再比如，

汉语还用“冰”“玉”象征高贵纯洁等等。 

2.2.4.制度词语 

制度词语是反映社会特有的经济、政治、文化、军

事等方面制度的词语，如“三个代表”、“共青团”等。 

2.2.5.社交词语 

社交词语是在社交场合使用的词语。它的范围很广，

包括招呼语和道别语、致谢语和致歉语、谦辞与敬辞、

禁忌语等［4］。 

2.2.5.1.招呼语与道别语 

汉语的招呼语和道别语，除了表示尊敬以外，还表

示关心对方的工作、生活等方面，比如，跟人打招呼常

用“吃饭了吗？”  

2.2.5.2.称谓语 

称谓语是人们用来表示被称呼者的身份、地位、职

业等的名称的词语，反映了中国千百年来形成的宗法、

社会、家庭关系等，可分为亲属关系称谓语、社会交际

称谓语两大类［4］。 

2.2.5.3.致谢语与致歉语 

在汉语中对关系亲近的人使用“谢谢”，显得生分、

见外。而致歉则通常使用“对不起”。 

2.2.5.4.谦辞和敬辞 

中国过去有一套礼节性谦辞和敬辞。如把自己称为

Advances in Social Science, Education and Humanities Research, Volume 496

488



“鄙人”、“下官”，把别人称为“阁下”。到现代社会，

谦辞敬辞有所减少，但仍是交际场合离不开的词语。如

谦辞“光临”、“便饭”，敬辞“斧正”、“高见”。 

2.2.5.5.禁忌语 

禁忌语也称委婉语，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跟排泄行为有关的。由于排泄行为是不雅的，人们

忌讳用“拉屎”、“撒尿”等词语，而是用“上厕所”、“小

便”、“去洗手间”等词语来代替［4］。 

3.《走进中国》国俗词语选编分析 

本文所考察的《走进中国》教材共 8 册，整套教材

分为综合和口语两大系列，两大系列又都包括基础、初

级、中级和高级四个阶段。每册教材均包含 12 课内容，

每册教材的教学时间约为 40—60 学时［6］。以下笔者

按照《走进中国》各阶段教材的先后顺序，把从综合教

材生词、课文以及课后练习三个部分收集而来的国俗词

语进行分类、统计和分析。 

3.1.各阶段教材国俗词语类别分析 

3.1.1.《走进中国》基础汉语 

表 1 基础汉语国俗词语类别 

 
由上表和上图可以发现，基础汉语阶段共有 28 个

国俗词语，涉及名物词语和社交词语两大类。其中，名

物词语 20 个，约占总数的 71.4%，社交词语 8 个，约占

总数的 28.6%，名物词语所占的比例 大。名物词语当

中，人名的数量 多，共有 4 个，在名物词语中所占比

例大约为 25%。“北京”、“上海”和“香港”作为中国的

三大代表城市，在学生的学习过程中首先出现。“茶”

和“北京烤鸭”是中国饮品和美食的代表，也是学生首

先接触到的饮食类词语。教材对这些国俗词语做如此编

排可以减少学习汉语的畏难情绪。另外这一阶段的国俗

词语还涉及到了北京的著名旅游景点长城、故宫以及颐

和园，这些词语包括前面所举的“北京烤鸭”让学生从

历史和饮食文化方面接触了解北京地区。时间单位“刻”

表示 15 分钟，这与英语中的“quarter”可以对等，但

计量单位“斤”则为中国独有，在英语中无法找到与之

对应的词语。“一斤”相当于 500 克。“喂”在课文中用

于打电话时向对方打招呼。第七课中“麻烦你告诉他们

声音小一点，好吗？”中的“麻烦”，表示礼貌地请对

方帮忙做某事，带有谦敬意味。 

3.1.2.《走进中国》初级汉语 

表 2  初级汉语国俗词语类别 

 
初级汉语阶段共有 39 个国俗词语，种类涉及名物

词语、社交词语以及熟语三大类。名物词语共 23 个，

约占国俗词语总数的 59.0%，社交词语 15 个，约占国俗

词语总数的 38.5%，熟语 1 个，约占总数的 2.5%。与基

础汉语阶段相比，初级汉语名物词语和社交词语的数量

明显增多，名物词语由 20 个变为 23 个，增加了 3 个；

社交词语由 8 个变为 15 个，增加了 7 个。还增加了 1

个熟语“不到长城非好汉”。名物词语由 6 类扩展到 8

类，增加了“动车、高铁”这些伴随着中国铁路技术快

速发展而出现的新型交通工具，这些交通工具在人们的

日常出行中发挥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初级阶段的汉语教

材看到了这一点，将代表这些交通工具名称的词语作为

留学生必须掌握的生词出现是十分必要的。本阶段汉语

教材还涉及到了少量亲属称谓，这有助于留学生了解中

国的亲属关系。“大夫”原是齐代的一种官衔，后来以

官名称呼逐渐成为社会风气，黄河以北的人们就把医生

统称为“大夫”，至今北方人依然沿用这一称谓［7］。“给

您添麻烦了。”一句，说话人把请别人帮忙看作打扰别

人，并为自己带来的不便与打扰表示歉意。这表示出了

对对方的敬意，因此“添麻烦”属于敬辞。对方回答“不

客气！”传达出自己乐意提供帮助并且不以自己帮助过

对方而自傲，表现出一种谦逊的色彩，因此笔者将其归

于谦辞。熟语“不到长城非好汉”出自毛泽东 1935 年

的《清平乐·六盘山》“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

万。”表达的是坚定的革命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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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走进中国》中级汉语 

表 3  中级汉语国俗词语类别 

 
中级汉语阶段共有 97 个国俗词语，涉及名物、制

度、社交以及熟语四大类。名物词语共有 83 个，约占

85.5%；制度词语共有 2 个，约占 2.1%；社交词语共有

6 个，约占 6.2%；熟语共有 6 个，约占 6.2%。名物词语

的比例依然 大。名物词语中的文娱项目和旅游景点类

分别有 16 个，是所占比例 大的两类。名物词语的范

围扩展到了文娱项目、动物、朝代等，更为细致全面地

介绍中国的相关情况。制度词语“高考”和“独生女”

分别涉及中国的高考制度和独生子女政策。《茉莉花》

是一首中国民歌，原来的歌名是《鲜花调》。熟语类词

语数量较初级汉语也明显增多。 

3.1.4.《走进中国》高级汉语 

表 4  高级汉语国俗词语类别 

 

高级汉语阶段共有66个国俗词语，涉及名物词语、

制度词语、社交词语和熟语类。名物词语共有 38 个，

约占 57.6%；制度词语 6 个，约占 9.1%；社交词语 2 个，

约占 3.0%；熟语 20 个，约占 30.3%，名物词语依然占

据 大比例，另外还涉及中国传统的儒家、道家思想及

其学说。制度词语“既遂”、“未遂”涉及刑法法律犯罪，

犯罪未得逞称为犯罪“未遂”，犯罪已发生称为犯罪“既

遂”。“中庸之道”和“长幼有序”表达了中国古代封建

统治者制定的合乎社会需要的行为规范。还涉及一个禁

忌语“内急”，这是大便、小便的委婉说法。熟语与上

一阶段相比，数量也明显增加，增加了 14 个。 

3.2.各阶段教材国俗词语选编小结 

各阶段教材国俗词语数量变化如下图所示： 

 
图 1 各阶段教材国俗词语数量变化折线图 

由上图可以看出，从基础汉语到中级汉语阶段国俗

词语总数呈现递增的趋势，到中级汉语时数量达到顶峰

97 个，中级汉语到高级汉语段呈现递减的趋势，但这两

个阶段国俗词语总数仍然高于基础汉语和初级汉语。 

结合之前的表格数据可以发现，基础汉语侧重名物

词语，社交词语只涉及基本的“你好”、“再见”、“谢谢”

等；初级汉语中社交词语的比重增加，大体跟名物词语

持平；中级汉语名物词语类别增加较多，涉及到了中国

传统儒家文化和历史人物故事；高级汉语注重熟语的学

习，熟语数量接近本阶段国俗词语总数的 1 /3，其中成

语的数量 多。无论各阶段教材选词有何变化，名物词

语都占据 大的比例。“北京、上海、烤鸭、饺子、茶、

太极拳、长城、故宫、颐和园”等词在各个阶段的教材

中反复出现，但出现的位置有所不同。基础汉语和初级

汉语，这些词多出现在生词和课文中，中级汉语和高级

汉语，多在课后练习中复现。其中“北京、上海、长城、

故宫、烤鸭”等词出现的频率 高，而这 5 个词中有 4

个都跟北京有关，这与本套教材的拟定使用地区是北京

有很大的关系。另外整套教材中的国俗词语极少涉及动

物和经济类词语。 

各阶段教材国俗词语在教材中的分布情况如下表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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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各阶段教材国俗词语分布情况表 

 
由上表数据可以发现，各阶段教材生词表和课文中

的国俗词语的比重均高于 50%，而练习中的国俗词语的

比重均低于 45%。因此，国俗词语分布集中于生词表和

课文中，而在练习中的分布较少。 

各阶段国俗词语多出现在生词表和课文中，教材编

写者为了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和掌握所学内容，对生词

表和课文中的国俗词语往往都有注释，因此笔者下文就

对这些国俗词语的注释进行分析和研究。 

4.《走进中国》国俗词语注释研究 

4.1.《走进中国》国俗词语注释存在的问题 

 笔者通过统计，发现《走进中国》这套教材中国

俗词语的注释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4.1.1.注释的针对性不强 

例如：课文中“麻烦”出现的句子“麻烦你告诉他

们声音小一点，好吗？”，这里的“麻烦”是作为动词

使用，而生词表中对该词的注释为“名、动、形    

trouble”。 

4.1.2.注释词义不全面 

例如： 

①麻烦 （出自《基础汉语》第七课“住处的麻烦”） 

②斤  （出自《基础汉语》第十课“今天的香蕉便

宜”） 

③不到长城非好汉  （出自《初级汉语》第八课“我

想去长城”） 

④烤肉串  （出自《中级汉语》第三课“堵车的快

乐”） 

⑤中庸之道  （出自《高级汉语》第八课“孔子研

究在国外”） 

⑥不择手段  （出自《高级汉语》第五课“关于异

性的看法”） 

例①“麻烦”出现在句子“麻烦你告诉他们声音小

一点，好吗？”中，这里的“麻烦”是作为动词使用，

表示礼貌地请对方帮忙做某事，属于敬辞。而生词表中

对该词的注释为“名、动、形    trouble”，并没有标

出该词在表示请求和致谢时含有谦敬意味的语用意义。 

例②“斤”在生词表中的注释为“量    a measure 

word”，注释标明了“斤”为量词，没有说明“斤”是

重量单位，为中国独有，一斤有 10 两，一斤相当于 0.5

千克，即 500 克。 

生词表中对例④“烤肉串”的注释为“名    

barbecue meat”，笔者认为，“烤肉串”主要有两大特

征，一是肉为烤制而成，二是用木签将肉穿成一串。英

语注释只表明了烤肉这一层意思，而没有揭示出此种烤

肉的形状特点，因此注释不全面。 

例⑤“中庸之道”意为不偏不倚，折中调和的处世

态度，而该词在生词表中的注释为“The doctrine of the 

golden mean”，并没有具体指出“中庸之道”到底是什

么。 

例⑥“不择手段”在教材中的注释为“by any fair 

means or foul ”，意思是通过各种手段，无论是光明

正大的还是肮脏的。注释的意思很详细，但是没有标明

该词的感情色彩，没有说明“不择手段”为贬义词。 

4.2.《走进中国》国俗词语注释改进建议 

4.2.1.释义要有针对性 

比如：基础汉语中的“麻烦”一词，在课前生词中

的注释就应该对应动词的词性，不应该在学生刚刚接触

汉语的时候就把该词的所有词性全部展示，这样会加大

学生的学习难度。 

4.2.2.释义要阐明文化内涵 

以“斤”为例，英文注释直接为量词，并没有标明

该词的任何文化特色。笔者认为标明“斤”是只在中国

使用的重量单位，一斤相当于 0.5 公斤是非常必要的。 

4.2.3.释义要准确 

如“烤肉串”，注释只表明是烤肉，只是展示了烤

肉串的部分信息，没有对于其形状的描述，注释应该更

为详细准确。 

4.2.4.释义要明确［7］ 

如“中庸之道”，生词只是笼统地注释，应该根据

课文内容进行细化。 

5.结论 

本文对汉语教材《走进中国》中的国俗词语进行了

Advances in Social Science, Education and Humanities Research, Volume 496

491



考察统计，分析研究了该套教材对国俗词语的选编和注

释情况，指出了其长处与不足，并对如何改进教材国俗

词语注释提出了相应的建议。由于笔者能力有限，理论

修养和实践教学经验不足，本文可能存在很多不足之处。

笔者将在以后的研究与实践中，搜集更多的资料，继续

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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