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讲  华语教学教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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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字词句教学与语法、语音教学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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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什么”是指教学内容。看到“华语教学教什么”这个题目，可能有人觉得

奇怪。华语教学当然是教华语，我们天天都在教华语，每一课都有具体的教学内容，

怎么不知道教什么呢？不错，我们都知道是在教华语，每一课都有具体的教学内容，

每一课的教学内容教材上都写得清清楚楚，老师们都是按照教材上写的内容教的，

不可能不知道教什么。不过，我这里所说的教什么，不是指具体的教学内容，而是

指教学内容的范围和分类。怎样规定教学内容的范围，怎样对教学内容进行分类，

要以一定的语言理论和语言学习理论为依据。语言理论和语言学习理论中的学术观

点五花八门，各种不同的观点都会对教学内容的确定和分类产生影响。理论依据不

同，确定的教学内容的范围就可能不同，对教学内容的分类也可能不同。从事语言

教学，要善于从不同的学术观点中选择最适用的部分作为自己的理论依据。我们讨

论华语教学教什么，就包括讨论怎样选择理论依据。

这一讲不得不提到的一些概念，大家不一定都十分熟悉。有些概念我会随时解

释，有些概念要放在后面解释。没有随时解释的概念暂时不理解不要紧，先有个印

象就行了，我们将在后面结合具体的例子陆续加以解释。

一、“教什么”是语言教学的首要问题

研究语言教学，一般都离不开“教什么”和“怎么教”这两个题目。怎么教和

教什么是分不开的，研究教什么，是为了研究怎么教。怎么教是教学法研究的对象，

教学法的内容可以细分为教学路子、教学模式、教学方法、教学技巧等。怎么教是

由教什么决定的，只有首先知道教什么，才能进一步研究怎么教。例如，只有首先

知道教汉语还是教英语，才能进一步研究怎样根据汉语或英语的特点设计教学路子、

教学模式、教学方法和教学技巧。世界上没有对所有的语言都完全适用的教学法，

如果有普遍适用的语言教学法，我们就可以选一部英语教材翻译一下用做汉语教材。

而这是不可能的。

怎么教不但是由教什么决定的，而且也是由怎么学决定的。因此，研究语言教

学，还要研究怎么学。研究怎么学，就是研究语言学习和习得的规律。怎么学也是

由教什么决定的，例如，学习和习得汉语的规律跟学习和习得英语的规律就不可能

完全相同，学习和习得汉字的规律跟学习和习得拼音文字的规律也不可能完全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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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无论是研究怎么教，还是研究怎么学，都要首先研究教什么。教什么是

语言教学的首要问题。

我们用下面的图形表示教什么、怎么学和怎么教这三者之间的关系。

教什么

怎么学     怎么教

二、怎样走出华语教学“教什么”的误区

中国的汉语教学，包括作为第一语言的汉语教学和作为第二语言的汉语教学，

在教什么的问题上一直受到“语言三要素”理论和“词本位”理论的支配。“语言

三要素”理论认为，语音、词汇、语法是语言的三个要素；词本位理论认为，“词”

是语言的基本结构单位。依据“语言三要素”理论，我们就把语音、词汇和语法作

为汉语教学的基本内容；依据“词本位”理论，我们就把“词”作为汉语教学的基

本单位。这就是汉语教学的误区。为什么说这是误区？因为“语言三要素”理论和

“词本位”理论不符合汉语的特点和规律。根据这套理论进行汉语教学，就使汉语成

了“难学”的语言。何以见得？我们就拿眼前的例子来说明。

为了准备这次的讲稿，我翻阅了一下上次在这里的讲稿《华语教学讲习》，想回

忆一下上次讲过什么，这次好接着讲。看过目录就发现，我在那本小书中犯下了一

个严重的错误。错在哪里？错就错在我当时所说的教学内容的范围和对教学内容的

分类，不符合汉语的特点和规律。如果根据我当时所说的教学内容的范围和分类进

行华语教学，就不可能使华语学习化难为易。

《华语教学讲习》共有九讲，其中有四讲是专讲“教什么”和“怎么教”的。这

四讲的题目依次是：汉语语音的特点和语音教学，汉语词汇的特点和词汇教学，汉

语语法的特点和语法教学，言语技能和言语交际技能训练。用将近一半的篇幅讲

“教什么”，不能说对“教什么”的问题重视不够。可是，从这四讲的题目可以看出，

我当时认为华语教学就是教语音、词汇和语法，就是在教语音、词汇和语法的过程

中进行技能训练。语音、词汇、语法、技能就是我当时所说的华语教学内容的范围

和对这些教学内容的分类。我当时的认识可以列成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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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语种 语言要素 言语技能和言语交际技能

汉语 语音、词汇、语法 听、说、读、写

为什么说表 1 所列的教学内容的范围和分类不符合汉语的特点和规律？因为从

这里看不到汉语教学的一项最重要的内容——汉字，这说明我当时没有把汉字作为

汉语的构成要素。汉字是书面汉语的要素之一，没有把汉字作为汉语的构成要素，

是因为没有区分口头汉语和书面汉语。不区分口头汉语和书面汉语，汉字在汉语中

就没有独立的地位。《华语教学讲习》中虽然讲到了“写字训练”，但是没有解决汉

字的归宿问题，更没有建立起科学的汉字教学系统。我在前面的“开场白”中说过，

汉字教学是汉语教学的“牛鼻子”，如果根据我当时的认识进行华语教学，就不可能

抓住华语教学的“牛鼻子”。

我在《华语教学讲习》中对华语教学“教什么”的认识就来源于“语言三要素”

理论和“词本位”理论，而这两个理论都源自西方普通语言学。西方普通语言学认

为，语音、词汇和语法就是语言的三要素，文字不是语言的要素。这样的语言学理

论在中国语言学界被奉为经典，如果有人说汉字是汉语的要素之一，就会被认为缺

乏语言学常识。为什么不承认文字是语言的要素之一呢？因为在多数语言学家的术

语中，语言仅指口头语言，尽管他们所用的语料多半甚至全部来自书面语言。因为

不认为书面语言也是语言，所以就把文字排除在语言的要素之外。在这套理论的支

配下，汉字就成了汉语词汇的附属品，在汉语教学中就没有独立的地位，汉字教学

就成了汉语教学的“身外之物”。这正是造成汉字难学并且连带出汉语难学的根本原

因。由此可见，所谓汉语难学，并不是汉语本身的特点所决定的，而是因为我们的

汉语教学没有选好理论依据，走的是一条弯路。我在前面提到，从事语言教学，要

善于从不同的学术观点中选择最适用的部分作为自己的理论依据。这句话是从惨痛

的教训中总结出来的。

要使华语学习化难为易，就必须从源头上解决问题。“语言三要素”理论和“词

本位”理论就像罩在我们头上的“紧箍咒”，所谓从源头上解决，就是摒弃这道 “紧

箍咒”，端正对华语教学教什么的认识。

上面说的是怎样走出汉语教学教什么的误区。我们的华语教学如果因为我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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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而没有走出这个误区，还没有使华语学习化难为易，就说明我们还需要把教什么

的问题拿出来重新研究。我把“华语教学教什么”作为第一讲，不但是为了开宗明

义就指出我在《华语教学讲习》中的错误，而且也是为了强调，“教什么”的问题仍

然是我们要研究解决的首要问题。

三、华语教学内容的范围和分类

前面提到，我们所说的教什么，包括教学内容的范围和分类。例如，汉语和英

语是两个不同的语种，语种就是教学内容的范围，汉语和英语就是对语种的分类。

如果已经确定是教汉语，还要进一步确认：是教口头汉语还是教书面汉语，还是两

者都教。这样，汉语就成了教学内容的范围，口头汉语和书面汉语就是对教学内容

的分类。口头汉语和书面汉语是两种不同的语体，区分口头汉语和书面汉语，就是

对汉语语体的分类。口头汉语和书面汉语都是由相关的要素构成的，无论是教口头

汉语还是教书面汉语，或者两者都教，都要进一步分析其中的构成要素——人们把

语言的构成要素叫做语言要素。这样，口头汉语和书面汉语就成了教学内容的范围，

进一步分析语言要素，就是对语言要素的分类。这说明教学内容的范围和分类具有

层次性。语种是第一层次，语体是第二层次，语言要素是第三层次。

我们强调区分口头汉语和书面汉语，是为了说明书面汉语教学的重要性，也是

为了说明汉字教学的重要性。

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人们用语言进行交际，有口头交际和书面交际

两种方式，口头交际和书面交际都属于语言交际。口头交际使用口头语言（说的语

言），书面交际使用书面语言（写的语言），所有发达的语言都包括口头语言和书面

语言。书面语言有口头语言无法替代的作用。语言是信息的载体，要使信息传至远

方和保留长久，多半要靠书面语言；书面语言是不可缺少的话语权标志，书籍、报

刊、网络、公文、合同、函件等使用的都是书面语言，各国在文化、科技等方面的

国际传播多半要靠书面语言；用现代技术复制的有声语言并不能完全代替书面语言，

音像媒体有时还要附加字幕；随着社会的发展，书面交际的作用越发重要，不要说

文盲，就是文字能力较差的人，要在现代社会中拓宽发展的空间，也会遇到困难。

由此可见，进行语言教学不能忽视书面语言教学。无视书面语言的存在，否认书面

语言也是语言，轻视书面语言的教学与研究，都不是实事求是的明智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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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音是口头语言的载体，文字是书面语言的载体。就像没有语音就没有口头语

言一样，没有文字就没有书面语言。只要承认书面语言也是语言，只要承认文字是

书面语言的载体，就必须承认文字也是语言的要素。也许有人会问，世界上有数千

种语言，其中多数语言还没有文字，没有文字的语言哪来的文字要素？我的回答是：

没有文字的语言可以创造文字，在文字创造出来之前，文字只是暂时处于虚位状态。

教学内容的范围定得对不对、好不好，分类分得对不对、好不好，对教学效果

有着直接的影响。例如，如果不区分口头汉语和书面汉语，我们就不会去分析书面

汉语的语言要素，就不会把汉字列为汉语的要素之一；把汉字排除在汉语的要素之

外，汉字教学就只能成为汉语教学的“身外之物”。我们将在后面具体说明，书面汉

语不但有口头汉语无法替代的作用，而且还是学好口头汉语的基础，如果只教口头

汉语，不教书面汉语，口头汉语不但学不好，而且学不快。因此，我们的华语教学

必须既教口头华语，也教书面华语。口头华语和书面华语就是华语教学的语体范围。

语音是口头华语的载体，汉字是书面华语的载体，就像没有语音就没有口头华语一

样，没有汉字就没有书面华语。既教口头华语，也教书面华语，就不但要把语音列

为华语的语言要素，而且要把汉字也列为华语的语言要素。这样，我们就可以用表 2

表示华语教学内容的范围和分类。

表 2 

语种 语体 语言要素 技能

华语
口头华语 语音、词汇、语法 听、说

书面华语 语音、汉字、词汇、语法 读、写

书面华语怎么也有语音？因为书面华语不但可以用来看，而且也可以用来读，

可以用来读当然就包含语音。

表 2 跟表 1 的主要区别是，表 2 区分口头华语和书面华语，因为区分口头华语

和书面华语，所以就把汉字也列为华语的要素。语音、词汇、语法则不但是口头华

语的要素，而且也是书面华语的要素。

表 2 虽然把语音、汉字、词汇、语法都列为华语的语言要素，但是并没有完全

解决华语教学“教什么”的问题。前面说过，教学内容的范围和分类具有层次性，

语种是第一层次，语体是第二层次，语言要素是第三层次。此外，语言要素又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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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的生成元素构成的，而且也具有层次性。表 2 没有列出语言要素的生成元素，

也没有体现语言要素的层次性。因此，虽然明确了华语教学要教语音、汉字、词汇、

语法，却不知道语音教学教什么、汉字教学教什么、词汇教学教什么、语法教学教

什么，也不知道应该从哪儿教起，怎样进行具体操作。要知道语音教学教什么、汉

字教学教什么、词汇教学教什么、语法教学教什么，并且知道应该从哪儿教起，怎

样进行具体操作，还必须进一步分析语言要素的生成元素，并厘清语言要素之间的

层次关系。

四、字词句教学与语法、语音教学的统一

字词句教学与语法、语音教学的统一，包括汉字教学与字法教学的统一、词汇

教学与词法教学的统一、句型教学与句法教学的统一、语法教学与语音教学的统一。

这里有四个统一，下面就分别讨论华语教学的“四统一”问题。讨论“四统一”，要

同时分析语言要素的生成元素以及字词句教学跟语法、语音教学的层次关系，这样

就可以进一步说明汉字教学教什么、词汇教学教什么、语法教学教什么、语音教学

教什么，同时设计出华语教学的操作程序。

1. 汉字教学与字法教学的统一

汉字教学与字法教学的统一，就是教汉字要同时教字法。我们把汉字分为基本

字（独体字）和复合字（合体字）两类，基本字由笔画与笔画组合生成，复合字由

笔画与部件或部件与部件组合生成。笔画和部件就是汉字的生成元素。这是就字形

结构而言。汉字是形音义统一体，除了字形结构以外，还有表义和表音的方法。汉

字表义的方法是用义符表义，义符就是汉字字义的生成元素；汉字表音的方法是用

音符表音，音符就是汉字字音的生成元素。所谓字法，就是由笔画到整字（“整字”

即完整的汉字）或者由笔画、部件到整字以及由义符到字义、由音符到字音的组合

生成的规则。教汉字同时教字法，可以帮助学生加快对汉字的理解和记忆，使汉字

学习化难为易。有一位朋友对我说，她的孩子觉得汉字太难写，多一点不行，少一

点也不行。我告诉她，多一点、少一点都是有道理的，只要懂得了多一点、少一点

的道理，就不会觉得难写了。例如“氵”和“冫”，前者像水波的形状，代表水或其

他液体，后者像水面冻结的冰纹，代表冰。因此，“氵”一定用于字义是水或其他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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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的汉字，“冫”一定用于字义跟寒冷有关的汉字。又如“宀”和“冖”，前者像侧

视的房屋的形状，代表房屋，后者像两端下垂的布巾，代表覆盖物。因此，“宀”多

半用于意思跟房屋有关的汉字，“冖”多半用于意思跟带覆盖物有关的汉字。这就是

多一点和少一点的道理，也是教汉字要同时教字法的道理。这位朋友听了我的解释

后说：“我今天晚上就回去告诉他。”

2. 词汇教学与词法教学的统一

词汇教学与词法教学的统一，就是教词汇要同时教词法。我们把汉语中大于字、

小于句的单位统称为“词”，“词汇”就是词的总汇。我们把汉语的词分为基本词和

复合词两类，基本词由字与字组合生成，“字”是基本词的生成元素；复合词由字与

词或词与词组合生成，字和词都可以成为复合词的生成元素。例如：

① 学习

② 汉语

③ 学汉语

④ 学习汉语

上面的例①和例②是基本词，基本词由字与字组合生成；例③和例④是复合词，

例③由字与基本词组合生成，例④由基本词与基本词组合生成。所谓词法，就是由

字到词或由词到词的组合生成的规则。词的组合生成的规则包括什么字词可以跟什

么字词相组合，组合时什么字词在前，什么字词在后，组合起来是什么意思。如果

孤立地教词，学生就只能一个一个地死记硬背；如果同时教词的组合生成的规则，

学习词就有理据可循，就能举一反三，迅速扩大词汇量。例如，学过“一个人、两

个人”以后，再学“三、四”，就知道“三个人、四个人”是什么意思；学过“中

国”以后，再学“美、英、法”，就知道“美国、英国、法国”是什么意思，因为已

经学过“人”，也就知道“中国人、美国人、英国人、法国人”是什么意思。这说

明，把词汇教学与词法教学统一起来，可以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3. 句型教学与句法教学的统一

句型教学和句法教学的统一，就是教句型要同时教句法。我们把汉语的句子分

为基本句（单句）和复合句（复句）两类：基本句由字、词组合生成，复合句由基

本句与基本句组合生成。字、词是基本句的生成元素，基本句是复合句的生成元素。



 华 语 教 学 新 探  10

所谓句法，就是由字、词到基本句以及由基本句到复合句的组合生成的规则，其中

包括一个句子由哪些字、词或基本句组合生成，什么字、词或基本句在前，什么字、

词或基本句在后，组合起来是什么意思等。

为什么说句型教学与句法教学的统一，而不说句子教学与句法教学的统一？因

为句子的数量是无限的，数量无限的句子可以归纳为数量有限的句型，句型可以作

为句子的代表。把句型教学与句法教学统一起来，就可以通过数量有限的句型帮助

学生全面掌握句子的组合生成的规则。

4. 语音教学与语法教学的统一

汉语语法包括字法、词法和句法，语音教学与语法教学的统一，就是语音教学

与字法、词法和句法教学的统一。汉语的语音，口头汉语以音节为读音中心，书面

汉语以汉字为读音中心。音节的读音和汉字的读音都叫字音。我们将在后面具体说

明，汉字的读音就包括音节的发音，所以教汉字的读音就包括教音节的发音，可以

用汉字的读音代表读音中心。读音中心不是语音的全部，除了汉字的读音以外，还

有变调、重音、停顿、句调、语调等。变调、重音、停顿、句调、语调等都体现在

词和句子之中。由此可见，字音就附着于汉字，变调、重音、停顿、句调、语调就

附着于词和句子，它们都不可能独立存在。把语音教学与字法、词法、句法教学统

一起来，就是在教字法、词法和句法的同时教语音，也就是在教字法、词法和句法

的时候，必须教每一个字、词、句怎么念，怎么说。

根据上面的讨论，我们可以把华语教学的具体内容列成表 3：

表 3

语种 语体
语言要素

技能
字词句 字词句的生成元素 语法 语音

华语

书面

华语

汉字 笔画、部件、义符、音符 字法 字音 读、写、听、说

词汇 字、词 词法 词音 读、写、听、说

句型 字、词、基本句 句法 句音 读、写、听、说

口头

华语

音节 声母、韵母、声调 字法 字音 听、说

词汇 字、词 词法 词音 听、说

句型 字、词、基本句 句法 句音 听、说



第一讲  华语教学教什么 11

5. 结论

根据上面的表 3，我们可以对华语教学教什么的问题做出以下结论：

5.1 书面华语教学与口头华语教学相统一

华语教学既要教口头华语，也要教书面华语。表 3 告诉我们，口头华语和书面

华语的唯一区别就在于书面华语包含汉字，口头华语不包含汉字。我们没有把音节

列为书面华语的生成元素，是因为汉字就包含音节——一个汉字念出来就是一个音

节。只要认识到汉字就包含音节，就会认识到书面华语和口头华语实际上是完全一

致的。书面华语和口头华语的一致性决定了教书面华语就包括教口头华语，可以把

书面华语教学和口头华语教学统一起来。这样，我们就可以把表 3 修改如下：

表 4

语种 语体
语言要素

技能
字词句 字词句的生成元素 语法 语音

华语
书面华语

口头华语

汉字
笔画、部件、义符、

音符
字法 字音 读、写、听、说

词 字、词 词法 词音 读、写、听、说

句型 字、词、基本句 句法 句音 读、写、听、说

5.2 对教学内容的范围和分类重新定位

前面的表 1 代表我 20 年前对华语教学内容的范围和分类的认识，这里的表 4 代

表我现在的认识。我现在的认识就是我对教学内容的范围和分类的重新定位。表 4

和表 1 的主要区别是：

（1）表 1 没有提到书面华语教学，没有把汉字列为语言要素，表 4 则把书面华

语和汉字放在了突出的地位。

（2）表 1 把华语的语言要素限定为语音、词汇和语法，其中：语法不包括字法；

语音、词汇和语法之间的关系似乎是平行的关系，语音似乎可以独立。表 4 把汉语

的语言要素分为字、词、句、语法、语音，其中，字、词、句和语法、语音的关系

不是平行的关系，语法就存在于字法、词法和句法之中，语音则附着于字音、词音

和句音。

（3）根据表 4 对语言要素的分类和对教学内容之间的层次关系的认识，我们就



 华 语 教 学 新 探  12

可以把汉字教学与字法教学统一起来，把词汇教学与词法教学统一起来，把句型教

学与句法教学统一起来，把字法教学、词法教学和句法教学与语音教学统一起来，

进而把书面华语教学与口头华语教学统一起来。汉字教学与字法教学的统一、词汇

教学与词法教学的统一、句型教学与句法教学的统一、语法教学与语音教学的统一，

实际上就包括书面华语教学与口头华语教学的统一。我们认为，这就是华语教学的

一条近路。我们可以把这条近路的路线图描绘如下： 

笔画  汉字  词  句  篇

    
部件 

上面的路线图也就是华语教学的操作程序。这个操作程序就是由笔画到汉字

（或由笔画到部件再到汉字），由汉字到词，由词到句（或由汉字和词到句），由句到

篇的组合生成。我们把这样的操作程序概括为“以汉字组词、以字词组句、以句组

篇”。这里面就包含语法和语音教学以及“听、读、说、写”的技能训练，“听、读、

说、写”的技能训练就是书面华语和口头华语的综合训练和全面训练。技能训练不

但是教学内容，而且也是教学手段。把技能训练作为教学手段，是因为要通过技能

训练使知识转化为技能，实现书面华语教学和口头华语教学的统一，使口头华语能

力和书面华语能力得到同步和快速发展。

5.3 语言教学和文化教学

语言也是一种文化，并且是文化的载体。所有的语言都打着民族文化的印记，

民族文化的印记有些是特有的文化现象。第二语言中包含的特有的文化现象也叫第

二文化。学习第二语言必须同时学习第二文化，否则就不能正确理解和使用所学的

语言。例如：如果你不知道在汉语中“吃了吗”是问候语，听到这句话就有可能认

为人家要请你吃饭，你也不会用这句话去问候别人；你如果不知道对长辈不应该直

呼其名，就有可能为表示亲热而直呼长辈的姓名。可见，第二文化教学也是第二语

言教学的一项不可忽视的内容。

我们没有在上表中列出“文化”一项，是因为语言中的文化不能脱离语言要素

而独立存在，更无法像语音那样全面实现“要素化”。就汉语而言，第二文化就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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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汉语的字、词、句之中，所以第二文化教学必须跟字、词、句教学相结合，进行

语言要素教学的同时还要揭示其中包含的第二文化。

第二文化到底包括哪些内容，需要进一步研究。“书、本子、桌子、椅子”等是

各种语言中都有的概念，一般不需要专门解释，显然不属于第二文化。“红娘、鸿门

宴、周瑜打黄盖”等是汉语中特有的词语，需要专门解释，应该属于第二文化。问

题是：“长江、黄河、长城、故宫”等地名，“孔子、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等人

名，要不要专门解释？是不是属于第二文化？诸如此类的问题，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我在《华语教学讲习》中介绍过知识文化和交际文化，那里所说的交际文化都属于

第二文化，大家可以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