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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文化在汉语教学中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一一
基于对汉语学生和汉语教师的问卷调查和访谈的案例分析
Alex Yuan, PhD

Utah Valley University

摘要
通过对汉语学生和汉语教师的问卷调查和访谈的案例，分析研究了在汉语（作为外语）教
学中融入中国文化的重要性，探寻了导致汉语教学中“盲人摸象”现象的原因，并对如何
有效利用中国文化的融入促进汉语教学、加强和持续发展中文项目提出了建议。
关键词:中国文化，汉语，汉语教学

1研究背景和方法简介
与其他任何一种语言和文字一样，汉语的产生和发展是中华民族在长期的生产劳动和
创造过程中文明和智慧的结晶，是与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和社会习俗紧密相连的。所以汉
语的教学和学习必需和其文化传统和社会习俗有机地结合起来，不能顾此失彼，也不能厚
此薄彼，而是应该把传统和文化科学有效地融入汉语的教学和学习中。
那么在目前的美国汉语教学中，中文教师是如何看待汉语文化和汉语之间的关系的
呢？中文老师是否把汉语文化融入到了汉语教学中了呢？中文教师是否把汉语教学和汉语
文化教学科学有效地结合起来了呢？学生为什么要选修中文课？学生在选修中文课之前是
否对中国文化和社会有所了解呢？他们对中国文化，中国社会和其他有关中国的知识是从
哪里来的？中文课是如何影响他们对中国的理解的？就这些问题笔者对美国西部某一个州
十五位大中小学中文教师进行了访谈。访谈的教师中有母语是汉语的“中国”老师，也有
母语不是汉语的“非中国”教师。除了访谈以外，笔者还深入课堂，对访谈教师的教学进
行观摩和旁听。

除了对中文教师进行访谈以外，笔者也对三百名学习中文的大学生做了问卷调查，并
从这三百名学生中选取了五十名进行了专门的访谈。问卷调查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他们选修
中文课之前是否对中国（文化）有所了解？他们为什么要选修中文课？中文课对他们了解
中国文化有没有帮助？选修中文课有没有帮助他们到达他们选修中文课的预期目标？为什
么？由于有关规定的限制，笔者没能对中小学生进行访谈和问卷调查，有关他们的中文学
习信息是从他们的中文教师那儿了解到的，或者是在观摩课上听到或者观察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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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对问卷调査的结果分析
从对学生的问卷调查结果的分析来看，在接受并完成问卷调查的295名学生中，290
名学生在选修中文课之前已经对中国文化和中国有所了解，其中281名学生说他们对中国
的了解是通过电视、电台、报纸、网络等媒体了解的。27名学生说他们对中国和中国文
化的了解是从朋友、同学、或者亲戚那儿听来了，或者是从别的渠道道听途说来的
（hearsay）。请看下面图一和图二：
图一学生选修中文课之前是否对中国（文化）有所了解

图二学生了解中国（文化）的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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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他们为什么要选修中文，285名学生认为掌握汉语言文化可以为他们在事业或工
作上创造更多的机会，因为现在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而且中国很快就会超过美
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实体。也有18学生说他们大学毕业后计划继续到研究生院学
习，研究有关中国的历史社会、经济文化、法律制度等方面的问题。只有2名学生表示对
中国的文学艺术有兴趣，希望将来能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工作。

图三学生选修中文课的主要原因

在对295名学生的问卷调查中，有250名学生认为中文课对他们了解中国文化没有帮
助，45名学生认为中文课对他们了解中国文化有帮助。231学生说中文老师在中文课上没
有提及与所教中文内容相关的文化内容，64名学生说中文教师在课堂上介绍中国文化。
请看以下图四和图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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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四汉语课对学生学习汉语文化有没有帮助

图五汉语文化有没有被贯穿于汉语教学中

252学生名认为中文课没有达到他们预期的目标，表示将不再继续选修中文课。原因
是中文比他们想象的难得多，而且中文课上文化的内容不够。中文课枯燥乏味，汉语汉字
艰涩难懂。对学会学好汉语没有信心。所以只有32名学生表示还会继续选修中文课。11
名学生没有选择“继续”或者“不继续”学习中文（图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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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六学生有没有达到选修汉语课的目标

3对访谈调査的分析
问卷调查只能对调查的问题从数据上做一个现象上的定量统计分析，而对现象背后的
实质性根源，还得通过问访、观摩、观察等定性研究来探讨问题的根本原因 。下面是对
50名学生和15名老师问访调查的分析和总结。

3.1媒体对学生的影响
从对访谈学生的访谈结果分析来看，学习汉语的学生深受媒体的影响，他们对中国的
了解和有关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的认知，主要来自于国内的媒体和新闻报道。他们对中
国、中国人、中国文化、中国社会等方面的了解和认识，都有不同程度的片面性和局限
性。特别是去过中国，在中国短期学习过，生活过的被访谈者，深深感到他们本国媒体对
中国报道的片面性，主观性和局限性。他们希望通过中文课、中文老师、和学习的中文知
识来客观全面地了解汉语文化和中国社会。

“我对中国的了解主要是从媒体报道得来的。我常常看CNN的新闻报导，我也常常
听NPR电台的新闻，NPR有很多有关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报道，
还有人物专访。我和我的中国朋友说到中国的事，他们说那些新闻报道对中国的报
道并不客观，有很多的偏见和误导。我希望我的中文课和我学到的中文技能能帮助
我客观地了解中国。”
“我在美国听到的有关中国的报道大多数是负面的，说中国人没有人权，没有言论
自由，社会不平等，贫富差距很大，等等。中国真是那样吗？我想我的中文课老师
可以帮助我们更全面更客观地了解中国和中国社会。如果他们不能帮助我，我以后
会亲自去中国，亲身体验中国的生活，亲眼看看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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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2017年参加了我们学校组织的留学中国的暑期短期班。我在中国学习考察了
8个星期。去过上海、南京、昆明、大理、成都、西安、北京等许多地方。我看到的
中国很现代化，很繁华，到处都是高楼大厦，满街都是各式各样的小汽车，没有看
到书里说的满街跑的自行车。中国人看起来很有幸福感，广场上和公园里到处都是
唱歌，跳舞，打太极拳或者做各种运动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公交车也很方便，
很便宜，老人坐车是免费的。中国人好像很满意政府，我没有看到外国媒体报道的
老百姓抗议政府破坏民主民权的活动。中国也很安全，晚上大街上很热闹，有很多
人，你用不着担心有人会抢劫杀人。我亲眼看到的这些与我在美国了解到的很不一
样。希望我以后能到中国去工作和生活。所以我要加油学习汉语和文化。”
“我在美国听到的有关中国的报道大多数是负面的，说中国人没有人权，没有言论
自由，社会不平等，贫富差距很大，等等。其实，我觉得这是因为中美两国社会体
制不同，历史文化差异对中国社会的误解。而且我们总喜欢用自己的价值观去评判
别的文化和社会。这样得出的结论是不科学的，也是不公正的。比如说，中国的农
民有很多的福利，不用交税，政府还给他们补贴，为他们提供医疗保险。这在我们
美国根本做不到。但是很多美国人不知道这些好处。因为美国的媒体不报道这些，
中文课堂上，或是我们的其他相关的课上，老师也不说这些。我们一提到中国，大
家都会给中国贴上'红色'、’共产主义’或是'社会主义’(red, communism, socialism)
等这些标签，这些词在英文中是贬义词，有贫穷、落后、暴力、没有平等、没有自由
的意思。只有到了中国，才知道真实的和现代的中国与传说中的很不一样。”

3.2文学读物及高中世界历史教材对学生地影响
中国改革开放以后，越来越多的中国学生学者到美国学习或定居。他们中的很多人经
历过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运动，甚至有的人还经历过五十年代的'反右
运动'和'大跃进运动'。他们到了美国，就把他们的经历或者听说过的故事用文学作品
的形式写了下来。这些作品在美国有很多读者，因为它们巨大地满足了美国人对中国的好
奇心。也有的华裔作家是移民美国的第二代美籍华人，他们的文学作品主要是有关中国传
统文化方面的。但是文学作品中的中国和中国社会和现实中的不断发展变化的中国和中国
社会是不一样的。
“我从小就喜欢阅读。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得到了一本李存信(Li Cunxin)的小说
《毛泽东时代的最后舞者》(Mao's Last Dancer)。这本小说很有趣。后来还阅读了哈
金(Ha Jin)的《等待》(Waiting)、《光天化日》(Under the Red Flag)；谭恩
美(Amy Tan)的《喜福会》(The Joy Luck Club)、《灶君娘娘》(The Kitchen
God's Wife)等华人作家的小说。这些阅读帮助我了解了中国的文化、中国的社会、
还有中国的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等政治运动。”
“我很喜欢和我的中国朋友分享我读过的有关中国的故事。但是常常让我很失望。
我年轻的中国朋友常常说他们不了解我读过的那些有关中国的阶级斗争和政治运动
的故事。也有的朋友说我给他们讲的那些故事都被夸张了。我同意他们的看法，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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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为什么那些故事要被扩大夸张。因为只有那样，那些东西才会引起我们美国人
的注意和兴趣，那些作家和他们的作品才会被美国读者和美国社会认可和接受。但
是会误导我们了解一个真实的中国。”

“我的很多中国朋友都会相信历史是客观和公正的。我不同意他们的这个观点。历
史是人写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观点和立场，而且他们的观点和立场是受到他们成
长，生活和受教育的社会环境和文化背景影响的。譬如说，因为中美两国社会体制
不同和历史文化差异，我们彼此对同一事件可能会有不同的了解和看法。这就很容
易引起我们对中国社会的误解。而且我们总喜欢用我们自己的价值观去评判别的文
化和社会。这样得出的结论是不科学的，也是不公正的。”

3.3许多受访谈的学生对汉语文化的多元性和发展变化性 (Diversity and
Dynamics) 认识不足。
从文化的历史角度来看，汉语文化包括传统文化，现代文化和流行文化，流行文化和
现代文化经过时间的洗涤沉淀，就会融入将来的传统文化。从文化的区域性来看，汉语文
化又是由不同区域的地方文化融合而成的。譬如说，北京、上海、成都、武汉、广州等
地，其文化都有各自的地方特色。当然，港台文化也各有千秋。从文化的内容来看，文化
的类型更加多样化，有饮食文化、酒文化、茶文化、服饰文化、校园文化、公司文化、政
府文化、都市文化、乡村文化等等。学习者很容易把某一种时代性、阶段性、或者区域性
文化现象理解为具有整体性、普遍性的汉语文化，导致一种对汉语文化理解上的一种“盲
人摸象”现象。

“我在高中时参加了去中国的暑期夏令营活动，去过上海、杭州、西安和北京等地
方。我看到的中国和我们课堂上老师说的中国，书里写的中国，媒体报道的中国，
从周围的人那里听说的中国不一样。从表面来看，其实中国很大，各个地方的人生
活方式不一样，习惯不一样，说话的语音语调不一样，吃的东西也不一样。我想各
个地方的中国人的文化也可能不一样。”
“我虽然在台湾住过两年，学习了解到很多的中国台湾的文化。以前我认为汉语文
化就是那样的。我回到美国后，认识了不少来自中国大陆的中国人，才知道汉语文
化是多种多样的，而且非常有趣。我希望通过汉语课，学习这些不同的文化。”
“中国文化和美国文化一样是多元化的。但是我们总是会把中国文化想象得单一
化，简单化，就像你们中国人总是把我们的美国文化简单化和单一化一样。我们上
中文课学习中文，就是希望能把汉语文化贯穿到汉语学习之中，这样我们可以比较
全面地学习了解汉语文化。”

“我觉得'汉语文化'的概念非常广泛。它远远超过了 '中国'这个地域上的概
念。它不仅指中国大陆的文化，还包括世界上所有使用汉语的地区或社区的汉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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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它具有深刻的多样性，复杂性和多元性。虽然我们课堂上学习的中文和中国文
化是以中国大陆的普通话和中国大陆的中国文化为主，我还是希望我们的老师能帮
助我们学习了解那些文化现象的区域性或历史性。以避免我们对汉语文化认识的盲
目性和片面性。其实，我们学习汉语的另一个主要目的也是要学习了解汉语文化”

3.4汉语文化学习对学生的重要性
随着中国大陆经济的不断发展，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对世界的影响越来越大，很多
学生学习中文是为了了解中国的文化和生活，为将来个人的事业和生活寻求更多更好的
机会。所以，在汉语教学中，文化部分的介绍和学习是必不可少的。这样可以帮助学生在
学习汉语的同时，全面客观地了解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的多元性。

“我在台湾传教了两年，住了两年。学了国语。了解了一些台湾文化和台湾人的东
西。台湾人总是说他们和中国大陆不一样，我想继续学习中文，选修中文课，想学
习了解台湾和中国大陆究竟哪些地方不一样。另外，我的专业是国际贸易，学习中
文对我找工作有好处。”
“我在香港传教。我会说广东话。但是广东话和普通话很不一样。我听说香港人和
内地人不一样。我想了解中国内地的文化和社会，所以我要选修中文课，学习普通
话。我们很多返乡传教士都选修国际贸易或者金融财会作为专业，学习中文对我们
毕业后找工作或者将来的事业发展很有帮助。”
“我在高中的世界历史课学到了一点有关中国历史的东西，但是比较简单。我对中
国历史、中国文化、中国人和中国社会都很感兴趣。我学习中文，想要大学毕业以
后上研究生院，专门学习研究中国历史和她的文化。将来做一名研究中国的教授和
专家(sinologist)。”

3.5访谈学生对中文课的印象
被访谈的学生普遍反映中文老师在中文课上对文化的介绍不足。主要表现在要么是忽
视文化教学，没有把汉语教学和文化教学有机地结合起来；要么是文化介绍中忽视了汉语
文化的历史性，地域性，和多元性。因此导致了学生对汉语文化认知上的“盲人摸象”现
象。

“我的中文老师在课上很少介绍中国文化。重点都放在句型操练(pattern drills，语
法讲解和学生之间的互动练习上。其实，我对汉语文化也很感兴趣。希望在中文课
上不仅能学习汉语，也希望通过中文课能更好地了解中国。”
“我们用的中文课本好像比较老。我的中国朋友说课本里的很多说法和词汇现在都
已经不用了，有的词的用法和意思都已经改变了。要是我去中国，我肯定会被认为
来自上个世纪的七八十年代。比如说'下海'、'万元户'这样的词汇。还有，
'每当上下班的时候，中国的大城市里，就成了自行车的海洋'等等这种说法。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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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我去了中国，发现中国到处都是汽车，自行车非常少。我才觉得我的老师没有
讲清楚。那是十几年以前的事了。”
“我的中文老师说，中国人很传统，也比较保守，可是，我的那些中国同学比较开
放，他们甚至比我的一些美国同学还开放。所以，我想应该说是中国的老年人比较
传统保守，而年轻人就很开放了。”
“我对汉字很感兴趣。但是汉字对我们来说实在是太难了。我觉得汉字的结构和汉
语文化有着紧密的关系。我希望我的中文老师能把汉字的教学和汉语文化结合起
来。这样既帮助我们学习并记住汉字，也帮助我们学习了解了汉语文化。中文课也
会变得非常有意思。”
“我上过不同的中文课，我的中文老师也不一样，他们来自不同的地方，年龄和性
格都不一样。但是他们都是很好的老师。在跟他们学习的过程中，我发现了一个问
题，就是他们介绍同一个文化现象的时候，他们会有不同的解释或者说法。譬如，
说到'重男轻女'，有的老师说'重男轻女'现象在中国很普遍，因为在中国，家
庭的姓氏是由男孩来传承的。男孩长大以后还要娶妻生子，奉养父母。所以男孩比
女孩重要。有的老师说，中国早就没有'重男轻女'这种现象了。中国父母认为男
孩女孩都一样。甚至有的父母还认为，女孩比男孩好，因为女孩更能体贴父母，和
父母的关系更近，更能靠得住。你说他们谁说的对呢？我被他们弄得更糊涂了。”
“我觉得中文课没有帮助我进一步了解中国，了解中国文化。因为中文老师用来讲
解中国文化的时间不多，而且他们对汉语文化的看法也不一样，所以我们会听到不
同的讲解，谁是谁非，我们也弄不清楚。我们对中国社会的了解，我们对汉语文化
的认识，主要还是基于从前来自于媒体、新闻、或其他途径的道听途说。而且，我
认为像我的这种情况在同学中是比较普遍的。”

3.6被访谈教师的“苦衷”
被访谈的教师表示，不是他们没有认识到文化在语言教学中的重要性，也不是他们不
愿意把汉文化贯穿到汉语教学之中，他们没有成功地把语言教学和文化教学有机地结合起
来有许多原因。第一是中文教学时间太短，可是汉语又是世界上最难的少数外语之一。从
语音到汉字再到语法结构，都和英语有很大的差别，学生学习起来非常困难，需要花很多
时间，而中文课的课时设计，和其他外语如西班牙语和法语等相同，所以教师在课堂上没
有时间对汉语文化做过多的介绍。
另外，被访谈教师也反映汉语文化本身的多元性和复杂性使得他们在汉语文化教学中
望而却步，不敢轻易去触及。要把一个简单的文化现象解释清楚，可能会涉及到很多东
西，费时费劲，学生不见得能理解听懂。基于教师的不同背景，对于有的文化现象教师自
己也不一定知道和理解，所以也就不能对学生讲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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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文化和语言结合起来在中文教学中的重要性。但是，课堂时间太紧，要讲
解的语言点太多，学生要练习的语法、句型、句子结构太多，根本就没有时间讲解
汉语文化。再说，中国历史文化源远流长，我要讲什么呢，从什么时候讲起，讲了
学生听得懂吗？所以在中文课上很少提及中国文化。”
“中国文化的内容广博深厚，源远流长。我在给学生介绍某一种文化现象的时候，
学生免不了会产生误解，以偏概全，曲解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再说，说汉语的区域
那么大，各区域的发展变化那么快，我自己也分不清那些是主流性的，哪些是区域
性的，哪些是传统性的，哪些是现当代的，流行的。叫我怎么教他们呢？ ”

“我听过您的课。您是把汉语文化融入到汉语教学当中。比如说，您在讲'问候'
这一课的时候，您告诉学生在传统的汉语文化中，中国人非常重视家庭，一个家
族，或者说一个家庭的整体荣辱比其家庭或者说家族的某个成员的个人荣辱更为重
要，但是，一个家族/家庭的荣辱又是由其个体成员带来的。所以，中国文化中有光
宗耀祖的观念，中国人说的是'姓名'，而不是像英美人说'名姓'，中国人说
'高文中'，英美人说'文中高'。教汉字'家'时，您提到传统的中国社会是一
个以农业为主的社会，人和家畜往往会住在一起，所以家里（宝盖头）要有家畜-'豕（猪）'，这才是'家'。我觉得这样的讲解好是好，可是并不是每个中文老
师都有这样的知识，再说，课堂上也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做这样的讲解。即使讲了，
学生也不一定听得懂，很可能是浪费时间。”

4总结
4.1对学生的问卷调查和访谈分析的简要总结
首先，选修中文课的98%的学生对中国文化已经通过媒体等道听途说的渠道对中国文
化有了先入为主的概念。但是他们的概念往往是片面的、主观的和负面的。中文课是帮助
他们学习汉文化的最好机会，因为不是所有的学生都有机会到中国大陆，或者港台澳地区
旅游或者学习，去亲眼目睹，亲身体会多元的发展变化中的汉语文化。
其次，他们学习中文的态度是积极的。93%的学生想学好中文，因为他们认为中文会
对他们求职或者事业发展提供更多的机会。他们对汉语文化也非常有趣，并且希望中文老
师能把汉语文化和汉语教学有机有效地结合起来，使他们在汉语学习的过程中，也能更全
面更客观地学习了解汉语文化，也使汉语学习更有趣更有效。
最后，85%的学生认为他们的中文课没有帮助他们实现选修中文课的目标。由于汉
语本身的特性，其读音和书写对于初学者来说，一点联系也没有，汉字的学习更是艰涩枯
燥，如果不把汉语学习融入丰富有趣的汉语文化中，学习汉语是非常艰难的。也有85%
的学生认为汉语课并没有帮助他们真正地学习了解汉语文化，并没有帮助他们纠正过去通
过道听途说得来的概念。因为有78 %的学生认为他们的中文老师在中文课上没有相应地
介绍汉语文化，或者说解说不清楚。所以有85%的学生两个学期以后就不再继续选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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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课了。这可能从某种角度反映了我们目前汉语教学要持续发展所面临的困境，也就是继
续学习中文的学生越来越少，从初级课到中级课、再到高级课的学生流失严重，严重地影
响汉语专业的进一步发展。

4.2对十五名教师的访谈总结
从对十五位大中小学中文教师的访谈中也发现了在中文教学中存在着的两个普遍现
象。第一个现象是在中文教学中只忙于汉语本身的教学，而忽略了与汉语相关的汉语文化
的融入，原因是教学任务重，没有时间涉及那些“无关紧要”的“题外的东西”，或是因
为对所教语言内容与其文化的关系认识不足或没有认识。这种现象在大学的中文教学中比
较普遍。而中小学的汉语教学中又过份偏重与汉语文化相关的东西，语言的教学没有得到
应有的重视。
第二个现象是在中文教学中，对与语言内容相关的文化习俗背景介绍不到位或者存在
偏差，也可以把这种现象叫做“盲人摸象”现象。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对文化和
习俗的多元性和发展性认识不足，导致了这种“以偏概全”或者“以古做今”的现象，从
而误导了学生对汉语文化的学习和认识。

5对教师教学的建议
在汉语教学中，教师应该把语言教学和文化教学有机科学地结合起来。学生学习汉
语，是因为他们对汉文化感兴趣。他们学习汉语是因为汉语对他们将来求职和事业有帮
助，而他们的汉语技能只有他们在了解汉语文化的前提下才会有用。脫离了具体的语言文
化背景，语言技能就会失去意义和作用。有效的汉语学习和教学，必须置于其文化背景之
中，了解学习其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文化背景，和其使用的具体文化背景，这样才能学以致
用，学生也才会继续学习汉语，中文教学也才能持续发展。
在讲解文化时，应该注意文化形成发展的历史性、变化性、多元性和复杂性，分清哪
些是传统文化、哪些是流行文化、哪些是是区域文化、哪些文化是时代性的、具有当时的
时代性特色，等等。而不能介绍讲解文化时，总是说中国人这样、中国人那样，而忽视文
化的多元性和复杂性，犯“以偏概全”或者“以古做今”的错误，误导学生，避免汉语文
化教学和学习中的“盲人摸象”现象。
把汉语文化贯穿于汉语的教学之中。汉语的每一个词字或词组都有其历史文化渊源 。
如果把其文化渊源融入对其结构和使用的讲解，不仅使汉语字词的学习生动有趣，而且容
易记忆。语句的生成和使用也不能脫离具体的语言情景和文化背景，否则汉语就会被乱用
误用，造成文不达意，带来不必要的误解和麻烦。所以，在汉语的教学中，一定要让学生
学习汉语的语用情景和语用文化，而不能把汉语教学置于文化真空之中。

最后，希望这篇基于问卷调查和访谈的定量性案例分析能引起同仁的注意，把我们的
汉语教学和汉语文化学习有效地结合起来，帮助学生学习和掌握汉语文化的多元性，发展
性和复杂性，帮助他们把汉语言文化准确无误地运用到生活和工作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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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ortance to integrate Chinese culture into Chinese
teaching: A case study
Alex Yuan, PhD

Utah Valley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paper, through a combined quantitative-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 was designed to study
the importance of integrating Chinese culture into Chinese teaching as a foreign language. The
research discussed the major reasons that contributed to the phenomenon of the parable of “the
Blind Men and an Elephant” in Chinese teaching. Suggestions were provided and discussed on
how to integrate Chinese culture into Chinese teaching for a successful Chinese teaching and
learning experience and a sustainable Chinese pro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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