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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语文教学与文化传承 

Second Language Teaching and Cultural Inheritance 

符传丰  

（南洋理工大学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新加坡 279623） 

    摘要：文化是一个非常广泛的概念，涵盖人类的各个方面生活。对文化教学的研究表明，

语言和文化密切相关。新加坡是一个多元语言、多元文化的社会。在新加坡语境下，华文作为

第二语言教学，有其独特的背景和目标。2010 年新加坡教育部将文化作为母语学习的三个主要

目标之一，可见其非常重视文化的传承。本文以新加坡小学教材为例，首先深入探讨文化教学

与传承的 ABC 三原则：确保各年级文化课题的适龄性(Age-appropriate)、确保全校文化活动整

体的均衡性(Balanced)、确保年级之间文化教学与活动的衔接性(Coherent)。其次提出四项建议：

显性教学、及时习得、课题讨论、参与体验。希望能从家庭、学校、社区、社会和国家等不同

层面，一起发挥第二语文教学与文化传承的作用。 

关键词：新加坡；二语教学；文化；ABC 三原则 

 

Abstract：Culture is a very broad concept that encompasses all aspects of human life. Studies on 

teaching culture have shown that language and culture are closely related. Singapore is a multilingual, 

multicultural society. In the context of Singapore, teaching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has its own 

unique background and goals. In 2010, culture is one of the three main goals of the mother tongue 

language learning in Singapore.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of Singapore attaches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inheritance of culture. This article takes the Singapore primary school textbook as an example. First 

of all, we explored the three principles of ABC in teaching culture: (1) Ensure the Age-appropriate 

cultural issues in each grade; (2) Ensure the overall Balance of the school-wide cultural activities; (3) 

Ensuring the Coherence of cultural teaching and activities between grades. Secondly, we propose four 

suggestions: explicit teaching, timely acquisition, topic discussion, and participation experience. We 

hope it can play an important role of different levels of family, school, community, society and country.  

Keywords: Singapore;Teaching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Culture, three principles of ABC 

 

一、前言 

在 20 世纪 60 年代，社会科学家认为文化与人类学习密切相关。从那时起，人们一直在讨

论文化的定义。然而，文化是一个“非常广泛的概念，涵盖人类的各个方面生活”(Seelye,1993，

p.15)。不同人、不同学派对文化有不同的看法，而不同地区、时代和生活各有其不同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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狭义的“文化”指语言、艺术（如音乐、美术、文学、舞蹈、建筑等），也就是所谓的“高等文

化”(High culture)，还包括法律、价值观、哲学等。广义的“文化”指生活方式，尤其是一群人

在一个时段普遍的习俗、行为和信念，也有人称之为“民间文化”。从广义来看，有人的地方

就有生活，生活有不同方式，就有不同文化。因此，生活方式就是文化。不同民族有不同的生

活方式，也就有不同的文化。例如用颜色象征生活事件、使用餐具有不同的规矩、节日的庆祝

方式、见面的问安等等。 

二、语言学习与文化教学的关系 

    对文化教学的研究表明，语言和文化密切相关(Brown,2007; Kramsch,1998; Kuang,2007; 

Schulz,2007)并且最好一起获得(Schulz,2007)。布朗(2007)描述了语言和文化的相互关系，指出

“在不失去语言或文化意义的情况下，人们不能将两者分开。除专业的工具性习得外，第二语

言的获得也是第二种文化的获得”（第 189-190 页）。 

    “学习语言就是同时学习一种文化。离开一个民族的文化，要准确地掌握一个民族的语言

是困难的。”（赵贤洲,1992）“学习语言不能脱离文化，其原理西方的语言学家、文化人类学

家和跨文化交际学家已从各个角度进行了论述。”（张英,2009）“汉语教学与文化相结合，或

者说，文化的介绍是汉语教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对这个基本原则，人们已经有了共同的认

识。”（鲁健骥,1990） 

Redfiled(1936)认为：当不同文化群体的人们进行持续不断的直接接触时，一方或双方的原

文化类型所产生的变化称为文化适应。19 世纪 70 年代 Schumann 从社会和文化的角度探讨了

社会文化对第二语言习得的影响，从而提出了“文化适应模式”(Acculturation Model)，为第二

语言习得从环境及情感因素角度来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文化适应模式的理论假设是第二语言

学习者目的语水平取决于他对目的语社团的‘社会距离’和‘心理距离’。Schumann 认为较好

地适应目的语文化有助于成功习得目的语语言。 

既然语言学习与文化教学密不可分，它们之间的关系和比重如何也众说纷纭，由图 1 至图

4 可一窥其究竟。图 5 则很好地说明了二者之间有一个对应和平衡的关系。 

   

图 1 图 2 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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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图 5 

三、新加坡华文教学的背景和目标 

近年来，第二语文教学界开始意识到语文和文化的密切关系：认为语文是文化的载体，文

化是语文的基础。然而，文化缺乏总体定义，二语/外语教师面临着确定应该教授目标文化的哪

些组成部分或哪些部分的挑战。在新加坡语境下，要厘清这个问题，首先要明确：（1）新加坡

华文教学对象的语言、文化背景；（2）新加坡华文教学的目标。 

1. 新加坡华文教学对象的语言、文化背景 

新加坡是一个多元语言、多元文化的社会。在民族构成上，主要由华族、马来族（包括马

来人和印度尼西亚人）和印度族三大民族构成。而新加坡社会的语言状况，也非常复杂。1959

年新加坡成为自治邦，宣布马来语为“国语”，并采取许多措施来推行马来语。这不免引起许

多有华文教育背景的华人的反对，政策推行遇到不少阻力。1965 年 8 月 9 日新加坡脱离马来西

亚成为独立自主的共和国。10 月 1 日总理公署发表的语言政策大致上承认独立前的大原则—多

语并重而以马来语为尊，四种官方语文处于同等地位而以马来文作为共同语文和国语。 

1967 年以后，新加坡政府决定放弃以马来语为共同语的政策，恢复殖民地时期以英语为尊

的语言政策。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以英语为主的多语政策逐渐定型。这个语言政策包括以下

几个方面：（1）四种官方语言并存；（2）英语（文）作为工作语言(working language)，具有国

语的实际地位；（3）教育上坚持双语政策，各民族学生均须学习英语为共同语言；（4）各民

族学生均学习其本族语言，作为保留传统文化价值的媒介。”（詹伯慧，2001）在此复杂的语

言环境下，在华族家庭中产生了以华语和/或英语为家庭用语的情形，其文化如表 1所示。 

 

表 1 以华语和/或英语为家庭用语的华族 

第一类/以华语为家庭用语的华族 第二类/以英语为家庭用语的华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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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背景：在入学进行华文学习之前，

以华语为主要交际语言，已具备了运用

华语进行正常交际的能力，入学后英语

成为绝大多数科目的课堂用语，并很快

成为主要交际语言（甚至在与华族人交

际时也不再运用华语，只是跟家人交谈

时使用华语）。 

语言背景：以英语为主要交际语言，一般不能听

说华语或仅仅能听懂一点或说一点华语，不具有

运用华语进行正常交际的能力，华语学习是第二

语言的学习。  

文化背景：在这类教学对象的文化背景

知识中，中华文化内容占绝对优势，运

用华语交际时一般不会因文化知识不足

影响交际，这主要是因为：（1）家庭中

的父母跟他们讲华语，使其耳濡目染，

从而获得了运用华语交际必备的一些中

华文化因素；（2）父母坚持讲华语，表

明父母对中华文化还是比较认同的，在

生活中向他们灌输的中华文化知识也就

相对较多。 

文化背景：在这类教学对象的文化背景知识中，

西方文化内容占优势，但由于他们毕竟是华族家

庭，虽不以华族语言作为家庭用语，但也不会完

全丢掉中华文化知识，不过由于他们不用华语进

行交际，所以其对交际所需的中华文化因素知之

甚少。另外，由于在社会生活中他们还会跟马来

族和印度族人打交道，使其多少了解一点马来族

和印度族文化。  

2. 新加坡华文教学的目标 

    李光耀先生在 1984 年 9 月 21 日“推广华语运动”开幕礼上的一段讲话，其中指出：“华

语也能够把各方言集团的人士团结起来。它使我们想起我们是五千多年悠久历史的古老文明的

一部分。这是一股既深且巨的精神力量，能使一个民族产生信心，去面对和克服重大的改变和

挑战。” 

新加坡教育部分别在 1993 年、2002 年和 2007 年出台的华文课程标准中，将传承华族文化

与传统价值观作为华文教学的一项重要目标。1993 年的华文课程标准指出，华文教学“应该兼

顾语文技能训练以及华族文化与传统价值观的灌输”；2002 年进一步指出，华文教学的总目标

有两个：“发展学生的听、说、读、写四种语文技能，通过华文的学习传承文化与 传统价值

观。”2007 年教育部制定的华文教学的总目标有三个：“1. 培养语言能力；2. 提高人文素养； 

3.培养通用能力。”而“提高人文素养”这一目标中，又具体指出要“培养积极的人生态度与确

的价值观；认识并传承优秀的华族文化”；“关爱家人，关心社会，热爱国家”；“热爱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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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受美，欣赏美”。这三个具体目标的实现，也离不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因为它们都

属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够帮助实现这些目标。 

    2010 年新加坡教育部订定母语学习的三个主要目标（母语检讨委员会报告书，2011）： 

（1）沟通(Communication)：以英语和母语与人沟通，保持竞争优势。 

（2）文化(Culture)：学习母语是传承亚洲文化和价值观的重要管道。 

（3）联系(Connection)：掌握母语能和本区域乃至世界各地相同语言文化背景的社群建立联系。 

    要达致这三个目标，就必须使下一代成为母语的使用者，乐于使用母语，使母语成为下一

代国民的生活语言——“乐学善用”。文化是其中一个重要目标，所以华文教学必须和文化教

学同步进行，以期达到下列效果：使所学得语文教材具体化；加强学生的学习动机；让学生进

行实质学习(Authentic learning)。 

四、3Ps 文化教学框架 

由于文化内涵的丰富性，社会学者给文化的分类，多寡不一。中华文化尤其多元丰富，例

如书法、中国结、京戏面谱、武术、漆器、灯笼、剪纸、貔貅（石狮）、如意、对联等等，不下

一百多种。一般来说，文化可以从人、事、物、情、景、观的角度来加以分类。 

表 2 中华和新加坡的文化元素与价值观 

  中华文化元素与价值观 新加坡文化元素与价值观 

1 人 哲学家、文学家、历史英雄人物、艺术家

等 

文化人、先驱人物、多元艺术文化人物、

小人物大英雄 

2 事 传统节日、庆典、红白礼节、生死礼节等 多元种族节日、活动、重要庆典等 

3 物 八大菜系、服饰、建筑、艺术、文学、发

明物等 

 

多元文化食品、服饰 、 建筑 、 玩具 、 

艺术、文学、歌曲、引以为傲的发明等，

例如：声霸卡、U盘 

4 情 人情世故、尊老敬贤等 爱国情、任人唯贤、诚信 

5 景 文化景点、历史古迹等 各种文化、宗教地标、标志性地方、植物

园、圣淘沙等 

6 观 儒家思想、道家思想等传统价值观 国家价值观、中华文化价值观、儒家思想

价值观 

而在第二语文/外语学习方面，美国外语教学协会(ACTFL)将文化作为外语学习的五个主要

目标之一，它在“21 世纪外语学习标准”(1999)中以“3 Ps”文化框架来说明文化学习的内涵：

观点(perspectives)、行为(practices)、产品(products)，三者有互为因果的关系。 

    “观点”是指不同的民族生活在不同的社会环境和自然地理环境下，形成了不同的认知心

理、思维特点、行为方式、语言、价值观、世界观和道德规范等。“行为”是指与观点相适应

的制度、组织机构和约定成俗的规范，即在恰当的时间和地点做什么事，如仪式、话语形式、

餐桌礼仪和使用空间。“产品”是指从现象中所感受到的东西，包括个人轶事、诗歌、头条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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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社论、法律、博物馆、火车、宠物、工具、食品、工艺品、服饰、建筑、音乐、舞蹈和游戏

等。 

    该标准指出文化学习的目标有二点：一是理解文化实践和通过这些实践揭示的观点；二是

理解文化产品和通过使用这些产品揭示的观点，即通过对观察对象的逐步分析, 以此发现其重

要的和连贯的意义。该标准也说明了根据“3 Ps”文化框架进行跨文化交际可以帮助学生建立

文化意识：“与其他文化代表的互动(practices)，以及体验各种文化表现形式(products)，可以帮

助学习者塑造自己的意识。”（孙辉, 2017）。所以语言学习和文化教学要通过体验各种华族

文化表现形式(products)，以及与华族文化代表的社交互动的模式(practices)，深入探讨文化观念

(perspectives)。 

五、文化课堂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 

    学者对文化课堂教学模式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张和生（2006）提出知识传授、交际训练、

多元互动三模式；陈莹（2013）提出融合模式、兼并模式、综合模式三模式；朱昱晟（2008）提

出听说读写、专门课程、生活实践、角色扮演四种模式。另外，学者也对文化教学方法提出了

不同意见，许衍（2014）从汉字、词汇、语用、修辞等语言教学中体现民俗文化。单晓薇（2013）、

衣妍宁（2015）等提出体验式文化教学。康国旗（2018）认为可通过案例分析，理解中西文化

观念上的差异。陈映戎（2011）认为要从口头报告、书面评价、短剧表演、绘画展现、实景模

拟等多种形式分享学习成果。以上文化课堂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各有不同，可以作为参考。至

于新加坡语境下的文化教学与传承应该如何做呢？以下提出 ABC 三个原则和四项建议。 

六、文化教学与传承：ABC 三个原则与四项建议 

   在文化教学与传承方面，首先提出 ABC 三原则： 

1. 确保各年级文化课题的适龄性(Age-appropriate) 

    各年级文化课题的适龄性体现在不同年级的教材上。首先是从具体到抽象，以人为例，具

体的人如写李光耀，形象地写出李光耀先生在荷兰村种下了一棵黄牛木（小二上第八课《伟大

的园丁》）。抽象的人如介绍不同种族的小朋友，有华人、马来人、印度人、欧亚人。然后带到

抽象的主题："新加坡是个多元种族的国家，人们快乐地生活在一起。" （小三下第十二课）。 

    其次是从简单到复杂，以景为例，简单的景如写牛车水：“新年到，新年到，牛车水，真

热闹。人来人往买年货。......” （小二上第二课《新年到了•儿歌》）牛车水为早期华人的

生活圈，写出牛车水在中国新年的热闹景致。复杂的景如小四下第十五课，通过天气、衣着和

活动比较十二月时新加坡和北京两个地方的特点，如“新加坡天气炎热、潮湿，我们全年都穿

短袖上衣和短裤。”、“你一定要去长城和故宫，世界各地的朋友都会去那里参观。” 

2. 确保全校文化活动整体的均衡性(Balanc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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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活动整体的均衡性体现在 3 Hs，即头(Head)、心(Heart)和手(Hands)。也就是头脑中的

文化知识(Head)、对华族文化的情感和身份认同(Heart)，以及动手体验(Hands)。 

首先是文化知识方面，在小学课本里分为三个层次来介绍：（1）华族文化内涵，如中秋节

“秋天到，月儿高，灯笼月饼不可少。” （4BL15《一年四季好风光•说说唱唱•四季歌》）；

（2）新加坡特有的华族文化内涵，如新加坡美食：沙爹、鸡饭、面线（3AL5《难忘的一天•我

爱阅读》）、蚝煎、椰浆饭、鱿鱼蕹菜、鱼鳔羮、辣椒螃蟹（4BL11《天天运动身体好》）；（3）

跨文化理解，如阿拉伯人、日本人、泰国人、新西兰毛利人等人打招呼的方式（4BL10《这样才

对•我爱阅读•深广•打招呼》）、巴拉大叔的煎饼店（2AL7《在咖啡店吃早餐》）。 

其次，是对华族传统文化和新加坡特有的华族文化的情感、认识和身份认同，前者如参加

华乐团和拉二胡，参加武术队和练功夫等（4AL6《我要参加什么活动呢》）。后者如对胡姬花、

鱼尾狮（3BL10《我住的地方真干净•我爱阅读•胡姬花是大家的》）的认识和情感。 

最后，是动手和体验，如跟著作者参与有意义的活动，在总统府开放日参观总统府（4BL12

《我是小导游•我爱阅读•核心》）。 

3. 确保年级之间文化教学与活动的衔接性(Coherent) 

（1）深化主题 

主题 低年级 中年级 高年级 

节日\脸谱  认识、参与  认同、意义  价值观、专题作业  

    各年级间文化教学与活动的衔接性体现在逐年深化主题和提高难度两方面。在深化主题上，

以植物园为例，从小二的简介：“小黄鸟飞过了市区，飞过了植物园。它发现岛上到处都是花

草树木。......”（2B L18《我们住下来吧》），到小四的详细介绍：“欢迎来到植物园......。

南边有个天鹅湖，西边有个交响乐湖，北边有个生态湖，东边有个热带雨林。......从姜园继

续往前走，就到了国家胡姬园......。”（4BL12《我是小导游•说说唱唱•植物园》）。由此可

知，植物园这个主题得以逐年深化。除了地理景观的深化外，也从历史的纵深上加以深化，如

小四的《邮票上的历史》，从新加坡共和国独立一周年纪念邮票，到 1967 年国庆纪念邮票，再

到 2011 年胡姬花纪念邮票（4BL12），勾勒出新加坡立国以来的全貌。 

（2）提高难度  

主题 低年级 中年级 高年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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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日\习俗  教导、习得、体验  体验、讨论  分析、研究  

    在提高难度上，以美食为例，从小一的鸡饭、鸭面（1BL15《你想吃什么•读一读》），到

小二的烤肉串、炸鸡翅（2BL17《夜市真热闹•我爱阅读•》），到小三的沙爹、面线（3AL5《难

忘的一天•我爱阅读》），到小四的蚝煎、椰浆饭、鱿鱼蕹菜、鱼鳔羮、辣椒螃蟹（4BL11《天

天运动身体好•查字典》），美食的名称和内涵越来越难。 

  从上述 ABC 原则，可以看出新加坡教育部在编写小学课本时对文化教学与传承的重视程

度。  

文化教学与传承的四项建议： 

  在教材上有了文化内涵，也要有相应的教法，才能发挥第二语文教学与文化传承的作用。

因此，以下提出四项建议： 

1. 显性教学 (explicit teaching) 

由于文化因素是隐含在语言的结构和表达系统中的，外族人无法知晓，本族人又习焉不察，

往往造成文化上的冲突和交际上的障碍。因此，在第二语言教学过程中，需要同时揭示语言中

所包含的文化因素，帮助学生正确地使用目的语进行交际（李泉，2005）。比如地址和收信人

的写法，中文的收信人放在地址的最后面，表示个人的谦虚；而英文的收信人放在地址的最前

面，表示看重个人。中文的地址把国家写在最前后，表示以国家为重；而英文的地址则把个人

的住处写在最前面，表示看重个人（4BL15）。这些差异在教学时要明确地说明，以帮助学生深

入了解文化上的差异，因为其中体现出中西方不同的思维方式。 

2. 及时习得 

诚如美国外语教学协会(American Council on the Teaching of Foreign Languages, ACTFL)“21

世纪外语学习标准(Standards for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 in the 21st Century, 1999)”指出的：

“由于语言是表达文化观点和参与社会实践的主要工具，因此语言学习为学生提供了在文化中

发展洞察力的机会。实际上，外语课程的真实内容不是语言的语法和词汇，而是通过该语言表

达的文化。”因此，第二语文教学要时刻引导提点文化传承。比如在教《三字歌》时，“日和

月，天和地，风和雨，雷和电，土和木，水和火，大和小，多和少。”(1AL10)，以及《雷公公

和电婆婆》(2AL9)，可以联系中国传统“成双成对”、“男女”、“阴阳”等观念。 

3. 课题讨论  

  新加坡有各种庆祝华族节日的礼俗，如农历新年举办有春到河畔迎新年、妆艺游行等活动。

其他如中秋节、端午节等节日也备受重视。因此，在相应的节日里，家长可以带孩子参加庆祝

活动，学校老师也可以布置小组作业，让学生以 3Ps 的方式讨论文化产物、习俗和文化观点之

间的关系和其代表的意义。 

4. 参与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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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课堂上的课题讨论外，直接参与体验也是新加坡各界所重视的。如学校为了推广母语，

举办有华族文化月、母语双周活动、各种课外活动等。而社会上的各宗乡会馆也举办各种文化

活动和华族文化课程，吸引各界华族人士的积极参与与学习。至于大众传媒也积极推行文教事

业和活动，由从事华文、文化事业的人士热心的推动。这些活动、交流、浸濡都有助于学生直

接参与体验。 

  上述四项建议是从家庭、学校、社区、社会和国家等不同层面，一起发挥第二语文教学与

文化传承的作用。 

七、小结 

    本文从第二语文教学与文化传承的角度，探讨新加坡华文教学的背景和目标，认为新加坡

华语教学中，除了传统的中华文化教学外，还要融入新加坡特有的华族文化内涵，以及在多元

种族背景下的跨文化理解。本文具体提出文化教学与传承的 ABC 原则和四项建议，并以小学教

材中的文化要素来加以析论，骥有助于第二语文教学与文化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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