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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形声字教学与母语形声字教学对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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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母语形声字教学与留学生的形声字教学存在一定的异同之处。两类学习者在学>--j形声字的过

程中，声旁形旁都发挥了作用，但在学习各阶段中发挥的作用不同，学习者对其掌握理解的情况也不一样。

对两类学>-3者的形声字教学在高级阶段都应以部件教学为主，以旧带新，但在对两类学习者的教学方法上

侧重点应有所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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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中大多数都是形声字，形声字具有形旁表义，

声旁表音的特点。因此在对外汉语教学和母语汉字教

学中，形声字教学表现出一定的规律性。但由于教学目

的、教学对象、教学环境的差异，对外汉字的形声字教

学与母语形声字教学也必然存在差异，找出这些差别

能够更好为对外汉字教学提供借鉴与参考。

一、学习者学习形声字的情况

(一)母语学习者与留学生形声字学习情况的相同

点

1．存在声旁的规则性效应

汉语形声字中有一部分可以用声旁来表音，由声

旁可以推知整字的读音。我们把声旁与整字读音一致

的形声字称为规则字；反之把声旁与整字读音部分不

一致的形声字称作不规则字；把声旁与整字的读音一

致的现象称为规则性效应。[11

不少研究者认为，母语学习者在认读形声字时，声

旁起到了提示字音的作用。舒华、曾红梅通过测验表明

儿童对规则字的读音要好于对不规则字和不知声旁字

的读音，并指出随着语文水平的提高，儿童认读形声字

非系统错误的比例减少。而声旁使用比例不断增加，声

旁规则错误也逐渐增加。f2J留学生在学习形声字时，声

旁的规则性效应同样起着很大作用。对此，江新也进行

了研究，发现留学生对声符准确表音的形声字的读音

要好于声符不能准确表音的形声字。11锐明了汉语作为

第二语言的学习者对形声字的读音受到声旁表音的影

响。然而随着汉语水平的不断提高，留学生和母语学习

者都会意识到声旁表音的局限性，从而减少声旁规则

性的错误。陈慧通过实验充分证明了外国学生在初中

级阶段存在明显的规则性错误，而到了高级阶段，由于

留学生声旁表音局限性意识的增强，规则性错误大大

减少。埘并撰文指出。外国学生对形声字的习得与中国

小学生有共同之处，即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首先意识

到形声字的声旁具有表音作用，随着学习时间的延长，

又意识到形声字声旁表音的局限性。

2．形旁表意功能都在形声字学习中发挥了作用

汉字具有很强的表义功能。形声字的形旁在揭示

字义上发挥了很大作用。在形声字的认读中，形旁也是

一种重要的表义线索。认知心理学通过实验研究证明

了形旁的表意功能在形声字字义提取中的作用。如陈

宝国、彭聃龄研究认为认读高频汉字的认读过程中，字

义的激活先于字音的激活。[4t也就是说在高频字的识别

中．形旁对字义的提取比声旁更快。

母语学习者在学习汉字时能利用形旁提供的类属

信息识别新的形声字。这方面的研究有很多。如舒华、

曾红梅认为，小学儿童具有利用汉字信息帮助学习和

推理生字词的能力，并且这种能力随着年龄的增长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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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Ill舒华、宋华又指出形旁的语义透明度、对生字组

成的词的熟悉程度以及语文能力的高低是影响儿童利

用形旁进行推理的重要凼素。15l与母语学习者一样。留

学生在识别形声字的过程中也会自觉地使用形旁表意

的功能进行推理。李蕊通过“语义相关”的选择任务，发

现初级阶段的留学生已经具有了一定的形旁表义的概

念，随着汉语水平的提高，留学生会建立起自动化的形

旁意识。并且不断发展。旧

由此可见，形声字的声旁表音和形旁表意功能不

论是对本族学习者，还是汉语第二语言学习者来说都

有着重要的作用。这是因为人的心理词典中存在形和

音的联结通路，当学习者识别的字词相似时，就会激活

大脑中形或音的部分来帮助识别生字。张厚粲、舒华对

汉语读音过程中的音似和形似启动效应进行了研究，

发现音形卡H似的启动字和目标字之间存在显著的启动

效应。嗡了汉字以外，识别英语单词时也是如此，母语
为英语的学习者和外语学习者在学习英语单词时，也

会对单词的结构进行分析，辨别词根、词缀，在掌握词根

的基础上类推出新词的意思，这和了解形旁的意义从

而推知新字的含义的过程是相似的。然而，声旁与整字

读音一致的形声字只占一小部分，且形声字的形旁也

只是在一定程度上起到提示字义的作用，在对外汉语

教学中还应加强对声旁非规则性及形旁作用的探讨。

(二)母语学习者与留学生形声字学习情况的不同

之处

1．声旁与形旁在形声字学习各阶段所起的作用不

同

声旁与形旁在母语学习者语文能力发展的阶段

中，所处的地位和提供字音的作用是不一样的，即声

旁与形旁在提供字音信息方面的作用大小存在一个

转化的过程。母语为汉语的儿童由于语文能力较低。

主要依靠声旁提供语音线索进行识别。随着母语水平

的提高．尤其是到了成人阶段，学习者则主要靠形旁

的表意功能对字义进行类推。宋华、张厚粲、舒华利用

校对阅读对不同水平的母语学习者比较研究发现，低

年级的小学生或阅读能力较差的学生，在阅读中主要

依靠字音的信息，而大学生或熟练读者则主要依靠字

形的信息。Ill表明随着语言学习的不断加强，读者确实

存在一种由主要利用字音信息到利用字形信息的转

换。

留学生在形声字的学习中并没有出现声旁、形旁

功能的优势转化，形旁的作用始终大于声旁的作用。高

立群、孟凌通过对初中高级留学生及中国研究生的阅

读试验，发现第二语言学习者在语言水平的不同阶段

上字音、字形信息的意识是不断增强的，而且始终以字

形的作用为主导．字音的作用为辅。嘲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差别，主要原因是由于习得环

境的不同。留学生在课堂环境下学习汉字时，一开始就

是形、音、义同步进行的。高立群等指出，汉字以形表义

的特点强烈地影响到第二语言学习者对汉字的内部表

征，导致形表征强于音表征。191这就是为什么留学生在

汉语水平的不同阶段，总是利用汉字表义的功能来识

别汉字的原因了。而母语儿童在学习汉字之前就已经

习得了汉字的读音。学习汉字的过程只是将形义结合

与形音结合的过程，所以儿童多利用声旁提供的语音

信息．字形信息处于劣势；随着汉语水平的提高，逐步

过渡到利用形旁的语义信息为主。

2．对声旁表音意识掌握进度不同

第二语言学习者多数是成人．在已经习得了自己

母语的情况下，思维水平和规则意识与儿童相比，都更

为完善。在掌握声旁表音规则时也是如此。陈慧、王魁

京对初、中级留学生进行形声字的考察．认为成年留学

生对形声字声旁表音概念意识的掌握进程要快于汉语

母语儿童．表明了成年二语习得者与儿童母语习得者

的不同，即运用更强的逻辑思维能力来掌握文字的规

则。1101

3．本族人与留学生在形旁表意的理解上存在差异

形声字的形旁具有表义的功能．而不是所有形旁

在表意程度上都是相同的，即形旁表意功能上存在差

别。潘先军根据形旁表意的有效度，把形声字分为三

类：形旁基本能表意、形旁宛转表意及形旁不能表

意。1111对于第一种形旁，留学生基本上能理解，看到形

旁就能将它代表的事物联系起来．这里与本族人的

理解无异。对于后两种形旁而言，留学生就很难将其

与代表的字义联系起来．即使是汉语水平很高的留

学生在理解上也可能出现困难．而对于本族人而言，

尤其对于汉语为母语的成人来说．已经具备了基本

字源知识和理论．理解后两种形旁的“间接表意”并非

难事，所以即使形声字的形符有效表意率高达83％，对

外国留学生来说，还是要大打折扣的。

二、形声字的教学方法的比较

(一)母语的形声字教学方法与对外汉语形声字教

学方法的相同点

1．在形声字教学的高级阶段应当以部件教学为主

由于形声字由形旁和声旁两部分组成，结构性比

较明确，在学习者掌握了汉字的基本笔面后，强调声

旁、形旁的部件教学要比将形声字拆分成笔画教学更

为有效。在对汉语为母语的儿童和成人的汉字认知研

究中发现，除了笔画效应以外，部件效砬也是识别汉字

的重要因素之一。如王惠萍、张积家、张厚粲通过研究

认为，笔画认知存在着字劣效应，证明了汉字整体对笔

画的认知有抑制作用。llll尤浩杰分析了笔画数、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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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拓扑结构类型等幽素对非汉字文化圈学习者的影

响，指出到了中高级阶段，部件逐步汉字加i[过程，t因

此在教学的后阶段应引入部件教授复杂的合体字。”3l

2．以旧带新。以生字带熟字，在比较中加以巩固

在掌握已有声旁或形旁的基础上进行新字的教

学．在与旧字的对比中加深对新字的认识，提高汉字教

学的效率，不论是对汉语母语学习者还是第二语言学

习者的教学都是可行的。在母语形声字教学中，注重前

后知识联系也很重要。在／j、学语文教学中，教师要抓住

形声字形符表义、声符表音的特点，注重教材以熟带生

的要求，通过具体的比较，加深学生对形声字的认识，

同时也能提高学生的识字能力，加快识字速嚏。

(二)母语的形声字教学方法与对外汉字形声字教

学方法的不同点

1．母语形声字教学多突出字形，对留学生的形声

字教学要字形、字音并重

母语学习者在学习形声字的过程中字形和字音、

字义的结合要难于字音和字义的掌握，可以说母语学

习者在习得字音的同时基本掌握了字义，对于同音多

义字也能在具体的语言环境中加以识别。而外国学生

学习形声字则是形、音、义同步掌握的过程，字形在习

得汉字的过程中的地位与字音、字义相同(当然非形声

字的学习过程也是如此)。这就启发我们如何根据两类

学习者形声字的不同学习过程，针对性地采用教学方

法。杨夷平指出，识字时，对中国学生要突出字形，因为

他们在学字前，对汉语的音和义已经有了全面的掌握，

所以学字的重点是把形与音、义结合起来。而对外围学

生则要形、音、义并举，以帮助他们尽快建立起汉字的

形、音、义三者之间统一的联系。1141但教学方法如何具

体采用，还需要进一步探讨。

2．母语形声字教学应识字、写字、用字并重，而对

留学生形声字教学侧重于识字教学

不同于母语汉字教学．应从留学生的实际需要出

发，将识字教学摆在首位，如果像对母语学习者那样严

格要求他们识字、用字，估计很准达到预期的教学效

果，也不利于留学生汉字学习积极性的形成。正如杨文

所撰，对留学生来说，节写汉字多是一种学习行为，他

们的日常交际主要是靠LJ语，况且随着科技的日益进

．步，电予设备(电脑，手机等)的汉语输入和输出更成为

了留学生的一个主要手段，所以卡}|比起来，识字就成为

了他们的一个主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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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omparative Study of Pictophonetic Characters Teaching for Foreigners and for the Chinese
Zhou Jing

’

(International College For Chinese Studies，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Nanjin92 1 0097，China)

Abstract：There exist both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pictophonetic characters teaching for

Chinese learners and foreign learners．Both phonetic elements and orthographic element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process of pictophonetic characters study for the two kinds of learners．However，the two ele—

ments are mastered by the two kinds of learners in difierent ways and have different effects on them at

various learning stages．Components teaching should be mainly advocated，and new knowledge should be

connected with previously taught knowledge at the advanced stage．However，the teaching methods for the

two types of learners should have different focuses．

Key words：pictophonetic characters teaching；,’teaching Chinese as a、foreign language；teaching Chi·

nese as a mother tong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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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似文献(2条)

1.期刊论文 李蕊.Li Rui 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形声字表义状况分析 -语言文字应用2005(2)
    形声字是现代汉字的主体.其表音、表义规律是对外汉字教学的重要依据.文章对<高等学校外国留学生汉语教学大纲(长期进修)>中的形声字进行了

封闭性数字统计,在此基础上从形声字的等级、形旁的表义度、形旁的位置、形旁是否成字、形旁等级以及形旁构字数等各个角度,分析了形旁的表义状

况及其与整字的各种关系.提出了对外汉字教学中有关形声字教学的若干建议.

2.学位论文 张敬洁 对外汉语教学 阅读课中的汉字教学初探 2004
    对外汉语教学的核心是如何在较短的时间内让留学生尽快提升汉语水平.汉字教学是对外汉语教学的基础,也是一个难点.教学实践及问卷调查表明

,掌握汉字是留学生提高阅读能力、提升汉语水平的关键所在.本文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汉字教学规律作了初步的探讨,对外汉字教学方法,特别是形声字

的教学方法作了总结.主要内容如下:1.学好汉字与学好汉语的关系.表音文字与表意文字的不同,形声字的重要性,对外汉语教学中,学好形声字的意义

.2.外汉语教学过程中涉及汉字的教学分析.阅读课中对字、词的处理应该是重数量,而不是质量.选择教材和教学内容安排要附合认识事物的规律和第二

语言的学习规律.3.汉字教学能促进中国文化传统教学.汉字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利用传统文化也可促进汉字教学.4.阅读课中汉字教学原则.以字

促进词汇的学习,既教给学生汉字的本身知识,也教给学生语境知识,教与练结合鼓励学生在语境之外运用新词.5.阅读课中汉字教学方法.直观展示法,联

想扩展法,与口语练习结合和归纳总结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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