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9 

范軍                                                            「北斗信仰」與泰國華人的「九皇齋節」信俗 

 

「北斗信仰」與泰國華人的「九皇齋節」信俗 

Big Dipper belief and Thai-Chinese belief ritual of 

 “Nine Emperor's Fast days”  

范軍 

（華僑崇聖大學 中國語言文化學院，泰國 北榄府 10540） 

摘要：农曆八月三十日至九月九日是泰國著名的「九皇齋節」。這一節慶有著非常獨特的

民俗儀式，很多是中國所沒有的，但「九皇齋節」依然源自中國「北斗九皇」信仰，「九皇素」

「九皇會」都是中國固有的道教齋戒和節日習俗。泰國的「九皇勝會」誦持的經典中有一部佛

道二藏皆未收錄的《北斗消災延壽妙經》，這部經典表現出了泰國「九皇勝會」濃厚的佛道教

融合的色彩，泰國「九皇齋節」民俗由於濃厚的佛教文化氛圍和清末移民文化記憶與民間傳說

而發生演化和變異，形成了獨具一格的十日慶典。 

關鍵詞：九皇齋節；「斗姆——北斗九皇」信仰；齋戒；《北斗消災延壽妙經》；十日慶

典 

 

Abstract: August 30th to September 9th of the Chinese old calendar, this ten days are the famous 

festival “Nine Emperor's Fast days” in Thailand. Although this festival has very unique folk-custom 

and rituals, some of this rituals have already not be found in China, this festival originated from 

Chinese Big Dipper belief. “Nine Emperor's Fast days” is Chinese indigenous Daoism abstaining from 

meat and festival custom and rituals. “Nine Emperor's Fast days” in Thailand is different from in 

China, it had more Buddhism color, the festival custom and rituals of Nine Emperor's Fast days” have 

some  changes, because the Buddhism atmosphere of Thailand and immigrants' cultural memory and 

Folklore of late Ming and early Qing dynasty. All of these took shape the distinct ten days rituals 

process of Nine Emperor's Fast days”. 

 Keywords: “Nine Emperor's Fast days”; Chinese Big Dipper belief; fast; immigrants' cultural 

memory and Folklore; the ten days rituals process 

 

引言 

每到农历的八月三十日至九月九日，無論泰國的南部和北部，華人社會都會為慶祝九皇聖

誕連續十天吃齋，這種民間信俗在泰語中被稱作「Gin Zai」。「九皇齋節」期間，泰國各地的

華人寺廟、善堂、善壇都會清潔門戶，張燈結彩，殿桌上用斗裝滿香米，中間擺架珠算，旁插

上一木柱，木柱上吊九盞油燈，象徵九皇大帝，晝夜通明，並焚香，供花果，眾齋友白服素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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唸經禮佛懺悔。各寺廟、善堂、善壇還會在九皇聖誕節的十天內免費供應素齋。商場和街道上

會飄滿都飾有「齋」字黃色三角小旗，這標誌所出售的食物為素齋。「九皇齋節」節慶習俗還

包括隆重的祭拜「九皇佛祖」的儀式——九皇勝會，曼谷耀華叻唐人街區在九皇勝會期間，會

迎請耀華叻地區著名佛寺和神廟的香灰，聚集在「崇聖 72 華誕」牌坊前，供市民信徒頂禮膜

拜，屆時還會每日誦經行香和奉請九皇佛祖和觀音菩薩遊行，并邀請曼谷市長主持開幕儀式，

其他華人社區都會圍繞斗母宮或各式齋堂舉行祭拜供奉活動。而在春武里府哪吒廟斗母宮是供

奉著最大的斗姆天尊和九皇佛祖塑像的泰國廟宇。據不完全統計，全泰國有 100 多座九皇廟或

斗母宮，分佈在 20 多個府，九皇勝會的儀式特別盛大和獨特，最為人稱道的是在泰南閩南人

聚居地普吉島。 

「九皇齋節」（「九皇勝會」）與春節和农七月半「盂蘭勝會」一樣，是泰國華人第一等

重要的節慶。「九皇勝會」（或「九皇齋」「九皇誕」）這一華人民間信俗來源於中國的「北

斗星宿信仰」（斗姆——北斗九皇信仰），然而這一節日在中國大陸乃至港台也已衰微。「九

皇齋節」宗教節慶信俗由閩南民系的移民傳播至南洋之後卻發揚光大，民俗儀式有了更大的豐

富、發展與變異，尤其是在佛教為主流宗教的泰國，更多地表現為祭禮和習俗上佛道混雜的濃

郁的民間信仰的特色。「九皇齋節」期間舉行的齋戒、禮斗和游神等宗教節慶民俗儀式是非常

重要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對當地華人和土著各民族都有極大的影響，富有濃厚的南洋華人文化

特色，因此非常值得深入探討研究。 

一、論題學術史回顧 

關於「九皇勝會」這一信俗以及「斗姆——北斗九皇信仰」的研究，南洋及中國的學者都

做了不少有益的探索，但是由於文獻記載匱乏，田野調查不夠深入等原因，這一課題的研究還

有待深入。目前，筆者所了解的相關研究的重要論著如下： 

關於北斗信仰的方面。台灣著名道教學者萧登福先生的著作《道教星斗符印与佛教密宗》

以及論文《<太上玄灵北斗本命延生真经>探述》《<太上玄灵北斗本命延生真经>探述（下）》

等對道教經典《太上玄灵北斗本命延生真经》的作者、年代及註疏，北斗與北極、紫薇帝君的

關係，北斗信仰相關經典以及祭斗儀式，《北斗經》與佛經（尤其是佛教密宗經典）的關係進

行了深入的研究分析。《试论北斗九皇、斗姆与摩利支天之关系》論及中國本土的南北斗星宿

崇拜演進而成為北斗九皇信仰，唐朝時北斗信仰又深深影響了佛教，宋朝時又形成了斗姆斗父

的信仰，元代時則佛道相融，斗姆與佛教護法神摩利支天混合為一以及這一混融的邏輯脈絡等。

蕭登福先生的論文資料豐贍，論證詳盡，功力深湛，對後學啟發良多。 

關於北斗信仰的論文還有祝秀麗《北斗七星信仰探微》、韋兵《道教與北斗生殺觀念》、

徐祖祥《瑤族掛燈與道教北斗七星信仰》、牟海芳《中國古代北斗信仰與豬神崇拜之關係論

考》、冉景中《北斗與豬神崇拜起源考》、韓湖初《論我國古代的「北斗崇拜」和太陽神崇

拜》、呂芳員《清末民初斗姆九皇信仰的發展及傳播》、陳志勇《戲曲行業「九皇神」信仰

考》、四川省社科院哲學研究所陳勇的碩士論文《道教北斗九皇信仰研究》以及日本麥谷邦夫

《道教與日本古代的北辰北斗信仰》等。 



201 

范軍                                                            「北斗信仰」與泰國華人的「九皇齋節」信俗 

 

關於大藏經未收的《北斗消災延壽經》的研究，囿於筆者的孤陋寡聞，沒有找到國內相關

的研究論著，只能覓到日本大正大學的著名東密學者黃繩曾先生的《北斗延壽經考略》。該書

認為「是經雖非佛說，然導人嚮善，亦可攝入人天乘教。蓋佛法包羅萬象，無法不收。」
①
 

關於“九皇齋”民俗的研究。國內的研究較少，重要的如蔣燮的《贛南鄉村宗祠中的道教

音樂祭禮考察——以星村朱氏祠堂“朝九皇”為例》、李全中《從江西「九皇齋」到川西「九

皇節」——客家地域文化傳承與流變一例》以及康海玲的《泰國九皇齋節華語戲曲演出探析》

鄒由的《淺論泰國甲米府九皇齋節活動儀式——抬神巡遊》。此外，還有雲南大學東南亞學院

吳霞的碩士論文《九皇齋節的儀式特徵和功能研究——以泰國普吉地區為例》和山東大學管理

學院馮文君的碩士論文《宗教節慶旅遊居民感知研究——以泰國吃齋節為例》等對泰國南部

「九皇勝會」的民俗事象做了較詳盡的調查；因為「九皇齋」的民俗主要流行在泰國和新加坡、

馬來西亞，所以東南亞學者的研究較為深入。如馬來西亞學者王琛發先生的《從北斗真君到九

皇大帝—永不沒落的民族意象》《國殤：隱藏在馬來西亞九皇信仰背後的洪門天地會意識》

《由孝現忠：馬來西亞華人怎樣過“不明顯”的重陽節？》等論文研究探討了「九皇大帝」信

仰的來龍去脈及其與南洋洪門會黨的關係和中國的道教重陽禮斗儀式如何在南洋演化為大眾禮

斗拜祭抗清死難先輩的國殤活動等內容。泰國何潭光的《淺析九皇大帝信仰與泰南地區華人社

會特征的因果聯繫》《泰國九皇大帝信仰的來源及民俗文化的傳播和現狀》對「九皇大帝」在

泰國的傳播和特點進行了探索分析。此外，還有馬來西亞拉曼大學中文系郭淑娟的碩士論文

《馬來西亞九皇爺信仰的多樣性：檳城二條路斗母宮個案研究》等。 

英文有關著作有馬來西亞學者周福堂(Cheu Hock Tong)的博士論文 The Nine Emperor Gods: 

A Study of Chinese Spirit-Medium Cults 以及收入在論文集《東南亞華人信仰和實踐：馬來西亞、

新加坡和印尼關於中國宗教的研究》(Chinese Beliefs and Practices in Southeast Asia: Studies on 

the Chinese Religion in Malaysia, Singapore and Indonesia)中的〈東南亞半島之九皇爺慶典〉(The 

Festival of The Nine Emperor Gods in Peninsular Southeast Asia)。《馬來西亞九皇爺扶乩崇拜儀

式研究》對九皇爺信仰的過橋及過火儀式、扶乩、祭祀儀式等各個方面做出詳盡的剖析及整理，

論文主要以吉隆玻南天宮作為中心及研究案例。<東南亞半島之九皇爺慶典〉一文，則從神話、

儀式和意涵三個主層面論析九皇爺信仰，同時也收錄中國漢朝、明朝，馬來西亞檳城、安邦，

泰國曼谷、宋卡，新加坡等地關於九皇爺的傳說。周福堂在這篇文章中詳細列明瞭九皇爺祭拜

儀式的過程儀式及其意涵。 

以色列學者埃裡克 ·科恩(Erik Cohen)曾在其《普吉島的華人素食慶典》 (The Chinese 

Vegetarian Festival in Phuket)一書論述了泰國九皇爺慶典的盛況以及提供了珍貴的資料。 

加拿大學者珍·德伯納迪(Jean Debernardi)在其《馬來西亞華人社區之檳城獨有儀式》

(Penang Rites of Belonging in a Malaysian Chinese Community)10 中的第八章〈表現神奇力量的九

皇爺慶典〉(Performing Magical Power-The Nine Emperor Gods Festival)描繪論述了九皇爺慶典

和九皇爺信仰及其來源、功能、慶典方面也作了一番簡單的梳理。 

                                                             
①黃繩曾.北斗延壽經考略[M].香港:真言宗居士林(香港又新印務),1938:題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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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來亞歷史學者黃存桑(CS Wong)在其著作《節令研究》(A Cycle of Chinese Festivities)中

的〈九皇爺〉(Nine Venerable Sovereigns)通過對檳城清觀寺的田野調查，整理了二十世紀 60 年

代有關九皇爺信仰來源、慶典與儀式、持素等方面的重要史料。 

二、「北斗九皇」信仰源流與《北斗消災延壽經》 

在東南亞，「九皇信仰」有所謂「道教九皇派」和「民間九皇派」兩種不同的起源說。民

間九皇派的觀點將在第四節論述。 

道教九皇派認為，泰國以及新馬的「九皇齋節」起源於中國的星宿崇拜。「九皇齋節」源

於中國歷史悠久的「北斗星宿崇拜」逐漸演進而形成的「斗姆——北斗九皇信仰」。 

北斗七星所處的位置，正好是地球運轉軸北端所指的天體上空。地球的運轉軸和極是不動

的，所以北斗星在不同的季節和夜晚不同的時間，總是出現於北部天空不同的方位，圍繞著北

極星順時針轉動，亦即天道左行。上古先民根據北斗在夜空中的位移來計量時間。首先，根據

北斗七星的位移來確定一年十二個月的更替。《淮南子•天文訓》：「斗杓為小歲，正月建寅，

月從左行十二辰。」
①
《鹖冠子•環流》：「斗柄指東，天下皆春；斗柄指南，天下皆夏；斗柄

指西，天下皆秋；斗柄指北，天下皆冬。」其次，將北斗與二十八宿的位置聯繫對應來確定初

昏、夜半和平旦的時間。《史记·天官书》云：「北斗七星，所谓『璇、玑、玉衡以齐七政』。

杓携龙角，衡殷南斗，魁枕参首。用昏建者杓；……夜半建者衡；……平旦建者魁。」
②
此外，

北斗星還是在夜間起到確定方位和導航的作用：從天璿通過天樞畫一條直線，並延長到五倍多

一點的地方，就可以看到一顆明亮的恒星——北極星，北極星所處的位置，正好是地軸北端所

指的正北方，其位置一年四季都不變動，當人面朝北極星站立時，前面是北；背後是南；右面

是東；左面是西。北斗七星與上古先民的生活緊密相關，是古代先民天空上的曆書、鐘錶和指

北針，因此，古人崇拜北斗星宿就是順理成章的了。 

北斗信仰是中國古代起源最早（萌芽於新石器時代），影響範圍最廣的一種宗教信仰。

「大約距今一萬年左右，北斗七星大概已經被先民奉為尊貴的天神了。」
③
位於黃河之濱的山

西省吉縣柿子灘曾經發現了可能屬於這一時期的朱繪岩畫，畫中女巫頭頂和腳下分別是北斗七

星和南斗六星。殷周時期的卜辭中亦保留有殷人拜祭北斗的記錄。及至周代，北斗已經作為王

權的象徵而為周天子壟斷其使用權。戰國早期的曾侯乙墓中的天象彩繪漆箱，表達了魂歸斗極

的終極願望。兩漢文獻中已有關於北斗與豬崇拜相聯繫的論述。《初學記》卷二九引<春秋說

題辭>：「斗星時散為彘，四月生，應天理。」
④
《大戴禮記•易本命》:「六九五十四，四主時，

時主豕，故豕四月而生。」盧辯《注》：「豕知時。」
⑤
中國古代典籍中，豬與水有密切的聯

繫，二十八宿中屬於西宮白虎的奎星就與豬和水有關，《史記•天官書》云:「奎曰封豕，為溝

                                                             
①何寧.淮南子集釋[M].北京:中華書局,1998:219. 

②[漢].司馬遷.史記•天官書[M].北京:中華書局,1959:1291. 

③馮時.中國天文考古學[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98.  

④[漢].徐堅.初學記[M].北京:中華書局,2004:711. 

⑤[清]王聘珍撰.大戴禮記解詁[M].北京:中華書局,1983: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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瀆」
①
。上古天數觀以一主坎位水，屬豕，配北方，而北斗在古代常與極星混一，是天神太一

所居，也即水和豕之所在，因此古人以豬象徵北斗。 

古代星象學認為北斗有九星，七顯二隱。《雲笈七籖•日月星辰部》：「北斗九星，七現

二隱，其第八、第九是帝皇、太尊精神也。」
②
散佈於北方夜晚天幕上的七顆斗狀的星群——

天樞、天璿、天璣、天權、玉衡、開陽、瑤光，被道家合稱為天罡，在西方則被稱為大熊星座。

由於北斗星是上古計時的重要參照物，所以北斗也就與時間壽命有了密切關係，“南斗注生，

北斗注死”觀念自古以來就廣泛傳播，使北斗成為道教天上主掌世人壽夭禍福的“大神”。    

《正統道藏》〈洞神部·本文類〉收錄的《太上玄靈北斗本命延生真經》，簡稱《北斗

經》。經文記述太上老君慈憫世人生死輪回， 於漢桓帝永壽元年(西元一五五年)正月七日，

降至蜀都(四川成都)，授張道陵此經，教民誦念《北斗經》以求消災延壽。經中說， 出生年

所值干支有“子”者， 即甲子、丙子、戊子、庚子、壬子等年出生者， 屬貪狼星君所轄；其

次， 乙丑、丁丑、己丑、辛丑、癸丑及乙亥、丁亥、己亥、辛亥、癸亥等年出生者，屬巨門

星君所轄；其後依此類推。《北斗經》教我們在本命日、生辰及三元（上元正月十五日、中元

七月十五日、下元十月十五日）、八節（立春、春分、立夏、夏至、立秋、秋分、立冬、冬

至）、北斗下臨之日（每月都有一日或數日北斗下臨世間）等特殊日子，沐浴齋醮，誦經，向

自己本命星君祈求，可以祛病延壽。 

宋時道經開始出現斗母的說法，但當時斗母尚未與摩利支天相結合。《太上玄靈斗姆大聖

元君本命延生心經》云：「老君曰：斗姆上靈光圓大天寶月中，有騫樹，色瑩瑠璃，玉兔長生，

搗煉大藥。……斗母尊號曰九靈太妙白玉龜台夜光金精祖母元君；又曰中天梵炁斗母元君、紫

光明哲慈惠太素元后……。應號不一，主治中天寶閣。祖劫在玄明真淨天修行玄靈妙道，勤奉

元始至尊，慧香氤氳，智燈朗曜，每發至願，願生聖子，補裨造化，統制乾坤，願力堅固，終

始如一。因沐浴于九曲華池中，湧出白玉龜台，神獬寶座，斗母登於寶座之上。怡養神真，修

煉精魄，沖然攝炁，炁入玄玄，運合靈風，紫虛蔚勃，果證玄靈妙道，放無極微妙光明，洞徹

華池，化生金蓮九苞，經人間七晝夜，其華池中光明愈熾愈盛，其時一時上騰九華天中，化成

九所大寶樓閣。寶樓閣之中，混凝九真梵炁，自然成章……芒角炓然，是九章生神，應現九皇

道體：一曰天皇、二曰紫微、三曰貪狼、四曰巨門、五曰祿存、六曰文曲、七曰廉貞、八曰武

曲、九曰破軍。天皇、紫微，尊帝二星，居斗口，娑羅上官真光，大如車輪，得見之者，身得

長生，位證真仙，永不輪轉。二星分作餘暉，為左輔、右弼，為擎羊、陀羅，神化無方，總領

玄黃正炁。」
③
據此經，北斗九星為斗母之子。斗母，又名紫光夫人，沐浴于九曲華池中感得

蓮花九朵化生九子，此即九皇大帝：長子為天皇大帝，次子為紫微大帝，其餘為貪狼、巨門、

祿存、文曲、廉貞、武曲、破軍七星。敬拜斗母九皇，就是道教對北斗眾星的信仰將北斗星君

人格化的進程。 

                                                             
①[漢].司馬遷.史記•天官書[M].北京:中華書局,1959:1305. 

②[宋]張君房編,李永晟點校.《雲笈七籖》[M].北京:中華書局,2003:547. 

③正统道藏•洞神部•本文类.《太上玄灵斗姆大圣元君本命延生心经》.第 11 册.北京:文物出版社,上海書店,天津古籍出版

社,1988: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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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天象說承自巴比倫與希臘，以十二宮《獅子座、處女座、天秤座、天蠍座等)為主， 

和中土的二十八宿說有別。而北斗，在西洋屬於大熊星座之七星，並不象中國把它視為斗杓而

單獨存在。再者，佛教以為所有星辰皆在與欲界四天王天同高的乾陀羅山上，四天王天以上諸

天，皆無日月星辰。日月星辰既是欲界第一天的物事， 則佛教必無星斗崇拜之事。佛教星斗

崇拜，顯然受道教影響而來，其中，尤以佛教密教及流傳於日本之東密為甚。」
①
民間本有

「佛不拜斗，道不焰口」的俗諺，可見由於佛教漢密久已失傳,在現在的中土佛教中，「禮斗」

確實是很罕見的，但是這並不代表佛教自來就沒有北斗崇拜。唐代以來，由於道教的影響，在

佛藏中就產生了大量與星斗崇拜有關的經典：《文殊师利菩萨及诸仙所说吉凶时日善恶宿曜经》

《七曜攘灾决》《七曜星辰别行法》《梵天火罗九曜》《宿曜仪轨》《七星如意輪秘密要經》

《北斗七星护摩法》《北斗七星念诵仪轨》《北斗七星护摩秘要仪轨》《佛说北斗七星延命经》

等等不少於二十五種，其中后五種是專門講北斗崇拜以及祭斗儀軌的佛典，佛典中北斗七星的

名字與道經相同，所增加的內容是將北斗七星比附為東方世界七位佛。     

到了元末，在以道經中，斗母與佛教護法神摩利支天又牽扯到一起，元末的《道法會元•

先天雷晶隱書》及明萬曆年間刊印的《續道藏》所收的《先天斗母奏告玄科》。二書均已將

“摩利支天”列為斗姆紫光夫人的名號之一。《道法會元•卷八十三•先天雷晶隱書》云：「天

母聖相：主法斗母摩利支天大聖，三頭八臂，手擎日、月、弓矢、金槍、金鈴、箭牌、寶劍，

著天青衣，駕火輦，輦前有七白豬引車，使者立前聽令，現大圓光內。」道教中之所以將斗母

和摩利支混合為一，是因為上古時期即以豬象徵北斗，馮時、蕭登福等認為唐代北斗七星化為

七豬的神話傳說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而豬又為摩利支天之坐騎，關係密切，所以便聯想到斗

母即摩利支天。北斗化七豬的神話，興起于晚唐，傳言與唐玄宗時的一行禪師有關，詳細故事

見於唐•段成式《酉陽雜俎•前集卷之一•天咫》。 

「斗姆——北斗九皇」信仰在道教和佛教中都有，所以泰國華人佛教寺廟也在九皇齋節期

間祭斗，大辦九皇勝會，也是可以理解的，雖然在泰國的華宗寺廟中已經沒有密宗的祭斗儀軌，

但是筆者在走訪調查「九皇齋節」信俗時，在曼谷報德善堂和春武里府保福壇發現了一種不見

於佛道二藏的經典《佛說天中北斗古佛消災延壽妙經》，簡稱《北斗消災延壽妙經》。這部經

典亦佛亦道，在經題中就不僅包括「佛說」二字，還有「妙經」二字，可以看出明顯的佛道混

雜的特點。 

《北斗消災延壽妙經》在佛教大藏經與道藏皆不見收錄；經中也沒有譯者姓名；經文文體

既不似前期漢魏六朝譯經體，又不類後期唐宋譯經人所為；經中所說的七星名號是中土道教經

典中已有；經中有「科名」「龍虎榜」等名詞，皆是中土儒家科舉名詞，印度從來沒有。黃繩

曾先生認為，這部經典「即或為震旦後儒所作，然其主要之文句，及全篇之義蘊，與《大藏經》

所收之《佛說北斗七星延命經》，如出一轍。其出處既明，亦應與佛說之經，一體同觀。《大

智度論》「釋如是我聞」中，明佛法有五種人說：一者佛自說；二者弟子說；三者仙人說；四

                                                             
①蕭登福.《太上玄灵北斗本命延生真经》探述(下)[J].宗教學研究,1997(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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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諸天說；五者化人說。斯克證矣。」
①
《佛說天中北斗古佛消災延壽妙經》是將道教《太上

玄靈北斗本命延生真經》與《佛说北斗七星延命经》雜糅在一起，將北斗九星比附為七佛二菩

薩： 

    北斗第一大魁陽明貪狼太星君是東方最勝世界運意通證如來 

  北斗第二大（鬼+勺）陰精巨門元星君是東方妙寶世界光音自在如來 

  北斗第三大（鬼+雚）真人祿存貞星君是東方圓珠世界金色成就如來 

  北斗第四大（鬼+行）玄冥文曲紐星君是東方無憂世界最勝吉祥如來 

  北斗第五大魓丹元廉貞罡星君是東方淨住世界廣達智辯如來 

  北斗第六大（鬼+甫）北極武曲紀星君是東方法意世界法海遊戲如來 

  北斗第七大魒天關破軍關星君是東方滿月世界藥師琉璃光如來 

  北斗第八洞明外輔星君是西方妙喜世界華藏莊嚴菩薩 

  北斗第九隱光內弼星君是西方妙圓世界安樂自在菩薩 

所以，泰國華人稱九皇大帝為九皇佛祖也是有依據的。經文中對持誦此經福報也做了極大

渲染：「若聞此經。受持讀誦。設像布斗。香花供養。如是之人。祿位崇高。壽命延長。獲福

無量。若有先亡。遠年近日。未能超度。恐滯幽途。若能持誦斯經。壽梓印施。亡者升天。現

存獲福。」 

雖然，黃繩曾先生認為《佛說天中北斗古佛消災延壽妙經》不違背佛教精神，但它終究屬

於疑偽經。而且，據筆者的推斷，這部經典或許是先天道（青蓮教）徒所奉持的經典。先天道

本是清朝時興起的三教合一的民間宗教，在潮汕地區流傳甚廣，後隨潮汕移民傳入泰國，泰國

華人很多神廟，甚至佛教華宗龍蓮寺實際上都曾經是先天道的道場。這部經典融合佛道二教思

想信仰，比較迎合以佛教為主流信仰的泰國社會文化氛圍。此一經典在九皇勝會被持誦崇拜，

也標誌著道教為了適應客觀環境，向主流佛教所作的遷就與改造。 

三、九皇齋節之齋戒修持 

《太平經》之<齋戒思神救死訣>中說，思神救死之前須「先齋戒居閑善靖處」
②
。「齋」

的意義是指齊和凈。在祭拜儀式之前，要先素食，保持身心清淨，謹言慎行。在道教觀念中所

說的「齋」有三種意涵：一是，指供奉神明的設供齋；二是指飲食有限制的節食齋；三是指去

欲去私，一心向道的心齋。此外還特指在某些特定日期的吃素，可以得到非凡的福報。例如

「三元齋」「庚申齋」「本命齋」，而「九皇齋節」期間吃素則叫做「九皇齋」或「斗素」。 

九皇齋戒，不僅只有在舊曆八月三十日傍晚開始至九月初九的傍晚這十天內「九皇齋」，

還要嚴格律己，持戒精進。道教的「九皇戒」是：一、不殺生；二、不葷酒；三、不得口是心

                                                             
①黃繩曾.北斗延壽經考略[M].香港:真言宗居士林(香港又新印務),1938:16. 

②王明編.太平經合校[M].北京:中華書局,1960: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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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四、不偷盜；五、不淫；六、不賭博；七、不貪五欲；八、不得雑臥高廣大床；九、不葷

食。此九戒中，前五戒就是「老君五戒」：「老君曰：第一戒殺，第二戒盜，第三戒婬，第四

戒妄語，第五戒酒。是為五戒。」
①
而這也正是佛教修行者嚴守根本戒律——「五戒」。前五

戒，均按照《老君戒經》： 

老君曰戒殺生者，指一切眾生，含氣以上，翻飛蠕動之類，皆不得殺。蠕動之類無

不樂生，自蚊蟻蜓蚰，咸知避死也。 

老君曰戒酒者，非身病，非法禮，皆不得飲。身病，謂已身疾，必應以酒也。法禮

者，明非世俗饌會及鬼神之胙；若尊卑之禮，真靈之饗，則不至於失之者也。 

老君曰戒妄語者，若不聞見，非心所了而向人說，皆為妄語，所說事與心相違也。

複有綺言、諂曲、反復、兩舌。 

 老君曰戒盜者：一錢以上，有主無主：非己之物，皆不妄取。在地地官，在     

    水水官，在人人主，如是則無無主之物，此言無主者，謂當時無誌護也。 

老君曰戒淫者，非夫婦若出家人，不妻不娶，若男女皆不得犯。夫妻雖非犯戒，過

亦為淫犯。
②
 

這裡的不淫戒與「老君五戒」中的不邪淫戒有所不同，前者在齋戒時，夫婦也不可犯戒。 

下面四條是「老君五戒」中所沒有的，是根據佛教的「八關齋戒」加以改造而成，例如針

對華人好賭，增加了「不賭博戒」。將「八關齋戒」中原有的「不非時食戒」，改為「不葷

食」，也就是所謂的素齋。 

第六條是不賭博戒：眾所周知，華人好賭。齋戒期間以賭圖財或消遣，不符清心寡俗之道。

貪婪、憎怒、愚癡是修行之三大障礙，好賭即為貪婪，不可深陷。 

第七條是不貪五欲戒：目不貪五色、耳不貪五音、鼻不貪五氣、口不貪五味、身不貪五彩。

“不貪五色”主要為不觀看電視、報章雜誌、酬神大戲、歌唱舞蹈亦禁止觀聽，除了道教的拜

斗蘸儀、道經誦唱、書刊是允許的。為期九到十天的齋戒，對於報章上有價值的新聞，亦允許

觀讀，當然以不觀看、不閱讀為最好。 

耳不貪五音：世俗享樂的音樂、電臺節目均不得聽之，除了讚頌仙道的歌曲音樂。 

鼻不貪五氣：齋戒期間，不得用香水、香粉、香脂塗身。泰國地處熱帶，身熱多汗，可用

普通的沒有香味的肥皂和洗髮液洗浴，不算犯戒。 

口不貪五味：不要求飲食的好味，應以粗茶淡飯為食。「九皇齋節」期間，僅允許食素，

包括蔬菜、豆類、豆腐、米麵主食、素齋糕粿和瓜果之類。 

身不貪五彩：一切華麗高貴、鮮豔多彩的衣服皆不可穿著，還有不可佩戴項鍊、耳環、髮

夾、飾帽、別針、手鐲、戒指、手錶、皮質褲帶等金銀寶物鑲嵌及華麗美觀的裝飾物。齋戒者 

                                                             
①正统道藏•洞神部•戒律类.太上老君戒经（一卷）第 18 册.北京:文物出版社,上海書店,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202 
②正统道藏•洞神部•戒律类.太上老君戒经（一卷）第 18 册.北京:文物出版社,上海書店,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202-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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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一身素服，最好是長袖的漢裝衣褲，頭上綁一三角白巾，不露髮型，信女們不可為面部化裝。 

第八條是不得臥高廣大床。寬廣高大、柔軟厚褥、繡枕錦被是不適合修行的人。一個人睡

在這樣舒適的大床上，心理的反應可不會很好。持九皇齋戒的日子，夫妻可要分床分房睡。 

第九條是不葷食，是齋而不是戒，南方民間道教的短期齋，雖吃素但不禁五葷(道家五葷

是韭、蒜、芸苔、胡荽、薤；佛家為大蒜、小蒜、興渠、慈蔥、茖蔥)，佛道二教的長齋，雖

禁五葷但可吃未曾受精的雞蛋，九皇齋則嚴禁食用蛋類。如果長期齋戒者，五葷宜戒。在泰國，

「九皇齋節」期間，嚴格的信徒是按照大乘佛教的戒律，嚴格禁食一切葷腥，包括肉、蛋、奶、

五葷以及辣椒、香菜。 

持守九皇齋戒的原因是，农曆九月九日是「九皇大帝」（泰國曼谷及其周邊地區稱作「九

皇佛祖」）聖誕。「九皇大帝」即是北斗九星，禮拜北斗可以長生，修持九皇齋戒，可以消業

解厄，祛病延壽。《太上玄靈北斗本命延生真經》：「於三元八节，本命生辰，北斗下日，严

置坛场，转经斋醮，依仪行道，其福无边，世世生生不違真性，不入邪見。」
①
在家善信，如

果因故不能整十天持守九皇齋戒，在最後三天或僅在最後一天持九皇齋戒也是可以的。 

「九皇齋戒」是為了增加功能，消災解厄，祛病延壽以及加強修行。九皇齋節重要的修行

形式包括「齋醮」「持經唸咒」「禮斗」「服符」「存思」（又名「長生禪」）「布施」「回

向」等內容。 

（一）「齋醮」，即設壇祈福消災的祭禱儀式。农曆九月初一至初九各處華人寺廟、善堂、

善壇大辦「九皇會」，高懸九星燈，設壇祭拜北斗九皇大帝（在曼谷及其周邊地區習慣上稱為

「九皇佛祖」） 

（二）「持經唸咒」，念誦《太上玄靈北斗本命延生真經》或《佛說天中北斗古佛消災延

壽妙經》或其他佛教經典。《佛說天中北斗古佛消災延壽妙經》是一部不見於佛教《大正藏》

和道教《正統道藏》的非同尋常的經典，關於這部經典，本文將在第三節作進一步的分析探討。 

念誦北斗咒，《太上玄靈北斗本命延生真經》和《佛說天中北斗古佛消災延壽妙經》兩部

經典的北斗咒是不一樣的。《太上玄靈北斗本命延生真經》中的北斗咒是： 

北斗九辰，中天大神，上朝金闕，下覆崑崙。調理綱紀，統制乾坤。大魁貪狼，巨

門、祿存，文曲、簾貞，武曲、破軍。高上玉皇，紫微帝君。大周法界，細入微塵。何災

不滅？何福不臻？元皇正氣，來合我身。天罡所指，晝夜常輪。俗居小人，好道求靈。願

見尊儀，永保長生。三臺虛精，六淳曲生。生我養我，護我身形。魁（鬼+勾）（鬼+雚）

（鬼+行）（鬼+畢）（鬼+甫）（鬼+票）（鬼+匍）（鬼+乎）尊帝，急急如律令。 

而《佛說天中北斗古佛消災延壽妙經》中的北斗咒則是： 

唵 曷那 檀那 吒吒帝 摩诃帝 叱吒叱吒帝 曷缽那曳 裟婆诃 

                                                             
①正统道藏•洞神部•玉诀类.太上玄灵北斗本命延生真经注（五卷）.徐道龄集注,徐道玄校正.第 17 册.北京:文物出版社,上海書

店,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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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念誦北斗九皇名諱：魁（鬼+勺）（鬼+雚）（鬼+行）（鬼+畢）（鬼+甫）（鬼+票）

（鬼+匍）（鬼+乎）。《太上玄靈北斗本命延生真經》列出了全部北斗九星的名諱，而《佛說

天中北斗古佛消災延壽妙經》只列出了北斗七星（前七位）名諱。因為北斗九星七顯二隱，前

七星是佛，后二星是菩薩，所以第八洞明外輔星君和第九隱光內弼星君只有尊號，沒有名諱。 

念天尊仙號或念佛號。齋醮儀式上奉請念誦的北斗九星對應的七佛二菩薩的名號分別是東

方最勝世界運意通證如來、東方妙寶世界光音自在如來、東方圓柱世界金色成就如來、東方無

憂世界最勝吉祥如來、東方凈住世界廣達智慧如來、東方法意世界法海遊戲如來、東方滿月世

界藥師琉璃光如來、西方妙喜世界華藏莊嚴菩薩和西方妙圓世界安樂自在菩薩。 

（三）「禮斗」，向北方禮拜，存思（觀想）朔天北斗九星，一星一拜，觀想九星靈光照

耀全身及全世界一切眾生，消災延壽。 

（四）「服符」，如果是拜師受過符箓的玄門弟子，可在齋戒時書畫北斗七星符、三台星

君（上台星君、中台星君和下台星君）符焚化服食。北斗七星符、三台星君符，參見《正統道

藏》第 17 冊《太上玄靈北斗本命延生真經注》（徐道齡注）卷五「玄靈符法」、《太上玄灵

北斗本命延生真经注解》（玄元真人注）及《太上玄灵北斗本命延生真经注》（傅洞真注）。
①
用右手無名指彈酒符水向十方及自身，祝禱六道十方眾生皆獲北斗保庇，消業祛病，消災延

壽。 

（五）「長生禪」，盤腿端坐，雙手合抱於丹田處，合上雙目，存思北斗九星發出黃色光

芒，從頭頂湧入丹田，黃光遍佈全身，消業祛病，離苦得樂，皈依大道，消災延壽，長生成仙，

然後存思北斗九星之光普照諸親友及全世界人民乃至六道一切眾生皆得北斗九星光芒普照而皈

依大道，長生成仙。 

（六）「布施」，以財物施捨給需要幫助的貧苦人家。在泰國各地寺廟、善堂、善壇都會

在九皇齋節的倒數第二天舉行施孤法會，向貧苦人家施捨糧米。 

（七）「回向」，在齋戒所作善事，所修持功課都要做出回向：「願以此功德，普及與一

切，拜斗保平安，齋戒增百福，業障悉清除，智慧離邪惡，皆共獲長生，仙登羅天國。」以上

是道教回向的儀軌。按照《北斗消災延壽妙經》，回向則如下：「願以此功德，普及與一切，

誦念北斗經，消災求福慧。願消三業諸煩惱，願得智慧真明了，普願罪障悉消除，世世常行菩

薩道。」這回向文已經具有濃厚的佛教色彩。 

以上是根據馬來西亞李桃李所撰《九皇齋戒的修持法》一文并結合泰國九皇齋戒的實際情

況做了補充和修訂。在泰國，具有以上這些比較符合道教齋戒、科儀的九皇勝會大多見於南部

普吉、董里諸府，當地閩南籍的移民較多，保留有福建道教閭山派的傳統。而在曼谷及其周邊

地區，潮汕移民居多的華人社區，佛教的影響和勢力更大，各華人寺廟、善堂、善壇舉行「九

皇勝會」大多採用佛教儀式，恭請華宗和尚誦經拜懺，有些善壇自己有可以用潮語唱誦佛教經

典的人才則不必外請和尚。 

                                                             
①正统道藏•洞神部•玉诀类.太上玄灵北斗本命延生真经注、太上玄灵北斗本命延生真经注解、太上玄灵北斗本命延生真经注. 

第 17 册.北京:文物出版社,上海書店,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34、53-54、75-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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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九皇齋節」的傳說與十日慶典流程 

新馬和泰國的華人社會已經沒有出家道士，所以一些道教正統信仰都發生了變異。在新馬

泰對九皇信仰還有所謂民間九皇派的解釋，也就是下列幾種不見於佛道經傳的民間九皇爺傳說。 

「九皇爺傳說之一：上古九大皇帝」 

九皇大帝是中國上古傳說中的九位人物－伏羲、神農、黃帝、少昊、顓頊、帝嚳、堯、舜、

禹。 

「九皇爺傳說之二：九皇爺下凡抗擊清軍」 

傳說明朝時期，王母娘娘之子九皇佛祖曾下凡幫助明朝人抵抗入侵的清軍。但是這個密謀

計畫遭到洩露，九皇佛祖被清兵抓去並殺害，他的屍體被放在陶罐裡沉入大海，後漂至福建一

帶被一位漁民撈到，打開陶罐使他的靈魂得以重返天庭。之後清朝皇帝知悉此事，為了安撫人

心、化解矛盾，便下令建九皇廟祭祀九皇。並按《皇曆》，九皇神會在每年农曆八月三十至九

月初一下凡而返回人間，信徒們吃齋守戒連續十日慶祝九皇神的重生。 

「九皇爺傳說之三：洪門天地會領袖人物萬雲龍」 

尤其是在馬來西亞吉隆坡安邦流傳很廣的傳說，九皇慶典是祭典海外洪門天地會的首領萬

雲龍。1734 年，萬雲龍在清雍正甲寅年九月初九，與清兵交戰而戰死在湖南長沙，餘下部屬

逃至海南島，敗兵被追殺而由水路逃往暹羅，後被迫在檳城定居。洪門天地會其中一部分殘兵

後來至安邦定居，表面上以種植為業，暗地裡卻秘密結社，羅致愛國志士，共襄反清複明義舉。 

「九皇爺傳說之四：明太祖第九代孫魯王」 

這是最有史實根據的傳說。明太祖第九子魯荒王檀的九世代也是九王，俗稱九王爺，又稱

魯王。一批明臣擁魯王為帝於紹興，後被清兵追殺，魯王投奔鄭成功，居住于金門。傳說鄭成

功不禮待魯王，將他沉海致死，其部下憤恨鄭成功，於是浮海南來，立廟祀奉。因九王爺沉海

沒有屍首，所以只立神位不塑立偶像。傳說九月初九是王爺誕辰，那天早晨有香爐浮海而來，

是為神降，即迎接魯王由水中上岸。 

事實于 1959 年揭開，金門島發現一座古墓，墓中石碑記載魯王死因是哮喘，並非鄭成功

迫害，此公案始真相大白。 

「九皇爺傳說之五：王爺鄭成功」 

清朝反清江湖烈士高舉反清複明旗幟，鄭成功更秘密在福建省漳泉一帶積極召集各路江湖

好漢于沿海“斗母宮”內商議複明大計，共襄義舉。他們利用宮內諸神千秋寶誕為掩飾，一連

九天在宮內招兵買馬，高舉“九皇大帝”旗幟為號召，“意即要救明朝江山大地”，在斗母娘

娘聖像左右兩手書日月（即“明”字)。 

農曆八月的最後一個晚上，出海迎接王爺鄭成功來主持大局，鄭成功乃受朝廷通緝，因此，

從落船到晉宮內，需以涼傘遮住，以免身份曝光。農曆九月初九午夜，奉送鄭成功出海以到別

處號召義舉，準備一艘“王船”及供上一切日常用品、糧食等，起義終歸失敗，傷亡慘重。 

漳泉一帶鄉民為紀念王爺鄭成功及眾烈士史跡，每年農曆八月的最後一天至九月初九一連

九天，祀拜王爺祀與眾多犧牲的民族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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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皇爺傳說之六：錫礦瘟疫說」 

在 1855 年，泰國普吉地區錫礦大量開採，招募了大批閩南工人，後來礦區瘟疫盛行，導

致死亡眾多，一些年長的華人便提議從福建請來劇團，以唱戲的方式驅魔除病，並戒除一切娛

樂、吃齋誦經、著白衣素服十天，果真顯靈，疫情得以緩解。 

在上文民間傳說的基礎上，新馬泰的華人社會在九皇齋節節慶典禮上面產生了新的民俗，

也就是「九皇齋節」十日慶典。 

泰國商會大學何譚光《泰國九皇大帝信仰的來源及民俗文化的傳播和現狀》、雲南大學東

南亞學院吳霞的碩士論文《九皇齋節的儀式特征和功能研究——以泰國普吉地區為例》、山東

大學管理學院馮文君的碩士論文《宗教節慶旅遊居民感知研究——以泰國吃齋節為例》中，對

泰國南部諸府的九皇勝會的十天的流程做了詳細的介紹。 

筆者曾對泰國中部曼谷及周邊地區報德善堂和春武里府保福壇、清福壇（明燈善壇）等處

的田野調查，中部曼谷及周邊地區的十天九皇勝會的流程與南部諸府不太一樣，沒有過火、起

刀梯和乩童跳神等內容，儀式比較佛教化，大部分寺廟是潮汕人主持，大都是有和尚或善壇神

職人員誦經和主持典禮。以下就「九皇齋節」的十日慶典流程作一個簡介： 

（一）迎駕 

八月三十：掛高燈、接神（若該年八月沒有三十，就在八月二十九開始） 

中午 12 時把「高燈」（九星燈）掛起，通知各方善信，九皇爺誕開始舉行。 

在每年的农历八月三十日（或二十九日）傍晚举行，神廟鑼鼓依仗開道去到海邊或者江河

湖邊舉行迎駕儀式，其間念誦佛號、戒定真香、大悲咒、心咒、往生咒等，然後讀誦疏文，啟

請於某日至某日舉辦九皇勝會，讀畢焚化，獻供，灑聖水讀誦準提咒為神像開光后，擲筊，需

得出兩陰一陽方可以啟駕回寺廟。當天晚上「普佛」念誦《法華經》《阿彌陀經》。 

（二）慶駕 

初一、初二、初四、初五儀式基本一樣： 

每天早上 04:00 進行早課，早課畢，行香誦藥師佛號、變食真言，然後獻供。早課後供孤

魂。早晚課前都要吊齋友，為本寺廟或善壇亡故的齋友獻供吊祭。 

10:00 午供，16:00 晚課，19:00普佛。 

初三、初六、初九是十天流程中最重要的日子，被稱為「大齋期」。 

這三日，午供更為隆重。初三，午供完畢，神廟主持或壇主會向神明誦讀疏文匯報工作，

并祈求來年合壇平安多財以及六畜平安、風調雨順，并擲筊祈請神明的祝福。晚上，擲筊選出

下一年神廟或善壇的管理委員會委員以及頭人（壇主）。 

初八，正常早課，午供和晚課。下午舉行放水燈、放生儀式，并請祖先牌位準備下一天舉

行追薦普渡儀式。晚上拜懺普佛。 

初九，早課、午供。晚課照常舉行，午供提前至 09:00，上午 10:00 舉行追薦普渡和施孤

捐米的活動。 

（三）送駕 

初十，04:00早課，05:00 奉請九皇斗姆的香爐去海邊或江河湖畔送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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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泰國中部曼谷及其周邊地區大部分寺廟「九皇齋節」的基本流程，從其中可以看出

受到佛教的影響很深，報德善堂和保福堂還會在儀式上念誦《佛說天中北斗古佛消災延壽妙

經》。 

結語 

「『宗教融合主義』(Syncretism of Religion)會出現在外來宗教與本地社會的文化、宗教的

磨合的過程，已經在過去人類的歷史上，及正在進行的宗教活動中，發現許多個案。不同宗教

領袖為了宣教及該教派的生存與發展，經常緊密融合於在地文化中。可以說幾乎外來宗教要在

本地的文化、社會立足，必需採取融入當地文化的策略，比較容易宣教。」
①
 

在泰國，道教其實還沒有合法的地位，道教宮廟、善壇都是以慈善機構的名義在政府內政

部註冊的。泰國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國民信奉佛教，泰國的憲法規定國王必須是佛教徒和佛教

的守護者。所以在這樣的社會氛圍中，泰國，尤其是泰國首都及其附近地區的「九皇勝會」就

形成了非常佛教化的儀式典禮以及《佛說天中北斗古佛消災延壽妙經》這樣有著濃郁佛教色彩

的經典，這些都可以說是「宗教融合主義」在泰國道教「九皇齋戒」信俗上的具體體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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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现代华语词典》中的东南亚地区音译词语及《新世纪全球华语

词典》中的泰语音译词语的几个问题 

The Problems of Chinese Transcription from Local Chinese Vocabulary spoken in 

Southeast Asia region in “Xiandai Huayu Cidian” and Thai Vocabulary in “Xin Shiji 

Quanqiu Huayu Cidian”(New Century Global Chinese Dictionary) 

สุรสิทธ์ิ  อมรวณิชศกัด์ิ 

(泰国法政大学 人文学院，泰国 巴吞他尼，12120) 

摘要：本文以《现代华语词典》和《新世纪全球华语词典》作为考察的对象，并探讨两部

词典所收的有关东南亚地区音译的词语的问题。研究表明，《现代华语词典》所收录的东南亚

地区音译词数量较少，同样《新世纪全球华语词典》所收录的泰语音译词语也不多。两部词典

也都存在诸多问题，例如：语言规范化问题、词义解释错误问题等等。最后笔者还对以后出版

的华语词典提出了意见和建议，希望参加华语词典编纂的学者必是长居住在海外华人或是当地

关注华语社区词语的学者。 

关键词：《现代华语词典》；《新世纪全球华语词典》；华语；东南亚；泰国 

 

Abstract: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problems of Chinese words which have been transcribed 

from local Chinese vocabulary spoken in Southeast Asia region and Thai vocabulary, appearing in 

“Xiandai Huayu Cidian”and “Xin Shiji Quanqiu Huayu Cidian” (New Century Global Chinese 

Dictionary) respectively. The study result shows there are fewer numbers of local Chinese-transcribed 

words in “Xiandai Huayu Cidian” while Thai-transcribed words are not much in “Xin Shiji Quanqiu 

Huayu Cidian” as well. The result also points out many problems of those words in both Chinese 

dictionaries, including misdescription and errors in language usage. To resolve the problems in the 

upcoming edition, the author, finally, suggests that vocabulary-compiling process should be involved 

with a Chinese expert who has resided and researched the local Chinese language and local 

vocabulary in the area or a native scholar who has been interested in the evolution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in the community. 

Keywords: “Xiandai Huayu Cidian”; New Century Global Chinese Dictionary; Chinese; 

Southeast Asia; Thai 

 

一、华语词典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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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词典是一部重要的参考工具书。《现代汉语词典》（第 5 版）(2005:221) 指

出词典是“收集词汇加以解释供人检查参考的工具书”；而《应用汉语词典》(2000:198)认为

词典是“收集词语，按一定顺序加以编排拼有注音、释义（有的还附有例词、例句或书证）供

人查考的工具书。也作辞典”。《古今汉语词典》(2000:213)说词典是“作辞典。收集词语，

按一定方式编排，逐词加以解释，供人查阅、参考的工具书”。另《汉语大词典》（第 11 卷）

(1993:121)，词典是“收集词汇加以解释供人检查参考的工具书”。根据以上几部重要的词典，

可见词典的主要任务就是收集词汇并加以解释。 

词典是工具书，是参阅的重要工具，也是词汇释义的重要语料库。从词典编撰者的角度看，

编撰目的是为了人们查阅，而不是通读。除了研究者以外，可以说不会有人像读小说或教科书

那样顺着一页一页去阅读词典。人们使用词典，一般都不是为了消遣或者系统学习某一门知识，

人们一般总是在生活、工作和学习中遇到了疑难问题，采取查阅词典，寻求问题的答案，以释

疑解惑。毫无疑问，查阅是人们使用词典的基本方式。释疑备考，则是词典最基本的功能。编

撰词典的目的，正在于预计到人们会遇到困难和产生疑惑，因而根据人们的不同需要，集中必

要的词汇，以应该付人们的需求。所以说，词典是语言宝库，自古至今为原始资料查阅、写法、

解释词义和用法，是学习语言不可缺少的重要工具之一。（韦丽娟，2007:177） 

汉语，又称汉文、中文，另外还有国文、国语、华文、华语、唐文、唐话，还有中国语、

中国话等俗称。华语是全世界华人的共同语。华语的基本词汇，尤其是核心词汇，无论两岸三

地、东南亚、日韩、澳纽、美加或欧洲等华人社区，基本上相同。可是就非基本词汇而来说，

由于各地都存在着一定数量的地区词语，即本土词语，所以差异就凸显出来了。（汪惠迪(a)，

2004） 

全世界华人社区都存在着反映当地社会所特有的事物或现象的地区词语，全球华语各地的

地区词语各具特色，异彩纷呈，大大地丰富了共同语的词汇，同时也增加了各地之间华语新鲜

感，与此同时，因各地区的局限性也成为全球华人相互沟通、解读信息时的障碍。自 2007 年

邹嘉彦、游汝杰的《21 世纪华语新词语词典》（复旦大学出版社）问世，轰动学术界。但是

该词典不足之处在于只收录了中国大陆、香港、台湾、澳门和新加坡这五个华语区。（刘晓梅，

2013:49）因此，全世界华人迫切需要一部富有特色的、简明实用的《全球华语地区词词典》。

（汪惠迪(b)，2004）。这是一项开创性、浩大型的语文建设工程，必须动用海内外华语工作

者一同参与的大项目。编写《全球华语地区词词典》是十多年前海内外学术人士所呼吁与探讨

的重要话题之一，至今相继有华语词典问世，同时也兼收了关于各个华语地区所使用的地区词。 

本文主要以新加披和马来西亚出版发行的《现代华语词典》及《新世纪全球华语词典》等

两部华语词典为考察对象，这两部辞书由当地华语教育界和内地专家一同参编修订而成的，内

容广泛，通用性较强，其特色在于增加了各地华语圈所使用的地区词语，别有一番风格。另外，

这两部辞书还能提高人们对华语的各个地方所使用的地区词语的了解，为中国内地、港澳台以

及需要了解各地华语圈所使用的地区词语的人们打开新的门扇、新的知识，同时也反映了华语

在当今世界的重要性。不过，在研究的过程中发现《现代华语词典》和《新世纪全球华语词典》

尚存在诸多问题，尤其是东南亚地区音译词语的收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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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现代华语词典》中的东南亚地区音译词语问题 

《现代华语词典》（以下简称《现华词典》）是由中图（新加坡）上海书局和中图（马来

西亚）上海书局联合出版发行的一部中型词典，供中等以上文化程度的读者使用。词典中所收

条目，包括字、词、词组、俗语、成语等，以词为主，共约五万多条。 

自 20 世纪 70 年代《现华词典》的问世，距今经过 40 多年，前后修订过 4 次，最后一次

修订是 2003 年由新马上海书局与广州暨南大学、广州大学等单位合作。（邱克威，2015:1）

本词典是根据 2003年最后修订版作为研究对象。 

这部词典是推广华语、促进华语规范化服务的，在字形、词性、注音、释义等方面，都朝

着这方面努力。一般语汇之外，它也收了一些常见的方言词语、方言意义，不久前还使用的旧

词语、旧意义，书面上通用的文言词语，以及某些习见的专门术语；此外，还酌情收录了一些

用于地名、人名、姓氏等方面的字和一些现代不太常用的字。 

本词典在修订的过程中除删除、修订一些不合时宜、差错的词条外，还增补了一些新词条，

特别是补上了有东南亚地区特色的词语。经研究表明，在五万多词条中仅收了有关东南亚地区

音译的词语 54 条，可以说 1:1000 的比例。详见如下： 
 

排序 生词 拼音 意义 出自 

1 巴刹 bāshā 市场 （马）pasar 

2 峇峇 bābā 
在南洋土生华裔男性的称呼。通

常指不谙华语者。 
（马）Baba 

3 班顿 bāndùn 马来四行诗 （马）pantun 

4 槟城 bīnɡchénɡ 

①马来西亚的一个州，位于马来

半岛西岸的北部。②槟城州的乔

治市。 

（马）Pulau Pinang 

5 玻璃市 bōlíshì 马来半岛最北端的一个州。 （马）Perlis 

6 丁加奴 dīnɡ jiā nú 马来半岛东海岸中部的一个州。 （马）Terenganu 

7 东加里曼丹 
dōnɡ jiā lǐ màn 

dān 
印度尼西亚的一个省。 

（印尼）
Kalimantan Timur 

8 芙蓉 fúrónɡ 
①木芙蓉。②荷花。③马来西亚

森美兰州首府。 
（马）Seremban 

9 甘榜 ɡānbǎnɡ 乡村，乡下；村子，村落。 （马）kampuhg 

10 
哥打京那峇

鲁 
ɡēdǎjīnɡnàbālǔ 马来西亚沙巴州首府。 

（马） 
Kota Kinabalu 

11 哥打峇鲁 ɡēdǎbālǚ 马来西亚吉兰丹州首府。 （马）Kota Baharu 

12 古晋 ɡǔjìn 马来西亚沙捞越州首府。 （马）Kuching 

13 瓜拉丁加奴 ɡuālādīnɡjiānú 马来西亚丁加奴州首府。 
（马） 

Kuala Terengganu 

14 红毛丹 Hónɡmáodān 热带水果名。 （马）Rambutan 

15 吉打 jídǎ 
马来半岛两岸北部的一个州。北

端与泰国解壤 
（马）Kedah 

16 吉兰丹 jílándān 马来半岛东海岸最北的一个州。 （马）Kelant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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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泰国南端接壤。 

17 吉隆坡 jílónɡpō 马来西亚首都，位于马来半岛。 
（马） 

Kuala Lumpur 

18 呵叻 Kēilè 泰国地名。  

19 坤甸 Kūndiàn 印度尼西亚加里曼丹省首府。 （印尼）Pontoanak 

20 叻沙 Lèshā 
马来西亚尤其是槟城著名的酸辣

食品。 
（马）Laksa 

21 榴梿 liúlián 

常绿乔木，叶子长椭圆形。果实

球形，表面有很多硬刺，果肉白

色或黄色，可以吃。原产南洋岛

群，中国海南也有。素有“果

王”之称。 

（马）durian 

22 吕宋岛 Lǚsònɡdǎo 
菲律宾第一大岛，首都马尼拉及

许多重要城市都位于此岛。 
（英）Luzun 

23 罗惹 luórě 
以切片的各种瓜果配上酸辣酱料

的食品。 
（马）rijak 

24 马来西亚 Mǎlǎixīyà 

于 1963年成立的国家。由马来

亚联合邦（12 个州）、沙巴州

和沙捞越州组成。 

（马）Malaysia 

25 马来亚 Mǎlǎiyà 

①马来半岛。②马来亚联合邦，

前英国殖民地，于 1957 年独

立。 

（马）Malaya 

26 马六甲 Mǎliùjiǎ 

①马六甲州，马来西亚西岸的一

个州。②马六甲市，马六甲州的

首府。 

（马）Malaka 

27 曼谷 Mànɡǔ 泰国的首都。 （英）Bangkok 

28 棉兰 Miánlán 

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北苏门答

腊省省会，附近有著名的多巴

湖，是印尼的旅游胜地。 

（印尼）Medan 

29 拿督 nádū 
马来西亚由州统治者或最高元首

封赐的勋衔。 
（马）datok,dato 

30 拿督斯里 nádūsīlǐ 
马来西亚由州统治者或最高元首

封赐的勋衔，比拿督更高级。 
（马）datok seri 

31 拿订 nádīnɡ 对拿督夫人的敬称。 （马）datin 

32 拿订斯里 nádīnɡsīlǐ 对拿督斯里夫人的敬称。 （马）datin seri 

33 彭亨 Pénɡhēnɡ 马来半岛东海岸的一个州。 （马）Pahang 

34 普吉 pǔjí 
泰国南部的一个岛屿，旅游胜

地。 
（英）Phuket 

35 柔佛 róufú 
马来西亚半岛最南端的一个州，

毗邻新加坡。 
（马）Johor 

36 肉骨茶 ròuɡǔchá 

起源于马来西亚雪兰莪巴生，用

数种药材配料和肉类煮成的肉

汤，成为马来西亚、泰国等地风

行的一种美食。 

（马）Bakkut te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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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三宝垄 Sānbǎolōnɡ 
印尼中爪哇省省会，是印尼重要

的海港。 
（印尼）Semarabg 

38 森美兰 sēnměilán 马来半岛西海岸中部的一个州。 
（马）Negeri 

Sembilan 

39 沙巴 shābā 马来西亚东部的一个州。 （马）Sabah 

40 沙捞越 shāláoyuè 
马来西亚东部的一个州，是马来

西亚面积最大的州。 
（马）Sarawak 

41 纱笼 shālónɡ 东南亚一带的人穿的裙子。 （马）Sarung 

42 山竺 shānzhú 
著名热带水果名，素有“果后”

之称。 
（马）Manggis 

43 蛇皮果 shépíɡuǒ 
又名沙腊，棕榈属植物的果实，

皮棕色呈鳞状，味酸甜有香味。 
（马）Buah Salak 

44 泗水 Sìshuǐ 
印尼东爪哇省省会，也是印尼重

要的海港城市。 
（印尼）Surabaya 

45 苏拉威西 Sūlāwēixī 
印度尼西亚第三大岛，分设南苏

拉威西和北苏拉威西两个省。 
 

46 苏门答腊 Sūméndālà 

印度尼西亚第一大岛，与马来半

岛隔岸相对，中间是马六甲海

峡。 

（印尼）Sumatera 

47 泰国 Tàiɡuó 中南半岛的一王国，旧称暹罗。 （英）Thailand 

48 藤球 ténɡqiú 

用藤织成的空心球。流行在新、

马、泰、印尼等地区马来民族之

间的一种运动，用脚踢，不得用

手。 

（马）sepak 

49 万隆 Wànlónɡ 

印度尼西亚爪哇岛上的主要城

市，万隆会议在此召开，订立著

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印尼）Bandong 

50 万雅老 Wànyǎlǎo 印尼北苏拉威西省省会。 （印尼）Manado 

51 新加坡 Xīnjiāpō ①新加坡岛。②新加坡共和国。 （英）Singapore 

52 雪兰莪 Xuělán’é 
马来半岛西海岸中部的一个州。

首都吉隆坡位于此州。 
（马）Selangor 

53 雅加达 yǎjiādá 
印度尼西亚共和国首都。位于爪

哇岛。 
（印尼）Jakarta 

54 印度尼西亚 Yìndùníxīyà 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简称印尼。 （印尼）Indonesia 

 

以上词汇可以分为专有名词 37 条，主要是地名、国名，分别是：马来西亚地名、国名 20

条，印度尼西亚地名、国名 11 条，泰国地名、国名 4 条，新加坡地名、国名 1 条，菲律宾地

名、国名 1 条。普通名词 17 条，主要是东南亚地区所特产的水果 4 条，马来西亚的官衔名 4

条，以及食物名 3 条，其他共 5 条。 

梁冬青在《试论华语词典编纂的几个问题》(2006:21-28)中已探讨过几种不规范现象。比

如：轻声、儿化的标准；选词的标准等。可是在细致研究过程中，我们还发现不少问题，仅以

东南亚地区音译词语为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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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地区词语局限于新马两地 

值得一提的是，《现华词典》虽说收录了东南亚地区特色词语，主要是新马两国特有华语

的常用词条，但经过调查发现，该词典收录以马来西亚的华语词语为主，不论是地名还是食物

方面，这由于在修订的过程中有一位马来西亚资深教育工作者的参与。所以说《现代华语词典》

不适合在马来西亚以外地方的人士使用，也就是说该词典的使用地域范围有限，是专门给马来

西亚地区的文化工作者所使用。 

（2）拼音的写法不规范 

《现华词典》的拼音的写法也很不规范，比如拼写地名：bīnɡchénɡ（槟城）一词，全用

小写写成，并按词的拼写法拼写；dōnɡ jiā lǐ màn dān（东加里曼丹）一词，全用小写写成，

但按字的拼写法拼写；Sānbǎolōnɡ（三宝垄）一词，开头用大写写成，但按词的拼写法拼写。

再说普通名词的汉语拼音：shépíɡuǒ（蛇皮果）一词，全用小写写成，并按词的拼写法拼写；

Hónɡmáodān（红毛丹）一词，开头用大写写成，但按词的拼写法拼写。此外，泰国地名 Kēilè

（呵叻）的拼音也出现错误，正确的读法是 Kēlè。 

（3）母语来源的英文拼写出现错误 

《现华词典》的某些生词，其母语来源的英文拼写出现不少错误，如：第 6,Terenganu

（丁加奴）则该改为 Terengganu;第 9,kampuhg（甘榜）则该改为 kampung;第 11,Kota Baharu

（哥打峇鲁）则该改为 Kota Bharu;第 19,Pontoanak（坤甸）则该改为 Pontianak;第 22,Luzun

（吕宋岛）则该改为 Luzon;第 26,Malaka（马六甲）则该改为 Melaka;第 36,Bakkut teh（肉骨

茶）则该改为 bak kut the;第 37,Semarabg（三宝垄）则该改为 Semarang;第 48,sepak（藤球）

则该改为 sepak takraw;第 49，Bandong（万隆）则该改为 Bandung。有些词语缺少来源，如第

18 和第 45 词条。笔者建议在日后修订的过程中应注意以上几点错误。 

《现华词典》是一部具有特色的词典，因为该词典收录了东南亚地区音译的词语，不过所

收录关于东南亚地区的华语词语太少，这跟其他汉语词典没有多大的区别。而且收录的大多是

地名和国名，是没有多大意义的，是无法满足在东南亚地区生活的中国人或懂华语的外国人更

加地了解东南亚地区的华人所使用的、特有的华语词语。所以在介绍该书时，也没必要强调说

“补上了有东南亚地域特色的华语词条”（出版说明）一句。因考察发现，该词典所收的词汇

以马来西亚的地名、文化居多，而没有收入其他东南亚国家的地区词语，比如：越南、缅甸、

文莱、老挝、柬埔寨等国家的词语。如果今后有机会再修订的话可酌情补上去，以便更加地完

善。最后，在编校的过程中也该投入更多的校对者，并对全部词汇做更细致的校对工作，减少

以上的种种不规范问题。 

三、《新世纪全球华语词典》的泰语音译词语的问题 

《新世纪全球华语词典》（以下简称《全华词典》）与《全球华语词典》相同。该词典由

北京商务印书馆授权新加坡怡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独家出版、发行。由中国

内地、香港、澳门、台湾以及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华人社区的 30 多名语言学者联合编写，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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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宇明作为主编人，并获得中国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立项支持，历经 5 年编纂完成，于

2010 年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 

《全华词典》是一部华人社区学者合力打造的新型词典，收录海内外各地华人社区出现的

特有词语约 1 万条，标明使用地区，并将词语在各地的不同的说法加以对照，另有介绍词语的

背景知识，并对华人社区所使用的地区词语情况加以记录和保存，是该词典最大的特点，凸显

了华语的魅力，尽展了大中华人文与社会文化的风采。 

《全华词典》共有 486 个异名词语标注了语源，主要源自外语、方言和网络用语。其中源

自外语的最多，总计 434 条，占总数的 89.29%；其次是方言，共 51 条，占 10.50%；再次是网

络用语，仅 1 条，占 0.21%。源自外语的地区词语分别是：英语、马来语、泰语、日语、葡萄

牙语、法语、西班牙语等。泰语的音译共 18 条，纯音译 17 条和部分音译 1 条。（王世凯、方

磊，2012:84-85）不过，笔者在研究的过程中发现，《全华词典》所收集泰语音译词汇多达 48

条。详见下表： 

 

排序 生词 拼音 意义 
出自 

（笔者） 

1 波 bō 指小学的学生、年级。泰语音译。 ป. 

2 猜哟 cāiyō 干杯；万岁。祝愿语。泰语音译。 ไชโย 

3 猜唷 cāiyō 同“猜哟”。泰语音译。 ไชโย 

4 冲 chōnɡ 频道。泰语音译。 ช่อง 

5 哒叻 dālè 市场。特指菜市场。泰语音译。 ตลาด 

6 嗒叻 dālè 同“哒叻”。泰语音译。 ตลาด 

7 丁 dīnɡ “士丁”的简称。 สตางค์ 

8 冬炎 dōnɡyán 义同“冬养贡”。泰语音译。 ตม้ย า 

9 冬央功 dōnɡyānɡɡōnɡ 义同“冬养贡”。泰语音译。 ตม้ย ากุง้ 

10 冬养贡 dōnɡyǎnɡɡōnɡ 

酸辣汤。用鱼、虾和香茅、柠檬、南姜、草

菇及其他调味品做成，是泰国传统的汤菜。

泰语音译。 

ตม้ย ากุง้ 

11 供 ɡònɡ 
泰国最普通的菜肴。由腌菜、辣椒、香料、

椰浆等和肉类一起熬制而成。泰语音译。 
แกง 

12 甲包 jiǎbāo 包；提包；兜子。泰语音译。 กระเป๋า 

13 烤供 kǎoɡònɡ 义同“供饭”。泰语音译。 ขา้วแกง 

14 烤经 kǎojīnɡ 义同“供饭”。泰语音译。 ขา้วแกง 

15 孔剧 kǒnɡjù 
泰国的一种舞剧。孔，泰语音译。演出时幕

后有人伴唱，演员随着唱词做出各种动作。 
โขน 

16 坤 kūn 
先生；女士。用于人名前表示尊敬或亲切。

泰语音译。 
คุ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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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坤銮 kūnluán 
泰国皇族的四等官爵。大体相当于中国封建

时代的子爵。泰语音译。 
คุณหลวง 

18 坤摩 kūnmó 义同“坤慕”。泰语音译。 คุณหมอ 

19 坤慕 kūnmù 对医生的敬称。泰语音译。 คุณหมอ 

20 坤乃 kūnnǎi 太太；夫人。泰语音译。 คุณนาย 

21 坤奶 kūnnǎi 同“坤乃”。泰语音译。 คุณนาย 

22 坤仁 kūnrén 对已婚女士的尊称；贵妇人。泰语音译。 คุณหญิง 

23 銮抱 luánbào 称佛寺师父；方丈。泰语音译。 หลวงพ่อ 

24 銮丕 luánpī 师兄。泰语音译。 หลวงพ่ี 

25 曼真 Màn zhēn 中国。泰语音译。 เมืองจีน 

26 摩 mó “摩梭”的简称。 ม. 

27 摩梭 mósuō 中学。泰语音译。 มศ. 

28 幕 mù 同“慕”。泰语音译。 หมอ 

29 慕 mù 
医生。可用在姓名前，也可单独使用。 

泰语音译。 
หมอ 

30 乃 nǎi 先生。用在姓名的前面。泰语音译。 นาย 

31 乃铲 nǎichǎn 对技师、技工的尊称；师傅。泰语音译。 นายช่าง 

32 娘 niánɡ 女士。用在已婚女子姓名前面。泰语音译。 นาง 

33 娘少 niánɡshǎo 小姐。用在未婚女子姓名前面。泰语音译。 นางสาว 

34 帕蓬 pàpénɡ 
本为曼谷红灯区的名称。后用来泛指风月场

所。泰语音译。 
พฒัพงษ์ 

35 帕信 pàxìn 指泰式简裙。泰语音译。 ผา้ซ่ิน 

36 丕 pī 
称同辈中的年长者；哥哥；姐姐。多用在姓

名之前，也可单用。泰语音译。 
พ่ี 

37 丘 qiū 老师。用于姓名之前。泰语音译。 ครู 

38 沙越里 shāyuèlǐ 
泰国人打招呼用语。见面时相当于“你

好”，告别时相当于“再见”。泰语音译。 
สวสัดี 

39 士丹 shìdān 义同“士丁”。泰语音译。 สตางค์ 

40 士丁 shìdīnɡ 
泰国货币辅助单位，一铢的百分之一。 

泰语音译。简称“丁”。 
สตางค์ 

41 水上哒叻 shuǐshànɡ dālè 
义同“水上市场”。哒叻，泰语音译，意思

是“市场”。 
ตลาดน ้ า 

42 乌凉 wūliánɡ 不加牛奶的冰咖啡或凉咖啡。泰语音译。 โอเล้ียง 

43 乌热 wūrè 不加牛奶的热咖啡。泰语音译。 โอยัว๊ะ 

44 亚曾 yàzēnɡ 老师。泰语音译。 อาจารย ์

45 腌菜 yān cài 一种菜肴。用生的或半生的肉类调拌青菜， ย าผ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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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加上酸味、辣味的调味品而成。 

腌，泰语音译。 

46 越 yuè 佛寺。泰语音译。 วดั 

47 昭帝爷 zhāodìyé 
民间称掌管一方土地的神仙。 

昭帝，泰语音译。 
เจา้ท่ี 

48 铢 zhū 
①泰国货币的基本单位。泰语音译。②泰国

重量单位，一铢等于 15 克。 
บาท 

 

从上表我们大致可分：食品、物品、官衔名、人称代词、计量单位以及泰国当地的用语等

等。以上 48 条的泰语音译词汇，部分是同义，只是写法不同，分别是：“猜哟-猜唷”；“哒

叻-嗒叻”；“冬炎-冬央功-冬养贡”；“烤供-烤经”；“坤摩-坤慕”；“坤乃-坤奶”；

“幕-慕”；“士丹-士丁”，又 2 条词汇是简称，分别是：“摩”是“摩梭”的简称；“丁”

是“士丁”的简称。若把同义不同写法和简称的词汇视为同一个词汇的话，并按王世凯、方磊

的归纳方法分析，《全华词典》的纯音译词有 37 条，及部分音译词有 4 条，分别是：孔剧、

水上哒叻、腌菜、昭帝爷。 

在研究《全华词典》的泰语音译词语的过程中，笔者发现了不少问题。以下是所得出结论，

如下： 

（1）收集的词语比较老旧 

该部词典在“凡例”介绍说：“主要收录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各华人社区常见的特有词

语”。可是笔者认为收集的泰语音译词汇并非是 20 世纪 80 年代的词语，例如：“坤銮”一词，

源来自泰语的“คุณหลวง”，该词语已是百多年前的官衔名。但如果编纂者认为该词尚在泰国

华语社区仍在通用，那么为何不收集“坤帕”（คุณพระ）、“昭披耶”（เจา้พระยา）和“披

耶”（พระยา）这类词语呢？因这些词语同样都是泰国古代的官衔名。 

（2）有些词语原自泰国当地华人的词语 

我们发现两条词语，即：“乌凉” （โอเล้ียง）和“乌热” （โอย ัว๊ะ）并非是泰语音译。

而是泰国当地华人常喝并销售的一种饮料，颜色因呈现黑色，故称“乌”，是黑的意思，其可

冷饮，也可热饮，故后面可加上冷热等词语。这两条词语是泰语借用了当地华人的词语。 

（3）汉字记音依照汉语方言 

泰语音译大多数是按照中国潮州方言作为记音标准。这是因为，进入泰国华语的词汇主要

与闽语潮州方言词有关。（李如龙，2013:42）比如：“仁”（หญิง）、“丘”（ครู）、“抱”

（พ่อ）、“越”（วดั）等等。这些词语如果按照普通话发音会发现它跟泰语有很大的差别，

所以建议应该说明泰国华语圈地区词的记音方法。 

（4）解释词义有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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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表，我们发现有 3 条词语的释义有所偏差。1）“銮丕”（หลวงพี）่，解释为：师兄，

是不全面的。我个人认为，该词解释为：“和尚，指年轻的僧侣”更为妥切。2）“帕信”

（ผา้ซ่ิน），解释为：泰式简裙，是不准确的。则该改为：“织有花纹的泰式简裙，类似纱笼，

由一块长方形的布系于腰间”。3）“铢”（บาท）不是泰语音译的地区词语。其实是中国古

代的一种钱币，泰国华人借用该词作为泰国货币的基本单位。 

（5）解释为同义词，实际上则不是 

发现 1 条，即第 8 词条“冬炎”的意义，它不同于“冬央功”和“冬养贡”。冬炎是在广

义上指泰国著名的汤类菜肴，其味道酸辣可口。而“冬央功”和“冬养贡”的意义是把冬炎加

上指定的配料，在这里“功”和“贡”的意思是虾肉（กุง้）。所以说“冬炎”的意义不同于

“冬央功”和“冬养贡”。 

另外，当笔者对《全华词典》仔细研究时还发现，未收录在泰语音译范畴内的词语，可是

从该词语的使用地区及意义上来看，我们可判断为泰语音译词语。据统计，共漏收了 11 条词

语之多。如下： 

 

排序 生词 拼音 意义 
出自 

（笔者） 

1 嘟嘟 dūdū 
①全部；所有。葡萄牙语音译。②义同

“嘟嘟车”。英语 tuk-tuk的音译。 
ตุก๊ตุก๊ 

2 嘟嘟车 dūdūchē 
指机动三轮出租车。 

英语 tuk-tuk 的音译。 
รถตุก๊ตุก๊ 

3 供饭 ɡònɡfàn 米饭和供菜一起吃的饭食。 ขา้วแกง 

4 莱 lái 面积单位。一莱相当于 1600平方米。 ไร่ 

5 廊 lánɡ ①商行；店铺。②局；部门。 ร้าน 

6 喃旺舞 nánwànɡwǔ 

一种泰国民间集体舞蹈。舞者围成圆圈，

男女配成舞伴，男舞伴张开双臂护卫着女

舞伴，和着音乐节拍起舞。 

ร าวง 

7 三聘姑娘 sānpìn ɡūniánɡ 
指家境非常富有的姑娘。因曼谷三聘街上

富商很多，故称。 
สาวส าเพง็ 

8 三聘小姐 sānpìn xiǎojiě 义同“三聘姑娘”。 สาวส าเพง็ 

9 宋干节 Sònɡɡān Jié 泰历新年。在公元 4月 12-14 日。 เทศกาลสงกรานต์ 

10 添汶 tiānwèn 
①寺庙捐赠钱物；布施。 

②赠送财物给办丧事的人家。 
ท าบุญ 

11 越寺 yuèsì 佛寺。 วดั 

 

其实，第 3 词条“供饭”曾被编著者提起过，可以说明它来自泰语音译词语。从以上的

11 条词语中，可分为：纯音译 4 条，即“嘟嘟”、“莱”、“廊”、“添汶”；及部分音译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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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即“嘟嘟车”、“供饭”、“喃旺舞”、“三聘姑娘”、“三聘小姐”、“宋干节”、

“越寺”。以上诸多问题，明显可看出编纂泰国华语特有词语的成员必是中国学者，但其对泰

国社会环境和语言有一定的了解，对泰国华语地区词语有一定的深究。从《关于编纂“大华语

词典”的设想与建议》一文中可得知，徐复岭是编纂《全华词典》的泰国华语特有词语的中国

学者。（徐复岭，2014:26）因徐复岭曾著有《泰国华语特有词语例释》(2007)一书，该书成了

编纂《全华词典》中的泰国华语特有词语的重要语料库。笔者从书上的例句作为考察对象发现，

徐复岭以泰国华文作家所写的小说作为语料来源，故不难推测他收录了“坤銮”、“曼真”、

“三聘姑娘”等老旧、过时的泰国华语词语。 

四、结语 

《现华词典》在马来西亚出版发行，对马华人民有很大的贡献。《全华词典》除了在中国

大陆出版发行外，还在新马两地同时发行销售，算是一个有影响力的华语词典。但笔者认为这

两部词典的收录是片面的、不全面的，有待日后进一步修订，更加完善。另外，为了避免名不

副实，就应该体现出该词典的特色，《现华词典》就该体现当今重要的华语社区所使用的词汇，

并说明收录范围。《全华词典》则必须具有全球视野，照顾到世界每个地区所使用的华语。

（刁晏斌，2014:53） 

编纂词典需要众多人才，编纂华语词典更需要懂得各国华人社区所使用的特有词语的人才。

世界很大，但华人都居住在世界各地每个角落。编纂华语词典需要靠常年居住在世界各地的华

人，或懂中国语言文化的外国人一同参与编纂，同时如能以具备双语能力的本土学者作为编纂

的顾问或成员，将大大提升局域性的实用词汇选择。原因在于各个地区所使用的华语或称地区

词语不尽相同，而且因时代的变迁，词语也有所改变，词义、语义和语法也有一定的变化。所

以只有常年住在该地的中国人、当地华语使用者或关注这方面的学者才能深深体会这些现象，

并了解哪些词语才是当今社会所急需的、所想知道的词语。同时在解释词语时，其准确性也会

大大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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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生成论显现学论纲：一种艺术学研究的新路径 

 An Outline of Generative Theory:A New Approach to the Research of Art 

黄思华 

（湖北商贸学院 管理学院，中国 武汉 430079） 

摘要：根据“走向事情本身”的现象学原则，阐明了生成论显现学的思想基础与基本方法。

首先，可感要素被细分为有感要素与无感要素，从而基于文本进行有与无的生成游戏。其次，

采取关注生活世界的特殊设计艺术现象的方式，以语言意指的隐喻方式切入道。再次，技术通

过审美经验的介入从而形成技艺，得以以技显道。最终，在内、外美的结合之中，生成了明镜

止水的审美境界。基于对传统现象学的延展与完善，生成论显现学建立在了以文本、经验与存

在为基础的生成性本体之上,为后现代语境中的设计艺术的阐释路径提供了理论依据。 

关键词：生成；显现；艺术；语言；道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phenomenological principle of "going towards things themselves", 

the ideological basis and basic method of generative theory were expounded.Firstly, the sensible 

elements are subdivided into the sensible elements and the non-sensible elements, so as to generate the 

game of being and non-being based on the text.Secondly, by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special artistic 

phenomena in the living world, using the metaphorical approach of linguistic meaning.Thirdly, 

technology through the aesthetic experience of the intervention of the formation of technology, 

technology to show the Tao.In the end, the combination of inner and outer beauty generates the 

aesthetic realm of the bright mirror and stillness water.Based on the extension and perfection of 

traditional phenomenology, generative theory is established on the generative ontology based on text, 

experience and existence.It provides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interpretation of contemporary design 

art. 

Keywords: generation; appeared; art; language; Tao 

 

生成论显现学作为现象学的分支，为后现代的设计艺术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在当代，对

于切入艺术学的研究方法来说，呈现出同质化的倾向。大多数学者采取的是实证主义的研究方

法；有的学者甚至走向了唯科学主义的迷途，采取极端化的戥学术进行社会科学的相关研究。

为了让偏见趋向于洞见，让技术与艺术产生互文，从而以技显道。在批判唯科学主义的基础上，

以“走向事情本身”的现象学直观方法，划分了传统科学方法的边界所在。在传统的现象学美

学那里，不仅缺乏与中国传统思想的互文，还缺乏在后现代语境下针对设计艺术的阐释方法。

                                                             
①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15YJCZH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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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生成论显现学作为了一种思想，区别于一般的现象学美学的预设，在破解传统认识论困

境与弥补二元分立的基础上，深化了传统现象学在艺术学领域的当代理论构建，从而建立了针

对设计艺术研究的生成论显现学并阐明了基本方法，提供了多元化切入设计艺术的路径与理论

依据。 

一、思想之奠基：作为现象的本质显现  

在近代，形而上学的预设导致了思想的误读或是过度阐释，这种遮蔽体现在人文社会科学

领域的精密自然科学的单一解释。需要知道，实证主义的数据化计算只是理解事情的一种方式，

而并非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可以说，在预先计算中，自然受到了摆置；在历史学的事后计算

中，历史受到了摆置。自然和历史便成了说明性表象的对象。”
[1]88

 数据只是在现象中显示现

象，这些现象恰恰不是对象，这种对象化的路径导致了思想的式微，进而导致了设计艺术的研

究方法呈现出同质化的现状。所以说，实证主义并非是唯一的路径，唯科学主义反而会遮蔽事

情本身的样貌。 

为了规避传统形而上学的预设，生成论显现学就作为了呈现思想的显示方式。思想的悖论

在于：被称作为哲学的恰恰并非是哲学，哲学本身就对思想造成了预设。需要申明的是，思想

并非哲学，其不同于反思与狂想，思只是纯粹的沉思；显现学也并非是哲学，它只是一种纯粹

之思。为了避免误读与曲解，同时也为了与传统现象学作区分，现象学中的“现象”二字，通

过引申与细化，阐释为“显现”或是“显示”。在马克思那里，透过现象看本质乃是通达真理

的一种方式，海德格尔则认为，“但是，世界与大地的关系绝不会萎缩成互不相干的对立之物

的空洞的统一体。”
[1]35

 前者的运思方式中断了现象与本质的中间关联，割裂了现象与本质的

关系，后者提出的驳斥是针对前者方式造成的二元分立以及对象化倾向，从而说明了现象即为

真理的内涵，虽然说，海德格尔的反形而上学思想已具备了后现代思想的特质，但是海德格尔

对于艺术的本源的探讨，还没有具体涉及到设计艺术的领域。更为重要的是，诸多所谓的哲学

家缺乏实际的审美经验，尤其是设计领域的实践工作。因此，为了弥补二元分立的缺陷，显现

学则作为了设计艺术领域的现象学，即更为本质的艺术现象学，如此才得以切中字义：现象显

示真理。 

由此，根据胡塞尔的“走向事情本身”的基本原则，需要悬置(epoche)一切无关乎思想本

身的预设。将对于现象存在的外在因素悬置起来，是为了让事情呈现出本源的样貌，“……我

们的目的是要去发现一个新的科学领域，这个领域应通过加括号方法得到，它因此只应是一种

被明确限制的领域。”
[2]113

 虽然胡塞尔通过对意向性的阐释形成了思想主题，但是他还没有在

设计艺术领域通过意向性来建构理论。可以说，思想乃是道路，在排除一切与自然科学相关的

科学对思想本身的预设之后，道路才具有向外的延展性，它通过自身的自明性与想象力，被遮

蔽的事情才得以完整的显示出来，从而构建起一个世界。 

被遮蔽的事情隶属于事情隐匿的一面，生成论显现学关注是生活世界中的特殊艺术现象。

这种隐匿对应的即为显露，“光明能够照亮黑暗，反过来讲，正是有了黑暗才能反衬出光明，

有光才有影，二者是光与影的游戏。”
[3]101

 这样的话，揭示隐匿的一面将事情本身言说地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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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譬如说，主流文化对应着亚文化，为了让主流文化的真理显示出来，就需要研究亚文化，

因为在亚文化之中，反而表现了社会真实的一面。因此，关注隐匿的特殊现象，正是为了显示

真理，“作为拒绝的遮蔽不只是知识的一向的界限，而是光亮领域之澄明的开端。”
[1]40

 为了

突破知识的界限，选择特殊的、隐匿的现象乃是揭示真理的开端，关注生活世界中的特殊的艺

术现象，并对此进行隐蔽意义的解释，将会比以往的现象学步骤更具独创性。相似的是，语言

在沉寂中也相反言说地更多。 

正是通过语言的描述，才得以让事情本身如其所是地显示出来。在何种意义上我们选择了

语言？而不采用算计的方式进行实证？这是因为，语言是创造万物的本源。上帝在自言自语中

创造了世界万物，语言具备着创造性。海德格尔认为，“探讨语言意味着：恰恰不是把语言，

而是把我们，带到语言之本质的位置那里，也即：聚集入大道之中。”
[4]2

 毋宁说，语言是生

成性质的本体，并非是人在说话，而是语言在说话。生成论显现学并没有排斥理性的数据分析

方法，而是祛除数据预设所造成的蔽惑：在客观陈诉事情的过程中，采取了不先入为主的方式

进行事情的描述，排除一切预设的干扰，力图将隐蔽的一面显示出来，这就称之为祛蔽。需要

知道，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区别在于，不是单纯地通过数据实证去佐证理论，而是需要通过

直观与想象去进行理论的建构，同时，显现学的基本方法也与数学方法相区分，在本质性的直

观中“……并不是指演绎、归纳、计算等等方式，这并不是是指：从已被给予的，或被当做由

被给予的事物中合理地推导出新的事物。”
[5]8

 直观是一种结合审美经验的洞察力，不仅能够

瞬间切中事情的本质，而且寻求事情之间的关联与区分。 

在洞察诸本质间的本质关系时，也就是寻求裂隙的过程。需要明确的是，“裂隙乃是剖面

图和基本图样、裂口和轮廓的统一牵连(Gezuge)。”
[1]50

 裂隙显示的是更为本质的牵连结构，

成为了进入事情本身的关键，也即是问题的要害之处；同样，历史之间也具有裂隙，在断裂之

处进行建构与连接，是洞察本质关系的关键。也可以说，这种桥梁连接并通达了两端，第一开

端是存在的开端，这造就了关乎于人文社科方面的研究，第二开端是存在者的开端，这造就了

自然科学方面的研究。在这里，研究对象并非是单纯是物，也并非单纯是思想，而是通过物之

物性通达思想。正是如同老子所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德

经·第四十二章》）存在与存在者的二者合一，就是道的显现，毋宁说，生成论显现学的基本

原则是合一与共生，这是一种从分裂走向结合的过程，二者的共生将会超过单一的任何一方。 

譬如说，在现代，由于商业化与市场化的诸多影响，设计与艺术二者就造成了二元分立。

现代意义上的艺术，切确的所指的是美术，实际上，对于设计活动来说，先天的审美经验与美

术基础是不可或缺的基本素质，这种现代意义上的分立标准中的“艺术”，应当指是以架上绘

画为标准的“美术”；在后现代，设计即为一种艺术，设计与美术的融合造就的是设计艺术，

设计活动就作为了一种基于科技与文化的艺术。“艺术是一种精确描绘真实世界特定片段的方

式，科学则是视觉化的艺术，将实在还原为它本质的过程与相互关系。”
[6]33 

在生成论显现学

的语境中，现代意义上的艺术与设计，通过在裂隙之间的交融与互文，走向了后现代意义上的

设计艺术。生成论显现学的建构，正是为了在后现代的语境下，揭示作为艺术的设计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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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艺术不再是固化的，而是处于多元化的生成状态。在生成论显现学的语境中，艺

术的生成成为了事情本身，它既不同于实体论，又有别于形而上学对艺术的预设。
[7]4

 由于艺

术是生成性的精神性本体，艺术作品在历史中的聚集，又在不同历史阶段呈现出各异的美，呈

现出从无到有，再从有到无的变化，美在隐与显之间持续地生成。因此，黑格尔的“艺术终结

论”与丹托的“美的滥用说”是有待批判的，生成论显现学可以说是针对设计艺术学科所提出

的研究路径，且能够进而为当代审美文化建构提供理论依据。 

综上所述，生成论显现学的基本方法顺序依次是：首先，采取直观的方式，洞察在生活世

界之中的特殊设计艺术现象；其次，悬置这种特殊现象的预设，采用不先入为主的语言方式描

述出来；再次，理解诸本质之间的本质关系，在裂隙之间将本质进行连接；最后，观察真理显

现的方式，揭示并接近存在者背后的存在。可以说，生成论显现学力图理性与感性的融合，倡

导着思想与技术的互文。在此之中，真理正是光的显现，在设计艺术的领域之中，美历经了从

有到无，再从无到有的循环过程，美在有与无之间成为了一种生成游戏。 

二、有与无的生成游戏：建基于文本的可感要素 

当美成为一种生成游戏时，它必然会在现实世界选择一种文本。文本即是一种原型，当艺

术作为文本时，美才得以显露出来。从宏观的角度上讲，文本能够扩大至一片土地或是生活世

界；而从微观的角度上讲，文本也能够缩小到一篇文章或是一个计算机芯片。可以说，生活世

界就是一个整体，在之中各个文本呈现出诠释学的循环，“……理解的运动经常就是从整体到

部分，再从部分返回整体。”
[8]412

 譬如说，万神庙内矗立着各个城邦的神，而上方穹顶的光则

统筹了这一切，需要理解光，就必须理解众神，而要理解众神，就要看到光。这即是说，通过

各种文本的交织与细化，才能理解各个层次的文本，在最高的层次上来说，文本只是让道显露

出来的一种材媒。如此就契合了显现学的基本任务：理解生活世界。   

生活世界正是一种独特的文本，基于人的日常生活，设计活动得以包含在生活世界之中。

设计物是处于生活世界这个大文本中的小文本，那些时尚与文化事件正是通过这些小文本才得

以构成的，“……我们总是能够自由地将我们的目光始终一贯地仅仅指向这个生活世界……我

们可以指向构成它的‘事物’，或更切确地说，构成它的事物形式的相关物；即指向给予方式

的多样性以及它们的相关联的本质形式。”
[9]220

 根据人们的衣食住行等基础性活动，才衍生出

各种创制活动，设计理念创造的设计物构成了我们的生活世界，甚至可以说，生活世界是一个

被设计的场域，当设计活动作为一种艺术时，推动了日常生活的审美化。由于审美上的诉求，

使得设计活动需要装饰，可感要素才得以建基于文本之上，有文本必然有文字，文字最大的外

延性的体现为诗，由于诗性的本质是创造性的，艺术的本质就是诗。因此，可感要素即是在文

本上进行编织活动的文字，在设计活动中，这种文字就被称作装饰。 

作为可感要素的装饰，统筹了有感要素与无感要素。可感即为视觉范围内可以感知的设计

元素，为了获得多元化的层次，在可感要素之中，还具有更加细化的区分：有感要素与无感要

素对应的是有与无、显与隐的双方关系。可以说，“有感要素则作为一种能够直接感知到的装

饰元素，包含着材质、线条与色彩。而无感要素则是那些处于隐蔽的装饰元素，包含着留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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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白与空白。”
[10]49 

在有感要素与无感要素的相互交融之中，二者共同构成了作为可感要素的

装饰的基本结构，设计美感才得以完整体现。然而，无感要素从属于那隐蔽的一面，造就的美

正是一种特殊现象，观察并揭示其显现的方式，是我们所着重进行的显现学步骤。 

值得注意的是，无感要素作为生成意义上的无，它言说的反而更多。留白具有不确定性，

飞白具备偶然性，空白让流动感的营造成为可能，这三者在契合着后现代思想的同时，也得以

让道在设计活动之中显露出来。这种白体现的是无，白在经验中成为光，“当人们经验到了白，

就会超出以往对色彩的理解，白其实是光，受众被这光亮所吸纳得以进入作品之中，设计理念

由此得以一部分一部分地敞开，受众此时获得一种意识上的自由。”
[10]56

 无感要素通过在设计

语言上的静默进行视觉传达。需要说明的是，静默并非不发声、不言说，而是通过隐退的手法

进行言说。逾越边界的装饰所造就的僭越，仅存于世间的须臾；而无感要素所造就的设计美感，

是在设计元素隐退之后，运用原本的质感去凸显美。这种隐退并不是完全消失，而是尝试与文

本共在，并将有感要素凸显出来，这种交织与融合使得设计理念存于受众的心中。所以说，在

生成论显现学这里，设计理念首先是无声地言说，然后是心灵的回响，最后是思想的馈赠。 

思想在原初的状态正是处于视知觉之外的无，在现实生活中以材媒赋形才得以显露为有。

在历史的纵向对比中，无与有的关系具体体现为上者与下者的二分关系：在古希腊，理念在上，

而现实在下；在中世纪，上帝在上，尘世在下；在近代，理性在上，经验在下；在现代，存在

在上，存在者在下；而在后现代，所指在上，能指在下。在生成论显现学这里，设计理念在上，

设计物在下，装饰的意向性连接了上与下的关系。如此，无感要素指向了作为无的设计理念，

而有感要素指向了现实的设计物。设计美感的自自然然正是源于无的本性，假使没有材媒为思

想的表达提供媒介，设计活动是不完整的，反之亦然。庄子也认为，“太初有无，无有无名；

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庄子·天地》）最初的无之所以无形无名，是由于思想还未在

现实中赋形；而一旦在现实呈现为有，还需要回到无。有与无的合一，致使设计美感在二者之

间呈现出张力，使得美在显与隐之间进行游戏。 

在有感要素与无感要素的交织中，才得以进行生成游戏。设计活动在游戏的状态之中，才

能最大程度上去接近存在，“去存在就是去游戏，而最大的游戏就是有与无的游戏。”
[11]160

 

在有与无的游戏之中，设计活动才得以成为一种艺术；在有与无的结合之中，装饰才具备了多

元化的层次感。在设计活动中，设计理念是最高的道，设计理念的现实赋形就是道的显现，此

时，无感要素统筹了多与少的两个极端，让道的显露成为了可能。在中国传统思想这里，老子

就认为：“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道德经·第四十章》）无就等同于道，道就等

同于存在，存在者从无之中生成出来；在西方现代思想那里，存在即为道，道是真理的显现。

实际上，二者的同一性说明了它们的相互通达，无感要素所指向的正是道（存在），“无”是

作为“有”的根本性把握。设计活动的游戏在无与有之间进行，在一个游戏结束之时，将会具

备另一个开端，作为一种指引性的设计语言，它必须回到无，也就是回归到道本身，“这个道

去道说和指引：它必须不存在，此乃开端性的不”
[12]177 

。因此，无乃是存在的根本，为了经由

有限性去接近道的无限性的开端，我们必须倾听无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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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倾听“无”：符码意指与隐喻生发 

无并不等同于虚无，无就是本源意义上的道，道是一种具备可能性的生成意义上的无。近

代以来，英美学界着重于理性分析，采用数据分析方法去定义艺术；欧陆学界则关注语言，由

于语言作为原初的生成本体，显现学的语言描述恰好契合于后现代语境下的审美文化的构建。

这是因为，艺术（美）本身就是道的显现，并非是固化的定义，在历史叙述上也并非是线性顺

序的。美本身在语言描述中持续地生成新的内涵，而产生多元化的时间顺序，艺术作品正是一

种多元化的历史聚集。老子也认为,“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道德经·第

一章》）这即是说，能够下定义的道，恰恰没有切中道的真谛，能够被命名的道，恰恰不是大

道。 

大道无言，语言以沉默的方式对人道说。尝试使用语言说话的悖论在于：难以统一信息量

与理解性，当语言的容量趋于饱和，进行外在复杂化的言说时，就难以被理解；当言说容易被

理解的时候，内在的信息量往往趋于少量化。相反的是，对于道来说，人以任何方式进行言说

都是危险的，显明的说话或者尝试下定义皆显独断，恰好都没有击中道的本质。我们并没有尝

试使用追问的方式，而是尝试恰到好处地倾听，才得以让道一部分一部分地展露出来。 

为了切中道本身，只能借助语言中的意指。在后现代，探讨语言意味着涉及到能指、意指

与所指，而重点在于，意指连接了能指与所指，“意指作用(signification)可以被看成是一个过

程，它是一种把能指和所指结成一体的行为，这个行为的结果就是记号。”
[13]27

 这种记号不仅

关联着能指与所指，而且还对应着审美表现中的遮蔽与显露，在二者之间就产生了一种生发过

程，即在超越原有意义的基础上又让原有的意义失去，从而生成新的内涵。在生成论显现学这

里，可感要素作为结合有与无的符码，正是在这种生发过程中生成了具备有接纳尺度的美感。 

意指在符码之中产生了意符，指引着受众意识的方向。一方面，意符让设计理念在场，在

日常生活中，意指从能指过渡到所指，又超越了所指，从而在受众的意识中进行视觉传达；另

一方面，当设计物不在场的时候，也让设计理念在场。譬如说，在公共场合的设计物，往往在

装饰上将信息量浓缩，在节约阅读时间的基础上，引导着人们的活动方向，在潜移默化中体现

着人文关怀。可以说，“……语言是声音与思想之间的中介物，它通过把二者同时分解的方式

把它们结合起来。”
[13]33

 意符不仅连接了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而且它通过分解并传达思想

的方式，连接了设计理念与受众之间的关系，意符并没有言说什么，设计师只是在倾听受众的

意识，意符并不是存在者意义上的实体，它只是呈现了一种意向性。但正是通过这种无声的言

说，才得以切中意欲传达的思想本身。 

相同的是，在中国传统思想中，也采取了隐喻的手法来言说道本身的。按照当代学界的普

遍看法，儒、道、禅三家是构成国学思想的基本结构，但是，“在距今约一万年前的中国内蒙

古阴山岩画上的虎纹，距今 9000 年的黑龙江岩画，距今 7000 年的河南‘中华第一虎’以及先

秦神话地理志《山海经》中对虎的崇拜中都体现得清清楚楚。”
[14]5-6

 因此，在更为本源的结

构层次上来讲，龙虎文化不仅早于龙凤文化，更早于儒、道、禅三家，在龙虎文化之中所体现

的思想，可以说是更为本源的国学思想。这是由于，文字由图像演变而来，龙虎思想与文字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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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方式具有本源的差异性，它采用了艺术表现的手法在器具层面上体现思想，思想的两端是诗

与吟唱，艺术是最为接近思想的邻居。与西方的三分法相区分的是，龙与虎二者的合一隐喻的

指向就是道本身。道是一，而一分为二，二是天与地，龙与虎的喻象不仅代表着天与地，还代

表着阳与阴等等。由此可知，以隐喻的方式来切入道本身，可将思想获得最大的外延性。 

可以说，符码的意指作用进行着无声的言说，所言说的是隐喻性质的无。无具有最为本源

的且最大程度的语言容量，这种隐喻性质的言说对道进行了投射，道才得以接纳这种生成意义

上的无，这样的话，“……宣露出来的词语返回到无声之中，返回到它由之获得允诺的地方中

去，也就是返回到寂静之音中去——作为道说，寂静之音为世界四重整体诸带开辟道路，而让

诸地带进入它们的切近之中。”
[4]213

 设计语言什么都未曾言说，却已经将该言说的都言说了，

也只有通过倾听，才能够以简明深刻的方式将道无声地言说，“总而言之，我们所需要做的是：

聆听先人的智慧，跟随大道的指引，接受思想的召唤。”
[10]122

 

四、以技显道：基于审美经验的思想建筑 

在生成论显现学这里，技主要是指技艺，技艺将现代技术与设计艺术结合起来，现代社会

的表征在于技术的广泛应用。这是因为，“科学是现代的根本现象之一。按照地位而论，同样

重要的现象是机械技术。”
[1]77

 一方面，现代技术让设计物逐渐转变成了非物质形态，取消了

物质实体具备的不可取代的审美经验，在社会进步的同时，人们的审美生活的形态也逐渐被技

术剥夺了。而且，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具有偏于理性的固有范式，因为科学研究考究的是逻辑

层面上的真，唯科学主义者对于美的感知局限于材质表象，这种对于因果关系的考究恰好远离

了美本身；而艺术美则是审美经验上的感性显现，并没有普适性的固定法则与规律，当艺术处

于技术化的算计之中，美恰恰被遮蔽了。由此，技术化的极端就产生了技术性。 

技术性作为一种现代技术的本性，也可以称作为技术理性。在韦伯那里，技术理性被称作

为工具理性。需要知道，在社会功能的意识形态上来说，技术理性所推崇的实证主义，是基于

事实在表象的印证，才使得社会体系得以运作，“‘假象’（外观）的世界是唯一的世界，

‘真实的世界’只不过是被谎言所附加的。”
[15]201

 人们趋向于相信现代技术所造就的数据化

表象，而忽视了物之物性，即物背后的真理。但在根本意义上来说，唯科学主义消解了科学精

神中的批判精神，让维持社会运作的人不断工具化。思想衰微的后果是导致人不再是人，人重

返了动物性，由于依赖技术，技术反而统治了人。 

另一方面，现代技术的广泛使用，不仅使得生产活动变得迅速，也使得设计活动的工作时

间缩短。传统的设计活动也需要现代技术的支撑，现代技术为设计活动提供了审美表现多样化

的可能性，“美在两种方式之中被人了解，一种美处于事物之天性，而另一种美则出于外来的

因素(adventizia)。意思是说，有些物体由于它们天生的适当性，以及他们的各个部分以及色彩

之中的和谐，所以显得美，还有些物体是由于透过了花在它们身上的工夫才显得美的。”
[16]189

 

技术美正是作为了另一种美，它来自于现代技术所营造的视觉效果，基于此，艺术与设计以现

代技术作为基础构架，发展成为一种基于技术与文化相融合的设计艺术。因此，现代技术也生

成了美，技术衍生出技术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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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需要审美经验的介入，才能实现技艺融合，从而经由技艺显示大道。艺术的本质是诗，

“相对于技术语言而言，诗性语言是纯粹的语言。”
[17]189

 诗性所具备的创造性，是技术语言

所欠缺的，在技术与艺术的互文的基础上，才能获得通达大道的可能性。生活的审美化正是基

于设计活动的进行，设计师需要具备一种社会责任感，而并非以满足个人欲望为出发点。相反

的是，如果过于关注技术，大道往往被遗忘，“工业劳动者，中断了家园与历史的联系，为收

入而被利用。”
[18]420

 未来的趋势在于，由于人工智能的迅速发展，人类的一切生产活动都趋

向于被机器所取代，人由于依赖机器，将会丧失本有的创造力，反而沦落为机器的部件。与人

类相区分的是，机器不具备创造力与审美能力，当一切学科衰亡之际，审美学科将会成为最后

的救赎。重要的是，倡导技术与审美的融合，技艺将会结合理性冲动与感性冲动，二者的结合

就产生了游戏冲动，设计艺术才得以实现有与无的生成游戏，最终反馈于生活世界。 

所以说，技术一方面产生了技术性，另一方面生成了技术美，三者在相互生成中成为彼此。

技术需要与设计艺术相融合，实现理性与感性的融合，从而通过技艺彰显大道。在中国传统设

计思想那里，也能够阐明这一点，“而在此过程中，它不只是一种造物手段或者工具的利用，

抑或是人与物、人与人关系的生成与把握，相反，它更是一种智慧的显现与思想的表达。”
[19]14

 设计活动对生活世界的相融过程在于，首先是处理物与物之间的关系，然后是物与人之间

的关系，最后进而影响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需要重申的是：我们并没有拒斥理性的科学分析

方法，而是在为技术划分边界的同时，倡导现代技术与审美经验的互文。 

在这种互文性之中，就牵涉到了作为学科之奠基的三位一体的建筑结构。在现代西方思想

那里，康德的三大批判（《纯粹理性批判》、《判断力批判》、《实践理性批判》）作为一种

思想的建筑术，昭示的是真、美、善的三位一体的完整结构，这三者对应的是三大学科的分支：

认识论、美学与伦理学。作为语言的生成性本体，上帝隐喻的是全能、全知的无限性，真（认

识论）、美（美学）、善（伦理学）的三者合一正是道的显现。然而，古希腊的德尔斐神庙箴

言告诉我们：人不是神；人也不是动物；人在区分之中显示自我。人的半神特质在于：人以

“在之间”的生存方式，不但连接了天与地，也连接了善与恶，还连接了神性与动物性。艺术

（美）在科学（真）与宗教（善）搭建起引渡的桥梁，在实践活动中赋予思想，设计师在掌握

技艺的基础上，让审美经验介入现代技术，以此为基础来进行多元化的审美表现，技艺才得以

通达大道，并致使生活世界的审美化。从技艺走向大道，是一种思想层面的升华，使得设计活

动的游戏具备可能性，致使非主体间的游戏走向作为主体的人之间的游戏，人因此成为人。因

此，以技显道，不仅是指在技艺的施展中，将思想显现出来，而且也可以说这一过程是以求美

的方式来引渡，让求真走向求善，从此岸走向彼岸的一种引渡方式。   

五、明镜止水：审美境界的意蕴生成 

从技艺显示出来的道，生成的是明镜止水的审美境界。明镜止水也是一种隐喻方式，从而

指向了审美境界的意蕴。同样的，这种隐喻的互通性也体现在柏拉图洞穴人的故事之中：“太

阳的力量给了他们如此深的印象，以至于促使他们返回洞穴，希望解放那些仍然囚禁在影子世

界的人。”
[20]177

 影子世界正是现象世界营造的人们相信的表象，太阳的光芒正是真理的喻象。



233 

黄思华                                                         生成论显现学论纲：一种艺术学研究的新路径 

 

没有人能够直视太阳，这说明了：没有人能够掌握独一的真理。真理正是通过语言的描述与隐

喻，才一部分一部分展露出来，可以说，明镜止水隐喻的是内外美合一的审美境界。 

在外在美方面，设计艺术在有感要素与无感要素的游戏中，呈现出一种圆镜般的相互生成。

有与无在反映双方的同时也反映着自身的存在，任何一方都没有完全包含着另一方，双方的共

生将超出单独的任何一方。在这种共生之中，审美表现呈现了一种张力，美在隐与显之间进行

着生成游戏，此游戏历经从无到有，再从有到无。无感要素是装饰的本性，这种着重于隐的审

美表现，得以让装饰处于“无”的状态，“有”的特性才得以展开：无不仅带来了有，虚也带

来了实，静还带来了动。可以说，止水的静才带来了波澜的动，无最终带来一种陌生感，设计

活动的审美表现才得以经由有限性走向无限性，设计活动中的技术语言才与诗性语言相结合起

来。 

相同的是，技术与设计艺术也处在了这种共生状态之中。由此形成了当代语境下的基于现

代技术的技艺，设计艺术将会是以技艺为基础的创制活动，并从从彰显出传统文化的审美特质。

设计艺术不再是固化的了，“……在当下，创新和对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创新是尤为重要的，既

不是全盘否定，也不是拿来主义，设计与装饰是明镜止水般相互映衬的关系。”
[21]37

 设计艺术

呈现的美正是一面明镜，它不仅能够显示未来，还能够在当下将过去与未来连接，这种基于传

统的当代创新，让设计理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呈现出多元化的设计美感，设计物在言说理念的

同时，也言说了历史。 

在内在美方面，美经由有与无的生成游戏回到了人本身。在生成论显现学中的生成游戏，

由作为游戏冲动的设计活动，走向了本质性的关切于人类生存的游戏，设计活动反馈于生活世

界，人正是在生活世界中存在着，诗意地居住在此大地上是更为本质的生成游戏。在周子看来，

“圣人之心如明镜止水，无澈不照，事来随应。不先事而为之备，不后事而为之留。切契内外

之道，深合时措之宜。如天之无不覆，如地之无不载。”（《周子通书》）无不仅体现在设计

活动的无感要素之中，还体现在创制者之中，创制者的思想觉悟只有通过内在的生发，才能走

向无我的境界。 

无己、无功与无名三者统一了内在美之中的无我，无名是无我的最高境界。无己不是没有

自我，而是将理念置入到设计物之中，让自我仿佛消失在世间万物之中，在物上体现自我的超

越性，达到一种与受众的互通。无功是指将功利心祛除，将社会责任感置于功名之上，获得真

正的精神自由。无名是无的最高境界，创制者达到了物我合一，这种姓名的隐匿并没有让设计

理念消失，“正是在伟大的艺术中（我们在此只谈论这种艺术），艺术家与作品相比才是某种

无关紧要的东西，他就像一条为了作品的产生而在创作中自我消亡的通道。”
[1]26

 这里的悖论

在于：无名恰是有名，过于注重有名恰是由于名声的缺失。明镜止水正是有与无的映衬关系，

为了将有显示出来，那就只能走向无的境界。 

这样的话，美经由设计活动的外在美，走向了创制者的内在美，二者的结合正是明镜止水

的审美境界。在生成论显现学这里，美不仅在设计物上显现出来，更在人性上显现出来，这种

物我合一，才让审美表现得以完整。明镜止水的审美境界，第一是在强调虚与实、静与动，从

而达到有与无的交织；第二是强调技术与艺术的融合，从而让设计艺术传达出传统文化的韵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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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促进日常生活的审美化；第三是强调回到人本身，内、外美的结合，让人成为审美的人。因

此，设计作为一种艺术，在创制过程中亦是问道、体道与悟道的过程，设计活动正是一条显示

大道的路径。 

六、结语 

总而言之，生成论显现学建立在了文本、经验、存在的生成性本体之上。其中，文本即是

符号学的基本运用，经验则为基于审美经验的诠释学运用，存在即是以“走向事情本身”为原

则的现象学基础。在悬置一切外在预设的前提下，经由技艺彰显大道，最终让设计艺术通达了

明镜止水的审美境界。作为一种传统现象学的分支，生成论显现学在结构层次进行了完善与细

化，在融合审美经验的基础上，体现为中国传统思想与传统现象学美学的互文，尤其是针对后

现代语境下的设计艺术构建了了理论框架，能够为设计艺术的深入研究提供切实的参考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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隶书——中国书法史上的分水岭 

Lishu——The Watershed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Calligraphy 

贾庆 

（蓝康恒大学 中文系，泰国 曼谷 10240） 

摘要：隶书是中国书法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的转折，也是一道分水岭。隶书把汉字分为今古

两个范畴。隶书溯源可前至战国而孕于秦，形成于西汉而鼎盛于东汉，在清代又有一次回潮复

兴。研究书法就不能不了解隶书在中国书法史中的地位、作用及影响。隶书遗传主要经过两个

途径：其一，简帛书（书写在竹木简牍和丝绸）；其二，石刻（包括碑刻和摩崖）。尤其是

20 世纪以后，大量简帛书出土面世，打破了我们对隶书认识的局限，为今人开阔视野，为中

国书法史历史填补空白以致改写。                                                  

关键词：隶书 ；中国书法；地位 

 

Abstract: Lishu is an important turning point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calligraphy, and it is also 

a watershed. Li Shu divides Chinese characters into modern and ancient categories. The origin of Li 

Shu can be traced back to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and was pregnant with Qin Dynasty, formed in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and flourished in the Eastern Han Dynasty, and revived again in the Qing 

Dynasty. To study calligraphy, we must not lose sight of the position, function and influence of Li 

calligraphy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calligraphy. The inheritance of Li script mainly passes through 

two ways: one is bamboo slips and silk scripts (written in bamboo slips and silk); the other is stone 

inscriptions (including stele inscriptions and cliffs). Especially after the 20th century, a large number 

of bamboo and silk scripts were unearthed, which broke the limitation of our understanding of Li 

scripts, broadened our horizons for the present people, and filled the gaps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calligraphy so as to rewrite it.                        

Keywords: Lishu; Chinese calligraphy; the status of Lishu 

 

隶书是中国书法诸体中的一种，在中国书法史中占有重要一席。隶书不仅限于书体更重要

的在于它是中国书法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是一道古文字和今文字的分水岭。在隶书之前，汉

字书写没有笔画之分，只有线条。例如：甲骨文、金文、籀文、大篆、小篆。（图 1—5）隶

书作为汉字书写的一种体例，是客观的历史存在，既是考古、文字、教育的载体，也是书法艺

术。既是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反映，反过来也对当时的社会给予了巨大的影响。隶书

以自己独特的字形，优美的的线条，生动的笔画，活泼的结体结束了古文字的历史，开启了今

文字的篇章。既是创造、书写隶书者思想感情的真实流露，也是当时社会的意识形态和生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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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的具体体现。今天我们重新认识隶书在中国书法史中的地位、作用及影响，对当前在世界范

围推广中国文化有着不可比拟的积极作用。 
 

          

图一  甲骨文——刻在龟腹甲上的汉字 

                                                 

          图二  西周金文——散氏盘          图三  籀文——阿尊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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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四  大篆——石鼓文                    图五  小篆——峄山碑 

一、隶书 

隶书（图六）又名佐书、分书、八分，因盛行于汉代，所以又叫汉隶，它是由篆书圆转婉

通的笔画演变成为方折的笔画，字形由修长变为扁方，上下收紧，左右舒展，运笔由缓慢变为

短速，从而显示出生动活泼、风格多样的气息，给书写者带来很大的方便。隶书分为秦隶和汉

隶，中国历代对隶书的称谓有很多：佐书、分书、八分、汉隶。 

 

 

 

 

 

 

 

 

 

 

 

 

 

图六  隶书——史晨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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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叙》记新莽六书为古文、奇字、篆书、左书、缪篆、鸟虫书。并注

明左书即秦隶书。又《汉书·艺文志》载：“汉王莽居摄，书有六体，为古文、奇字、篆书、

隶书、缪篆、虫书。”隶书称之佐书。段玉裁认为：“其法便捷，可以佐助篆所不逮。”近来

学者进一步认为隶书之名隶，是起于徒隶所书；佐书之佐，或是起于书佐《汉代职掌起草和缮

写的低级官吏》所书，故名。① 

分书，也称八分书，是隶书的一种，人们把带有明显波磔特征的隶书称为“八分书”。亦

称“分书”或“分隶”。汉末魏晋之际，“八分”这个名称才在典籍中出现。其中晋卫恒《四

体书势》曰：“鹄弟子毛弘教于秘书，今八分皆弘法也。”关于八分书体，后世的解释极为繁

杂多变，众说纷纭。秦代上谷散人王次仲创造“八分书”。据记载说是割程邈隶字的八分取二

分，割李斯的小篆二分取八分，故名八分。后被汉代蔡邕简化为汉隶用作官方字体，有三体石

经流传于世，时称楷书，也称为“真书”。
②
 

秦隶、汉隶皆因朝代所致。秦隶：指战国、秦至西汉初期的隶书，又叫古隶。汉隶：指西

汉、东汉时期的隶书。 

从早期出现的隶书形迹看，减少篆书的繁琐笔画，由篆书的长方变为隶书的正方或扁方。

虽然结构上似乎还带有篆书的味道，但是隶书的雏型已经显现出来了。战国末期，这种初创的

隶书字体被人们普遍使用。从秦昭襄王 51 年（公元前 256 年）所写的《秦简》中（湖北云梦

睡虎地出土）可以非常明显地看到这种字体，这种字体用今天的眼光看就觉得“似篆非篆，似

隶非隶”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这种字体表现出了简洁明了、线条活泼、书写规范。从战

国至秦的大量木牍、竹简和帛书中，在这一漫长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篆书是如何逐渐演变成

隶书的。历史记载：公元前 221 年秦始皇统一中国，为便于统治，实行了车同轨，书同文，从

而统一了文字。命秦朝宰相李斯、中书令赵高等人，在大篆的基础上改动整理，写出文字榜样

----小篆。从此，小篆成为全国通行的官方文字。小篆虽然比以前的文字改变了很多，但是在

运笔方法上还是圆转悠长，未能完全摆脱象形字，书写速度较慢。秦建国初期，官狱繁多，文

件、公文往来频繁，需要经常抄写大量的文书。省繁趋简便成了当时社会对文字改革的迫切要

求，而隶书作为一种便捷的书体，在社会下层中广泛流行。卫恒《四体书势》的记载就清楚地

证明了这一点：“秦既用篆，奏事繁多，篆字难成，即令求人佐书，曰隶字……。隶书者，篆

之捷也。”今天我们不用考证隶书的发明创造者，因为一种字体的产生绝非一个人的力量所能

及，也绝非一个时期所能完成的。 

    汉字从甲骨文开始至今已经有了几千年的发展史，在这漫长的发展中隶书的出现对于文字

史是非常重要的。隶书是一个分水岭，把汉字分为了古文字和今文字。隶书起着承上启下的作

用。上承篆书之源脉，下开楷行之基础，无论从实用性或艺术性方面看，它的出现都是一个极

其重要的转折，它是我国汉字演变中的一次重大变革。 

西汉初期，其制度承袭秦制，那么在文字方面也是同出一辙，因而西汉早期的隶书与秦代 

                                                             
①潘伯鹰.中国书法简论[M].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 

②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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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隶书无较大差别。它既有秦代的书法特点，又为东汉时期的隶书奠定了基础。从西汉《长沙

马王堆帛书》、《居延汉简》的字形分析，此时的文字笔画简化，篆味减少，字体趋向平衡，

而用笔的提按顿挫，线条的波磔变化，结体的纵横势态，比秦代的隶书更为明显。相对来说，

较多地流露出书写者的天真和质朴。纵观总体书法技巧上不够成熟，还不能算是典型的隶书。      

隶书发展到西汉中期至东汉，渐臻完美。尤其在东汉，统治阶级采取的一些较为明智的政

策，使得整个社会经济繁荣，文化艺术也随之昌盛，树碑立传之风兴起，于是随之出现了大量

技艺精湛、风格鲜明的碑刻，而隶书则发展成为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正规而又富于艺术性的、具

有高度审美价值的书体。 

    通常所说汉隶，主要是指东汉碑刻上的隶书。它们的特点是用笔技巧丰富，点画俯仰呼应、

笔势提按顿挫、笔画一波三折、个字燕不双飞、结构重浊轻清、章法参差错落，令人叹为观止。

风格多样且法度完备，或雄强、或隽秀、或潇洒、或飘逸、或朴茂、或严谨，如群星灿烂，达

到了艺术的高峰。《乙瑛碑》、《石门颂》、《礼器碑》、《孔庙碑》、《华山碑》、《韩仁

铭》、《曹全碑》、《张迁碑》等东汉碑刻，都是成熟和典范的标志。 

    草书、行书、楷书的形成、发展和成熟时期，是在魏晋时期。把主要精力大用在楷、行、

草书上的书法家偏多，但隶书并没有被废弃。此时的隶书虽然在用笔上逐渐掺入楷法，却失去

了汉隶的古朴和灵秀，整体趋向规范呆板，结体用笔千篇一律，隶书不但没有得到发展，而且

受到了一定的制约，导致停顿，甚至倒退。隶书在清代碑学复兴的浪潮中得到了重振和发展，

出现了许多书法大家，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形成了隶书艺术的第二个高峰。如郑燮、朱彝尊、

金农、桂馥、邓石如、伊秉绶、赵之谦、何绍。他们倡导、学习和继承汉隶，并加以创新，成

为清代书法艺术的主流和热门之一。 

二、隶书——中国书法史上的分水岭 

隶书所经历的发展演变，自战国晚期在秦国文字中萌生后，到西汉中晚期已经成热，发展

到东汉末年达到了辉煌，延续至魏晋。隶书经历了萌芽、成热、辉煌的三个阶段，历时约 700

余年，隶书充分显现了其在中国书法史上的地位、重要作用和巨大影响。 

1、古今文字的分水岭 

汉字经过隶变而由古文字阶段转入今汉字阶段。这个变化，无论在文字史上还是书法史都

有着划时代的意义。从篆书意味较浓的古隶到成熟的今隶，从战国时期隶书的萌芽到西汉时期

隶书的完全成熟，经过相当长的隶变过程，这一过程推动了隶书及汉字体系的不断发展和完善，

从而揭开了汉字发展的新篇章。历史上把隶书的出现叫做“隶变”，是中国古文字和现代文字

的分水岭。可以这样认为，没有隶书，也就没有今天的汉字。 

隶书前的汉字被称为“篆”。这种“篆”字，虽有甲骨文和金文的区别，但都属于“篆”

系统。篆书是从甲骨文而来，书法象形的成分比较多，符号程度不高，书写缓慢。既然文字是

作为语言的记录符号，那么，书写的快捷性和便利性，就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中国周朝已经明

确记载，一些叫做“佐史”的官，就是记录宫廷贵族言行的。这些“佐史”就经常用符号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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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法来记载语言和事件，然后用篆书整理成正式的文件。这些潦草符号化的文字，很有可能就

是最早的“隶书”。所以，也有人称隶书为“佐书”。从春秋到战国，“佐书”因为写起来比

“篆书”要方便快捷，所以在底层小吏中非常流行。到战国晚期，隶书已经风靡一时。秦始皇

后，颁布的榜样文字仍然是“篆书”，虽然这些“篆书”有了新的规范，相对以前的篆书要简

洁方便一些，但毕竟没有脱离“篆书”系统，所以，书写的快捷和便利仍无从谈起。有趣的是，

秦始皇颁布的国家规范字体，并没有得到大规模的使用，恰恰相反，隶书却昌盛流行。秦代的

一些出土文物上，也是常见用隶书，有的还是铁器上铸造的隶书！这是因为隶书势不可挡，所

以，秦始皇没有禁止隶书，汉朝也没有禁止隶书。反而，鼓励隶书，所以，在汉代也是隶书辉

煌的时代。由于隶书几乎是万民创造，所以，隶书的书法风格丰富多彩。汉代末年，隶书步入

创新，逐渐产生了楷书，到东晋时代，楷书基本上已经成熟。到唐代则实现了以楷书为标准的

国家规范字体。现在看来，没有隶书，楷书不可想象。楷书写起来比隶书更加方便，所以，也

就成为汉字的现代化书法字体。隶书是汉字现代化的基础，也是最接近我们现代文字的一种书

法。 

2、隶书的作用 

《汉书·文艺志》记载:“是时(始皇时)始造隶书矣，起于官狱多事，苟趋省易，施之于

徒隶也”《说文解字·序》中记载“自尔秦书有八体，八曰隶书”以此为据，隶书应产生于秦

代。近年来，由于考古新发现，不仅此论得到了证实，同时将隶书的萌芽期推到了秦代以前的

战国中晚期，这一论断已成为人多数研究者的共识。目前最能说明问题的是考古所发现的最旱

物证，即《湖南石梦睡虑地的秦简》《四川青川郝家坪秦国木犊》和《甘肃天水党川乡放马秦

简》，这些资料都是真正秦人的墨迹，从字形、结构、用笔等方面看，虽然还有篆书的遗意，

但隶书成分非常明显，并已具有了字形扁方、结构简化、笔画平直等隶书的特点。后期，随着

时间的推移和字体演变的深化，篆书的成分越来越少。人们常常将这一时期叫作篆隶并行期，

并将这种官方虽然承认，但却没有占主导文字地位的字体，称为“古隶”。当我们将这些生涩

的隶书雏形进行全面审视时，它一方面是文物考古的对象，从那里可以感受到先民们创造结构、

完善文字的艰辛过程，同时也可以看到先民们为了书写方便而追求新体的创造意念。这种不规

则的创新本身包容着一定的审美价值。这正是隶书萌芽期作用的体现。 

西汉，隶变完成，宣告了古文字的终结，今文字的开始，同时也标志着隶书的全面成热，

特别是到了西汉中晚期，隶书作为新的书体，“纯度”得到了空前提高。汉武帝设立太学，广

兴教育，强行推法：“吏民上书，字或不正，辄举劾之。”这对隶书的纯正和束律起到了强有

力的推动作用。从书法艺术的角度看，西汉中晚期的隶书已经完全建立与完备了“八分”的法

度，即绘画的“波势”成为“蚕头雁尾”的笔法，捺笔波挑成为取横势纳入扁平的体态之中。 

中国古代文化的辉煌期除了周朝的早期“创始性”文明外，就要数两汉的继承性文明的卓

越，在两汉文明的比较中，往往以强盛的西汉王朝为其上。但书法这一文化文明的载体，却常

常显现出滞后的反常倾向。因此，隶书的辉煌成就，人们一般冠以汉碑为其代表东汉后期“桓、

灵时代”隶书达到极盛，出现了一种特殊文化现象即非常盛行的刻碑之风。梁刘勰《文心雕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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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载“自后汉以来，碑碣云起”清叶昌炽《语石》中说:“东汉以后，门生故吏，为其府主伐

石颂德，偏于郡邑”因此汉隶的成就主要反映在碑刻上而部分碑刻又集中在桓、灵两代，这期

间的碑刻不仅数量多，而且流派纷呈，臻于极致，可以说这一时期是隶书的黄金时代。 

东汉晚期隶书得到了全面的发展，特别是到了灵帝时，鸿都门学的成立，文人志士将书法

艺术的修炼作为进身人仕的手段，更刺激了隶书作为书法审美对象的独立形态得以发展，此时

的隶书的实用进入日趋衰微的时期，而艺术审美价伯却倍受重视，呈现出了多姿多彩的艺术风

格。有纤劲精整式的《礼器碑》；有华美庄重式的《化山庙碑》、《史晨碑》:有飘逸秀丽式

的《乙瑛碑》、《曹全碑》、《孔庙碑》；有朴茂厚重式的《张迁碑》；有方劲高古式的《石

门颂》。汉碑隶书书法的发展，是由于刻碑的特殊需要而走上一条与实用文字发展相分离的道

路。这时民间日常使用的文字，已逐渐在解散隶体，出现了早期行草这种比隶书更为简便易写，

比草书又易识、易记的新书体——行书的出现，预示着隶书即将从实用领域退出因而东汉的碑

刻也成为隶书的最后辉煌！ 

隶书在中国书法史上的作用极其重要，其作用有两个：一个是，方块字从此完全失去了形

象的意味，隶书的字体结构奠定了后来汉字的定型字体；另一个，也是最重要的，隶书在中国

书法史上的作用表现在笔法的创新上，由此带来了中国书法线条的运动感。因为在此之前的书

法只是线条，提、按特征是不明显的。使后世书法家能够通过线条的律动，写照自己运动着的

生命，从而使书法“成为中国各类造型艺术和表现艺术的灵魂“。这是因审美而促进了书法向

自觉形态的过渡。 

3、隶书的影响 

隶书相对篆书而言，隶书之名源于东汉。隶书是中国文字的一大改革，使中国的书法艺术

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是汉字演变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奠定了楷书的基础。隶书结体扁平、工

整、精巧。到东汉时，撇、捺等点画美化为向上挑起，轻重顿挫富有变化，具有书法艺术美。

风格也趋多样化，极具艺术欣赏的价值。 

    现在隶书字体已失去实用价值，但仍然有值得正视的文化现象。一是北齐、北周时的隶书

复古现象的出现；二是唐朝作为历史上三个重大石经之一的隶书石经《石台孝经》的落成；三

是宋代的“金石学”的研究和著录。这三个文化现象使隶书这一字体重现于历史舞台，但由于

不是以书法形象出现，更多的包含文字复古因素，故对后世几乎失去借鉴作用。隶书书体虽然

有很多的书法家在不断地继承实践，探索创新也出现过几次一定规模的隶书创作热潮。但将它

与楷、行、草书体创作成就相比，不免苍白，这反映出隶书在同期和不同期书法艺术地位中的

不平衡性。但有一点必须肯定，作为书法艺术的隶书书体虽然没有占有同期的领先地位，但它

以其强大的生命力延续、保留下来，足见其不可替代的审美价值和艺术价值。 

笔者认为隶书这一传统文化遗产具有丰富的文化教育价值和艺术审美价值，今人仍然有全

面继承的历史意义和社会价值。 

隶书的文化教育价值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隶书作为汉字的基本字体之一，在文字

的发展深化中起着无法替代的作用。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充分显现了它完美的高频率的实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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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历史客观存在，其价值不可泯灭。但作为字体的实用性已经淡化或消亡，其作用已被新的

字体所替代。二是，隶书作为文化遗产的载体，它既然是古文字和今文字中间的一种过渡文字，

它在中华文明史上仍然应当具备其过渡的作用，它是识古、考古的桥梁和工具。它在应用和使

用性上与整个汉文化相比，时间虽然不长，但其文化价值之高，是其它字形字体难以代替的。 

隶书的书法艺术审美价值也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隶书作为书法艺术的书体之一，

它以其极强的生命力，留下其轻重不一的运动轨迹。当时代向它注入新的活力时，它以崭新的

面貌矗立在书法艺术之颠。二是，从书法理论研究的发展趋势看，书法艺术形态的多样性是书

法艺术赖以存在并繁荣的基础土壤。隶书从古至今始终是书法艺术的重要形态之一，它的存在

和发展，符合艺术发展多样性的规律。近代书法历史证明，理论研究和创作实践的完美结合，

正是隶书书法艺术发展的最佳途径。 

在当代书坛中，从事隶书创作和理论研究的人数之多，实践之丰富更是历史空前现象。因

此，隶书作为书法艺术的书体之一，其艺术的生命力将更加强捍、广博、灿烂、辉煌。这将是

隶书发展的必然趋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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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背景下老挝孔子学院汉语人才培养现状和发展建议 

——以老挝国立大学孔子学院为例  

China's Talent Cultivation in Laos: Confucius Institutes role in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Taking Lao national university's Confucius institute as example 

Khamhoung Chanthavong 

（Confucius Institute at National University of Laos, Laos Vientiane 7322） 

摘要：老挝和中国是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和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尤其是“一带一路”战略

实施以来老中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领域的友好交流与合作不断深化。老挝掀起了前所

未有的“汉语热”。本文在回顾了孔子学院发展历程和现状的基础上，提出了其面临的机遇与

挑战，并从实施“汉语+职业”教育模式、开设本土教师汉语教育专业、开发孔院本土教材、

建设中华文化中心、增强与中国院校和当地企事业单位的合作等共五个方面提出发展建议。 

关键词：“一带一路”；老挝孔子学院 ；汉语人才培养  

 

Abstract：Laos and China are friendly neighbors and comprehensive strategic partners that are 

linked by mountains and rivers. In particular, sinc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Belt and Road" 

strategy, the friendly exchanges and cooperation in political, economic, cultural and educational fields 

between Laos and China continue deepening. An unprecedented “Chinese craze” has been set off in 

Laos. On the basis of reviewing the development course and present situation of Confucius Institute, 

the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to the Confucius Institute was put forward in this paper. 

Developmental proposals were proposed in five aspects as Implementation of the educational model 

of "Chinese + Occupation", Creation of local teachers majoring in International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Development of local textbooks for Confucius Institute, Construction of the Chinese 

Cultural Center and Enhancement of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ese institutes and local enterprises. 

Keywords："The Belt and Road"; Confucius Institute in Laos; Cultivation of Chinese talents 

 

目前老挝已有两所孔子学院，即老挝国立大学孔子学院和苏发努冯大学孔子学院，随着

“一带一路”的实施，相信未来会有更多的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因而有必要对老挝孔子学院

汉语人才的培养现状、模式进行研究，以更好地培养汉语人才，为“一带一路”在老挝的进一

步实施奠定语言和文化的基础，为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服务。 

一、老挝国立大学孔子学院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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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挝国立大学孔子学院是老挝国立大学和中国广西民族大学合作成立的。2009 年 9 月 9日

在北京孔子学院总部由总干事许琳女士代表中国孔子学院总部、老挝驻中国大使维吉欣塔翁代

表老挝教育部签订合作建设孔子学院的协议。2010年 3 月 23日老挝国立大学孔子学院正式揭

牌，成为老挝第一个正式挂牌和运作的孔子学院。孔子学院拥有设施较为齐全的办公室、教室

和图书室，总面积 590 平方米。目前，孔子学院已开设基础汉语、口语、阅读和听力等课程，

开设初级、中级和高级班，除了在孔子学院本部开设的汉语培训班，还在万象市四所中学设教

学点，此外，孔子学院还是老挝首个 HSK 和 HSKK 考试点。 

二、孔子学院教学情况回顾及现状 

自老挝国立大学孔子学院成立至今，本部共培养了18届共18427名学生，为老挝总理府办

公厅管理干部、万象办公厅和老挝国家政治管理学院培训汉语277人次，为6所中学6080名学生

开设汉语课程。 

孔子学院连续 6 年为老挝北部八省和万象省、万象市培养本土老师 195 人次。从师资情况

来看，老挝孔院的教师由中国公派教师、志愿者教师和老挝本土教师组成。各类在职教师均为

专职教师，无兼职教师。其中，中国公派教师和志愿者教师以及兼职志愿者承担的汉语课时总

数高达 96.97%而老挝本土教师承担的课时仅占 3.03%（见表 1）。 

   表 1：2019 年师资情况（3 月—6 月） 

教师类别 人数 周课时/人 学期（16周）

总课时/人 

各类教师承担

的课时比例 

备注 

中国公派教师 4 人 18 课时 288 课时 21.82%  

志愿者教师 13 人 16 课时 256 课时 63.03%  

本土教师 5 人 2 课时 32 课时 3.03% 每周旁听 2节课 

兼职志愿者 5 人 8 课时 128 课时 12.12%  

 

下面以 2018 年三年制汉语培训为例，看一下老挝国立大学孔院的发展情况： 

2018 年，老挝孔院春季和秋季两个学期共开办了 68个班，累计招收学生 2496名，每班每

周开设 8 课时，开设的课程有汉语综合、口语和听力。授课时间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平时班—

—周一到周四，每天上午、下午或晚上两小时；一种是周末班——周六和周日，每天上午或下

午各 4 小时（见表 2）。大部分学生选择在晚上和周末学习汉语。老挝孔院的授课方式是以中

方教师为主，老方和中方教师相互配合。 

表 2：2018年老挝孔院学生人数及开设汉语课时数 

学期 班级总数 学生总数 学期总周数 学生周课时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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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季学期 34 个 1212 人 16 周 8 课时 

秋季学期 34 个 1284 人 16 周 8 课时 

 

为了进一步提高汉语教学质量，加强学生对中国文化的了解，老挝孔院除了在老挝本土开

展汉语教学以外，还努力深化与中国企业的密切合作，形成了“孔院+”的合作模式。比如，

2018 年，老挝孔院就与老-中银行开展了一系列合作，合作内容包括： 

1.老中银行成为孔子学院学生实习基地以培养更多汉语人才。 

2.老中银行向老挝孔院提供奖学金资助孔子学院贫困学生。 

通过与当地企业合作，老挝孔院希望为老挝学生提高汉语水平、了解中国文化提供平台，

同时推进中老两国青年之间的了解和友谊。 

三、老挝国立大学孔子学院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老挝位于大湄公河地区的中心位置，被称为“印度支那的十字路口”，是与中国陆地连接

距离最短的东盟国家，是中国的友好邻邦。2013 年 9 月，中国政府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

来，老挝作为“一带一路”的沿线国，和中国的合作交流得到了进一步深化。这为老挝孔院的

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一方面，老挝当地掀起了“汉语热”；另一方面，老挝孔院

也因此面临着更多挑战。 

（一）面临的机遇 

中老两国地理相邻，文化相通，有着深厚的传统友谊，延续悠久历史的睦邻关系是两国人

民的共同心愿。目前，中老两国在经贸领域合作势头良好，中国是老挝最大的投资来源国和第

二大贸易伙伴，双方的合作有着美好的前景，潜在的互补性很强。老挝在土地、森林、淡水、

矿产方面资源丰富，而中国拥有充足的资金、先进的技术、庞大的市场和成功的发展经验，今

后两国在农业、林业、旅游业、能源、科学技术、电商和互联网等领域一定会有更深入的合作。

2019 年中国“两会”期间，老挝驻华大使在接受新华网记者专访时，高度评价了“一带一路”

倡议给中老两国带来的发展机遇。老挝国家主席于 2019 年 4 月出席了在北京召开的第二届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和博鳌亚洲论坛，期待与中国在诸多领域特别是文化教育流域

达成更多合作共识。老挝孔院应该抓住这个历史机遇，乘着“一带一路”的东风，重新定位老

挝孔子学院的发展战略，在汉语培训的基础上，探索新的办学模式，特别是“汉语+职业”模

式，在推进中老两国文化教育合作方面充当火车头、领头羊。 

（二）面临的挑战 

目前老挝孔院的汉语教育以基础汉语培训为主，在师资配备、课程设置、教学时间等方面

还面临着很多挑战。 

第一，报名老挝孔院的学生人数多，但实际录取的人数少，入学名额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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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中国外派教师明显不足，教师承担的教学任务过重。受师资不足影响，开设的课程

门类还比较少，每周开设的课时数也不足。 

第三，缺乏符合老挝国情的本土汉语教材。 

第四，教室严重不足，图书资料缺乏，教学设备落后。 

此外，需要启动“汉语+”教学模式，并进一步加强与中国国内院校的合作。 

四、老挝国立大学孔子学院的发展建议 

老挝国立大学孔子学院新院的建成为我们在招生规模、师资引进、专业设置、教学模式、

课程设置、教材开发及校企合作方面都会提供良好的条件。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仅从教学模式、

专业设置、教材开发、文化建设、校企合作几方进行初步的探讨。 

（一）实施“汉语+职业”教学模式，助力“一带一路”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更多的企业和个人入驻老挝发展，他们急需当地汉语人才，

而目前孔子学院教学模式还停留在普通汉语的阶段，学生普遍感到结业后去中国企业工作和担

任翻译工作还不能直接胜任，他们非常希望孔子学院开设与职业相关的汉语课程及翻译课程。

因此，新孔子学院大楼投入使用后应在课程设置上增设针对不同行业的汉语课程，如职场口

语、汉语公文写作、汉老-老汉翻译、文秘汉语、商务汉语、财会汉语等，以初步实现 “汉语

+职业”教学模式，使学生的汉语学习更切合实际工作需求。 

（二）开设本土教师汉语国际教育专业，推进“一带一路” 

目前老挝各高校还没有汉语国际教育专业，本土教师的培训还不系统，导致目前本土教师

汉语水平、汉语教学水平和研究能力还不高，严重地影响地当地的汉语教学。孔子学院本土教

师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开设将是本土汉语教师培养的新途径。新专业的培养目标应该适应汉语

在老挝的推广工作，成为能够胜任汉语教学的应用型、复合型、国际化专门人才。可采取“请

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课程学习与教育实践相结合、讲授和自学相结合的培养方式。课

程设置应突出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使学员系统掌握汉语本体知识，二是灵活掌握汉语教学的

理论和方法，三是了解一定的中华文化和跨文化交际知识。学历教育应实现科学化和规范化，

对质量的监督应当严格，并应形成常态。学员的毕业论文选题应以老挝汉语教学实际为基础，

坚持创新性原则，研究结果应能直接指导汉语教育实践。 

（三）编写孔子学院本土教材，体现“一带一路” 

由于多种原因，目前孔子学院所使用的教材内容比较陈旧，不能很好体现老挝文化，且教

材配套材料也不完备，给教学带来一定的困难。 因此，我们应结合社会和科技发展及老挝当

地文化，开发出更加实用、完备和系列化的本土教材，更好地为教学服务。目前我们已经开发

《汉语基础口语》第一册，准备下学期进行试用。 

（四）建成中华文化中心，宣传“一带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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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学院可多方努力，把孔子学院建设成中华文化中心之一。孔子学院不仅要讲好中国故

事，还可以利用当地大学和合作院校的双方优势，在中外文化交流、科技合作、信息共享等方

面双元功能发展，从汉学研究向国别研究、经典互译、中外共享等互学互鉴方向发展，使孔子

学院成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教育文化共同体、文明共同体的前沿地带和重要依托。 

另外，孔子学院还可以为国内外的中国艺术家提供展示他们艺术才能的舞台，定期或不定

期地邀请他们来进行文艺演出和艺术展览并举行嘉宾系列讲座，从而给当地民众送来中华文化

大餐。 

（五）加强与国内院校和当地企事业合作，实施“一带一路” 

孔子学院应该通过多种途径，加深加大与国内高校及当地企事业单位的合作。“深化合作，

创新发展，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改革创新促发展，携手同心创未来”，“合作”

一直是孔子学院前进和发展的核心要素之一。纵观目前世界各地孔子学院与当地文化单位、企

业合作的途径主要是在电视台开播汉语节目、在当地庆祝中华节日、与当地企业合作举办与中

国相关的论坛等。笔者认为我们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更深入地合作以满足当地企事业单位汉语

教学和文化传播需求。 

1.了解需求，创立当地“汉语+”职业教育模式 

孔子学院可以多深入当地企事业单位了解对汉语教学的需求，并精心根据其需求打造系列

化的“汉语+”职业教育品牌项目，如汉语初级沟通、商务汉语入门、文秘汉语进阶、医疗汉

语等，并为其提供翻译、咨询工作。 

2.深入中学和大学，为学生提供全面的来华留学服务 

目前孔子学院帮助推荐的来华留学主要集中于孔子学院项目，如何为当地学生提供更深入

更广泛的留学指导和协助，可以成为孔子学院促进来华留学工作的内容。 

3.为中方企业单位和个人提供商贸投资咨询服务 

由于语言和文化的障碍，来海外投资和发展的企业和个人在初到国外时会遇到种种困难，

在有余力的情况下，孔子学院可以为他们提供一些商务咨询和翻译服务，这样可以满足企业个

人和孔子学院学员就业的双重需求。 

在“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老挝孔子学院的建设、汉语教学和中华文化传播工作方兴未

艾，要研究的问题还很多。相信，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进一步实施及老挝国立大学孔子学

院新楼的投入使用和所有同仁的共同努力，老过孔子学院的建设将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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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泰语信息状态的话语标记对比研究 

A Comparative Study of Chinese and Thai Information state Discourse Markers 

Kullayanee Kittopakrnkit 

(Faculty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Khon Kaen University, Thailand 40002) 

摘要：话语标记是人们在交流中不可忽略的衔接手段。本文根据话语分析理论分析汉泰语

话语标记，利用语料库，全面、深入地描写了汉泰语信息状态的话语标记在 Schiffrin 的连贯模

式上所表现的功能异同。在标记来源上，汉泰语信息状态话语标记成员都主要来自小句和语气

词。在母语者信息状态的话语标记使用频率上，汉泰语母语者使用习惯不同：汉语母语者使用

频率最高标记是在想信息标记，而泰语母语者使用频率最高的标记是未知信息标记。 

关键词：话语标记；信息状态；泰语；汉语；对比研究 

 

 Abstract : Discourse markers are utterances that people cannot ignore in communication. This 

research utilizes discourse analysis framework to analyze discourse markers in both Chinese and Thai. 

By using corpus, we offer a comprehensive and in-depth description of Information state discourse 

markers function on Schiffrin’s coherence model in both Chinese and Thai. The origin of Information 

markers in Chinese and Thai also from clause and modal particle. From frequency of markers usage, 

markers use is selective, Chinese use a higher frequency of information thinking markers while Thai 

use a higher frequency of unknown information markers. 

Keywords : Discourse markers; Information state; Thai; Chinese; Contrastive  analysis 

 

一  引言 

汉泰语中都有一种语言表达形式，这种表达形式在句法上是可有可无的，去掉也不影响句

法，对语义的理解也不产生根本性的影响，而在语用上，对话语衔接或语用效果有一定的影响，

这就是“话语标记”。话语标记有明显的“口语”特征(Brinton,1996)。每一种语言都有自己相

应的话语标记系统，从类型学的角度上看，对汉语和泰语的话语标记进行对比研究具有重要的

意义。从二语习得的角度上说，作为汉泰交往越发频繁浪潮中的泰国学生要学好汉语的口语表

达，话语标记的学习也是必不可少的。因此，本研究认为有必要通过对比分析进一步探讨汉泰

语的话语标记，找出汉泰语话语标记的异同，并进行描写和解释。 

本研究根据 Schiffrin(1988)的连贯模式分析汉泰语信息状态的话语标记。Schiffrin把话语

看成社会互动过程，着眼于话语的局部连贯。Schiffrin(1987:13)认为语言的假设对话语分析具

有中心意义，这个假设包含的内容是语言总是在语境中出现；语言是对语境敏感的；语言总具

有交际性；语言是为交际而存在的。其中，所谓的“语境”包括文化语境、社会语境和认知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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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在此基础上她提出了“话语连贯模式”。“话语连贯模式”分为五个层面即意念结构、交

谈结构、行为结构、信息状态和参与框架。其中，信息状态是本研究汉泰语语料库出现频率差

异最大的层面。 

有关信息状态话语标记的研究至今已得到广泛关注，如英语“y know”的研究(Schiffrin，

1987)；汉语“你知道”的研究（刘丽艳 2006；单谊 2015）；汉语“你不知道”的研究（周毕

吉、李莹 2014）；“我跟你说”的研究（干敏 2012；张晶 2014）；汉语“我说什么来着”的

研究（吕为光 2011）；汉语话语标记“怎么说呢”的研究（曹秀玲 2014；吕为光 2015）等，

而泰语中还未有相关研究。因此，本研究希望通过对两种语言的深入研究，加深理解汉泰语话

语标记的特点，并希望本研究有助于汉泰语的对外教学以及对深化汉语和泰语的话语标记的认

识有一定的意义与帮助。 

由于“话语标记”是具有口语特征的，为了准确分析汉泰语话语标记，本研究收集了不同

语境的口语语料进行转写，建成 149580 字的汉语语料，105863 字的泰语语料。语料内容包括

“谈话类节目”、“文艺作品”、“录音采访”（表 1）。 

表 1 汉语母语者与泰语母语者语料对应 

语料类型 汉语 泰语 

谈话类节目 
访谈节目 

鲁豫有约：王凯（明星） 

杨澜访谈录：崔永元 

The weekly summary：电影节 

The weekly summary：新闻 

采访 “运动员”、“歌手” “排球运动员”、“明星” 

文艺作品 

小说 
朋友与家庭关系小说 

《她的城》 

家庭关系小说 

《佳媞的幸福》 

电影 
旅游、朋友、爱情类电影

《人在囧途之泰囧》 

朋友、爱情类电影《爱在暹

罗》、《初恋这件小事》 

录音采访 

随意 朋友聊天：吃饭闲聊 朋友聊天：吃饭闲聊 

学术 

1.博士论文答辩 

2.方梅老师的讲座以及讨论

阶段的录音 

1.博士论文答辩 

2.学术讨论“评职称” 

语料数量 149580 105863 

二  汉泰语信息状态话语标记功能 

信息状态(Information state)是说话人和听话人双方的有关知识和元知识。话语交际除了关

系到说话人和听话人的各种角色、话轮、信息及信息意图、还涉及到说话人对听话人有关交际

信息的预想，涉及到知识和元知识，说话人知道什么？听话人知道什么？说话人和听话人的共

识等。其中，说话人的知识和说话人对听话人的预想是信息结构的主要成分。本研究把说话人

对听话人有关交际信息的预想，分为已知信息、未知信息和在想信息（图 1）。已知信息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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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话人的已知信息和说话人认为听话人知道的信息。信息的已知和未知对说话人选择话语有一

定的影响，涉及到说话人会选择说什么话题，用什么样的话语形式来表达，涉及到该话语对听

话人产生的影响。就如，一般人们在交际中如果知道该话语是对方已知信息就不必再说一次，

而如果为了要把该话语当成话题进行交际的话，一般情 

况下，话题后的内容就可能是进一步补充该话语信息或是为了强调话语的重要性。在想信 

息是说话人认为听话人在想的信息。 

 

图 1 连贯模式中的信息状态话语标记 

从语料考察，泰语信息状态话语标记可分为未知信息标记（如：บอกใหน้ะ[bɔ:k22 

hai41na55]、ทราบไหมว่า[sa:b41maj24wa:41]），已知信息标记（如：น่ะ[na55]、อยา่งท่ีพูดว่า
[ʔja:ŋ22thi:41phu:d41wa:41]）和在想信息标记（如：ล่ะ[la22]）。汉语信息状态话语标记可分

为未知信息标记（如：你知道吗、我跟你说），已知信息标记（如：你知道）和在想信息标记

（如：呢）。以下是汉泰语信息状态话语标记的例子及说明：
①
 

2.1 未知信息话语标记 

信息状态的未知信息话语标记是说话人认为他将要发出的话语是听话人不知道的信息或不

在听话人的信息范围。 

 

 

 

图 2 说话人和听话人的信息状态（未知信息） 

泰语信息状态的未知信息话语标记成员，如：บอกใหน้ะ[bɔ:k22hai41na55]（告诉你）和

ทราบไหมว่า[sa:b41maj24wa:41]（包括跟“知道”相关的未知标记 รู้ไหมว่า[ru:55maj24wa:41]、ไม่
ทราบว่า[maj41sa:b41wa:41]、ไมรู้่[maj41ru:55]、 รู้เปล่า[ru:55pla:w22] ）（知道吗），母语者使

用标记的例子如:

                                                             
①以下例子使用英文简称 DM 标示“话语标记” 

信息状态

已知信息

未知信息

在想信息

说话人将

要发出的

信息 

听话人 

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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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播音员:วนัน้ีคุณผูช้มส่งมาเยอะจริงๆ น่ี DM ผมบอกให้นะฮะ DM ตั้งน้ีเน่ีย DM ไม่ใช่
สคริปนะฮะ DM  

今天 观众 寄 来 多  真的   DM  我  bɔ:k22hai41na55堆 这 DM 不是 演讲

稿 DM 

น่ีคือ ส่ิงท่ีคุณผูช้มส่งมาหาเรา 
这是 信 观众 寄 来 我们 

 （今天观众寄来这么多（信），DM，我告诉（你），这堆（信）不是演讲稿，这是观众寄给

我们的信） 

《The weekly summary：电影节》 

（谈话类话题）                        

例（1）播音员（说话人）用 บอกใหน้ะ[bɔ:k22hai41na55]来表示接下来要说的信息是听话人

不知道的信息，即“这堆东西不是演讲稿，而是观众寄来的信”。该例子 บอกใหน้ะ
[bɔ:k22hai41na55] 做未知信息标记。 

 

（2）朋友：เออ DM พวกแกรู้ป่ะว่า (รู้ไหมว่า ) DM ท่ีโรงพยาบาล X มีเพื่อนเราคนนึงมีข่าวแยง่
แฟนพยาบาลในนั้น 

  DM 你们 ru:55pa22wa:41DM  在医院某有朋友我们个一消息抢男朋友护士

那里 
        （DM，您们知道吗在某医院,（传出了）我们同学抢别人男朋友的消息） 

《吃饭聊天》 

                                                              （随意性话题） 

例（2）朋友（说话人）认为将要讲的事情是听话人可能不知道的信息，因此选择用

ทราบไหมว่า[sa:b41maj24wa:41]来发话。 

汉语信息状态的未知信息话语标记成员，如：“你知道吗”（你不知道）、“我跟你

说”（我告诉你），母语者使用标记的例子如下： 

 

（3）哎，但我真的很羡慕他这样。就是因为我觉得母亲跟孩子之间是很容易这样表达的，

父亲跟孩子，特别是父亲跟儿子之间是不容易这样表达的，我觉得这一点…啊？

父亲跟孩子，特别是父亲跟儿子，你知道吗，因为是，不管是，哪怕是小孩，他

毕竟是两个男性之间，他其实会有那种，男人之间会要，会有一点绷着的感觉，

就不太容易去… 

《访谈节目：鲁豫有约》                                                                           

（谈话类话题） 

例（3）说话人认为要讲的事情是听话人不知道的信息，说话人用“你知道吗”来引

出“父亲和儿子之间难以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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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陈枫：你不知道，泰国的海滩有多美。《朋友》 

《朋友聊天：吃饭聊天》 

                                                                           （随意性话题） 

例（4）“你不知道”作为话语标记用来表达说话人认为听话人未知的信息，在信息框架

上作未知信息话语标记。 

以上是汉泰语母语者未知信息标记的使用例子，从标记共性上来看，汉泰语未知信息话语

标记同样是由表达“知道”、“说”、“告诉”的词汇组成的未知信息的话语标记。另外，汉

泰语信息标记所出现的位置也基本相同，均可以出现在句首，做未知信息标记，标记的来源主

要是来自小句。 

2.2 已知信息话语标记 

信息状态的已知信息话语标记是说话人认为听话人已经知道的信息，也是说话人想要强调

的信息。 

 

 

 

 

图 3 说话人和听话人的信息状      （已知信息） 

泰语信息状态的已知信息话语标记成员，如：น่ะ[na55]（อ่ะ[ʔa55]）（啊）、อยา่งท่ีพูดว่า
[ʔja:ŋ22thi:41phu:d41wa:41](เห็น[hɛn24]、 บอก[bɔ:k22]、พูด[phu:d41]) （就像我说的），母语者使用

标记的例子如下： 

 

（5）朋友：เฮย้DM น ้า มาไกลถึงขนาดน้ีแลว้ก็ตอ้งสูใ้หท่ี้สุดสิDM น่ีDMไม่ใช่
แค่ดมัเมเยอร์โรงเรียนแลว้น่ะDM 

DM 小水来远到 这么 然后要坚持到底 DMDM 不是只乐队指挥学校了 DM 

เป็นดรัมเมเยอร์ไมห้น่ึงของจงัหวดัเลยDM สู้ๆ  
是乐队指挥第一的  府  DM  加油 

（小水，都到这个程度了，要继续加油，这不只是学校的代表了 na55，是

城市的代表了，加油） 

《初恋这件小事》                                                                    

（电影类话题） 

例（5）朋友（说话人）用 น่ะ[na55]放在句末强调“这是很好的机会”，例子中小水的朋

友认为小水对这件事情也是知晓的。所以该例子中 น่ะ [na55]做已知信息标记。 

 

说话人 听话人

已知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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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อย่างที่พูดว่าDMถา้DMเขาลุยทางใหเ้รา แลว้DMเราจะมามวันัง่ถางทางท าไม 
DM   DM 他 开路给我们 DM 我们要 坐 谈  干什么 

（ʔja:ŋ22thi:41phu:d41wa:41如果他帮我们开路了，我们现在还在干这些事情干什么） 

《学术讨论“评职称”》 

                                           （录音采访类话题·学术性） 

例（6）说话人用 อยา่งท่ีพูดว่า[ʔja:ŋ
22
t
h
i:41phu:d41wa:41]放在句首，例子中说话人认为听话

人对该事件是有相关知识的。该例子 อยา่งท่ีพูดว่า[ʔja:ŋ22thi:41phu:d41wa:41]做已知信息标记。 

汉语信息状态的已知信息话语标记成员，如：“你知道”，母语者使用标记的例子如下： 

 

（7）徐朗：你干什么你？ 

宝强：不是，你手机没关呢，你知道，这样（做）很危险的。 

《人在囧途之泰囧》 

（电影类话题） 

例（7）宝强用“你知道”来表明自己认为徐朗（听话人）知道“上飞机不关机很危

险”，说话人需要强调该事实，所以用“你知道”来强调。 

 

（8） 方梅：我们知道，那么可能是，嗯，从词汇意义到语法意义，这样的一个演变。 

《方梅老师的讲座》 

（录音采访类话题·学术性） 

例（8）“我们知道”来表明自己认为听众（听话人）她所说的内容。 

 

以上是汉泰语母语者已知信息标记的使用例子，从标记共性上来看，汉泰语已知信息

话语标记同样都有强调话题的功能。标记的来源，除了泰语的 น่ะ[na55]来自语气词，其他

汉泰已知信息标记都来自小句。 

2.3 在想信息话语标记 

信息状态的在想信息话语标记是说话人认为听话人在想信息的过程，该信息可能是跟 

说话人在想信息一样或可能是不一样。 

 

 

图 4 说话人和听话人的信息状态（在想信息） 

泰语信息状态说话人认为听话人在想该信息状态的话语标记成员，如：ล่ะ[la55]，母语者

使用例子如下： 

（9）朋友：กินเสร็จแลว้จะไปไหนต่อล่ะDMแก 

说话人 
在想信息 

听话人 
在想信息 

说话人 
在想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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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 好  了 要去 哪儿 la55DM 你们 

  （吃好了，我们去哪儿 la55） 

《朋友聊天：吃饭聊天》                                                                                      

（随意性话题） 

例（9）朋友（说话人）用[la55]放在句尾提出问题，说话人认为她发出的信息是听话

人在想的信息。 

汉语信息状态的在想信息话语标记成员，如：“呢”，母语者使用标记的例子如下： 

 

（10）施威龙：你才不做呢，压力太大了。 

《朋友聊天：吃饭聊天》 

                                                                （随意性话题） 

例（10）施威龙（说话人）用“呢”说明自己认为陈枫（听话人）在想的信息是“不会选

择这份工作”，同时也表示施威龙对该信息的强调，引起听话人对信息的关注。 

以上可见，从标记功能上看，汉泰语说话在想信息话语标记的功能相同。标记的来源泰语

ล่ะ[la22]来自语气词，汉语“呢”同样来自语气词，出现位置也相同，即可以出现在话轮尾和

话轮间尾。 

三  汉泰语信息状态母语者使用频次 

汉泰语信息状态的使用频率是根据 149580 字的汉语语料和 105863 字的泰语语料来统计的。

汉语信息状态话语标记使用频率为 259 次，泰语是 563 次，按每一千字计算汉语使用频次是

1.73 次，泰语是 5.32 次。可见，泰语信息状态的话语标记的使用频率高于汉语，体现了泰语

中有话语标记使用的特征。与汉语相比，信息状态的话语标记在泰语交际中运用得很广泛。 

表 2 汉泰语信息状态话语标记使用频率表  

信息状态 汉语使用频次 每一千字计算 泰语使用频次 每一千字计算 

未知信息 40 0.27 441 4.17 

已知信息 26 0.17 53 0.50 

在想信息 193 1.29 69 0.65 

总共 259 563 

从功能使用频率分析，汉语信息状态话语标记使用频率分为：未知信息 40 次（每一千字

使用 0.27 次），已知信息 26 次（每一千字使用 0.17 次），在想信息 193 次（每一千字使用

1.29 次）。泰语信息状态话语标记使用频率分为：未知信息使用频次是 441 次（每一千字使用

4.17 次），已知信息 53 次（每一千字使用 0.50 次），在想信息 69 次（每一千字使用 0.65

次）。可见，汉语母语者与泰语母语者使用标记的习惯不同，在信息状态上汉语母语者较多使

用在想信息标记，而泰语母语者较多使用未知信息标记。 

四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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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泰语中都有话语标记的存在。在人们使用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时，也会涉及到说话人

和听话人的信息状态。根据说话人和听话人有关知识和元知识从说话人和听话人对该信息的状

态，可以把信息分为已知信息、未知信息和在想信息。在信息状态上，汉泰语话语标记的来源

和使用具有共性也有差异。其共性是汉泰语信息状态的话语标记来源都主要来自小句和语气词。

不同的是，从使用频次分析，泰语母语者使用信息状态的话语标记频率具有话语标记使用的特

征，即在使用频率上高于汉语母语者的使用。另外，从母语者使用话语标记功能的分析来看，

汉语使用频率从高到低是信息状态上的在想信息功能>未知信息功能>已知信息功能，而泰语母

语者使用信息状态的话语标记的频率从高到低是未知信息功能>在想信息功能>已知信息功能。

两种语言的共同和差异，共同之处是有利于双方语言的理解，而不同之处则可能阻碍语言理解

和运用。从汉泰语信息状态的话语标记对比研究得出的共同点及其差异，我们希望，该成果将

对语言研究及对对外汉语教学提供科学的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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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基于认知角度的泰国人汉语定语语序分析与教学策略 

The analysis and teaching strategies of Chinese attributive word order by  

Thai learners from cognitive perspectives 

雷雨 1，詹夏 2 

（1.重庆大学 国际学院,中国 重庆,400044;  2.泰国南方大学 中文系,泰国  

宋卡 90000） 

摘要：本文针对泰国人学习汉语定语时语序容易出现偏误的情况，从时间顺序、移动策略、

可别度领先、长度顺序等认知原则的角度，分析泰语定语后置的原因，并对比了汉、泰语定语

语序的认知机制。根据泰国学习者常见定语语序偏误，结合“认知型教学策略”，设计出直观、

易用、有效的定语语序练习。 

关键词：定语语序；认知原则；教学策略 

 

Abstract：Based on the situation that Thai learners are prone to make mis-order errors when 

learning Chinese attributive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reasons for the postposition of Thai attributives 

and compares the cognitive mechanism of Chinese and Thai word order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chronological order, mobile strategy, identifiability hierarchy, length order and other cognitive 

principles. According to the common errors of Thai learners, combined with the "cognitive teaching 

strategy", the intuitive, easy-to-use and effective attributive-order exercises are designed consequently. 

Keywords: attributive word order; cognitive principles; teaching strategy 

 

引言 

在泰国汉语教学中，定语错序偏误是个特别难的问题，尤其是学生在学习的初、中级阶段。

造成偏误的原因主要是母语负迁移，因为泰语的定语都放在中心语后面，学习者容易受到母语

的影响。如果能从学习者深层的认知机制找到定语容易后置的原因，并对比汉、泰语定语语序

的认知机制，可以提高泰国人汉语定语习得的效率。目前汉语定语教学尚没有基于认知角度的

教学策略，本文创造性地提出“认知型教学策略”，尝试通过改变认知习惯的练习来促进泰国

学习者的汉语定语语序习得，希望对泰国汉语教学和泰国人汉语习得研究提供一些启发和参考。 

一、语序的认知原则 

                                                             
①【基金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 NO.2018CDGJXY0053 资助项目(Project No.2018CDGJXY0053 supported by the 

Fundamental Research Funds for the Central Universities)。 



 

259 

雷雨，詹夏                                  基于认知角度的泰国人汉语定语语序分析与教学策略 

 

汉语的泰语同属 SVO 语言，从语序类型学的角度来说，定语都应该后置于中心语。但是， 

汉语却具有 SOV 语言的特征：定语先于中心语。根据 Dryer(1992)的调查，在 61 个 SVO 语言

中，只有汉语是定语前置的。泰国人在习得汉语过程中，常常出现定语错序的偏误。 

同为 SVO 语言，为什么汉语和泰语的定语出现截然相反的语序？这两种语序的形成有什

么认知机制上的原因？下面从认知原则的角度来分析。 

1.1 认知的时间顺序 

Osgood(1980)认为语言有两种语序，自然语序和凸显语序。自然语序立足于时间顺序，凸

显语序立足于焦点，负载着说话人的兴趣、心绪、态度等。吴为章(1995)也认为接受“时间顺

序”原则制约的语序，是常规语序，或自然语序，反之则出现“凸显语序”。其中“凸显”原

则是运用“焦点”的观念来定义的。戴浩一(1988)提出“时间顺序”原则，用两个句法单位所

表示的观念里的状态或事件的时间顺序决定它们的相对语序。根据这一原则，他提出“完整的

汉语语序理论”，其中包括“修饰成分前于中心名词”原则。根据“时间顺序”原则，汉语的

定语语序属于自然语序，泰语属于凸显语序。在对某种事物进行修饰、限制或描述时，汉语遵

循时间顺序，泰语则突出被修饰和限制的对象。 

1.2 认知的空间顺序 

刘宁生(1995)认为，汉语的语序倾向于从“参照物”到“目的物”，这一原则影响了偏正

性名词短语中“修饰语”和“中心语”的词序。首先，汉语倾向于由大到小的表达顺序；其次，

汉语遵循由已知到未知的表达顺序。张敏(1998)从认知过程中主体和客体空间位移的角度，将

认知策略分为两种：汉语采用“移动自我”的认知策略，即移动认知主体去逐渐接近某个客体，

因此首先看到整体，而后靠近客体本身。英语则采用“移动客体”的策略，即我们所认知的客

体自己逐步从包容它的一个个大的客体中移动出来，因此先看到小的客体，再看到逐级增大的

客体。 

从汉语和泰语的定中结构语序来看，汉语“移动自我”时，首先看到参照物，然后逐渐接

近目的物，因此，语序为“定语（参照物）+中心语（目的物）。”而泰语则相反，通过“移

动客体”，认知主体首先看到目的物本身，然后随着目的物的逐渐移动，进而看到参照物，语

序为“中心语（目的物）+定语（参照物）”。 

1.3 可别度领先原则 

根据 Lambrecht(1994)的可别度排序，符合认知的语序应为：旧信息先于新信息，背景先

于图像，框架先于焦点，大单位先于小单位，全部先于部分，大数目先于小数目。汉语的名词、

名词短语、介词短语等作定语时，语序基本符合这一原则。而泰语中这类定中结构的语序，则

呈现出图像先于背景（*朋友中国），焦点先于框架（*讲座关于中国文化），小单位先于大单

位（*四点下午）等特征，不符合可别度领先原则。 

不过，Dryer(1988)、陆丙甫(2005)认为，形容词的可别度比名词低，因此在大部分语言中，

形容词定语后置于核心名词的结构占优势。泰语的形容词定语后置，又是符合可别度原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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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为善(2010)指出，人类的认知总是从已知到未知，因此，遵循从可别度高的成分到可别

度低的成分的语序方向。自然语言的信息流遵循可别度大小安排语序，是语言共性。汉、泰语

的定语语序部分符合可别度原则。 

1.4 长度顺序原则 

Hawkins (1983)、Arnold等(2000)的研究发现，人类语言的长成分通常倾向于后置。Arnold

认为(2000)认为长成分通常表达比较新的信息，因此后置；另外，长成分占用较多短时记忆空

间，出现在后面可以减少记忆负担，也可以给说话者更多组织句子的时间。Dryer(1992,2003)

的语言样本库显示，关系小句在人类语言中是以后置为绝对优势的。汉语中动词短语、主谓短

语、状态形容词等结构述谓性较强，语法类别上相当于关系小句（王远杰，2008）。根据语言

共性，这类结构作定语时倾向于后置。在泰语中，这类定语后置是符合认知规律的，而汉语将

长成分的定语均前置，则违反了语言共性，因此较难习得。 

1.5 小结 

从上述的分析可以发现，汉语和泰语的定语语序不同，是受不同的认知原则影响造成的。

不同语言会采用不同的语序，因为它们对不同原则有不同的取舍。 

汉语定语在前，中心语在后的语序，符合时间顺序原则，遵循了“主体移动”策略，基本

符合可别度领先原则。 

泰语中心语在前，定语在后的语序，选择了凸显语序，遵循“客体移动”策略，符合长度

顺序原则。 

二、语序偏误的认知分析 

通过自建 55 万余字的中介语语料库，笔者考察了泰语母语者习得汉语定语过程中的特征

和规律，以及习得顺序。研究发现，单项定语和双项定语偏误中最典型的都是错序偏误，即定

语全部或部分后置于中心语。在提取的 1879 例单项定语偏误中，错序偏误 682 例，占单项定

语偏误总数的 36.3%；双项定语 411 例偏误中，错序偏误 296 例，占多项定语偏误总数的

57.48%（周小兵、雷雨，2018）。 

造成泰语母语者定语错序偏误的原因，主要是母语负迁移。在 VO 语言里，O 的修饰语位

于 O 的右边。（伯纳德•科姆里，2010）。作为典型的 SVO 语言，泰语的修饰成分向右分支，

即定语后置于中心语。下面具体分析一下泰国人定语偏误的典型用例，从认知角度解释偏误出

现的原因。 

2.1 单项定语错序偏误中，初、中级阶段名词类定语的错序偏误最多，其中与处所表达相关的

定中结构出现定语错序偏误的频率很高。如： 

*东西的南宁比东西的重庆多便宜。（初级：南宁的东西/重庆的东西） 

 

数量词定语错序偏误频次也较高。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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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点钟我起床了，洗澡，去食堂三吃早饭。（初级：三食堂） 

*我带朋友 4 个人陪我去。（中级：4 个朋友） 

*一到了宿舍,他们要先付钱 10 元。（高级：付 10 元钱） 

 

名词、名词短语和数量词作定语时，跟时间表达相关的定中结构容易出现错序。如： 

*大概六点晚上我们去一食堂一起做活动。（初级：晚上六点） 

*早上 24 号，今天要很早起床。（初级：24 号早上） 

 

根据认知原则，造成错序的原因是泰语习惯凸显焦点，因此表达处所、数量时，先说核心

名词“东西”、“朋友”、“钱”等，再说衬托焦点的处所、环境、具体数量等次要的信息。

表达时间时，先说最重要的时间点（焦点），再说时间点所在的更大范围的时间段（背景）。 

2.2 多项定语错序偏误中，介词短语后置于中心语的偏误比较典型，尤其是“在+名词（短语）”

表示处所和“关于+名词（短语）”的定语结构。如： 

*我听说我的中国朋友在南宁就拜会我们在重庆。（初：我在南宁的中国朋友） 

*老师给我们看了很多视频关于南北的食品。（中：很多关于南北食品的视频） 

 

根据泰语的“移动客体”认知策略，泰国人习惯先说目的物“朋友”、“视频”，再说参

照物“在南宁”、“关于南北的食品”。同时，泰语某些成分作定语时违反可别度领先的原则，

往往“焦点”先于“框架”，“图像”先于“背景”，也是造成介词短语定语错序偏误率较高

的原因。 

2.3 单项和多项定语偏误中，动词短语、形容词短语后置的偏误率都比较高。如： 

*师傅开校车告诉我们你们很厉害。（初级：开校车的师傅）（单项） 

*在这里有很多纪念品，有风景很优美。（中级：很优美的风景）（单项） 

*我觉得她是一个原因让我喜欢这里。（高：让我喜欢这里的一个原因）（多项） 

*第二天我认识新朋友很多。（高：很多新朋友）（多项） 

 

多项定语中，主谓短语后置于中心语的偏误率较高。如： 

*在重庆第一个地方我们去玩儿是瓷器口。（初：我们去玩儿的第一个地方） 

按照认知规律中的长度顺序原则，长成分倾向于后置。汉语的动词短语、形容词短语和主

谓短语等结构较长，容易被泰国学习者放在后面。尤其是多项定语中，学习者将结构较短的定

语放在中心语前面，长成分的定语放在后面，这是符合认知规律的。 

总的来看，泰国人的定语偏误，不管是全部定语后置，还是部分定语后置，都有其认知上

的原因。这也体现了泰语的认知原则对泰国人二语习得的影响。了解这种原则，可以帮助我们

更好地分析泰国人汉语定语的习得过程，从而提出有针对性的教学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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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认知型教学策略 

从认知的角度出发，对泰定语语序教学的关键就是将泰语的凸显语序转变为自然语序，

“移动客体”转变为“移动主体”，长成分后置转变为前置。在教学中，我们可以利用认知规

律，通过直观的方式，培养汉语的思维习惯，引导学习者按汉语的语序进行表达，如：背景到

焦点的移动，参照物到目的物的描述，从外到里的顺序，从大到小的表达等。 

3.1 定语语序的练习方法 

3.1.1 看图描述：通过图片清晰度、出现物来引导语序，先出现清晰的背景和模糊的焦点，学

习者会先说清晰的部分，再说模糊的部分。多次练习后，学习者逐渐形成背景先于焦点出现的

思维方式。 

3.1.2 围绕提问练习：通过提问的方式，引导学习者先围绕被描述的，回答关于事物的数量、

性质、特征等问题，最后才回答是什么事物。如：有几个/什么颜色/什么样的/在哪里/……＞

是什么。反复练习后，逐渐形成从参照物到目的物的观察顺序。 

3.1.3 套圈练习：定语在外圈，中心语在内圈，练习时先展示外圈，再展示内圈，要求学习者

按从外到里的顺序进行表达。 

3.1.4 大词和小词：将定语和中心语设置成不同大小的字体，进行搭配练习。通过字体大小引

导语序，先说大的词，再说小的词，逐渐形成从大到小、定语先于中心语的习惯。如时间表达

练习，可以将大的时段词做成大字体的卡片，小的时点词做成字体较小的卡片，让学生反复组

合练习。 

3.2 教学中定语项的选择 

能够充当定语的词和短语很多，为了提高习得效率，可以有针对性地对泰国人定语错序偏

误率较高的语言项进行练习。 

根据笔者的考察情况，对泰定语教学的重点是： 

单项定语：处所词、时间词、数量词、动词短语、形容词短语； 

多项定语：介词短语、动词短语、形容词短短、主谓短语。 

其中，主谓、形容词短语、名词短语偏误中，汉语中离中心语远的更容易被后置。介词短

语、动词短语不管在前在后，都容易被后置。在教学和练习时，也应该根据实际情况有所侧重。 

3.3 讨论 

基于认知原则制定教学策略，通过转变泰语的认知习惯来引导学习者建立符合汉语语法的

定语语序，这是一个新的尝试。这一新型教学策略，尚需通过教学实验来进行验证。另外，单

项定语和多项定语的教学策略是否有所区别，也是下一阶段需要进一步思考和研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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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校少子化、招生難的轉型經營分析 

An Analysis of the Transition of Taiwan's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fter the Decrease of 

the Overall Social Population 

李佳琪
1

，黎敏儀
2

，蔡政忠
3 

（1.莆田學院，中国 莆田 351100；2. 澳門大學社會科學學院，澳門 999078； 

3. 莆田學院醫療健康產業管理系，中国 莆田 351100） 

摘要：受到少子化、老齡化雙夾殺之下的臺灣，近年來高校出現大規模倒閉浪潮，大學授

課水份高、缺乏職場鍛鍊、學生不愛學習、專業課與市場脫節，這似乎是當代高等教育的通病。

本文主要探討臺灣高校近年辦學經驗，探究第二課堂在人才培養方案、勞動法規和企業人材需

求層面上之意義，並用文獻綜述法及個案分析法進行臺灣高校在少子化時代下經營理念、經營

手法及轉型路徑作歸納總結，最終探究出適合臺灣高校轉型之可行路徑，研究表明推行成人職

業教育、人才資源回收及轉崗轉任等應變策略有利於臺灣高校應對少子化潮流的進一步衝擊。 

關鍵詞：康齡大學；外勞；非法打工；實習實踐；少子化 

 

Abstract: Taiwanese universities have experienced a wave of large-scale bankruptcy in recent 

years due to population decline and aging. The quality of university courses is not good, students lack 

job training, students do not like learning, and professional courses are severely out of touch with the 

market. This seems to be a common problem in higher education all over the world. How should 

higher education be combined with vocational education? This paper mainly discusses the practical 

curriculum-oriented "second classroom" in personnel training programs, labor regulations and 

enterprise talent needs, "second classroom" has gradually replaced the "first classroom" trend to 

explain. Coincidentally, in March 2019, Henan Province of China announced the Implementation 

Measures for Fully Promoting the New Apprenticeship System for Enterprises in Henan Province. 

Since 2020, the Ministry of Labor of China has subsidized vocational training, and enterprises can 

cooperate with the government to carry out apprenticeship training. Vocational education, which has 

been ignored for a long time, seems to be beginning to show new signs of rejuvenation at the critical 

moment when China's demographic and economic structure appears to be in a transition bottleneck. 

Keywords: Kangling University; Overseas Labor; Illegal Working; Practice; Population 

Reduction 

一、臺灣高等教育的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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諺語曾說“男怕入錯行、女怕嫁錯郎”，臺灣學生處在當代教育制度的專業選擇上過早被

定性，進入大學後，除了人格心理測驗外，對職業性向測驗也沒有長期跟蹤觀察，導致學生從

高中開始就過早分出文理科，直到接上大學教育之後，又錯上加錯、重導覆轍，學生在學系、

專業選擇早早已成定局、積重難返，這導致學生面對沒興趣的專業學科卻礙於學校教務管理的

諸多限制而沒法轉到比較感興趣的學科專業就讀。在臺灣，學生轉專業必須在本專業學系成績

排名前幾名才有資格申請校內互轉，而臺灣大學生也犯上時代性的紮堆盲流，又或者父母鼓吹

去報考跟自己興趣完全相背的學科例如商學院、資訊工程學院、醫學院等熱門專業，這導致從

高中十五歲開始一直到大學二十三歲止，都處在跟自己興趣完全沒法對口的學科環境下被迫學

習著。 

另外，在大學高年級階段，各學系的專業實習實踐、畢業實習，也都問題層出不窮，這原

因來自學生打從大一因高考失利，被迫被調劑分發到自己不喜歡的校系就讀，因此種下學生對

所在專業的牴觸心理，一直到大三大四的所謂“老油條”高年級生，從高中到大學這幾年所有

的積怨不滿，夾雜即將畢業、專業水分高誤我前程的迷茫與憤恨，直接投射在大四畢業實習環

節，造成學生一到大四階段要不以考研究所、考公務員為名迴避畢業實習的統一安排，要不就

弄虛造假謊報假實習，不然就窩在自家父母企業當閒差，而系上老師往往在巡查學生離校外出

是否屬實實習，也多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態度，師生普遍認為都已經熬到快畢業了，師生一場

總不能不給畢業的心理，而學校主管也不以各種原因掐住推遲大學生畢業來給自己找麻煩。 

    在中考、高考等諸多選才制度上的錯誤，年輕沒社會歷練的學生也只能一錯再錯，整整耽

誤了七年寶貴光陰，直到大四穆然回首高中大學時光，除了艱苦學習邁過高考獨木橋的記憶之

外，在考上大學學著自己不感興趣的專業因此虛度光陰，在宿舍教室消極的打電腦玩遊戲機回

憶外，高校在人格塑造、專業知識的養成與個人興趣的培養都因此缺位，中國的高等教育在擴

招之後，走向工廠流水線式的將人材批量生產製造，對比之下也已經沒有古代師徒制所謂言傳

身教的人格塑造養成，這也導致眾多良心學者奔走呼籲，務必想出辦法挽救高等教育的失敗。 

二、留學生教育在臺灣近年來發展 

今年三月兩會的政府工作報告為深入貫徹黨的十九大精神落實《國務院關於加快發展

現代職業教育的決定》，教育部、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等多部委出臺了深化產教融合、校

企合作，這將是政府對職業教育的未來趨勢。截止到 2017 年上半年已經有一批私立院校

因招不到學生而瀕臨破產。為招收學生,臺灣高校被迫提高錄取率。儘管如此,臺灣大專院

校學生學校缺額現象仍然十分嚴重。生源不足導致部分臺灣高校資源閒置,一些學校經營

慘澹,有人以“連猴子都可以上大學”嘲諷目前臺灣的高教現況。臺教育部長吳思華在

“立法院”表示,2017 年開始指導大學轉型或退場,未來的 3-5 年內 33.3%左右的高校要撤

並大量的高校倒閉和合併帶來的資源浪費和相關人員失業是“陣痛”,生源的減少使各高

校不得不降低招生門檻,甚至出現分數低於 5 分就可以上大學的現象,這對臺灣地區高等教

育的品質造成了嚴重的衝擊, 進而削弱了臺灣未來的人才競爭力水準。 

本文就以媒體報導去年臺灣康寧大學事件進行研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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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十一月，康寧大學委託人力仲介公司（又名外國勞動力仲介引進公司，以下簡稱外勞

公司）招收斯里蘭卡學生，當學生一到臺灣立即被外勞公司接到臺南幾家養家禽家畜肉品養殖

生產站點工作，經臺灣教育部門查核屬實為假借留學簽證實際上從事非法打工，臺灣教育主管

部門立即停止對該校教育經費補助、停止招生並在期限之內解散學校。這是一件大學左手騙取

教育經費補助、右手當起外國人力仲介的不法勾當，最後這一群“假留學真打工”的外勞因不

堪雇主的虐待，最後才將整件事情曝光，這種玩兩面手法讓外來務工人員被扒兩層皮的作法相

當不厚道，也違反了教書育人神聖使命，但是筆者長期在港澳與國外留學交換的觀察，在英語

系、葡萄牙語系國家的成人教育政策，其中有幾項是筆者認為不錯而且可以拿來當成未來課題

研究的重點，例如：一些外勞密集城市，如香港、澳門，因本地人口不願意幹粗重活，當地政

府迫不得已引進外勞，其中男性外勞多從事基礎工程建設，而女性外勞多從事家政、看護工作；

相對在普遍高學歷下的臺灣，少子化造成學齡人口偏少，以空中大學為首的成人教育業務拓展

還沒有往這一群外勞進行推廣，這很可能是歸因於政策層面還沒有辦法鬆綁，例如：空中大學

沒有海外留學生招生權限、外勞進臺灣是以務工簽證為主，管轄單位是勞動部門，但是如果出

現外勞在臺灣務工期間想深造或者留學，這方面的人員管理正是考驗臺灣公部門的應變能力，

但是臺灣政府部門現在職能分工過於細化，在很多需要相互協調部分容易產生互踢皮球現象，

加上臺灣公務員侷限在自己的業務範圍之內，往往把事情想得太過簡化單一，往往礙於法令法

規卻沒法變通轉型，導致很多需要政府橫向部門相互調節配合一下就能打通便民的工作，最後

都沒落實到位，也因此才導致康寧大學這類原本動機立意良好“校企合作”的招生方案，礙於

勞動部門與教育部門兩方的相互推諉最終壞事，這也更加讓臺灣面向發展中國家留學生招生政

策蒙上失敗陰影與負面影響。倘若事件能退回到曝光之前，康寧大學“假招生真引進外勞”的

作法能在政府教育、勞動、移民署等各部門做好協調、報告備案，並法律法規上給予適度鬆綁

來進行嘗試，其實康寧大學事件最後很可能往更好方向發展，這很可能是大學因應少子化被迫

出現經營轉型的典範事件，最後筆者分析研究“康寧大學外勞事件”可供改良的意見及建議有

以下層面： 

（一）畢業前夕的實習實踐環節沒有特色 

大學教育本來就會涉及專業的見習、實習等環節，臺灣對外籍留學生沒有像香港、加拿大、

英國與美國鼓勵留學生畢業之後，能從留學簽證自動延長一年務工簽證，就是將當地培養出的

優秀人才優先留在當地，這幾年臺灣還是停留在“三限六不”的自我封閉，這也造成一些自己

培養出來的人才留不住又養不活自己的窘境而被迫出走，這種為他人做嫁衣的“人才培養義工

機構”現象屢屢成為歐美教育界反面教材。 

筆者最近關注到臺灣科技部門從今年才開始考慮規劃高學歷、高技術人才的獎勵津貼與開

放工作移民簽證，倘若能把時間往前拉回早先二三十年前的臺灣，當時最為可惜就是沒能在高

污染、高人力密集型產業紛紛出走，臺灣必須重新面對經濟與產業轉型的關鍵思考，當時沒能

臨機應變做出長遠規劃打算，尤其在高端人力資源的引進、教育管理思維，以應付台商大量出

走潮之後，在填補勞動力空缺的反應非常不足。加上臺灣歷經多次選舉，各黨派政客為了博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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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選民的短期利益，大量劃出社會福利等不切實際的空頭支票，而忽略掉臺灣產業與人力結

構必須重整的長遠規劃，直到最進臺灣科技與教育部門才正式考慮留下高學歷、高技術的外國

人才移民政策，這個時間點似乎已經為時已晚，嚴重與當時亞洲四小龍的新加坡、韓國給遠遠

甩離而難望項背。 

（二）勞務簽證與留學簽證無法雙軌並進 

臺灣的外勞目前已經高達 70 多萬遠遠超出 55 萬原住民總人口數，這些外勞除了承擔臺灣

的基礎製造業、建築、農業、家政與老人看護之外，學校教育界卻從沒想方設法在這一龐大的

人群想出可以發揮的空間，筆者發現在港澳兩地，外勞在假期的人潮逗留和去向很值得研究，

例如菲律賓的外勞一到假期，早上先去天主教教堂進行英語彌撒，結束後就各自去聚會或逛街

購物吃喝玩樂；而印尼外勞也在假期去伊斯蘭清真寺舉行禮拜，結束之後也各自行程。由此可

見，在港澳兩地來自菲、印、泰等國的外勞均有自己深刻的宗教信仰儀式來填補在異鄉的精神

空虛。遂此現象，臺灣在中等職業學校或大專在面臨少子化生源減少的壓力之下，是否應該考

慮將教育的精神食糧供應從輔成年的就學群體轉移到外勞或其他可以開發的人群當中去？ 

    特別是在臺灣人口總數高達 70 多萬外勞以及早期嫁到臺灣的新住民群體 40 多萬，這些群

體在社會階級地位普遍偏低，倘若能在提升學歷與專業技能方面深入培養改造，他們來臺灣不

只是販賣廉價勞動力賺錢回家填補家用，也能在臺灣學取到他們母國所沒有的先進知識與技術，

等到他們在臺灣工作期滿之後，回到母國立即能從事社會地位高的行業，這項“人生重塑計劃”

的雙贏互惠考量也正是新移民社會工作的發展重點。假如臺灣教育、勞動、移民等部門結合職

業中學、專科、大學，這幾大部門能好好商討該如何開發利用這快高達百萬的年輕群體，例如：

針對外勞或外配家屬的教育程度、收入、社會地位、原母國的家庭結構、可支付教育費用、社

會勞動力需求與移民配額等深入研究的話，臺灣面臨少子化的中學、大學確實可以殺出一條血

路、枯木逢春。畢竟這類群體普遍聚集在偏鄉工廠、農村空巢老人等地方，而面臨少子化招生

危機的學校也恰好出現在非大型城市的縣市地區，當外勞、外配等群體在成人技職教育層面能

在臺灣學到頂尖技能或前沿技術之後，憑藉著自身學歷提昇與國外工作經驗等優勢，未來小螺

絲成棟樑是可以預期的，尤其是一些在海外有設立分工廠的企業，憑藉著他們刻苦、好學和精

通多國語言的能力，從底層一路走來的外勞逐步爬升到中高階主管，反而更受企業重用並徹底

改變人生。學校和政府部門不肯隨機應變來適應不同時代的變化趨勢，成天只想著守舊封閉、

照本宣科，做個不思進取，一方面貪婪地想拿政府教育補貼，另方面又想搭人口老齡化的政策

順風車，將公益、教書育人的公益教育單位，轉型成為高價收費的老人療養院，教育主管的心

機墮落致此，難怪臺灣一直無法趕英超美！ 

三、成人教育教學方式的革新 

隨著互聯網與手機通訊工具的發達，傳統教育也隨之改變，網路教育彌補傳統教育的不足、

實現教育公平性，特別是地域環境與經濟發展的落差，造成教育公平發展的阻礙，現在許多國

家都在進行教育改革，企圖消弭教育機會不均等現象，而網路發達讓教育正好彌補這方面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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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在高度發展的現代社會裏．對知識、技術都在不斷求新求變．僅憑一張文憑、一套老知識

就想一勞永逸在職場上順風順水的年代已成為過去，終生教育理念已逐漸被發達國家所接受，

昔日傳統的大學教育普遍存在財力不足、教學形式僵化，無法滿足在職人員的職場需要，然而

網路教學以其覆蓋面廣、更新速度快、便攜性高等優點，讓各年齡層的民眾能滿足自身多種知

識需求。 

然而無論是遠程教育、網絡教育與繼續教育，學生普遍存在控制力差、注意力不集中的現

象，尤其是學生在學習過程，教師需要進行問題提問與答疑，倘若在教學過程沒有老師隨侍在

側、有條不紊地嚴格監管學生的學習與教學進度的話，最後學生學習將處於混亂脫節的狀態，

因此遠程教育還是得多少結合傳統教育定時、定期的進行教師當面指導或遠距離會議視頻交流

列為學生考勤與學習過程紀錄。隨著社會的發展及網路在城鄉普遍推廣，最終兩者進化形成新

型教育模式，未來全日制的校園可能成為半天上課或一週固定時間來校面授，其餘結合“第二

課堂”與“第三課堂”來讓學生在職場實踐、社團興趣班活動當中補充其他全人教育的素質養

成，第二课堂及第三课堂相对于第一课堂来说的，通常指在课堂教学外的时间，学生在老师或

家长指导下所进行的加深基础知识，扩大知识领域，开阔视野，发展科技、文体、艺术等方面

的兴趣和才能，培养独立工作和创作能力，提高思想道德水平的一切课外活动。 

四、函授教育的死而復生：職場上量身訂做的學歷教育 

函授教育最早開始是鑒於中國幅員廣大，大專高等教育資源無法普及，教育資源礙於地域、

年齡等條件下，分配出現了極大的不均衡與不公，尤其在偏遠地區的大量優秀學子或在職人群

則無法進入大專學習或享受高等教育資源，當這群人成年工作後，還一直保持對學習莫大渴求，

加上工作單位也需要他們專業知識技能的提昇，因此在早期函授教育出現，出現了偏遠城鄉地

區的在職人員大量報讀函授課程，基於學員本身具備極大的學習熱情，早期函授教育在與任課

教師、函授站點、主管學校之間都能有很好的學習交流溝通。函授教育的重點在城鄉教學資源

的再重新分配，辦學方式可靈活多樣，對辦學地點、時間、課程可以根據學員實際情況進行調

整，在日常函授老師可通過郵件、信函、電話的聯繫來幫學生解疑。每學期由主辦學校負責擬

定專業教學計劃的設置，安排一兩位專業相關老師去函授點進行面授，授課期間安排一位助教

管控課程進度與在學期間的各項問題。但是隨著函授辦學規模日益增多，所謂教學改革與節約

成本的觀念開始興起，一些大專函授出現了問題，面對生源少的函授站開始放縱學生來校的學

習考勤，甚至老師、助教最後也都沒來函授站授課或者不依照教學計劃胡亂授課的現象，最後

函授教育淪為交錢走過場就能畢業，教學管理不嚴格造成學生不重視，開始出現缺曠課，最後

導致畢業生與社會普遍對函授教育評價極為惡劣的負面形象。 

另外，隨著經濟發展與家庭收入的提高，加上大專等高等教育擴大招生，越來越多的人得

以進入普通大專全職脫產學習，函授教育的生源很大集中在一部分混文憑的人身上，函授教學

品質難以保證。函授教育品質出除了學生素質嚴重下滑降之外，課程千年一律、了無新意的設

置也是導致學生學習熱情降低的主因，尤其是成年學生一般都已在社會崗位上摸打滾爬過的在

職者，如果函授教育只能提供空泛、老舊、對工作沒幫助、毫無實用性的課程，在口碑毒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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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下，函授課程則每況愈下。學生屢次曠課、紀律混亂，對函授站的教學管理出現巨大挑戰，

函授學校從早期貧困的年代貌似可以走出歷史、功成身退。 

因此從以上慘痛經驗得知，成人教育絕對不能讓單單以學校老師的視角來設計函授課程，

必須通過在企事業科學調研考察來加入當前社會熱門點，企業技術疑難解決方案等素材，或引

進外國成人教育的課程內容來預告社會發展進程中未來可能會遇上的前沿問題，這樣肯定能充

分調動學生的上課積極性與報讀意願，至於成人教育的師資選擇，勢必要比普通大專高校的師

資在學經歷以及具備豐富的實際業務技能人才才得以擔任主講教師，特別是成人函授教育講求

理論課程結束之餘，需要安排充足的實習實踐環節，成教與函授學生本身的特點是比起一般學

齡青少年更有求知慾和學習主動性，如果教師能夠掌握好學生的熱情，成人教育的發展勢必會

優於普通全日制教育。 

在外國，大專函授部門一般將函授站設置在企業單位的教育培訓部可作為員工素質提升的

在職教育機會，公司一般都鼓勵員工在工作之餘進行專業技能與效率的提昇，教育本應該是是

衡量社會是否公平正義、階級能否提昇的衡量指標，而當今國內全日制教育致命的原因在於過

度培養以填鴨式、升學考試為主的教學模式，這樣培養出來的學子完全與社會脫節，尤其是以

文科為主的成人教育更是一種危機，因此避免中學大學淪落成為空泛、空談教育，筆者長期觀

察網路普及之後，在不久未來將危及到全日制教育，甚至走向建教合作、校企聯合辦學、企業

訂單式培養的趨勢，其中很明顯函授成人教育培養出來的學員更能反應社會的需求，通過高校

與企業的合作辦學，將函授點直接設置在大型企事業單位培訓部或人事處，這可在企業專業計

劃定制中，根據企業實際需求，增加相應的技能課，使得通過函授學習後的學員，直接勝任企

業崗位，為企業節約了上崗培訓時間。同時，將函授站設置在企事業內部，還可以取得資源共

用，大學能將一些實踐實驗操作課程放在企業，為企業提供生產實習與基層員工就職准入的基

礎門檻，這類情況在奔馳、華為、三星等國際知名廠牌的工廠已經開始有訂單式培養的先例。 

五、高校少子化後另類招生宣傳手段 

高校的生源降低減少，我們學到臺灣和日本在少子化之下裁員減班的經驗教訓，高校生源

面臨減少會在小學、中學開始出現減班併校跡象，如何建立起高校招生轉型預警機制有以下幾

類可以嘗試： 

（1）天賦異稟的天才特教班招生手法 

少子化的浪潮下，各家小孩均在養尊處優的成長條件中長大，面對即將離家步入大學住宿

求學階段，父母家長更是精挑細選對自己小孩有益的學校，尤其是稟賦優異的學生家長更是費

心，優秀高中生的生源搶人大戰時不時在各個高中與大學發生，例如國立成功大學、國立清華

大學、國立交通大學這幾所臺灣名校都在每年暑假開設高中夏令營活動，表面上是針對高中生

進行科學教育普及，但內行人都明瞭這是預先在高中階段給開展高校招生宣傳活動，一些重點

大學在其所在轄區初中、高中則普遍有開設預科先修班、高中夏令營或科普教育營、初中高中

天才優等生菁英超前教學計劃等方式。這在中國大陸也同樣發生在本科保送研究生這一環節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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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單位招收應屆博士生的搶人大戰，這其中的套路手法不外乎舉辦研討會、夏令營、培訓班

等包交通吃住的優惠，但一般僅僅侷限在頗為熱門的生物醫學、資訊系統、電機工程等類別，

其主要目的是讓這些高中優等生、985 和 211 的保研生能在申請學校時，以第一志願報考這些

大學。然而這些行銷套路，已經從過去鋪天蓋地砸大錢購買報紙、雜誌、媒體來介紹學校的手

法，轉變成為以大學科學研究團隊來當成一線主力行銷宣傳，這更是凸顯高校管理部門是否注

重科研實力的最佳時間節點，因此在暑假以 985 各研究型大學為主的國家級重點實驗室研究團

隊都使出渾身解數在高中招生進行招生宣傳推廣，這種新型招生手段比起舉辦傳統大學博覽會

泛而不精、含糊籠統廣告內容更勝一籌，以實驗室或研究團隊在大學招生博覽會會場為自己大

學招生宣傳的手法，確實能夠增加學術氣息，給擇校家長與學生起到鶴立雞群、煥然一新的宣

傳印象。另外，在一些雙非的普通高校則動員學生社團進行遊說，希望透過年齡相近的學生思

想和語言來打動父母出錢入學；有些二本檔次的大學則主打一線城市的便利性、2＋2 或 3＋1

國外合作辦學或雙聯學制、4＋1 國內外本碩連讀等招數，來給高考失利的家庭有個翻身機會。 

（2）法規鬆綁讓讀技校未成年人享受“五險一金”合法打工特權 

    臺灣一般進入職場打工年齡為十八歲，對學習不感興趣或因為家庭、興趣等因素想早早進

入職場賺錢的青少年，臺灣目前頂多只做到平時上班，下班之後民眾自發就讀夜校或週末週日

成人教育。對於年齡放寬到是否在十八歲之前鼓勵進入職場的環節，臺灣一些學者已經開始從

少年家庭、心理、社會需求等各層面進行深入剖析，紛紛撰文建議臺灣勞動部門需要放寬未成

年人的合法打工範圍，不能一味盲從法定打工年齡之前不得進入職場賺錢，而耽誤了學校、學

童的生存發展，特別是職業中學招收的學生普遍不愛學習，但是卻有著打工賺錢的熱誠。在勞

動法規層面，能適度放寬以學校做為擔保或擔任指導單位與校外合法註冊的企業進行校企合作，

在向地方政府勞動部門書面備案，允許在有學校擔任擔保或列為指導單位的在校就學未成年人，

可以在學校指定的企業公司、工廠上班工作賺錢，這對少年走向社會職場鍛鍊實用技能則大有

幫助，這也能面向家境貧困的子女，不會刻意拘泥在 9 年或 12 年義務教育下，被政府教育部

門強迫進入學校就學，卻讀著自己不喜歡的書，拿著政府微薄的低保救濟金卻沒法自食其力賺

錢養家的尷尬窘境，學校社會工作師與殘疾人社會工作的職業再造與就業生存輔助計劃當中，

早已在此業務環節有著豐富的職業媒合經驗可以參照引薦。 

職業教育、成人教育融入義務教育的嘗試，在許多重視職業教育的國家屢見不鮮，其主旨

特色在以“第二課堂為主、第一課堂為輔”的建教合作、校企合作當中，透過勞動法律法規的

鬆綁與政府針對性的補貼貧困學生學、雜、住宿及生活費的減免，讓低收入家庭的子女能夠從

社會底層自食其力、白手起家，徹底擺脫低保的標籤化與汙名化。少年是人格養成階段期，有

些少年因為家庭環境、興趣愛好、經濟壓力等條件，迫不得已想在未成年之前出來打工承擔家

計或者單親、隔代、空巢家庭等因素需要自力更生，在這類有特殊職業需求的少年群體，倘若

職業教育沒法發揮職能功效的話，僅僅以一刀切的簡單粗暴的方式，強制規定未成年人不得打

工，這樣不止不通人情，也會出現社會保障學裡的“吃低保養懶人”現象，尤其是年紀輕輕不

給他出來闖蕩江湖、自力更生的話，少年一旦認為只要呆在學校不學習也有低收入救濟金可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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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對少年人格養成與鬥志頹喪都很不利，因此在中學階段，只要有學校能出具擔保，法律法規

確實應該放寬每週給少年多少小時的打工時間限制，例如未成年人一般時段可以去打工賺錢，

但是需要在特定時段的（如週六日或夜晚）返回校園繼續學習職業技能，並且地方勞動局與兒

童局視用工情況得以補貼企業稅費與少年薪金。在高齡長壽化下的日本，在法律法規方面就放

寬老人力的工作年齡，相對臺灣困難或特殊需要的家庭，地方政府在中學職業教育與建教合作、

校企合作這一環節也需要適度鍛鍊少年力的社會化過程。 

表 1：成人教育時長與教學屬性 

時長 教學屬性 

短期 興趣補習班，才藝班，技能考證，求學或升學考試等性質為主的短期教學模式。 

中期 學歷學位教育：返校接受系統化的專業教育。 

長期 

終身教育；授課對象可分為二種，一種是專業在職人員的專業持續性的提升，例如：專科醫師的專業新

知能力的培養。電腦資訊工程人員隨著電腦改朝換代的需求，電腦專業知識的能力提升，以保持不被時

代淘汰的職業競爭力。另外一種是非專業性的長期教育，例如：退休後的老人大學，面向社會人群的業

餘興趣愛好班，例如：廣場舞蹈、太極健身、書法盆栽等活動，又或者是義工行善等。 

 

六、新時代成人教育課程的量身訂做與證照制 

成人學歷教育是一種在某方面的專業基礎知識上的廣而全的知識，而職業資格證書的培訓

則是在某單一領域的專業技能認可證書，這類證書是有年代與時效性的限制，例如以前的計算

機考試，因為作業系統的改朝換代而取消考試。因此全方位的成人教育必須顧慮到成人學歷學

位的本質上提升，也要考慮職業資格證書與時俱進，因此在從事成人教育需要講求雙師型的教

學人才之外，也要同時要求學生在學歷學位、職業資格證書同步提升。 

（一）化被動為主動，量身訂做成教需求 

該如何量身訂做實用性強的學位課程和實操性強的職業技能證書課程，讓社會在職人員在

工作閒暇之餘覺得返校就讀進行知識更新是極其有價值的教育費用支出，這才是成人教育的重

點所在，因此教育消費人員的分層選擇在此需要近一步細化分類為個別人員和單位群體二類。

針對在職的單獨個別人員，成人教育課程開發部門需要找出令社會在職人員感興趣又實用的課

程提供給教育消費者選擇參考，課程的選擇包裝需要透過當地精準科學的區域調查、問卷訪談，

因城市的屬性不同，課程設計者需要逐步篩選出該地區城市民眾教育需求，例如一座以工業製

造為主的城市，就得考慮開設與工業製造、產品創新、成本控制、行銷通路和行業前沿為主的

系列課程。 

成人教育另一層面的選擇是面向單位群體的課程需求與合作辦班模式，在授課方法的考量

上是以單向性的簡單面授模式，亦或者採用面授和所在公司實操見習的雙向互動性授課為主？

例如某地區的派出所民警，在該地區常見的民眾犯罪行為分析、民刑事案件在執法時的自我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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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或針對新發佈的法律法規等等，成人教育課程設計部門根據公安局的需求，專門開設以法

律法規、政策走向分析的培訓。一些私人的商業培訓中心、成人教育學會已經比起廣電大學各

地函授站更加入戶入心，私人培訓己經將城市地區的工廠、企業屬性摸底摸的一清二楚，尤其

是網格化的課程包裝銷售，已經到了街頭巷戰、互拔堡壘陣地的激烈，面對網路加快知識的廉

價獲取，反觀各地廣電大學還處在政府教育部門學位授予獨家專利的保護傘底下，這類人員還

處在冥頑不靈不求上進，成教證書的含金量已經不被社會所承認，未來這怎不會被時代給淘汰

呢？ 

（二）成人教育必須與職業資格證書掛上鉤 

以日本和臺灣的社會發展經驗，少子化隨之而來的是老齡化，老齡化、少子化猶如社會的

一把雙刃劍，因此成人教育可以針對少子化和老齡化的社會，開設一些照顧者與被照顧者相關

的實用技能課程，例如與當地醫院跨業合作開設居家照護教學實務，針對家中有剛出院或準備

出院的老人家屬開設衛生教育短期課程，這種預防再入院或治未病的預防醫學衛教課程，在日

本衛教人員的課酬是可以從醫保當中支付。另外，臺灣居家照服員（護工）、保姆、托育人員

持證上崗的考證培訓，婦產科作月子中心開設兒童早期教育基金與人壽保險選擇購買等課程，

針對中高齡人群開設老人長期照護保險的選擇，遺囑與遺產分割等法律課程，城市深度文化旅

遊導遊領隊證書等都在臺灣成人教育市場快速成長。 

七、小結：人才資源回收與轉崗轉任 

過去大學與中等職業教育均以青少年為主要授課群體，加上“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

“工字無出頭”等鄙視藍領工人階級意識作祟下，加上長期以來國家政策對技職教育的漠視與資

源不公，更造成家長在學校選擇上還是以普通高中、普通高校為主要升學考量，加上隨著人口

老齡化、少子化社會的到來，人口危機直接衝擊到經濟未來發展。當前高考已呈現本科高錄取

率現象，成人教育在一般人眼中已成為放養式的劣等教育，借鑒少子化危機下的臺灣，成人教

育反而是專業課老師結合住校社工、班主任（輔導員）針對在職生需要更多用心關懷栽培，究

竟這類群體的生存處境，比起一般全日制在校生，所面臨各種生活和學習效率更為複雜，反而

更需要入戶、入心提供關懷，特別是因為家庭經濟因素非自願離開學校、未成年就得走進社會

謀生的學子，在社會保障、社會救助、福利服務等多方面的社會資源鏈接，比起全日制的學生

更需專責人員網格化輔導，在面對弱勢或社會邊緣群體，這就類似司法社工觀護人制度的道理

是一樣的，近年來臺灣大量的流浪教師為了避免私立學校因少子化出現大規模的倒閉下崗潮，

學者蔡政忠教授對此進行過質性分析研究，倘若臺灣教育部門與司法部門能聯手及早規劃人才

轉任，即可避免臺灣人才外流到海外造成各種資源浪費，例如建議將流浪教師安排到法院或獄

政部門納入關觀護人制度的管理，或降低義務教育班級師生比例問題都是因應人口改變的應變

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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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当代“底层文学”的发展及其阶段性特点 

Development and Stages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Contemporary "Bottom Literature" 

李浩昌 

（泰国农业大学 人文学院中文系，泰国 曼谷 10900） 

摘要：“底层文学”是近些年来的一个热点话题，无论是出于商业炒作，还是缘于艺术创

作，俨然已成为一股引人注目的文学潮流，给略呈疲态的创作界带来了不少优秀的作品，引起

了众多学者的持续关注。时至今日，底层文学已走过十几年的发展历程，细加梳理“底层文学”

的发展及其阶段性发展特点这对“底层文学”自身的写作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基于

“底层文学”的题材、对象和内容,对“底层文学”发展进行描述,从记录打工群鸟个体的生活

状态、描绘农民工与下岗工人的彷徨与无奈和挖掘底层人物的精神世界三个层面对其进行分析。

以期对未来“底层文学”的发展提供一些有意义的参照。 

关键词：底层；底层文学；发展与特点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Bottom Literature” is a popular topic we are talking about, no matter 

what it is due to the commercial exploitation or the art creations, the way of literature’s trends and 

movements attracts many people to pay attention and also obviously brings a lot of excellent works at 

the same time. The evolution of “Bottom Literature” in the past ten years, if we put every steps of 

development in order, it will be very useful for further research on the topic. Therefore, this article is 

based on subject, object and details of Bottom Literature. Moreover, this article will show the step of 

bottom literature’s development and analyze them into 3 levels; labor group’s living statue, migrant 

workers with the hesitative and helpless laid-off workers and digging out the inner world of the 

“bottom” as well. 

Keywords: the bottom; bottom literature; development and characteristics 

 

2004 年，曹征路的《那儿》、李师江《廊桥遗梦之民工版》、陈应松的《马嘶岭血案》

等作品集中出现引发了有关“底层文学”的大讨论。“底层”题材进入文学视野，是文学自身

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文学直面当下、直面现实生活的高度体现。作家们将目光投向“底层”，

以知识分子的立场描绘了一幅幅在社会转型浪潮中底层人物沉浮与挣扎的生活图景。这不单是

作家的自我审视，亦是对现代化得与失的拷问与追寻。虽然“底层文学”作为一个新的文学概

念被人所表述，但这一概念背后所隐含的多重含义已逐渐成为当代文学中一个不可忽视的组成

部分。关注“底层文学”，分析和探究“底层文学”的发展与阶段性发展特点自然就显得尤为

必要。要厘清“底层文学”的发展历程，有必要对“底层”作一番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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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底层”概念及“底层文学”的发展 

（一）“底层”概念 

“底层”一词最早出现在意大利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安东尼奥·葛兰西的《狱中札记》中，

指的是被排除在欧洲主流社会之外处于从属地位的社会群体。20 世纪 80 年代初，印度一批优

秀的历史学家开始了关于南亚农民社会问题的研究，并于 1982 年底以总题《底层研究》发表。

它的发表对欧美、东亚乃至拉丁美洲的底层研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底层这一概念也随即引入

中国，一开始底层作为社会学概念而被介绍，陆学艺主编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一

书中有较为系统地阐述。此后，学者们也就何为底层展开过热烈的探讨。学者刘旭从社会学角

度出发，认为底层就是很少或基本不占有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群体，其主体构成

为工人和农民。
①
他进一步指出：“底层的主体构成实际上就是工人和农民，他们的主要特征

就是:“政治上基本无行政权力；经济上一般仅能维持生存，至多保持温饱；文化上受教育机

会少，文化水平低，缺乏表达自己的能力。”
②
王晓华则从三个层面阐释“底层”概念：“（1）

政治学层面—处于权利阶梯的最下端，难以依靠尚不完善的体制性力量保护自己的利益，缺乏

行使权利的自觉性和有效路径；（2）经济层面—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匮乏，没有在市场经济

体系中进行博弈的资本，只能维系最低限度的生存；（3）文化层面—既无充分的话语权，又

普遍不具备完整表达自身的能力，因而需要他人代言。”
③
以上表述虽观点不一，但其中如

“处于社会阶层的最低端”、“ 游离于主流之外的弱势群体”、“沉默的大多数”、“不具

备任何竞争优势”等表述，已渐为学界所接纳。 

张未民认为底层是社会学意义的一个概念，它是基于社会学有关社会分层理论的一种表述。
④
的确，底层概念的提出与中国社会转型、阶层分化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进入 90 年代，在市

场经济的巨大冲击下，中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陆学艺主编的《中国社会发展

报告》中就指出：“近十几年来，尽管我们改革主要是经济改革，但社会已经步入一个全面的、

整体性的转型过程。中国社会正在从自给（生活所需的物品依靠自己的生产，满足自己的需要）

半自给（生活所需的物品一半依靠自己的生产，一半依靠与外界交换获取物品）的产品经济社

会向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社会转化；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从乡村社会向城镇社会转化；

从封闭半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转化；从同质单一的社会向异质的多样化的社会转化；从伦理型

社会向法理型社会转化。”
⑤
社会的巨大转型使得原有单一的社会结构被多元化社会结构所取

代，社会关系结构的重组，导致中国社会急剧分化，贫富差距日益加大，社会阶层的分化也随

即浮出水面。陆学艺主编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一书以职业分类为基础，以组织资

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占有状况为根据，把当代中国社会划分为十个阶层：“（1）国家

与社会管理者阶层；（2）经理人员阶层；（3）私营企业主阶层；（4）专业技术人员阶层；

                                                             
①刘旭:《底层能否摆脱被表述的命运》,天涯,2004 年第 2 期。 

②刘旭:《近现代底层形象的变迁》,中文自学指导,2004 年第 1 期。 

③王晓华:《当代文学如何表述底层——从底层写作的立场之争说起》,文艺争鸣,2006 年第 4 期。 

④张未民:《“底层文学”引发思考(访谈)》,文艺报,2005 年 1 月 23 日。 

⑤陆学艺,李培林主编:《中国社会发展报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年版,第 8-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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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办事人员阶层；（6）个体工商户阶层；（7）商业服务人员阶层；（8）产业工人阶层；

（9）农业劳动者阶层；（10）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人员阶层。”
①
城乡无业、失业、半失

业人员阶层处于社会阶层的最低端，因对经济资源、文化资源和组织资源(政治权利)的占有程

度极低而被划为底层。他们是一群特殊的社会群体，处于社会的边缘，因为身处底层加之物质

资料的匮乏，他们的生活变得异常的艰辛与不易。作家们把底层民众在当下的尴尬处境通过文

学作品呈现出来，在引发广泛社会关注的同时，引导人们对社会和生活进行反思，进而探讨未

来发展的可能性。 

（二）“底层文学”的发展 

作为文学概念的底层，文学评论家蔡翔在 1996 年《钟山》第 5 期上发表的《底层》一文

中首次提到。在此文文中，他所谓的底层，主要是指在苏州河边棚户区生活的体力劳动者。作

者用满怀深情的笔墨叙述了自己当年在上海以及下乡时的生活，他对“底层”的关怀与赞美饱

含着知识分子感时忧民的情感。进入新世纪以来，2004 年《天涯》杂志率先发起有关底层的

讨论。《天涯》2004 年第 2 期在“底层与关于底层表述”的栏目下，发表了刘旭的《底层能

否摆脱被表述的命运》等文章，对 90 年代以来在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底层现象进行探

讨。接下来的几期，在这一栏目下，连续发表了蔡翔和刘旭的《底层问题与知识分子的使命》、

高强的《我们在怎样表述底层？》、顾铮的《为底层的视觉代言与社会进步》、吴志峰的《故

乡、底层、知识分子及其他》、摩罗的《我是农民的儿子》等文。同时，陈晓明的《在“底层”

眺望纯文学》、张韧的《从新写实走进底层文学》、段崇轩的《文学：距离底层民众有多远》、

罗岗的《“主奴结构”与“底层”发声———从保罗·弗莱雷到鲁迅》、李云雷的《近期“三

农题材”小说述评》、王文初的《新世纪底层写作的三种人文关照》等大批集中关注底层问题

的文章出现，使底层开始成为一种重要的书写。2006 年 1 月，《小说选刊》开设了“底层与

底层表述”栏目，在封面也打着“底层文学”的旗号，在每期都选了最有创作力度和深度的作

品，并在开篇都给予一定的指引和阐释。2006 年 4 月，《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组织了

“底层与文学”的研讨会。2004 年到 2006 年，《小说选刊》、《人民文学》、《北京文学》、

《上海文学》、《文艺争鸣》、《当代作家评论》、《当代文坛》、《文学评论》、《长江文

艺》、《长江学术》、《南方文坛》等先后发起组织了十多次关于底层文学的对话和争鸣，与

此同时《人民文学》、《收获》、《清明》、《当代》、《小说选刊》、《十月》、《钟山》、

《上海文学》等都有意识地刊登底层文学作品，有力地推动了底层文学的发展。 

随着底层概念的廓清，底层文学之定义也渐趋明朗，即底层文学是由底层作者或其他阶层

作者撰写的以底层人物为叙述对象，表现其生存境遇和精神世界的一种写作。底层文学或写凋

敝农村农民生活的贫苦，或写进城务工农民的艰辛，或写下岗工人生存的无奈，打工妹不幸的

人生遭遇等。用孟繁华的话说：“他们或者是普通的农民、工人，或者是生活在城乡交界处的

淘金梦幻者。他们有的对现代生活连起码的想象都没有，有的出于对城市现代生活的追求，在

                                                             
①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阶层研究报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年版,第 8-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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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交界处奋力挣扎。”
①
文学对底层的关注，并非在底层文学这一概念提出之后，其实中国

文学一直就有关注底层的传统，上至《诗经》、《楚辞》下至 20 年代的乡土文学、三、四十

年代的左翼文学、建国后的十七年文学还是 90 年代的新写实文学中，都有底层叙述的烙印。

只不过本文所说的底层文学具有某种时代新质性，它是中国社会阶层分化的产物，主要指的是

农民工和下岗工人。 

不可否认，90 年代的社会变革，直接催生了新世纪底层文学创作潮流。2004 年有批评者

在研究这一思潮时，自觉地从 20 世纪中国文化中寻找思想和文学资源，较早发掘出的是 30 年

代的左翼文学，以此来论述新世纪底层文学的合法性、革命性。李云雷认为：“底层文学是左

翼文学传统失败的产物，但同时也是其复苏的迹象。”
②
刘继明、旷新年、季亚娅、刘勇、何

言宏等评论家，从新世纪底层文学所具有的批评精神及文学与现实的关系，上溯其文学渊源，

也认为底层文学是 30 年代左翼文学思想在当下的复兴。左翼文学发轫于二、三十年代，它与

20 年代鲁迅开创的乡土文学有关注底层、为弱势群体呼吁的一面。左翼文学控诉与批判旧社

会，揭露旧社会腐朽与黑暗，对戕害人性的社会制度进行鞑伐，批判强权，呼吁社会公平和正

义，涌现出如鲁迅、茅盾、巴金、丁玲、萧红、萧军、张天翼、沙汀、艾芜、柔石、胡也频等

优秀的作家，作家们在为弱者呼吁不平、向强权挑战的道德崇高感与社会责任感的驱使下创作

出了一大批具有批判现实主义成分的作品。可以说，左翼文学延续和发展了五四新文学中积极

战斗的革命精神，为后世留下了丰富的文学遗产。左翼文学的出现，促进了广大知识分子对底

层的关注，从五四过于注重知识分子生活题材转移到农民、工人等底层生活的题材中，体现了

知识分子心忧天下的写作态度。底层作家对底层群体的关注，可以说在精神上接续了左翼关注

底层的传统。底层在当下处境尴尬，无论是组织资源、经济资源还是文化资源这一阶层都没有

任何优势，他们遭受不公，他们忍受折磨，为了生活他们苦苦挣扎。他们的生存问题也演变成

日益突出社会问题，底层作家针对这一阶层面临的问题以笔为武器进行战斗，对不合理现象的

追问以及对不合理社会制度批判和反思，以引起疗救的注意。底层文学创作继承了左翼文学的

理论遗产，发展了积极战斗的文学精神，饱含着强烈的谋公平、求正义的当代情绪诉求。因为：

“底层写作并不是新世纪才出现的新事物，这一股写作热潮是一种文学的‘回归’和‘继承’，

它要回归、继承、张扬和延伸的是‘左翼文学’中最有价值的平民意识、批判意识、启蒙意识、

人文关怀意识、责任意识等优秀的文学精神。”
③
也有论者指出，底层文学借鉴左翼文学资源，

应发扬左翼文学的政治性写作传统，继承及发扬左翼文学在文艺形式探索上的多样性”。
④
底

层文学与左翼文学精神联系的相关论述，一定程度上拓宽了底层文学创作和研究的空间，也为

底层文学在当下的叙述找到了理论的支点。 

二、“底层文学”的阶段性特点 

                                                             
①孟繁华:《新人民性的文学——当代中国文学经验的一个视角》,2007 年 12 月 15 日， 

http://www.chinawriter.com.cn/bk/2007-12-15/30523.html。 

②李云雷:《新世纪文学中的“底层文学”论纲》,文艺争鸣,2010 年第 6 期。 

③白亮:《“左翼”文学精神与底层写作》,江汉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7 年第 4 期。 

④刘勇,杨志:《底层写作与左翼文化传统》,文艺报,2006 年 8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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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层文学”发展至今不过十多年的时间，但在其发展过程中也呈现出阶段性的特征，以对

象和内容划分，可分为三个阶段： 

（一）记录打工群体的生活状态 

打工群体的生存状态是“底层文学”的最初关注点，可以说“底层文学”的兴起是从打工

文学开始的。90 年代，率先关注底层生存状态的是《特区文学》、《佛山文艺》、《打工

族》、《天涯》、《三月风》、《中国贫困地区》等刊物，它们开始登载打工族的文学创作和

生活实录。柳冬妩的《我在广东打工》、林坚的《深夜，海边有一个人》、安子的《青春驿站

——特区打工妹写真》、林坚的《别人的城市》、《下一站》、郭建勋的《打工》、周崇贤的

《异客》、《盲流部落》、《我流浪，因为我悲伤》、《都市盲流》、王十月的《无碑》、郑

小琼的《打工，一个沧桑的词》、谢湘南的《农民问题》、《零点的搬运工》、张守刚的《我

在工业区想着稻田》、张绍民的《比较》等写的都是打工生活。作家们大多以自身的打工经历，

叙述底层的苦与痛，他们对底层的生活和情感有着深切的体验。这种体验促使他门细心捕捉底

层生存的艰难，他们细心观察乡村和城市，抱着对底层生存艰难处境的深刻体悟，用饱含心酸

的笔触，记录流水线上的屈辱与呻吟，传达底层的真实处境，揭露底层的苦与乐。 

打工作家郑小琼、王十月、于怀岸、毕亮、乌鸦、郑小琼等人是一群怀揣着梦想，远离家

园，去都市寻梦的草根，也就是底层。为了生活在钢筋水泥一样冷漠的城市里打拼，他们遭受

的不公不正和屈辱苦难，是我们局外人根本无法体会到的，那种伤和痛，是暗无天日的工作环

境，是一丁点可怜的报酬，是城市人鄙夷割的眼神，是权力者无止尽的剥削。特别是他们在城

市中所遭受的物质与精神的双重折磨和苦难，更是挖心剜骨一样的疼。诚如郑小琼在《打工，

一个沧桑的词》中所描写的：“写出打工这个词很艰难/说出来流着泪/在村庄的时候/我把它

当着可以让生命再次腾飞的阶梯但我抵达/我把它读着陷阱当着伤残的食指/高烧的感冒药或者

苦咖啡”
①
为了梦想，作者流泪离开了自己生活的村庄进入城市，希望生活有些许的改变，但

是，打工的过程中她的食指严重伤残，梦想不仅没有实现，自己反而遭受病痛的折磨。她以在

场者的身份书写了那些渺小、卑微、无助的底层所经受的疼痛。在《女工记·女工之尖叫者周

阳春》中“在电子工厂每天十二小时的劳动/累成为唯一表达的词/在流水线上她的身体生硬而

笨拙/关节在疼痛/剩下手指像机械一样重复/背部/腰部/她以无法控制/莫名的痛”。被劳作折

磨的“沉默的女工身体包含着的压抑”，只有在梦中才会面对孤独和“无所依靠”，而发出犀

利的叫喊，“她的尖叫穿越这个局促的工业时代。”
②
超负荷的工作时间，使打工者的身体受

到严重的摧残，为了生活他们只能默默忍受这一切。即便因为工作而患上疾病打工者也无处可

依，只能在梦中发泄这一切苦痛。他们的处境让人可怜毕亮的《回家的路有多远》中的农民工

赵卫国，因为没有路费好几年没回家过年了，把打工得来的 3000 元钱缝在了贴身的内裤里。

然而，到处充满陷阱的大都市，他还是被骗走了所有的钱，没有了回家的路费。他不得不乞讨。

人家看他身强力壮的，以为他好吃懒做，没人施舍他。他灵机一动，学电视上的行为艺术家，

                                                             
①郑小琼:《打工,一个沧桑的词》,龙源期刊网,2003 年 1 月 1 日。http://www.qikan.com.cn/article/dohu20060132.html 

②郑小琼:《女工记》,广州:花城出版社,2013 年版,第 45 页。 

http://baike.baidu.com/view/36455.htm
http://www.baidu.com/link?url=dxzeMrLijDEsvKNCkFuhtk8xuS7eAXU3f9Zj61fbC87wDYiV6mfvSNdizKCiXTfhIFSsSmEGmk_zfcSDrezohq&wd=%E2%80%9C%E5%86%99%E5%87%BA%E6%89%93%E5%B7%A5%E8%BF%99%E4%B8%AA%E8%AF%8D%E5%BE%88%E8%89%B0%E9%9A%BE%2F%E8%AF%B4%E5%87%BA%E6%9D%A5%E6%B5%81%E7%9D%80%E6%B3%AA%2F%E5%9C%A8%E6%9D%91%E5%BA%84%E7%9A%84%E6%97%B6%E5%80%99%2F%E6%88%91%E6%8A%8A%E5%AE%83%E5%BD%93%E7%9D%80%E5%8F%AF%E4%BB%A5%E8%AE%A9%E7%94%9F%E5%91%BD%E5%86%8D%E6%AC%A1%E8%85%BE&issp=1&f=8&ie=utf-8&tn=baiduhome_pg&inputT=1578&pn=10&oq=%E2%80%9C%E5%86%99%E5%87%BA%E6%89%93%E5%B7%A5%E8%BF%99%E4%B8%AA%E8%AF%8D%E5%BE%88%E8%89%B0%E9%9A%BE%2F%E8%AF%B4%E5%87%BA%E6%9D%A5%E6%B5%81%E7%9D%80%E6%B3%AA%2F%E5%9C%A8%E6%9D%91%E5%BA%84%E7%9A%84%E6%97%B6%E5%80%99%2F%E6%88%91%E6%8A%8A%E5%AE%83%E5%BD%93%E7%9D%80%E5%8F%AF%E4%BB%A5%E8%AE%A9%E7%94%9F%E5%91%BD%E5%86%8D%E6%AC%A1%E8%85%BE
http://www.baidu.com/link?url=dxzeMrLijDEsvKNCkFuhtk8xuS7eAXU3f9Zj61fbC87wDYiV6mfvSNdizKCiXTfhIFSsSmEGmk_zfcSDrezohq&wd=%E2%80%9C%E5%86%99%E5%87%BA%E6%89%93%E5%B7%A5%E8%BF%99%E4%B8%AA%E8%AF%8D%E5%BE%88%E8%89%B0%E9%9A%BE%2F%E8%AF%B4%E5%87%BA%E6%9D%A5%E6%B5%81%E7%9D%80%E6%B3%AA%2F%E5%9C%A8%E6%9D%91%E5%BA%84%E7%9A%84%E6%97%B6%E5%80%99%2F%E6%88%91%E6%8A%8A%E5%AE%83%E5%BD%93%E7%9D%80%E5%8F%AF%E4%BB%A5%E8%AE%A9%E7%94%9F%E5%91%BD%E5%86%8D%E6%AC%A1%E8%85%BE&issp=1&f=8&ie=utf-8&tn=baiduhome_pg&inputT=1578&pn=10&oq=%E2%80%9C%E5%86%99%E5%87%BA%E6%89%93%E5%B7%A5%E8%BF%99%E4%B8%AA%E8%AF%8D%E5%BE%88%E8%89%B0%E9%9A%BE%2F%E8%AF%B4%E5%87%BA%E6%9D%A5%E6%B5%81%E7%9D%80%E6%B3%AA%2F%E5%9C%A8%E6%9D%91%E5%BA%84%E7%9A%84%E6%97%B6%E5%80%99%2F%E6%88%91%E6%8A%8A%E5%AE%83%E5%BD%93%E7%9D%80%E5%8F%AF%E4%BB%A5%E8%AE%A9%E7%94%9F%E5%91%BD%E5%86%8D%E6%AC%A1%E8%85%BE
http://www.qikan.com.cn/article/dohu20060132.html
http://www.qikan.com.cn/article/dohu2006013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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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演“饥饿表演”，以挣钱回家。人们真以为他是行为艺术家，上了新闻，还赢得了很多年轻

的艺术崇拜者，与他签名合影。而只有饿得奄奄一息的赵卫国知道，他是在以另一种方式在乞

讨，他要回家。可是，当他想张嘴给人们说，他不是行为艺术家，他要回家时，他已经饥饿得

喊不出来了，没有人听得见他心底的哭泣和呐喊，没有人看得到他内心的痛苦与挣扎。他也许

一辈子都回不了家。作者借赵卫国遭遇的疼痛，是对怪诞社会的控诉。 

（二）描绘农民工与下岗工人的彷徨与无奈 

“打工文学”的流行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底层文学的发展，一些知名作家视点下移，着力

书写底层的艰难与苦难，表现出强烈的忧患意识，创作了一大批描写“底层”的作品。如果说

底层文学的最初阶段主要是展示打工群体艰辛的生存状态，那么在第二阶段底层文学走进了底

层更为广阔的世界，从写作对象上说，通常是农民、下岗、失业工人，进城务工人员，通过塑

造这些人物形象，反映底层民众的真实生活，具有强烈的时代性和真实性。对生存问题的探讨，

作家不是简单记录不合理现象，而是流露出批判精神和对人物命运的关切，以及对现实的理性

思考。这些作品如曹征路的《那儿》、《霓虹》及后来发表的《豆选事件》；陈应松的《马嘶

岭血案》、《太平狗》、《狂犬事件》、《猎人山峰》；刘继明的《放声歌唱》、《我们夫妇

之间》；罗伟章的《大嫂谣》、《我们的路》、《变脸》王祥夫的《五张梨》、《狂奔》；贾

平凹的《高兴》；毕淑敏的《女工》、方方的《出门寻死》、迟子建的《牛牤子的春天》、

《起舞》；方格子的《锦衣玉食的生活》、范小青的《父亲》；李佩甫的《学习微笑》；马秋

芬的《朱大琴，请于本台联系》；刘庆邦的矿式题材系列《卧底》、《福利》、《鸽子》、

《车信儿》等。综观他们的创作，都以一种底层心态和底层意识，在良知的感召下触发创作冲

动，近乎本能地流露出对底层的同情。作者站在不幸者的角度，对小人物的生存遭际，人生状

态，命运历程，精神心理以及情感世界进行深入描绘，饱含真情地叙述作品。底层作家们抒写

底层的生存状况和命运，力图真实反映社会存在的甚至是司空见惯的不合理现象，深刻揭示底

层的痛苦，以引起“疗救的注意”。 

《我们的路》中的大宝哥与春妹、《民工》中的鞠广大父子、《太平狗》中程大种、《乡

下姑娘李美凤》中的李美凤还有《麻钱》中的关二生、刘干、王民家都是不堪忍受乡村的贫穷，

抱着改变农村的生活状况而外出打工。但等待他们的又是什么呢？罗伟章的《我们的路中》中

大宝和春花为了改善家里的经济状况外出打工，但他们遭受着：“我出来要是挣不到钱，不要

说下跪，死了也活该。”
①
给石料厂老板侮辱性地让下跪也肯，春花一个十六岁的女娃进城务

工换回来的是一个没爹的吃奶娃。靠自己劳动力挣钱的农民们，换回来的是“跪了一次，你的

脊梁就再也直不起来了，你就只能爬着走路了，你就真的不是人了。”
②
的生存境遇，在残酷

的生存困境中，丧失了做人的基本权力只能屈服、卑微地生活着。孙惠芬《民工》的鞠广大迫

于生计和尊严，进城打工。然而当建筑工的鞠广大，那钢筋水泥和脚手架，并没有支撑起他的

尊严。相反，他备受歧视和侮辱。荆永鸣的《北京的候鸟》中，到北京谋生的“来泰”充满希

                                                             
①罗伟章:《我们的路》,长城,2005 年第 3 期。 
②罗伟章:《我们的路》,长城,2005 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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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的以为在首都很快就能过上好日子，至少也可以填饱肚子，他拉三轮车，却被保安无辜殴打；

用东拼西凑的钱好不容易盘了一间小饭馆，结果却都是一次次被欺负和坑骗，这只候鸟始终无

法在这座城市生活下去。《卧底》中工人们来到小煤窑就失去了人身自由，没有工资没有期限

的为老板挖煤，稍有不慎还要遭受毒打。老毕企图逃跑没有成功，老板要用在炉火中烧红的煤

铲在他的脸上烙印来惩罚。这种场面不禁使人想到古代牢狱中的酷刑，其中有了几分阴森气。

老毕不愿在脸上留下烙印，他走到炉台边，把左手垫在炉台上，用煤铲的刃子向自己的小手指

切去。连切带烫，小手指冒着青烟，一会儿就切断了，断掉的手指像一只活着的蚂蚌一样，一

下蹦在地上。这回屋里弥漫的是烧人肉的味儿，自残后的他跪地哀求老板允许他回家，可得到

的结果是继续挖煤。《麻钱》中关二生、刘干家、王民三对夫妇同住在一个没有门窗的土窑的

大炕上。每天在高强度劳动下所得到的报酬却是不能流通的麻钱，每个麻钱要抵 200 元人民币，

可老板就是一再推脱不予兑换，每天晚上他们还要拖着疲惫的身体去出砖，因为晚上的劳动给

的是现钱。最后，关二生夫妇回家时残损的身体只带了 13 个麻钱。不合理的劳工关系使农民

工的基本生活与权利得不到保障，在工作中途如果请假，前面的工资就往往成为泡影。尽管工

地上的活又累又苦且收入微薄，可他们也不愿意回乡下去。在这里还有赚到一点钱的希望，回

到家就什么也没了。如瘦谷的《一天》，讲述了一家四口人受强势力的威胁离开了乡村，到城

市拾垃圾维持生计，老婆以肉体换来美餐，结果全家人中毒的悲剧故事，最终，孩子发出我要

回家的悲悯情怀。如赵光鸣的《穴居在城市》塑造的王绳组这一人物，他是一位代课老师，为

了挣更多的钱供儿女读大学，他偷偷地辞职，来到向往已久的城市里当搬运工，但持续的寒冷

让他一无所获，城市里到处有这样乡下来的搬运工，他们依靠搬运建材维持一天生计。 

曹征路《霓虹》中的倪红梅是一名下岗工人。父亲和丈夫先后死于工伤，婆婆瘫痪在床，

毫无经济来源的她，还要照顾患病的女儿。为了生计她也试图寻找一个可以依靠的男人，好不

容易爱上的那个人又偏偏是个无赖。对于这样的家庭，为了能够继续生活下去，杜红梅最终选

择出卖身体，每晚在霓虹灯下接客，一边养家糊口一边慨叹命运的多舛。她说“白天黑夜也都

一样，我不需要知道这些，我只要能看清楚钱就行。我是黑夜动物，没有黑色的眼睛，更不用

寻找光明，两只大眼睛只能看见钱。”
①
这样一个柔弱女子，生活把她逼到了绝境，使她在无

奈之中只能去做皮肉生意，但更为不幸的是作了暗娼后，还收到嫖客的假币并为此送了性命。

《那儿》中的杜月梅也是由于丈夫早早的死掉，自己下岗后卖早餐试图自食其力，可由于女儿

患病住院需要大量的钱无奈中做了暗娼。可以说是由物质贫穷所导致的悲惨命运。而工会主席

朱卫国在国企改革中，为了保住国有资产不被流失，发动下岗工人与企图空手套白狼的企业家

进行战斗，没想到被却被他们栽赃陷害，最终以死明志。朱卫国以死抗恶、舍生取义的命运，

揭示的不仅仅是他一个人的悲苦，而是整个社会与现实并没有恩待这样的人。工人们用自己的

青春和汗水参与工厂建设，但是由强权和利益结盟的社会集团却反过来欺骗他们，朱卫国自杀

时响起的那首国际歌及身边摆放着的镰刀斧头，都极具悲剧色彩，极具象征意义。这不仅是朱

卫国理想的挽歌，而是朱卫国对理想执着的追求和眷恋。同时，也是对是对官僚腐败以及社会

                                                             
①曹征路:《霓虹》,当代,2006 年第 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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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暗的巨大讽刺。王学忠在《三轮车夫》写到“家人的期盼揣在心口/女儿流泪的学费/妻子叹

息的药瓶/每天不蹬十块的/躺在床上三轮车在梦中也不安地转动……当城市冻得发抖/三轮车

在风雪中冒着汗的飞转。”
①
它道出一个下岗工人为维持家计在寒冷的冬天拼命蹬车挣钱，为

的仅仅只是能够生活下去。 

（三）挖掘底层人物的精神世界 

在经历的如火如荼的第二阶段之后，底层文学进入了较为沉寂的第三阶段，在叙述上底层

文学作家们倾向于关注底层的生存之疼痛的基础之上深入挖掘其内心世界的痛苦，体察其心灵，

探究其生存和生命真相的本真，体悟在生存压力之下的苦与乐。代表作如邵丽的《明惠的圣

诞》、迟子建的《世界上所有的夜晚》、蒋韵的《麦穗金黄》等。 

孙惠芬的《踏着月光的行板》讲述王锐和林秀珊这对进城打工的夫妻，他们不得已分居在

两个城市过着打工生活，只有在周末的时候丈夫会乘坐火车从自己打工的建筑工地到妻子所在

的城市，租一个便宜的地下旅馆过甜蜜的夫妻生活。而平时他们都靠离自己不远的地方的电话

亭通电与对方联系，即便如此妻子也很幸福：“明明知道见到的是电话，而不是王锐，可她每

次来总要梳洗打扮一番，好像王锐传过来的声音长着眼睛一样。”
②
一个中秋节，两个人都得

到了难得的假期，为了给对方一个惊喜， 在没有通知对方的情况下各自踏上了开往对方城市

的列车，然而，他们总是错过，到了对方城市当得知自己的爱人去找自己后赶紧买票折回，他

们就在忙碌的奔波中花掉了一天宝贵的时间，最后，两人相约在他们乘坐的慢车交错时相见。

为了表达对对方的爱。他们用自己微薄的力量贡献出对对方悠长的爱意，读来让人倍感甜蜜而

温馨。刘庆邦的《家园何处》就是一个成功范例。小说讲述了被迫进城务工的停对自己的身份

感到自卑，她渴求富裕，在欲望的驱使下最终沦落为风尘女子。作者在写尽欲望都市对女性肉

体贪婪的丑恶现实之后，并没有到此为止，他相信乡土女儿，尊严不复存在的停被未婚夫方建

忠的意外到来而内疚，她的羞耻之心顿然唤醒。但是未婚夫并没有因停的堕落而抛弃她，反而

以爱接纳一个受过伤害的女子，两个孤独的人最终又走到一起。这一亮色的结尾让读者的内心

升腾起希望，拥有了被安慰的快感。他们虽然身处社会底层，也经历了难以启齿苦与痛，但始

终对生活充满希望和梦想。这样的底层故事既让人心痛，也让人慰藉。心痛，是因为他们心酸

的过往，坎坷的人生经历，但却心怀理想；欣慰的是即便生活有诸多无奈，他们仍然怀揣梦想。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促使他们去勇敢地寻求属于他们的幸福，那份质朴的爱和执著的等待显示出

人性的光辉与美好。作品没有写底层生活的艰难、困苦、绝望、无奈，而是从他们积极、乐观、

勇敢、爱的生活哲学中让人看到了希望，感受到了温暖。 

虽然孙惠芬、罗伟章、周崇贤、吴玄等作家对底层丰富的精神世界进行了有意识的探索，

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我们也看到这些作品在叙述上的扭捏与牵强。作家们很容易站在道

德的制高点而陷入怜悯与同情的窠臼，以至于不能理解也不能诠释底层精神世界的本真。所以，

我们很难看到真正有分量、有深度的呈现丰富多彩的底层文学作品。像迟子建的《世界上所有

                                                             
①王学忠:《王学忠诗稿》,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5 年版,第 113 页。 
②迟子建:《踏着月光的行板》,收获,2003 年第 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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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夜晚》、孙惠芬的《歇马山庄》对作品深层意蕴的营造，范小青的《父亲还在渔隐街》、王

十月的《国家订单》、贾平凹的《高兴》对城乡关系的重新思考，邵丽的《明惠的圣诞》、马

秋芬的《朱大琴，请与本台联系》、巴乔的《阿瑶》对人物心灵的关注，都是当下底层文学的

标志性范本。这些作品的成功之处在于为底层写作提供了另一种经验或道路，将底层写作从苦

难的泥潭中解放出来，超越了城市与乡村、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权贵与平民二元对立的思

维模式，由底层想象转向真实地展现底层民众真正的生活状貌。由苦难叙事转向精神描摹，代

表着底层写作新的艺术探索与实践。我们期待着有更多这样能够真正触动灵魂、引发人生反思

的文学作品出现。 

结语 

蔡翔在新书出版时曾这样追问:“我们今天为什么要重新叙述底层，是为了唤起道德的同

情和怜悯？当然不是。是为了重新接续某种苦难叙事？也不完全是。对于这个问题，每个人都

会有自己的回答，就我个人而言，在非文学的意义上，重新叙述底层，只是为了确立一种公正、

平等和正义的社会原则。”
①
底层肩负着物质和精神的双重痛苦，一方面要忍受着物质匮乏带

来的阵痛，另一方面也要忍受精神困顿之下的疼痛。底层作家对底层人物的精神世界进行追寻

和审视，也是对现代化进行个人化的反思，作者笔下的底层人物，满怀孤独，在物质和精神的

双重焦虑下，由生存欲望的趋使，即使忍受百般疼痛仍要坚强地寻求生活。作家对底层苦难的

关注无可厚非，但是对苦难叙事过度迷恋，甚至将苦难叙事视为“底层写作”最高的审美追求

和艺术法则，这必然是对底层世界丰富性与复杂性的扭曲与遮蔽。其实，底层文学跟其它所有

文学一样，都有其文学发展的常态，并且这种常态也是世界文学地图上的共同存在，而且许多

文学问题在艺术上是相通的。底层文学不仅可以从中国现代文学所开创的以现代启蒙精神为核

心的现实主义文学创作中汲取丰富的精神营养，也可以从异彩纷呈的世界文学创作中吸收宝贵

经验。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现实主义作家无论是面对城市与乡村还是面对知识分子与平民，

其审视和批判都是站在历史、文化和民族的角度作整体性的透视，并且以坚定的启蒙主义立场

来审视民族和文化。鲁迅在叙述阿 Q、孔乙己、祥林嫂、华老栓以及麻木的农民的不幸命运时，

并不是简单地对他们寄予深切的同情，而是将其遭遇与批判国民性劣根性结合在一起，鲁迅的

国民性批判不仅针对黑暗势力和社会权贵，同时也把批判的锋芒对准“麻木的群众”。他们都

成为作者一视同仁批判的对象，且寄寓了深厚的文化意蕴。同样，茅盾的《春蚕》，曹禺《日

出》，王鲁彦《柚子》、《菊英的出嫁》、《黄金》等，作家们并不是简单地叙述底层所遭受

的各种不幸与磨难，而是将他们的不幸放到大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加以考察，在错综复杂的关系

中来展现他们内在的精神世界。除此之外，世界文学史上也有很多宝贵的范例可供参照，如司

汤达的《红与黑》，狄更斯的《雾都孤儿》，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熊》，屠格涅夫的

《猎人笔记》，契诃夫的《草原》，哈代的《远离尘嚣》、《德伯家的苔丝》，马尔克斯的

《百年孤独》等作品无论是对人类精神的追寻，还是对城市文明与乡村文明的现代性冲突的探

                                                             
①蔡翔:《自序:相关的几点说明》,春风文艺出版社,2006 年版,第 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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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他们都是在整个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中来审视人性，揭示出人类普遍遭遇的生存困境，在

世界文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所有这些都给我们提供了丰富的经验。中国的底层文学

创作应学人之长补己之短，跳出狭隘的、功利的价值视阈，以一种普世性的价值理念来引领我

们的小说创作，才能超越善良与邪恶、城市和乡村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才能由外部进入到内

部，由表层突入到深层，在更为广阔、深邃的层面上叙写着变化中的现实社会。正如丁帆所说：

“必须破除城乡间简单粗暴的二元对立和非正常错位，追寻乡土中国的自然生命和精神生命的

融合，饱蕴感性、灵魂和血泪，从现代性的立场重构人类生命永恒的家园。”
①
作家应该跳出

狭隘的乡土本位意识，从现代性的立场来审视城市在其发展过程中所显露出来的善与恶，只有

这样才能探究其文化本质，才能认识其丰富面貌，才能发现其对生命的影响。我想，这样的文

学创作也许更具有它持久的艺术生命力。因此，底层文学创作不能局限于外部层面，而应深入

到人物的内心世界，在农业文明和城市文明激烈碰撞中叙写出现代化给人物心灵造成的裂变和

冲击。所以，作家们应该跳出狭隘的现实视野，在更加宽广的文学场域中思考当前底层文学的

发展、现状与出路，使底层文学提升到更高的艺术境界。届时，中国底层文学研究也才有可能

走向更深入、更全面、更丰富、更多元、更开阔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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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东地区汉语教学情况调研及对策 

The Investigation and Solutions of Chinese Teaching in the eastern Thailand 

李晶 

（温州大学，中国 温州 325005） 

摘要：随着泰国汉语教学的蓬勃发展，针对泰国不同地区汉语教学情况的调查研究也日益

增多。泰东地区是“东部经济走廊”和 “一带一路”倡议覆盖的重要区域，学好汉语已经成

为当地民众、学生的迫切需求和愿望。文章通过问卷调查和访谈的方法对该地区的汉语教学情

况进行调查，从“教师”、“教材”和“教学法”这三大教学现状出发，分别对教师发展现状、

汉语教学方法、汉语教材使用情况等进行描述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一些可行的对策，拟

为该地区的汉语教学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关键词：泰东地区；汉语教学；对策 

 

Abstract: With the vigorous develop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in Thailand, 

research on the teaching of Chinese in different regions of Thailand is also increasing. The 

eastern Thailand is an important area covered by the Eastern Economic Corridor and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Learning Chinese has become an urgent need and desire of local people and 

students. This article investigated the situation of Chinese teaching in the region by the means of 

questionnaires and interviews. Based on the three teaching situations including “teacher", 

"teaching material" and "teaching method", the development status of teachers, the use of Chinese 

teaching materials and Chinese teaching methods are described and analyzed respectively, on 

basis of which, some feasible countermeasures are proposed to provide valuable reference for the 

Chinese teaching in this area. 

Keywords: The eastern Thailand; Chinese teaching; Countermeasures 

 

一、研究背景 

伴随着“汉语热”在泰国的持续升温，加之中泰两国政府对泰国汉语教育的高度重视，泰

国人民对学习汉语的热情和需求正在不断扩大。2005 年，泰国教育部制定了“在泰推广汉语

教学的五年战略规划”，汉语教学推广被当作泰国的一项国家教育政策确定了下来，汉语教学

也进入了泰国主流的国民基础教育体系。2007 年，泰国教育部又制定了《促进汉语教学，增

http://www.gezida.com/checkReport/javascript:RedReportDetails('F96911D6D7344F579BC0BB14BAEBF0BB','null','961473325E7F424CB993EA434A987428');
http://www.gezida.com/checkReport/javascript:RedReportDetails('F96911D6D7344F579BC0BB14BAEBF0BB','null','961473325E7F424CB993EA434A987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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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国家竞争力的战略规划》，进一步加大了对汉语教育的扶持力度
①
。可以说，目前，在泰国

的大、中、小学，甚至幼儿园都有开设汉语课程，泰国的汉语教育事业正处在蓬勃发展时期。 

除了泰国政府的大力支持外，孔子学院总部也在为泰国的汉语教育事业贡献着巨大力量。

根据孔子学院总部/国家汉办网站公布的数据②，截至 2018 年 12 月，全球已建立 548 所孔子学

院和 1193 个孔子课堂。泰国目前设立了 16 个孔子学院和 20 个孔子课堂。2003 年，为帮助解

决泰国汉语师资相对短缺的现状，应泰国教育部的要求，中国国家汉办在泰国实施“中泰汉语

教师志愿者项目”，大力支持泰国的汉语教学。自 2003 年起至 2018 年中国国家汉办向泰国累

计派遣了 17169 名汉语教师志愿者。汉语教师志愿者对泰国汉语教学的发展起了非常重要的作

用，将汉语服务深入到泰国社会的各个领域，促进了汉语学习在泰国的全面开花。2006 年，

中国国家汉办与泰国教育部签署了《中泰汉语教学合作框架协议》。③此协议的实施，使泰国

汉语教学由民间组织形式迅速扩展并转变成中泰两国政府间的合作，也使泰国汉语教学形式更

加丰富，汉语教学成果更加突出。2008 年 9 月，中泰双方正式展开“泰国汉语教师本土化策

略”④。 

在中泰双方的大力支持下，泰国的汉语教育事业有了飞速的发展，然而有发展自然就会产

生各种各样的问题，目前关于区域性的汉语教学情况的研究还不多。泰东地区位于泰国东部沿

海，包括春武里、罗勇、巴真武里、北柳、尖竹汶、哒叻以及沙缴这七个府和芭提雅市。在

“泰国 4.0”战略方针的大背景下，2016 年泰国政府内阁批准通过《东部经济特区法》，将东

部经济走廊规划成国家级战略。东部经济走廊规划的提出为泰东地区创造了良好的投资环境，

吸引了许多中国企业及投资者入驻，为中泰两国的经济、文化交流提供了平台。在此背景下，

中泰企业对本土汉语人才的需求日益上升，为泰国汉语教学的发展提供了新机遇。东部地区的

旅游观光业也非常发达，芭提雅是泰国的海滨旅游度假胜地，被称为“东方的夏威夷”。在东

部地区海岸外有一些有名的海岛，比如西昌岛、格兰岛、沙美岛和象岛等，都吸引了大量的中

国游客。受曼谷的辐射和芭提雅等旅游城市的影响，中国游客每年呈递增趋势，汉语在这些地

区的重要性也越来越明显。泰东地区汉语教育经过多年的发展已初具规模，但是对该地区汉语

教育发展的研究少之又少，研究成果也十分有限。通过调研能进一步完善泰东地区汉语教学布

局，加强汉语师资队伍和教材建设，推进教育国际合作交流，全方位支持和服务“一带一路”

倡议和东部经济走廊建设。 

二、泰东地区汉语教学现状 

（一）教学单位现状 

目前泰国开展汉语教学的教育机构主要有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民办学校和成

人教育五种。根据汉办泰国志愿者管理教师工作组提供的数据，截至 2018 年泰东地区有志愿

                                                             
①曹慧覃.泰国清迈市市政府小学华文教育现状研究[D].暨南大学,2011. 

②孔子学院总部/国家汉办 http://www.hanban.org. 

③李昊.中泰合作背景下泰国高校汉语教学的发展及问题[J].华文教学与研究,2010(1):3-9 

④曹慧覃.泰国清迈市市政府小学华文教育现状研究[D].暨南大学,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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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任教的学校 112 所，所任教的学校包括基教委、职教委、成教委、高教委、民教委，近 10

万大中小学生及幼儿园学生学习汉语。 

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在推动泰国汉语事业发展中起了非常重大的作用。东方大学孔子学院

是东部地区唯一的一所孔院，由温州医科大学、温州大学与泰国东方大学合作共建，2009 年 9

月 15 日正式揭牌。孔院自成立以来，承担起开展汉语教学与培训和推广各类文化交流活动的

重任，服务于周边地区的汉语教学工作，成为了泰国东部地区汉语教学的中坚力量
①
。目前东

部地区有两个独立的孔子课堂，明满学校孔子课堂以及罗勇中学孔子课堂，除此之外，还有东

方大学孔子学院下设的两个孔子课堂，分别是大众学校孔子课堂以及海洋之星孔子课堂。孔子

课堂服务于泰国东部基础领域的汉语教学，为当地中小学提供了丰富的汉语教学资源，为泰国

东部的汉语教师志愿者和泰国学生提供了相互交流和展示自己的平台。华文学校是华文教育的

旗手和领头羊，他们引领并推动泰国华文教育的发展。泰国目前大约有 120 所华文民校，分布

在曼谷及各府，其中曼谷及曼谷郊区约占 34%。泰东地区有 14 所华文民校，泰东地区汉语教

学的发展离不开泰东华校的发展
②
。 

（二）汉语教师现状 

泰国的汉语教师队伍主要由在编的本土汉语教师、自行应聘的合同教师、汉办外派教师以

及实习生构成。汉办外派教师包括志愿者教师和公派教师，以汉语志愿者教师为主，他们在汉

语国际推广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对本土汉语教师的成长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根据汉办泰国志

愿者管理教师工作组提供的数据，国家汉办志愿者派出规模由 2003 年的 21 人增加到 2018 年

的 1684 人，分布在泰国的 73 府。 

泰东地区有志愿者所在的学校 112 所，汉办派出的志愿者教师 233 名，分布在不同的府。

从表 2-1 中我们可以看出，各府的汉语教师资源分布不平衡，汉语教师主要集中在春武里府和

罗勇府，而处于边远地区的沙缴、达叻和巴真等地，由于地域条件限制，汉语普及与传播相对

滞后，汉语教师人数也相对较少。 

表 2-1 2018 年泰国各教委汉语教师志愿者人数分布及任教学校情况 

（数据来源于汉办泰国志愿者管理教师工作组） 

府 春武里 罗勇 巴真 北柳 尖竹汶 达叻 沙缴 总计 

人数 103 34 20 23 36 7 10 233 

任教学校 40 21 9 13 16 6 7 112 

 

除志愿者以外，根据办泰国志愿者管理教师工作组提供的数据，这 112 所学校的泰国学校

的本土汉语教师人数为 210人，与志愿者汉语教师人数基本持平。由于志愿者教师以及实习生

的流动性非常大，不少开汉语课的学校只有少数本土教师独挑大梁，有的学校甚至只依赖于汉

                                                             
①东方大学孔子学院 http//www.hanbanthai.org/kongzixueyuan/cibu/ 

②泰国华文民校协会 http//www.thaicsa.org. 

http://www.thaicsa.org/index.php?langtype=cn&pageid=cn_14
http://www.thaicsa.org/index.php?langtype=cn&pageid=cn_14
http://www.thaicsa.org/index.php?langtype=cn&pageid=cn_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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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派出志愿者老师，汉语教师队伍极不稳定，本土师资不足对汉语教学的长期发展来说是一个

很大的弊端。 

（三）汉语教学现状 

不同的教学理念和教学法都是时代的产物，对第二语言教学理论的发展都做出了巨大贡献。

通过了解汉语教师的教学理念和对教学法的使用情况也可以看出汉语教学的一些实际情况。通

过对泰东地区各府的 30 名本土汉语汉语教师进行走访调查，我们发现汉语教师在日常教学中

都较多使用语法翻译法和听说法。在日常教学中，教师使用的教学语言以泰语为主，一方面，

本土汉语教师具有母语优势，会充分利用泰语进行课堂掌控，另一方面，汉语教师年龄普遍偏

小，缺乏丰富的教学经验，加之各学校的教学条件和资源的限制，汉语教师为了更好地控制课

堂往往会避免采用多种教学法，像这样长时间得不到实践和训练，汉语教师综合运用多种教学

法的能力自然得不到提升。 

   

图 2-1汉语教师教学语言使用情况         图 2-2 汉语教师教学法使用情况 

鉴于目前的教学现状，开展汉语教师培训，提高泰国汉语教师的教学水平尤为重要。泰东

地区的汉语教师培训依托于东方大学孔子学院，培训主要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针对志愿者教

师的岗前、中期培训，以课堂教学观摩、案例分析为主。一部分是针对本土汉语教师的培训，

培训形式是 2-3 天的短期培训班，主要以汉语知识与汉语教学技能讲座为主，同时也有部分中

文才艺体验课程。 

笔者 2016 年由温州大学外派至东方大学孔子学院，负责孔院的本土汉语教学工作，对孔

院的本土汉语教师培训项目进行了深入了解。东方大学孔子学院 2011 年开始举办本土汉语教

师短期培训班。孔院从本土汉语教师的实际需要出发，利用自身教师队伍和在泰兄弟孔院的专

家资源优势，多次邀请汉办专家组来孔院开展讲座。通过八年的发展，孔院的本土汉语教师培

训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在泰东地区具有较大的影响力。目前孔院也在积极探索适合泰东地区的

本土汉语教师培训的新模式，不断完善培训前后评估机制，推动泰国本土汉语教师培训事业的

发展。 

表 2-2 东方大学孔子学院历年来开展本土汉语教师培训情况一览表 

（数据来源于东方大学孔子学院） 

培训名称 培训内容 培训时间 学员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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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泰国本土汉语

教师培训 
1.汉语词汇教学系列讲座 

2.《郑和下西洋与暹罗古国》历史文化讲座 

3.汉语教材培训。 

2011.08.14-08.16 57 

2012年泰国本土汉语

教师培训 
“汉语课堂教学策略与技能”、“汉语阅读技

能与教学”、“汉语听说技能与教学”、“汉

语课堂教学模式比较及讲评”专题培训。 

2012.08.31-09.02 47 

2013年泰国本土汉语

教师培训 
1.对外汉语文化教学、阅读教学、汉语教学方

法与技巧、汉语教学理论与科研等 4个主题 

2.教学示范实践 

2013.08.31-09.02 72 

2014年泰国本土汉语

教师培训 

1.“沉浸式教学在汉语教学中的应用”、“全

身反应法在汉语教学中的应用”、“对外汉语

语法教学”、“泰国国别化汉语教材编写探

究”以及“海外汉语教育纵横谈”等讲座 

2.教学示范实践 

2014.08.29-08.31 77 

2015年泰东本土汉语

教师培训 

 

1.“汉语教师的知识与能力素养”、“中小学

多元化汉语教学方法”、“趣味型汉语课堂的

实现途径”、“对外汉语课堂活动设计”、

“汉语课堂教学原则、技巧与常见问题”、

“汉语教学中的语气词教学”、“针对汉语课

堂中常见错误的专项练习”等讲座 

2.学员教学实践 

2015.11.26-11.27 80 

2016年泰东地区小学

组本土汉语教师培训 

 

1.“汉语问答教学法及其应用”、“汉语语

法”、“小学汉语课堂的趣味性教学”、“小

学汉语课中汉字的讲法”、“如何解决小学汉

语教学法问题” 

2.中华才艺教学 

3.HSK及奖学金介绍 

2016.08.26-08.27 68 

2016年泰东地区中学

组本土汉语教师培训 

 

1.“汉语教学方法与教学技巧在实际教学中的

应用”、“汉语语法教学与课堂实践”“汉语

语音教学”、“汉语阅读技巧”、“汉语词汇

教学及教学技巧”、“汉语课堂的趣味性教

学” 

2.汉语教学观摩课 

3.中华才艺教学 

2016.11.11-11.12 62 

2017年泰东地区小学

组本土汉语教师培训 

 

1.“围绕话题和任务 开展汉语教学”、”汉

语拼音教学法”、“汉语词汇教学” 

2.中医养生知识讲座 

3.孔子教学理念讲座 

4.汉语教学观摩课 

2017.08.24-08.25 60 

2017年泰东地区中学

组本土汉语教师培训 

 

1.“汉语课堂中的文化教学”、“汉语语法教

学”“汉语语音教学”、“汉字教学”、“汉

语词汇教学及教学技巧”、“汉语课堂的趣味

性教学” 

2.汉语教学观摩课 

3.中华才艺教学 

4.孔子学院奖学金介绍 

2017.11.23-11.24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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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汉语教材使用现状 

提高汉语教学质量，师资是重要的因素，教材的质量也是重要的环节。泰国没有正式统一

编写成系列的教材和教学参考书，不同的学校选用的教材也不一样。大概不外两种情况：一种

是直接使用国外的原版教材，另一种是参考国外教材，由教师编写一些结合本土情况的教学资

料。对使用什么样的教材，泰国教育部和泰国的学校，没有统一的要求，全凭学校根据自己的

情况决定。 

2016 年，东方大学孔子学院对泰东地区的汉语教材使用情况进行了调研，结果显示各个

学校的汉语教材良莠不齐，教材种类达 30 多种，使用最广泛的教材是《体验汉语》系列教材，

其次是《汉语》和《中文》，再次是《快乐学中文》、《快乐学汉语》，有部分学校使用的是

自编教材。很多学校的汉语教材并不固定，并没有科学地选择贴近学生生活、适合学生的专业

教材。 

三、泰东地区汉语教学发展存在的问题 

（一）汉语师资匮乏、质量堪忧 

调查结果显示，东部地区的本土汉语教师师资不足，汉语教师队伍极不稳定。志愿者教师

以及实习生的流动性非常大，大部分自聘的中国教师考虑到家庭、养老等问题，也会在任教几

年后离职。 

由于师资缺乏，本土汉语老师教学任务繁重，每周的课时量基本在 16 节以上。除教学任

务外，老师们还需承担一定的行政事务，备课、写教案的时间不充足，也无法花更多精力制定

长期教学计划。付出和回报不成正比，教师的教学积极性受挫，导致部分汉语教师资源流失。

教师队伍的不稳定，使汉语教育缺乏连贯性和长期规划。 

其次，泰东地区的汉语教师队伍偏年轻化，年轻教师容易与学生形成良好的师生关系，但

缺乏汉语教学的实际经验和生存韧性，缺少针对泰国中小学生的课堂教学经验，在教学技巧、

技能方面也不太成熟，还需要通过教学实践不断的磨练。 

再次，汉语教师的汉语水平参差不齐。各个中、小学对本土汉语老师的 HSK 水平没有统

一的要求。我们对泰东地区 30 位本土汉语教师的汉语水平进行了调查，在调查中，我们也发

2018年泰东地区小学

组本土汉语教师培训 

 

1.“小学课堂语音教学”、“课堂练习与活动

设计”、“小学课堂汉字教学”、“反思性汉

语教学” 

2.中医养生保健知识讲座 

3.中华才艺教学 

4.教材使用培训暨汉语图书推广 

2018.09.06-09.07 82 

2018年泰东地区中学

组本土汉语教师培训 

 

1.“对分课堂之对外汉语”、“汉语课堂口语

训练”、“中学汉语教学之旅游汉语”、“汉

字趣味教学” 

2.汉语教学观摩课 

3.中医养生保健知识讲座 

4.中华才艺教学 

5.教材使用培训暨汉语图书推广 

2018.11.15-11.16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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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通过 HSK 六级的汉语教师屈指可数，虽然说通过 HSK 三级，可以用汉语完成生活、学习、

工作等方面的基本交际任务，但是作为本土汉语教师，如果对汉语知识的掌握局限于表面,教

学中很难教给学生全面系统的汉语知识。国内派出的汉语教师志愿者虽然基础比较扎实，但是

由于都刚离开校园或者是在读硕士，缺乏教学经验，需要一段时间的摸索与适应才能取得较好

的教学效果。 

 

 

图 2-3汉语教师汉语水平 

（二）教学理念落后，教学质量不高 

有研究者认为，泰国汉语教学特别是中小学的汉语教学要注意引入先进的教学理念，将体

验教育、合作教学以及以学生为中心等外语教学理念引入泰国汉语教学中
①
。然而目前能够实

践这些教学理念的高素质师资还比较匮乏，仍然存在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方式。 

在二语教学中，教学法的选择非常重要。通过调查分析，我们发现许多汉语教师对不同教

学法的认识不够深刻，综合运用多种教学法进行课堂教学的能力十分有限。究其原因，一方面

是因为汉语教师对教学法的学习往往停留在书本上的理论，往往不能深入理解，在教学中也不

会有意识地去对相关理论进行实践体会。另一方面，汉语教师缺乏丰富的教学经验，对课堂教

学技巧选择能力和掌控力的有限，教学效果不明显。 

泰东地区的本土汉语教师培训主要依托于东方大学孔子学院，本土汉语教师培训主要以开

展专题讲座的方式进行，讲座主要由来自中国的专家及行业前辈授课，这样的方式也存在一个

弊端，多数讲座聚焦于理论知识以及专家们在汉语教学上的经验，许多本土教师难以在短时间

内消化听课内容。其次，有些培训讲师从业时间不长，缺乏经验和研究，培训讲座内容也是

“现学现卖”，本土汉语教师们学习不到先进的观念和前沿的理论，教学效果不佳。另外，在

中华才艺教学这一模块中，孔院依托于志愿者汉语教师，课程的特点因老师所会的才艺而发生

改变，由于志愿者汉语教师流动性非常大，导致课程更换频繁，使得培训延续性不强，培训效

果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 

本土汉语教师培训的评估应该贯穿在培训的各个阶段，培训前，培训中及培训后，通过对

各阶段的及时评估，保证培训沿着既定的方式顺利进行。通过分析评估结果，可以判断本土汉

语教师培训是否达到了预期的效果。从东方大学孔子学院长期的本土汉语教师培训情况来看，

                                                             
①田艳.泰国汉语教学调研报告[J]. 汉语国际传播研究,2012(1):7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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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大孔院在培训效果评估方面还不太成熟，没有形成一个科学的评估系统，还有许多地方需要

改进。 

（三）教材选择随意，缺乏系统性和连贯性 

好的教材对教学质量的提高起到重要作用。在调查中我们发现泰东地区的汉语教材缺乏系

统性和连贯性。 

出于经济考虑，很多学校倾向于只使用一种教材，多为《体验汉语》，有的学校初中阶段

和高中阶段使用同一套教材，学生同样的知识学两遍。有些学校有几套或几本教材供汉语教师

选用，学生不愿意买教材，教师将授课内容复印给学生。鉴于泰国学生没有良好学习习惯的现

实，这样的方式可能会导致学生学一课少一课资料，容易打破教材原有的知识结构体系，造成

前后知识的脱节，降低教与学的效果。另外，有的学校选择用汉办或者侨办赠送的教材，并没

有从学生的实际情况出发，教材内容难易程度以及实用性难以满足学习者的需求，必然影响

学习效果。还有一些学校使用自编教材，但是内容形式呆板，练习内容和形式比较单一，

趣味性不强。 

四、泰东地区汉语教学发展对策 

（一）着力解决师资问题 

    针对师资力量不足而导致的各种问题，中泰双方都在寻求解决问题的最佳途径，根据东部

地区汉语教师的实际情况，我们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第一，改善工作环境，为汉语教师行业提供更好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吸引更多的汉语人才

从事汉语教学工作，譬如合理安排教学任务、增加汉语教师的收入、吸收更多在编汉语教师等。 

第二，加大汉语教师的相关培训，包括志愿者教师培训及本土汉语教师培训。让志愿者教

师快速进入角色，提升自己的专业水平。大力培养本土汉语教师，通过本土汉语教师培训、泰

国本土汉语教师赴华研修等项目，提高本土汉语教师的教学水平，建立一个完善的职业化的本

土汉语教师队伍。 

第三，加强汉语教师之间经验交流，弥补教学经验的不足。汉语教师们可以安排定期或不

定期相互听课，发现问题，相互讨论解决；不同学校间，教师也要注重交流，主要是志愿者和

实习生教师，大家分在比较近的学校，联系起来较为方便，使用的教材较一致，课余时间可以

就教学问题进行讨论研究。另外，政府部门和孔院、孔子课堂也会定期举办汉语教师交流会，

促进汉语教学的发展。 

（二）提高教学质量，促进本土汉语教师培训的可持续发展 

Vivian Cook(2000)强调多样的教学法理论反映了语言和学生需求的复杂性，即使将现有教

学法理论综合在一起也不能对第二语言学习的情况进行充分解释。他还指出，教师必须在当下

进行教学，而不是等待一个完整全新的第二语言学习理论框架的出现。因此，针对汉语教师在

教学上存在的问题，汉语教师自身一方面要有自主学习意识，通过网络、书籍等加强对教学法

理论的学习，为具体的实践应用夯实理论基础。另一方面，汉语教师更需要勇于将学习的各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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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付诸实践，在实践中加深对不同教学法理论的认识和理解，提高综合运用的能力。实践的

具体渠道有有意识地在日常教学中运用不同或是接触少的教学法理论，积极参加各种相关培训

等。 

本土汉语教师在汉语教学推广中起了关键性作用，就一个国家外语教学的长远发展而言，

培养一批高质量的本土汉语教师是必行之路。根据调查结果，我们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第一，改进培训模式，建立长效的培训模式。仅靠孔院的一己之力，很难保证培训的数量

和质量。应加强与当地的教育部门合作，建立详细的参与培训本土汉语教师档案，督促本土汉

语教师参加培训，将本土汉语教师培训纳入到教师教学能力考核系统。其次，也可以根据当地

实际情况设立灵活的培训方式，除了短期培训，也可设置长期的培训模式。 

第二，科学地设置培训课程，改变“满堂灌”的讲座模式。培训的主要目标，主要是用

“理论、知识和经验”为学习目标的知识性课程，解决当下本土汉语教师所面临的棘手问题。

用“活动、实践、过程与体验”的实践性课程，拓宽本土汉语教师的行业视野。 

第三，完善教学培训机制，建立培训专家储备库。改变“凑数式”培训方式，建立汉语专

家储备库，根据培训课程，邀请行业内资深的，熟悉泰国汉语教学情况的专家来授课。完善才

艺课教学培训机制，可以设置几个才艺教学模块，志愿者赴任后，由具有某项才艺的公派教师

或者本土汉语教师对志愿者汉语教师进行专题培训，确保每年的才艺教学具有延续性。 

第四，完善培训评估系统。评估应该贯穿在整个培训过程中，首先要进行培训需求分析，

所谓培训需求分析(翟宝军，2015)，就是运用多种方法与技术，对组织及其成员的目标、知识、

技能等方面进行系统地鉴别与分析，以确定培训的必要性及培训项目的一种活动或过程。制定

培训目标、开发培训课程及实施培训方案都要先分析培训需求，只有重视并扎实完成需求分析，

才能获得具有针对性与效力的培训。其次是培训过程评估，衡量学员对培训内容、技巧、概念

的吸收和掌握程度。经过统计后可根据问卷结果对其中所反映出来的问题进行调整及安排。最

后是培训结果评估，通过问卷调查、行为观察、访谈等调查，对部分参训教师进行教学跟踪调

查，衡量本土汉语教师培训后教学能力是否提升、任教班级汉语成绩是否提高、培训后文化课

开设等方面的内容，根据评估结果，判断培训是否达到了理想的效果，为下一步的培训工作做

参考。 

（三）推进汉语教材的改革和开发 

    刘珣(2000)认为，教学计划与教学大纲是教材编写的直接依据。刘颂浩(2011)的研究指出，

作为教材组成部分的语言材料的编选要在教学大纲的指导下进行。由此可见，教学大纲在教材

编写中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 

从长远角度讲，泰国的教育主管部门应在做好调查和研究的前提下，先制定出统一的汉语

教学大纲，然后在此基础上，针对泰国教育和学生的特点，组织或委托中泰方相关专家或高校

编写出更多适合泰国学生使用的教材。 

从近景角度讲，汉语教师要积极和学校沟通，争取购买系列教材，保持教材的系统性和连

贯性。最后，汉语教师自身要通过理论学习和实践训练加强自编、改编教材的能力以直接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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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的各种问题。胡明扬(1999)认为，编教材应做好准备工作，包括研究工作和资料工作，制

定教学方案，制定教材编写方案以及对一些共同问题进行讨论。研究工作和资料工作是直接的

理论学习，而后续的几方面准备也需要理论的指导，可见，学习相关理论是十分必要的。而进

行实践教学能更快地发现问题，促进理论的改进。所以，面对教材现存的问题，汉语教师不能

坐等学校或有关部门解决后再进行教学，需要自己积极主动去解决问题，可以通过浏览汉语教

材培训网站，请教孔子学院的专家、老师，参加相关的教材培训活动等来提升自己的能力。同

时，汉语教师可以对学生加强网络资源的推荐力度，让学生通过网络资源来弥补一些教材短缺

问题带来的不足。 

（四）促进孔院的可持续发展，发挥孔院“桥头堡”的作用 

在第十三届孔子学院大会上，国务院副总理、孔子学院总部理事会主席孙春兰指出，孔子

学院要创新教学方法，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健全质量评价体系，打造汉语教学权威平台。要实

施“汉语+”项目，因地制宜开设技能、商务、中医等特色课程，建立务实合作支撑平台。
①
 

作为泰东地区唯一的一所孔院，东方大学孔子学院为促进东部地区汉语教学的发展做出了

积极的贡献。通过十年的发展，东大孔院在东部地区有了一定的影响力，建立了 20 个教学合

作点，覆盖了东部各府。但随着汉语推广工作的深入，孔院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也日渐凸显，要

成为东部地区的汉语文化交流中心，发挥东部地区汉语教学发展的“桥头堡”的作用，仍然任

重道远。 

首先，要建立健全的教学质量评价体系。教学质量是孔院发展的立足之本，虽然孔院提出

了“教学质量提升工程”，但是并没有制定科学的评价体系，形成教学质量监控的长效机制，

尤其缺乏对教学点的监督机制。因此，孔院亟需完善现行的教学管理制度，建立符合孔院和教

学点实际情况的教学质量评价体系。 

其次，促进本土汉语教师培训项目的可持续发展，建立完整的师资培训评估系统，为东部

地区的本土汉语教师搭建一个学习交流，提升自己的平台。目前孔院每年开展两次分别针对小

学本土汉语教师和中学本土汉语教师的培训，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和其他兄弟孔院相比，

还存在差距，培训模式不够创新，不够灵活，具体的建议前文已经提过，不再赘述。  

再次，发展职业汉语教学，助推东部经济走廊建设。东部经济走廊是泰国未来发展战略的

一部分，为东方大学孔子学院汉语教学的发展提供了新平台，孔院重新定位发展战略，探索新

的办学模式。走出传统基础汉语培训模式，探索“汉语+职业”模式，培养复合型职业化汉语

人才，促进孔子学院办学方式的升级和转型，是孔院未来努力的方向。 

最后，携手各方力量，整合资源协同发展。目前孔院和泰国中医师总会、温州商会、中国

青瓷学院、春府大众教育慈善促进会、浙江省龙泉青瓷协同创新中心、温州市第 14 高级中学

等和孔院都建立了协议合作，下一步将开展两国经贸、教育、文化交流与合作，开展中国非遗

文化和中泰学生交流，打造一条泰东汉语学习旅游路线，推动中国传统文化在泰东地区的传播。 

                                                             
① 第十三届孔子学院大会 http://conference.hanban.org/pc/news_details.html?main_lan=cn&_id=12 

http://conference.hanban.org/pc/news_details.html?main_lan=cn&_id=12
http://conference.hanban.org/pc/news_details.html?main_lan=cn&_id=12
http://conference.hanban.org/pc/news_details.html?main_lan=cn&_id=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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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语 

泰国作为国家汉办汉语教学重点发展和支持的国家之一，国内的汉语教学事业正在蓬勃发

展且保持着良好的势头。本文依托于东方大学孔子学院，通过调研将泰东地区的汉语教学情况

立体地展现出来。通过抽样调查和访谈的方法对该汉语教师的基本情况、教学发展、教材等情

况进行了现状描述和问题分析，并给出了相关对策，为东部地区的汉语教学提供了借鉴。 

调查发现，东部地区汉语教师数量远远不能满足当地快速发展的汉语教学的需求，本土汉

语教师存在队伍不稳定，水平不统一等问题。汉语教师在课堂教学上过分依赖教材，综合运用

教学法和教学技巧的能力有限。该地区内短期的本土汉语教师培训没有形成完整和科学的培训

系统，难以达到理想的效果。教材和教学设施方面存在教材不足，使用缺乏系统性。针对这些

问题，我们提出了以下一些对策：改善汉语教学的教学和生活条件，吸引更多的汉语人才从事

汉语教学工作；鼓励汉语教师积极参加培训，加强知识学习和交流，利用多渠道主动做自主学

习者等；在本土汉语教师培训方面，充分发挥东方大学孔子学院汉语教学“桥头堡”的作用，

制定科学的本土汉语教师培训计划，与当地教育部门合作，实现本土汉语教师培训的可持续发

展；教材方面，教师加强自改编教材的能力。这些对策的提出一定程度上可以为该地区的汉语

教学提供借鉴。 

随着东部经济走廊的建设和“一带一路”的推广，东部地区的汉语教学事业将飞速发展， 

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期盼与各位热爱汉教事业并愿意为推动中泰文化交流付出青春和汗水

的同仁们携手并肩，共商良策，促进泰国汉语教学事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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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代泰北云南籍华裔大学生华语学习的动机 

The Motivation in Chinese Learning of the New-Generation Yunnanese Descendants as 

University Students in Northern Thailand  

李学仙 1，韩冠玲 2 

（泰国皇太后大学 汉学院，泰国 清莱 57100） 

摘要：由于泰国北部云南籍华人的移民历史与泰国潮州、客家等的泰国主流华侨社团迥乎

不同，使得泰北云南籍华人村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当初他们建村时得到台湾的大力支持，因此

第一代云南籍华人对台湾产生深厚的感情，对华语学习也持有强烈的情感动机。随着时代的变

化和中国经济的发展，泰北云南籍华人村逐渐开放，部分华校获得中国大陆的支持，泰北华裔

对华文学习的态度也与以往不同。本文以泰国清莱皇太后大学汉学院的大学生为研究对象，采

取问卷调查和访谈方式，主要探讨泰国北部云南籍华裔的华语学习动机。调查结果显示，云南

籍华裔学生中小学时多数以情感价值来学习华语，上大学后转成工具性价值。通过访谈发现，

工具性价值的动机一部分来自在泰国社会的身份认同问题，为了自己在泰国的生存，他们必须

继续学习华语，保留自己的特点。访谈结果还显示，他们因为在中小学只接触到台湾的教育，

所以在大学也想继续从汉语普通话及中国各方面进行深造，从而深入了解中国大陆，以后可以

为就业提供更多的选择。此结论给予泰北云南华校发展十分重要的启示。 

关键词：泰北华人；云南籍华裔；泰北华文教育；华语学习动机 

 

Abstract: Since the immigrant history of Yunnanese people in Northern Thailand is much 

different from Teochew, Hakka and others immigrants, which are the mainstream Chinese society in 

Thailand, Chinese villages of Yunnanese people in Northern Thailand have formed their own unique 

characteristics . When the villages were established, The Yunnanese villages gained a lot of supports 

from Taiwan, they have a deep bond with Taiwan and have a very strong feeling about Chinese 

language learning .With the change of tim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economics, Chinese 

villages in Northern Thailand has gradually opened up to the outside, some Chinese villages have 

gained supports from Mainland China, the attitude towards Chinese language learning of Yunnanese 

descendants is also different from the past .The students who are Yunnanese descendants in the School 

of Sinology, Mae Fah Luang University in Chiang Rai Province were chosen as research subjects to 

respond to questionnaires and interviews .This paper aims to discuss on Northern-Thailand Yunnanese 

descendants ’motivation for learning Chinese .The investigation results reveal that Yunnanese 

descendants chose to study Chinese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with sentimental values .In the 

university, however, the motivations have altered from sentimental to instrumental values .The 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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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the interview reveal that, the instrumental value of Yunnanese descendants originated from a 

problem in the social identity in Thai society .They need to continue studying Chinese, maintaining 

their strength in Chinese ability to survive in Thailand .The result form the interviews indicates that, 

since they only have experience of the Taiwanese education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they 

would like to continue studying Mandarin Chinese and learn about China to gain a deeper 

understanding about Mainland China .Therefore, they can have various choices in their career path .The 

result has a significant meaning to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schools in Yunnanese villages in 

Northern Thailand. 

Keywords :Chinese people in Northern Thailand; Yunnanese descendants; Chinese Education in 

Northern Thailand; Chinese language learning motivation 

 

一、前言 

 当学术界谈到泰国华人研究，一般都注重潮州、客家人等泰国主流华人社团，自曼谷王朝

初期以来，大量华人移民到泰国并分布居住在泰国的中部、南部、东部等地区，在泰国的经济

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然而，在泰国还有另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华人社团，但学术界还相

对较少对其进行深入研究，那就是泰国北部的云南籍移民者。 

 与泰国主流的华人社团相比，云南籍移民者具有十分特殊的背景。他们当初是为了自己的

政治理念而奋斗，从云南逐渐被逼迫撤退到缅甸，最后在泰国的清迈、清莱、夜丰颂等地区定

居。他们的情况不同于逃避大陆当时政治问题的来自福建、广东等的移民者。后者为了开始新

生活而前来泰国定居。云南第一代的华侨大多是军人。他们持有很强烈的政治思想和爱国主义

精神，再加上部分云南人没有获得泰国身份证，当时华人村较为封闭，很少与外面的社会来往。

他们严格保留中华传统文化。另外，他们一直以来受到台湾各方面的大力支持，这种不是亲人

胜似亲人的微妙联系将他们与台湾紧密相连，这就逐渐形成了泰北华人村独有的特质。 

 然而，随着时代的变化，云南籍华裔的后代比前一代更有机会接触到泰国的社会，他们受

到泰国的影响，使得新一代云南籍华裔更容易地融入到泰国主流社会。他们的行为与观念出现

种种变化。目前越来越多学者也着眼于泰北地区华侨华裔的研究，但研究主要集中于他们的语

言态度及语言使用情况，探讨语言的保留、语言更换、语言传承等现象。(เหนือขวญั บวัเผือ่น ,
2017[1];纳静安、林才均,2017[2];刘瑜,2013[3];黄启庆、吴雁江,2011[4])对云南籍华裔的华语

学习动机还比较少见。研究者在泰国清莱皇太后大学任课，接触到云南籍华裔的学生，发现其

实云南籍华裔上大学之前也已经具备了很强的华语交际能力，照理说，应该选择其他专业继续

深造，提升其他专项的知识与技能。他们为何仍坚持继续学习华语，究竟是因为像前一代人那

样热爱中华文化，还是因为就业的动机？为了解答这个问题，我们就此进行调查访谈，主要探

索泰北云南籍华裔大学生的中小学时和上大学时的华语学习动机，和形成动机的原因，从中预

测未来华人村华文教育的发展趋势。下一部分我们先回顾泰北云南籍华人村的历史背景，以便

于了解该族群的特殊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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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泰北云南籍华人村的历史背景 

2.1 泰北云南籍华人的移民历史 

最新一批华人大批迁移泰国北部地区发生于 19 世纪 50 年代，那就是国民党残军与他们的眷属，

变成了泰国华人新移民族群。至今他们已在泰国定居了 50-60 年，他们的后代（第二、三代或

四代）大部分已经获得泰国国籍与身份证，当今的他们已经能与泰国本地人民过着平安与快乐

的生活。        

中华人民共和国于 1949 年 10 月 1 日正式成立。在新中国正式成立的那天，中国大陆地区

还仍然拥有着上百万的国民党军队，但是随后几个月内，国民党剩余的大部分地区都陆续被解

放军解放。这时国民党政府与国民党军队已无力抵抗共产党的解放军，剩余的残军只有往台湾

撤退。因台湾是一个岛，所以他们撤退的路线只有海、空两方面。当大部分高层领导与部队都

能平安地撤退到台湾后，剩下的少部分地区陆续被解放军进攻阵地，各个国军阵营连续被歼灭、

被解放，云南也是其中的地区。当时，作为云南省主席的卢汉带领他的属下投靠共产党，希望

和平解放云南。但是原驻军于云南的国民党 2 个军仍然抵抗。所以这两支部队就变成了孤军。

他们只有两个选择，那就是继续抵抗，还是逃走。最后他们选择撤军逃走。因为云南是内地省，

没有通海的路，所以只有靠飞机唯一一条路才能逃走。当时蒙自机场是驻云南国民党军集团的

最后一个机场，所以国民党军想利用这个机场把部队撤离大陆，但是该机场于 1950 年 1 月 16

日也被解放军占领。机场被占领后，这时他们只好沿云南西南边陲接壤的国家撤退，如缅甸、

老挝、越南等国，其中逃往越南的国民党残军的总人数为最多，但是在国际上引起的影响不大
①
，而逃往缅甸的国民党残军与眷属，后来演变成为泰国公民，他们人数虽不繁多，但是给该

地区与国际社会带来了不少的影响。 

逃往缅甸的国民党残余军虽然一开始人数并不多，最初只有千余人，之后有不断的残军陆

续从云南逃亡缅甸，人数迅速增长，在一段时间内人数达到数万。他们于 1950 年 2 月下旬先

后抵达缅甸的大其力(Tachileik)
②
。当时缅甸政府只允许他们住到 1950 年 6 月 1 日

③
。当期限一

到，缅军派出几次兵力来驱逐他们，后来还雇佣了印度军来协助清剿这支部队，但是国民党的

这支残军因背靠悬崖无路可走，所以只能拼了命，最终把缅甸的政府军与雇佣的国际军打败，

从此在他们就在缅甸扎了根。 

1950 年 6 月 1 日朝鲜战争爆发，10 月 19 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度过鸭绿江援助朝鲜。美国政

府企图想利用在缅甸的这支国军残部牵制中国兵力。于是派遣美国海军少将(Graves B.Erskine)

前往泰国与这支部队司令员李弥秘密会谈，此后于 1951 年 2 月开始，经过中央情报局开始通

过泰国，将武器装备交给这支国军残部，但这支部队得到援助后曾经几次反攻大陆，但均为失

败。
④
 缅甸方面，虽然缅军无法把这支国军赶出本国国土，但在一次战场上缴获的重要证据，

                                                             
①洪小夏《解放战争末期国民党残军从西南边境撤逃国外研究——以滞越国民党军为中心的考察》,南京政治学院学报 .

2011(6),第 27 卷。 

②苏万·罗泼通《国民党军在泰国》.泰国国防学院.1972(14):11. 

③刚杂那·吧甲午替伞《国民党军居留泰国北部》.洒养辣出版社.2003:32. 

④Alfred W.McCoy.The Politics of Heroin in Southeast Asia.Harper & Row.1989: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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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获得了有关美国的资料。此证据后来缅甸政府向联合国控诉国民党军残部入侵缅甸的问题，

并提出美国在暗中支持这支部队的重要证据。1953年 4月 23 日联合国大会上通过 707 号决议
①
，

要求这支部队尽快撤出缅甸国土。在国际的同情与压力下，美国、台湾国民党、泰国、缅甸等

四方谈判才有此形成叫联合军事委员会(Joint Committee Evacuation Team)简称 J.C.EVAC 。经

过这个国际组织委员会，把这支部残余军的大部分部队与眷属撤回台湾。结束第一次撤回台湾

后，这支部队后来又秘密组织起来，再次壮大部队，在缅甸与中国的压力下，于 1961 年再次

大撤回台湾。经过第二次撤回台湾后，剩下来不愿撤去台湾的部队就变成无国籍部队，因为台

湾从此就不再承认他们的所在。他们变成没有靠山的部队，要想回大陆也回不成，要在缅甸，

缅甸政府也不愿意。自 1961 年 5 月大部分部队撤回台湾后，他们就选择泰国，于是他们不断

地向泰国进入，借住与泰国边界高山峻岭的地方，从此就在泰国长期定居下来。 

2.2 泰北云南籍华人村创办华校的历史背景 

华人族群，无论迁移到世界的哪个地区，当他们稳定下来后，接下来的就是建立华校，传

承中华文化，通过教育让华人世世代代都懂华语与中华文化，这就是华人的一种特点。泰北华

人村，早在 50 年前是一个难民村，条件十分差，每天要填饱肚子都成问题，但是这些逃难者

都不忘给后代传承中华文化，他们建起了简陋的学校，然后就开始教起书来了。早在进入泰国

定居之前（1961 年前）这些华文学校的教育目的是给当时的新兵培训华语和培训军事知识，

因为当时，他们在缅甸这个地区新招来的新兵，有不少是云南的少数民族，所以在沟通方面都

会出现问题，有了华文学校，就可以教他们华语，可以进行交流与指挥。当他们进入泰国后，

当建起了华人难民村后，村里的学校也随着村落的历史开始了。 

泰北华人村的学校大部分得以改善是因为后来得到台湾以及香港、新加坡等地区的大力支

持与援助。援助的起点就是有一名柏杨于作家，他于 1977 年在台湾星光出版社连载于《自立

晚报》的“血战异域十一年”的小说，这讲述的就是支残余军与眷属的遭遇，后来简单叫《异

域》。这一本小说引起当时的各地华裔，尤其是台湾对泰北难民村的关注。1982 年开始，许

多支援救济泰北华人难民的组织和运动纷纷成立。当时所有组织起来援助泰北的有：台湾国民

党官方成立的“中华救助总会泰北工作团”简称“救总”、香港的“泰北中国儿童教育及服务

基金”、《宇宙光》杂志社的“送炭到泰北”活动、天主教明爱基金会设立的“泰北文教服务

组”、慈济的泰北三年扶困计划、邓丽君文教基金会的“援助泰北难民村生活”等等。
②
这些

组织对难民村的援助从交通、水电、通讯、卫生、教育及农业生产。在教育方面，泰北难民村

的华文中小学，大多也是这些组织所支助建造，当地教师们的知识、教学法等培训也是从台湾

派人来负责，教师们的薪水大部分也是台湾所资助的，他们上的课本是台湾所提供的。当时泰

北云南籍难民村的子女只要有能力学习与成绩好的学生，就会得到前往台湾各个学校或大学读

书的机会。所以去台湾读书是当时年轻人的梦想。泰北华人村的教育很大程度上比较依赖台湾，

然而，随着时间的变化，台湾的支持逐渐减少，而中国大陆渐渐踏入华人村，并且还在华人村

                                                             
①胡礼忠,张绍锋.《国民党军队残部在滇缅边境的活动及第一次撤退台湾始末(1950-1954),《石林》.2011 年 5 月. 

②張友忠.《泰北难民村的宣教反思与建议》.[2005-10-1],http//:www.globalmissiology.org/chinese/s2/practical3.htm 

http://www.globalmissiology.org/
http://www.globalmissiology.org/
http://www.globalmissiology.org/
http://www.globalmissiology.org/
http://www.globalmissiology.org/
http://www.globalmissiology.org/
http://www.globalmissiology.org/
http://www.globalmissiology.org/
http://www.globalmissiology.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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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了学校，提供各种不同的教学资源，因此新一代的云南籍华裔对华语及中华文化学习也可

能持有不同的态度。我们知道时间可以化解一切的恩恩怨怨，虽然泰北云南籍华人已经慢慢地

忘掉前一辈经过的种种困难，但是他们唯一不忘，也要超越前辈，就是华文教育。下面我们将

探讨泰北云南籍华裔的华语学习动机。 

三、研究框架 

 本文基于 Hofman 和 J .Cais (1984) [5] 的语言保留和语言更替的研究框架进行分析探讨。

Hofman 和 J.Cais 的研究原本是分析在以色列学校的小学生的语言保留与更替的现象。Hofman

和 J.Cais 提出，其母语的保留程度取决于对其母语的感情所在。他们把个人对语言的学习态度

分为两种：一、情感价值，指个人因对语言或语言所属的国家产生感情，例如：喜欢语言、喜

欢该语言的文化、或认为自己是这一族群的成员，所以应该学习自己的母语，具有种族认同感；

二、工具性价值，指个人将语言或语言学习作为一种工具来实现自己的某种目标，例如：就业、

升学等目标。 

 本文在此基础上将华语学习动机分为两大种，即：积极动机，分为情感价值和工具性价值

的动机，另一种是消极动机，即：因受到外力的影响而学习，并非来自个人的主动想法。在此

基础上分析讨论新一代云南籍华裔华语学习的动机。 

四、研究方法 

4.1 研究对象 

 本文以泰国清莱皇太后大学汉学院的新一代云南籍华裔大学生为研究对象。所谓的“新一

代”，指的是非第一代前来泰国定居的云南籍华人。另外，我们仅选取汉学院的学生，这是因

为，其他学院的云南籍华裔的学生或许认为自己已经具备了华语能力，将华语作为交际工具就

足够，所以选择其他专业，对华语的情感可能不深。然而，汉学院的学生则不同，他们选择深

造汉学及汉语，也可能因为情感价值的存在，所以仅以他们为研究对象。与泰国学生相比，汉

学院的泰北云南籍华裔学生相对来说人数较少，分散在不同的专业。本文发放了 22 份问卷，

获得了 18 名学生的问卷，故此将这 18 名学生作为研究对象并进行访谈。 

4.2 资料收集 

 本文采取问卷调查以及访谈方法。由于问卷调查的答案较为粗浅，而且涉及到一些敏感问

题，因此必须在问卷答案的基础上进行深度访谈，并记录下来，然后将答案进一步分类，做出

描述性的数据。 

五、研究结果及分析讨论 

5.1 研究对象的背景 

在 18 名的研究对象当中，男生占 16.67%（3 名），女生占 83.33%（15 名）。就读商务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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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专业的学生占 77.78%（14 名），其次是汉学专业，占 16.67%（3 名），最后是汉语师范专

业，占 5.56%（1 名）。在 18 名学生中，来自清莱华人村占 66.67%（12 名），来自清迈华人

村占 33.33%（6 名）。 

 值得注意的是，本数据并非是因为随机抽样而使得研究对象专业不均匀，而是因为云南籍

华裔的学生大部分选择就读的专业是商务汉语专业，师范专业的学生寥寥无几。通过访谈发现，

云南籍华裔学生倾向于选择商务汉语专业，由于他们的家庭背景多数是做生意，因此他们想继

承和发展家庭的事业。另外，不愿意学习汉语师范专业的原因则可归为两大原因：一、部分云

南籍华裔面对身份问题，没有获得泰国身份，若就读师范专业也无法报考泰国公务员。二、在

泰国当教师必须具备良好的泰、英语能力，而他们因从小就读于华校，泰、英能力不好，没信

心读师范专业。 

 在语言使用情况，在 18 名的研究对象当中，家里使用云南话的学生占 66.67%（12 名）；

云南话和泰语并用，即：与父母沟通时使用云南话，与兄弟姐妹沟通时使用泰语，这样的学生

占 16.67%（3 名）；使用云南话和傣族话，占 5.56%（1 名）；使用云南话和瑶族话也占

5.56%。后两个学生的情况是他们的父母辈其中一方是云南人，然后与其他种族通婚，因此家

里两种语言并用。只有唯一一个学生表明家里使用泰语和瑶族话，但自己还可以听懂一些云南

话。这一点与 เหนือขวญั บวัเผือ่น(2017)[1]；纳静安、林才均(2017)[2]；和黄启庆、吴雁江

(2011)[4]的研究相符。由于时代的变化，学生与父母代的学习背景和所接触到的社会、教育显

然不同。一部分的学生只用云南话与祖父母代、父母代沟通，与同一辈的人换成泰语或其它自

己认为比较熟悉的语言。那么热爱云南华语是否也跟着时代而逐渐淡化，这也是我们值得探索

的问题。 

5.2 在中小学学习华语的原因 

 由于一个人学习语言的动机往往较为复杂，不是单一的想法，一个人可以提出多种理由，

因此本文从问卷调查上将他们的答案全部收纳（例如一个人回答有三个理由就算 3 个答案），

然而在问卷调查的基础上进一步访谈详细情况。问卷调查结果显示，他们的答案有 48 个答案，

其中属于积极动机有 37 个答案，分为情感价值 22 个答案，占 45.83%，工具性价值 15 个答案，

占 31.25%，消极动机 11个答案，占 22.92%。比例如图一 

 

 

 

 

 

 

 

 

图一：云南籍华裔大学生中小学时学习华语的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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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该比例可以看出，云南籍华裔学生中小学时，是情感价值优先。笔者进一步访谈的结果

也相符，100%的学生都表示，虽然有多种理由，但最重要的原因是自己对华语产生感情。那

么每一种理由可以归纳如下： 

表一：云南籍华裔大学生中小学时学习华语的动机分类 

动机类型 原因 答案数 比分比 

积极动机：情感价值 自己是华裔，因此必须学习华语。 17 35.42 

积极动机：情感价值 喜欢华语和中华文化 5 10.42 

积极动机：工具性价值 将来要用华语来工作 10 20.83 

积极动机：工具性价值 中国势力强大，所以必须知道华语。 5 10.42 

消极动机 是家长的要求 10 20.83 

消极动机 要陪朋友学习华语 1 2.08 

总答案  48 100 

 

 由此可见，云南籍华裔大学生中小学时期学习华语的原因来自情感价值，而最重要的是认

为“自己是华裔，因此必须学习华语”，这个理由占 35.42%，其次才是工具性价值的“将来

要用华语来工作”，占 20.83%，同时也带有消极的动机，则“是家长的要求”，也占 20.83%。

可见对于中小学生学习华语的情况往往受到家长的影响，家长是华人，也想让孩子将华语传承

下去，这一现象在华人村是非常普遍。 

 值得注意的是，中小学时学习华语的情感理由可分为两种不同的层次。第一层次是热爱语

言所属的种族，这个理由占优势，说明“华人”这种感觉始终存在，只是每个人的热爱程度不

同。他们表示说，当时认为学习华语就是华人的一种义务，是必须做的事情，虽然是家长的要

求，但也是他们的意愿，并非完全是消极的动机。第二层次是热爱汉语本身，这个理由还占

10.42%。由此可见，中小学时云南籍华裔学生的“华人”意识十分强烈，对于华语本身的感情

是学习以后才产生出来。 

5.3 在大学学习华语的动机 

 本文的调查结果与预期的结果部分相同，指云南籍华裔大学生在大学就读汉语及汉学专业

的工具性价值的动机与中小学时相比明显呈现上升趋势，占 50. 94% ，其次是情感价值的动

机，占 30.19%，最后才是消极动机，占 9.43%。 

 

 

 

 

 

图二：云南籍华裔大学生大学时学习华语的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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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细分类后发现“因为将来要用华语来工作”答案居多，占 30.19% ，其次是因为认为中

国势力强大，所以必须知道华语，这项答案占 18.87% ，第三是因为自己是华裔，因此必须学

习华语，这项答案占 16.98% 。与中小学时学习华语的动机不同之处是，还有少数选择“因为

想将华语传承给其他人”，这项答案占 9.43%。 

表二：云南籍华裔大学生大学时学习华语的动机分类 

动机类型 原因 答案数 比分比 

积极动机：情感价值 自己是华裔，因此必须学习华语。 9 16.98 

积极动机：情感价值 喜欢华语和中华文化 7 13.21 

积极动机：情感价值 想将华语传承给其他人 5 9.43 

积极动机：工具性价值 将来要用华语来工作 16 30.19 

积极动机：工具性价值 中国势力强大，所以必须知道华语。 10 18.87 

积极动机：工具性价值 想继续深造，提高自己的知识 1 1.89 

消极动机 是家长的要求 5 9.43 

总答案  53 100 

 

对于“将来要用华语来工作”的答案，通过开放式的问题和访谈发现，其中 5 名学生想往

商贸方面发展，很大程度上可能是因为大部分选择商务汉语专业。4 名学生表示想从事翻译工

作，1 名学生想当导游，7 名学生仅表示，只想用华语去工作，但是没有具体的方向。1 名学生

明确表示，自己想具备良好的汉语水平是因为“薪水很高。”因此他们虽然身为云南籍华裔，

基本上已经有一定的沟通能力了，但是他们认为自己必须继续深造。他们从小就在华人村长大，

就读于华校，但是学生都表示，他们需要具备“汉语普通话”的良好能力，其原因有二：一、

家里使用的是云南方言，并非汉语普通话；二、之前学过的是台湾的课程，读台湾的教材，没

接触多少中国大陆的教学内容。其中只有一个来自清迈府马看山村(Doi Ang Kang) 的学生表示，

自己的学校因接受中国大陆和台湾的支持，所以两种教育制度并存，对中国大陆的教材比较熟

悉。其他学生都解释说，现在中国大陆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了解汉语普通话和简体字是必须的，

自己所学过的台湾华语虽然为他们奠定了好的基础，但还是不够。他们必须了解普通话和了解

中国大陆，此事对他们未来的发展十分重要。 

 与中小学时学习华语的动机相比，我们可以看到不同的趋势，即从中小学到大学，就是

情感价值和工具性价值动机的地位转换，工具性价值呈现上升趋势，情感价值下降，消极动机

也逐渐减少，这是理所当然的事。选择本科专业也必须考虑到实用性的理由。这个研究结果与

林莉妹、韩冠玲(2010)[6]的研究结果相符，他们发现新一代的泰国华裔学习华语也是工具性价

值优先。不同的是，他们研究的华裔是面向泰国全国的华裔，不是针对云南籍华裔的学生。那

么本文的调查结果发现，虽然云南籍华裔学生工具性价值占优势，但是也不可缺少情感价值的

存在，在 18 名的学生中，5 名学生回答纯工具性理由，其他 13 名都是情感和工具性价值并存。

虽然学习目的主要是就业方面，但学习华语还是有种族认同感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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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访谈，笔者发现另一个值得注意的事情：其实，他们的工具性价值动机，不只是简

单的就业梦想，一部分也来自与泰国社会的认同问题。 

  笔者调查云南籍华裔大学生的种族认同感，结果显示出，77.78% 认为自己是华人，同时

也是泰国人，只有 11.11%认为自己已经是泰国人了。 

                                         表三：云南籍华裔大学生的种族认同感 

种族认同感 人数 百分比 

认为自己是华人 2 11.11 

认为自己是泰国人 2 11.11 

认为自己是华人，同时也是泰国人 14 77.78 

总共 18 100 

 

该调查结果表示，大部分的云南籍华裔认为自己是华人，也是泰国人，这种感觉或许对泰

国社会而言颇为有利，说明云南籍华人与泰国社会已经越过摩擦的阶段，逐渐像潮州、客家族

群那样踏入融合阶段。但是通过访谈发现，这两种种族认同感的并存非常复杂。14 名回答自

己是华人又是泰国人，其中有 4 名学生明确表示，华人的感觉更强，2 名表示泰国人的感觉更

强，2 名表示两种感觉具有相同程度。这些具有较强的华人的感觉，一般是来自较为严格保留

华人传统文化的家庭。他们虽然在泰国长大，但是觉得自己还没有完全成为泰国社会的一部分。

另外，5 名学生表示，自己的泰语不标准，英语也有问题，唯一能够在泰国生存的方法，就是

要加强自己的的华语优势。一名学生甚至表示：“我的泰语不好，英语也很差，汉语也不是很

标准，觉得没有哪个国家想收纳我了。”另一名学生说：“我的泰语说得也不像泰国人，英语

也不好，只有这个华语了。”因此，虽然他们持有工具性价值，但是这种动机也不同于一般的

学习华语的泰国人，他们的工具性动机比一般的华语作为第二语言的学生其实更为强烈。泰国

学生，或其他地区的华裔学生已经具备了良好的泰语和英语能力，而且在泰国的环境长大，如

果没学好华语，也可以选择其他途径，云南籍华裔学生则不然，他们认为若连华语都没有掌握

好，他们就没有希望了，因为学习华语对云南籍华裔学生来说不仅是一种挑战性，而是一种社

会生存的关键。这一点事实上也反映了云南籍华裔在泰国社会的融合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 

六、结语 

 本文的研究结果显示，云南籍华裔大学生从小大多数以情感价值来学习，上大学以后由于

考虑到未来的发展而以工具性价值的动机来学习华语，但与其他泰国学生或泰国华裔不同的是，

他们的工具性价值动机是由他们独特的家庭与学习背景引起的。他们在高等教育深造华语，大

部分是想学习汉语普通话和认识中国大陆。这一点也给泰北华人村的华文教育发展带来了一些

启示：现在的泰北云南籍华裔没有像第一代华侨那样持有强烈的政治理念，他们更看重实用性、

具体性，除了认识支持他们教育的台湾以外，他们也想认识中国大陆，以便于踏上外面的世界，

完成自己的梦想。因此泰北华人村华校的课程，也未免必须考虑到学生的未来的发展，课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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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和教材可能需要进行调整，以便保留中国的传统文化，同时也认识现在的新中国，为学生

的将来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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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哈尼族服饰产业化发展研究 

The Study on Industrialization Development of  Hani Costumes in Yunnan Province 

廖天嫄 

（正大管理学院 中国研究生院，泰国 暖武里 11120） 

摘要：哈尼族作为我国少数民族之一，相关研究较少，本文在此背景下，进行了对哈尼族

分布、服饰变迁、服饰传承和保护现状、发展中的问题的研究和分析。在研究和分析中发现，

哈尼族服饰商品开发存在规模小而无序，扩大生产困难、人力资源匮乏，艺术创新艰难、对自

身文化挖掘不足，服饰特点不够鲜明、缺乏现代营销观念，优秀产品难以推广的问题，文章在

此基础上提出了联系消费者的情感诉求，进行正确市场定位、强化市场和产业意识，重视扶持

帮助的建议。 

    关键词：哈尼族；服饰产业化；问题及策略 

 

       Abstract: The Hani nationality is one of the minority nationalities in China, but there are few 

studies on it. Based on this background, this paper studies and analyses the distribution, change, status 

quo of inheritance and protection of Hani clothing and the problems in their development. Through 

research and analysis, this paper finds that there are some problems in the development of Hani 

clothing commodities, such as small scale and disorder, difficulty in expanding production, lack of 

human resources, difficulty in artistic innovation, inadequate excavation of their own culture, lack of 

distinct clothing characteristics, lack of modern marketing concepts, and difficulty in promoting 

excellent products. Therefore, aiming at the above problem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such as contacting consumers' emotional demands, correctly positioning the market, 

strengthening market and industrial awareness, and attaching importance to support and help. 

 Keywords: the Hani nationality; the industrialization of clothing; Problems and Strategies 

 

一、导论 

1.1 研究目的 

在少数民族物质文化与非物质文化的延续与传承中，民族服饰一直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对

少数民族文化遗产保护的探索与实践过程中，保护和传承哈尼族服饰备受人们的关注。生产性

保护是目前公认的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最有效的方式之一，同样，哈尼族服饰的保护和传

承也适用于这种生产性的保护方式。近几年，我国各级政府都在积极的推动生产性保护方式的

落地，这对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和意义。社会各界也非常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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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在对其研究中也逐渐形成了一种市场化和产业化的事态，同

时也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在哈尼族物质文化与非物质文化的传承与保护中，对哈尼族的服饰

的研究一直是重中之重。 

积极探索哈尼族服饰文化的生产性保护，推进哈尼族服饰文化的产业化发展，将保护与发

展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协同作用，相辅相成，这对哈尼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来说具有非常

重要的现实意义。 

哈尼族分布的红河、西双版纳、玉溪等州市，自然地理环境的最大特点是山区面积广大，

江河纵横；哈尼族居住的地理环境多为山区，山区交通不便。不同地区、不同支系的哈尼族因

长期交往交流困难，服饰文化发生了一些变化，云南哈尼族服饰样式繁多，有一百多种，形成

了云南多姿多彩的哈尼族服饰文化景观。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推进和改革开放的深入，哈尼族服

饰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哈尼族传统服饰文化在逐渐走向边缘化。新中国成立以来，专家学

者们逐渐意识到了保存少数民族文化多样性的重要意义，希望在对哈尼族传统服饰的研究中深

挖优秀成果，通过以哈尼族服饰的商品化方式，对其进行保护和发展。让一代一代的哈尼族青

少年都能热爱自己的服饰文化，让哈尼族传统的服饰文化传承、发展下去，并真正成为传播哈

尼族文化的一种载体，扩大尼族文化的影响力。 

1.2 哈尼族的分布及基本情况介绍 

哈尼族是一个世界性民族。据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我国哈尼族人口 166万人，在

全国个民族人口数中位列 16位，在云南省境内特有的 15 个少数民族中，哈尼族的人口数量排

名第三。从行政区域上看，云南哈尼族主要分布在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的绿春、红河、元阳、

金平、个旧、建水，普海市的墨江、江城、澜沧、宁再、镇沉、思茅，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的

励腊、励海、景洪，玉溪市的元江、新平，以及楚雄、昆明等州市。 

哈尼族一直以来就以勤劳和智慧著称，同时也是富有想象力和创造力的民族。其族群主要

聚居在红河州境内，属气候温暖云雾绩绕的半山地带。千百年来，哈尼族人民所创造的梯田文

化和茶文化备受瞩目，这也源于哈尼族人民的勤劳，毅力和想象力。闻名于世的哈尼梯田景色

神奇壮观，这是哈尼族人民利用崇山峻岭的自然条件创造的山地梯田文明，也充分体现了哈尼

族先辈的卓越智慧。 

1.3 哈尼族服饰变迁状况 

与大多数少数民族一样，哈尼族的服饰从早期穿着以植物编制的服饰逐渐演变成现在的服

饰形态。从哈尼族的节日庆典中男性头裹树叶、下穿草裙的服饰中可以看出，哈尼族先辈以结

草，树皮编制服饰为衣。另外，“仰阿娜”节舞蹈中头裹棕皮、下穿草裙的装束，都可以看到

原始形态的哈尼族服饰特征。这与三星堆出土的文物十分相似。哈尼族的先民们经历了漫长的

迁徙历史过程。其迁徙历史，反映在哈尼族传统服饰上。据突车人口传，他们的祖先在“轰昂”

（哈尼语称昆明为“轰昂”或“谷哈”），南迁时被强族围困，为不致绝灭种族，他们将男子

用锅灰抹黑面部，女子则改穿短衣短裤，分路出击，突围终于成功，最后迁入红河流域定居。

这次突围中突车妇女的穿着服饰沿袭至今，她们常年头戴白色尖帽，穿短裤，衣服上的银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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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取材自其生活中大山上的一种植物一打不死花，这种花生命力极强，在恶劣的环境中也能顽

强生存，佩戴这种花，反映了突车人的乐观精神和坚軔不拔的个性。 

碧约妇女服饰中的长衣，背部所精心刺绣的图案，记录了哈尼族上千年来迁徙的历史。衣

服的上方，是红圈黑心的圆点，说明哈尼族曾经在夜晚踏上迁徙的历程；红色的丝线纹图，说

明在每个哈尼族曾经定居的地方都有人死去，并葬在了那里；衣的底边是黑红蓝白相间的下坠

丝线，据说这是泪水，为了避免战争或迫于自然灾害，哈尼族不得不忍痛离开家园，继续迁徙；

衣服中间有两条红白黑相交的曲曲折折的等距离排列线，是哈尼族迁徙的路线图，红线表示所

走过的路程都充满了艰苦的征战，黑线说明在千年迁徙征战中，虽然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但也

有幸福安乐的时光。 

各民族交流融合的过程，是哈尼族服饰文化多样化发展的过程。民族交流融合是不同民族

之间相互影响，相互排斥，相互借鉴，继而共同创造的一个复杂而漫长的进程。它不仅包括和

平时期经济文化的友好交往，还包括战争和朝代更替的动乱时期所引起的民族大迁徙，大融合。

因此，历史上民族交流融合的过程也是其服饰文化多样化发展的过程。在各民族文化交流中，

哈尼族服装自成一体，并不断吸取对本民族有用的其他民族装饰精华，充实美化自己。 

1.4 哈尼族服饰保护和传承现状 

在各级政府的重视下，静态保护成为哈尼族服饰保护的重要形式。主要是立服饰文化资料

库、博物馆或展示中心，对哈尼族服饰文化进行严格保存和保管。目前，收藏并展出哈尼族服

饰博物馆有如中国民族博物馆、中央民族大学博物馆、云南民族博物馆、红河州博物馆、普再

市博物馆、西双版纳哈尼族文化园、绿春哈尼族博物馆、元阳箐口哈尼族文化博物馆、墨江文

庙哈尼族文化室以及民间创办绿春哈尼族服饰传习馆、墨江王自平哈尼族文化展示馆等。近年

来，云南省图书馆实施少数民族多媒体数据库项目，由红河诺玛阿美文化公司钱文杰（哈尼族）

等实施的哈尼族多媒体数据库基本建成，哈尼族服饰是其中重要部分。通过对哈尼族服饰文化

的过去或现在的照片、光碟、影片、带等资料，存入数据库，以利长期保存，并作为展示内容

以持续保护与传承。哈尼族服饰活态保护更加自觉。活态的民俗活动是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

使人们很容易参与并融入其中，对保护哈尼族服饰文化有强大的吸引力与感染力。 

哈尼族地办各种节庆活动，影响较大的有绿春哈尼十月长街古宴、西双版纳哈尼族嘎汤帕

节、墨江哈尼太阳节暨北回归线国际双胞胎节、元阳梯田文化节、红河万人长街歌舞节及仰阿

娜节、江城哈尼历年、江城中老越三国丢包节、元江哈尼文化节等。这些节庆活动期间，哈尼

族群众以穿着哈尼族传统服饰为隆重，纷纷换上色彩斑斓、琳玻满目的盛装，节日街头、活动

场所成为哈尼族服饰的展示舞台和赛装会场。活动中还以县区、乡镇为单位进行哈尼族服饰盛

装巡演以及开展哈尼族服饰展演、选美活动，这些围绕服饰展幵的活动，激发了哈尼族群众穿

着哈尼族服饰的积极性；也鼓励了展演服饰与选美服饰的创新，由于要接受参与活动的广大哈

尼族群众的观赏和检阅，使哈尼族服饰的创新成为自觉，既不离幵民族文化的根，而又能与时

代的审美、时代的要求相结合。在哈尼族乡村，过年过节、婚丧嫁娶等活动，必须穿着传统、

庄重的哈尼族服饰。作为哈尼族乡土文化，这些哈尼族传统的民俗活动植根于生活的土壤，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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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族群众都会自觉参加，不但愉悦了精神、丰富了文化生活，而且通过这些“俗不离土”的活

动，活化了哈尼族服饰文化，使其扎根于民间，一代代传下去，从而推动哈尼族文化传统，在

保护与传承中生生不息。 

二、哈尼族服饰研究现状 

对民族服饰的研究一直以来都是作为不同民族文化的表象特征，是民族文化研究和区分不

同民族的重要依据。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对少数民族的族群和文化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领域，

有不少学者更是深入的研究了少数民族的服饰，其著作和发表的文章也不胜枚举。由于研究方

向、研究角度、研究方法各不相同，所获得的成就也就有所差异。有的学者以历史文化背景为

研究基础，艺术家则以美学的角度对民族服饰进行研究，另外还有社会人文类学者以综合性学

科对其进行研究，其中包括民族学、人类学、民俗学等多学科。在研究民族服饰的过程中对哈

尼族服饰研究和资料分析的著作或文章不多。在笔者查询的资料中，与哈尼族文化的有关章节

涉及哈尼族服饰研究成果介绍。如《哈尼族简史》、《哈尼族》、《哈尼族文化大观》等，对

哈尼族服饰情况有一些整体性、简要地介绍。 

哈尼族服饰方面的专题研究，最早起步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毛佑全、史军超、杨万智

等学者发表了《滇南哈尼族服饰与发式》、《哈尼族服饰中的神性意识》等文章。最早对哈尼

族服饰进行研究的学者中，红河民族研究所的学者毛佑全发表了多篇有关云南哈尼族服饰的文

章，其中《略论哈尼族服饰文化特质》、《哈尼族服饰文化概述》、《哈尼族服饰文化特质及

内涵》、《哈尼族奕车女性服饰文化的历史原型及其衍异轨迹》等文章最具代表性。毛佑全在

对哈尼族服饰的研究中认为，不同族群，不同地域的哈尼族人的服饰也存在一定的差异，这些

差异主要是因为哈尼族文化与其他少数民族文化是否融合，是否与外族进行通婚有关，同时，

年龄和不同地域的婚丧习俗也存在明显的变化。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邓启耀、尹素卿、李期博、山田小李花等学者发表了《金平哈尼族葬

礼换装的象征意义》、《哈尼族服饰》、《哈尼族女性服饰及其审美内涵》、《从服饰文化看

少数民族民族意识的变化—以哈尼族服饰为例》等文章。 

二十一世纪以来，哈尼族服饰文化研究逐步引起重视。哈尼族服饰研究从少到多，出现了

一批较为完整、系统的研究文章。 

据中国知网文献检索目录，任新义、王清华、李宁、董菊英、蒋贞、杨晓、敏塔敏吉、张

文芝、白永芳、王彪、洪敏华、杨国荣、邓丽萍、福特、刘玉璟、吴雨亭、李给、陈红梅、谭

洋洋、李给、张瑞、刘玉红等学者，发表了《哈尼族的梯田与服饰》、《流不尽的万般神韵—

解读哈尼族服饰文化》、《哈尼族服装类型与图案艺术》、《简之售永繁之丰韵—哈尼族服饰

文化初探》、《浓缩迁徙历程的哈尼服饰》、《异彩纷呈的哈尼族服饰》、《哈尼族女性传统

服饰及其符号象征》、《哈尼族女性头饰及其象征》、《泰北山地民族服饰审美初探—以阿卡

民族服饰为例》、《哈尼族服饰的历史渊源和文化内涵》、《梯田文化与哈尼族服饰》、《树

皮服饰变迁缘由浅析》、《哈尼族服饰图纹的象征及美学特点》、《哈尼族服饰研究及其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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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穿在身上的哈尼文化》、《云南哈尼族服饰特征探析》、《哈尼族服饰图案艺术研

究》、《哈尼族服饰文化的历史记忆》等文章。 

近年来，哈尼族服饰文化研究有新的进展，发表了一批质量较高的论文，并出版了哈尼族

服饰文化研究专著。袁爱莉、谭洋洋、王佳丽、赵明、王晓慧、李阳、额瑜停、蔡亚东、徐蓉、

武斌、卢鹏、马挪炜、李晶晶、沈林明、尹桂路等学者发表了《源于自然审美的哈尼族服饰生

态文化》、《浅析哈尼族服饰图案对现代服装设计的启示》、《哈尼族奕车女子服饰文化及其

审美内涵》、《哈尼族突车人扭裆裤的结构研究》、《孟连县尖头阿卡人饰物艺术研究》、

《哈尼族服饰纹样视觉语言研究》、《元江羊街乡哈尼族服饰》、《探寻云南哈尼族帽饰艺术

之文化内涵》、《试析哈尼族糯比服饰的艺术魅力》、《无字的真衣，穿着的文化—浅析元江

县那诺乡哈尼族的服饰艺术的传统服饰》、《旅游语境下的哈尼族服饰研究》等文章。年，作

为《文化解读哈尼梯田》（册）中旳一本，黄绍文的《穿戴神话—哈尼族服饰艺术解读》，图

文并茂地向读者呈现哈尼族服饰的特征、价值。年，白永芳以博士论文为基础，出版了《哈尼

族服饰文化中的历史记忆一以云南绿春县“窝拖布玛”为例》，以大量哈尼族服饰习俗为基础，

借助民族口述史、汉文史籍、考古资料以及语言学知识，对一个哈尼村落服饰生活、服饰人生、

服饰历史进行立体研究。这两部书，是完整、系统地研究哈尼族服饰文化的重要专著。 

三、哈尼族服饰商品开发现状以及发展中的问题 

生产性保护是目前公认的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最有效的方式之一，同样，哈尼族服饰

的保护和传承也适用于这种生产性的保护方式。通过以生产、流通，销售手段对非物质文化遗

产及其资源转化为生产力和产品，使其产生经济效益，并促进相关产业的发展的方式即为生产

性保护。这种方式是将保护与发展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协同作用，相辅相成，实现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良性互动。 

保护和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两种方式实际上是可以相辅相成的。如果单纯通过以市场经

济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开发利用，就可能出现过度商业化，商品化的情况，打破了非物质文

化遗产的多样性特征，偏离了应遵循的多种原则。这种不可逆转的单一发展方式完全背离了生

产性保护的意义，变相的损害和扭曲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发展。 

从另一角度来看，要正确的理解生产性保护就必须深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涵，通过文化

资源与资本的互为转换，形成有机的结合。原创性原则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独特特征和稀有特

征，正是这种独特与稀缺的特征使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经济价值得到了升华，这种文化资源也

正好体现了文化的差异性，是最具潜力的文化资本。 

所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产性保护需要将传统文化合理的转变为生产力，以更符合大众

消费者的审美又保留传统文化元素的产品为开发对象，使其产品得到大众消费者的认可，最终

形成文化保护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 

近年来，红河、普再、西双版纳等州市以及哈尼族聚焦的各个地区，将保护和传承哈尼族

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上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通过对哈尼族传统服饰的创新开发和利用，将哈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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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服饰工艺技法与时尚完美结合，为哈尼族赋予了时代与薪新的文化内涵，实现了哈尼族在生

产性保护中“活态”传承。 

哈尼族服饰商品幵发的逐渐兴起，虽然对对民族文化的保护和传承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但是也暴露了一些问题。最突出的问题是，资本没有像想象中那样进入到哈尼族的服饰开发领

域中，从而导致哈尼族服饰无法顺利进入市场。 

由于天然的地理屏障，民主改革前云南哈尼族地区仍处于相对封闭的状态，占绝对主导地

位的依然是自然经济，依然以农耕和畜牧业为哈尼族的主要产业，由于市场经济的推动力不足，

商业很难形成独立的产业，人们还是延续着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一直以来，哈尼族人喜欢的

银器主要是通过交易方式获取，传统服饰只能靠手工自制。随着国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

程的落地，保护和传承哈尼族传统服饰将获得巨大的发展空间。但是，虽然哈尼族拥有得天独

厚的自然、文化、旅游资源，服饰文化产业也在不断地发展壮大，但文化产业的发展水平依然

相对较低，哈尼服饰商品的发展仍然面临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 

3.1 规模小而无序，扩大生产困难。 

哈尼族服饰的生产模式一般都是以家庭式的小作坊为主，母女、姑嫂等为主要劳动力。这

种家庭作坊式的生产方式，最大的弊端就是规模小而无序。他们的规模大都在至人，而正是这

至人需要完成原材料采购、设计、制作、销售等所有的产业流程，这样一来导致了生产效率的

低下。在面对比较大的订单时，大部分哈尼族服饰的经营者都只能无奈的选择放弃，因为其规

模就已注定不能在客户规定的时间内完成订单；由于生产规模小，所得到不多的利润回报也很

难用于再次投资当中，也就难以形成发展的态势。 

3.2 人力资源匮乏，艺术创新艰难。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哈尼族居住地区的交通、教育状况都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大批哈尼

族儿女能够到全国各地接受更高等的教育，并到各地工作。他们中的大部分都选择了留在机遇

更多的大城市发展，身处于主流文化地域中，他们对哈尼服饰的认同感也逐渐减弱。在这种状

况下，致力于哈尼族服饰发展的人力资源便显得十分匮乏，尤其是在服饰产业中最需要的创新

型与管理型人才。另一方面，留守在哈尼村寨中的中老年人仍然按照传统的哈尼装来剪裁、刺

绣，是一种固有样式、风格的模仿，他们很难去考虑到市场需求、前景这些产业化中非常重要

的因素，极少有幵阔的视野与眼光，缺乏创新发展的意识。这就造成一些地方的哈尼族服饰很

难体现出创新性，制作出的哈尼服饰只是对固有样式、纹案的简单重复、模仿。长此以往，会

给人一种哈尼族服饰单调呆板的感觉。 

3.3 对自身文化挖掘不足，服饰特点不够鲜明 

在生产制作哈尼族服饰时，哈尼族群众在对传统服饰文化学习研究不够，从事哈尼族服饰

生产加工和销售的哈尼族企业家对哈尼族服饰文化内涵深入挖掘也不够。少数民族服饰除去遮

体、保暖这些基本功能之外，更为重要的是它作为民族文化的载体之一，能够架起一道与消费

者情感诉求相连接的桥梁。如果只是单纯的将哈尼族服饰作为商品来生产，没有了丰富文化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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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支撑，哈尼族服饰就失去了精神实质，原本鲜明的、富有生命活力的哈尼服饰将只是僵化的

产品而已。 

3.4 缺乏现代营销观念，优秀产品难以推广 

长期以来，哈尼族人民把哈尼族服装的生产制作作为一种增加家庭收入、提供物质生活水

平的有效途径，但在意识中还没有创立品牌的概念，同时也缺乏现代的营销观念。其主要体现

为不能根据市场需求有效改良产品设计，不能依靠品牌来为服饰本身增加附加价值。目前，多

数地方哈尼族服饰产品的销售，主要依赖于传统的集市贸易，产品销售策略落后，还没有建立

起相对应完整的文化产业链。由于现代营销观念和市场宣传推广的缺乏，精心制作的服饰产品

无法得到更好地推广。在哈尼服饰流入市场的时候没有任何的相关标识，造成了哈尼服饰市场

鱼目混杂的状况，优秀的哈尼族服饰产品被湮没在农贸市场低档、繁杂的服饰商品中；劣质的

哈尼族服饰产品也不会在市场竞争中被淘汰，甚至有的经销商为了追求更大的经济利益，哈尼

族服饰产品生产中以次充好、以假乱真，这样的做法，对哈尼族服饰商品发展的负面影响无疑

是巨大的。 

四、哈尼族服饰产业化发展策略 

4.1 哈尼族服饰产业化的必要性 

随着市场经济的推动作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不仅需要政策的保障、积极的引

导，资金扶持和监管外，还需要运用市场运作的力量，以弥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后劲不

足的问题。以形成符合市场需求的、人民群众乐于欣赏的、具有强大生命力的保护氛围。一个

重要的观点是，要抓住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保护的机会，就必须要将哈尼族的传统服饰进行市

场化和产业化。 

4.2 哈尼族服饰产业化的可行性 

随着政府在哈尼族服饰的保护传承中取到的作用越来越显著、哈尼族民间艺人与哈尼族群

众越来越多的投入到哈尼族服饰的保护传承当中，哈尼族服饰的开发利用价值也受到了更多的

重视。对于哈尼族服饰的商品开发现状进行调研之后也可以看到，对于哈尼族服饰，仍然存在

着尚未得到满足的需求市场。 

哈尼族服饰体现哈尼族传统文化的精髓，承载着极其丰富的文化信息，其色彩、款式和纹

样，具有自己的独特性，通过传统元素和现代元素的整合，可以推出中高端服饰产品，且会有

很大的市场空间。就哈尼族传统服饰而言，流传数千年的哈尼族树皮衣的抢救保护，即兼备施

与式保护与开发式保护两个方面特点，同时也让我们看到哈尼族服饰产业化保护和发展的可能。 

4.3 哈尼族服饰文化产业化发展策略 

结合之前所谈到的哈尼族服饰发展中所面临的瓶颈以及整个市场的实际情况，推进哈尼族

服饰文化产业化发展，必须要敢于树立产业化的战略思路，进行科学的品牌定位，制定合理的

营销战略，集中力量培育优势文化品牌，实现哈尼族服饰文化资源向文化资本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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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 强化市场和产业意识，重视扶持帮助。 

要把哈尼族服饰产品与市场紧密结合起来，其经济力、影响力和辐射力就会表现得非常充

分。多年来，哈尼族服饰产品投入作坊和加工厂生产并进入场销售，成为当地旅游文化产业的

重要元素，因此，应该认真研究市场，有意识地培育市场，积极主动地参与市场竞争；同时也

要重视对哈尼族服饰的开发与建设，把具有特色的哈尼族服饰文化发展规划与哈尼族地区总体

发展规划结合起来，把哈尼族服饰文化产业项目纳入到纳入哈尼族地区形象建设、发展特色经

济的各期规划中，统筹考虑，科学安排，千方百计做大做强哈尼族服饰文化的产业项目，使区

域经济发展更富有文化内涵，社会环境更富有文化韵味、哈尼族地区形象，更突出文化个性。 

哈尼族服饰行业是一个天生体制虚弱的行业，离不开各级政府的扶持与鼓励。哈尼族地区

各级政府要充分发挥宏观调控的作用，正确引导，提高对开发哈尼族服饰商品的认识，从政策

指导、信息咨询、产品开发、市场培育等方面为哈尼族服饰的生产、销售提供服务职能。在政

策上，要积极动员本民族的干部，在各种礼仪场合、大型活动中穿着哈尼族服装，形成良好的

示范效应。 

4.3.2 联系消费者的情感诉求，进行正确市场定位 

对于哈尼族来说，无论是本民族购买、收藏者购买、旅游者购买或是政府采购等，其购买

行为都与对哈尼族文化认同、热爱密不可分。哈尼族历史文化底蕴深厚，我们目前所需要做的

就是进一步搜集挖掘传统哈尼文化的宝藏，保护与宣传同步，传统与创新并行。通过电视、期

刊等媒介展示哈尼族特有的文化内涵，通过活动组织、网络宣传等途径营造哈尼文化氛围，让

那些潜在的消费者充分认同哈尼文化。只有将这哈尼文化与哈尼服饰、配饰、整体包装设计等

紧密联系起来，哈尼族服饰才能真正的产业化发展。这样一来，对于本民族同胞来说，哈尼族

服饰更加能够承载他们对于自己民族以及民族文化的情感寄托；对于其他民族的消费者来说，

哈尼族服饰也能够使得他们内心情感诉求与哈尼族文化形成一致性。这样一来，便能够壮大哈

尼族服饰的消费群体，让哈尼族服饰销售的目标市场在原有基础上得到进一个扩充。 

五、结论与展望 

本文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理论与实践出发。首先，分析了哈尼族服饰的发展演

变及哈尼族服饰特征，接着对哈尼族服饰商品开发现状以及发展中的问题进行了分析，非物质

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十分重要，近几年来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成效显著。文章也分析认

为哈尼族服饰的生产性保护在服饰商品开发中进行了积极探索和实践，哈尼族服饰商品发展中

存在规模小而无序、扩大生产困难，人力资源匮乏、艺术创新艰难，对自身文化挖掘不足、服

饰特点不够鲜明，缺乏现代营销观念、优秀产品难以推广等方面问题。 

在本文的最后一章，笔者从市场营销理论知识入手。分析了哈尼族服饰文化产业化的必要

性与可行性，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特别是哈尼族服饰的市场化、产业化之路是一种必然趋势，

产业化发展是抢救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特别是哈尼族服饰的重要出路；哈尼族服饰的产业化发

展得到哈尼族地区各级政府的重视，得到有实力的文化投资公司和服装服饰公司的青睐，树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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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等哈尼族传服饰的施与式保护与幵发式保护的实践，也让我们看到哈尼族服饰产业化保护和

发展的可能。由此，笔者提出了哈尼族服饰文化产业化发展思路方面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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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小学华文阅读差异教学 

Differentiated Instruction of Chinese Reading in Singapore Primary School 

刘渼 

（南洋理工大学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新加坡  279623） 

摘要：新加坡有多元复杂的语言环境。新加坡教育部在 2010 年完成了母语教育的检讨，

发现以英语为主要家庭语言的人数有逐年上升的趋势（新加坡教育部，2011）。而华文作为一

门母语学科，在华文课上老师所接触的学生，无论在学生来源、家庭语言背景或者华文程度上

的差异性都越来越大。本文根据汤姆林森等人提出的差异教学理论和其原则，从预评价、内容、

过程和成果等方面探讨了小学华文阅读差异教学。首先是词汇预评价的理论和示例；其次是阅

读内容的分层设计，如加拼音或变化字体大小、调整其难易度或根据多元智能理论来设计阅读

文本；再其次是教学过程的分层指导设计，如分层指导、分层操作过程和阅读差异教学的教案

设计；最后是学习成果的分层设计，如符合学习风格的“Do-Feel-Think-Watch”、井字模板“Tic 

Tac Toe”。文中分享新加坡小学华文阅读差异教学的设计，冀能对以华语作为第二语言学习的

教与学有所帮助。 

关键词：华文；差异教学；华语作为二语教学；分层设计 

 

Abstract: Singapore has a diverse and complex language environment. Singapore Ministry of 

Education completed a review of mother-tongue education in 2010. They found that the number of 

people who use English as their main family language has increased year by year (Ministry of 

Education, 2011). In Chinese class, the teachers also found that the students are getting more and more 

different in terms of student sources, the family language background and students' proficiency level 

of  Chinese language. This paper shows the differentiated instruction in Chinese reading course based 

on the theory of Tomlinson' differentiated instruction and its principles in terms of pre-evaluation, 

content, process and products. Firstly, we provides the examples of pre-assessment of vocabulary 

based on the vocabulary theory. Secondly, we provides the examples of the hierarchical design in 

contents, such as adding pinyin, changing the font size, adjusting the degree of difficulty, or 

redesigned the text according to the theory of multiple intelligences. Thirdly, we provides the 

examples of teaching sequence, such as the layered guide and its activities. Finally, we provided the 

examples of learning outcomes, such as "Do-Feel-Think-Watch" for the different learning style, "Tic 

Tac Toe" template for the students of different proficiency levels. We also share the lesson plans from 

primary school in Singapore in order to help teachers to teach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in 

different proficiency lev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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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新加坡有多元复杂的语言环境，新加坡教育部在 2010 年完成了母语教育的检讨，发现以

英语为主要家庭语言的人数有逐年上升的趋势（新加坡教育部，2011）。而华文作为一门母语

学科，在华文课上老师所接触的学生，无论在学生来源、家庭语言背景、华文程度上的差异性

都越来越大。虽然差异教学并不是一个新的课题，有效的教师总是以承认和回应学生共同和个

人需求的方式进行教学。然而汤姆林森等人有系统地提出了差异教学理论和其原则，他认为差

异教学既是一种哲学，也是一种有效教学和学习的原则和实践驱动模式(Tomlinson, 2014)。因

此，本文从预评价、内容、过程和成果等方面探讨新加坡小学华文阅读差异教学的设计。 

二、汤姆林森(Tomlinson, Carol Ann) 的差异教学原则 

        1995 年汤姆林森在《多元能力课堂中的差异教学》一书中首次提出了在“常规课堂”中、

面向“所有学生”的“差异教学”。汤姆林森被称为“迄今对差异教学做出最全面研究的人”。

以下是他提出的差异教学原则： 

1. 高质量课程 

1.1 清楚的学习目标 

        老师的教学和学生的学习都要有清楚的目标(KUDs)，也就是符合年级水平的学生应该知

道(Knowledge)、理解(Understanding)和做(Do)的事情。且宜聚焦于最重要的核心概念和技能。 

1.2 适合学生程度的挑战 

        如何判断适合学生程度的挑战？维果茨基(Vygotsky)认为学生的发展有两种水平：一种是

学生的现有水平（基本能力），指学生在独立活动时所能达到的解决问题的水平，也就是皮亚

杰所谓的儿童发展阶段，每个阶段有其发展的能力；另一种是学生可能的发展水平，是学生在

大人或同伴的合作下，能够解决问题的能力。这两者之间的差距，维果茨基称之为“最近发展

区(zone of proximal development, ZPD) ”。适合学生程度的挑战，就是每个个体在其自身的最近

发展区间所要完成的任务，也就是每位学习者在其学习能力以内，而暂时未习得的知识或技能。 

        如何提供适合学生程度挑战的支持呢？维果茨基提出鹰架 (Scaffolding)概念，指学生在学

习一项新的概念或技能时，通过提供足够的支持来提升学生学习能力的教学准备。他认为若没

有教师或更有经验的同伴的带领和帮助学习者把新旧知识联系起来，学习者一般不能独自跨过

这个学习上的距离(即“最近发展区”)。而当学习者在这个鹰架里，他们能够学习如何独力完

成有关工作。一旦他们成功了，就可以扩展自己的“可独立处理工作”范围。维果茨基的最近发

展区和鹰架如表 1 所示： 

 

表 1. 维果茨基的最近发展区和鹰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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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学生现有水平 

/基本能力 

B. 

最近发展区(挑战区) 

C. 

学生尚不能的发

展水平 

独立活动时，学

生所能达到的解

决问题的水平 

鹰架：模仿的示范、列举实例、启发式提问、由成人进

行监督、集体活动 

 

 

        在课堂教学时，可分别为不同准备度的学生设计不同程度的挑战，如表 2： 

表 2 不同程度的挑战 

LR (准备度较低者) 全体学生可以掌握的识记、理解、简单运用 

MR (准备度中等者) 大部分学生可以掌握的比较复杂的运用与分析 

HR (准备度高者) 基础好的学生可以掌握的复杂分析与综合运用 

 

2. 有意义的任务 

        有意义的任务(sense-making tasks)最好是将课堂作业和家庭任务结合起来，也就是说，学

生参与哪些家庭任务最能帮助他们理解和应用华文，比如陪妈妈到巴剎买菜，可用华语和菜贩

沟通交流。 

3. 弹性分组 

        差异教学的弹性是指灵活的时间、地点、调整学习内容，让学生有自己的学习速度。在进

行活动时要弹性分组，如依学生的能力和兴趣分配不同的任务。弹性分组可以是同质小组、异

质小组/混合小组，常用的分组方法有拼图法(jigsaw)。下图的弹性分组有其便利性，老师在要

求同质小组(A&B 组)或异质小组(M1&M2 组)时，学生可以不必更换座位： 

 

  

图 1 弹性分组 

4. 持续性的测验和调适 

        持续性的测验和调适，包括（1）预评估，用以发现学生的学习起点和难点，如使用 KWL、

清单和自我评价；（2）形成性评价，用以追踪和检查其学习成果，如自评和互评、学习日志；

（3）总结性评，用以确保所学，如表达和演示、完成任务、单元测试。且宜运用分层次的评

价 ，如表 3： 

表 3 分层次评价的目的和重点 

 评价目的 评价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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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R (准备度较低者) 表扬 消除自卑，树立自信，尝试成功的喜悦 

MR (准备度中等者) 激励 揭示其不足， 指明应努力方向 

HR (准备度高者) 竞争 促使他们谦虚、严谨、努力拼搏 

 

5. 建立学习社区 

5.1 教师能够差异教学 

        在差异教学中，教师是学生学习的帮助者、促进者、合作者、组织者，老师要提供良好的

学习环境和机会，如情境、协作、会话、意义建构，帮助每位学生根据其自身的差异性和发展

来学习。 

5.2 所有学生都能积极参与各种学习活动  

        在差异教学的设计下，所有学生都能积极参与各种学习活动。所以要进行分层次的施教与

练习 ，其分层的原则如表 4： 

表 4 分层的原则 

LR(准备度较低者) 具体引导，逐步完成选答： 

加深题 (教材内容的纵向开掘) 

MR(准备度中等者) 用提示的方法，分组讨论，合作学习  

必答：加深题 (教材内容的纵向开掘) 

选答：拓展题 (教材内容的横向拓展) 

HR(准备度高者) 启发点拨，独立完成 

必答：加深题 (教材内容的纵向开掘) 

必答：拓展题 (教材内容的横向拓展) 

 

三、小学华文阅读差异教学设计 

        以下根据汤姆林森等人提出的差异教学理论和其原则，从预评价、内容、过程和成果等方

面探讨华文阅读差异教学的设计。 

1. 词汇预评价 

1.1 词汇发展的理论框架 

        随着二语水平的提高，词汇的发展有一个顺序，如下图： 

 

不认识的词(其他

词) 

 

不熟悉的词(认知

但不能说出来的

单词) 

仅知皮毛的词(记

忆不牢固，时记

时忘的单词) 

还算了解的词(在

具体情境中认知

的单词) 

非常熟悉的词(牢

固掌握的单词) 

基于形式 横组合 纵聚合 纵聚合/后期发展

的横组合 

图 2 二语词库的建构特征模型(Namei，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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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词汇知识检核表 

        根据上述词汇发展的理论框架，我们设计了词汇知识检核表，见表 5： 

表 5 词汇知识检核表 

说明：请根据自己对词汇的认识，在适当的空格中打勾（√），或填入词义，或用该词汇来造

句。 

  我不记得以

前曾见过此

词。 

我以前见

过，但不知

道意思。 

我以前见

过，我想它

是______。 

我认识此

词，它的意

思是_____。 

我能用此词

造句。 

1 

 

例： 

格外    √ √ 

(解释)格外：非常。 

(造句)格外：爸爸看了我的成绩后，显得格外开心。 

 

2. 阅读内容的分层设计 

        阅读内容的分层设计，如加拼音或变化字体大小、调整其难易度或根据多元智能理论来设

计阅读文本。以下的分层设计是根据学生的程度或准备度来画分，如 HR是准备度高者，MR

是准备度中等者， LR 是准备度较低者： 

2.1 加拼音或变化字体大小 

例 1.《小鸟的家》(小二) 

HR 

(准备

度高

者) 

 

        小白兔想留住小鸟，它搭了一间漂亮的积木屋请小鸟住。小鸟说：“谢谢你，我

不住。” 

        小黄狗想留住小鸟，它做了一个可爱的笼子请小鸟住。小鸟说：“谢谢你，我不

住。” 

        小花猪想：怎样才能留住小鸟呢？它种了一棵绿绿的小树请小鸟住。小鸟连忙

说：“谢谢！谢谢！” 

        小动物们明白了：小鸟喜欢住在树上。它们在山坡上种了很多小树。小树变成树

林，许多小鸟在那里飞来飞去，多快乐啊！ 

MR 

(准备

度中

等者) 

 

        小白兔想留住小鸟，它搭
dā

了一间
jiān

漂
piào

亮
liang

的积
jī

木
mù

屋
wū

请小鸟住。小鸟说：“谢谢

你，我不住。” 

        小黄狗想留住小鸟，它做
zuò

了一个可
kě

 爱
ài

 的 笼
lóng

 子
zi

请小鸟住。小鸟说：“谢谢

你，我不住。” 

        小花猪想：怎样才能留住小鸟呢？它 种
zhǒng

 了 一 棵
kē

 绿
lǜ

 绿
lǜ

 的  小
xiǎo

 树
shù

请小鸟

住。小鸟连
lián

 忙
máng

说：“谢谢！谢谢！” 

        小动物们明白了：小鸟喜欢住在树上。它们在山坡上种了很多小树。小树变成树

林，许多小鸟在那里飞来飞去，多快乐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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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R 

(准备

度较

低者) 

        小
xiǎo

 白
bái

 兔
tù

 想
xiǎng

 留
liú

 住
zhù

 小
xiǎo

 鸟
niǎo

，它
tā

 搭
dā

 了
le

 一
yī

 间
jiān

 漂
piào

 亮
liang

 的
de

 积
jī

 木
mù

 屋
wū

 请
qǐng

 小
xiǎo

 

鸟
niǎo

 住
zhù

。 小
xiǎo

 鸟
niǎo

 说
shuō

：“谢
xiè

 谢
xiè

 你
nǐ
，我

wǒ
 不
bù

 住
zhù

。” 

        小
xiǎo

 黄
huáng

 狗
gǒu

 想
xiǎng

 留
liú

 住
zhù

 小
xiǎo

 鸟
niǎo

，它
tā

 做
zuò

 了
le

 一
yī

 个
gè

 可
kě

 爱
ài

 的
de

 笼
lóng

 子
zi

 请
qǐng

 小
xiǎo

 

鸟
niǎo

 住
zhù

。 小
xiǎo

 鸟
niǎo

 说
shuō

：“谢
xiè

 谢
xiè

 你
nǐ
，我

wǒ
 不
bù

 住
zhù

。” 

        小
xiǎo

 花
huā

 猪
zhū

 想
xiǎng

： 怎
zěn

 样
yàng

 才
cái

 能
néng

 留
liú

 住
zhù

 小
xiǎo

 鸟
niǎo

 呢
ne
？它

tā
 种
zhǒng

 了
le

 一
yī

 棵
kē

 绿
lǜ

 绿
lǜ

 

的
de

  小
xiǎo

 树
shù

 请
qǐng

 小
xiǎo

 鸟
niǎo

 住
zhù

。 小
xiǎo

 鸟
niǎo

 开
kāi

 心
xīn

 地
dì

 说
shuō

：“谢
xiè

 谢
xiè

！谢
xiè

 谢
xiè

！” 

        小
xiǎo

 动
dòng

 物
wù

 们
men

 明
míng

 白
bái

 了
le
： 小

xiǎo
 鸟
niǎo

 喜
xǐ

 欢
huan

 住
zhù

 在
zài

 树
shù

 上
shàng

。它
tā

 们
men

 在
zài

 山
shān

 

坡
pō

 上
shàng

 种
zhǒng

 了
le

 很
hěn

 多
duō

 小
xiǎo

 树
shù

。 小
xiǎo

 树
shù

 变
biàn

 成
chéng

 树
shù

 林
lín
，许

xǔ
 多
duō

 小
xiǎo

 鸟
niǎo

 在
zài

 那
nà

 里
li

 

飞
fēi

 来
lái

 飞
fēi

 去
qù
， 多

duō
 快
kuài

 乐
lè

 啊
ā
！ 

 

2.2 调整难易度 

        一般来说，课文适合中上程度的学生阅读，比如《我们住下来吧》，为了让 LR(准备度较

低者)的学生把握最基本的概念，而 HR(准备度高者)的学生学习到更多好词好句和文章结构，

调整难易度如下： 

例 2.《我们住下来吧》(《欢乐伙伴》二下 18 课) 

 LR(准备度较低者) MR(准备度中等者) HR(准备度高者) 

改写要

点 

 

• 突显关

键词语/核心概念  

• 用简单

句（陈述句）来表

达 

原课文 • 加入和替换好

词好句（阐述, 

elaboration） 

• 突显文章结构 

第 2 段 小黄鸟发现岛上有花草

树木、楼房、街道和

人。 

    小黄鸟飞过了巿区，

飞过了植物园，它发现

岛上到处都是花草树

木，楼房又高又新，街

道干净、整齐，人人脸

上都带着笑容。  

 

（总述）小黄鸟啪啪地（状声

词）拍着翅膀，高兴地飞来飞

去。小黄鸟发现岛上到处都是

花草树木。  

（分述）它飞过了植物园，看

见里面鲜艳动人的胡姬花，绿

油油的草地，高耸入云（高入

云霄）的热带雨林，十分美

丽。  

（分述）它又飞过了巿区，看

见高楼大厦非常壮观，街道十

分干净、整齐，行人都面带微

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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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教学过程的分层指导设计 

        以下举堆积木法为例，说明《我们住下来吧》(《欢乐伙伴》二下 18 课)第二段分层操作的

过程： 

（1）班集体教学（合）：教导课文的核心概念/关键词语 

学习目标 1：全班学生能掌握课文的核心概念/关键词语，初步理解课文内容。 

第二段 重要词语（动词、名词） 

        小黄鸟发现岛上有花草树木、楼房、街

道和人。 

（名词）花草树木、楼房、街道、人 

（动词）发现、有 

说明：老师根据六何法讲解第二段。 

小黄鸟 发现 岛上 有花草树木、楼房、街道和人 

谁

（Who） 

如 何 / 怎 么 样

（How） 

何 地 / 哪 里

（Where） 

什么（What） 

 

（2）班集体教学（合）：原课文 

学习目标 2：全班学生能理解修饰语（如形容词），并通过课本问答和互动对话，深度理解课

文内容。 

第二段 重要的修饰语（形容词等） 

        小黄鸟飞过了巿区，飞过了植物园，它发

现岛上到处都是花草树木，楼房又高又新，街

道干净、整齐，人人脸上都带着笑容。 

植物园：（到处）花草树木 

巿区：楼房（又高又新）、街道（干净、整

齐）、人人（脸上带着笑容） 

说明：老师强调修饰语（如形容词）。 

小黄鸟 飞过了、发现 巿区、植物园 到处都是花草树木，楼房又高又新，

街道干净、整齐，人人脸上都带着笑

容。 

谁（Who） 如 何 / 怎 么 样

（How） 

哪里（Where） 什么（What） 

 

（3）小组学习（分）：加入好词好句、文章结构和语言描写的课文 

学习目标 3：HR 学生能理解好词好句和语言描写，加深理解并欣赏课文内容。 

第二段 好词好句 

（总述）小黄鸟啪啪地拍着翅膀，高兴地飞来

飞去。小黄鸟发现岛上到处都是花草树木。 

（分述）它飞过了植物园，看见里面鲜艳动人

的胡姬花，绿油油的草地，高耸入云（高入云

霄）的热带雨林，十分美丽。 

（分述）它又飞过了巿区，看见高楼大厦非常

壮观，街道十分干净、整齐，行人都面带微

笑。 

加入好词好句 

• “啪啪地”是状声词，形容拍翅膀的声音。 

• 拍着翅膀 

• 鲜艳动人、绿油油、高耸入云/高入云霄 

• 胡姬花、热带雨林 

替换好词好句 

（巿区）高楼大厦（楼房）；非常壮观（又高

又新）；十分（干净、整齐）；面带微笑（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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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都带着笑容） 

文章结构：总、分 

        从上例可知，差异教学过程的分层指导，可根据不同的教学重点和学习目标，采用合分合

的原则，通过班集体、小组和个人的教学活动来进行。 

4. 学习成果的分层设计 

        学习成果的分层设计，如符合学习风格的“Do-Feel-Think-Watch"、井字模板“Tic Tac Toe"。 

4.1 符合学习风格的“Do-Feel-Think-Watch” 

例 3.《一碗云吞面》活动设计 (四上第 3 课) 

 DO  
制作卡片、道歉 

 

THINK 

辩论：“该不该向家人

道歉？” 

 

 

 FEEL 
导入：有没有珍惜家

人的关爱？   

 

 WATCH 
辩论（C 组观察并回馈，给意见，总结) 

 

 

4.2 井字范本“Tic Tac Toe” 

例 4.《掌声更热烈了》活动设计 (4上第 6课) 

说明：从井字板中选出三个任务，你必须积累至少 6分。 

2 分 4 分 8 分 

1.文中的“我”为什么“举着阿

火到处乱跳”？  

4.文中的“我”为什么“紧张得

双腿发软”？  

7.你认为“阿火”是怎样的人？

从哪里可以看出来？  

2.文中的 “我 ”为什么 “手一

松，阿火跌了下来”？  

5.你认为台下的同学看到那只

蟑螂了吗？为什么？  

8.本文的转折点在第几段？作

者为什么要这样写？  

3.阿火跌下来后，有什么反

应？ 

 

6. 鼓掌声为什么一次比一次

热烈？  

9.作者为什么说“台下的掌声

更热烈了” ？ 

四、小结 

        华文课堂的差异教学设计，宜把握以下原则： 

        从“基础”到“转化/迁移”：前者强调基本的技能和知识，如根据记叙技能和记叙文体写一

篇游记；后者则超越基本的技能和知识，如创作一本故事书。也就是说，信息、思想或材料，

从接近文本或有情境的个人经验(类似或熟悉的环境)，到脱离文本或去情境化(不相似或不熟悉

的环境)。 

        从“具体”到“抽象”：前者强调有形的、实际操作，如字面上的意思，或明确的信息，又如

写作文介绍我的华文老师；后者是无形的，只在头脑中进行思维，如隐含信息，或隐喻，又如

写作文介绍我理想中的华文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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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简单“到“复杂”：前者强调恰当，如恰当地应用教过的想法或技能；后者强调精益求精，

如综合应用新旧经验，能有独创性。 

        从“单一/较少的层面”到“多构面”：前者强调较少的部件、步骤或阶段；后者强调更多的

部件、步骤或阶段。 

        从“缓步前进(渐悟) ”到“大跃进(顿悟) ”：前者强调更多的进化，较少未知数，不太要求灵

活的想法；后者强调更多的改革，有许多未知数，要求灵活的想法，能举一反三。 

        从“结构性强”到“更加开放”：前者较少让学生选择，给予更多和更精确的方向指引和示例，

如 5W1H 问题；后者强调让学生选择，提供较少的方向指引和示例，如开放性问题（假如你

是）。 

        从“问题界定明确”到“问题模糊”：前者提供相关数据，响应或方法的范围较窄；后者提供

不相关的数据，响应或方法的范围较广。 

        从“较不独立”到“独立”：前者有更多的老师或成人指导/监督，并有鹰架，如列出一个采

买单；后者较少老师或成人的指导/监督，鹰架较少，如去采买。 

        从“慢”到“快”：前者更加系统地处理，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后者迅速处理，减少工作时

间。 

        若能把握以上九大原则，并参考本文的华文阅读差异教学设计，相信能对以华语作为第二

语言的教与学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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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体》小说人物描写与情怀研究 

Research on Character Description and Feelings in Novels of "Three-body" 

刘圣平 1 ,陈继昌 2 

（1.铜仁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初等教育学院 ，中国 铜仁 554300; 2.下溪侗族乡民

族中学, 中国 铜仁 554202 ） 

摘要：文章立足刘慈欣《三体》系列小说中的人物，通过中外研究人员的评价，对《三体》

《三体Ⅱ：黑暗森林》和《三体Ⅲ·死神永生》三部曲进行了概述，并就小说的价值进行评判。

基于小说主要人物描写，以期分析人物行为、心理特征的同时，以文试析作者的人文情怀与家

国情怀，从而对当代科幻小说人物塑造与情感进行研究。 

关键词：《三体》；人物；情怀 

 

Abstract: The article is based on the characters in Liu Cixin's "Three-body" series of novels. 

Through the evaluation of Chinese and foreign researchers, the trilogy of "Three-body", "Three-body 

II: Dark Forest" and "Three-body III·Death" is summarized. Judging the value of the novel. Based on 

the description of the main characters in the novel, in order to analyze the characters' behaviors and 

psyc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the author analyzes the author's humanistic feelings and the feelings of 

the home country in order to study the shaping and emotion of contemporary science fiction characters. 

Keywords: Three-body; character; feelings 

 

《三体》是当代小说家刘慈欣的代表作，据公开资料显示，刘慈欣是山西省娘子关火力发

电厂高级工程师，长年从事小说创作，不可否认，这是一位典型的“跨界”大咖。此人自

1999 年处女作小说《鲸歌》问世后，便一发不可收拾地投入到小说的创作中，近来年，刘慈

欣共发表 9 部作品集，7 部长篇小说，16 部中篇小说，另有 18 部短篇小说，以及大量的评论

文章。就本文的研究来说，其作品《三体》，奠定了刘慈欣“中国当代科幻第一人”的美誉，

在其恢弘的篇章中，除了有对地球人类文明、三体文明交流、共存、搏杀，以及两个文明在宇

宙中所经历的兴衰外，更多的是通过一个又一个血肉饱满的人物描绘，为读者带来了视觉上的

震撼。在人物肖像描写、语言描写、行动描写和心理描写的过程中，展现了一个又一个人物的

爱恨情仇、伦理道德，准确地说，刘慈欣把《三体》中的人物形象刻画的淋漓尽致，通过人物

的时间与空间变化，让读者感受到了小说情节的跌宕起伏。 

一、《三体》概述及作品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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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体》作为系列小说，包括《三体》《三体Ⅱ：黑暗森林》和《三体Ⅲ·死神永生》组

成，通常被称为三部曲，是科幻小说的集大成之作。 

《三体》（表 1）从汪淼与史强的科学边界开始谈起，引出该篇章的主人公叶文洁， 

这是一个在文革时期失去父亲和妹妹，而母亲则是因为在文革期间违心参与批斗丈夫时导致精

神失常的孤苦女人。她作为清华的高材生，对天体物理有着很深的造诣，在参与红岸基地工作

时，偶然间让她发现了地球以外的文明存在，出于对人类的无限绝望，以及内心所渴望地外生

命对地球的救赎，于是以太阳为天线，便向三体世界发出了呼救，同时在地球上组织了所谓的

三体组织，用来迎接救赎者三体文明的到来。三体世界在收到讯息后，本就处于三颗无规则运

行恒星主导下面临深重灾难的三体文明，此时不得不逃离自己星球的三体人，通过叶文洁发出

的地球坐标，对地球发起了舰队进攻，自此，人类生存进入空前危机。原著末尾部分如此写到：

“在西方的天际，正在云海中下沉的夕阳仿佛被融化了，太阳的血在云海和天空中弥漫开来，

映现出一大片壮丽的血红”，最后，叶文洁轻轻地说：“这是人类的落日”。 

表 1：《三体》 

《三体》 

1、科学边界 2、台球 3、射手和农场主 

4、三体、周文王、长夜 5、叶文洁 6、宇宙闪烁之一 

7、疯狂年代 8、寂静的春天 9、红岸之一 

10、宇宙闪烁之二 11、大史 12、三体、墨子、烈焰 

13、红岸之二 14、红岸之三 15、红岸之四 

16、三体、哥白尼、宇宙

橄榄球、三日凌空 
17、三体问题 

18、三体、牛顿、冯·诺

伊曼、秦始皇、三日连珠 

19、聚会 20、三体、爱因斯坦、单摆、

大撕裂 

21、三体、远征 

22、地球叛军 23、红岸之五 24、红岸之六 

25、叛乱 26、雷志成、杨卫宁之死 27、无人忏悔 

28、伊文斯 29、第二红岸基地 30、地球三体运动 

31、两个质子 32、古筝行动 33、监听员 

34、智子 35、虫子 36、尾声·遗址 

 

《三体Ⅱ：黑暗森林》（表 2）从一段萧条的场景中引入了序章，刘慈欣在原著中如此表

述：“褐蚁已经忘记这里曾是它的家园……在那个已被忘却的日子里，它的世界颠覆了。泥土飞

走，出现了一条又深又宽的峡谷，然后泥土又轰隆隆地飞回来，峡谷消失了，在原来峡谷的尽

头出现了一座黑色的孤峰”。面对三体文明的入侵，地球人根据三体人思维透明的特点，制定

https://www.baidu.com/s?wd=%E5%91%A8%E6%96%87%E7%8E%8B&tn=SE_PcZhidaonwhc_ngpagmjz&rsv_dl=gh_pc_zhidao
https://www.baidu.com/s?wd=%E5%8F%B6%E6%96%87%E6%B4%81&tn=SE_PcZhidaonwhc_ngpagmjz&rsv_dl=gh_pc_zhidao
https://www.baidu.com/s?wd=%E5%AF%82%E9%9D%99%E7%9A%84%E6%98%A5%E5%A4%A9&tn=SE_PcZhidaonwhc_ngpagmjz&rsv_dl=gh_pc_zhidao
https://www.baidu.com/s?wd=%E7%88%B1%E5%9B%A0%E6%96%AF%E5%9D%A6&tn=SE_PcZhidaonwhc_ngpagmjz&rsv_dl=gh_pc_zhidao
https://www.baidu.com/s?wd=%E7%88%B1%E5%9B%A0%E6%96%AF%E5%9D%A6&tn=SE_PcZhidaonwhc_ngpagmjz&rsv_dl=gh_pc_zhidao
https://www.baidu.com/s?wd=%E4%BC%8A%E6%96%87%E6%96%AF&tn=SE_PcZhidaonwhc_ngpagmjz&rsv_dl=gh_pc_zhidao
https://www.baidu.com/s?wd=%E7%BA%A2%E5%B2%B8%E5%9F%BA%E5%9C%B0&tn=SE_PcZhidaonwhc_ngpagmjz&rsv_dl=gh_pc_zhid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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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面壁计划，在 4 位面壁人中，主人公罗辑参透了黑暗森林法则，这个法则将宇宙比作一座黑

暗森林，在这片森林中，每个文明为了保护自己，必须做好对其他文明的清理。就在人类感到

绝望之际，罗辑以地球文明与三体文明同归于尽的方式，威胁三体世界，要向宇宙中发送三体

星系的坐标为代价，最终使三体人向逻辑妥协，人类在危机纪元中获得了短暂的喘息。 

表 2 ：《三体Ⅱ：黑暗森林》 

《三体Ⅱ：黑暗森林》 

上部  面壁者 

危机纪年第 3 年，三体舰队距太阳系 4.21 光年 

中部  咒  语 

危机纪年第 8 年，三体舰队距太阳系 4.20 光年 

危机纪年第 12 年，三体舰队距太阳系 4.18 光年 

危机纪年第 20 年，三体舰队距太阳系 4.15 光年 

下部  黑暗森林 

危机纪年第 205 年，三体舰队距太阳系 2.10光年 

危机纪年第 208 年，三体舰队距太阳系 2.07光年 

 

《三体Ⅲ·死神永生》（表 3）讲述公元、危机纪元、威慑纪元、广播纪元、掩体纪元、

银河纪元等时间节点，人类经历的万千变化，最终宇宙归零，一切都仿佛又回到了时间之外的

往事中。在三体文明入侵地球时，人类制定了阶梯计划，造出了引力波广播系统，作为该系统

的第一任执剑人罗辑，此时年事已高。在第二任执剑人程心接任罗辑后，三体文明向地球发起

了总攻，人类在被赶至澳大利亚后，开始了殖民生涯。而在逃亡宇宙的人类战舰，面向全宇宙

广播了三体星系坐标后，三体文明被其他文明无情摧毁。在那之后，人类实施了掩体计划，在

太阳系背面建立大规模的太空城，通过星际移民的方式，躲避其他地外文明的打击。而就在此

时，更高级的文明，只是这个文明中的清洁工，我们认为的神级文明--歌者文明来临，向地球

扔出了神级毁灭武器--二向箔，整个太阳系，甚至于更大、更广范围的宇宙空间，从三维跌落

到二维，这便是降维打击。在程心等人乘坐“星环号”飞船逃离后，距离他们离开银河系人类

二号世界 1890 万年以后，大宇宙的超膜广播发布了《回归运动声明》，随后走向了归零运动，

小宇宙中只剩下漂流瓶和生态球。原著如此描述：“在这个小小的生命世界中，几只清澈的水

球在零重力环境中静静地飘浮着，有一条小鱼从一只水球中蹦出，跃入另一只水球，轻盈地穿

游于绿藻之间。在一小块陆地上的草丛中，有一滴露珠从一片草叶上脱离，旋转着飘起，向太

空中折射出一缕晶莹的阳光”。自此，一切结束。 

表 3：《三体Ⅲ·死神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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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体Ⅲ·死神永生》 

第一部 

公元 1453年 5 月，魔法师之死 

危机纪元元年，生命选项 

危机纪元 4年，云天明 

危机纪元 1-4 年，程心 

危机纪元 5-7 年，阶梯计划 

第二部 

威慑纪元 12 年，“青铜时代号” 

威慑纪元 13 年，审判 

威慑纪元 61 年，执剑人 

威慑纪元 62 年，奥尔特星云外，“万有引力号 

威慑纪元 62 年 11月 28日 16：00-17：17，威慑控制中心 

威慑纪元最后十分钟，62 年 11 月 28 日 16：17：34-16：27：58 

威慑控制中心 

威慑后一小时，失落的世界 

威慑后六十天，失落的世界 

威慑后第一年，澳大利亚 

威慑纪元最后十分钟，62 年 11 月 28 日 16：17：34-16：27：58 

奥尔特星云外，“万有引力号”和“蓝色空间号” 

威慑后第一年，移民完成后第六天清晨，澳大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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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慑后第一天至第五天，奥尔特星云外，“万有引力号”和“蓝色空间号” 

第三部 

广播纪元 7 年，程心 

广播纪元 7 年，智子 

广播纪元 7 年，云天明 

广播纪元 7 年，云天明的童话 

广播纪元 8 年，命运的抉择 

广播纪元 8 年，地-日拉格朗日点 

第四部 

掩体纪元 11 年，掩体世界 

掩体纪元 11 年，“光速二号” 

掩体纪元 11 年，星环城 

第五部 

掩体纪元 67 年，银河系猎户旋臂 

掩体纪元 67 年，“星环号” 

掩体纪元 66 年，太阳系外围 

掩体纪元 67 年，冥王星 

掩体纪元 67 年，二维太阳系 

第六部 

银河纪元 409 年，我们的星星 

时间开始后约 170 亿年，我们的星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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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之外，我们的宇宙 

 

中国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是如此评价：“刘慈欣的小说，有非常深厚的修养和准备。

他利用深厚的科学知识作为想象力的基础，把人间的生活、想象的生活融合在一起，产生了独

特的趣味”。享誉当代中国科幻“四大天王”之一的韩松如此说到：“刘慈欣近乎完美地把中

国 5000 年历史与宇宙 150 亿年现实融合在了一起”。而复旦大学中文系严锋教授则认为，刘慈

欣单枪匹马，把中国科幻提升到了世界水平。以上 3 位学者的评价，赫然印在了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出版的《三体（典藏版）》封底醒目位置上。谈到这里，有的人可能会认为，复旦

大学教授的评价是否言过其实，其实不然。严锋教授对《三体》的评价，原文如下：“刘慈欣

的世界，涵盖了从奇点到宇宙边际的所有尺度，跨越了从白垩纪到未来千年的漫长时光，其思

想的速度和广度，早已超越了‘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 的传统境界。但是刘慈欣的意义，

远不限于想象的宏大瑰丽。在飞翔和超越之际，刘慈欣从来没有停止关注现实问题，人类的困

境和人性的极限。在读过刘慈欣几乎所有作品以后，我毫不怀疑，这个人单枪匹马，把中国科

幻文学提升到了世界级的水平”。我知道，这当然没有直面回答问题。《三体》获 2015 年雨果

奖最佳长篇小说，其系列作品《三体Ⅲ：死神永生》也在 2017 年获得了雨果奖最佳长篇小说

的提名。关注小说的读者就了解，雨果奖堪称科幻艺术界的诺贝尔奖，其份量之重，自是不言

而喻。自上世纪的 1953 年起，世界科幻协会(简称 WSFS，全名：World Science Fiction Society)

在世界科幻大会(World SF Convention)为美国纽约的犹太作家阿尔弗雷德·贝斯特第一次颁发雨

果奖长篇最佳长篇小说奖以来，历经半个世界的岁月洗礼，印在获奖名册上的中国名字有 3 个

人（图 4）：第一位是美籍华裔科幻作家刘宇昆，其代表作是《手中纸，心中爱》和《物哀》，

分别获得了 2012年、2013 年雨果奖最佳短篇小说奖。而在 2015 年，这位地道的山西阳泉人刘

慈欣，以《三体》(The Three Body Problem)摘下了该年度雨果奖最佳长篇小说奖，有趣的是，

这部作品的翻译正是刘宇昆(Cixin Liu, Ken Liu translator)。另外一位，则是天津的郝景芳，她

以中短篇小说《北京折叠》获得第 74 届雨果奖，这是继刘慈欣《三体》之后，我国作家第二

次获得该奖。同样的，郝景芳的《北京折叠》，翻译也是刘宇昆 (Hao Jingfang，Ken Liu 

translator)。作为第一个获得雨果奖的中国作家，其实刘慈欣的影响力远不止于此，他还是雨果

奖设立以来的亚洲首位获奖者。更为有趣的是，刘慈欣在获奖后，显得异常冷静，就像个旁观

者。用刘慈欣自己的话调侃：“除了我之外，别人似乎都比我兴奋”。除此以外，美国《纽约客》

的编辑、撰稿人乔舒亚·罗斯曼是这样评价的：“这位今年 51 岁的作家不久前还是山西一家水

电站的软件工程师，迄今已出版 13 本小说集。刘慈欣在中国的知名程度好比威廉·吉布森

（美国—加拿大籍科幻小说家）；人们常将他比作中国的阿瑟·查尔斯·克拉克爵士，刘慈欣

也将克拉克爵士列为影响自己的作家之一”。如此，不难看出刘慈欣在中国、乃至于世界文坛，

特别是科幻小说界中的影响力。 

表 4：雨果奖获奖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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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类别 中文名 英文名 作者（汉译） 作者 

2012 短篇 《手中纸，心中爱》 “The Paper Menagerie” 刘宇昆 Ken Liu 

2013 短篇 《物哀》 Mono no aware 刘宇昆 Ken Liu 

2015 长篇 《三体》 The Three Body Problem 
刘慈欣， 

翻译：刘宇昆 

Cixin Liu, Ken 

Liu translator 

2016 中短篇小说 《北京折叠》 Folding Beijing 
郝景芳， 

翻译：刘宇昆 

Hao  Jingfang, 

Ken Liu 

translator 

二、《三体》人物描写（叶文洁、罗辑、程心） 

《三体》中，叶文洁作为故事的主人公，在原著中交待了其父为叶哲泰，其母绍琳，妹妹

叶文雪，在红岸基地工作时，与杨卫宁结婚，生有一女杨冬。叶文洁出生于 1947 年 6 月，进

入清华大学物理系，并在研究生阶段攻读了天体物理学。1967 年，叶文洁在亲眼目睹父亲红

卫兵批斗殴打致死后，被送往大兴安岭参加劳动。同年，妹妹死于文化大革命中的武斗。 在

雷达峰结识了白沐霖后，接过白沐霖手中的《寂静的春天》(SILENT SPRING)，这本书影响了

叶文洁的一生。三十八年后，在叶文洁的最后时刻，她回忆起《寂静的春天》（作者：蕾切

尔·卡逊）对自己一生的影响：在这之前，人类恶的一面已经在她年轻的心灵上记下不可愈合

的巨创，但这本书使她对人类之恶第一次进行了理性思考。原著中，刘慈欣写到：“这本来应

该是一本很普通的书，主题并不广阔，只是描述杀虫剂的滥用对环境造成的危害，但作为的视

角对叶文洁产生了巨大的震撼：蕾切尔·卡逊所描写的人类行为--使用杀虫剂，在文洁看来只

是一种正常和正常的、至少是中性的行为；而本书让她看到，从整个大自然的视角看，这个行

为与“文化大革命”是没有区别的，对我们的世界产生的损害同样严重”。而后，叶文洁发出

了“还有多少人在自己看来是正常甚至正义的人类行为是邪恶的呢？”的疑问，这令她不寒而

栗，陷入了恐惧的深渊。而正是这本《寂静的春天》使叶文洁深受诬陷，遭到军管代表的审问，

在判决前被红岸基地总工程师、父亲叶哲泰的学生杨卫宁救出，调入红岸基地。1966 年的

《天体物理学》杂志，刊载了叶文洁《太阳辐射层可能存在的能量界面和其反射特性》，叶文

洁在五年后的 1971 年，确实发现了她所研究的太阳能量镜面增益反射将就，首次提出了Ⅱ型

文明（Ⅰ型文明能够调集与地球整个输出功率相当的能量用于通信，Ⅱ型文明能够把相当于一颗

典型恒星的输出功率用于通信，Ⅲ型文明用于通信的功率约等于整个星系的输出）能级的发射，

尽管在当时没有任何回音。又过了两年，1973 年时，叶文洁与杨卫宁结婚，组建了自己的小

家庭。在这期间的 1969 年，叶文洁曾站在基地主控室的门边，目睹了巨大电场的发射与启动，

看到了一个鸟群飞进天线指向的范围，群鸟纷纷从空中坠落的场景。当她再次仰望天线，感觉

天线像一只向苍穹张开的巨大手掌，拥有一种超凡脱俗的力量。1979年 10月 21日，叶文洁收

到了三体世界的回信“不要回答！不要回答！！不要回答！！！”。叶文洁随后对第二段信息

进行了翻译：“这个世界收到了你们的信息。我是这个世界的一个和平主义者，我首先收到信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8%98%E5%AE%87%E6%98%8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89%A9%E5%93%80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8%98%E5%AE%87%E6%98%8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89%E4%BD%93/5739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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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是你们文明的幸运，警告你们：不要回答！不要回答！！不要回答！！！你们的方向上有千

万颗恒星，只要不回答，这个世界就无法定位发射源。如果回答，发射源将被定位，你们的行

星系将遭到入侵，你们的世界将被占领！不要回答！不要回答！！不要回答！！！”。据此信

息，叶文洁结合距她上次向太阳发送信息不到九年来推测，地外文明来自半人马座三星。此时

此刻，叶文洁的内心是激动、是迷惑。宇宙不荒凉，宇宙不空旷，宇宙充满了生机！刘慈欣在

这里如此说：“人类将目光投向宇宙的尽头，但哪里想到，在距他们最近的恒星中，就存在着

智慧生命。”而就在这样的关键时间点，叶文洁毅然作出了回复的决定，她沿着被晨光微微照

亮的石子路，向发射主控室走去，向宇宙发出了“到这里来吧，我将帮助你们获得这个世界，

我的文明已无力解决自己的问题，需要你们的力量来介入”的讯息。而信息被红岸基地政委雷

志成收到后，叶文洁趁着雷志成与丈夫杨卫宁一同下悬崖工作之际，从衣袋中掏出了一叠短钢

锯，毅然割断了绳索，致使雷志成与杨卫宁遇难，就在这一天，叶文洁被确定怀孕了。次年 6

月，叶文洁难产生下了女儿杨冬，就在医生告诉她出血两千多毫升后，齐家屯的几十位农民来

给她献血，只是因为这些村民中的许多孩子都是叶文洁曾经辅导过的，但更多的是素昧平生，

只是听到孩子说起过。齐家屯的一对老人考虑到叶文洁产后虚脱，找到了基地的领导，说他们

可以把叶文洁和孩子带回家去照顾。叶文洁在农家住了半年多后，这段时光，在她看来不像是

属于自己的，仿佛是从别人的人生中飘落的片断，显得那么不真实，却又很幸福。刘慈欣的笔

下是：“铺着厚厚乌拉草的火坑、铜烟锅里的关东烟和莫合烟、厚实的高梁饭、六十五度的高

粱酒……但这一切，又都在宁静与平和中流逝着，像屯子边上的小溪一样”。又过了一年半，

叶文洁的父亲叶哲泰被平反，不久之后收到了母校的信，以及一大笔汇款，这是叶文洁的父亲

在落实政策后补发的工资，叶文洁离开了红岸基地，回到了清华大学任教，后在西北山区，遇

到了麦克·伊文斯，也正是因为这个人，数年后，在第二红岸基地“审判号”上，再次遇见时，

叶文洁成了精神领袖，在齐声高呼“世界属于三体”时，那一天，被公认为地球三体运动的诞

生日。2007 年，在杨冬墓前，叶文洁遇到了女儿的高中同学罗辑，并告知罗辑宇宙社会学的

公理：“第一，生存是文明的第一需要；第二，文明不断增长和扩张，但宇宙中的物质总量保

持不变”，基于两条公理，提出了两个重要概念：猜疑链和技术爆炸。在参加地球三体组织聚

会时，叶文洁给汪淼讲述了自己的故事，后被逮捕，在得知了三体文明的真相后，叶文洁回到

岸基地遗址，深情地望着落日，说出了：“这是人类的落日”的无奈。 

《三体Ⅱ：黑暗森林》中的关键人物、面壁者之一的罗辑，与刚刚卸任的美国国防部长弗

里德里克·泰勒、委内瑞拉现总统曼努尔·雷迪亚兹、英国人比尔·希恩斯共同作为参与面壁

计划的核心人物。面壁计划的核心，其实就是选定一批人员，用自己的思维制订战略计划，不

与外界交流，计划的真实意图只藏在自己的心里。对于成为面壁者，罗辑内心百思不得其解

“是不是弄错了？”，罗辑发出了空灵的声音在问的时候，主席台上联合国秘书长萨伊女士笑

了笑，意思其实非常明白“这怎么可能”。在罗辑看来，这一切是那样的荒诞，那么的不真实。

就是这样的一个人，觉得自己既“没有才华，没有经验”，也“没见过战争，更没有领导过国

家”，他是一个认为“自己都不想要孩子，哪在乎过人类文明的延续”，在罗辑的意识里，自

己就是个作风着几篇破论文混口饭吃的大学教授，至于这含金量，他自己也可以不值得一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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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他习惯了无拘无束的生活。在这之后的一段时间里，他经过深思，然后找到了自己的责

任？不，他并没有这样。只是，他想明白了，自己作为面壁者，尽管不如其他几位面壁者那般

拥有更多的资源，但也足够他享用了。于是，他描绘了一幅秀美风景的庄园，起初觉得这应该

只是说说而已的，但最终却是真的找到了这处庄园，并且享有了其中的使用权。在那之后，在

全世界范围搜寻符合自己心中的那个“女神”，并与之结婚生子，和自己的爱人去卢浮宫看珍

宝，品尝海底沉船的有时美酒，关于享乐，在这里，罗辑无所不用其极。在他成为面壁人的这

五年中，罗辑一直沉浸在天伦之乐的幸福中，特别是孩子的出生，几乎使罗辑忘记了外面的一

切。作为事件的关键点，便是罗辑妻儿在被行星防御理事会强制冬眠后，罗辑作为丈夫、作为

父亲，他的责任意识被唤醒了，为了拯救自己的亲人，开始对宇宙真理进行了探索，最终参破

了黑暗森林法则，有效的挟制了三体世界，使地球得到了短暂的缓和。此时此刻，罗辑成为了

全世界的英雄，成为了让三体人害怕的对手。在与自己妻儿短暂相聚后，罗辑成为了孤零零的

一个人，在执掌引力波广播开关，也就是第一代执剑人时，毫无疑问，他成为了全球的守护神。

这一次，他的所作所为，全然不是当年那个为了妻儿而拼搏的丈夫和父亲，而是一个有着舍我

其谁，对苍生博爱的英雄。在其后的 54 年里，他一直端坐在引力波广播那里，任岁月从头顶

吹过，任时间如何咆哮，他自巍然不动。 

《三体Ⅲ·死神永生》中的女主角程心，同样是一名高材生，只是她所学的专业是发动机。

作为行星防御理事会战略情报局技术规划主任的航天技术助理，也作为第二任执剑人。程心所

经历的悲欢离合，远比其他人来得更为敏感，因为她作为一个女性，一个母性的象征。至少有

那么两次，程心是可以挽回地球人类的，一次是三体人入侵地球后，她本可以启动引力波开关，

但她没有作出这样的选择，以至于地球全面沦陷。另外一次，是托马斯·维德研究曲率驱动技

术时，也是她，强制勒令维德向联邦政府投降，最终导致太阳系成为歌者文明打击的对象。在

死神永生篇章中，程心一心为着探寻三体讯息的阶梯计划奔波，这其中，包括她劝说了云天明，

这个癌症晚期、在大学时期就曾深爱自己的男人，参与了这个残酷的阶梯计划。最终计划成功

了，云天明的大脑被成功发射到了太空，独自面对无边无际的宇宙，包括后来被三体文明虏获

后，云天明很显然成为了一个实验品。而对这个男人所作的一切，与之相对应的回报竟是：云

天明送了一颗星星给自己。程心出于爱情，出于内疚，她放声嚎啕大哭，并为云天明带上了他

喜欢吃的蔬菜的种子，只是为了求得自己内心的一丝慰藉，这些种子，只能等待云天明被三体

人重新塑造成人以后才能享用。程心作为一名科学家，她是十分理性的，但作为一个女性，这

是她的本质，她有着女性因母性本能所固有的善良和爱心。这其中，包括在大学时期，面对孤

僻的云天明，这是一个几乎没人理的男人，而程心每次遇见时却总能给予他微笑与善意。成为

第二任执剑人后，程心面对三体的攻击，并没有与之回应，导致了人类集体移民澳大利亚，此

时的她，从万人景仰的救世主一下子跌落了神坛，她经常遭到人们的辱骂，还有骚扰。但即便

如此，程心也没有心怀怨恨，而是用自己的宽容原谅了这一切。其实，两个文明（地球文明和

三体文明）之间的战争，或者单方面的说，是三体文明对地球资源的掠夺，但作为程心，作为

一个母亲，她已经视这两个文明为自己的孩子，她像处理两个孩子打架一般，看淡了一个高级

文明对其他文明发动的战争，一场近乎于毁灭人类的战争。在三体世界毁灭后，太阳系遭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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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文明降维打击后，程心乘坐星环号飞般驶向了 DX3906 恒星系，这颗云天明送给自己的星星，

其中还有两颗行星（灰星和蓝星），在 DX3906 恒星系中，由于死线范围扩大的缘故，程心和

关一帆落入了黑域中，进入了低光速下的短期冬眠，而这一睡，已经过去了 1890 万年，这个

期间，他们所乘坐的飞船一直以亚光速飞行。当程心苏醒后，他看到了云天明和艾 AA 留下的

遗言：“我们度过了幸福的一生”。之后，程心和关一帆进入了小宇宙中，一直到归零者文明

发出了宇宙回归声明后，程心最终将小宇宙归还，仅保留了重达五公斤的生态球。 

三、人物情怀抒发 

《三体》系列中，始终将人物的描写作为小说的核心，而通过其中的心境、心情的展示，

表露出了小说人物的情怀，这种情怀有高尚、有平庸，也美好，也是拙劣。在国人因刘慈欣获

奖而狂欢之时，他身上的标签不自觉地多了起来“中国科幻走出国门的第一人”“科幻领域诺

贝尔奖第一个中国获得者”“亚洲作家的首次”等等，他以一己之力，将中国科幻小说拉到了

世界水平。《三体》系列，立意如此精巧，人文关怀如此浓郁，而选题又那么的切合国情，也

就难怪，《三体》在国内科幻中掀起了一阵热潮。许多学者开始对这部作品进行研究，如：王

亚文的中国本土文学译介传播能力的提升:从走出去到走进去——以刘慈欣小说《三体》为例，

王毅的科幻小说《三体》中的中国文化专有项英译策略研究，贾丽媛的论《三体》三部曲中的

空间叙事，据不完全统计，这类的研究有数十篇，或者还有更多。在生存意义的追问中，刘慈

欣认为零道德的宇宙文明是完全可能存在的。通过把目前主流的思想道德和价值困境，放入特

有的、极端的环境中，从小说中的人物心理描写、行为描写等方面展示出来。《三体》中，许

多人是出于生存考虑的，如：叶文洁的母亲，为了保护自己，参与了对自己丈夫的批斗，最终

让自己的精神崩溃，这其中，大部分人其实只是为了追求生存。而有的人，却是人类真善美的

集中体现，比如：程心。她始终以“圣母”式，坚守着人类最后的底线，无论他人怎么不理解，

自己的内心始终待人如一，温柔而善良，她代表了道德、价值之间，有关于人类文明的阳光，

在《三体》中被刻画的淋漓尽致。 

《三体》的作者刘慈欣，基于自己深厚的天文、物理、人文等学科内涵，将现实生活中的

问题，放置在了这部小说中。如：零道德问题。纵观《三体》《三体Ⅱ：黑暗森林》和《三体

Ⅲ·死神永生》，我们能够发现许多现实生活中的东西，包括不可思议的科技，也是当下最前

沿的科学研究成果，以及有些让人觉得匪夷所思的，也都是曾经的科学家所提出过的，并非是

无端的妄想。从这一点来说，刘慈欣的《三体》，有着其它科幻小说所不具备的严谨。而这样

的理论构架，让读者更为信服，作品也更具魅力。小说中除展示的地球人文外，作为一个中国

人，其中的环节更应该熟悉。比如：太空战舰叫“唐号”，太空军的军徽是解放军的军徽。小

说情节描述时，人类为了向三体世界获取秘密，开展了斩首伊文斯的古筝行动，而这一行动的

提出人正是中国史强；阶梯计划，能够代表地球人，为了使三体人深信不疑，中国人云天明献

出了自己的大脑，进入漫无边际的宇宙中。在 4 位面壁者中，泰勒、雷迪亚兹、希恩斯三位先

后被破壁，这其中：泰勒是企图消灭地球舰队被否定，雷迪亚兹想把地球生命当成人质被唾弃，

希恩斯的思想钢印则是动摇了人类文明的基础。唯一的，没有被破壁的面壁者，也就是三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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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将自己与主对决的，正是中国人罗辑。唯一没有辜负世界人民期望，在三体文明入侵地球

时，用引力波广播对三体进行了恐吓，最终换来了地球一时的和平。在执剑人竞争中，中国人

程心，毫无疑问的成为了第二任执剑人。包括小说的最后，宇宙归零后，只有中国人程心和关

一帆留存了下来，文明延续的希望，依然寄托在地球的中国人身上。这一切的一切，无不在印

证着，作者刘慈欣，一个地地道道中国山西人，他的一颗赤诚的爱国之心。 

纵观全文，我们不难发现，在叶文洁、罗辑、程心的一举手投足之间，甚至一个细微的行

为描述，无不透露着作者刘慈欣赋予人物灵魂的行为，以及所要表达的情感，在那些或重或轻、

小到个人情感、大到攸关人类命运的情节中，刘慈欣将那些最有意义、最能表现人物思想、性

格的主要方式，通过细致地行动描写、心理描写刻画的淋漓尽致。《三体》《三体Ⅱ：黑暗森

林》和《三体Ⅲ·死神永生》不仅告诉了读者，这些人在“做什么”，更展示出了人物“怎么

做”，以及所展示的行为特点和个性，这样的行动描写更有助于刻画人物的风格。而在心理描

写过程中，作者同样让作品中的主人公有了更为深刻的领会，通过内心的独白，以及周边的景

物烘托，表现了叶文洁、罗辑、程心等人的欢乐、悲伤，矛盾和烦闷，忧虑和希望，使读者穿

透人物外表，深入人心，了解《三体》系列人物的内心世界，揭示《三体》生存法则另一方面，

也将人物的七情六欲、灵魂深处的奥秘，展现在了读者面前，使人物栩栩如生，跃然于纸上。

而从读者的情感来说，小说人物仿佛和我们连在了一起，同悲同喜，同哀同乐，在感受真情实

意之后，让我们忘了作者文字和技巧的存在，只是沉浸在《三体》世界，那一段恢弘的文明史

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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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人力资源管理研究 

Hotel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刘文怡 

（正大管理学院 泰国 暖武里 11120） 

摘要：人力资源管理是企业运营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尤其是对于以服务为主的酒店行业，

对于员工的需求量较大。加强人力资源管理是合理利用人力资源、减少经营成本、提高效益的

关键。因此酒店在发展的过程中一定要从人力资源管理抓起，才能实现酒店的增效和发展，在

市场经济发展的背景下全民健康发展。 

关键词：酒店人力资源；市场经济；健康发展 

 

Abstract: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enterprise operation, especially 

for the service-oriented hotel industry, the demand for employees is large. Strengthening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is the key to make rational use of human resources, reduce operating costs and 

improve efficiency. Therefore, the hotel in the process of development must start from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efficiency and development of the hotel, in the context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arket economy and healthy development of the people. 

Keywords: Hotel Human Resources; Market Economy; Healthy Development 

 

前言 

随着我国经济不断的发展，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对于各部分的管理的健康合理运营有了更高

的要求。人力资源作为企业发展的人才输送部分，对于企业发展的意义重大，尤其是对于酒店

行业来说，服务是核心竞争力，对人才的需求量更大，要想让一个酒店正常的运营和发展，做

好人力资源的开发和管理是必不可少的。在人力资源管理的过程中，只有合理的使用人才、开

发人才、培养人才、激烈人才和储备人才，再能满足企业发展的目标和实现员工的自身价值。

酒店业的工作人员大部分都是一线的服务人员，而且需求数量较多，这就对人力资源的管理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可以说人力资源管理是酒店也最重要的环节，是决定酒店服务质量的关键。

只有科学的人力资源管理才能在日趋激烈的酒店业竞争中形成自身的优势，获得更好的发展空

间。 

1 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1.1 研究对象 

本文以 H酒店人力资源管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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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方法 

1.2.1 文献资料法 

为了更好的开展研究，通过在文献网站中以酒店、人力资源为关键词搜索相关的参考文献，

截止了 2019 年 3 月搜索到文献资料 534 篇，获得了充足的前沿知识理论，为本次的研究提供

了理论保障。 

1.2.2 案例分析法 

通过对 H酒店人力资源管理的调查，对 H酒店人力资源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加以分析研究，

进而提出相关建议。 

1.2.3 数理统计法 

把文献资料和案例分析总结出的数据和理论，通过整理进行分析总结。 

2 研究内容 

2.1H 酒店组织构架 

图 1 H 酒店组织构架 

从 H 酒店的组织构架图来看，管理的核心是总经理，人力资源部门是总经理管理下的一

个部门。人力资源部的下属部门又可以分为质检部、培训部、人事部、员工餐饮部和宿舍部。

从酒店的组织构架来看酒店具有鲜明的管理层次。 

2.2 酒店人力资源状况 

2.2.1 员工类型 

表 1 H 酒店员工类型 

类型 人数 比例 

服务人员 263 72.1% 

后勤人员 85 23.3% 

管理人员 17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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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调查结果来看，酒店的员工类型可以分为服务人员、后勤人员和管理人员。服务人员占

总员工的 72.1%；后勤人员占总员工的 23.3%；管理人员占总员工的 4.6%。可见对于一个酒店

来说，服务人员占据酒店员工的绝大多数。 

2.2.2 员工年龄分布 

表 2 H 酒店员工年龄分布结构 

年龄 人数 比例 

30 岁以下 257 70.4% 

30-45 岁 95 26% 

45 岁以上 13 3.6% 

 

从对酒店员工的年龄分布调查结果来看，30 岁以下员工占据绝大多数，占比为 70.4%，其

次是 30-45 岁之间的员工，占比为 26%；45 岁以上员工人数最少，占比为 3.6%。可见，酒店

员工年龄呈现年轻化的趋势。 

2.2.3 员工学历分布 

表 3 H 酒店员工学历分布结构 

 人数 比例 

专科以下 186 51% 

专科 154 42.2% 

本科及以上 25 6.8% 

 

从对酒店员工的学历情况调查来看，专科以下员工人数较多，占比为 51%；其次是专科学

历的员工，占比为 42.2%；本科及以上学历的员工人数较少，占比为 6.8%。可见酒店员工普

遍的受教育成绩较低。 

2.3 酒店人力资源管理情况 

2.3.1 人力资源规划情况 

表 4 H 酒店人力资源规划情况 

 完善 一般 不完善 

人数 21 134 210 

比例 5.8% 36.7% 57.5% 

 

从对酒店的人力资源规划情况调查来看，57.5%的员工认为人力资源规划不完善。可见，

酒店的人力资源规划较差。通过员工的反映来看，酒店对人力资源规划的重视程度较低，规划

不够合理，基本都是根据外部环境的变化而改变，缺乏主动调整的计划，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

了酒店发展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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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酒店员工招聘情况 

表 5 酒店员工招聘情况 

 完善 一般 不完善 

招聘计划 36/9.9% 105/28.8% 224/61.4% 

招聘岗位 72/19.7% 115/31.5% 178/48.8% 

招聘团队 86/23.6% 88/24.1% 191/52.3% 

招聘信息 48/13.2% 72/19.7% 245/67.1% 

 

从对酒店员工的招聘情况的调查来看，61%的员工认为招聘计划不完善，有 48.8%的员工

认为酒店在招聘时对岗位的描述不完善，52.3%的员工认为酒店对招聘团队的重视程度不足，

67.1%的员工认为酒店的招聘信息建设较为滞后，在招聘过程中员工得不到完整的招聘信息。

总体来看，大部分的员工认为酒店的招聘制度以及内容不完善。 

经过深入的调查了解发现，酒店的招聘主要分为网络招聘、校园招聘、社会招聘和内部员

工引荐等形式。其中网络招聘多是和我国知名的招聘网站进行合作，多数是招聘服务人员。合

作的网站有 58 同城、赶集网等。而酒店的中层人员和管理人员多数是通过精英网站进行招聘，

如英才网、最佳东方网等。校园招聘多是面向中专院校，招聘有一技之长或酒店服务专业的应

届毕业生。社会招聘和内部员工的有引荐基本是有人力资源管理者进行简单的面试，了解工作

履历和基本情况后，进行综合评定后入职。相对来说，酒店大多数工作人员属于服务人员，这

类工作人员具有流动性较强的特点，因此这对于酒店人力资源管理中招聘工作的要求较高，需

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满足招聘酒店服务人员的需要。 

2.3.3 酒店员工培训情况 

表 6 H 酒店员工培训情况 

 完善 一般 不完善 

培训制度 54/14.8% 64/17.5% 247/67.7% 

培训项目 24/6.6% 55/15.1% 286/78.4% 

考核体系 42/11.5% 51/14% 272/74.5% 

 

从对酒店员工的招聘情况的调查来看，67.7%的员工认为酒店的培训制度不够完善，78.4%

的员工认为酒店的培训项目不够完善，74.5%的员工认为在培训后酒店并没有完善的培训考核

体系。造成酒店的培训效果较差，员工得不到有效的进步和成长。 

在深入的调查了解中发现，酒店在培训的体系分为员工的上岗前培训和在职职工培训两个

部分。对于酒店新招聘的员工来说岗前培训是必不可少的。岗前培训的内容包括工作规程、工

作技能、岗位职责和工作纪律等。而对于在职员工的培训主要包括员工在入职以后会在工作的

过程中出现很多问题和错误，针对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对入职后的员工进行在职培训，掌握专

业技能、新工作技能和新技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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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 酒店员工薪金情况 

员工参加工作最主要的目的还是为了活动薪金报酬。经过调查了解发现，酒店的薪酬的构

成包括基本工资、岗位工资、岗位津贴、技术津贴。酒店也严格按照国家的规定给转正后的员

工按时缴纳社会保险，而且在过年过节酒店也会给员工发放不等的现金红包或福利待遇。从薪

酬的结构来看，员工之间的薪金有一定的差距，薪金是按照员工的学历知识、技术、能力、工

作经验、劳动岗位和贡献等综合考量的区别不大。这就造成酒店薪金的公平性不足，工薪金基

本都是以固定工资为主，具有激励作用的绩效工资的比例较小，难以激发员工的积极性。由此

可见，酒店还未能构建完善的薪酬体系。 

2.3.5 酒店文化建设情况 

表 7 H 酒店文化建设情况 

 重视 一般 不重视 

人数 44 95 226 

比例 12.1% 26% 61.9% 

 

从对酒店文化建设情况来看，只有 12.1%的员工认为酒店重视酒店文化的建设，而有 61.9%

的员工认为酒店不重视文化建设。可见，大部分的员工认为酒店对文化建设的重视程度不够，

造成酒店的文化建设不成体系。在深入了解后发现，员工在工作后的业余文化生活较为匮乏，

员工在理论学习、技能提升、业内交流等方面，无法获得饭店管理者的有效支持，酒店管理者

缺乏对员工的人文关怀。 

2.3.6 酒店员工流失情况 

表 8 H 酒店文化建设情况 

 近 3年招聘人数 流失人数 流失率 

服务人员 147 63 42.9% 

后勤人员 34 7 8.8% 

管理人员 4 0 0% 

 

通过对人力资源部门招聘情况和人员流失情况调查来看，服务人员近 3 年招聘 147 人，流

失 63 人，流失率为 42.9%；后勤人员招聘 34 人，流失 7 人，流失率为 8.8%；管理人员招聘 4

人，没有人员流失。可见，酒店流失率最高的是服务人员。在深入调查了解发现，服务人员由

于多数学历较低，从事的多是体力劳动，而且薪酬较低，尤其是餐饮部和房务部，并没有太高

的技术要求，人员的流动较大。这些人员可以去房地产，家居、汽车等薪酬高一点的行业；其

次是因为酒店一线基层员工的工作强度比较大，经常加班加点，再加之人们对酒店行业的传统

认知，认为酒店就是伺候人的行业，行业地位不高，这也导致一些酒店员工的流失。 

2.4 酒店人力资源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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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 酒店人力资源规划不合理 

人力资源管理的最终目的是为了酒店更好的发展和运行，根据酒店的需要组织人力资源的

供求关系，保障酒店对员工的需求量。人力资源规划为酒店发展 

对人力资源的需求从数量、质量、结构上提供了保证，可以使酒店合理配置人力资源，以

达到人岗的最佳匹配，提高酒店人力资源的效能。调查来看，H酒店的人力资源管理规划较为

传统，酒店对人力资源的重视程度不足，缺乏发展的眼光，不能够根据社会的发展而改变，不

能够制定科学的人力资源规划，导致人力资源管理的规范性不足，人员流动性较强，对酒店的

经营和发展造成一定的影响，由于缺乏动态的科学的人力资源规划，造成了酒店人力资源未能

合理的开发、配置和使用，影响了酒店的持续健康发展。 

2.4.2 员工招聘管理中存在问题 

第一，酒店在招聘时更多的是为了填补员工岗位的空缺，就招聘前的人才需求计划不足，

不能把人才的招聘和酒店的发展以及员工个人的发展相结合，导致照片计划不完善；第二，酒

店对招聘队伍的重视程度不够，招聘工作完全有人力资源部门负责，不能和其他部门的需要相

结合，形成更好的招聘队伍；第三，虽然酒店运用了多种招聘途径，但是对招聘信息的管理不

够完善，招聘信息的更新和查阅工作效率较低。 

2.4.3 酒店在员工培训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通过对员工培训工作开展实际情况的调研发现 H 酒店没有充分认识到对员工进行培训的重

要性，发展目光不长远，进追求短期的经济效益和回报，缺少培训对于酒店长期发展的支持，

没有将培训作为酒店未来战略安排的重要环节。酒店的培训内容和培训方式的决策没有根据酒

店的发展实际需求进行，故达不到酒店培训的本来目标。另外酒店还不能够科学有效的评估员

工在哪些方面需要就行培训，只有当问题突出的显示出来的时候，才在这一方面对员工进行培

训，只注重短期的需求，没有深度结合酒店的未来发展和员工的能力提升，这就使酒店培训的

最终效果大打折扣。根据调查问卷显示的结果，并且结合员工访谈的内容，认为目前 W 酒店

的培训短板集中在教师、课程设置和培训方法选择上面。酒店的培训课程还处于较为落后的设

置情况，没有紧跟潮流，吸收先进的管理经验，课程的内容主要包括销售知识、规章制度以及

服务技能培训等基础方面，而缺少对员工团队精神和管理技能的培养，没有使员工充分了解到

酒店的未来发展方向和战略安排。目前 H 酒店的培训效果的评价体系还有待完善，目前的评价

指标只包括员工对培训内容的理解和掌握程度，并没有对员工在培训后自身的提高和对酒店相

关工作的实质进步进行评估。 

2.4.3 薪金管理问题 

酒店的薪酬结构和员工的内心期望之间存在偏差。在我国整体消费水平逐渐提高的当下，

人们对精神生活的追求越来越迫切，实际薪资能否满足员工的心理预期成为越来越重要的问题。

酒店不同部门、不同层次的员工之间，其受教育程度、年龄、性别以及工作环境都不相同，对

于工作方面的需求也有不同。比如刚毕业的年轻员工就更在意工作的环境和工作时间的安排，

以及有没有较多的学习培训机会，而工作年限稍长的员工就会对个人晋升通道提出要求，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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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在意个人的发展和酒店的整体发展前景。所以目前酒店的薪资结构调整成为十分重要的工作

内容，以尽量适应不同员工对酒店的期望。 

2.4.4 酒店文化建设问题 

在对 H酒店的调查中发现，在发展的过程中较为重视酒店硬件设施的建设，利于提高酒店

的环境，更新设备等方面。人力资源部门在制定发展规划使也是不断的完善相关制度，这也使

酒店的发展形式化，并没有和其他酒店形成区别。尤其是对于员工的精神文化发展和酒店的文

化建设上并没有形成良好的氛围，造成酒店的员工对酒店的认同感不高，没有形成自身的酒店

企业文化，不利于酒店长久的发展。 

3 结论 

对于一个酒店的发展来说，人力资源管理是运营过程中的重要一部分，关系着酒店正常的

运营和长久的发展。随着我国的发展与进步，酒店的数量在不断的增加，行业内竞争也日趋激

烈，而酒店最终的竞争力还在于服务，这也就对酒店的人力资源管理有了更高的要求，只有科

学合理的对酒店人力资源进行管理，才能在竞争中脱颖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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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汉语教学的发展情况浅析 

Brief  Analysis of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Teaching in Thailand 

孟雪 

（泰国先皇理工大学，泰国 拉卡邦 10520） 

摘要：在汉语全球热的大背景下，汉语在泰国的传播也形势日益看好，现在在泰国汉语俨

然已经成为仅次于英语的第二大外语。在泰国由于汉语教学的发展，越来越多人使用汉语交流，

在泰国，目前从幼儿园开始，小学、中学、大学都开设汉语课，一个系统性的汉语学习链条已

经具备，尽管这些链条和存在着太多的问题。特别是中国古典的文学以及根据这些古典名著改

编的影视剧，更是泰国人民耳熟能详，基于对于中国古代灿烂的文化的向往，许多泰国学生学

习汉语也是自然中的事情。从教育体制、师资队伍、教学对象、汉语应用四个方面看职业汉语

教学在泰国的迫切性是必然的，尽管汉语教学在泰国发展迅速，但远远赶不上经济的发展进程，

汉语职业教学的短缺亟待解决，提高汉语教师教学水平是十分紧迫的事情。笔者倡议要快速发

展泰国的职业汉语教学，在大学本科阶段培养复合型的中文人才，尽快满足于泰国社会的需求，

满足于中泰在政治上、经济上、外交上、文化上的交流与合作。 

关键词：中泰交流；汉语热；职业汉语教学；师资匮乏   

 

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the global Chinese fever, the spread of Chinese in Thailand is also 

becoming more and more promising. Now Chinese has become the second largest foreign language 

after English in Thailand. Because of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teaching in Thailand, more and 

more people use Chinese to communicate. In Thailand, from kindergartens, primary schools, middle 

schools and universities all offer Chinese lessons. A systematic chain of Chinese learning has been 

established, although there are too many problems in these chains. Especially the Chinese classical 

literature and the film and TV dramas adapted from these classical masterpieces are well known to the 

Thai people. Based on the yearning for the splendid culture of ancient China, many Thai students 

learn Chinese is also a natural thing. The urgency of Vocational Chinese teaching in Thailand is 

inevitable from four aspects: education system, teachers, teaching objects and Chinese application. 

Although Chinese teaching is developing rapidly in Thailand, it is far behind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process. The shortage of Chinese vocational teaching needs to be solved urgently. It is 

very urgent to improve the teaching level of Chinese teachers. The author advocates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Vocational Chinese teaching in Thailand, the cultivation of compound Chinese talents 

in the undergraduate stage of university, the satisfaction of the needs of Thai society as soon 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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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sible, and the political, economic, diplomatic and cultural exchanges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ailand. 

Keywords: Sino-Thai Exchange of Chinese ; Chinese fever ; Vocational Chinese Teaching ; 

Teachers Shortage 

 

一、引言 

泰王国是一个位于东南亚的君主立宪制国家，与中国有着悠久的交往历史，泰国也是华人

聚集最多的国家之一。中泰两国保持着千年友好关系，两国由于没有领土接壤，所以也没有领

土争端。历史上，泰国吸收了大批中国沿海贫苦农民，随着华人进入泰国，华文教育也就开始

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历史和政治的原因，汉语教育受到了巨大的冲击。时隔半个世

纪后的今天，中泰关系日益密切，在汉语全球热的大背景下，泰国汉语教学迅猛发展，为中泰

交往做出了贡献。本次课题研究汉语在泰国的传播，研究职业汉语教学在泰国的迫切性以及未

来前景。 

二、泰国汉语教学发展状况 

（一）学习汉语已经成为泰国不少人的共识 

据调研可知：现在的泰国汉语俨然已经成为仅次于英语的第二大外语。在泰国由于汉语教

学的发展，越来越多人使用汉语交流，比如，根据在路上遇到行人进行调研，大部分人希望学

习汉语。在调研中发现，泰国的多家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担任起了汉语考试的重任。以泰国曼

松德孔子学院为例，2018 年 6 月到 2019年 3 月的 9个月的时间里，共举办 20 次汉语考试，其

中 HSK 考试 10 次、HSKK 考试 6 次、YCT 考试 4 次，汉语考试人数达 6786 人之多，这充分

说明了泰国学习汉语的人数很多。考察的内容是那些中文非第一语言的大中小学生在日常生活

和学习中运用中文的能力，泰国人争相加入。泰国各孔院、课堂和汉语教育机构也定期举办汉

语教师培训，数量也相当可观。培训从教学方法、教学理论再到教学实践，全方面系统地讲述

汉语教育理念和方法。其中不仅涵盖了汉字、语音、词汇、语法等教学板块的教学指导，还强

调了文化教学在汉语教学中的重要性，旨在综合提升汉语教师的教学能力、优化教学思维。 

泰国大学汉语专业的在学人数不在少数，年年稳中有升，为了满足在职人员学习汉语的需

要，不少大学开设了汉语夜校和周末班，突击性进行汉语教学。有些在职人员希望有机会学习

汉语，更有机会服务社会。 

普通的泰国人认为，在当前全球经济局势不明朗、保护主义抬头的情况下，只有中国适时

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及倡导“一带一路”构建，泰国人十分推崇，他们认为只有学习好汉

语才是未来生存的希望，也是为了更好发展的前提，只有加入中国“一带一路”发展思路，参

加到中国推动的经济全球化的行列中来，泰国青年人才有未来，才有希望为社会做出贡献。于

是，出现汉语热并不足为怪，是有其深刻的国际背景与国际意义。 

（二）孔子学院在泰国蓬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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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汉语教学呈现如此空前发展的难得的历史机遇下，在泰国政府以及中国国家汉办大力的

支持下，泰国第一家孔子学院于 2006 年 8 月成立，至今，泰国已经有 16 所孔子学院和 11 个

孔子学堂，这一数字居东盟各国之首，然而还不能满足社会的需求。这些事件充分说明孔子学

院在泰国蓬勃发展，而且速度很快。泰国汉语教学目前进入一个蓬勃发展的历史时期，成为仅

次于英语的外语教学，可以说，在泰国目前从幼儿园开始形成了小学，中学，大学都有了汉语

课程，一个系统性的汉语学习链条已经具备，尽管这些链条还存在着太多的问题。但是连贯性

和系统性单链条的本身存在着很大意义，为汉语未来在泰国传播发展提供的可靠的基础。 

三、汉语教学在泰国发展的原因 

泰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有 30 多个民族，人口 6600 万。最大民族是泰族，占总人口的

40%左右，华人分布很广，有 600 多万，主要集中在首都曼谷。泰语是泰国的主要语言。根据

泰国教育部各教委开设汉语课程和学习汉语人数调研：目前学习汉语人数急剧上升，如下表： 

表 1：泰国教育部各教委开设汉语课程和学习汉语人数 

学校类别 学校数量 学汉语人数 

基础教育 347 148191 

职业教育 29 11386 

高等教育 71 16855 

短期培训 89 19941 

合计 160 196373 

 

从表 1 中可以看出教授汉语学校共计 160 所，其中职业教育仅 29 所，学习汉语人数为

196373 人，其中职业教育人数是 11386 人，职业汉语教学人数仅占 6%。可见职业汉语教育无

论从学校数量和学习汉语的人数上，占比都不大，但是需求却与日增长。 

（一）泰国汉语热的政治因素 

1972 年中泰关系也开始峰回路转，1975 年中泰建交。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中泰之间的最

大障碍消除，中泰两国关系在 80 年代升温到事实结盟的程度。长期以来，中泰双边关系也继

续保持友好密切。泰国和中国不仅在政治上友好，经济上密切，在军事上也有较为紧密的联系，

泰国是东南亚国家里购买中国军备的唯一国家。2001 年泰国制定的《基础教育教学大纲》中

规定，汉语成为泰国外语学科的主要科目，为建立汉语为交际工具的经济社会促进汉语教学，

成为泰国非常重要的必须开展的工作。 

其次，泰国王室对推动汉语在泰国的传播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中泰高层多次互访，特别

是诗琳通公主 48 次访华成为名副其实的中泰友好使者。泰国王室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为

推动中泰友好关系、深化两国互利合作做出了重要贡献。这就迅速的提高了汉语在泰国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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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琳通公主把自己的所见所闻记录下来，和泰国人民一起分享。她表达了对中国的感情，坚持

学习汉语，深深地触动了汉语在泰国落地生根。 

另外，中国政府对汉语的提纲大力支持。成为有力的推动作用，尤其是孔子学院在泰国的

启动，更促进了泰国多元文化的发展。中国政府对泰国汉语教学的推广，无疑在师资力量上给

予强有力的支持，对汉语在泰国的广泛持久地推广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二）泰国汉语热的经济因素 

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彻底改变了中国的面貌，中国摆脱了经济贫穷的局面，经济上

有了一个飞跃性的进展，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中国向全世界日益展现出一个大国的魅力。

近年来，中国与泰国的贸易的迅速增长，泰国官方也承认，近年来，泰国对中国的出口比对其

他第三国的出口比例要高很多。中国是泰国第二大进口国的来源。泰国对中国出口，也推动了

泰国整体出口增长的重要因素，中国经济的日益强大，泰国经济对中国经济的依赖越来也强，

提升来了汉语在泰国使用的地位，汉语在泰国社会生活中日益重要。根据泰国商务部公布数据

可知：2018 年 11 月，中泰双边贸易额为 72.8 亿美元，同比增长 5.2%，其中泰对华出口 25.9

亿美元，下降 8.9%；自中国进口 46.9 亿美元，增长 15.1%。2018 年 1-11 月，中泰双边贸易额

为 736.6 亿美元，同比增长 9.5%，其中泰国对华出口 275.1 亿美元，增长 2.4%；自中国进口

461.4 亿美元，增长 14.1%。 

 

 

 

 

 

图 1 中泰贸易情况对比 

（三）泰国汉语热的文化因素 

人类进入 21 世纪后，在全世界范围内，人类就开始进入了信息时代。世界多极化，经济

全球化如同潮流势不可挡。语言科学在 21 世纪的应用信息化，使汉语在新世纪的地位更加显

著。众所周知，中国拥有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因此，汉语理所当然地成为使用人数最多，

使用范围深广的语种，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增强，国际地位的提高，经济的快速超越，汉语重要

性不言而喻。新一轮的汉语热已经到来。语言是信息的载体，谁掌握了语言，谁就控制了信息。

语言如此不可思议，语言可以给我们带来很多财富，每一个人都离不开它，就像离不开空气和

水一样，泰国人认为学习汉语和汉字，会给他们带来机会和财富。 

其次是在泰国生活着很多华侨，虽然他们在泰国生活很久了，但是他们没有遗忘了故国，

他们对华夏的对根的依恋依然存在，虽然经历时间的长河始终坚持，随着时间的推移，华侨们

未曾动摇过对文化的固守。汉语民族博大精深的文化和辉煌灿烂的艺术，在行为、思维意识的

深处，依然保存着民族的血脉，虽然经历世世代代，但厚重文化感保留在身体的基因上。泰国

736.6亿美

元 

275.1 亿美元 461.4 亿美元 

中泰贸易 对华出口 对华进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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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批
准公立学

校

教育部批准的民
办学校

政府开办
的大学

华侨世代相传，不曾停歇，也不辜负厚望汉语文化之根的驻扎，中国的传统思想文化便在无休

止地接力，依然传承，不曾间断，生生不息。 

再次，中华文化自身的魅力也是汉语热的一个重要构成因素，中国有 5000 年的历史，中

华文化源远流长，广为传播，地域广泛，周边比邻地区都有共同的文化特性，以及被称为汉文

化圈。中国悠久深厚的文化对周边地区甚至世界都产生过巨大的影响，郑和七次下西洋更加加

深了这种影响，由此形成了世界公认的中国文化为核心的东亚文化圈。改革开放后，由于我国

综合国力不断提高，中国的文化实力也不断增强，世界各地，包括亚洲，欧洲一些国家对中国

文化给予高度的认同和重视，中国古代的一些思想文化，绘画建筑，音乐与医学，也吸引着各

地人民前来学习，而学习中国文化的前提就必须学习汉语。近年来，中泰两国之间的大众文化

交流频繁，泰国人民了解了很多中国的影视作品，也认识了不少中国影视歌明星，特别是中国

古典的文学以及根据这些古典名著改编的影视剧更是泰国人民耳熟能详。泰国人学习汉语的原

因多种多样比如工作的需要，通过聆听长辈的话对中国有了更多的了解，对中国当代文化、流

行音乐和影视的喜好等。 

四、职业汉语教学在泰国的迫切性 

泰国人需求汉语已经形成一股强劲势头，汉语学习已经有了良好的范围，然而在职业汉语

教学在泰国并非乐观，因为在需求面前师资力量严重不足，尤其是职业教学，缺少贴近泰国生

活的实用性的教材，中小学到大学内容没有系统性的连接，因此，职业汉语教学在泰国必须快

速加强。 

（一）职业教育任重而道远 

在泰国汉语教学可以分为三类：如图： 

图 2 泰国汉语教学分类 

从上图可以看出，这三类学校都在开设汉语课堂，凸显的不同性质的学校，都在承担汉语

教学。目前，在泰国汉语教学的教育机构主要有六种，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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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泰国汉语教学的教育机构 

职业汉语教学的目的性强，开设课程的针对性较强。不仅需要有对外汉语一线教学经验的

教师，更重要的是需要懂专业知识的教师。例如，即需要懂酒店服务和管理、旅游、商业汉语

等传统行业的知识的教师；近年来随着中国国家战略的输出，也需要懂土建、水利等施工、高

铁建设等工程技术等的教师。职业汉语教师，特别是专业教师缺口巨大。由此可见，职业教学

任重而道远。 

（二）汉语教育职业师资结构 

目前，泰国从事汉语教学的师资队伍里，职业教师结构如下： 

图 4 泰国职业汉语教师情况 

泰国职业汉语教师中，大陆和台湾教师占比过半，这些教师有着资深经历，在教学经验方

面都有丰富经验。从上图可以看出，中国大陆，中国台湾来泰国任职教师占 60%左右，泰国华

人华侨从事职业教学的占 20%左右，新生代教学团体职业汉语教师占 15%左右，中国公派志

愿者 5%左右，但从教师结构上看来自多方面的，但远远不能达到需求。 

泰国的汉语师资力量亟待建设。笔者认为，可以通过多种途径解决教师短缺问题。首先是

提高现有教师的教学水平，中国民间力量可以加入这边来。其次，可以采取有效措施吸引中国

的学生到泰国教授汉语；同时可以举办提升教师教学科研能力的短期培训班。再次，可以加强

泰国职业

大陆与台湾教师60%

新生代教学团体15%

教师结构

泰国华人华侨20%

中国公派志愿者5%

基础教
育学校

职业教
育学校

高等教
育学校

私立汉
语培训

卫星远
程教育

中泰孔
子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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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当地的孔子学院合作，鼓励泰国的教师来到中国学习等办法。改变目前泰国汉语教师匮乏的

现状，更加广泛拓宽汉语教师的渠道。 

目前，解决泰国职业教育教师匮乏的问题，还可以依托泰国孔子学院在汉语教师培养的优

势力量，充分发挥这些孔子学院在培养教师的作用，切实提高培养泰国本土汉语教师的效率，

泰国的孔子学院也可以尝试开展网络汉语培训能力。总之，泰国的孔子学院应该在泰国汉语推

广事业上搭建一个平台，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卓有成效地开展工作。 

（三）汉语教育职业学习的对象 

在泰国参加汉语学习者大概有以下几种人，如图所示： 

图 5 泰国汉语学习者情况 

从上图可以看出，在泰国需要有汉语职业老师的人大体就这五类： 

第一类：泰国的中小学生，他们都处在义务教育阶段，汉语是必修的课程，在很多学校开

设汉语课，从小为学习汉语打下良好的基础，汉语教师就是由学校聘请，教育教学质量不是很

高。 

第二类：学习汉语的是业务工作上需要者，他们大部分都是年成年人，主要集中在培训中

心学习，有人聘请家庭教师学习，利用业余时间或者是由在校学生进行辅导，主要是短期培训，

应付生意上的交流。 

第三类：学习汉语的是华裔子女的后代，部分 70 后、80 后华裔子女，虽然已经是成家立

业，由于年轻时没有接受过正规的汉语学习，而现实需要学习汉语，他们处于家庭的期望或者

继承家业的需要，不得不学习，具体是到培训中心或者请家教，短期速成的学习汉语。 

第四类：学习汉语的是来泰国投资的华裔子女，这些华裔移居泰国的时间不长，在家里都

说汉语，在外面说泰语，他们不愿意让孩子忘掉汉语，于是让孩子学习汉语。 

第五类：学习汉语的是中国文化爱好者，他们学习汉语完全是因为喜爱中国文化，本人也

懂得一些中国文化，他们对汉语老师的要求比较高，他们想深入了解中国文化。由上面的论述

可知，在泰国愿意学习汉语的人不在少数，所以需要职业汉语教学老师就会多。其迫切性不言

而喻。 

（四）泰国汉语教育职业学习的应用 

在泰国汉语应用涉及到方方面面，汉语应用领域如图所示： 

学习对象

中小学生

华裔子女后代

来泰国投资的华裔子女

业务工作需要者 中国文化爱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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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泰国汉语应用领域 

从上图可以看出，汉语在泰国使用领域涉及到方方面面： 

（1）旅游业，近几年来泰国旅游兴旺发达，2013 年到 2015 年经济放缓外，自 2016 年泰国经

济一直在上升，2018 年经济势头好，失业率保持在 1%的低水平，旅游业在泰国经济中发挥着

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拉动 GDP 增长强劲，在旅游领域来自中国的游客逐年增多，汉语的使用

率频繁，在旅游行业使用汉语交流的相当普遍。 

（2）社会生活的社交，由于华人众多，使用汉语比比皆是，路人可见。 

（3）泰国实行自由经济政策，跻身成为“亚洲四小虎”之一，是世界的新兴工业国家和世界

新兴市场经济体之一。在外交上主张对自主，与中国关系密切，往来人员频繁，在外交上使用

汉语的地方不少，经常招聘汉语水平较高的人才充实到外交部。 

（4）生意场上，不少泰国人说：正因为泰国的旅游业发达，生活节奏相对来说是比较轻松、

愉快，泰国人民又特别友好，所以在泰国非常轻松自然。在生意场上使用两种语言，一种是泰

语，一种是汉语，每年来泰国做生意的外国人当中，可能有 2/3 的是中国人，所以汉语在泰国

应用范围十分广泛。 

（5）教育，上面已经有所论述，泰国从小学，到大学都开汉语课，形成汉语学习链，环环紧

扣，不过职业教育的教师匮乏。 

（6）金融，世界银行根据社会和发展指标，把泰国作为其中一个重大发展成功的基地。虽然

泰国人均收入为 6000 多美元，人类发展指数排名 83 位。金融市场十分看好，与中国金融合作

前景看好，在金融行业使用汉语已经是常态化。 

（7）服务业，泰国形成了以农业为基础的国家，但是随着各国工业的不断发展，仅仅依靠农

业的泰国是显然落后于其他国家的。所以当政府发现红灯区可以很快的促进泰国经济发展的时

候，泰国的服务业成了经济支柱，并形成了旅游和服务业一体化的模式。人妖，泰式按摩，酒

吧，歌舞厅，租妻等已经形成了一个产业链，而这确实吸引了各国不计其数的游客。而在服务

业中使用汉语的不少，因为这个行业中国人涉足，于是就产生汉语的广泛应用。 

旅游

社交

外交

生意教育

金融

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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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从教育体制、师资队伍、教学对象、汉语应用四个方面看的职业汉语教学在泰

国的迫切性是必然的，尽管汉语教学在泰国发展迅速，但远远赶不上经济的发展进程，汉语职

业教学的短缺亟待解决，提高汉语教师教学水平是十分紧迫的事情。 

五、结论 

本课题首先围绕着职业汉语教学在泰国的迫切性这一问题展开，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了解

到泰国学习汉语现状，学习汉语的人越来越多，孔子学院在泰国的发展蒸蒸日上。然后，笔者

从政治、经济、文化三大方面分析了泰国出现汉语热的必然原因，政府倡导是导向，经济发展

是汉语热基础，文化的悠久影响根深蒂固，这不是一朝一夕而产生的，是有深厚的历史渊源的。

经过进一步研究，笔者发现：职业教育任重而道远，远远滞后于现实的社会需求；汉语教育职

业师资结构简单，仅仅这些来源是不够的；从汉语教育职业学习的对象看，涉及面很大，急切

需求职业汉语教学这一重任；又从泰国汉语教育职业学习的应用广泛上看，汉语教育在泰国尚

未完成。经过研究，笔者倡议要快速发展泰国的职业汉语教学，在泰国大学本科阶段培养复合

型的中文人才，尽快满足于泰国社会的需求，满足于中泰在政治上、经济上、外交上、文化上

的交流与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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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学生汉字书写偏误教学浅析 

A Brief Analysis of Chinese Character Writing Errors of Thai Students and Teaching 

Method  

谭政荣 

（纳瑞宣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泰国 彭世洛 65000） 

摘要：汉字书写教学是对外汉语教学中的重要部分。泰国学生在书写汉字时常常出现诸多

偏误 ,造成书写偏误的主要原因是母语迁移造成泰国学生习惯性的用书写泰文方法和规则来书

写现代汉字造成的。所以，针对泰国学生的汉字书写教学有其特点和难点。本文将以泰国纳瑞

宣大学汉语专业的学生为研究对象，着重追踪并收集了 6 届学生在汉字课和写作课学习过程中

出现的汉字书写偏误问题，并对其进行归纳和剖析，提出了一些解决相应偏误的观点和方法来

提高学生书写汉字的水平。 

关键词：汉字；泰语文字；书写偏误；教学  

 

Abstract: As Chinese character has lots of Particularities, Chinese character teaching is difficult 

and is a very important part of teaching Chinese for as a second language. Chinese character writing 

errors of Thai students are numerous and the main reason is they have a negative transfer of Thai 

letters writing. To a certain extent they use Thai letters writing method on writing Chinese characters. 

So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writing level of Thai students, this thesis will focus on the Chinese 

language students at Naresuan University in Thailand，and focus on tracking and collecting the 

Chinese writing errors in the six-year course of Chinese characters and writing classes, and summarize 

and analyze them, Analyze their traits and difficulties, and finally give suggestions on how to solve 

these problems. 

Keywords: Chinese character; Thai letter; Writing error; Teaching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和国际地位的提升，全世界都掀起了学习汉语的热潮，而泰

国真可谓来势汹汹。目前泰国的汉语教学除了在高等教育阶段展开，势头还普及到了泰国基础

教育委员会下的小学、初中和高中。据中国汉办官方网站数据显示，截止2018年12月31日，已

在泰国设立了16所孔子学院和20家孔子课堂。泰国的官方语言是泰语，泰语有44个辅音字母、

32个元音和5个声调。所以从语音的角度讲，泰国人学习汉语是有语音优势的。语言迁移理论

认为,当本族语规则与外语规则相同时,学习者把本族语规则迁移到外语中去,这时本族语规则

对外语学习的影响是积极的。
[1]
但泰语是表音文字，汉字是表意文字，汉语通过汉字的字形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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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意，所以正确书写汉字是极为重要的，就这一点而言，泰国学生在汉字书写方面就不占优势

了，甚至还时常出现许多书写偏误，总结起来包括以下4个方面：            

第一、结构松散、比例失调。这里的结构，是指字的点画搭配、排列、组合关系。汉字大

部分是合体字，一个合体汉字由几个部件组成，部件之间既相互独立，同时又紧密联系，成为

一个整体。
[2]
泰语文字属于拼音文字,书写时词句之间既没有间隔，也不像汉语一样有标点符

号,并且无宽度限制，每个字母在横向上所占空间大致相等。而汉字书写受到方块形式的限定

，书写时须各自根据笔画多寡、构形不同分配空间。所以泰国学生书写习惯上普遍没有结构的

概念,没有形成汉字结构中端正整齐、相生相让的美学意识，因而表现出结构松弛，不注意组

合的特点。因此，在书写时常常写到哪里是哪里，不注意上下、前后之间的照应。这样写出来

的字大都出现字形结构偏误的问题，如上下结构的字常写得上长下短；左右结构的字写得左大

右小，甚至写得过开看起来好像两个独立的字。例如：写“期”字，不注意结构关系就容易写

成“其”和“月”两个字。  

第二、笔画变形或出现混淆。笔者通过对纳瑞宣大学汉语专业2018届的96名一年级学生进

行问卷调查得知：出现这一偏误的主要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99%的学生对汉字发展和演变的

过程缺乏了解，尤其是笔画的由来和演变过程，因而在汉字笔画的书写方面没有理论依据。现

代汉字已经摆脱了古文字象形性，改变了古文字不规则的曲线，成为以方折线条为主的可分解

的、可计算的线条文字。而这些线条又是汉字构形的基本单位，字形又直接影响字义的表达，

所以是可以用对与错来评判现代汉字笔画书写的正确与否的；二是书写泰文的笔画基本是曲线

，书写时有一定的自由度，所以这种书写习惯也被泰国学生运用到了汉字的书写上。所以，在

以上两个方面原因的共同作用下，泰国学生在书写汉字时往往“竖”和“撇”不分，“横折”

和“横折撇”不分，“横”和“撇”不分等等，例如：把“看”字的“卧撇”写成“横”；在

书写带“扌”和“犭”汉字时，往往模糊不清，把“猫”写成“描”。   

第三、笔向颠倒。笔者起初认为这因为是学生缺少汉字笔顺方面的系统学习和练习过程造

成的，但笔者在教学过程中发现，在大学一年级第二学期就系统学习过汉字笔顺的学生在之后

的汉字书写过程中也常常出现笔向颠倒的错误。究其原因，还是学生自身的泰文书写习惯造迁

移成的。泰文字母大都是一笔写成（如图组 1 所示），以泰文 44 个辅音为例，除了“ฐ”和

“ญ”以外其余 42 个字母都是一笔写成，所以泰国学生普遍存在书写汉字时因笔画断连不当

导致书写错误的问题。因其深受泰语文字书写方式的影响，他们常常习惯性的像写泰文一样一

笔写完一个汉字或一个部件，例如：写“口”、“凹”、“凸”等，尤其是在写那些包含“折”

笔的复杂笔画组合体时，也习惯性的把多个笔画一笔写成，如写 “纟”的上半部分和 “凶”、

“同”、“区”等字的外部折画框。这样的结果必然导致笔向颠倒,甚至出现逆时针书写的情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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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组 1）
①
 

第四、笔画组合方式错误或增减笔画。正如上面所讲到的，因为泰语文字的特殊性，在书

写一个泰文字符的过程中往往没有停顿或笔画组合的情况，所以泰国学生犯笔画组合方式和增

减笔画的书写错误往往是出现在一个笔画的起点和另一个笔画的起点相接的时候。例如：笔者

在对一次单元测验试题取样分析发现：有高达 86%的学生在写“那”字时，把左边的部件写成

“月”；有高达 99%的学生在写“哥”字时，把两笔“竖”画写成一笔，结构把一个 10 画的

字写成了 9画；有时候学生也不太注重区分笔画间的连接关系，本该相连的不连，不相交的相

交，结果把“午”写成“牛”，闹出“你吃‘牛’饭了吗？”的笑话来。 

笔者经过 6年针对泰国纳瑞宣大学汉语专业学生实施汉字课教学总结发现：造成泰国学生

写汉字时出现上述偏误的主要原因是泰国学生对现代汉字的书写规则和方法缺乏认知，致使母

语迁移现象造成泰国学生习惯性地使用书写泰文的书写规则和方法来书写现代汉字。那么，解

决泰国学生的汉字书写偏误问题的重点就在于撇清书写时两者间的关系。 

1.泰语文字的书写规则 

    泰语字母的基本书写原则是从圆圈开始写，没有圆圈的从下向上，从左向右写。（如图组

2 所示）： 

   

（图组2） 

2.现代汉字的书写规则： 

（1）写任何一笔，笔头只能从笔画的一头向另一头过一次，不能回头； 

（2）就每一种基本笔画而言，“横”只能从左到右，“竖、撇、捺、点”只能由上而下，

“提”只能由下而上，“折”无论转折几次，走向只能向下向右，没有向左向上的“折”。
[3]
 

    经过两相对比不难发现：泰文字母与汉字的书写规则大相径庭。那么，针对这种几乎完全

与现代汉字书写规则相违背的书写规则和习惯，笔者提出了如下解决方法： 

第一、培养泰国学生对汉字结构整体性意识，以解决学生在书写汉字时的结构问题。根据

泰语文字的书写规则，笔者建议针对处于汉字学习起步阶段泰国学生，可以先避开现代汉字的

书写规范，让学生坚持一段时间的小篆临写练习，以增强学生对汉字书写的节奏意识和整体意

                                                             
①图组 1 和图组 2 中的图片来源于:ธเนศ คู่พิทกัษข์จร. ปูพื้นฐานการเรียนรู้ภาษาไทยดว้ยชุด  " หัดคดั ก-ฮ กบัตวัการ์ตูนสุด     น่ารัก".ส านกัพิมพ ์ลิตเต้ิลฮาร์ท. ISBN : 

8859161002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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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这一过程笔者强烈推荐利用带字格的纸张来辅助书写。由于汉字起源于图画，图画的表意

更强调整体性。虽然小篆的使用距今已经两千多年了，但汉字书写的整体性在汉字的发展演变

过程中始终是一脉相承的。之所以让泰国学生临写小篆，是因为汉字演变发展到小篆，笔画横

平竖直，线条圆转纤细均匀绵长，基本形成了横、竖、曲、圆四个基本笔画，这与书写泰文字

母的笔画元素是基本一致的，而且汉字在稍早时期的大篆就奠定方块字的基础，其发展至小篆，

字体结构趋于规范，呈现上紧下松、左右对称的长方形。所以临写小篆有利于提升泰国学生书

写汉字的兴趣，减少书写时的畏惧心理，带着书写泰语字母的手感进行小篆临写，并在临写过

程中逐步领悟,并把汉字在脑海中形成一个个整体的形象，而不是只记住一个字由哪些笔画和

部件组成。做到意在笔先，逐渐锻炼养成把心中的整体形象用笔反映出来的能力。 

第二，加强汉字发展和演变的理论教学。这能让学生清楚了解到现代汉字笔画形成的脉络

有助于减少和避免学生在汉字书写过程中出现笔画方面的偏误。在临写小篆的同时，开始系统

的学习汉字的演变发展过程。这可以让学生在了解汉字的起源的同时激发学生学习汉字的积极

性，进一步提升学生学习汉字的兴趣。学生在学习汉字演变发展过程中能了解到汉字的演变和

发展经历了古文字（甲骨文、金文、大篆、小篆）和今文字（隶书、楷书、行书、草书）两大

阶段，也能清晰地认知到：汉字的结构是由起初极不规则的甲骨文演变发展到整体结构呈简易

规范的长方形的小篆，在演变发展到整体结构呈扁方形的隶书，最后定型于外形结构呈正方形

的楷书的形体脉络。其内部结构也在这一演变发展的过程中越来越趋于紧凑；汉字的笔画也由

粗、细、曲、直等不规则的线条演变发展到有横、竖、曲、圆等相对规范的小篆笔画，之后再

由小篆演变发展为具有现代意义的汉字——隶书，其在笔形上已从小篆圆转、纤细、均匀、绵 

长的线条演变为平直方折的笔画，它奠定了现代汉字横、竖、撇、点、折等基本书写笔画，使

汉字字体趋于高度统一。可以说，笔画是现代汉字字形的基本结构单位。可见要写对，写好现

代汉字，必须练习写好每一个笔画。在书写练习过程中要注意提醒学生克服把书写泰文的习惯

用于现代汉字书写。应该指导学生严格按照现代汉字的笔画书写规范进行书写。 

第三、重视现代汉字书写笔顺的规则教学，使学生尽快从泰文的书写规则和习惯中脱离出

来。泰语符号是泰国学生所熟知的，学生在学习汉字书写的初始阶段，母语知识会不断地干扰

学生对汉字的习得，加之所积累的汉字数量和汉字知识相对较少，会严重困扰学生对汉字的学

习，尤其体现在书写方面，甚至有学生退而借助泰语符号的书写笔顺来实现汉字的书写。为了

保证泰国学生汉字书写正确、快捷、端正、美观，重视其在书写笔顺方面的教学就显得十分重

要，而且应抓住两个重点，其一是常规的笔顺规则教学：先横后竖、先撇后捺、从上到下、从

左到右、先外后内、先外后内再封口，先中间后两边。由于汉字的结构复杂，形体变化多样，

不同字的笔顺往往是上述规则的综合运用，有时候这些规则间会出现相互冲突的情况。所以，

另一个教学重点就是对这种特殊情况加以说明，例如：在写“巨”和“臣”等字时的外部“折”

画，如果按“先左后右”的原则应先写“竖折”，如果按“先上后下”的原则应先写“横”。

那么，遇到这样的笔顺问题怎么处理呢？要解决这类问题，有以下理论依据可供参考： 

1、关于写点的笔顺，要注意：点在左上先写，如：斗、为、门；点在右上后写，如：戈

、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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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竖在上面（在横的左边）、在上包下或全包围结构里，一般先写。如：战、冈、圈。 

3、两面包围结构的字，应注意：左下包围结构，一般先内后外，如：过、延、画。用于 

外包结构的偏旁笔画多、所占面积大的，先外后内，如：题、赶、勉。上右或上左包围结

构，一般先外后内，如：厅、虱。 

4、三面包围结构的字，要注意：缺口朝上的，一般先内后外，如：画、函；缺口朝右， 

一般先上后里再右下，如：医、、匹。
[4]
 

所以显而易见，“巨”和“臣”等字外部“折”画的笔顺应写“横”画。 

第四、让学生树立汉字的立体观念，掌握笔画的组合方式和使用规律。泰语文字是拼音文

字,拼音文字作为一种线性字符列，它只有一种从左到右固定不变的组合方式。使用拼音文字

的人，长期以来也就形成以一种视觉习惯，这就是平面的、单一有序的视觉方式。他们的识记

策略是以规则性、有序性为主的，认知上采用的是系连法。而汉字作为一种立体的方块结构，

它包含着大量的信息，笔画间的结构方式有并列、相加、相连、相交、相接等多种。解决泰国

学生出现笔画组合方式和增减笔画的错误书写问题，笔者推荐参考以下理论依据： 

1、笔画与笔画在左上角相连时，分作两笔，如：几、口、日。 

2、笔画与笔画在左下角相连时，有两种情况：全包围结构的字分作两笔，如：回、田、

四；不是全包围结构的字，连为一笔，如：山、区、画。 

3、笔画与笔画在右上角相连时，连作一笔，如：司、月、句。 

4、笔画与笔画在右下角相连时，分作两笔，如：由、自、省。
[5] 

另外，笔者也提倡和鼓励学生在遇到生字时尽量用偏旁部首查字法在汉语字典中查找生字，

逐渐熟悉和记忆汉字的笔画和部件，并能准确的数出汉字的笔画数。 

第五，组织开展与汉字书写相关的文化教学活动。在泰国有过一段从教经历的教师大都会 

有这样的感受：泰国学生的动手能力极强，并且以搞活动的方式组织教学，教学效果明显。通

过活动环节，让学生大量接触和使用汉字，把汉字用活，能极大地激发学生书写汉字的兴趣。

笔者通过实践证明，开展书法教学，组织硬笔、软笔书法比赛和开展篆刻教学，对泰国学生无

论是从汉字内部的笔画和笔顺，还是外部的结构和比例等能得到充分的练习和检验，对汉字书

写水平提升效果明显。在书法教学中，首先给学生示范并讲解字形的内部结构关系和外在比例

位置，然后讲解运笔方法，以补充和巩固笔画变形的问题，并让学生观察和思考，同时对照字

帖在田字格里临摹，最后进行比对自己临写的字与字帖有什么不同并改进；至于篆刻教学,在 

汉字教学的系列活动中是最受欢迎的，甚至，笔者的学生
①
还以此开创了自己的事业，在泰国

社会打出了自己的名号，上了杂志刊物。鼓励学生进行章刻制，有助于学生主动去探究所选字

的字源，搞清所选用汉字的来龙去脉和字形结构特点，在一块石头的方寸天地来布局汉字，能

让生更直观、更贴切地感受汉字笔画形态、组合关系，字形结构和字与字之间的比例关系，综 

合提升学生的汉字审美能力，从而提高汉字书写水平。 

                                                             
①陈勇艺,纳瑞宣大学汉语专业 2015 级学生。刊物标题:勇艺 ( YONGYI Handcraft ) ตวัตนบนหินแกะสลกัของ แจ๊ค พีรศิลป์ รัศมีจนัทร์  18

กุมภาพนัธ์ 2019  

 

https://www.busstoponlines.com/18/02/2019/interview/yongyi-handcraft/
https://www.busstoponlines.com/18/02/2019/interview/yongyi-handcraft/
https://www.busstoponlines.com/18/02/2019/interview/yongyi-handcraft/


 

359 

谭政荣                                     泰国学生汉字书写偏误教学浅析                                      

 

结语 

汉字是由各点、线组成的二维平面文字。汉字特殊的点与线的形态、组合关系以及间架结

构等成字因素都给同样具有独特母语书写方法的泰国学生带来极大挑战，也是对其实施汉字教

学过程中不容忽视的特殊难题，应该给予重视和研究，并想办法解决他们在学习汉字过程中遇

到的诸多问题，以提高他们学习汉字的能力和书写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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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高级泰国汉语学习者汉字语料库建设及偏误分析 

Construction of Middle-High Level Thai Students Chinese Corpus 

And Chinese Character Error Analysis 

Teerapol Murasiwa 

（兰实大学 文学院中文系，泰国 巴吞他尼 12000） 

摘要：从本人汉语学习的过程、相关汉语教学经验以及对研究文献的了解来看，泰国属于

非汉字文化圈，所以泰国汉语学习者不仅在汉语入门阶段，而且在中高级阶段一直都难以准确

掌握汉字的书写知识，这使得泰国汉语学习者在汉字学习中困难重重，因此，汉字偏误研究也

成为泰国学生汉语习得研究的重要方面。从研究文献上来看，目前对泰国汉语学习者汉字偏误

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初级阶段，笔者认为对中高级泰国汉语学习者汉字使用情况进行研究，可补

充并拓展原来的研究层面。另外，对泰国汉语学习者汉字偏误的研究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但研究基本使用问卷调查或者零散材料进行研究，所以笔者建设中高级泰国学习者汉语语料库，

搜集两所大学泰国学生的汉语作文语料大约 30 万字，以语料库语言学方法进行汉字偏误研究，

并提出可能性的教学建议，以使研究更加客观、科学。 

关键词：中高级泰国学习者；汉字偏误；汉语语料库；偏误类型；教学建议 

 

Abstract: From my Chinese learning experience, relevant Chinese teaching experience and 

understanding of the research literature, Thailand belongs to the cultural circle of non-Chinese 

characters, so Thai Chinese learners are not only in the introductory stage of Chinese, It is difficult for 

Thai Chinese learners to learn Chinese characters accurately at the middle and high level, which 

makes it difficult for Thai Chinese learners to learn Chinese characters. Therefore, the study of 

Chinese character bias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aspect of Thai Chinese acquisition research. In 

addition, although the research on the Chinese character deviation of Chinese learners in Thailand has 

achieved certain results, the research basically uses questionnaires or scattered materials for research. 

Therefore, the author builds a Chinese corpus in the middle and high level Thai students, and collects 

Chinese from the two universities. The composition corpus is about 300,000 words. The corpus 

linguistics method is used to study Chinese character errors, and the possibility of teaching 

suggestions is proposed to make the research more objective and scientific.  

Keywords: Middle-High Level Thai Students; Chinese character errors; Chinese character corpus; 

Teaching suggestion 

 

语料库是语料库语言学研究的基础资源，也是经验主义语言研究方法的主要资源。语料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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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多种类型，确定类型的主要依据是它的研究目的和用途。
①
因此，为了更全面地了解泰国汉

语学习者的汉字偏误及原因，笔者建设了约 30万字的中高级泰国汉语学习者汉字语料库，而

语料来源分为三部分：（一）鲁东大学的中高级泰国留学生语料约十万字（二）红河学院的中

高级泰国留学生语料约十万字（三）HSK 动态语作文料库中抽取的泰国学生语料约十万字。 

一、 标注说明 

中高级泰国学习者汉语语料库，仅对所收入的作文语料中存在的泰国汉语学习者的汉字偏

误进行标注，偏误标注分为八类，分别为：①错字[C]，②别字[B]，③漏字[L]，④多字[D]，

⑤拼音字[P]，⑥不规范字[G]，⑦外文字[W]。⑧无法识别字[#]。一般的语料库在汉字层面最

常见的偏误标注便是错字和别字，可是笔者的语料库在汉字层面多标注了一些偏误种类。例如：

在学生写作文的过程中如果不让学生查词典，学生就会用了自己的母语或者其他文字来代替，

如：大悦城[Wjoycity]等。这时候就出现了外文字，所以在语料库里应增加并标注外文字的偏

误。再如，收集语料时，可能是拍照收集语料的时候的原因，使某些汉字变得不清晰或者语料

本来就不清晰，无法辨别，这时候就出现了无法识别的字，并在语料库增加和标注无法识别字

的偏误。另外，学生在写作文的时候，突然想不起来这个词如何写的时候，学生就会用拼音来

代替汉字，如：她的爱好是看书，做菜，散[P sān]步[P bù]等。这时候就出现了拼音字，所以

笔者增加了拼音字和标注到语料库。 

除此之外，由多字与漏字的偏误，这两种偏误和措词有关，有些人会认为多字和漏字就是

因为词写错了，才将字增加或者漏掉了。可笔者在多字和漏字标注的判断标准是在作文里面的

前面学生都把这个词写对了，但是到了后面学生把这个词的某一个字给漏掉或者增加了一个字，

这种情况才是漏字或多字，而不是措词。最后，标注不规范的字，因为留学生写作文的过程中，

基本上是写得正确的，但是会有一些笔画、笔式或者书写轨迹不正确，例如：这（走之旁不规

范）等。同时，也不能判断学生把这个字是写错了，只能判断成不规范的字。 

二、中高级泰国学习者汉语语料库汉字偏误统计及分类 

以汉字语料库而言，中高级泰国汉语学习者的汉字偏误集中在错字、不规范字和别字。其

中，最多的偏误是错字偏误，占 25.82%，其次是不规范字偏误，占 17.80%，然后是别字偏误，

占 14.60%，接着是拼音字偏误，占 6.02%，另外还有漏字偏误，占 2.76%，外文字偏误，占

0.47%，无法识别字，占 0.34%，最后是多字偏误，占 0.29%。 

2.1 错字类的统计：从以上的结果，中高级泰国汉语学习者的汉字书写偏误最多的类型是

错字类，占 25.82%。错字是指因为增加或者减少笔画、部件而产生的不存在的汉字。笔者从

笔画和部件两方面进行分类与分析，统计如下： 

2.1.1 笔画  

2.1.1.1 笔画缺失：是指泰国汉语学习者在书写汉字的过程中丢失笔画的情况，如表 1： 

                                                             
①潘炜,周婷婷.语料库简介.www.cinfo.net.cn/pz/corpus.html,20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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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笔画缺失错字偏误例子 

正字 语境 错字 正字 语境 错字 正字 语境 错字 

然 然后  晚 晚上  试 考试  

道 知道  给 给  练 练习  

海 海边  贵 贵  系 联系  

从表 1 能看出：中高级泰国汉语学习者书写汉字的过程中出现笔画少了一笔或者多笔的情

况非常多，占错字偏误 32.34%，尤其是点画和短横。对他们而言，以上的汉字例子，都是在

一年级的时候已经学过了，但是这种笔画缺失的现象往往出现在非常简单的汉字，比如：“晚

上”的“晚”，“日”字旁里，缺少了一笔边“短横”等。在这种情况下，使得某个部件不成

为部件，最终笔者便分为错字类的偏误。 

2.1.1.2 笔画增加：是指泰国汉语学习者在书写汉字的过程中增加笔画的情况，如表 2： 

表 2 笔画增加错字偏误例子 

正字 语境 错字 正字 语境 错字 正字 语境 错字 

眼 眼睛  商 商场  济 永济  

鲁 鲁东  甜 甜  原 原来  

坏 坏人  候 时候  肩 肩膀  

从表 2 能看出：中高级泰国汉语学习者在书写汉字的过程中增加一笔或者多笔的情况与笔

画缺失一样，都是由于泰国学生没有掌握好部件的意思而造成该偏误，如：“坏人”的“坏”

增加了一笔“横”，“原来”的“原”增加了一笔“点”等。而与笔画缺失的情况相比，中高

级泰国汉语学习者在书写汉字的过程中增加一笔或者多笔笔画的情况低于笔画缺失，占错字偏

误 14.65%。 

2.1.2 部件  

2.1.2.1 部件缺失：是指泰国汉语学习者在书写汉字的过程中丢失了某个部件的情况，如表

3： 

表 3 部件缺失错字偏误例子 

正字 语境 错字 正字 语境 错字 正字 语境 错字 

起 一起  获 收获  厚 厚  

容 容易  励 鼓励  瘾 过瘾  

该 应该  宝 宝贝  餐 餐厅  

中高级泰国汉语学习者的部件缺失类型占所有的错字 7.63%。学生在书写的过程中丢失了

一或者两个部件，如：“起”字缺少了“己”部件，“获”字缺少了“草字头”部件。从表 3

可以看出，中高级泰国汉语学习者出现这种部件缺失的情况往往在于比较难的汉字，笔画既多，

部件也不少的字，如：“餐”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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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2 部件增加：是指泰国汉语学习者在书写汉字的过程中增加了某个部件的情况，如表

4： 

表 4 部件增加错字偏误例子 

正字 语境 错字 正字 语境 错字 正字 语境 错字 

享 分享  启 启发  念 念书  

费 生活费  夸 夸张  弟 弟弟  

奏 奏乐  文 文章  妈 妈妈  

中高级泰国汉语学习者在书写汉字的过程中出现部件增加有 6.23%，是低于部件缺失类。

从表 4 来看，泰国汉语学习者会给某个字增加和那个字有关的意义的部件，如：“文章”的

“文”增加了“言字旁”等。此外，泰国学生出现的这种现象比较随意性，没有集中在某种部

件而出现偏误。 

2.1.2.3 部件改窜：是指泰国汉语学习者在书写汉字的过程中将某个部件随意地改窜造成部

件错误的情况，如表 5： 

表 5 部件改窜错字偏误例子 

正字 语境 错字 正字 语境 错字 正字 语境 错字 

的 的  绿 绿色  便 方便  

睡 睡觉  喜 喜欢  帮 帮助  

起 起床  留 留学生  轻 轻松  

部件改窜的情况非常多，占 29.13%。虽然中高级泰国汉语学习者已经写出整个汉字出来，

但他们写的字是错字，因为有某个部件不属于这个字的部件，如：“的”字，学生将前面的部

件“白”点的方向反了，“睡”字，将右边的部件“垂”改成“田”等。从表 5能看出，学生

是根据自己模糊的感觉来写这些字，而且他们随意改窜了那个部件之后变成一个在汉语系统不

存在的字，使得出现较多的改窜部件的错字。 

2.1.2.4 部件替换：是指泰国汉语学习者在书写汉字的过程中将甲部件写成乙部件的情况，

如表 6： 

表 6 部件替换错字偏误例子 

正字 语境 错字 正字 语境 错字 正字 语境 错字 

能 能  福 幸福  混 混乱  

晚 晚上  游 旅游  换 换  

昨 昨天  玩 好玩  孕 怀孕  

这类部件替换错字偏误类占错字的 13.21%。从表 6可以看出中高级泰国汉语学习者比较

多的替换情况集中于形象相似的部件的替换，如：“晚”字，将 “目”替换了 “日”字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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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字，将“口”字旁替换了“日”字旁等。另外，泰国学生出现的部件替换情况比较集中

在偏旁比较多，如：“游”字，将“言”字旁替换了“三点水”等。 

2.2 不规范字的统计：不规范字是指泰国汉语学习者在书写汉字的过程中已经将部件写成

汉字了，但有一些笔画或者结构不规范。此次研究，笔者将笔画和结构，两方面进行分类：  

2.2.1 笔画不规范：是指泰国汉语学习者在书写的过程中将某笔画的长短，出头与否的情

况，如表 7： 

表 7笔画不规范例子 

正字 语境 不规范 正字 语境 别字 正字 语境 别字 

算 打算  影 电影  是 是  

每 每天  看 看  起 起床  

可 可是  舍 舍不得  也 也  

这类偏误占别字不规范字偏误的 29.93%。中高级泰国汉语学习者在书写汉字的时候，可

能没有注意到笔画的长短，出头与否。而且从表 7 来看，能看出来泰国汉语学习者出现这种现

象比较随意性，没有集中在某种笔画。比如：“打算”的“算”，“横”写的太短，“是”字，

“捺”写的太短等。随着学生的年级，他们对汉字有了初步的了解，所以到了中高级阶段会经

常出现笔画连写的情况，如：“电影”的“影”，将三个笔画“撇”连着写等。 

2.2.2 结构不规范：是指泰国汉语学习者在书写的过程中不同结构类型混淆和结构的松散

情况，如表 8： 

表 8 结构不规范例子 

正字 语境 不规范 正字 语境 别字 正字 语境 别字 

吃 吃饭  街 逛街  线 路线  

晚 晚上  舒 舒服  和 和  

路 走路  宿 宿舍  消 消息  

根据统计结果，中高级泰国汉语学习者在结构不规范类低于笔画不规范类，占 10.09%。

这种现象一般在初级阶段出现的最多，因为学生还没有对汉字的结构了解得深入，到了中高级

阶段应该出现的少，但从表 8 来看，也能看出来虽然到了中高级阶段还会出现该现象。尤其是

左右结构的汉字写得太松散。此外，还出现结构类型的混淆情况，如：左右结构的“和”字写

成上下结构，上下结构的“宿”写成左中右结构等。 

2.3 别字类的统计：所谓别字是 “本当是这一字，而误写为另一字。”
 ①
此次研究，笔者从

部件和整字两方面进行分类与分析，统计如下： 

2.3.1 部件 

2.3.1.1 部件缺失：是指泰国汉语学习者在书写汉字的过程中丢失了某个部件。如表 9： 

                                                             
①参见《辞海》1979 版,上海辞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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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部件缺失别字偏误例子 

正字 语境 别字 正字 语境 别字 正字 语境 别字 

西 东西 四 剩 剩下 乘 完 完成 元 

菜 买菜 采 拼 拼音 并 感 感觉 咸 

课 上课 果 们 你们 门 遵 遵旨 尊 

这类情况在别字偏误占 2.70%，虽然中高级泰国汉语学习者在部件缺失别字类发生率不高，

但从表 7 来看，可以看出学生写出来的字集中在表音部件，而缺失的是表意部件，如：“菜”

字写成“采”，“们”字写成“门”，“拼”写成“并”等。 

2.3.1.2 部件增加：是指泰国汉语学习者在书写汉字的过程中丢增加了某个部件。如表 10： 

表 10 部件增加别字偏误例子 

正字 语境 别字 正字 语境 别字 正字 语境 别字 

本 本子 体 安 平安 按 里 里面 理 

古 古代 故 术 学术 述 太 太 态 

曾 曾经 增 尤 尤其 优 至 至 致 

这类情况发生率比较低，在总别字偏误占 1.20%，低于部件缺失别字。从表 10 可以看出，

中高级泰国汉语学习者在书写汉字的过程中将简单的字增加了部件，使得这些字变成别字，而

且还变成更难的字，如：“古”字写成“故”，“太”字写成“态”等。 

2.3.1.3 部件更换：是指泰国汉语学习者在书写汉字的过程中将甲部件写成乙部件的情况，

如表 11： 

表 11 部件更换别字偏误例子 

正字 语境 别字 正字 语境 别字 正字 语境 别字 

恋 恋爱 变 根 根据 跟 觉 觉得 学 

例 例子 烈 弟 弟弟 第 祝 祝贺 视 

快 快点儿 块 堂 食堂 常 锻 锻炼 缎 

这类情况在部件方面出现偏误最多，占 3.96%。从表 11 可以看出有部分是形声字的形符

更换，如：“根”字写成“跟”字，“弟”字写成“第”字等。此外，笔者发现泰国学生会将

相似的部件更换进去，因此会出现形似部件的更换，如：“堂”字写成“常”字等。 

2.3.2 整字 

2.3.2.1 音同音近别字：是指泰国汉语学习者在书写汉字的过程中将甲字写成读音相同或者

相近的乙字情况，如表 12： 

表 12 音同音近别字偏误例子 

正字 语境 别字 正字 语境 别字 正字 语境 别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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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作业 昨 关 关灯 观 后 以后 候 

境 环境 景 信 写信 新 曼 曼谷 漫 

今 今天 金 到 到达 道 近 很近 进 

音同音近别字类是别字偏误类出现率最高，占总别字的 10.21%。从表 12 可以看出中高级

泰国汉语学习者没有掌握好汉字的形、音、义知识，选择同音或相近的字来代替，并写出没有

意义的字，如：“作”字写成 “昨”字等，可能是由于受到写文章的过程，教师没有让学生

查字典的影响。同时也可能是泰国学生本身的认读偏误有关，尤其是在声调方面，例如：“境”

字写成“景”字等。不卷舌和卷舍，如：“世”字写成“死”字等。声母方面，如：“跑”字

写成“饱”字等。从此例子非常明显是因为语音偏误的原因才造成汉字偏误。 

2.3.2.2 形近别字：是指泰国汉语学习者在书写汉字的过程中将甲字写成了字形相似的乙字，

如表 13： 

表 13 形近别字偏误例子 

正字 语境 别字 正字 语境 别字 正字 语境 别字 

努 努力 怒 问 问题 间 西 西门 酉 

施 施用 旋 办 办公室 为 末 期末 未 

午 下午 牛 室 教室 屋 友 朋友 反 

中高级泰国汉语学习者在形近别字偏误出现比较多，占总别字偏误 5.7%。主要在学生没

有注意的小细节，多了一横或者少了一横，多了一点和少了一点，出头与不出头等现象造成了

泰国汉语学习者的别字偏误，如：“问”字写成“间”字等。除此之外，两个字的形体非常相

似“努”字写成“怒”字等。而且这种形近别字区别度非常小，便是泰国汉语学习者学习的难

点。 

2.3.2.3 常用词邻近误代：是指泰国汉语学习者在书写汉字的过程中将常用的词的邻近误替

代了的情况，如表 14： 

表 14 常用词邻近误代例子 

正字 语境 别字 正字 语境 别字 正字 语境 别字 

真 真正 正 关 开关 开 用 运用 运 

夫 大夫 大 业 作业 作 好 好处 处 

在 现在 现 说 说话 话 来 来人 人 

此类偏误发生率很低，仅有 17 例，占 0.44%。一般这种现象应该出现在一年级或初级的

汉语学习者的时候，但是从表 14 来看， 可以看出到了中高级阶段泰国汉语学习者也会出现该

现象。 

2.4 拼音字类的统计：是指泰国汉语学习者在书写的过程中使用拼音来代替汉字的情况。

该偏误占总偏误的 6.02%，如表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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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 拼音字偏误例子 

正字 语境 拼音字 正字 语境 拼音字 正字 语境 拼字 

府 府 fǔ 堡 汉堡 bǎo 算 打算 suàn 

潜 浮潜 qián 刷 刷牙 shuā 妆 化妆 zhuāng 

游 旅游 yóu 糕 蛋糕 gāo 概 大概 gài 

这类情况，能说明有部分泰国学生学到了中高级阶段也会出现拼音字的替代情况。从表

15 来看，中高级泰国汉语学习者出现这种现象比较随意性，没有集中在某种字或者某种词，

但比较规律往往是在笔画多，比较复杂的字。表面上以上的例子是有点难写，但这些汉字都是

他们日常生活当中经常看见，而且是经常说的词语，口语方面并没有问题，但若改成了写作的

时候，就会出现拼音字代替的情况。 

2.5 漏字类的统计：是指泰国汉语学习者在书写汉字的过程中漏掉了某个字的情况。如表

16： 

表 16 漏字偏误例子 

语境 漏字 语境 漏字 语境 漏字 语境 漏字 

然后 后 特别 别 朋友 朋 餐厅 餐 

泰国 国 便宜 宜 国家 国 觉得 觉 

旅行 行 学习 习 时候 时 一起 一 

中高级泰国汉语学习者出现这种偏误较少，仅占总偏误的 2.76%。从表 16 来看，以上的

例子都是很简单的汉字，学生在书写的过程中可能没有注意就将某个字漏掉了。此外，出现这

种现象比较随意性，漏了甲字或者漏了乙字，例如：“然后”漏掉了“后”等。 

2.6 外文字类的统计：是指泰国汉语学习者在书写的过程中使用外文字来代替汉字的情况。

该偏误仅占总偏误的 0.47%，如表 17： 

表 17 外文字偏误例子 

正字 语境 外文字 正字 语境 外文字 正字 语境 外文字 

饭 炒饭 ขา้ว 炒 炒饭 ผดั 万 万达 Wan 

达 万达 da 哦 哦！ o! 普 普吉 phu 

吉 普吉 ket 清 清迈 chiang 迈 清迈 mai 

从表 17 来看，能看出许多中高级泰国汉语学习者写出的外文字往往都是地名，由于在他

们的日常生活当中见得多，写得少，知道各个地方的名称，却不知如何写。另外，使用英语表

示地方的名称，对泰国学生而言，相当于比较简单。因此他们在书写的过程中就会用外文字代

替汉字，如：“清迈”写成“Chiangmai”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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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无法识别字类的统计：无法识别字是指泰国汉语学习者在书写汉字的过程中随意地书

写或者收集语料时，是拍照收集语料的时候的原因，使某些汉字变得不清晰或者语料本来就不

清晰造成无法识别的情况，比如： ， ， 。但是该偏误发生率很低，仅占总偏误的 0.34%。 

2.8 多字类的统计：是指泰国汉语学习者在书写汉字的过程中有多余某个字的情况。例子

如表 18： 

表 18 多字偏误例子 

原短语 多字 原短语 多字 原短语 多字 原短语 多字 

很很便宜 很 有有不好的意图 有 法律律 律 的的兴趣 的 

北京语语言

大学 
语 人人们 人 事事物 事 目前在在 在 

是是我的 是 让我我 我 
有有一本

书 
有 一切切 切 

该偏误发生率很低，仅占总偏误的 0.29%。由于可能是中高级泰国汉语学习者在书写的时

候，受到时间控制的影响，所以泰国学生就会出现这种现象，而且出现的偏误大部分都是短语

或者句子当中出现的。 

三、偏误原因分析及教学建议 

从统计结果来看，可以分四种产生中高级泰国汉语学习者的汉字偏误原因，如下： 

3.1 泰语的影响：由于书写泰语和书写汉字的方式有所不同，会造成中高级泰国汉语学习

者汉字偏误，尤其是不规范字类，出现得比较多。大量的泰语字母书写的方式一般是从下往上、

从上往下、从下往上，接着再往上，笔势比较短促。如：“ก”、“ข”、“ช”等。泰国学生

在书写汉字的过程中就容易出现笔画不规范，笔画的长短不规范或者不注意笔画是否出头，如：

不规范笔画出现率比较高的有“是”字，“捺”写得太短，“每”字，“横”写得太短，“算”

字，“横”写得太短等。有部分的泰语文字书写的方式是一笔写完，中间不停笔，如：“ง”、

“ฆ”、“ฏ”等。泰国学生在书写汉字的过程中就会出现连笔写的现象，如：“影”字，将

三个笔画的“撇”连笔写，“看”字，将里面的“横”连笔写，“然”字，将下部分四个点连

着写，“舍”字，学生会将“口”一笔写完，最后变成了圆形或者像英语字母“o”等。 

除此之外，泰语辅音和元音拼在一起的时候，先从下面的辅音开始写，然后在辅音上面写

元音，如：“มี”、“ก็”、“ข่ี”等，或者从左到右书写，如：“กา”、“นะ”、“เก”等。

当泰国学生在书写汉字的时候，也是先写下面的部件，然后再写上面的部件，这种现象会造成

泰国汉语学习者的汉字结构不规范，经常将上下结构的字写得松散了，如：“是”学生将上面

的部件“日”写的位置过高了，造成上下两个部件的分离。再如：左右结构的“和”字写成上

下结构，上下结构的“宿”写成左中右结构，甚至会出现像两个字的情况。 

3.2 汉字形、音的影响：大量的汉字偏误就由汉字的音同音近、字形相近所引起，这点也

是泰国学生学习汉字的重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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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 汉字：汉字形近字非常多，对泰国学生而言，这就是难以识记的原因。如：“己”、

“已”、“巳”这些连中国人也很难辨认，更何况是外国人。这种现象表现在别字偏误比较多。

而且这种形近别字区别度非常小，成为泰国汉语学习者学习的难点。 

3.2.2 笔画：笔画也是汉字的特点之一，泰国学生的记忆负担很大，同时笔画也是汉字的

特点，多一笔或者少一笔就变成了另一个字，如：“大”、“太”、“犬”等。在这种情况下，

泰国学生在书写汉字的过程中就会容易出现笔画缺失或笔画增加的错别字的现象。此外，还会

出现拼音代替的现象和外文代替的现象，都是汉字特点的原因而造成的。 

3.2.3 部件：同样的情况，部件要是被改窜或者位置不正确了也会造成错别字偏误，如：

“的”字，学生将前面的部件“白”点的方向反了，将右边的部件改窜成 ，“绝”字，将

左边的部件改窜成  等。 

3.2.4 字音：汉语当中音同音近的字量非常大，这使得在中高级阶段出现别字偏误比较多，

在初级的时候，因为接触的汉字比较少，所以在初级阶段出现这种偏误偏少一些。如：“作”

字写成 “昨”字等，尤其是在声调方面，如：“境”字写成“景”字；平舌和卷舍，如：

“世”字写成“死”字等。非常明显是因为语音偏误的原因才造成汉字偏误。 

3.3 教师及教学方法的影响：根据笔者的了解，目前泰国的学校都开设汉语课，但是许多

汉语教师并不是汉语国际教育专业毕业的，很少受过专业的培训和训练，仅是中国人即可。在

这样的情况下，泰国学生学到的知识并不是很系统、很深入，因此会造成学习上的偏误。另外，

教学方法比较单一、没有趣味性也是汉字教学的通病。汉字本身就很特别，笔画既多，也很复

杂，教师总是让学生抄写生词，并没有创造性地运用教学方法，也没有分析。这样学生就会感

觉到汉字难，书写汉字时也就是描画一下即可。因此，由教师的原因也会导致泰国学生书写汉

字的过程中出现各种偏误。 

3.4 学生学习动机及认知特点的影响：通过笔者在课堂上与学生们交流了解到，部分学生

是父母想让自己的孩子学习汉语，学生自身对汉语并没有兴趣，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就会影响

到学生学习汉语的动机。此外，泰国学生在学习语言时，练习听、说、读比较多，动笔书写比

较少，这样的认知特点也会使泰国学生在汉字书写上的表现大大弱于其听说读的能力。在语料

库的统计结果中我们发现，中高级学生常常出现该阶段不应出现的汉字偏误。比如：拼音代替

的现象，“然后”的“后”写成“hòu”，“吃饭”的“饭”写成“fàn”等。 

结语 

根据以上的分析，笔者对泰国汉语学习者的汉字教学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1．在入门阶段要以汉字笔画和结构为重点，尤其是笔画书写和结构的准确性。同时，为

了让初级的学生能巩固并记住笔画的书写和结构的知识，在课堂上应该针对汉字笔画和结构环

节进行介绍。特别是针对泰国学生受母语书写习惯影响较大的情况，加强在入门阶段对笔画准

确性、结构性的认知，保证基本笔画、书写笔势的正确。入门阶段结束后,笔画教学不应马上

结束,而应该延续到下一阶段的教学中。当然，每个阶段重点可以有所不同，入门阶段重在认、

记，其后的阶段重在比较、纠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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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根据语料库汉字偏误情况制作“泰国学生汉字偏误表”，在教学时参考该偏误表有针

对性地进行汉字偏误的预治。比如：教师参考错字类的笔画缺失之后，提前了解到泰国学生在

书写汉字的过程中经常将“点”、“短横”丢失。在课堂中出现这些汉字时，教师及时提醒学

生要注意这些字的笔画，这样就可以有效地规避偏误。 

3．加强字形的比较练习。泰国学生对形近字和形近部件的辨认能力比较低，为了加深印

象，下一步从“泰国学生汉字偏误表”里将形近字和形近部件进行详细地分类，可以给课堂教

学提供参考。练习时，教师可以将学过的形似部件的汉字结合意义和读音进行对比。 

4．加强同音字的辨别练习。语音近似造成的别字偏误在泰国学生语料库中占率比很高，

所以汉字教学与语音教学应该紧密结合，下一步从“泰国学生汉字偏误表”里将同音近音字进

行详细地分类，可以给课堂教学提供参考。此外，教师可以设计同音字对比的练习，加强学生

对同音近音字的辨识。 

5．加强课堂操练。泰国学校的汉语课时比较少，所以无法专门开设汉字课，因此教师在

词语教学或者听说教学中利用归纳法、游戏法等对汉字见缝插针加以操练，这样既增加了学生

的知识，也能够减轻泰国汉语学习者记忆汉字的压力，使学生更容易记住汉字。 

总之，汉字偏误语料库是进行汉字偏误研究的有力工具。根据汉字偏误语料库进行的泰国

学生汉字偏误的统计分析使我们清楚地看到泰国学生的汉字偏误情况及其各类别所占的比例。

还发现泰国中高级学习者汉字学习存在着错字、不规范字和别字大类，拼音字、漏字、外文字

和多字小类的偏误。其中错字和不规范字最为严重，应引起重视。此外，泰国学生汉字偏误与

其母语的书写习惯、汉字的影响、教师和教学方法的影响、学生学习动机与认知特点等因素密

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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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本解构看余华的先锋性 

——以《古典爱情》、《河边的错误》、《鲜血梅花》为例 

The deconstruction from text of Yu Hua's vanguard novels  

——Taking The classical love, Error of the river, The blood plum as an example 

Supinda Rattanatangtrakoon 

（Thammasat University Faculty of Liberal Arts, Thailand Pathuthani 12121） 

摘要：余华是中国当代先锋作家中成就最突出的一位，他的作品在叙述形式、叙述语言、

叙述内容、叙述结构等方面体现出自己特有的品质。他的小说不仅颠覆了日常生活经验，而且

对传统套路化的叙述模式也进行了不遗余力的解构。余华的小说从虚构入手，以自身内心世界

的真实为基础，建构起了一个荒诞、混乱、陌生的世界，通过戏仿、消解等个性化的叙述语言，

来呈现他对于世界的独特认知和感受。透过《古典爱情》、《河边的错误》、《鲜血梅花》三

部作品探讨余华对传统才子佳人、侦探、武侠小说的颠覆和解构，并分析解构这三类文本的方

法与技巧，从而揭示在其作品中的先锋性表现。他的叙事完成了对传统叙事模式的颠覆，展示

了创作的先锋性。他对非理性世界存在的认识和体验，唤起人们对自身存在的思考，并且正视

世界的荒诞和混乱。 

关键词：文本；解构；余华；先锋 

 

Abstract: Yu Hua is one of the most outstanding Chinese contemporary vanguard writer, most of 

his works are in narrative form, narrative language, narrative content, narrative structure which 

reflecting his own unique qualities. His novels not only subvert the experience of daily life, but also 

deconstruct the traditional narrative form. Yu Hua's novels start from fiction and build on the reality of 

his inner world to construct a world of absurdity, chaos and strangeness. He presents his unique 

cognition of the world through his personalized narrative language through parody, dispelling, etc. In 

this paper, taking The classical love, Error of the river, The blood plum as an example, Yu Hua's 

subversion and deconstruction of traditional talents, detectives, martial arts novels, and analyzes the 

methods and techniques of deconstructing these three types of texts. Reveal the performance in his 

work .His narrative completes the subversion of the traditional narrative form and demonstrates the 

nature of vanguard. His understanding and experience of the existence of the irrational world evokes 

people's thinking about their own existence and faces the absurdity and chaos of the world. 

Keywords: text; teconstruction; Yu Hua; vangu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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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锋”(avant-garde)一开始是一个军事术语，直到 19 世纪早期才作为文学概念第一次被 

引用至文学艺术领域。所谓的先锋艺术也就是从打破传统、抗传统中实现超越的新艺术，尤其

指 20 世纪前期出现的各种现代艺术流派。自第二次世界大战起，先锋已经广泛用于文学创作

当中，文学家尤奈斯库曾指出“先锋就是自由”。作为先锋作家群体中的一员，王蒙曾在《先

锋考——作为一个文化精神的先锋》中表述了自己对先锋和先锋文学的认识“先锋文学是一种

流动的存在，体现为‘流动性’但先锋最为本质的一点在于它的‘前沿性’或‘前卫性’其先

锋的内涵应该指向‘一种文化精神’。真正的先锋是前卫的，具有超前性，在任何一个时代，

先锋作家都是走在最前面的，他的作品不仅是在那个时代给人带来某种新奇的力量。同时对整

个以后的时代，他还要有一个持久的力量。这才是一个真正的先锋作家。”
①
总而言之，先锋

是一种自由创作的姿态，一种勇于探索和试验的精神，不仅代表思想的前卫，也代表着艺术上

的创新与超越。 

余华对才子佳人、侦探、武侠三种传统文本类型所进行的解构，构造了背离现状世界提供

给我们的秩序和逻辑的“虚伪”的形式。对人们习以为常的社会秩序、伦理道德进行解构与颠

覆，展示了其创作和思想的先锋性。他对生命个体的自身精神进行体验，对生命的本源和存在

进行追问，生动地揭示了世界的荒诞和人在这种荒诞世界中的深刻迷惘，完成了对人的存在命

运的思考。他对人性所进行的诸多阐释与探索，不仅使他的文学创作展现出独特的魅力，更为

其他作家们的文学创作提供了新的范式与经验，有力的推动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 

一“解构”及先锋派作家 

“解构”是一个内涵丰富的词汇，它常常备受后现代艺术家的青睐，也受到媒体和学

者们的争相追捧，但很少有人了解“解构”的真正内涵。在文学评论中解构指的是一种演

绎的方法，它呈现的是一个文本架构如何有效地影响和破坏另一个文本架构的立场。“解

构”是德里达根据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拆毁”概念提出的哲学思辨和阅读技巧。在德里

达看来，“解构一方面意味着挑战传统的权威，打破传统的束缚，消除传统的辖制；另一

方面颠覆传统也使传统的各种因素暴露于日光之下，看看它隐含着什么，排除了什么，然后

使原有因素与外在因素自由组合，使它相互交换、相互重叠，从而产生一种无限可能性的意义

网络。”
②
在文学创作中，“解构”作为一种创作手法，打破传统小说文本的叙述模式，颠覆

旧有的价值伦理，被中国当代先锋派作家广泛运用于小说创作当中。 

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刘索拉、徐星、马原、洪峰、苏童、余华、叶兆言、孙甘露纷纷

登上文坛，随后出现了《拉萨河女神》、《无主题变奏》、《你别无选择》等一大批不同于传

统的小说，他们在小说创作形式上所做的实验，出现了被称作为“先锋小说”的创作现象。这

种现象迅速成为一股势头强劲的文学创作潮流，他们以独特的语言方式和生命体验进行小说创

作，为文坛增添了一道亮丽的色彩。先锋派作家从出场就走上了反抗传统文化的道路，他们打

破传统的创作原则和审美习惯，刻意追求艺术上的新颖和奇特，强调艺术至上，抛开一切来自

                                                             
①洪志刚:《余华评传》,郑州:郑州大学出版社,2004 年版,第 229—231 页。 

②雅克·德里达:《德里达中国讲演录》,杜小真,张宁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 年版,第 4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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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或是外在环境的制约，自由的抒发内心情感而不考虑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注重内心世界

的挖掘，擅于描绘虚幻的梦境和现实世界的荒诞，采用隐喻、暗示、意象、象征、联想等技巧，

深入人物的内心世界，揭示其意识的流动。 

余华是一位特立独行的先锋作家，也是先锋作家中的佼佼者，他的作品所讲述的故事，讲

述故事所使用的语言以及故事的框架和结构都体现出鲜明的个性。与其他先锋作家相比，余华

迷恋于以“苦难”、“暴力”、“血腥”和“死亡”为主题的叙事内容，他的叙事完成了对传

统叙事模式的颠覆。自《十八岁出门远行》发表起，余华开始为读者建构了一个颠倒、混乱、

黑暗、陌生的荒诞世界。对此，余华曾指出“人类自身的肤浅来自经验的局限和对精神本质的

疏远，只有脱离常识，背弃现状世界提供的秩序和逻辑，才能自由地接近真实。”
①
才子佳人

的爱情小说、推理断案的侦探小说以及描写侠客和义士的武侠小说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渊源历

史，有其吸引大众的特殊模式。这些叙事模式大量存在于大众的常规经验里，其伦理价值被大

众所接受。余华的《古典爱情》、《河边的错误》、《鲜血梅花》都遵循了这些模式，却以独

特的叙述方式对其进行了解构。 

二《古典爱情》对传统才子佳人爱情大团圆故事结局的颠覆 

（一）传统才子佳人爱情故事的叙述模式 

有关才子佳人的论述，最早见于唐代李隐的《潇湘录·呼延冀》中，“妾既与君匹配，诸

邻皆之才子佳人。”意思是我已经和你配成佳偶，诸位都是附近的才子佳人吧。才子佳人作为

一种小说创作的模式，最初是从唐传奇发展而来，后来经宋代的话本、明清两代文言小说的衍

变，到明末清初逐渐成熟，成为中国传统才子佳人爱情故事的标杆和一种固定的叙事模式。这

类小说主要以才子和佳人为叙述对象“惟才子能怜这些风尘沦落的佳人，惟佳人能识坎坷不遇

的才子，受尽千辛万苦之后，终于成了佳偶，或者是都成了神仙。”
②
故事大体上讲述一对才

子佳人一见钟情，为了爱情他们经历千辛万苦，最终美好团圆。有人将这种叙事模式称之为

“私定终身后花园，落难公子中状元，金榜题名大团圆。”
③
的确，在传统的才子佳人爱情故

事叙事里，男女主人公的爱情不管遭遇怎样的挫折，其结局最终都会指向一个符合读者阅读期

待的圆满。比如《西厢记》中的张生与崔莺莺，《牡丹亭》里的柳梦梅与杜丽娘，《柳毅传》

中的小龙女与柳毅，尽管他们的爱情遭遇波折，但是最终都是有情人终成眷属，过上了美满幸

福的生活。就算是一些以悲剧著称的才子佳人的爱情故事，作者也安排一个完满的结局。如

《孔雀东南飞》中的刘兰芝、焦仲卿因为家庭、社会、环境等各种原因导致两人双双殉情，但

是两人却化作连理枝，比翼鸟幸福团圆了。《梁山伯与祝英台》中的梁山伯与祝英台也是如此，

他两死后化作蝴蝶，一起翩翩起舞，永远幸福相伴。才子佳人相遇后一见钟情，于是山盟海誓，

私定终身，之后历经患难和波折最后甜蜜结合。这种叙事模式大量存在于中国古代以才子佳人

爱情故事为主题的文本之中，这些文本把这样一个叙事模式建构成了我们通常意义上理解和期

                                                             
①余华:《我能否相信自己》,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998 年版,第 25 页。 

②鲁迅:《二心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 年版,第 28 页。 

③刘伟:《古典爱情对古典爱情的解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2008 年第 9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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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的才子佳人爱情故事。余华以《古典爱情》为名的小说文本，从内容和形式上对大众经验中

的才子佳人爱情故事进行了双重颠覆和解构。 

（二）对有情人终成眷属故事结局的颠覆 

《古典爱情》的开头也将我们带入了传统才子佳人爱情故事的情境，赴京赶考的柳生与富

家小姐惠在一座深宅大院的后花园相遇，两人一见倾心，于是私定终生。这样结构安排让我们

对故事将沿着既定的结局发展深信不疑，因为我们的阅读期待早已被传统文本所建构起来的叙

述模式所影响，我们想当然地认为故事中的柳生和慧将会有一个美好的结局。出人意料的是故

事结局与我们的期待南辕北辙，虽然故事开场也设置了一个才子佳人的爱情情境，但是余华却

对才子佳人的爱情进行了充满暴力、充满血腥的解构。 

余华在《古典爱情》的开篇为我们制造了一个颇为符合常规经验上的才子佳人爱情情境，

然而小说却不按金榜题名，奉旨完婚的大团圆结局发展下去。怀揣着对小姐惠的爱以及小姐对

自己“无论取得功名与否，还请早去早回的嘱托”，柳生带着难以割舍的情感离开惠进京赶考。

柳生落榜归来后与小姐惠继续他们的爱情，这种场景也同样深植于我们的脑海中。但是余华突

然扭转笔锋，昔日的深宅大院已变成断壁残垣，展现在读者眼前的是一片破败的景象，小姐惠

也不见踪影。到此，故事早已背离了传统才子佳人爱情故事的叙述模式，落榜而归的柳生没有

与惠再续前缘，那场美丽邂逅与山盟海誓似乎只是一个虚幻的梦境而已。 

余华并没有就此结束柳生与惠的爱情故事，而是让他们再次相遇，然而两人相见之地并不

是甜蜜烂漫的花前月下，相反是一个极度饥荒之年。柳生再度踏上了赴京赶考之路，在一处路

边的客栈偶遇了不见多时的小姐惠，此时她已沦为菜人，等待着客人和老板的宰杀。她的一条

腿已被一位商人买走，伤心欲绝的柳生用昔日小姐赠送自己银钱赎回了那条被砍得残缺不全的

腿，又将处于极度痛苦中的惠亲自刺死。至此，故事似乎随着小姐惠的惨死而终结，传统才子

佳人幸福团圆的爱情结局早已被余华解构的支离破碎。但是余华的叙述并没有因此而结束，唐

明皇与杨贵妃精诚致魂魄，梁山伯与祝英台化蝶而飞，柳生在小姐惠死后也继续着他们的故事，

第三次落榜后，柳生为小姐守坟，这时小姐惠却奇迹般的出现在柳生的小屋里，两人执手相看，

泪眼朦胧，共宿一夜之后小姐却又不见踪影，满心狐疑的柳生按捺不住心中的好奇挖开了小姐

的坟。第二天夜晚，小姐惠以月光为衣，忽至柳生跟前，神色悲戚地面对着柳生，柳生顿时有

种不祥的预感，小姐道：“小女本来生还，只被公子发现，此事不成了，说罢，小姐垂泪而

别。”
①
小说至此戛然而止。《古典爱情》的结局无疑再次解构了传统才子佳人死后化仙团聚

的叙述模式，柳生与小姐惠本可以重聚，但是柳生亲手葬送了本可以复活的惠。而作为读者的

阅读期待，面对才子佳人的美梦难圆的结局，期待再次遇挫。 

这时，那些关于才子佳人爱情故事的浪漫想象都被余华的《古典爱情》所解构，所击碎。 

《古典爱情》这个题目赋于读者的想象和小说所呈现出的内容完全是南辕北辙，这在很

大程度上是从形式上把所谓的才子佳人爱情颠覆了。这样的创作也正是余华先锋性的体现，先

锋最为本质的一点在于它的“前沿性”，余华的这种创作无疑具有前卫性与超前性，他对常规

                                                             
①余华:《古典爱情河边的错误鲜血梅花》,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年版,第 3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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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的反拨使旧有的价值摇摇欲坠，余华对旧有秩序和权威的挑战还表现在他的文本颠覆及对

读者阅读期的破坏上。余华刻意用读者所熟知的传统才子佳人爱情故事的叙述模式展开他的故

事，然而他没按照传统的叙述套路安排故事的发展，并且总是在事件发展的关键时刻破坏读者

的阅读期待，使得对于才子佳人爱情故事的颠覆从内部产生，这种解构的彻底性是其他先锋作

家难以望其项背的。 

三《河边的错误》对传统侦探文本叙述模式的戏仿 

（一）传统侦探小说的叙述模式 

中国的侦探小说也有着渊源历史，春秋战国时期的《尚书》、《左传》、《荀子》、《韩

非子》等著作中就有许多侦探、断案的故事，后汉时期的《杂家》等书籍中，官吏侦查断案的

故事已多种多样，后经过魏晋南北朝的志怪、志人小说的积淀，唐代传奇、史传文学、笔记小

说的发展，到宋代白话小说的继承，直至明、清、民国达到成熟和繁荣，出现了《包公案》、

《海公案》等有名的侦探小说。经过几千年的发展，侦探小说也形成了一套成熟叙述模式。在

传统侦探小说文本中，对事件全知全晓的叙述者按照时间顺序原原本本地叙述案件发生的经过

以及审案惩凶的全过程，其最终结局一般是疑案侦查水落石出，恶势力受到惩罚，正义得到伸

张。 

前苏联小说家阿达莫夫曾指出“侦探小说以某种危险的及错综复杂的犯罪秘密为主题，而

且它的整个情节、全部事态都是围绕着揭示这一秘密的方向发展。”
①
日本侦探小说奠基人江

户川乱步认为 “侦探小说主要着眼于运用逻辑推理，逐步解开有关犯罪的秘密，描写破案过

程的有趣的文字。”
②
另一位前苏联知名侦探小说家托曼也认为“对于侦探作品可以这样来说

明，在侦探小说中采用合乎逻辑的分析方法，循序渐进地揭开某种错综复杂、头绪纷繁的秘密：

刑事犯罪或政治犯罪的秘密。”而《辞海》对侦探的解释是“产生和盛行于欧美资本主义社会

的一种通俗小说，描写刑事案件的发生和破案经过，常以协助司法机关专门从事侦查活动的侦

探作为中心人物，描绘他们的巧诈和冒险，情节曲折离奇。”
③
从这些解释和定义中，我们可

以归纳和总结出中国侦探小说的叙述模式，围绕案件的发生展开侦查、收集案情、侦破案件，

最后缉拿凶犯，无论事件如何缤纷复杂,曲折离奇,在侦探们经过复杂的调查取证，严密的推理

逻辑，循着蛛丝马迹，事情终有水落石出的一刻，找出真凶，严惩不贷。在侦探小说中，那些

扑朔迷离的环节，让人疑惑不解的案件，都不过是为结局作铺垫，一切都会真相大白。 

（二）非理性暴力及对案犯审判的戏仿 

《河边的错误》戏仿了传统的侦探小说。这里的戏仿主要指的是一种文学叙述方法，它对

固有的叙述模式进行模仿，对文体的结构进行刻意安排或者改写，以达到对传统或固有的艺术

形式的颠覆，实现新的突破和创新。贝尔西斯曾经指出侦探小说是实证主义的文学表现，其情

                                                             
①[苏]阿·阿达莫夫:《侦探文学与我》,北京:群众出版社,1988 年版,第 99 页。 

②马小林:《日本老人的推理热》,2008 年 4 月 12 日,http://xmwb.news365.com.cn/jt/ t20060421_912809.htm。 

③辞海编辑委员会:《辞海》,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 年版,第 101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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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要求把一切说得一清二楚，真相大白。小劳里埃特·莱恩也曾说：“寻求某件疑案的解决办

法——一般是追究某桩罪行的责任是这类小说的主题，也是它的魅力所在。”
①
侦探们在疑点

重重的案件中抽丝剥茧，最终与读者的阅读期待相遇，谁是案件的凶手？凶手的作案动机何在？

作案过程又是如何实施？这三者构成了传统侦探小说的叙述要素，侦探故事都会围绕这三点展

开。故事的结局总是符合读者的阅读期待，一切疑案终于水落石出。而《河边的错误》之所以

称作戏仿传统的侦探小说，是因为文本略去了侦探小说的三大要素，文中既没有交代作案凶手、

作案动机和作案过程，从头至尾成了一桩疑案，作者留下诸多空白，并未对此作出任何解释。 

按照侦破疑案的一般步骤，《河边的错误》很容易锁定犯罪嫌疑人，所有的证据似乎都已

指向疯子，但是疯子杀人的动机是什么？他又是如何实施杀人的？这些在侦破案件中需要提供

的证据，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收集到。刑警马哲展开调查,到过河边的人均具有嫌疑,但都一

一排除,疑点最终落到疯子头上。“疯子杀人只是一种推测,推测的根据就是疯子一次次从河边

回来,一手拎着湿淋淋的衣服,一手拎着湿淋淋的斧头的意象。从法律上说,说不清动机,又无人

目击作案过程,别人无法指证疯子,疯子自己也不可能招认,凶手的确立由于根据的缺乏变为无

从证明,因此疯子作为凶手也就不那么确定了。”
②
虽然所有的证据能够证明疯子就是那个杀人

凶手，但是因为他是疯子，是一个异于常人的精神病患者，法律对他也无可奈何。而后又实施

了连环杀人案，即便知道凶手是疯子，也因为他特殊的身份，也就失去了找出凶手然后严惩凶

手的意义。对这一切忍无可忍的刑警马哲枪决了疯子，自己也因在医生的询问下胡言乱语而被

送进精神病医院。 

《河边的错误》戏仿了我们早已认定为恒定因素的侦探小说叙事语法的结尾的操作,向我

们展示了这个否定的尝试在叙事结构上的表现:它既表现出了对“满意的结局”的一次次的靠

近,可以视作对侦探小说传统的叙事语法的维护,而每一次靠近结尾却又重新出发,可以视作对

后现代主义主张“拆解”的回应。正是这个两方面的努力使我们对它描述的案件有了重新的思

考。小说前半部分按着传统侦探小说既有的叙述方式在推进，可以说营造了一个紧张而又疑点

重重的侦探小说应有的氛围，但是随着故事的发展，这一切被一个疯子的“非理性”行为所取

代。于是，为侦破案件所作的努力，收集、侦查、追踪、分析、推理、侦破等变成一个疯子的

暴力游戏。更为荒诞的是，惩治疯子的英雄马哲却被送进了精神病医院。不正常的人被当作正

常，正常的人却被当作不正常，世界颠倒错置，伸张正义的马哲在接受精神病测定时永远陷入

了无法证明自身的荒谬困境。 

《河边的错误》是余华对人的荒谬处境与存在的认识和思考，“正义的动机和法律的的裁

决之间有时候是相悖的。法律常常被看作是公正或惩恶扬善的代名词，但是在这里，法律却惩

处不了一个连环作案的疯子。”
③
马哲惩治杀人凶手，伸张正义，但是他也将受到法律的制裁，

为了免受法律的制裁，在接受精神病测定时只能颠三倒四、胡言乱语。马哲的行为本身是为了

消除荒谬，却使他陷入更深的荒谬之中。余华为何给读者讲述这样离奇荒诞的故事，用他自己

                                                             
①韦华:《在拆解与改写中颠覆浅析余华小说中的戏仿》,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 年第 5 期。 

②王江容:《试析河边的错误对侦探小说的戏仿》,长江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报,2007 年 1 期。 

③姜彩燕:《论余华小说的文类颠覆》,海南师范学院报:社会科学版,2004 第 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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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话说就是“我不再忠实所描绘事物的形态,我开始使用一种虚伪的形式，这种形式背离了现

状世界提供给我的秩序逻辑,却使我自由地接近了真实。”
①
余华正是用这种虚伪的形式揭示了

“理性总是被非理性的因素所拆解，这种非理性的疯狂站在生活的至高处,它持续地任意改变

我们的生命和身份,我们却无可奈何。甚至到最后我们自主性地寻求非理性,只有用非理性代替

理性才能完成我们向往的秩序建构—我们面对非理性欲罢不能。”
②
 

《河边的错误》对侦探文本的那种水落石出、案犯得到惩罚的结局进行了不遗余力的戏仿。

侦探小说的叙事终于在余华的笔下完成了对人类理性的本质与限度的追问,从而传达出对社会

理性的荒谬性的揭示,以及对理性的警察的理性表示深切的同情和怀疑。 

四《鲜血梅花》对传统武侠文本复仇主旨的消解 

（一）传统武侠文本的叙事模式 

武侠小说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它是中国通俗旧小说的一种重要类型，最早可

以追溯到汉初司马迁《史记》中的游侠刺客列传，魏晋、六朝时期出现了杂记体、神异、志怪

小说，到唐传奇武侠小说逐步走向成熟，而到明清已达到成熟。“武侠小说内容写侠客、义士

协助清官破案和除暴安良，对封建时代社会政治的黑暗有所暴露，但都持有浓厚的封建正统思

想。”
③
一般来说，具有明确的复仇主旨及气概不凡的主人公是武侠小说中不可或缺的两大因

素。传统武侠小说在不断的发展演进中形成了自身特有的叙事模式，传统武侠多以复仇为主题，

以侠客和义士为主人公，描写他们身怀绝技、见义勇为和反叛行为。如果将这种模式具体的加

以描述就是，父母惨遭祸害—留下孤苦无依的子女—子女艰辛成长后拜师学艺—经历各种磨难

—终于报仇雪耻。这是传统武侠小说复仇模式的典型，金庸的《倚天屠龙记》演绎张翠山夫妇

惨遭而亡，张无忌长大后背负起为父母报仇雪恨的故事，也就是遵循这一复仇模式。 

（二）对传统武侠文本复仇主题的颠覆及对侠士形象的消解 

《鲜血梅花》，题目就呈现出典型的武侠气息，天下无敌的一代宗师阮进武在江湖恩怨中

的神秘被杀，儿子阮海阔背负名扬天下的梅花剑寻找杀父仇人。但这仅仅只是故事的开始，阮

海阔的内心根本没有强烈的复仇欲望，也没有复仇的决心，他只是漫无目的的游走，这一点完

全不同于传统武侠文本中那些背负复仇使命的侠士。正因为内心仇恨感的缺失，所以当他听到

杀父仇人死于非命后，他没有兴奋，也没有高兴，相反感到怅然若失，不知将往何处。这种无

目的的漫游完全颠覆了武侠小说的复仇情节。 

在对传统武侠文本复仇主题的颠覆中，余华笔下的阮海阔没有复仇的使命感，他只是漫无

目的的在高山、湖泊和森林见漫游，他一直走在寻找的路上，却没有走上复仇的道路。除此之

外，仇恨缺失使阮海阔更无半点对仇人的憎恨与愤怒，“杀父之仇本应是刻骨铭心，不共戴天

的，而他却燃不起对仇人丝毫恨意。有复仇而没有仇恨，这使复仇本身毫无 意义。整个人像

                                                             
①余华:《余华作品集》(第 2 卷),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994 年版,第 5 页。 

②余华:《余华作品集》(第 2 卷),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994 年版,第 10 页。 

③辞海编辑委员会:《辞海》,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 年版,第 86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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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无谓漂泊的影子，漫无目的，他与传统武侠中的人物相比较，缺乏主动性、自发性。”
①
并

且他似乎忘记了自己的复仇使命，因为他总是用各种理由推迟复仇时刻的到来，直到最后杀父

仇人殒命也非出自他手，他走上通往胭脂女的荒凉大道，走近黑针大侠绝非自己的努力使然，

而是在偶然中恰巧碰上。所以他才会感到“毫无目标的美妙漂泊行将结束。”
②
那种蹁跹少年

的武侠英雄早已不见踪影，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弱小的，没有方向的迷惘少年。这完全颠覆了传

统武侠小说的文体特征，盲目的漫游也消解了为父复仇的目的性，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使文本失

去了武侠意蕴。 

另外，阮海阔更不具备一个侠客应有的品质和气魄，他身体消瘦不堪，既不会一招半式，

更无义薄云天的气概，更为重要的是，杀父之仇本该刻骨铭心，但是他连一点血性和脾气都没

有，这与传统武侠小说中那种执意为父报仇，与仇人不共戴天的侠士是相去甚远。鲁迅小说

《铸剑》的主人公眉间尺也曾像阮海阔一样软弱无能，但是随着杀父仇人的出现，他的内心即

刻被复仇的情绪所充满，并且义无反顾的将复仇大业付诸于行动。即使他力量弱小，他甘愿舍

命联合黑衣人的力量为父报仇。而阮海阔即便在母亲自焚为让自己复仇的心志更加坚定时，他

的内心依然没有燃起熊熊的复仇烈火，只想着漂泊漫游。他对自我的放逐亦是对仇恨的放逐，

这样使得他的复仇显得毫无意义，不能担当起复仇的使命。同时传统叙事中侠士应当具有伟大、

彪悍的身份气质被彻底消解，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平凡、渺小、虚弱的凡夫俗子，文本在结构解

构传统人物性格品质的同时，又在建构新的人格特质，这是其他先锋作家作品中少有的。余华

用戏谑和调侃的笔墨对传统武侠文本复仇主题和侠士形象进行颠覆和消解，展现了他非凡的艺

术才华和独特的创作能力。 

结语 

余华对才子佳人、侦探、武侠三类传统文本的解构，是他先锋性的创作体现，他的小说不

仅颠覆了日常生活经验,而且对既定的经典叙述模式也进行了不遗余力的颠覆。在解构《古典

爱情》的同时建构了一个荒诞、混乱陌生的虚幻爱情故事。表面上讲述的是一对恋人相爱而不

能厮守的爱情故事，实则表达的是人类自身的精神欲望与现实困境，生活在欲望与困境的夹缝

中我们不可避免地要承受苦难、悲伤和绝望；在《河边的错误》里，余华将人置身于“理性”

与“非理性”的世界中，在这个异常荒诞的世界里，没有人可以自主选择自己的命运，你自以

为是一个正常人，没想到是一个不正常的人，你自以为是一个不正常人，没想到是一个正常人。

正如文中侦探们，他们越想证明自己是一个清醒者，反而使自己陷入更加的荒谬中。余华用

《河边的错误》揭示了人性世界的荒诞以及人在荒诞世界中的迷失。《鲜血梅花》讲述的是子

报父仇的故事，但是故事中却无半点复仇的痕迹，既没有眼花缭乱的武功招式，也没有一身正

气的英雄人物，取而代之的是迷失自我，瘦弱不堪的平凡小人物。阮海阔踏上了复仇的道路，

可是在漫游过程渐渐将复仇的使命淡忘，在淡忘复仇的同时也忘却了自己。余华曾不止一次谈

到，自己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靠近真实，但这里的真实是对他个人而言，不是指生活中的真实。

                                                             
①谷蜜:《余华鲜血梅花中的谐谑反讽》,安徽文学,2008 年第 2 期。 
②余华:《古典爱情河边的错误鲜血梅花》,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年版,第 10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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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余华所谓的真实也就是说我们也如阮海阔一般，在向着一个既定目标前进，但在现实环境

和自身的软弱下，随着前进的步伐我们也会失去自我、失去方向，所以余华才说“我将为虚无

而创作”。
①
在这种文学理念的指引之下，余华在解构传统文本类型的同时获得了自身的真实。

正如他所言：“由理性、经验、常识和秩序设定的现实生活实际上是不真实的，是‘真假杂乱

和鱼目混珠’的,而对于任何个体来说,真实存在的只能是他的精神。”
②
所以他宁愿相信自己,

而不相信生活给他提供的那些东西。“常理认为不可能的,在他的作品里是坚实的事实。而常

理认为可能的,在他那里又无法出现。”
③
他对非理性世界存在的认识和体验，唤起人们对自身

存在的思考，并且正视世界的荒诞和混乱。他的小说创作为当代中国文学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

力，推动中国当代文学迈向新的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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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型在线定制旅游产品策略研究 

Research on Mass Online Customized Tourism Product Strategy 

王馨宇 

（正大管理学院 工商管理，泰国 暖武里 11120） 

摘要：旅游市场的快速转变伴随着旅游者消费观念的更迭。旅游企业在发展其业务的过程

中，在线旅游企业没有很好的把握住定制旅游的核心，也没有针对参与定制游的游客制定专门

的产品策略，市场问题频频发生。因此，探索更加优化的大众型在线定制旅游产品策略对于定

制旅游市场来说势在必行，本文着重详述了在线定制旅游的分类、大众在线定制旅游的运营模

式、市场特征、产品模式。通过对大众型在线定制旅游营销策略的分析，最终得出以下结论：

大众型在线定制旅游是定制旅游市场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细分市场，对于在线定制旅游企业，可

以通过产品、价格、渠道、互动、过程、信任六个方面进行营销策略的优化。 

关键词：在线定制旅游；大众型；产品营销策略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changes of tourism market, the tourists’ consumption concept had a 

great change. In the course of the tourism market development, online travel companies do not have a 

good grasp the core of custom tourism, also does not have to make special product strategy, which 

causes the problems. Therefore, it is imperative to explore more optimized product strategies for mass 

online customized tourism,as well as emphatically describes the online customized tourism 

classification, the operation mode of the mass type online customized tourism, and market 

characteristics, product model.The thesis finally gets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 after analyzing the 

mass type online customized tourism marketing strategy: the mass type online customized tourism is a 

market segment of the development in customized tourism market, which aims at tourists with high 

requirement on tourism experience, high participation, and High price sensitivity. As for online 

customized tourism enterprises, if they want to promote the marketing strategy, they should be better 

do with the six aspects: Production, Price, Place, Interaction, Process and Trust.  

Keywords: Online customized tourism; Mass type; Product marketing strategy 

 

在线旅游市场是旅游业伴随着网络技术快速发展的一个细分市场，就全球旅游经济的繁荣

程度而言，在线领域越来越受到游客的喜爱和青睐，也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随之而来的就是

项目和内容愈加的丰富化。从销售的角度去看在线旅游，其实也是一种渠道营销，通过网络的

全覆盖、全辐射的特点，将信息广撒网、全分布，使旅游消费者更加便捷、快速的接收到旅游

信息和对旅游产品的了解，而且对于企业而言，提高了效率，节约了成本。此外，在线旅游还

能集合众多的旅游服务信息，可以帮助游客设计规划出快捷、高效的旅游线路，通过线上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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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资料获取、交易、售后服务等。可以肯定的是，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极快地加速了在线

旅游市场发展，由此引发的旅游行业的变革和在线旅游市场份额体量的不断扩大，对旅游企业

而言节约了成本，对旅游消费者而言更加自主、便捷、随性地去选择旅游商品。 

在线旅游市场的发展为定制旅游的产生营造了良好的市场环境，我国定制旅游完成了从进

入期向成长期过渡阶段，现在正处于市场扩大到成熟发展的阶段。根据携程网发布的《2017

年定制旅游报告》指出，我国旅游业进入以旅游者为主导，以定制为代表的个性化服务时代。

强烈的定制旅游需求逐年上涨，居民可支配收入和时间也在逐渐宽裕，这两点决定了定制旅游

发展水平稳步提升。公开数据可知，2017 年中国在线定制旅游市场交易规模为 68 亿元，在线

化率为 7.9%。
[1]
在可预见的将来，随着消费者定制意识逐渐增强以及行业的规范体系逐渐成熟，

其市场空间非常广阔，预计在线化率也将随之提高。 

针对大众消费的定制旅游区别于跟团游行程固定、时间又紧凑，行程灵活性低，自由的时

间很少，也缺乏旅游深层次的体验，自助游的大部分准备时间都在行程规划上，而且多人出游

又难以兼顾，在出游的途中又难以保障人身财产安全，旅游者如果出境到了陌生目的地语言上

也会有一定障碍。与高端定制相比，大众型定制旅游的定制程度相对较低，这反映在旅游消费

者有想去的目的地，一些较大众化的线路就由平台推荐给消费者，其定制的特色就体现在较少

的出团人数或者较高的自由度上。同时，在价格上也更容易被消费者接受。 

定制旅游的运营模式多种多样，针对每种模式都有不同的营销策略，本文着重大众型在线

定制旅游平台的产品策略，分析其营销环境、评价其产品策略。紧随当今在线定制旅游平台榜

样，通过典型案例比较研究，从实践角度提出大众型在线定制旅游平台营销重点和关键。本文

结合旅游营销基本理论、定制旅游及在线旅游平台的基本概念来探讨大众型的在线定制旅游平

台营销的现状、营销效果、存在问题以及产品策略的选择。研究内容主要分以下三点： 

一、大众型在线定制旅游的特征与概念 

王兴斌教授认为“客户从被动接受产品，到量身定做，定制旅游产品充分满足了游客个性

化需求。”所以，定制旅游可以理解为——旅游业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旅游社完全按照旅游

者的需求，对目的地等行程要素进行针对性的组合，打造出专属旅游者的个性化旅游产品这样

一种旅游方式。
[2] 

国内对于定制旅游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概念界定、发展对策、营销策略、行业研究等。从知

网查阅的相关文献来看，我国对定制旅游定义的界定没有统一的标准，到目前来看，有以下几

种表述较为主流，见表 1.1： 

表 1.1定制旅游定义的研究 

学者 研究主要内容 时间 

 

林爱芳 

定制旅游是在精准的目标人群细分、兴趣细分。需求细分的基础上，整合能 

满足游客个性化需求的旅行供应商与跨行业资源的合作伙伴，遵循以客户

体验价值为导向的产品设计原则，按需定制。
[3]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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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红 

定制旅游是旅游企业与游客进行交流，获取游客个性化的旅游需求及出行方

式，并且让游客参与到旅游路线的设计、旅游产品的开发，每一位旅游消费

者都是一个独特的细分市场，开发差异性旅游产品并进行大规模设计和

生产，以此来满足旅游者个性出游的需求。
[4]
 

 

 

2012 

陈巍 定制旅游是针对个人差异化需求，因人、因地、因时而异设计符合游客诉求 

的个性化旅游产品。
[5]
 

 

2012 

 

周晓梅 

定制旅游是旅游行程中的每一个环节都由旅游企业按照旅游者的需求来安

排，包括食住行游购娱，让游客参与设计产品和服务，来达到游客追求个性， 

实现旅游价值的新途径的一种旅行方式。
[6]

 

 

2014 

 

付超 

定制旅游是旅游企业推出的一种完全展现个性化的旅游产品形式，这种形

式把游客需求作为根本，遵循客户至上原则，全面考虑旅游者需求和愿望。
[7]
 

 

2016 

资料来源：本研究整理 

从上述表述可以看出，定制旅游的特征主要有出行个性化、参与自主性、服务精准化。出

行个性化，是定制旅游的核心，体现了定制旅游以游客为中心，按照旅行者的需求设计的创新

理念。参与自主性，是指游客可以自主选择旅行过程中想要或者不想要的行程，主动参与到旅

行的规划中去，手握消费的主动权，省去了不必要的麻烦。服务精准化，定制旅游需要游客与

旅游企业之间形成良性的互动，旅游企业需要及时了解游客的需求，并且灵活地给出相应的建

议，就要求服务要更加的精准。定制旅游综合了跟团游和自助游的优点，也摒弃了其缺点。既

满足了游客个性化的出游选择，享受乐趣的旅游活动，又省去了游客自我制定、安排、协调行

程的繁琐。一方面，定制旅游尽管其核心是满足消费者个性化的消费体验，应对旅游差异化的

竞争，并非“个性化=高价奢华”，但一定是高品质和高程度的心理满足感。另一方面，定制

旅游不是单单寻求另类，可以是常规旅游景点原有路线的重新规划，也可以是增添些别出心裁

的旅游活动。总之，定制旅游最终要满足旅游者个性化的需求，给出每一位游者量身定做的旅

游计划。 

从在线旅游企业的角度来探讨大众型在线定制旅游的特征，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第一是精确定位消费市场。旅游的细分市场是行业发展的产物，细分市场最大的特点就是

可以精确地瞄准旅游消费者的需求，尽可能的去满足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而在线旅游企业在

信息化时代的背景下，将目标群体锁定在喜欢追新求异的旅游者身上，推出在线定制旅游产品。

在线定制旅游产品的完成就是在线企业在识别消费者的独特需求之后，调整产品生产策略，寻

求差异化的经营发展之道。因此，旅游企业的成功发展离不开对于旅游消费市场的精准定位和

信息捕捉，这也是在线定制旅游的一个重要特征。 

第二是较高的生产成本。定制旅游与传统旅游在产品的生产方式上有所区别，定制旅游产

品单一，可能一个出行计划只适用于一位游客，尽管生产周期短，但是生命周期也短。所以在

产品生产上，需要面临着定制师规划的人工成本、各项旅游产品的单价，以及获客成本。尤其

是对于流量基础不稳固的在线定制旅游企业，其所面临的游客市场还没有全面的打开，高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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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是其需要着重考虑的因素。同时，定制师为游客定制设计行程是定制旅游生产重要的一环，

其能力的高低也直接关系到产品质量的好坏，所以专业的、有经验的定制师能为提升产品品质、

吸引消费者做出更大的贡献，因此带来的人力成本也更加高昂。此外，在线定制旅游产品区别

于团队旅游产品，不能再以批量生产而获得的低廉价格作为竞争优势，而是多数以自助游的零

售价格进行产品组合，这也大大提高了产品的价格成本。 

第三是高水平的信息技术。在线定制旅游离不开强大的信息技术，因为只有后台技术系统

完善，才能为消费者提供更好的产品和服务。在线定制旅游企业需时刻更新换代数据信息以支

持企业业务的顺利开展和运转效率。从企业产品销售，到用户订单生成，旅游企业通过大数据

和智能化技术为用户制定符合顾客需求的出游路线计划，并提供购买服务，靠数据库支撑以及

科学化的后台管理。信息技术优化升级也是未来在线旅游规模化发展的主要依托。 

二、大众型在线定制旅游平台的典型案例分析 

根据大众型在线定制旅游平台营销现状，携程旅游网和途牛旅行网作为在线旅游的龙头企

业，在定制旅游市场逐步扩张之际，抓住这一市场机遇，开发定制旅游市场。携程旅游网是

OTA 的巨头企业，根据艾瑞网在线度假旅游市场数据显示，途牛网占市场份额的 27%，位居

第一，携程占份额 25.7%，位居第二。这两家在线旅游企业构成了头部企业占据了休闲度假市

场的 50%以上的份额，可见携程和途牛网知名度较高,在休闲旅游市场上持续发展稳定。选取

这两家作为在线定制旅游营销策略的案例分析比较具有代表性。对营销策略的分析，需要丰富

的营销活动作为案例基础来分析其可行之处和不妥之处，携程网和途牛网近几年推出的定制旅

游从产品开发、价格制定、渠道创新以及促销活动的新颖性方面都有很大举措。而且携程与途

牛的知名度较高，在进行旅游消费者访谈是也可以更多的了解使用过的感受。 

为了更加清晰、真实的反映游客以及旅游从业者对大众型在线定制旅游的看法，更加真实

和准确地获取调查资料，本研究通过对携程、途牛的客服人员、定制师进行关键问题的访谈，

获得了关于产品的相关资料；通过对定制游从业人员的访谈中了解到大众型定制旅游产品在推

广的过程中产生的一些问题；通过对旅游者的访谈搜集到消费者对产品策略的偏好等。详见下

表 2.1： 

表 2.1访谈对象情况汇总表 

访谈对象 被访身份 访谈时间 访谈目的 

李女士 高校工作者 2019 年 2月 26 日 重点了解作为潜在的定制旅游消 

费者对定制游的获知渠道，从

游客角度谈谈对定制旅游产品

策略的偏好和建议 

小刘 大学生 2019 年 3月 15 日 

小谭 大学生 2019 年 3月 15 日 

杨女士 公务员 2019 年 4月 30 日 

王先生 银行职员 2019 年 4月 31 日 

 

李经理 

 

旅游顾问 

 

2019 年 5月 16 日 

在线定制旅游的发展情况，所处

的环境，推广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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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 

 

携程客服 

 

2019 年 5月 16 日 

在线定制游产品介绍，以及消费

者经常关注的信息等 

 

林先生 

 

定制师 

 

2019 年 5月 17 日 

在线定制旅游产品状况，与消费

者交流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张女士 

 

门店工作人员 

 

2019 年 5月 22 日 

定制旅游的普及程度以及携程、

途牛对于实体门店设置这一营销

渠道的建设 

资料来源：本研究整理 

以此形成的访谈记录作为分析比较“携程定制平台”、“途牛朋派定制”两个较为典型的

大众型在线定制旅游平台的产品营销策略的数据资料基础。 

携程网整体的旅游产品开发，起点是酒店预订业务，而后又启动了机票预订业务，随之而

来的还有旅游线路预订等。在这些业务发展的基础上，携程于 2016 年上线了在线定制平台。

携程定制游采取中间商平台的运营模式，经营定制旅游的旅游企业在通过携程平台的方式展示

为游客设计提供的出行方案、预订服务。携程从中收取一定的佣金。携程定制平台有针对企业

和个人两种类别的定制，针对企业的主打企业团建活动，针对个人的即是对广大旅游消费者的

定制旅游出行计划。 

就价格而言，在访谈的众多旅游者中，多数人表示可以接受定制游的价位比跟团游高，毕

竟享受到的服务不一样。携程的定制旅游将“定制消费”回归“大众消费”，报价单以“透明

报价”的形式来展现，每一单项的费用如机票、酒店、租车、景点门票等都罗列清楚。给消费

者一目了然，也给上游的定制游服务供应商设置了报价的准入门槛。一方面，避免了游客担心

隐形消费的问题，另一方面，也使旅游者确认好每一项消费之后再确认付款，提高了用户体验。
[8]除此之外，携程定制平台的淘汰机制也运用在了价格制定上，服务商如果没有执行透明化报

价或者随意虚高报价，定制旅游服务供应商也会流失客户。使旅游供应商改变了以往利用信息

不对称的弊端，对于规范大众型在线定制旅游市场也有很大的意义。 

在渠道方面，携程在线定制旅游平台就是携程网细分市场的体现，是携程整个旅游产品体

系中的一部分。其定制旅游产品的分销渠道和整个携程旅游产品的分销都是融为一体的。携程

网首先以会员制作为营销渠道起家，用户通过线上注册成为携程网会员，可享受到携程提供的

暖心的服务和不定期的优惠，以此携程开始了用户数量的原始积累。同时，携程还扮演着一个

中介的角色，连接着会员和商家。通过用户之间的口碑营销，将每一位用户融入到了其营销体

系中，一传十，十传百，不断加强了携程网在广大旅游者之间的好口碑和品牌形象。为了让顾

客真切感受到携程提供的专业化、高品质的服务，携程网在线下也建立了实体门店。这些门店

直接面对旅游消费者，形成流量入口。同样，在线下门店中，定制旅游的宣传也在其中，通过

线下门的工作人员的各种有形展示，旅游消费对定制服务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9] 

促销上来说，携程的在线定制旅游积极与各大搜索引擎进行合作，在百度里搜索“定制旅

游”，出现结果携程的推荐位于第一位。对于提高携程在线定制旅游产品的推广、知名度的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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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游客流量的提高有很大的助力。在针对携程定制旅游客服 Lan 的访谈中，问到近期定制游

活动的问题，其回答道：近两年定制旅游的促销活动比较少，在 4 月份的时候开启了一个满减

的活动，宣传力度不大。大多数旅游消费者也是决定购买之后才发现可以满减。本研究查阅了

携程近两年的活动记录，大多针对全网的促销，没有对定制旅游平台的定制产品专门推出的促

销活动。 

而途牛旅游网定制游重视品牌营销。在定制旅游还没有兴起的时候，途牛旅行网就敏锐的

嗅到了个性化旅游时代的到来，开发了一系列主题性强烈的旅游产品，如家庭游、健康游、私

人定制等，尤其是其早在 2012 年就推出的“牛人专线”，更为后来推出专属的定制旅游品牌

打好了基础。首先是首席执行官于敦徳先生“为自己代言”，称为在线旅游企业首个通过亲身

体验，将途牛网优质的旅游产品呈献给旅游者。其次，途牛网以娱乐营销的方式打造独特的品

牌营销模式。观众熟知的多档卫视综艺节目的冠名权，经常被途牛抢得。超高的收视率和“多

屏互动”带动了途牛移动端的飞速下载量，用户注册数也不断攀升。途牛网通过这一方式，迅

速打开了旅游市场，也为其后来推出的定制旅游服务打下了坚实的品牌基础。再次，途牛通过

近几年较为流行的网络直播的方式，打造了其专属的品牌节目《定制师来了》。该节目以新颖

的方式向旅游消费者传达一种新的旅游概念——定制。每周为旅游者直播不同目的地的不同玩

法，为客户量身定制打造的专属行程，一方面提升了旅游者的旅游体验，另一方面也提高的旅

游服务的透明度。更加深化了途牛的品牌价值。[10] 

其营销渠道也较为丰富。随着 Web2.0 时代的到来，互联网极大地改变了大众的生活方式，

尤其是以微博、微信为代表掀起了社会化媒体营销的浪潮，成为了人们生活出行的必备。途牛

则在微博、微信上分别开通了官方微博、公众号、小程序。充分利用社会化媒体营销的平台进

行促销宣传、广告推广、品牌建设，不断通过非传统的方式提升企业的形象、影响力，提高平

台的市场价值，实现旅游产品推广的效益最大化。 

深耕细分市场，产品注重分层。在近十年的发展过程中，随着市场的细分越来越明显，根

据旅游者不同的需求提供不同的服务，在 2016 年 4 月，朋派定制游这个专属旅游品牌便诞生

了。途牛旅游网有专属的会籍顾问，在定制的过程中还有专业的定制师提供相应的服务。自助

定制的旅游消费者可以根据自身需求选择需要定制的项目，可以自由行，也可以使用包车服务。

半自助定制是部分客人需要参加一日游，大部分时间是包团定制。既考验对客人需求的把握和

目的地自行的旅行能力，也考验定制师对目的地的熟悉度。 

利用大数据技术精准营销。途牛旅游网自身有着很强大的后台自动化营销系统，同时利用

大数据技术，很敏锐的触发到每一位游客的出游需求，然后游客发出精准的出游推荐。途牛自

动化营销系统包括客户标签选择、营销内容设计、营销属性分级、营销渠道选用、营销效果评

价和营销改进六大引擎模块构成。每一位途牛的会员，在后台系统中都有自己的标签，根据标

签特性途牛会自动设计不一样的旅游产品，并通过多渠道将不同的旅游产品推送给不同标签的

用户。途牛自动营销引擎将用户分为新生、进取、贵宾、沉睡、流失五类会员画像，根据会员

画像的不同，系统就会对推送不同的产品类别。此外，在会员等级上也做出了贵宾会员、钻石

会员等，享受到的会员权益也有所不同，针对不同的会员，做出差异化的产品推荐和出行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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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海燕，2016）而系统的改造最重要的是基于资源。途牛的大数据系统可以通过打包资源、

跟团资源、团队机票、散客机票、库存酒店、汽车票和高铁票，客人需要到目的地的所有交通

工具的资源，包括目的地地接的资源，供应商可以提供的都可以在定制系统当中第一时间选取。

系统效率的提升为营销的效果提供了保障。 

定制服务“一站式”体验。在游客访谈中，王先生主动谈到自己曾有过一次定制旅游的体

验，是企业团建的活动，参加途牛网的“旅游+拓展”的项目。在问到此次的旅游体验时，王

先生表示很认可此次的定制服务，整个定时过程是完全按照公司的团建要求和目的进行的，从

游览的路线、参与拓展的活动、住宿、交通、餐饮整个过程都比较满意，团建结束之后，还收

到了此次活动定制的印有个人标志的 T 恤衫。途牛定制旅游过程策略上注重游客体验，尽可能

的减少游客重复操作的步骤，流程一站式，从开始浏览产品，到最后预订产品。 

同时再通过对两家企业的产品竞争力进行分析，五力分析模型是 Michael Porter 提出的对

于竞争环境的分析，也可以归为微观环境的竞争力分析，更好的熟知其服务核心以及所处的竞

争环境，对于产品策略的实施有更实际性和针对性的指导意义。分析可知：携程定制旅游和途

牛朋派定制同处于大众型在线定制旅游市场的竞争大环境中，并且互为竞争关系，在市场中还

存在诸多的竞争者，竞争非常激烈，例如飞猪旅行推出的定制频道；潜在进入者多为自营类的

在线定制旅游企业，尽管运营模式有所区别，多为初创企业，但也存在很强的竞争力，例如无

二之旅，对于国外的定制旅游企业也纷纷进入国内市场，也是潜在的竞争者；大众型在线定制

旅游产品的替代品有实体旅行社推出的定制旅游产品，在线 C2C 定制平台，以及自驾游等，

这些产品对于定制旅游产品来说有一定的替代性；另外，供应商和购买方的议价能力还是相对

较弱。如表 2.2： 

表 2.2 大众型在线定制旅游平台竞争力对比分析 

竞争力 大众型在线定制旅游平台 

现有竞争者竞争力 竞争者多且激烈，两家互为竞争，还有飞猪旅行 

 

潜在进入者进入能力 

进入者多为自营类在线定制旅游企业， 

多为初创型企业，尽管运营模式不同， 

但是还是存在很强的竞争力和进入能力 

替代品替代能力 有一定替代性，如线下实体旅行社、在线 C2C 定

制平台、自驾游等 

供应商议价能力 较弱 

购买方议价能力 较弱 

通过分析携程定制旅游和途牛朋派定制的产品策略，可以看出大众型定制旅游产品有区别

于其他旅游产品的特点，例如产品的生产周期缩短、技术为其开辟广阔前景等。这些特点使得

定制旅游的产品策略的制定上需要区别于传统的旅游项目。携程定制旅游与途牛朋派定制在产

品策略的实施上有一定相似的地方，也有不同的侧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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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似点。携程与途牛的定制旅游产品都注重渠道建设。渠道打通之后，可以迅速的占领市

场，获取游客。通过线上与线下的相互结合，从实体店、社交媒体等渠道推广在线定制旅游产

品，进一步的扩大了市场份额，增加曝光度。依靠技术进行产品开发，没有技术作为背景支持，

就无法实现规模化的产品的生产，无法加速形成方案的设计，无法高效地对定制师进行人才培

训。如果没有 SaaS（软件即服务）技术的发展，定制机构的工作效率也不会大大提高；如果

没有高速的网络传递技术，在线定制旅游企业无法消除地理位置的局限集中运作异地间的客户

服务管理，也不能保证前后台之间业务的紧密衔接。 

侧重点。途牛朋派定制更加注重品牌营销。通过一系列措施例如 CEO 代言、与取得热门

综艺节目冠名权、开发专属旅游频道《定制师来了》等进一步的强化了其品牌特征。以多元化、

多角度的新颖方式让消费者对途牛这个品牌印象更加深刻，提高途牛品牌的重复次数。 

三、大众型在线定制旅游企业的产品策略 

在线定制旅游产品的营销既要抓住旅游消费者的消费心理，又要符合在线定制旅游市场发

展的规律。本研究将营销策略融合分解为产品、过程、渠道、互动、价格、信任这六项，环环

相扣、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在线定制旅游产品的从无到有，从有到交易成功的全

过程，同时也更急注重用户的体验和安全性。如图 3.1 所示： 

图 3.1 大众型在线定制旅游营销体系 

开发大众型的在线定制旅游产品的在线旅游企业，在产品开发设计时，可以在后台建立供

应链数据库，更高效的匹配上游的供应商和下游的旅游者，同时建立高效的沟通手段等方式逐

渐实现定制旅游产品的规模化。价格方面执行差异化定价，同时开展多形式丰富的支付方式。

营销渠道在发力社区网络的同时，要注重社会化媒体的营销，比如微信营销。增强互动效果，

培养优秀的定制师、优化浏览界面以及不定期的推出团购促销、针对性促销、以及丰富的促销

活动。强化旅游者参与的过程价值情感，注重服务过程，关注细节。建立更加明白健全的服务

体系，维护网站的安全性以及旅游者行程中的安全体验。 

 

P 
潜竞争 

替代品 

大众
型 

E 
现竞争 

产品策略 

过程策略 

供应链数据库、定制规模化、产品多样化 

强化参与过程、注重服务过程 

渠道策略 口碑营销、借力微信营销 

在线定制
旅游 

互动策略 培养高水平定制师、针对性促销、优化浏览页面 

价格策略 差异化价格、构建多种支付方式 

T 供应商 购买者 S 信任策略 建立保障机制、维护网站安全性、增强行中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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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型在线定制旅游产品模式综合大众型在线定制旅游企业推出的多种类型的旅游产品，

无论是企业定制还是个人定制，总体来说，较为成熟的定制旅游产品可以归纳为主题定制、机

+酒单向定制、以及主题的升级版多项定制产品这三类。 

主题化定制旅游产品可以理解为在一个特定的主题背景设定下，开展一系列与此主题相关

的旅游活动，这类产品往往吸引的是对此类主题感兴趣的旅游消费群体，通过定制师为其进行

特殊定制实现难忘的主题之旅。主题化定制的对象可以是有历史背景的建筑物，有故事的目的

地、特色的酒店餐馆等。定制的主题可以来源于一部经典的电影、一段感人的爱情故事、一场

充满人文情怀的哲学理念等等。例如，以经典美剧《老友记》中 6 位老友经常聊天的

centralpark 咖啡馆为对象，可以定制一场老友主题的美国文化之旅；世界各地的迪士尼游乐园，

也可以被作为主题来进行一场回归童真的主题之旅。此外，菲诺海湾酒店、皇家太平洋娱乐中

心这类酒店主题化定制也是方兴未艾。 

“机+酒”初级定制旅游产品这样单向组合定制的旅游产品的受众面要比其他产品类型更

广一些，可以理解为根据旅游消费者的预算，结合基础性的消费需求，安排住宿、交通、机票

航班等单项旅游产品。通常以“机票＋酒店”为组合的自由行套餐产品，或者对这些旅游产品

进行组合售卖。这种定制产品具有价格优势，能吸引到中低端的旅游消费者，因为对旅游行程

中的细节不进行深层挖掘，只是满足消费者最基本和宏观的旅游需求。这种模式往往还吸引这

非休闲旅游的消费群体，如商务开会、探亲访友等。 

多项合作定制旅游产品的一个特点是有个参与到旅游行程的设计中去，游客不仅仅是求方

还是供方，同时兼具了旅游行程的设计者和旅游的体验者两种角色。通过这种方式行程的定制

旅游产品可以理解为完全旅游产品，与在与定制师的合作下共同完成了自己行程的旅游产品制

作。对比以上两种的定制产品，合作定制的顾客参与成分更加明显。在线旅游企业主动获知游

客的个性需求，定制师根据这些需求打磨、重组、设计出属于游客自己的旅游产品。该模式由

于顾客参与度高，更能够满足游客的体验和需求，更能突出定制旅游的特色。
 

同时反映出大众型在线定制旅游平台存在的问题有定制旅游平台服务佣金高，利润压缩导

致服务质量下降，定制与跟团产品重合度高，定制消费观念普及度不高，定制师经验水平需要

提升等。归因分析为市场不成熟导致纵向发展受阻，多种资源制约导致横向扩张受阻，部分定

制师经验缺乏阻碍了行业的进步。 

针对整个在线定制旅游市场来说，因提供定制的程度不同而分高端定制和大众定制，也因

其运作模式的差异，市场中呈现出不同的发展态势和路径，面对的市场阻力也不尽相同。大众

定制游市场在我国还处于起步的阶段，尤其是在三四线城市，定制方式的知晓率有待提高。这

就导致在线定制的规模受到了局限，客户群小，挖掘潜在客户的成本高，加上传统旅游企业的

竞争，使市场的开拓受阻。如何获客以及产品的差异化均为其市场扩张的阻力，体现在规模化

的难度大、线上获客的成本较高、同类的竞争者较多以及旅游消费者的认知率以及接受度比较

低。 

在定制旅游进入大众视野之前，“定制”往往是旅游企业针对高端人士提供的私人定制，

所以观念里还是认定定制旅游是针对“有钱人”的旅游方式。随着自由行模式呈火 ft 式的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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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大众定制旅游形式开始初现苗头，创业型的定制旅游企业随着市场的潮流逐渐增多，也

有部分已经形成实力的企业瞄准了定制旅游的市场，但是在初创阶段，无论是创业企业还是有

资源背景的大平台企业，都是在摸索中前进，这势必会导致多种问题频繁出现，如：产品的相

似度高、定制师的水平较差，在技术、人才、资源、客源等方面都存在一定的资源获取的问题。 

目前来说，定制行业的主要问题是高水平、专业化人才供给不足，定制师的能力有限，从

而导致了定制游产品出现同质化严重。此情况出现的原因：一是有与定制师的职业是一个比较

前卫的行业，定制师是一个要求文化素养极高的复合型人才，既要懂得天文地理，又要懂得人

文经济；二是旅游是一项较低频的消费，企业为了抢夺用户在保证利润的前提下往往会选择成

本低的产品，这就导致了旅游产品的同质化现象。追其根本，还是因为缺乏有思想经验丰富的

定制师，如何获取并形成定制师培养机制也是在线定制旅游企业急于需要解决的问题。 

通过对大众型在线定制旅游平台的典型案例的分析，总结出在线定制旅游平台存在的问题

及根源后，从而得到更适合大众型在线定制旅游平台的产品策略则有搭建供应链数据库。针对

提供大众型定制旅游的平台类在线旅游企业，供应链数据库是其不断开发定制旅游产品的基础。

首先平台一类的在线定制旅游企业都是由定制旅游服务提供商、平台即作为中介、旅游消费者

三者共同构成整个消费过程的主体，那么供应商可以理解为旅游资源提供方、地接社、导游、

司机等目的地产品。这些供应商根据自己擅长的领域或者目的地区域，汇聚成定制旅游产品组

成的数据集落。而平台要做的，就是将这些供应商冠以标签形式。这些形式不一定会直观的呈

现给旅游消费者，但是一定会在旅游者提出定制需求的时候，平台会把不同标签对应的多家资

源供应商，利用大数据匹配给有相应需求的旅游者。通过标签化的定制旅游供应商，在平台进

行定制旅游服务提供的过程中，可以大大提高平台效率，也可以提升旅游者在接受行程制定过

程中的服务体验。 

推动定制旅游产品规模化。大众型的在线定制旅游产品之所以针对大众，就是其价格对应

的是大众的消费水平，那么势必会压缩定制旅游产品的利润，所以推行规模化的定制旅游产品，

对大众型的在线定制旅游企业势在必行。通过搭建供应链数据库可以降低运营的成本，但是要

实现定制旅游产品的规模化生产，还需要从多种手段来实现。此外，加强与旅游供应商的合作，

在市场的不断磨合中打造出精准数据库，也是通向定制产品规模化的桥梁。在定制过程中，旅

游企业定制师与客户充分沟通后，可以向客户推荐由人工智能自动生成的定制旅游方案，旅游

者可以在此基础上进行进一步的修改，双方确认之后，就可以生成订单，完成一次在线定制旅

游产品从有到无的过程。最后，旅游企业利用 POI(PointofInformation)数据库和算法，在短时

间内可以完成路书的制作，在这个过程中可以极大地提高工作效率，从而有效的控制了定制成

本。同时，也可以通过互联网技术为手段，将个性化需求进行“同质化”分解——充分利用不

同旅游资源的特点，将可以独立的部分设计为各个标准的模块，每一模块都采用标准化的生产

与服务程序，这对于服务性极强的旅游产品，会极大的节约产品设计的时间成本和人力成本。

并对于已经推出的产品，旅游企业可将其设定为模板，在为其他游客制定出游方案时，以模板

为基础灵活调整方案，从而使各个“组件”能够产生局部上的规模经济效益，有利于企业打造

出一个从“局部规模化”到“整体规模化”再到“成本低廉化”的定制旅游产品设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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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产品多样化。以上两点从战略的角度论述了在线旅游企业应该关注的产品策略，通过

本研究进行的访谈记录，在对游客的访谈中，重点提问了受访游客对在线定制旅游产品有什么

期待，或者理解为希望在线定制旅游企业提供怎样的产品。其中“根据喜好、需求制定路线”、

“预约酒店安排住宿”、“推荐美食预订餐位（如需）”、“行程中随时答疑”、“提供租车

或导游服务”、“游后建立游客的偏好档案，以便日后为其提供更好的服务”“其他用户的评

价、攻略”这几点在受访游客中被着重强调。这对在线定制旅游企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以满

足用户更优质的旅游体验。 

本文通过案例讨论和访谈记录总结了大众型在线定制旅游企业的宏观环境、竞争环境以及

产品策略，在对线定制旅游产品的营销策略提出中肯的建议之后，一方面可以帮助在线旅游企

业分析解决“如何设计在线定制旅游产品”、“怎么营销在线定制旅游产品”、“如何满足潜

在的在线定制旅游游客的购买需求”等一系列实际操作问题；另一方面本文结合互联网的发展

现状为大众型在线定制旅游产品开展网络营销活动提供观念的更新和理论的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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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殡葬习俗改革研究——以温州市万全镇为例 

A Case Study of Funeral Reform in China: Wanquan Wenzhou 

Warren Hyde1，陈小红 2 

（1.厦门大学，中国 厦门 361005；2.纽约州大立大学眼视光学院孔子学院， 

美国 纽约 10036） 

摘要：死亡是来自不同文化的人们必定经历的共同特点。研究与死亡相关的习俗可以揭示

当时当地人们的文化与生活。本文采用质性研究方法，以中国温州市平阳县万全镇为例。作者

亲历各种葬礼现场，参与观察各环节的操作，采用深度访谈及文献分析法，再现殡葬改革背景

下当代万全镇的殡葬习俗。作者通过分析 20 世纪中国社会的巨变，探究殡葬习俗改革的推行

对当地居民处置已故亲人遗体及追悼方式的影响。透过文中个案，读者能更好地了解这些遭受

变故的家庭如何在遵守当前的殡改法规的同时，依然能按照世代沿袭的风俗来悼念逝者。 

关键词：殡葬改革；葬礼；火化；墓地；仪式 

 

Abstract: One experience everyone in every culture has in common is death. A study of the 

events surrounding a death gives us a window into a specific time and place of the culture that 

individual lived. With this study I aim to shed light on the modern funeral practices of one particular 

area of China: Wanquan Town, Pingyang County, Wenzhou. I have tried to put these events in the 

context of modern Chinese reform policies. The upheavals in China during the 20th century and the 

evolving funeral reforms have had an effect on how families in Wanquan mourn and dispose of their 

dead. Through observing and participating in ceremonies, interviews, and the analysis of secondary 

materials, it is my hope to gain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how the families whose loved ones have 

passed conform to the funeral reform policies of present day China, yet are still able to fulfill their 

centuries old community obligations regarding honoring the dead. 

Keywords: reform; ceremony; travel; funeral; cemetery 

 

一、前言 

当代中国的文化和法规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剧变，研究中国某一地区的殡葬习俗，有助于了

解当地人们如何努力做到遵纪守法又不抛弃传统习俗。本文以中国温州市万全镇为研究对象，

探索在社会大变革背景下当地殡葬习俗的变迁。作者将详细描述丧户如何根据丧葬法规处置逝

者遗体，改变丧葬仪式，并预测未来可能发生的变化，以展示当代中国社会生活一角。 

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期间，万全地区的许多习俗都不再延续。改革开放之后，村民们日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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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裕，那些古老传统也逐步恢复。如果有人不按照当地习俗为已故亲人举行葬礼，左右邻居则

认为他们不孝。但近年来中国政府推行殡葬改革，要求当地民众改变为已逝亲人举行丧葬的仪

式。“民间习俗”和“法律法规”犹如两个庞然大物，人们跨骑两者之间，左右难以保持平衡。 

本文的田野调查于 2012 年秋至 2013 年春之间完成，主要采用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两种方

法。期间我参加 5 次完整的葬礼，并参与观察 12 次葬礼的重要环节。随着我进一步融入当地

生活，我对万全镇殡葬习俗的了解也不断加深。 我的妻子是万全人。2014 年春节前夕，我妻

子的外公（一位主要受访者）去世，我作为逝者亲属参加了他的葬礼。2016 年 2 月，我又参

加了我妻子的爷爷的葬礼。2014 年至 2015 期间，我在万全镇金阳村生活了一年，期间有机会

仔细观察并亲自参加当地人的葬礼。所有的访谈都有录音，并经翻译转录成文字。除了通过参

与观察和采访村民收集重要的数据之外，我还采访了万全镇殡改办的工作人员，获取相关文件。

其它相关资料通过查询书籍和访问政府官方网站获得。所有访谈都是匿名进行，我极其注意保

密，并尊重当地风俗和文化传统。 

温州位于中国浙江省东南沿海地带，因为高度发达的私有经济而名声蜚外。万全镇
①
位于

温州市南部的平阳县内，北面与瑞安市接壤。万全镇于 2012 年乡镇行政区划调整后，由以前

的宋埠镇、湖岭镇、宋桥镇、郑楼镇和榆垟镇五镇合并组成。根据 2015 年平阳年鉴，截至

2014 年底，该镇总人口 74,809 人，其中当地户籍人口 21,1492 人（平阳县地方志编委会编辑

部：578）。 

在中国殡葬改革背景下，采用质性研究方法揭示某一特定城镇所经历的具体变化具有非凡

的意义。“质性案例研究法是指研究者在研究场地长期生活，并亲自参与相关活动，描述、思

考所观察的事物并不断修正自己对它的理解”(Stake 2005: 450)。 案例研究也可称为全面的实

证研究，旨在调查或探究某一社会现象，以期理解它在现实生活中的意义 (Beeton 2005: 42; 

Yin R. 2003: 13-14)。在收集资料过程中，我意识到叙事分析是展示我如何收集资料、筛选数

据、组织和串联事件的最佳方法。此外，“叙事分析有助于系统性地阐释别人的观点，从而树

立典型的经历，产生典型的声音”(Cortazzi 2001: 384)。 

万全镇的葬礼仪式复杂讲究。但由于篇幅有限，本文无法详细描述仪式的各个环节，本文

将主要分析葬礼仪式违背殡改法规之处。本文适合已初步了解中国殡葬习俗的读者。 

二、当代殡葬礼俗改革 

1978 年以来，中国政府的政策不断调整，深刻影响中国民众的生活。1985 年国务院发布

了《国务院关于殡葬管理的暂行规定》。其核心思想经政府逐级传达，转化为更加详细的条例。

因此，下文介绍殡改法规框架时，也遵循此原则，先介绍中央政府的政策，然后按照时间顺序，

介绍一些地方性法规。 

（一）墓地改革政策 

                                                             
①在 2016 年 4 月新一轮乡镇行政区划调整中,宋埠镇从万全镇移除,因此万全镇仅由原湖岭镇、宋桥镇、郑楼镇和榆垟镇四镇

组成,下辖 62 个行政村,辖区面积 50.6 平方公里,人口 61325 人,新居民 36802 人(2016 年第一季度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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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陵园墓地变化很大。在政府的大力宣传下，往日遍布山坡的传统Ω形坟墓正逐步退

出人们的视野，取而代之的是政府大力推行的公墓。殡改办工作人员告诉我，修建公墓首先要

获得政府的批准，确保公墓不与政府的环保政策冲突。2012 年发布的温政令第 133 号《温州

市殡葬管理办法》第 8 至 13 条，规定了公墓墓穴大小，以及 20 年的使用年限。这些都是前所

未见的新规定。 

万全镇湖岭社区横塘村后山由于交通便利，共建有六个公益性公墓，山顶建有一个经营性

公墓(南山生态园)。六个公益性公墓建立的年份、大小各不相同，其中最老的两座约 40 年前

建立，最新的 5 年前才完工，其中一个公墓在我入驻金阳村进行田野调查后建好。经咨询三位

知情人，这座公墓是由政府公益资助修建，墓穴要比上述的两座小一些。山顶经营性的公墓名

为南山生态园，实际地属瑞安市飞云镇龙头村。只要买得起，各地市民都可在这里为家人或自

己置办一个墓穴。有一个横塘村村民告诉我，虽然政府明令禁止建造私墓，但有钱有关系的人

依然有办法办到。没钱没关系的人就只能购买公墓或选择花葬、海葬。 

（二）火葬和丧礼政策 

1985 年 2 月 8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颁布《国务院关于殡葬管理的暂行规定》, 宣告中

国殡葬改革拉开序幕。浙江省于 1991 年 10 月 9 日颁布《浙江省殡葬管理实施办法》, 从火葬

管理、土葬管理、改革殡葬习俗以及殡葬管理机构四个方面做出共 16 条规定，并指出殡葬管

理的主要任务是推行火葬、改革土葬。该《办法》于 1998 年 1 月 1 日《浙江省殡葬管理条例》

开始实施后同时废止。 

殡葬改革与传统土葬最大的不同在于遗体处置, 即火化。早在 1985 年《国务院关于殡葬

管理的暂行规定》出台之前，中国政府就已经开始推行火葬。这是他们传统信念的巨大转变。

如今中国政府提出人人平等、美化环境的口号，提倡生态葬法，禁止新建豪华私坟，革除铺张

浪费、“庸俗迷信”的丧葬陋习。通过实施“惠民政策”，建立更现代的福利制度, 满足人民

的需要。 

为了获得更详细的信息, 我于 2013 年两次采访万全镇民政办和殡改办的工作人员，拿到

最新的殡改条例。这些殡改条例是上述所有意见和法令的最终执行依据，现简述丧主依法治丧

细则。 

丧主治丧的法律程序从亲属死亡那一刻开始。首先，一位家属前往社区卫生院报丧，卫生

院出具死亡医学证明，然后到村民委员会报丧，取得火化许可证，之后去派出所报丧，消除亡

者户籍，最后去殡改办，找工作人员协助联系殡仪馆接运遗体，安排火化事宜。同时，工作人

员给丧户提供冰棺公司的电话号码，丧户可以租用冰棺，俗称“水晶棺”，在家存放遗体，等

候火化。此时，法律规定和民间习俗开始冲突。当地人对风水很有讲究，某些丧葬仪式一定要

在某一时辰进行。人死之后，他们往往邀请一位阴阳师根据亲人逝世时辰来挑选吉时吉日进行

火化与出殡。因此，必要时有些丧主甚至会推迟去政府相关部门报丧。殡改办工作人员告诉我，

政府部门绝不会为丧主挑选吉日进行火化，但某些日子等候火化的人特别多，因此他们可以推

断存在上述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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丧主在殡改办报丧时，还须填写《治丧申请表》，签署《文明丧葬承诺书》（以下简称

《承诺书》）。一旦签署承诺书，丧户必须要严格遵守法律。根据我拿到的承诺书样本，第一

条规定丧事必须上报登记，第二条规定治丧要文明节俭。工作人员说，根据《承诺书》，丧主

原则上要在 24 小时内缴纳 3000-5000 元的押金。与其说是押金，还不如说是罚金，因为丧主

治丧的排场往往不符合规定，据说其中一部分罚金将捐给慈善机构。《承诺书》还详细规定出

殡路线，队伍长度以及出殡时间。以下我将简要介绍其中一部分规定，以及我所观察到的截然

相反的现象。 

殡改办工作人员告诉我，对于违反规定的人员，特别是党员，要进行公开批评教育。如果

情节严重，殡改办将登报批评，甚至在电视或其它社交媒体上公开批评，并要求其在媒体上公

开道歉，费用自付。所有政府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如学校和国企，包括已经退休的员工，都

应该起带头作用。以上为法律文件中要求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倡文明节俭丧葬习俗

的规定。 

我将在下一章民间习俗中详细介绍万全镇民间丧礼仪式，阐述该镇居民如何逐步适应新法

规，改变部分传统习俗，采用新的方式追悼已故亲人。乡村邻里依然期盼部分古老的丧葬传统

能够传承下去，而正是这些历经百年的古老传统使中国的丧葬习俗如此神秘。 

三、民间习俗 

在这一节里，我将不一一赘述与殡改条例相违背的所有活动。殡葬改革的目标是革除一切

封建迷信活动。有些人或单位（政府）认定的封建迷信仪式却是另一些人（当地居民）常年坚

持的习俗。通过长期观察某一地区的风俗，不难发现改革方针与当地居民的社会责任之间的冲

突。下面我将按时间顺序简要介绍丧葬仪式的融合变化，借此表明殡葬改革博弈双方所面临的

困难与挑战。 

现代万全镇丧葬礼仪的主要环节为：送终、报丧、入殓、守灵、开灯、火化、出殡、落葬、

做七、居丧。其中以入殓、开灯、出殡、落葬、做七最为关键。老人咽气之后（有时甚至咽气

之前），丧主立即邀请五至七名老人到家里诵经，超度亡灵，此称“见面经”或“灵前经”；

同时派人去当地老人会租用孝服等治丧用品，并去丧事用品店购买香烛、冥币等物品。然后派

人去联系当地做法事的道士，挑选吉时进行火化、出殡、做道场。之后派人去各部门报丧，租

用水晶棺。在水晶棺抵达之前，长子身穿从老人会租用的孝服，开始清洗遗体仪式。根据三位

知情者的讲述，最终到底由谁来清洗遗体并不重要，儿子或女婿都行。清洗遗体只是一种仪式。

万全镇的习俗并没有严格要求必须清洗哪一部分的遗体，而是注重清洗这一过程给人的仪式感。

如若由邻居或朋友代为清洗，则丧主必须奉上一个一二百元的红包。之后给逝者穿上寿衣，放

入冰棺。 

下一个重要仪式为“开灯”，或称“做灯”、“做功德”。由道士主持，念佛老人一起参

与。我发现这一仪式的形式不定。民众尽量按照传统方法举行整个仪式。通过我参加和目睹的

仪式数量来看，这一仪式近期内绝不会被根除。 

出殡。在许多国家，亲人去世后，家人都有守夜的习俗。万全镇也有这样的风俗。根据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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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历的三个葬礼以及村民口述的一些例子，出殡前夕丧主会邀请至亲来吃百岁酒。如果丧主家

庭富裕，且逝者因年岁高而寿终正寝，丧家则会搭建舞台，邀请一支甚至几支乐队来唱歌、跳

舞、表演助兴。温州地区，尤其是万全镇，出殡依然是丧葬仪式中最为公开展示的一个环节。

我认为 J. J. M. de Groot 关于中国葬礼的阐述至今依然准确。“不同家庭的丧礼可能有所区别，

但并非安排程序上的截然不同，而只是出殡队伍的规模大小的区别”(de Groot 1892: 152)。 

出殡前祭拜仪式一般早上 6 点多开始，敲打奏乐，整个村庄都能听见。走在出殡队列最前

方的开路卡车也是扰民的典型例子。现在大部分丧主都会雇用丧葬电子礼炮车。电子礼炮发射

的音响效果有两档，发射时轰炸声震耳欲聋，路人能清楚地感受到地面的颤动。电子礼炮只是

丧葬队伍路经此地的宣告方式之一，紧随礼炮之后，还有两个或多个抛洒纸钱、冥币的亲友。 

虽然政府认为纸钱、冥币、纸扎等为封建迷信用品，但是这些用品在追悼过程中却必不可

缺，人们对纸钱执着的热情丝毫未减。 我共走访了五家丧葬用品店，宋桥街道有两家新店开

张，都没有见到营业执照。我没有详细调查万全镇到底有多少家小店为丧户提供冥币、纸钱等

服务，但肯定不止我所见的这几家。 

接下来送丧队列中依次为扛黑色“出殡”挽联者、敲锣者、“吹马号”者，以及一支或几

支乐队，俗称现代殡仪行进乐队。殡改办规定送丧乐队不得超过 3 支。我曾目睹最多三支不同

的乐队为逝者送丧。最常见的为身着草绿色的军装款式的制服，演奏萨克斯、小号和长号的乐

队。第二支也穿军装制服，但是颜色为浅蓝色，这支乐队演奏中国传统乐器，如竽。第三支为

鼓乐队，鼓手身着红色制服，身上背着一个直径约 24 寸的大鼓。每支乐队人数约 10 人，所有

乐手均由附近各村村民组成。 

经过礼炮轰鸣、钱财贿诱、音乐洗礼，那些邪恶的鬼魂应该已经被驱赶走了，现在出殡队

列中的第二梯队出场。通常最先出现的是逝者的遗照。过去家境殷实的家庭会早在年迈者仙逝

之前请画师画好彩色肖像画，如果死得比较突然，则先用铅笔肖像素描替代，彩色肖像画之后

再慢慢完成 (de Groot 1892: 113)。肖像画随着照相机的出现慢慢被照片替代。大小、价格可随

丧主意愿定制。最近流行的形式是电子相框，框面显示逝者遗容，屏幕下方滚动显示逝者的出

生年月以及逝世日期。 

农村里制作老式花圈的作坊依然存在，比如我曾经去考察过的郑楼社区，就存在这样的作

坊。2013 年以来新式的电子花圈日渐流行。电子花圈通常是长方形，高约 3 英尺，四周点缀

着白色的塑料花，电子面板上从右到左反复显示悼词以及追悼者姓名。 

花圈之后是逝者的遗体。根据《温州市殡葬管理办法》第三章第十三条，温州行政区域内

实行遗体火化，禁止土葬。火化后的骨灰装在骨灰盒里，外面用红色绸布包着，放在一个小型

香亭里。香亭的风格各异，租金也因香亭大小和豪华程度而不尽相同。理论上，如果逝者的儿

子身强力壮，他应该手捧骨灰盒，一路护送亡灵至墓地。万全镇的墓地大都建在西边连绵不绝

的山上，路途遥远，因此大多数人无法做到双手捧着骨灰盒送丧，因此骨灰盒和现代新式的牌

位则放在香亭里，由机动车拉着。 

根据十二位被访者，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之前，万全镇居民供奉的祖先灵牌是传统、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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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的牌位，如台湾地区所见的传统灵牌。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所有的牌位都被摧毁，人们绝对

不能在家供奉先祖，进行任何祭祀活动。七十年代之后，这些限制有所松动，但是许多家庭

（包括我妻子家）已无暇无钱重新制作牌位。在这期间，大部分村民就用吃完罐头后废弃的玻

璃罐或金属罐充当香炉。一块木板上贴一张红纸，用毛笔写上祖先的诞辰和忌日，仅几年前这

样的灵牌还随处可见。但是现在许多家庭已经把这种粗糙的灵牌替换成独立的，风格统一的灵

牌。灵牌可在殡葬用品店里购买。 

紧跟移动香亭后面的是逝者至亲。逝者儿子走在最前面。古代那种极其繁复的孝服已经被

取代，现代的孝服除了儿女婿媳仍要披麻戴孝外，其他人一律穿着如医生制服般的白大褂，主

要通过孝帽以及帽上的装饰分辨送丧者与逝者的关系。在送逝者去殡仪馆火化时，送丧亲属也

同样要穿丧服。 

在我所观察或参加过的 17 个葬礼中，走在队伍最后面的是传统戏曲唱班。唱班是送丧过

程中的主力配乐。他们往往清晨第一个到达丧家，最后一个离开。但现代送丧队伍中走在最后

的却是一群以车代步的亲属。我也曾见过逝者的儿子如若年岁已高，也可坐机动三轮车，因为

每经过一座桥时，他们需先一步到达桥头，跪拜迎接运载骨灰盒的香炉，等骨灰盒顺利过桥后，

又匆忙赶往下一座桥头。从丧主家里出发一直到山边的墓地，途经许多村镇，庞大的队伍移动

速度缓慢，有时难免造成短暂的交通堵塞。 

落葬及归途。下一步是落葬仪式。坟头摆放着五代砖，香炉，灵牌，长明灯以及风水瓶。

当骨灰盒即将被放进坟墓时，唱班开始吹打乐器，同时逝者亲属脱掉丧服孝帽，胳膊系上红绸

带或红毛巾驱邪。这时坟口已封闭，仅留一个小洞，称为“留洞”。所有亲属按尊卑长幼在坟

头再次排队祭拜，之后迅速离开墓地，在山脚等候归来。最后小洞被封上，所有送丧人员列队

返回，通常选择离家最近的大路。 

载着模拟鞭炮的礼炮车依然领队前进，只是黑色挽联已换成红色。至亲仍然扛几棵风水树

下山，到家后竖立在家门口两侧墙上，女眷提着长明灯，风水瓶也被带回家，之后被绑在风水

树上。灵牌仍放香亭里运回去，并摆放在正厅中央，至亲每人上一炷香，并一一向灵牌叩拜三

次。七位老人协会的受访者告诉我，从前丧宴之后，丧家会邀请阴阳师上门搭建“做七”时所

用的道场，并把灵牌安放在合适的位置，俗称“安位”。现在“安位”仪式基本都省略掉，直

接进入丧礼的最后一套仪式：做七。 

“入殓之后，丧家通常邀请和尚或道士来诵佛念经。从逝者离世那一刻算起，每隔七天举

行一次，直到七七四十九天，俗称‘做七’。但一般家庭只做三七或五七即可”(Naquin 1988: 

41)。在万全镇，头七，三七和七七最为重要，祭祀仪式通常持续一整天，其中又以三七最为

隆重。逝者生前所用过的衣物以及之前各种仪式中所祭献的物品都在三七结束之际烧掉。而根

据我采访的一位道士所言，二七、四七、五七、六七基本不会举行祭祀仪式，除非丧家是名门

望族或有万贯家产。七七是最后一道仪式，丧家到村口大声呼喊叫魂回家，然后焚烧纸钱冥币

以及其它一些服丧饰物，如麻绳和黑色的棉线，最后把灵牌跟其他祖先的牌位放在一起。七七

也叫断七，表明逝者与阳间正式隔断关系，转世投胎而去，丧礼宣告结束。 

万全镇还有一周年忌日。丧家邀请逝者直系儿女回家，摆一桌酒席祭祀逝者，上香烧纸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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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钱人家还会邀请道士到家里做道场，诵经念佛，或给庙里的和尚捐钱，请他们替亡灵念经超

度。 

四、结语 

当陌生之人逝去时，我们无法切身感知丧家的丧亲之痛。如果仅仅把葬礼视为需要管制的

社会问题之一，制定冷冰冰的管理政策相当容易。但是当死者是自己挚爱的亲人时，则另当别

论。许多民众更愿意按照古老的传统举行丧葬仪式以示对死者的无尽哀思，表达面对死亡这一

自然规律的无力之感。 

由于篇幅有限，我只能在文中阐述一种丧礼的基本仪式，即为年迈父母或祖父母举办的丧

礼，以及这些古老传统在现代殡葬改革制约下如何在中国某一乡镇延续传承。殡葬改革已经推

行多年，而这些传统得以继承的原因有方方面面，既归因于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还有民

众情感和精神诉求等因素，使得政府一直无法彻底根除丧葬习俗。 

研究期间，我发现万全镇的居民试图寻找一条折中的方式，既能延续世代沿袭的尽孝送终

的传统义务，又不违反当前的殡改法规。殡葬改革的推行的确对丧礼的整体流程有所影响，其

中变化最大的是对遗体的处置。万全镇对遗体安放以及火化都设有严格的行政管理条例。政府

还把许多丧葬仪式标榜为封建迷信，予以禁止。然而许多追悼的仪式仅仅改头换面而已，并未

消失，也绝不会在短期内完全消失。 

因此学者可在各个地区对这些变化进行持续研究。中国社会和经济正经历剧烈变化，人们

生活日益富足，他们愿意花费大笔金钱举办体面的葬礼，以表孝心，因此即使政府一直想方设

法，采用金钱奖励、观念渗透、加强政策执行力度等种种措施，试图根除这些仪式，但是他们

提倡的快速、高效、节俭治丧的方式绝无可能在短期内实现。 

政府和民意这两股截然不同的力量必将持续博弈，影响普通百姓的生活，重新建构现代中

国丧葬习俗。这是一个极其有趣的、且暂无论断的课题。殡改法规改革的目标是个体家庭和社

会的核心价值观。这些对挚爱亲人表达孝敬的终极方式绝不会轻易被一纸条文所改变。当这些

类似万全的乡镇终于逐步富裕，终于有条件为仙逝的亲人举行体面的葬礼时，政府却在人们情

感最为脆弱之时，剥夺他们对逝者表达哀思之情的形式的选择权利。全面实现殡葬改革必将困

难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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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泰产品名称对比分析——以名创优品的产品名称为例 

                        A Contrastive Analysis of Chinese and Thai Product Names     

                             --Taking The Product Names of MINISO as Subjects 

魏雅静 

( 兰实大学 文学院中文系，泰国 巴吞他尼 12000） 

        摘要：由日本设计师三宅顺也先生和中国青年企业家叶国富先生在东京共同创办的“名创

优品”品牌是现在世界范围内备受欢迎的集合店品牌之一。名创优品于 2016 年正式入驻泰国。

其“日本设计，中国制造”的产品特点吸引了众多客户。该品牌的很多产品无论是在外观设计

上，还是在功能上都很具有创造性。公司也一直在源源不断地推出新产品，新产品的名称也应

运而生。这些产品离我们的生活并不遥远，然而产品的汉语名称和相应的泰语名称并不总是完

全一致的。这是本文研究兴趣的起源。作为对外汉语本土教师，课堂上讲到生词的时候都会离

不开翻译法。为了增加教学内容的新颖性、趣味性与实用性，本文将以在泰国和中国出售的产

品为基础，根据两种语言的产品名称进行对比分析，得出两者之间在意义方面和语法形式方面

的异同。同个产品中泰名称的对比研究能够让我们进一步了解中国人和泰国人看待物品观念的

异同，及其影响因素。最后，本文提出了两种语言的产品名称对比分析可以应用在对外汉语教

学中，尤其是在词汇教学和语法教学方面。 

关键词：汉-泰产品名称；对比分析；名创优品 

 

Abstract: MINISO is one of the most popular collection stores in the world. It was co-founded 

by a Japanese designer, Miyake Junya, and a Chinese young entrepreneur, Ye Goufu, in Tokyo. In 

2016, MINISO officially came into Thai market. Because of the brand features--Designed by Japan, 

Made in China, this collection store has attracted a large number of customers. And the products of 

this company are full of innovation in both design and function. Therefore, new products are also 

being continuously produced, and the name of new products has been emerging. MINISO’s products 

are very close to our lives, but the Chinese names of the products and the corresponding Thai names 

are not always identical. This is the origin of the research interest in this article. As a Thai native 

Chinese teacher, when I explain the new words in class, I usually use the grammar translation method. 

In order to increase the novelty, interest and practicality of the teaching content, this article will 

compare and analyze the product names in two languages to get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Chinese and Thai names in terms of meaning and grammatical form, which is based on 

the products sold in Thailand and China.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Chinese and Thai names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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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me product will help us to further understand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ese an 

Thai people’s perception of the concept of goods and their influencing factors. In the end, this article 

proposes that the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product names in two languages can be applied in the 

teaching of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especially in vocabulary teaching and grammar teaching. 

   Keywords: China-Thailand product names; Contrastive Analysis; MINISO 

 

一、名创优品的品牌背景 

  看到这一红底白字的品牌商标及本店产品的设计，大部分的人会以为这家零售店一定是从

日本来的门外店。其实，MINISO 或名创优品是日本设计师品牌，由日本设计师三宅顺也先生

和中国青年企业家叶国富先生在东京共同创办，三宅顺也先生同时兼任首席设计师。名创优品

奉行“简约、自然、富质感”的生活哲学和“回归自然，还原产品本质”的品牌主张，聚焦生

活美学消费品，以极致的产品设计、极致的性价比、极致的购物体验三个核心优势赢得消费者

和市场的亲睐，在生活家居市场刮起“个性化消费”之风。 

2013 年 9 月名创优品进驻中国，全面布局在华市场，自 2015 年开始，积极开拓国际市场，

五年时间全球开店 3500 多家，2018 年营收突破 25 亿美元。目前，名创优品已与包括美国、加

拿大、俄罗斯、新加坡、阿联酋、韩国、马来西亚及中国香港、澳门等 80 多个国家和地区达

成战略合作，平均每月开店 80-100 家。截至 2018 年 12 月，名创优品在中国有 2200 多家，占

全球的数量约 60%。 

2016 年名创优品在泰国开设了首家旗舰店，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现在全国已有 65 店开

设。此外，名创优品还在知名电商平台 Shopee 上开设了在线旗舰店。因此，凭各种渠道的销

售策略，这个品牌很快就能受到泰国客户的关注。 

名创优品的种类繁多，首先可以分为生活百货、创意家居、健康美容、潮流饰品、文体礼

品、季节性产品、精品包饰、数码配件等八大类。在每个大类中，可以再分为细类，总共一万

多产品。本文认为这对于学习汉语的外国人来说是一本词典上不都有记录的大“词典”。此外，

这些产品的名称不仅仅是一个独立单词，从很多产品的名称来看，很多产品的名称都是由两个

词以上组合的。在这种从国外进来的连锁店开设之前，用目的语来称呼各种物品的方式只能说

是大概的。很多物品在中国泰国都有，比如我们对美国品牌的手机称作“苹果手机”和 

“Apple Iphone”。西方的品牌早已进入了泰国，中国人习惯把所有的外语翻译成汉语，而且

它们都有汉字的表现。与泰国人不同，泰国人更习惯用英语来说，书写也主要用英文字母。后

来，中国品牌不断提高自己的产品质量，近年来在竞争激烈的移动手机市场上，HUAWEI、

OPPO 以及 VIVO 抢走了不少市场份额。除了移动手机市场外，作为生活用品零售店品牌的名

创优品在三四年间内就扩到了几十国家，包括泰国。既然我们在一家店能够找到中国泰国都出

售一模一样的成千上万的产品，就应该抓住这个机会。尤其是汉语本土教师可以把它看成一个

多功能的大教室。学习生词不仅要跟着课本上，虽然我们不能在目的语环境中学习外语，可是

在世界经济、文化全球化的潮流中，学习语言也不应该只依靠老套的方式。这家店给学习外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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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学习者提供了扩大自己词汇量的机会。店里摆着、挂着的产品都能够用在作为学习汉语的工

具。我们的任务就是专门给泰国学生编写另一本很特别的词典，可以看到实物，这样对他们很

有帮助。 

二、从语言学及第二语言教学的角度看名创优品的产品 

    在《汉语作为第二语言要素教学》中，提到了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特点和教学重点包

括语音教学、词汇教学、语法教学及汉字教学。在语音教学方面，教学的目标是通过对声、韵、

调和语调的训练，使学生掌握语音基本知识并形成良好的技能。
①
若学习者能够掌握汉语语音，

能够把汉语语音准确地发出来，这可以增加他们学习外语的自信心。尤其是当他们跟中国人交

流时，大部分的中国人都会认为他们的汉语水平一定很高。所以语音教学作为汉语第二语言教

学的要素之一。在词汇教学方面，词汇知识是语言使用者语言能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②
知

道的词汇、包括词语搭配等相关知识越来越多，将会帮助学习者在不同语境中能够选择使用适

当的词语，使得语言表达能力更强。由于汉语有很多词意思比较相近，但用法却不一样，所以

词汇教学是对外汉语教师应该重视的一个要素。在语法教学方面，语法教学是语言教学中的一

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语法教学是对词组、句子、语篇、语话等组织规则的教学。
③
对学习

外语的泰国学习者来说，无论学习哪种语言，包括自己的母语，大部分都会觉得语法很难，也

很害怕。一听到“ไวยากรณ์” 这个词就产生了反感，甚至认为因过多考虑语法而影响了他们

的口语能力。实际上语法也跟语音、词汇一样重要。了解了语言本身的结构，学习者的听说读

写的能力也会逐渐接近母语使用者，甚至能猜测对方想表达的意思。最后，汉字教学方面。汉

语的特点之一是汉字。汉语学习者都不能离开汉字。汉字教学的目标是为了让学生遵循汉字本

身的规律。在进行汉字教学中，其作用主要表现在书写和阅读方面上。但是，更重要的是了解

汉字的内涵可以让他们了解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中国文化。可以说，语音、词汇、语法以及汉

字都是不可忽略的教学要素。 

根据以上的四个教学要素，本文的研究重点是词汇教学与语法教学两个方面。本文认为这

两个方面跟语音和汉字比起来更有弹性。仔细地说就是，汉语语音的声母、韵母和声调无论是

以前还是现在都没什么变化，还是包括 22 个声母、38 个韵母和 4 个声调等等。每个汉字的书

写规律也是依然没变，了解了笔画、顺序等规则，我们就可以写好汉字了。然而，对于词汇和

语法这两个方面，它们还是经常发生新的现象。因为人们的创造力是无尽的，他们不断地创造

各种工具来满足自己的要求，新产品的出现、从来没有见过的事物是我们每天可能会见到的，

所以对语言学学者来说，我们能够从它们身上得到新的知识而且能够了解现在语言现象情况。

本文认为关于词汇和语法的研究还是存在创新之处的。名创优品品牌从中国走向世界各国的现

象激发了本文对各种产品的汉-泰名称的兴趣。因为这家店出售的产品种类繁多，给我们提供

足够的两种具有现代性的语言资源。从产品的汉语和泰语名称来看，两者之间存在着相同与不 

                                                             
①毛悦:《汉语作为第二语言要素教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年版,第 8 页 

②毛悦:《汉语作为第二语言要素教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年版,第 11 页 

③毛悦:《汉语作为第二语言要素教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年版,第 13 页 



 
 

405 

魏雅静                                     汉-泰产品名称对比分析——以名创优品的产品名称为例   

 

同的表达方式。从不同角度把两者的产品名称进行对比是本文的研究目的，然后再进一步应用

在词汇教学和语法教学上，尤其是针对泰国学生的汉语教学便是本文的研究意义。 

三、名创优品的汉-泰产品名称对比分析 

（一）名创优品的汉-泰产品名称的搜索方法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名创优品产品的汉语和泰语名称。名创优品的产品总共一万多件，而且

在不同国家销售的产品也不同。本文将以目前在泰国的名创优品店出售的产品名称为基础，然

后再查看这些产品的汉语名称。要注意的是两种语言的名称要完全来自同一个产品。 

首先，以得出名创产品的泰语名称资料，本文通过在在线旗舰店 Shopee 上查看了名创优品所

有的产品，一共 512 项。
①
本文选择在网上收集资料的主要原因是大部分在线上出售的产品种

类跟在实体店卖的种类一样。这样的方式既可以省时间，也符合现代人们的生活方式,不需要

亲自去实体店看货。从 512 项产品的名称来看，其产品名称主要使用英文或泰文解释，没有汉

语名称。其次，对于名创产品的汉语名称的收集资料方式，本文主要利用网络搜索，通过各种

方式得出了产品的汉语名称信息。第一方式是从中国名创优品的官方网站中查看产品每一项的

汉语名称，可是只选用在泰国有卖的产品的名称。我们发现很多在泰国出售的产品在中国名创

优品的官方网站没有显示。第二方式是在中国人常用的购物 App 之一的淘宝网上搜索。在此，

本文先从产品的泰文名称开始，试用泰-汉翻译方式或通过产品的特点的描述来查看产品的汉

语名称。这种方式能够帮助我们找到更多的产品信息，但是也有一些产品不只是靠这种翻译或

描述方式而显示出来，因为使用这种方式的结果是其他品牌的产品，即具有类似的名称、用法、

功能等也会显示出来。第三方式是使用了手机淘宝 App 的“扫一扫”工具帮助我们搜索产品

的汉语名称。第三方式的操作方法是先准备我们想了解信息的产品的图片或实物，再点击手机

淘宝 App 中的淘宝首页右上角的“扫一扫”模块，会出现扫描的窗口。然后扫描图片或实物，

再次点击，扫到的结果将会显示出来。在这些显示出来的结果中，找出同款的产品后，点击进

去看产品的信息，以产品标签上的“产品名称”作为本文要研究的内容。 

通过以上的方式收集资料后，结果发现在泰国出售的 512 项产品当中，不是所有的产品都

能找到汉语名称。这种现象不是意味着在泰国出售的那些产品在中国没有卖，而是可以从两个

主要原因来解释。一方面找不到的产品真的是因为在中国是没有卖的，只往国外出售的。一方

面是不能通过网上查看，而只能到实体店找才有的产品。因此，最后决定以能够找出来 100 项

产品名称作为本次研究样本。 

（二）名创优品的汉-泰产品名称的研究过程及研究结果 

王健平（2009）提出他对名称的涵义和指称问题的看法。他分析了历史上出现的关于这方

面的重要理论。其中，对于古罗马哲学家奥古斯丁所说的指称观，他得出的看法是名称与对象

                                                             
① 512 项产品数量的搜索时间为 2019 年 4 月 25 日,由于本店在 https://shopee.co.th/miniso_thailand 上显示的产品可能每天会

有变动,要根据仓库里是否有货,所以产品的数量或信息可能有所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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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联系是直接的，名称的意义就是它的所指。
①
本文认为产品的名称也含有它们的背后意义。

以语言学的视角为基础，本文通过从产品名称所表达的汉-泰意义的角度，还有从产品名称的

语法形式的角度进行分析名创优品的 100 项研究样本。从产品名称所表达的意义的角度来看，

将让我们称呼产品的方式，除了知道其泛指的表达方式，还可以知道各种名称中存在的内涵。

从产品名称的语法形式的角度来看，会让我们了解两种语言在名词前的修饰成分的排序方法如

何，尤其是产品的汉语名称的修饰成分，可以帮助泰国学习者能够更准确地使用或排列定语中

的各种词语。此外，对汉语本土教师在进行汉-泰或泰-汉翻译教学也起到一定作用。 

2.1 从产品名称所表达的意义的角度对比分析 

从每一个产品的标签来看，最主要的，也是首先要给消费者提供的信息是产品的名称，可

以回答读者这是“什么东西？”，比如香水、包、鞋等等。然后再进一步解释产品的更详细的

信息，即回答读者这是“什么样的香水？”“什么样的包？”“什么样的鞋？” 等等。通过

对名创优品的 100 项研究样本的汉-泰产品名称进行分析，从表达的意义的角度来看，对同一

个产品的解释各有异同之处，可以分为三种类型。第一，名创优品产品的中-泰名称所表达的

意义相同。第二，名创优品产品的汉-泰名称名称所表达的意义不完全相同。第三，具有比较

特殊的称呼方式的产品。具体内容如下： 

表 1：名创优品产品的中-泰名称所表达的意义相同 

产品的汉语名称 产品的泰语名称 
  

挚爱香水 น ้ าหอมรุ่นTrue Love Perfume 
  

天空系列枕头笔记本 สมุดจดบนัทึก +หมอน รุ่น  Sky Series 
  

粉红豹粉扑化妆刷组合 ฟองน ้ าแต่งหน้า +แปรงปัดแกม้ Pink Panther 
  

玫瑰保湿喷雾 สเปรยน์ ้ าแร่ สูตรเพ่ิมความชุ่มช้ืนกล่ินกุหลาบ 
กล่ิน  

保龄球杯 กระบอกแกว้ทรงพินโบวล่ิ์ง 
  

 

    第一，名创优品产品的中-泰名称所表达的意义相同。从表 1 可以看出，以上的产品名称，

无论是汉语还是泰语都使用同样的词来表达。比如“挚爱香水”，与 “True Love Perfume”， 

“天空系列枕头笔记本”与“สมุดจดบนัทึก +หมอนรุ่น Sky Series”，“粉红豹粉扑化妆刷组

合 ฟองน ้ าแต่งหนา้ +แปรงปัดแกม้ Pink Panther”等这些汉-泰名称所表达的意义都是一样的。

香水类产品，经常给消费者提供的信息是香水的特点或 味道，“挚爱”与“True Love”的

意思相同。对于笔记本的解释也说了是什么样的笔记本，产品的系列是什么，即“枕头笔记

本”与“สมุดจดบนัทึก +หมอน”，还有“天空系列”等于“ รุ่นSky Series”的说明。一些化

妆品类的产品名称也是用同样的表达方式，“粉红豹粉扑化妆刷组合”与“ฟองน ้ าแต่งหนา้ +
แปรงปัดแกม้ Pink Panther”说明了这套产品包括什么，还属于哪个系列。值得注意的是，从

这三个例子的名称来看，虽然两者所表达的方式一样，但是在泰语名称中经常使用泰-英两种

语言混合为产品的称呼方式，这意味着产品的泰语名称不是从汉语名称翻译过来的，而是从

                                                             
①王健平:《论名称的涵义和指称》,自然辩证法研究,第 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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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名称翻译过来的。英语在泰国无论是在书面语中还是在口语中都广泛使用，也可以说泰

国人对英语的接受程度比较高。全部使用泰语的产品名称不多见，比如 สเปรยน์ ้ าแร่ สูตรเพ่ิม
ความชุ่มช้ืนกล่ินกุหลาบ 、กระบอกแกว้ทรงพินโบวล่ิ์ง等等。而在汉语里很少使用外语来作为

产品的名称。 

表 2：名创优品产品的汉-泰名称所表达的意义不完全相同 

产品的汉语名称 产品的泰语名称 
  

咱们裸熊-白熊儿童背包 กระเป๋าสะพายหลงั We Bare Bears   Ice Bear 
  

咱们裸熊-熊猫记忆棉 U 型枕-深灰色 หมอนรองคอตวัยู We Bare Bears x MINISO Panda (เทาเขม้ ) 
  

无香型婴幼儿手口湿巾 10 片*6 包 กระดาษช าระ แบบเปียก สูตรอ่อนโยนต่อผิวเดก็(10แผ่น /6แพค็ ) 
  

硅胶提手布网双喇叭蓝牙音箱 ล าโพงบลูทูธแบบห้ิวได ้
  

无线带灯光重低音头戴式蓝牙耳机 หูฟังBluetoothพร้อมไฟLEDบอกสถานะ 
  

 

第二，名创优品产品的汉-泰名称名称所表达的意义不完全相同。从表 2 可以看出，在很

多产品的汉语和泰语名称中表达的意义不太一样。最明显的是产品的汉语名称提供的信息比泰

语名称提供的多一些。第一，背包。“咱们裸熊-白熊儿童背包”与“กระเป๋าสะพายหลงั We 

Bare Bears Ice Bear”，除了给消费者提供产品系列及外形的信息外，在汉语名称中增加了适合

使用这种背包的年龄，即“儿童”。第二，枕头。从表上可以看到在汉语名称中增加了“记忆

棉”一个词，是要表示用来做这种枕头的材料具有缓慢变形的能力，不容易回复原先形状。而

在泰语名称中却用“รองคอ ”来解释枕头的作用，即护颈枕头。第三，湿巾。汉语名称是用

“无香型”来表示产品是没有香味，对婴幼儿无害。此外，还说明湿巾是手口湿巾，用来擦手

和口。泰语选择了“สูตรอ่อนโยนต่อผวิเด็ก”，是说这种湿巾是柔性的，适合婴幼儿的肌肤。

第四，蓝牙音箱。两者提供了“提手”与“ แบบห้ิว”的相同信息，但是在汉语名称中，还说明

了产品的材料：硅胶、布网，以及产品的形状：双喇叭。第五，蓝牙耳机。从汉语名称来看，

消费者不看实物也可以知道耳机的外形是头戴式的。而在泰语名称中没有提到。 

表 3：包类产品的中-泰名称 

产品的汉语名称 产品的泰语名称 
  

咱们裸熊-白熊儿童背包 กระเป๋าสะพายหลงั We Bare BearsIce Bear 
  

简约大容量双肩包薄荷绿色 กระเป๋าเป้ดีไซน์หรูหรา สีเขียวม้ิน 
  

表情手提硅胶零钱包 กระเป่าใส่เหรียญ กระเป๋าจ๋ิว 
  

糖果背包零钱包（牡丹粉） กระเป๋าใส่เหรียญ รุ่น Winking Eye ( ชมพ) 
  

运动腰包（绿色） กระเป๋าคาดเอว คาดหลงั สีเขียวนีออน 

 

为了给汉-泰产品名称的研究结果更加全面，表3上只选择将包类产品中的几项名称来进行

仔细对比研究。关于包类产品的信息，最基本是要告诉消费者它们的作用。无论是包的汉语名

称还是包的泰语名称都提到了这一点。从表3的内容来看，包可以分成背包或双肩包 - “กระเป๋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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สะพายหลงั”、“กระเป๋าเป้”。零钱包–กระเป่าใส่เหรียญ，还有腰包–กระเป๋าคาดเอว 等种类。像

双肩包，它的作用至少要能放入本子、书等较大的东西，其使用方法是两个肩膀上背着。零钱

包的作用是放入零钱或较小的东西。还有腰包，是戴在腰上的小包。剩下的其他信息在汉语与

泰语的表达方式有些不同，各有各的形容方式。汉语名称使用了“咱们裸熊-白熊儿童”、“简约

大容量”、“表情手提硅胶”、“糖果背包”、“运动”等词语告诉我们包的名称可以从产品的系列、

适合使用的年龄、容量多少、产品的材料、外观、形状、使用目的等角度来形容。而在泰语名

称中所提供的信息可能不像汉语名称所提供的那么具体，“We Bare Bearsลาย Ice Bear”、“ดีไซน์
หรูหรา”、“กระเป๋าจ๋ิว”、“รุ่น Winking Eye”主要是产品的系列、外观和 形状。其中，两种语言

的产品名称具有较大的差别的表达方式是“简约大容量双肩包薄荷绿色” “กระเป๋าเป้ดีไซน์หรูหรา 
สีเขียวม้ิน ”。汉语名称说的是这种包是简约风格的；而泰文名称说的是“ดีไซน์หรูหรา”，即华丽

风格的。如果看到实物的话，只凭外观来判断这款包的风格，简约风格会更适合形容这款双肩

包。泰语名称表达的华丽风格，本文认为原因在于制作这款包的材料。虽然外观比较简单，但

是使用帆布制作的，帆布具有优良的防水性能和透气功能，因此把它看成华丽风格的双肩包也

是可以理解的。 

表 4：具有比较特殊的称呼方式的产品  

 

第三，具有比较特殊的称呼方式的产品。一部分产品从汉语名称来看不仅用一个词来称呼，

比如卷发夹、手机支架，而在泰语名称中都用“ท่ี ”词为前附加成分，跟在后面的词表示产品的

使用方法，比如“ท่ีคดัผม”是用来卷发的、“ท่ีหนีบโทรศพัท”์是用来夹手机的。关于“ท่ี”词为开头

的产品名称，本文认为因为这些产品当初可能在泰国从来没有过，是从国外进来的，所以我们

只知道产品的用法，然后把代替名词的“ท่ี”词放在前面就可以。此外，从《พจนานุกรมฉบบั
ราชบณัฑิตยสถาน พ .ศ.๒๕๕๔ 》词典中,“ท่ี”可以用来表示处所、土地、地位还有用品等意义。

因此“ท่ี”词加上产品的用法也能用来称呼产品的方式之一。最后的例子跟前面的例子不同。

同样的产品在汉语名称中被称为一种帽，即“干发帽”但是在泰语名称中把它叫做发带，即

“ผา้คดัหวั Hair-drying”。其实帽子和发带的共同点是用来戴在头上，在本文看来，可能是因为

汉语名称注重的是戴上之后的结果像带帽子一样；而泰语名称却注重产品的使用方法，所以称

呼方式不一致。 

产品的汉语名称 产品的泰语名称 
  

高质便携式卷翘睫毛夹 ท่ีดดัขนตา แบบพกพา 
  

清新盒装大号卷发夹 6 个装（带便携梳） ท่ีดดัผมพลาสติก 
  

粉红豹气囊支架两只装手机支架 ท่ีติดโทรศพัท์  Pink Panther Mobile Pop-up Stand 
  

金属懒人支架 ท่ีหนีบโทรศพัท 
  

天鹅绒快速吸水干发帽 ผา้คาดหวั  Hair-dry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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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从产品名称所表达的意义的角度进行分析，本文将名创优品的汉-泰产品名称

分为三种类型，第一：两者表达的意义相同。第二：两者表达的意义不完全相同。第三：具有

比较特殊的称呼方式的产品。从表 1 到表 4 的产品名称分析，这些名称是本文选取了所收集的

100 项产品名称中的一部分来详细解释。若从数据分析的角度来看，第二类：两者表达的意义

不完全相同，占的比例最多，达到 68%。第一类两者表达的意义相同占 27%。 第三类具有比

较特殊的称呼方式的产品占 5%。我们把重点放在第二类来进一步解释。本文认为形成这样的

语言使用现象的原因包括产品的多样性、产品的产地以及人们对产品名称的重视等方面。第一，

产品的多样性。中国人口约十四亿， 泰国人约七千万人。两国人口数量的差别告诉我们人口

更多的地方，他们的兴趣、消费观念 肯定比人口更少的地方更多样化。为了符合消费者的需

求，制造商要造出各种样式的产品让 消费者有更多的选择。比如这几年很流行的手机支架，

刚上市的时候可能没有很多款式可以选择，但是现在无论外观、形状、颜色等都越来越多， 

所以以便区分产品的差别，产品的名称也当然越来越复杂。第二，产品的产地。名创优品的产

品标签最下角用极小的字体写着：Made in China，是由中国生产的。在他们的一万多件产品中，

为了区分产品的差别，除了看实物本身外，对于产品的文字描述方面，即体现在标签上的名称

也会比较长。泰国是中国的目的地市场之一，从中国进口的名创优品的产品也只是一部分，到

了泰国后，产品的种类变少了，当然产品名称也可以简单化。比如零钱包，顶多只说产品的系

列即可，不需要增加产品的材料、使用方法等信息。最后，人们对产品名称的重视。我们知道

在中国早就有了网购渠道。作为中国人最流行使用的在线购物网站的淘宝网是从 2003 年成立

的。中国人已经熟悉了不用出门，只在网上就可以买到自己想要的产品。因为消费者不能看到

实物，所以必须给产品名称提供更多的信息，以吸引消费者的关注。在泰国网购渠道是这两三

年才开始受欢迎的。泰国消费者还是习惯先看实物，试一试才放心购买。因此产品名称不需要

太复杂的。这就是影响到名创优品产品的汉-泰语名称所表达的意义不完全相同的三个主要因

素。 

2.2 从产品名称的语法形式的角度分析 

从产品名称所表达的意义的角度进行分析的结果让我们知道一个产品的名称的描述方法很

多，尤其是汉语名称。以下是从产品名称的语法形式的角度分析出来的研究结果。 

表 5：名创优品产品的汉语名称的附加成分 

汉语名称中的前附加成分 中心语 汉语名称中的后附加成分 附加成分的数量 

[咱们裸熊]+[白熊]+[儿童]+[背] 包  4 

[简约]+[大容量]+[双肩] 包 [薄荷绿色] 4 

[表情]+[手提]+[硅胶]+[零钱] 包  4 

[糖果]+[背包]+[零钱] 包 [牡丹粉] 4 

[粉红豹]+[气囊支架]+[两只

装]+[手机] 

支架  4 

[高质]+[便携式]+[卷翘]+[睫毛] 夹  4 

[无香型]+[婴幼儿}+[手口]+[湿] 巾 [10 片*6 包]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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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硅胶]+[提手]+[布网]+[双喇

叭]+[蓝牙] 

音箱  5 

[咱们裸熊]+[熊猫]+[记忆棉]+[U 

型] 

枕 [深灰色] 6 

[清新]+[盒装]+[大号]+[卷发] 夹 [6 个装]+[带便携梳] 6 
 

从表 5 来看，产品的汉语名称的附加成分可以分为前面和后面。后面的附加成分提供的是

次要信息，比如颜色、数量等等。我们主要看前附加成分，汉语语法把它们看成定语。其附加

成分的数量大概有 4-6 个。离中心语的距离远近可以表示附加成分与中心词之间的关系。离中

心语最近的词语表示它与中心语的关系很密切，而离中心语越来越远的词语表示它与中心语的

关系也越来越远。在此基础上，本文将这些成分再分为最前面的、中间的以及最后面的成分，

然后进一步解释。在最前面的成分往往是产品的系列（若有），比如[咱们裸熊]/ [粉红豹]。

中间的成分是最灵活的成分，可以为产品的外观、容量、形状、材料等词语，比如，[简

约]+[大容量]、[高质]+[便携式]+[卷翘]、[硅胶]+[提手]+[布网]+[双喇叭]等等。最后面的

成分往往是产品的用法，比如[背]、[双肩]、[零钱]、[手机]、[睫毛]等词语都用来说明产品

应该如何使用。 

表 6：名创优品产品的泰语名称的附加成分 

中心语 泰语产品名称中的附加成分 
附加成分 

 

的数量  

  
 

   
 

ล าโพง [บลูทูธ[+]แบบห้ิ วได]้ 
2 

 

音箱 [蓝牙]+[手提]  

 
 

    

กระเป๋า [ใส่เหรียญ [+] กระเป๋าจ๋ิว] 
2 

 

包 [放入零钱]+[小背包形状]  

 
 

    

ท่ี [ดดัขนตา[+] แบบพกพา] 
2 

 

夹 [夹睫毛]+[便携式]  

 
 

   
 

ท่ี [ดดัผม [+]พลาสติก]  
2 

 

夹 [卷发]+[塑料]  

 
 

   
 

ท่ี  [ติดโทรศพัท์]]+[Pink Panther]+[ Mobile Pop-up Stand] 
3 

 

支架 [贴在手机上]+[粉红豹系列]+[手机支架]  

 
 

   
 

กระเป๋า [สะพายหลงั] +[We Bare Bears]+[   Ice Bear] 
3 

 

包 [背在背上]+[咱们裸熊系列]+[白熊]  

 
 

   
 

กระเป๋า [เป้[+]ดีไซน์หรูหรา [+]สีเขียวม้ิน] 
3 

 

包 [背包]+[华丽风格]+[薄荷绿色]  

 
 

   
 

กระดาศช าระ [แบบเปียก [+] สูตรอ่อนโยนต่อผิวเดก็  [+] 10 แผ่น / 6แพค็ ] 
3 

 

纸巾 [湿性]+[适合婴幼儿的皮肤]+[10 片/包]  

 
 

   
 

กระเป๋า [  ใส่เหรียญ   ]+[  Winking Eye]+[ชมพู] 
3 

 

包 [放入零钱]+[眨眼表情系列]+[牡丹粉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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หมอน [รองคอ]+[ ตวัยู]+[We Bare Bears x MINISO]+[ Panda]+ [เทาทเขม้ ] 
5 

 

枕 [护颈]+[咱们裸熊系列与名创优品]+[熊猫]+[深灰色] 

 

 
 

 
 

    

从表 6 来看，产品的泰语名称的附加成分主要在后面。因为泰语语法的修饰成分，无论修

饰动词、形容词、名词都要放在中心语的后面。其附加成分的数量集中在 2-3 个成分，少于汉

语名称的附加成分的数量。相同的地方在于离中心语的距离远近可以表示附加成分与中心词之

间的关系。但是附加成分之间的排列顺序不太一样。本文把这些成分分为最前面的、中间的以

及最后面之后发现，在最前面的成分（也等于汉语名称的附加成分中的最后面成分）是产品的

用法，比如 [ใส่เหรียญ]、[ดดัขนตา]、[สะพายหลงั ]等词语。中间的成分是产品的系列（若

有），比如 [We Bare Bears][ Pink Panther]等词语。最后面的成分才是产品的外观、容量、形状、

材料等词语，比如，[ลาย Ice Bear]、[พลาสต ]、[ Panda]等等。 

 

 
图1：两种语言产品名称中附加成分与中心语的关系 

 

图1 上表示汉-泰产品名称中附加成分与中心语的关系。从各种附加成分与中心语的位置

或距离来看，相同之处是产品的用法无论在泰语还是在汉语中都离中心语最近的。这表明这种

信息是最基本的。消费者选择产品的时候，一看产品名称就知道它的用法。不同之处是产品的

系列和外观、容量、形状等信息在泰语和汉语中的位置不一样。在汉语名称中，产品的系列离

中心语最远的。而在泰语名称中，产品的外观、容量、形状等信息离中心语最远。然而，表面

上看起来不同，实际上还要再看两个成分的深层关系。即产品的系列的范围是大于产品的外观、

容量、 形状等成分的，范围大的内容往往被先提到的。两种语言的使用者都意识到这一点，

所以把系列放在外观、容量、形状等信息的前面，把它们看成一个大修饰单位，然后放在产品

用法的次要位置。这样看的话，两者对于附加成分的排列顺序大体上是一样的。 

根据本文以上的分析结果，本文认为名创优品的成立不仅给中国产品提升了知名度，并且

对汉语本土教师来说，我们可以从它们身上学到新的知识，像本文从名创优品的产品名称入手，

认为从自己周围环境中所获得的这些知识的实用性一定很高。表面上这些产品的名称只是为了

称呼方便或介绍产品而已，但是从不同方面对两种语言的产品名称进行分析后，让我们更深刻

了解其中存在的文化内涵。从产品名称所表达的意义的角度来看，汉语名称与泰语名称有的表

达的意义完全相同，有的不完全相同，还有一些比较特殊的称呼方式。本文认为造成这种差异

的原因在于人口数量、产品产地以及对产品名称的重视等不同。从产品名称的语法形式的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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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分析，让我们知道汉语名称中的附加成分数量比泰语名称中的附加成分数量多。前者的数

量大约 4-6 个，后者的数量大约 2-3 个。此外，两种语言的附加成分之间的排序各有各的排序 

方式。本文认为我们可以把这些研究结果应用到课堂上，除了能够增加课文内容的实用性外， 

还可以培养学生在生活中要注意自己周围的好学之心。 

四、名创优品的汉-泰产品名称对比分析对词汇教学与语法教学的意义 

本文认为以上的分析结果可以应用到汉语基础课、汉-泰或泰-汉翻译课或汉语语法课上。

在汉语语法课中，任课老师可以给学生展示这些产品的信息，包括图片、泰语名称以及汉语名

称。在背新词语的同时，还可以看到实物的图片，除了帮助学生扩展词汇量外，还有效提高他

们的记忆力。 
例 1： ……包 背包 白熊背包  
 

白熊背包的图片 
 

各种包的图片 背包的图片 （带上标签会更清楚） 

 

    在翻译课，开始翻译句子或短文之前，学生首先要经过翻译词语或词组的阶段。在进行

词语或词组的翻译教学过程中，我们可以为学生设计如下面的练习题： 

例 2： 

把下列词语翻译成泰语 

汉语                        泰语 

1.包                            答案：กระเป๋า 
2.双肩包                        答案：กระเป๋าเป้ /กระเป๋าสะพายหลงั  

零钱包                              กระเป๋าใส่เหรียญ 
腰包                                กระเป๋าคาดเอว 

3.白熊双肩包                    答案：กระเปาเป้หมีขาว 
4.咱们裸熊白熊双肩包            答案：กระเป๋าเป้ We Bare Bears หมีขาว 

 
把下列词语翻译成汉语 

泰语                          汉语 

1. กระเป๋า                        答案：包 

2. กระเป๋าเป้                                        答案：双肩包/背包 

กระเป๋าใส่เหรียญ                     零钱包 

กระเป๋าคาดเอว                       腰包 

3. กระเปาเป้หมีขาว                答案：白熊双肩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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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กระเป๋าเป้ We Bare Bears หมีขาว   答案：咱们裸熊白熊双肩包 

                                      /咱们裸熊白熊 

以上的翻译练习设计除了能应用到翻译课外，汉语语法课也可以用到。第一让学生了解名

词的修饰成分。第二让学生注意在定语和中心语中间可能没有助词“的”。第三，可以看到中

心语前面的修饰成分的长短不同。反复练习有助于了解汉语的定语，学生的阅读能力也会相应

提高。另一方面，在进行词汇教学或语法教学的同时，还可以讲到这些词语背后存在的文化内

涵，老师可以从文化的角度告诉学生为什么两种语言的产品名称大部分不完全相同。了解文化

对学习语言也有一定的帮助。 

总之，产品名称不仅代表其本身的表面意义，汉-泰产品名称的异同，无论在表达意义方

面，还是在语法形式方面的对比分析都能够让我们了解人们对产品的看法、对产品的重视以及

人们的语言使用情况等背后的意义。此外，从本文对名创优品产品的汉-泰名称对比分析中，

还可以把研究结果应用在汉语教学上，对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也存在一定的意义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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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点名称汉泰互译的分析 

A study on Chinese-Thai Mutual Translation of The Names of Tourist Attractions  

许玫敏 

（蓝康恒大学 文学院中文系，泰国 曼谷 10510） 

 摘要：随着中泰旅游的不断发展，游客游览名胜风光的同时，对风土人情和文化传统也

产生浓厚兴趣，而这些观光和了解是需要借助语言的翻译才能达到，因此各地旅游景点的翻译

显得十分重要。而旅游景点的翻译始于景点（区）名称翻译，它属于地点名称，是公示语的一

种，具有提示性、指示性等功能，其作用与一般地名（行政区划名）并不完全相同，它不仅表

示一一对应的地名存在，更重要的是蕴含了丰富的历史和人文信息。由于景点名称包含了丰富

的文化特质，因而成为游客体验异域文化的焦点。基于此，景点名称的汉泰互译是极其重要的

一环，这也成为翻译中的难点。景点名称汉泰互译应注重其基本信息和文化内涵的理解。也希

望能引起泰国政府部门官方的更多硬性管制和指导。 

本文概述了中国和泰国目前中泰景点互译的状态和存在的问题，以及景点互译正确性的意

义。文章详细罗列大量翻译事实以及网络翻译的优缺点，以及景点中泰翻译的理论基础和方法。

基于旅游景点名称汉泰互译的规范化或正确性研究在泰国较少,尤其目前社会新潮的网络翻译

工具的正确性更是甚少，但其使用性却极其多，导致出现很多翻译错漏等现象。            

景点名称是具有份识别功能、指向功能和诱导功能的一种特殊地名，与文化有着密切的关

系。在翻译中国地名和景点名称时应当注重展现中国文化中的异质元素，凸显文化价值，而不

仅仅是简单地传达原文字面意思，网络翻译工具有个特点就是能即时翻译出来，几乎没有不能

翻译的内容，但其翻译的结果令人担忧和怀疑，很多都不能表达正确意思，因系统无法理解其

文化因素和价值，所以不鼓励或建议运用在专业翻译工具之类。目前，泰国对于中国景点名称

泰译过份偏重译意，新一代的年轻人也越来越依靠网络翻译工具不仅导致译名丧失民族文化身

份，而且导致大量误译。最后通过大数量的网络翻译事实分析，结合文献和翻译理论基础，提

出景点中泰互译的建议和策略，并构想规范对策以及翻译的标准。 

关键词：景点翻译；地名翻译；名称汉泰翻译 

 

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China-Thailand tourism industry more and more  

Chinese and Thai tourists travel to and from the famous tourist attraction of China and Thailand. In  

addition to visiting famous places of interest as well to understand the local customs and cultural 

traditions,and those understanding must be helped and achieved by language Translation. Therefore, it 

is very  important to translate the names of tourist attractions in all places. The name of the scenic spot 

(district)  belongs to the place name which is a kind of public sign, has the functions of promp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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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icating, etc. And the functions are not exactly the same with general place names (or administrative 

division names). It not only indicates the existence of corresponding place names. More importantly, it 

contains abundant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human information. Because the names of attraction contain 

great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It has become the focus of tourists' experience of foreign cultures. 

Therefore, the translation of the names of attractions between Chinese to Thai is an extremely 

important part which also becomes a difficult point in translation. So the mutual translation of 

Chinese-Thai of the scenic spot should be translated based on the understanding of its basic 

information and cultural connotation. I also hope that will have guidance and more serious control 

which will be brought to the official government of Thailand. 

This article summarizes the current state and problems of mutual translation of attractions 

between China and Thailand, also the meaning of the correct translation of attractions. There are a 

large number of details of translation facts and lists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network 

translation in this article. As well as the theoretical basis and method of Chinese-Thai translation in 

the attractions. Because of less research and study on the standardization or correctness on mutual 

translation of the name of the tourist attraction  between Chinese-Thai, especially to analyze the 

correctness of translation by the network tools which are the social trends  is even less. But it's 

extremely versatile and is caused a lot of wrong translation or uncompleted results. 

The name of the attraction is a special place name with identification, directing and induction 

functions And it is closely related to cultures. When translating the names of Chinese place names and 

attractions, we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showing the heterogeneous elements in Chinese culture and to 

highlight cultural values, rather than simply conveying the original meaning of the text. A feature of 

web translation tools is that they can be translated instantly and almost no translated contents. But the 

results of its translation are unworkable and skeptical which many can't express the correct meaning . 

Because the system cannot understand the text cultural factors and values, therefore,  it is not 

encouraged or recommended to use professional translation fields.  At present, the Thai translation of 

attractions are focusing the meanings’ translation heavily and new generation of young people is also 

increasingly relying on web translation tools which is not only caused the loss of national cultural 

identity, but also led to a large number of mistranslations.Finally, through the large number of 

translation facts via networks to analysis, combining the basis of literature and translation theory, 

offering the suggestions and strategies for the translation of Chinese and Thai attractions. And try to 

conceive normative countermeasures and translation standard.  

Keywords: Attractions translation; Place name translation; Names mutual translation between 

Chinese-Thai 

 

中泰旅游的持续繁荣促进和提高了旅游翻译的重视以及发展，因旅游景点中的名称和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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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旅游翻译的首要环节。中泰两国旅游的景点名称受限于汉泰互译者的水平，目前旅游景点的

相关文本翻译之旅良莠不齐、问题颇多。基于中国是旅游大国，其重点外国游客更多来自俄罗

斯和欧美等国家，因此中国景点名称的重点翻译侧重于国际性英译，文章研究重点在于针对目

前泰国对中国景点的汉泰翻译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归纳。期待通过探讨和研究对改善中泰两

国旅游景点的汉泰互译的存在的问题引起重视以及得以改观，也期望对于规范中泰景点互译的

标准和规范性有促进作用和一定的借鉴意义。 

因中泰两国的密切关系，20 多年前中国人来泰国观光带着探亲性质为主，如今的中国游

客除了旅游度假，旅游活动中还体现对泰国更多和更深的了解，包括泰国民生生活、泰国历史、

地理、人文、宗教、经济和政治等以及 200 多年来中国移民华侨的历史和发展都深深吸引着更

多中国游客；除此之外，随着近十来年中国的各大企业都纷纷来泰国投资的活动加剧，如：阿

里巴巴、京东、华为、VIVO 等。近年来, 经过政府的大力扶持与社会各界的积极配合,泰国

旅游业得到了迅猛的发展，成为东南亚地区最热门的旅游目的国,稳居世界十大旅游市场之列
①
。

随着泰国旅游活动的大规模开展, 也给泰国经济带来丰富的经济效益。旅游产业的发展既促进

社会经济繁荣,也为泰国创收大量的外汇收入。根据世界旅游组织 (World Tourism Organization-

UNWTO)的预测：到 2021 年全世界的游客量将会超过 16 亿人次,随之而来的旅游收入也将超

过万亿泰铢
②
。全球游客对旅游资源的兴趣也会 从欧洲国家(Europe)向亚洲太平洋国家(Asia 

Pacific)转移。 

一、中国地名和景点（区）的汉泰互译：用汉语拼音拼写的依据和意义 

中国的地名以汉语拼音拼写
③
，是 1977 年经联合国第三届地名标准化会议通过，作为国

际标准的，至今已有相关的国家标准、规定，以及与其相一致的国际标准。根据联合国地名标

准化会议作出的决议，要求各国、各地区在国际交往中都使用罗马(拉丁)字母拼写，做到每个

地名只有一种罗马字母的拼写形式——即单一罗马化。1978 年，经国务院批准，汉语拼音拼

写方案作为我国人名、地名罗马字母拼写法的统一规范。并由外交部、新华社通告国内外于

1979 年 1 月 1 日起实行。1986 年，国务院颁布的《地名管理条例》中，第八条规定：“中国

地名的罗马字母拼写，以国家公布的《汉语拼音方案》作为统一规范。拼写细则，由中国地名

委员会制定。” 

1999 年，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发布了《地名标牌城乡》的国家标准，强制性规定地名标

志上的地名必须使用汉语拼音字母拼写。2000年 10月 31 日，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

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其中第十八条规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以《汉语拼音方案》作为拼写和注音工具。《汉语拼音方案》是中国人名、地名和中文文献罗 

马字母拼写法的统一规范……”
④
这就用法律的形式确定了中国地名包括景点（区）名称的罗 

                                                             
①https://zhidao.baidu.com/question/468131023.html 

②http://finance.jrj.com.cn/consumer/2017/08/17150222970953.shtml 

③民政部区划地名司网站发稿时间:2014-09-2814: 

④陈辉.旅游英语翻译方法浅析.宿州教育学院学报,20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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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字母拼写标准。 

中国的地名用汉语拼音拼写已在中国国内和国际的规定、规范发布下执行 20多年，期间 

国家有关法规作出规定，地名主管部门在相关管理政策、意见中也做过多次的重申。由地名主

管部门编辑发行的地名出版物和设置的标准地名标志中，已很好地贯彻用汉语拼音拼写地名，

起到了模范作用。也给景点名称翻译起到了借鉴作用和实践的意义。 

二、景点汉语拼音在泰国拼写情况和问题 

随着中泰两国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领域相互合作的加强，再加上中泰两国于

1993 年签订了《中泰旅游合作协议》
①
,两国的民间友好往来更加活跃，犹如走亲戚、朋友般

的密切。泰国也成为中国重要的入境旅游客源地，不过中国对旅游景点名称的翻译更加注重国

际化的翻译标准，官方的重点在于国际语言英语的景点翻译的标准规定，对于泰语翻译只是给

与一些指导性的理论标准。更多实际翻译来自泰国当地政府或私立著名中文大学，如：朱拉隆

功大学和华侨大学的中文系教授们，以及一些知名专业做出境中国的旅行社如：GOLIDAY 

TOUR/WEENKEN TOUR/CENTURALTOUR, 这些教授们和业内专职人员在这 30 多年来陆续

翻译了很多中国景点名称，但是翻译的方法和理论也是各有不同，没有一个统一的原则和标准，

有些是使用广东地方方言如：潮州或客家音译地名或景点，有些是意译，也有少数用普通话注

音，导致翻译后的结果出现了一个地名或景点有不同的泰语名称。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和国际地位的提升，引起了越来越多的泰国人包括泰籍华人华

裔对中文学习的热潮，加上中泰旅游业的不断发展，因此对中泰翻译尤其是旅游资料包括对景

点的汉泰翻译增加了不少编制，但是从整个泰国最具有代表性的旅游业内的旅行社的行程单中

以及最有影响力的朱拉大学汉语系教科书谭国安教授编著的介绍有关中国或泰国的旅游书籍中，

有关介绍中国旅游景点和旅游城市为主的旅行指南书籍及对外宣传材料的汉译泰或泰译汉的问

题还是存在不少地方，依然看到不少翻译内容会引起游客的疑惑，有不少地方需要指正或更正，

这也是本文想提出探讨的内容重点，通过大量的资料中发现问题，进行分析和归纳，尝试然后

找出规律，提出汉泰和泰汉互译的一些建议和可行方法。 

中泰文的差异是不言而喻的，景点名称的翻译看似简单,但要译好译准,还需要译者其有透

彻的了解。目前泰国当地看到的有关中国旅游景点翻译方法无非是音译、音译加意译和意译。

景点名称是采取音译还是意译,也视情况而定,没有一概而论。例如, 苏州著名的景点寒山寺有

译为：วดัหาน（谷歌翻译）/วดับนภูเขาเยน็（百度翻译）,也有译成 วดัฮนัซาน；又如:素有“天

下第一塔”美称的开封铁塔，若以汉语习惯将其译为“หอคอยแห่งแรกในโลก”，有人可能会

觉得说法夸张，泰国知名的出境社 QUALITY EXPRESS（QE）公司对其则翻译成“หอคอย
แห่งแรกในประเทศจีน”，也相对比较合适的。可见，泰国对中国众多景点的名称翻译还是很

多版本，没有具体的翻译标准和规范。旅游景点不是有了掌握两种语言就能完成的事情，景点

翻译是一种专门为旅游活动提供服务的翻译。翻译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为了让游者了解这个地

                                                             
①寸雪涛.从泰国政府政策的变化剖析当地华文教育的发展历程.东南亚纵横,2006(08):56-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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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或景点的名称以及其相关的背景和定位，能通过翻译提起对该地名和景点的极大兴趣，从而

达到前往参观的目的；或者能引导游客快捷找到该地名和景点等；其正确的对译对旅游业的推

广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中国的旅游资源非常丰富，而不少旅游资源的国际知名度却不够理想，多数外国人包括泰

国人熟悉北京、上海、广东，广州，汕头，珠海和香港等地，对中国其他的旅游胜地却知之甚 

少。外国了解中国旅游资源的途径主要有两个，一是文字和媒体资料，二是互联网信息。
①
近

年，中国的各大旅游城市和著名景点都出版了中英文的旅游指南和导游手册、光盘，内容也较

为详尽；各大城市的政府网站也都设有旅游英文专版。但是由于翻译水平以及消费者市场相对

小的原因，泰语版翻译更是极少，多数来自泰国当地华人华裔的本土翻译。 

景点翻译主要偏重对文化内涵的理解。寓意深刻，诗情画意的汉语景点翻译是专名翻译

里最难得一种。有的人总结了景点翻译之难有十最：最难以理解，最容易出错，最难以表达，

翻译的人最多，翻译不好的人最多，翻译错误的人最多，将错就错的人最多，文化及语言传播

方面的负影响最大，最难以量化。为了适应游客需求，准确的找出中泰语言之间存在的文化与

风俗之间的不同，获得切实可行的旅游翻译方法与准则，采用了先进的有一定指导意义的“功

能对等以及目的论”理论为总体思想。这样做不但可以让文章保持原有的思想，贴近实意，帮

助表达原作者以及原文章的含义。也能综合考量文化差异，让翻译更加易于理解，使得翻译的

水平得到了提升。 

三、借鉴于中国旅游景点名称这 30 多年来汉泰翻译的存在现状，根据泰国目前也存在于有类 

似问题的地名和景点泰汉翻译错点提出研究，提出一下几方面改进办法： 

（1）提高和促进汉泰互译质量 

改变对翻译工作者的认识，聘用专业中泰语翻译人员或翻译机构，而且翻译要经过实践的

检验。为了保证翻译质量，从译者的角度来说，必须首先提高自己的汉语语言运用能力；其次，

要严肃认真地对待翻译任务，翻译之前要查找资料、寻求指导，在翻译过程中要多查词典和参

考书，或者向母语人员询问；再次，译者要尽量成为“杂家”
②
，掌握尽可能多的常识背景，

了解有关的专业知识；此外，学校要改变教学模式，教学和实践相结合，培养更多合格的翻译

工作者。 

（2）理解历史 

传递民俗在旅游景点汉泰的翻译中，译员应深刻理解和认识历史典故，注重对专有名词的

理解和翻译，准确传递民俗风情等等。尤其对于旅游景点的翻译，不应仅仅满足游客的猎奇心

理，还应与文化相对接，让游客深入了解参观国的历史文化，这也是对外开放旅游的目的所在。

因此，地名尤其是旅游的景点地名翻时译要应保持文化个性，注重文化传承。 

                                                             
①王纯.旅游英语翻译浅谈.浙江旅游职业学院学报,2006,(3) 

②王君.旅游英语的特点及翻译的路径选择.外语学刊,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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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完善翻译市场 

加大管理力度旅游景点的文字是游客了解中泰国的一扇重要窗口。因此，要加强对旅游市

场的管理力度，健全监督机制，设立课题，统一校正、翻译旅游的书面和网上的文字。此外，

需要完善翻译市场，考察各翻译公司和个人的执业能力和资质，使翻译市场规范经营有序竞争。 

四、中泰旅游景点对译正确的必要性 

旅游汉语能够作为宣传泰国文化和吸引游客观光旅游的重要媒介
①
, 从而使泰国的文化传

统发扬光大。因此对中泰对译的正确性的研究对中泰之间的旅游具体实际性的意义，具体体现

在两国之间的经济上、文化方面的交流和影响。  

五、中泰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促使两国之间的旅游业进一步扩大发展，针对中泰之间对旅游景

点的中泰翻译要充分考虑到文化差异性。跨文化意识在旅游景点中泰翻译中运用对于促进游客

对参访国文化的理解有着重要的意义，必须引起重视。本文基于泰国当地对中国景点 30 多年

来依然存在旧式地方方言谐音汉泰翻译方式提出新的对译建议和标准，期待对规范中泰景点互

译起到一定的重视或借鉴作用。 

（1）本文尝试对 2018 年中国评选出最有影响力的中国 TOP50 景点的翻译结果的分析，分析

方式通过目前全球以及中国最大和泰国最受欢迎的翻译工具：谷歌翻译 (GOOGLE 

TRANSLATION)、维基百科翻译(WIKIPEDIA)、百度翻译、进行翻译结果后的对比和分析。 

（2）研究网络翻译系统的原因：今天人们在日常生活中遇到陌生的基础知识、生活常识，或

者想要了解一般的学术问题，最 通行的做法无外乎上 Google 或者直接查询维基百科了，在中

国的话，无人不晓的就是百度了。维基百科于 2001 年 1 月 15 日由威尔斯和桑格尔发布上线。

桑格尔命名了“维基百科”。最初只有英文版，很快就有了其他语种的版本，而且内容和编写

体例都有所不同。现有各种语种的维基百科版超过 290 种。据维基百科称，到目前为止，英语

版的维基百科已经上传的条目文章超过 550 万篇，是所有语种中文章最多的。如果将所有版本

的维基百科的文章加起来，已经超过了 4000 万篇。② 

在当今网络化的时代，维基百科已经彰显出了它巨大的威力与广泛的社会影响力。据统计，

每月上线登陆维基百科的人数大约在 5 亿人次。维基百科现在是全球最大、最受欢迎的网络工

具书，也名列全球最受欢迎的五大网站之列③。《时代》周刊赞扬说，由于其开放的编写政策， 

允许所有人来此创立词条和编写文章，使得维基百科成为了世界上最大，也可能是最好的百科

全书
④
。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也提出维基百科可作为学术资源： 

“维基百科作为学术资源可以引用，可以在学术研究与学术写作中加以广泛使用，这只是 

                                                             
①傅凌.旅游英语翻译中修辞和文化差异探讨.长春理工大学学报(高教版),2009 

②读与写杂志 ReadandWritePeriodical 2011 年 10 月 第 8 卷第 10 期 Vol.8No.10 October 

③《中国科学报》 (2018-01-30 第 7 版) 视角

http://zh.wikipedia.org/wiki/Wikipedia:%E6%96%B9%E9%92%88%E5%88%97%E8%A1%A8 

④李雪.文化差异视野下的旅游资料的英译研究[D].河北大学,2011. 

http://zh.wikipedia.org/wiki/Wikipedia:%E6%96%B9%E9%92%88%E5%88%97%E8%A1%A8
http://zh.wikipedia.org/wiki/Wikipedia:%E6%96%B9%E9%92%88%E5%88%97%E8%A1%A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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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问题。单就我所熟悉的人文与社会科学来看，在未来，越来越多的学者一定会将维基百科 

作为重要的文献资料来源加以引用。”
①
 

百度，作为中国最大的搜索引擎，百度的月独立访客量达到了 4.8亿，截至 2018 年 5 月，

百度在 Alexa 的排名上位于第四，中国互联网排名第一
②
，占全世界搜索引擎市场份额 12.3％

（居于第二位，仅次于谷歌）全球最大的中文搜索引擎
③
,请查阅附件表(一)和附表（二）。研

究 网络翻译系统结果附上表格。 

六、泰国因上个世纪汉语教育的将近 50 年的历史断层
④
，加上泰国汉语教育的水平局限导致对

景点 名称汉泰对译的正确性存在不少的错漏，基本上泰国地名和景点的泰汉或中国地名和景

点的汉泰翻译都是基于泰国华人或华裔尤其是广东、福建、香港和台湾侨居的学者的自行翻译
⑤
，这就存在着很多以地方方言，如潮州话、客家话、广东话和闽南话为谐音的翻译版本，本

文作者通过目前全球最有影响力的网络查询引擎维基百科、谷歌以及中国百度中国景点的对译

归纳出以下四类现状： 

1）音译法: 用地方方言音译而不是用中国官方的普通话音标翻译， 

潮州音    如：汕头 ซวัเถา、潮州 แตจ๋ิ้ว 、白马寺 แป๊ะเบ๊ยี่  ( ส าเนียงแตจ๋ิ้ว) 
客家话：  如：福建 ฮกเก้ียน 
广东白话  如：广东 กวางตุง้ 

英语版本  如：北京(Pekjing)ปักก่ิง、上海(Shanghai）เซ่ียงไฮ ้
2）意译法 如：长城 ก าแพงเมืองจีน 、颐和园 พระราชวงัฤดูร้อน(Summer Place)、天坛 หอ

สกัการะฟ้ 
一般的景点名称主要用意译法进行翻译，在某种情况下它与音译法相比更能保证资料的文

化信息不被削减，比如紫禁城 พระราชวงัตอ้งหา้ม  / / 故宫博物院 พิพิธภณัฑพ์ระราชวงั 和白马寺 

“วดัมา้ขาว”等。  

3）直译+意译法  有些景点涉及历史人物，需使用音意结合的译法 

 如：故宫 พระราชวงักูก้ง万里长城 ก าแพงหม่ืนล้ี    黄果树瀑布 น ้าตกหฺวงักัว่ชู่                    
布达拉宫 พระราชวงัโปตาลา，龙门石窟 ถ ้าผาหลงเหมิน秦始皇兵马俑 สุสานฉินส่ือหวง 

     孙中山纪念馆“พิพิธภณัฑ ์ดอกเตอร์ ซุน ยตัเซ็น （来自英语 Dr Sun Yat-sen Museum） 

山川河流的名称也用此法，如太湖“ทะเลสาบไท่  ” 、峨眉山“ภูเขาเอ๋อเหมย ์หรือ ภูเขางอ้
ไบ”๊、 长江：แม่น ้ าแยงซี  ( Yangtze River)等 

4）（音译加）解释法 泰国景点泰汉翻译  

如：ปราสาทสจัธรรม 真理寺(景区)/ 真理聖殿(Google translation)   

  วดัอรุณ黎明寺 （晓庙、郑王寺或郑王庙） 

                                                             
①http://news.sciencenet.cn/sbhtmlnews/2018/1/331870.shtm?id=331870 

②网站信息 https://www.alexa.com/topsites 

③张筱.泰国那空沙旺皇家大学汉语教学研究.云南师范大学,2014. 

④吴建平.泰国汉语教育与汉语推广现状、问题及对策.集美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2(02):65-69. 

⑤陈福康.中国译学史稿（修订本）.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9.  

https://www.alexa.com/topsites
https://www.alexa.com/topsites
https://www.alexa.com/topsites
https://www.alexa.com/topsites
https://www.alexa.com/topsi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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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วดัโพธ์ิ菩提寺（波寺/卧佛寺）     

         วดัสระเกศราชวรมหาวิหาร金山寺     

          วดัพระศรีรัตนศาสดาราม 玉佛寺 

泰国由于历史原因，直到目前对中国旅游景点依然没有明确的明文规定的翻译规则和标准，

还是停留在旧式翻译版本也就是多数根据中国地方方言谐音或国际用英语对中国知名景点而进

行 泰语翻译的情况还是比比皆是，多年以来，几乎所有涉及景点名称翻译的论文谈到翻译方

法时，都异口同声地声称“专名音译、通名意译”①。但是音译的景点名称建议能用中国官方

语言普通话发音来翻译，以达到跟中国和国际相一致，也期待泰国官方教育部门能有相应的硬

性要求和规定！ 

下面再次通过全球和中国排名第一的搜索引擎就 2018 年中国最有影响力的 50 个景点②的

翻译状况和结果罗列如下： 

三大网络翻译系统针对《2018 年中国 5A级旅游景区影响力排行榜 TOP50》中文翻译泰语

的结果如下： 
 

网络翻译

系统 

可翻译个数 翻译百分比 
翻译结果

正确个数 
翻译正确百分比 翻译错误百分比 

维基百科 18 36% 15 30% 70% 

百度 50 100% 30 60% 40% 

谷歌 50 100% 18 36% 64% 

 

《2018 年中国 5A 级旅游景区影响力排行榜 TOP50》最有影响力的 50 个景点，通过全球、

中国和泰国三种不同的翻译软件对这些景点的汉泰翻译状况做出如下阐述并得出如下结论。 

 1、从中国 TOP50 个景点汉泰翻译方式之一是音译法:  

有地方方言音译、普通话和英语注音这三种方式翻译，个例如下： 

潮州音 如：上海(Shanghai)เซ่ียงไฮ ้   海南 ไหหล า  
普通话 如：恩施 enshi  黄山 หวงซาน 杭州 หางโจว 深圳 เซินเจ้ิน  长白山 ภูเขาฉางไป๋ 

           武汉 หวูฮ่ ัน่敦煌 ตุนหวง 昆明 คุนหมิง 峨眉山 ภูเขาเอ๋อเหมย ์ 承德 เฉิงเต๋อ 
           青岛 ชิงเต่า 山东 ซานตง 青海 ชิงไห่丽江 ล่ีเจียง  桐乡 ถงเซียง  
           枣庄 จา้วจวง成都 เฉิงตู  青城 ฉิงเฉิง 黄龙 หฺวางหลง   桂林 กุย้หลิน 
           漓江 หล่ีเจียง  泰山 ไท่ซาน  云岗 หวนิกงั  大同 ตา้ถง   乐山 เล่อซาน 

             渭南 เวย่หนาน 苏州 ซูโจว  平遥 ผงิเหยา   威海 เวยไห่   三亚 ซานยา่ 
英语版本 如：阿勒泰 อลัไตคานาส(Altay Kanas)、上海(Shanghai)เซ่ียงไฮ ้

                                                             
①陆国飞.旅游景点汉语介绍英译的功能观。外语教学,2006（5） 

②网站:yuqing.people.com.cn/n1/2019/0201/c209043-30606237.html 人民网舆情数据中心发布《2018 年中国 5A 级旅游景区影

响力排行榜 TOP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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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奥林匹克 โอลิมปิกปักก่ิง(Olympic Beijing) 西藏 ทิเบต (Tibet)   

             布达拉宫 พระราชวงัโปตาลา(Potala Place)  哈尔滨 ฮาร์บิน(Habin) 

 2、维基百科(Wikipedia)对中国很多景点目前来说都还比较陌生，从中国 TOP50 个景点名

称中发现还有很多景点名称泰语词条没有进行翻译，只有 36%的景点能翻译出来，也就是未能

翻译的景点名称高达 64%。而且能翻译出来的不正确的景点高达 62%。如在中国甚至国际享

有名气的景点：上海野生动物园、上海科技馆、北京奥利匹克公园、敦煌鸣沙山月牙泉景区、

昆明市石林风景区、丽江市丽江古城景区、恭王府景区、桐乡乌镇古镇旅游区、成都市青城山

-都江堰旅游景区、桂林市漓江景区、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华山景区、杭州市千

岛湖风景名胜、苏州园林（拙政园、虎丘山、留园）等等都还未有泰语翻译深表遗憾，这些缺

陷对中国的旅游景区推广或促进中泰旅游业、经济和文化交流都造成不少的损失。期待有更多

人或译者能加入这些景点的翻译领域。 

3、通过翻译系统发现：即使百度翻译和谷歌翻译都能 100%的翻译出来，但是结果的正确

性令人失望，维基百科正确率只有 22%，而谷歌的翻译正确率只有达到 36%，百度稍微好一

些也只有 60%。但从翻译结果不难看出，维基百科和谷歌对很多景点都无法正确翻译，很多地

名或景点名称都只能用拼音或国际语言英语来注音而已。如下所列： 

3.1 谷歌汉泰翻译景点的最大特点是使用： 拼音+英语翻译（音译类） 

恩施大峡谷：Enshi Grand Canyon        阿勒泰地区喀纳斯景区：จุดชมวิว Altay Kanas   

长白山景区：บริเวณจุดชมววิ Changbai Mountain   武汉市东湖景区：จุดชมวิวหวู่ฮัน่ East 

Lake   

昆明市石林风景区：จุดชมววิ Kunlin Shilin      

乐山市峨眉山景区：Leshan City, จุดชมวิว  Emei Mountain  

河北承德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景区：Hebei Chengde Mountain Resort และวดัโดยรอบ  
  恭王府景区：จุดชมวิว Gongwangfu    陕西渭南华山景区：จุดชมววิ Weinan Huashan  

杭州市千岛湖风景名胜区：พ้ืนท่ีจุดชมวิว Qiandao Lake    

安徽省芜湖市方特旅游区：พ้ืนท่ีท่องเท่ียว Fonta/ Fangte Tourist Area, Wuhu City,Anhui 

Province 

酉阳桃花源旅游景区：จุดชมวิว Xiangyang Taohuayuan 

四川省阿贝州黄龙景区：Huanglong Scenic Spot, Abbe Prefecture, Sichuan Province 

黑龙江黑河五大连池景区：เฮยหลงเจียง Heihe Wudalianchi จุดชมวิว 
3.2 通过谷歌翻译出来的结果导致泰国人或游客对中国这些知名的景点增加模糊概念，甚

至增加更多的不理解，导致对那些不懂得英语或汉语拼音的泰国人对中国景点不清晰的后果，

翻译的目的和效益是需要通过翻译后推广更多的旅游景点或知名地方给泰国人，但是这样的翻

译结果是真实不如意的，翻译后的信息没有正确发出。所以不难知道这是一个不能拿来推广或

使用的翻译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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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百度翻译也出现了一下的错误翻译，除了意思的翻译错误也有通过英语谐音的注音，

导致翻译的意思不完全正确的较多。如以下个例： 

4.1 故宫博物馆：พิพิธภณัฑพ์าเลซ  
分析：พิพิธภณั 是博物馆意思，但是 พาเลซ 是英语的 Palace 的谐音，若泰国人不懂这个

Palace 那么也就不懂这个景点的翻译真正指的是哪个博物馆了 

4.2 恩施大峡谷景区：enshi แกรนดแ์คนยอนจุดชมวิว 
分析：enshi  是恩师的汉语拼音，但是 แกรนดแ์คนยอน是英语的 grand canyon 的谐音，这

种汉语拼音加上英语注音的翻译手法，相信很多泰国人不能真正懂得这个名称所指何地，更不

要说了解这个景点的特色了。 

4.3 敦煌鸣沙山月牙泉景区：ดวงจนัทร์เส้ียวฤดูใบไมผ้ลิในตุนหวง mingsha ภูเขา 
分析：ดวงจนัทร์เส้ียว 是月牙或月亮不圆满的意思，ฤดูใบไมผ้ลิ 是春天的意思，这里翻译

的意思是：弹起或鸣叫，ตุนหวง是敦煌，mingsha ภูเขา是指鸣沙山用拼音和泰语意思结合。诸

如此类的还有昆明市石林风景区：คุนหมิง Shilin จุดชมวิว；乐山市峨眉山景区：จุดชมววิภูเขาเม
มีใน Leshan เมือง；河北承德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景区：วิลล่าฤดูร้อนใน Chengde Hebei และพ้ืนท่ี
รอบๆวดั；海南省三亚市蜈支洲岛旅游区：การท่องเท่ียวพ้ืนท่ีเกาะ Wuzhou Sanya เมืองไหหล า；
恭王府景区：จุดชมวิว gongwangfu；嘉兴市桐乡乌镇古镇旅游区：ถงเซียง Wuzhen เมืองเก่า
ท่องเท่ียวพ้ืนท่ีเมือง Jiaxing；三亚市南山文化旅游区：Sanya Nanshan วฒันธรรมการ；枣庄市台

儿庄古城景区：จุดชมวิวของเมือง Taierzhuang เมืองโบราณ；成都市青城山-都江堰旅游景区：

เฉิงตู Qingcheng ภูเขาท่องเท่ียวจุดชมวิว；四川省阿贝州黄龙景区：huanglong จุดชมวิวในจงัหวดั
เสฉวน；酉阳桃花源旅游景区：แหล่งท่องเท่ียวจุดชมววิ Yuyang taohua 

非常明显百度的翻译是尽可能的想翻译出每个字词的意思，但是中国景点的名称有它特定

的文化特性是目前百度系统无法翻译和理解的，因此导致翻译后的结果是意思不连贯和词不达

意的效果，也有翻译完全错误的例如：苏州园林（拙政园、虎丘山、留园）译成：สวนในซู
โจว(สวนการเมืองโง่/เนินเสือ/สวน)这种专有名称的名称翻译是不能用意译方式来翻译，建议最

好还是音译方式。不然翻译后的效果是达不到翻译目的和效益。 

研究小结：通过系统翻译结果显示中文翻译泰语的三大翻译软件只有百度翻译的正确率高

达 60%，其余维基百科和谷歌翻译的正确率都达不到 37%，三大翻译系统的方式采取音译+意

译的方式高达 100%，而系统翻译的结果可以看出音译部分已经用中国官方语言普通话发音的

注音或者是国际语言英语的音译为主，说明三大翻译系统的音译翻译方式趋于国际化和中国官

方化。这是借助于中国官方对于地名名称的拼音注音规定所产生的结果。 

三大网络翻译系统针对<2018年中国 5A级旅游景区影响力排行榜 TOP50>泰语翻译中文的

结果如下： 

网络翻译

系统 

翻译个数 翻译百分比 翻译结果正确个数 翻译正确百分比 翻译错误百

分比 

维基百科 18 36% 14 28%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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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度 50 100% 26 52% 48% 

谷歌 50 100% 18 36% 64% 

通过系统翻译结果显示泰语翻译汉语的三大翻译软件只有百度翻译的正确率高达 52%，维

基百科只有 28%，谷歌泰汉翻译的正确率也只有 36%.通过分析汉泰互译结果不难发现：谷歌

翻译软件的汉泰互译系统的正确性是想对应的，也就是若是汉泰正确的翻译结果，对应过了泰

汉翻译结果也会是正确的。 

但是景点汉泰翻译通过维基百科软件系统其翻译正确率是 30%，百度是 60%，但是这些

景点翻译从相应的系统用泰汉翻译的正确性有明显变动，维基百科汉泰翻译是 30%，但从泰语

翻译成汉语正确率是 28%，有 2%的不相应不等值翻译，其中有一个景点是三亚市南山文化旅

游区汉泰译成 ซานยา่วดัหนนัซาน，但是当把这个泰语名称译成汉语的时候结果显示是三亚市，

这显然是错误的； 

而百度系统的汉泰翻译正确率是 60%，到了泰汉翻译仅存 52%，有 8%的不相应不等值翻

译的结果。百度翻译系统的汉泰互译有以下的现象： 

1.汉泰翻译的错误结果也导致泰汉翻译的错误结果，例如：天坛译成 แท่นบูชา，但是当泰

语的天坛译成汉语时就成了：祭坛；还有乐山市峨眉山景区译成泰语：จุดชมวิวภูเขาเมมีใน 

Leshan เมือง 当从泰语译成汉语时就成了：乐山市梅米山风景区；更多汉-泰-汉翻译错误的例

子有：河北承德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景区 วิลล่าฤดูร้อนใน Chengde Hebei และพ้ืนท่ีรอบๆวดั 河

北省承德及周边地区的避暑别墅；山东青岛崂山景区 พ้ืนท่ีภูเขาลาวในชิงเต่ามณฑลซานตง -山
东青岛老挝山区；海南省三亚市蜈支洲岛旅游区 การท่องเท่ียวพ้ืนท่ีเกาะ Wuzhou Sanya เมือง
ไหหล า--海南省吴州市三亚岛旅游区等等。 

2.汉泰翻译的错误结果但是泰汉翻译正确结果，例如：黄山风景区译成：Huangshan  

จุดชมววิ,然后系统互译从泰语翻译为汉语然后还是：黄山风景区，更多个例如：昆明市石林风

景区：คุนหมิง Shilin จุดชมวิว--昆明石林风景区；四川省阿贝州黄龙景区：huanglong จุดชมวิว
ในจงัหวดัเสฉวน--四川黄龙风景区等等，说明百度翻译系统对汉语拼音的泰汉翻译还是比较正

确的翻译。 

3.从百度翻译系统还可以发现一个现象：即使汉泰翻译正确，但是反过来从泰汉翻译有出

现错误的情况。例如：桂林市漓江景区译成泰语：จุดชมวิวกุย้หลินล่ีเจียง，但是当反过来从泰语

译成汉语时就成了：桂林丽江风景区，看出对某些同音或相近的拼音还未能正确互译。还有泰

安市泰山景区译成：จุดชมววิทาร์ซาน，从泰语译成汉语又成了：泰山的观点；山东威海刘公岛

景区译成：จุดชมววิเกาะหลิวกงเวยไห่，从泰语再译成汉语也成了：威海岛的观点；等等实例可

以发现百度系统也不能很好的理解泰语的一词多义的翻译。 

只有谷歌的汉泰和泰汉互译的正确是是一致的，其汉泰翻译互译的结果的正确率都是 36%。

但是一样存在这跟百度翻译类似的情况和问题。也就是这三种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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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汉泰翻译的错误结果也导致泰汉翻译的错误结果，如：深圳华侨城旅游度假区译成泰语：

เซินเจ้ินเมืองท่องเท่ียวของจีนในต่างประเทศ，再从泰语译成汉语就成了：深圳，中国的外国旅游 

城市；敦煌鸣沙山月牙泉景区译成泰语：จุดชมวิวหวงหมิงหมิงชาภูเขาเครสเซนตส์ปริง，再次译

成汉语为：黄明明茶山景点，新月泉，汉泰互译的结果是错误非常明显了。 

2.汉泰翻译的错误结果但是泰汉翻译正确结果，如：四川省阿贝州黄龙景区译成汉语拼音

加上英语翻译成了：Huanglong Scenic Spot, Abbe Prefecture, Sichuan Province/พ้ืนท่ีจุดชมวิว
หวางหลง，再次从泰语翻译结果译成汉语是：四川省阿贝州黄龙风景区，谷歌翻译也是一样可

以比较好的译成汉语拼音或英语谐音的汉泰互译结果 

3.汉泰翻译正确，但是反过来从泰汉翻译也有出现错误的情况，如：山东青岛崂山景区译

成：จุดชมววิชิงเต่าเลาชาน，从泰语译成汉语成了：青岛老陈观点；嘉兴市桐乡乌镇古镇旅游区

译成泰语：แหล่งท่องเท่ียวเมืองโบราณอู่เซ่ถงเซียงเมืองเจียซิง 是可以接受的，但是从泰语译成汉

语就成了：旅游胜地，古城，无锡桐乡，嘉兴市，就已经体现不出中国景点的特色和文化因素。 

更多具体内容和结果请查阅附件表格（二）、表格（三）、表格（四）的详细翻译结果和

分析表。 

可见软件的汉泰互译翻译系统还存在很大的问题，尤其是对景点名称依然还是存在很多争

议和翻译不正确的结果，至少目前是不能支持或推广实际参考和使用。但是就目前状况已经有

大数量的游客或翻译人员在借鉴和参考，导致翻译后的结果就是无法达到最终的目的。仅从中

国最受欢迎的 50 个知名对景点的翻译结果和分析看，目前还是不可信或不可实行中。 

表格二、表格三、表格四的分析结果如下： 

三大网络翻译系统对<2018 年中国 5A级旅游景区影响力排行榜 TOP50>汉泰互译的结果如

下： 

网络翻译

系统 
翻译个数 翻译率 

汉泰翻译正

确百分比 

泰汉翻译正

确百分比 

翻译正确率

差值百分比 

汉泰互译等

值百分比 

维基百科 18 36% 30% 28% 2% 98% 

百度 50 100% 60% 52% 8% 92% 

谷歌 50 1005 36% 36% 0% 100% 

通过系统翻译结果显示汉泰互译的结果如下： 

1.通过三大翻译软件翻译的结果显示只有百度和谷歌的翻译率高达 100%，维基百科的翻

译率不到一半或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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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只有百度翻译软件的互译正确率高达 52%，也就是超过一半，而维基百科和谷歌的翻译

互译正确率不到 40%，明显可见软件的汉泰互译翻译系统还存在很大的问题，尤其是对景点名

称依然还是不可以拿来实际参考和使用。 

3.无论三大翻译系统中依然看到不少翻译内容会引起疑惑，尤其是景点名称正确的的翻译，

谷歌的音译翻译基于汉语拼音加上英意译翻译方式为多，对于不懂英语或汉语拼音的人群对于

翻译的结果会有很大的理解困难，即使翻译是正确的；反观百度翻译系统就更多趋于地名音译

基于汉语拼音的音译，当然也还有有不少地方翻译错误，需要指正或更正的。但是就目前状况

已经有大数量的游客或翻译人员在借鉴和参考①，导致翻译后的结果就是无法达到最终的目的。

从翻译结果和分析看，目前几乎所有的翻译网络系统还是不可信或不可实行的状态。 

七、结论 

在旅游过程中,旅游者在旅游活动中的消费,大多都是对旅游文化的一种消费
②
。因此, 在

促进这种旅游文化的消费和对美感的享受上是一种至关重要的因素, 旅游汉语语在宣传本地文

化的基础上, 提炼了美学的有关元素, 能够表达更加独特的文化内容。中泰两国善良勤劳的人

民在开发与建设美丽富饶的国家的同时,也留下了许多的文化古迹,独具自身特色的风土人情,

手工艺品以及许多的美味佳肴,这种山水美景和历史文化经过巧妙的结合,就形成了一个独具特

色的旅游文化。汉泰旅游景点正确的互译能够作为宣传中泰两国的文化和吸引游客观光旅游的

重要媒介, 从而使两国的文化传统得与发扬光大。因此对中泰景点互译的正确性的研究对中泰

之间的旅游具体实际性的意义，具体体现在两国之间的经济上、文化方面的交流和影响。 

旅游景点名称涉及食、住、行、游、购、娱等个方面，旅游汉泰翻译承载着中泰文化交流

的使命，不仅需要译员提高自身素质，认真对待翻译工作，也需要政府和相关部门完善旅游翻

译的组织和管理，更多的是可以引起不断的重视以及达到政府有强制性的执行，这样才能将更

准确地传递两国文化，吸引更多的游客，必将为两国之间旅游业带来一个更大的发展机遇。尤

其是对于旅游景点的正确泰汉互译，势必会给国家旅游业带来更进一步的广泛发展。 

景点翻译主要偏重对文化内涵的理解
③
。寓意深刻，诗情画意的汉语景点翻译是专名翻译

里最难得一种
④
。有的人总结了景点翻译之难有十最：“最难以理解，最容易出错，最难以表

达，翻译的人最多，翻译不好的人最多，翻译错误的人最多，将错就错的人最多，文化及语言

传播方面的负影响最大，最难以量化”
⑤
。为了适应游客需求，准确的找出中泰语言之间存在

的文化与风俗之间的不同，获得切实可行的旅游翻译方法与准则，采用了先进的有一定指导意

义的“功能对等以及目的论”
⑥
理论为总体思想。这样做不但可以让文章保持原有的思想，贴 

                                                             
①吴建平.泰国汉语教育与汉语推广现状、问题及对策.集美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2(02):65-69. 

②李雪.文化差异视野下的旅游资料的英译研究[D].河北大学,2011. 

③林玉华:《从文化角度看旅游景点名称的翻译》[J],重庆交通大学学报 2008 年第二期 

④金惠康.跨文化旅游翻译探讨[J].上海翻译,2007,(1). 

⑤陈福康.中国译学史稿（修订本）.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9. 
⑥殷丰立.德国翻译目的论和严复“信达雅”理论比较.学术研讨,20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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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实意，帮助表达原作者以及原文章的含义。也能综合考量文化差异，让翻译更加易于理解，

使得翻译的水平得到了提升。 

通过全球最有影响力的网络查询引擎维基百科、中国第一搜索引擎百度和泰国当地搜索引

擎谷歌等翻译工具就景点的汉泰互译翻译提出以下建议： 

1）音译法:建议使用中国通用的普通话音标翻译，而南方地方方言的音译法也可以归入约

定俗成的一类，尽量避免同时使用英语谐音翻译，必要注明时，建议解释为曾译名一类。以求

翻译的结果达成全国一致，国际也能通用。此类词语多为地方名称为主。 

2）意译法 如：长城 ก าแพงเมืองจีน    颐和园 พระราชวงัฤดูร้อน（Summer Place） 

              天坛 หอสกัการะฟ้า  
一般的景点名称主要用意译法进行翻译，在某种情况下它与音译法相比更能保证资料的文

化信息不被削减，比如紫禁城 พระราชวงัตอ้งหา้ม  / / 故宫博物院 พิพิธภณัฑพ์ระราชวงั 和白马寺

“วดัมา้ขาว”等。 建议此类词语也可以用普通话注音翻译，然后备注曾用译名为意译方法的

译名。 

3）音译+意译法  有些景点涉及历史人物，需使用音意结合的译法， 

如：布达拉宫 พระราชวงัโปตาลา，龙门石窟 ถ ้าผาหลงเหมิน秦始皇兵马俑 สุสานฉินส่ือหวง 
山川河流的名称也用此法，如太湖“ทะเลสาบไท่ ”、峨眉山“ภูเขาเอ๋อเหมย ์ หรือ ภูเขางอ้

ไบ”๊、 

4）对于泰国景点泰汉翻译建议使用音译+意译，有关地方名称也尽量使用音译，历史原因

已经约定俗成的名称亦可备注为曾译名注明解释  

如：ปราสาทสจัธรรม 真理寺(景区)/真理聖殿(Google translation)或音译为：巴刹真理寺   

วดัอรุณ黎明寺（晓庙、郑王寺或郑王庙）或音译为：瓦阿伦寺 

วดัโพธ์ิ菩提寺（波寺/卧佛寺）或音译为：哇珀寺 

5）对于约定俗成的某些错误翻译，建议可以修正和更改并备注曾译名，如： 

แม่น ้ าเจา้พระยา建议译成：昭帕雅母亲河或昭帕雅河，曾译名为：湄南河 

6）对于历史旧名翻译的景点或地名建议亦可修正并注明曾译名，如：长江 แม่น ้ าแยงซี
เกียง 因长江的曾用名是扬子江，而这个名字在中国已经纳入历史名称，因此泰语的翻译应为：

แม่น ้ าฉางเจียง，然后备注泰语曾译名为：แม่น ้ าแยงซีเกียง 
景点汉泰对译正确的标准和规范，对于提高旅游泰语翻译的整体水平，对于改善景点名 

称的互译状况，加快和推广更多两国之间的旅游资源，吸引更多的游客到各地旅游观光，促进

中泰两国尤其泰国旅游业大面积地持续发展具有极大的推动作用。翻译正确性的推广和提升，

对中泰两国的旅游业有更进一步的直观推广和实际意义。 

关于旅游景点名称汉泰互译的规范化或正确性研究在泰国较少，景点名称是具有份识别功

能、指向功能和诱导功能的一种特殊地名，与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泰国在翻译中国地名和景

点名称时应当注重展现中国文化中的异质元素，凸显文化价值，而不仅仅是简单地传达原文字

面意思。目前，泰国对于中国景点名称泰译过份偏重译意，不仅导致译名丧失民族文化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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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导致大量误译。景点名称翻译应当注意保持文化异质性与信息性之间的相对平衡。“全名

译音+通名译意”不失为一种可取之策。  

期待本文提出的翻译建议，对各界就汉泰景点互译的正确性和规范性引起更多的重视，使

更多汉泰互译业内工作人员更加注重翻译的质量，在实践工作中不断总结经验和理论，真正做

好旅游翻译工作，为促进中泰两国旅游业发展付出一份力量。由于与本论文相关的问题在泰国

的研究还极少，与之相关的资料更是甚少，可借鉴的研究模式以及方法论的层面上也存在一定

的限制，尤其景点名称汉泰互译在泰国没有一个强制性的政府或官方行为，导致中泰国旅游景

点的名称汉泰互译参差不齐，几乎没有一个完整的翻译标准和规范。 

旅游景点名称犹如景点的招牌，是旅游的向导。拥有一个好的旅游景点名称就如同打了一

个好的广告，对提高旅游地知名度，增加旅游地的人气指数，促进旅游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作

用。汉泰旅游景点的翻译可以参考和结合汉英翻译的原则与方法，综观中国和泰国旅游翻译的

现状，进一步促进中泰两国旅游景点互译的研究有很大的意义和借鉴作用。 

综上所述,在旅游汉泰或泰汉语翻译中,最主要的一个目标就是能够在实践中进行更多的归

纳和分析，结合多种翻译理论，找出更多正确的翻译方法，一定程度上减少中泰方文化的差异,

使旅游汉语翻译能够更加符合旅游业的发展,把中泰两国的文化相互交流、引申和推广,扩大自

身的影响力,为两国的旅游业奠定坚实的基础。尤其是能够重点把对泰国各个特色的旅游景点

名称用正确的翻译标准译成中文，以引起泰国政府和官方的大力重视，在泰国政府的力量下进

行规范性和标准性的汉泰互译，有了政府的强制性执行，必将会大力推广到中国更多游客市场，

以吸引更多的中国游客到泰国各地进行观光和度假，势必为泰国的旅游业做出一定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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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莫言小说中利用人物名字和外号制造的幽默 

An Analysis of Mo Yan’s Humor Portrayed by the Characters of Memorable names 

and Nicknames 

姚月燕 

（云南师范大学 云南华文学院，中国 昆明 650500） 

摘要：莫言作为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不仅是当代中国文学的旗手，也是亚洲和世界文

学的旗手。与此同时，他更称得上是一位名副其实的语言幽默大师，他小说中的语言诙谐生动，

令人忍俊不禁。他善于采用多种手法来构建幽默，其中利用给人物起名和起外号就是他构建幽

默的独特方式之一，本文主要探讨了莫言小说中的人物名字和外号所富有的幽默性，重点分析

了莫言小说中幽默的人物名字和外号的构建方式，同时也从深层次上挖掘了莫言设置这些幽默

名字和外号的原因。通过以上分析，使读者可以更好地理解莫言小说中幽默的名字和外号，理

解这些名字和外号所承载的意义，从而进一步激发对莫言小说中幽默的研究兴趣。 

关键词：莫言；幽默；人物名字；外号；设置原因； 

 

Abstract: Mo Yan’s influence on literature in Asia and around the world is notable. He is the 

popular contemporary Chinese author who attracted the attention of the world by winning the Nobel 

Peace Prize. Furthermore, he is a master humorist who writes in a unique style. In his novels, he uses 

various approaches to develop humor effectively. For example, one technique he utilizes is using 

memorable names and nicknames for characters. This paper mainly discusses the humor portrayed by 

the characters of memorable names and nicknames, especially,focuses on the analysis the formation of 

memorable names and nicknames of humorous characters in Mo Yan’s novels. At the same time, this 

paper also explored the reasons why Mo Yan creates these memorable names and 

nicknames.Hopefully, the analysis contained in this paper will enable readers to learn more about Mo 

Yan’s novels and better understand the humor embodied by the character ‘names’. Additionally, it is 

also hoped that readers will learn more about Mo Yan’s novels and gain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unique artistic methods that Mo Yan adopts to create his humor,understand the meanings carried by 

these memorable names and nicknames, and further stimulate the interest in the study of humor in Mo 

Yan's novels. 

Keywords: Mo Yan; The humor; The memorable names; The nicknames; The reasons 

 

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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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作为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在中国当代文坛上的影响力是有目共睹的，他不仅是一 

位卓越的文学大师，更是一位高超的语言幽默大师，他的小说极富幽默性。那么怎样才算是幽

默呢？ 

幽默的语言一般都是机智、巧妙的，充满智慧和哲理，表现出了说话者的思想修养、经验

学识。索振羽先生在他的《语用学教程》中认为幽默总的来说是语言的幽默，幽默的语言主要

包括三个特征：不谐调性、情趣性和适切性。 

不协调性是幽默的首要的、不可或缺的特性。幽默的秘密就在于合乎常规的内容采用了超

常规的形式或合乎常规的形式负荷了超常规的内容，引起心理能量骤然释放而发笑。① 

情趣性的浓淡是衡量幽默作品优秀与否的重要标准之一。幽默的情趣性不是那种优美或壮

美的情趣，而是一种谐美情趣，它充溢着着轻松、愉快、戏谑、嘲弄，永远伴随着“笑”的浓

烈情趣。② 

适切性则是说幽默必须适切语境，要注意交际对象的身份，区分不同的交际场合。还要求

巧妙地利用语境：关注新出现的情况，触景生情，临场潇洒发挥，妙语成趣。③ 

莫言在小说中不仅运用极其奇巧、极富创造性和生命力的语言为我们呈现了一席语言上的

幽默盛宴，奇思妙想让人赞叹不已，而且还体现在人物塑造方面，莫言更是别出心裁地为他笔

下的人物起了一个个幽默诙谐的名字，或引用人物身体部位取名，或根据人物外貌特征取名，

或给人物起就幽默风趣的外号等，形形色色，千奇百怪，不合常规，为他的幽默小说世界增添

了一道道绚丽的色彩。同时他那些别具特色的幽默名字外谐内庄，渗透着他独特的生命体验，

更反映出他对人物命运的深切关照，以及对当下社会的理性思考，极富象征意义和文化内涵。 

一、莫言小说中幽默的人物名字 

莫言小说中充满幽默性的人物名字形形色色、丰富多彩，但莫言并不是随意起就的，常遵

循一定的规律。他总是在符合人物性格、身份和特征的基础上别具匠心地打破当今流行的起名

风俗为这些人物增加了一笔幽默色彩。 

总的来说，莫言主要通过以下几种方式来使人物名字富有幽默性的。 

1. 用身体部位为人物起名。 

随着人们物质生活和文化水平的提高，名字更变成了一门人人不得不讲究的学问，生辰八

字、星座运势都被考虑其中，父母们翻烂了词典、想破了脑袋只为自己的孩子能有一个好名字，

好名字里寄寓了父母对孩子未来的期望，尤其现在的家庭独生子女居多，孩子的名字更是显得

尤为重要。随着日韩时尚剧的风行，在人人皆以有一个充满韩味、洋气十足的名字为傲的当下，

莫言却一反常规为他小说中的名字绘就了一副人体生理结构图，按人体的器官或身体部位为名

字命名，这种非常规的人物命名方式和当下别致媚外的起名习俗形成强烈的反差，因此人物未

出场，光是人物名字已经让人觉得滑稽好笑了。 

                                                             
①索振羽:《语用学教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年,第 100 页. 

②索振羽:《语用学教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年,第 101 页. 

③索振羽:《语用学教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年,第 102-103 页. 



432 

2019 年第二届国际中国学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Proceedings of the 2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hinese Studies 2019 

 

 

代表性的当属他的长篇小说《蛙》，这篇小说可谓莫言的呕心沥血之作，光是看人物名字

就已经让人感觉幽默可笑之极。小说中的大部分人物都是以身体部位和人体器官名字，如王肝、

王胆、李手、陈鼻、陈额、袁腮、袁脸、肖上唇、肖下唇、吕牙、杜脖子、万心、郝大手、五

官、陈耳、张拳、陈眉、万足等，几乎用人物名字为我们画出了一张人体结构图。读罢甚至让

人怀疑莫言是不是真地看着一张人体结构图来设计人物名字的。人物的命名和现在的取名习惯

相背离，透露出一股土俗、卑贱之气，相当的新鲜奇特，且符合乡土农村语境，读来滑稽可笑。 

同时人物也非常巧妙地体现出了人物外貌特征、人份职业、角色地位及人物之间关系。如

全文主要给我们讲述的是一个农村妇产科医生的故事，被称为“姑姑”的万心贯穿小说的始终。

而名字中的“心”在人体中的重要性可谓是众所周知，有形之心主宰着人体的整个生命活动，

被称为“五脏六腑之大主”，无形之心则是灵魂的别名，指向人的精神世界，可见莫言给人物

取名构思之缜密。 

再如肝胆互为表里、关系密切常被人并提，因此小说中王肝和王胆设置为异卵双胎。小说

中更设置了王肝舍身巧救王胆躲过计生队伍的追捕这一情节，更体现了王肝“肝胆过人”、

“肝胆相照”的兄妹情意。人物名字既和人物关系相对应，又体现出了名字的精神风蕴，幽默

之外又巧妙之极。 

还有人体中唇又上下之分，本就一体，因此莫言也巧妙地利用这样的关系特征把小说中的

肖上唇和肖下唇设计为父子关系。另外唇舌本来就有言辞之喻，因此带有“唇”的人物定能巧

言善辩，小说中的肖上唇、肖下唇也是如此。肖上唇满嘴下流话爱耍流氓，并好胡搅蛮缠，曾

多次上访污蔑“姑姑”把他的性功能破坏。肖下唇更是善于污蔑造谣，说“姑姑”是因为没结

过婚变得变态、嫉恨别人夫妻双双才发明的绝户计——给男人结扎，更污蔑“姑姑”是国民党

特务的姘头。人物名字和人物的关系、人物特征密切对应，既诙谐又巧妙。 

陈眉的名字更是符合人物的外貌特征。“眉”字自古就和美女有很密切的关系，在《西京

杂记》卷二中有“文君姣好，眉色如望远山，脸际常若芙蓉，肌肤柔滑如脂……”①“远山眉”

即形容女子容颜娇媚。“眉”也通“媚”，《释名·释形体》中言道：“眉，媚也，有妩媚

也。”②现代人也常用“眉清目秀”、“眉目如画”、“柳叶弯眉”这样的词来形容秀气美丽

的女子，而且网络上又流行“美眉”一词，也用来借指美女。由此可见，古往今来“眉”这个

字跟“美女”有何其密切的关系。莫言在人物设置时也巧妙地把陈眉描绘成高密东北乡最美丽

的女子，有着模特儿般的身躯，有着两条高密东北乡最美的眉毛，是“羊群中的骆驼，是鸡群

里的仙鹤”③，被父亲陈鼻的眼中更是可以成为王妃的人，因此莫言在给人物取名时是特别讲

究的。 

手是人身体的重要部位，另外手还指人的本领、手艺，郝大手是高密的泥塑大师，捏出的

泥娃娃独一无二，充满神奇的生命力，能捏出别人未来孩子的模样，因为有着一双这样的神奇 

                                                             
①李土生:《土生说字第 11 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 年,第 197 页. 

②李土生:《土生说字第 11 卷》,第 197 页. 

③莫言:《蛙》,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12 年,第 20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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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手，故莫言把人物的名字和人物的职业技能联系在一起取名为郝大手。人物名字符合人物身

份，充满情趣，而且和当今人物取名的习惯不一致，所以显得幽默。 

鼻与额相连，鼻在额的下部，陈鼻又与生俱来一个大鼻子，所以莫言设置陈额与陈鼻为父

子关系。额在脸部正中，高于脸部的其他部位，因此莫言在设计人物角色时，陈额的身份条件

也比其他人物优越。首先文化水平比较高，识字很多；其次经济条件好，“解放前就有良田百

亩，开着烧酒作坊”①；再者精神生活也丰足，一人双妻。可见莫言在设计人物角色时也是细

心琢磨，很费了一番心思。 

脸统帅着面部全局，因此袁脸被作者巧妙地设定身份为村支书。脸的两旁为腮，而且素有

“脸腮”一词，即腮颊，可见脸与腮的关系非常紧密，因而袁脸与袁腮被巧妙地设置为一对父

子。另外还有因为有两条大长腿而被取名的万足，至于杜脖子、吕牙等人，虽文中没有做太多

的交代，但我们从他们的名字也能大概地猜出其人其性。  

从以上对莫言小说中人物名字的分析可以看出，莫言心思是何其缜密，对每一个人物名字

都做了非常巧妙的布局，它笔下的人物犹如他指间的棋子，一棋一子置于何处都在他的掌控之

中，所投之处恰到好处，棋棋相连又融为一体，绘就了一幅高密东北乡的风土人情画。 

2. 用鄙琐的家畜动物为人物起名 

另外莫言的很多小说中还喜欢用家畜动物为人物取名，以现在的取名习惯来看不免有些丑

陋、粗俗，很多字都是取名忌讳用的，如《蛙》中的蝌蚪。蝌蚪是万足的笔名，蝌蚪与人的精

子形状非常相似，代表了旺盛的生殖能力。这也照应了他荒唐的人生经历，基于传宗接代的使

命，被偷采去了蝌蚪，使一个曾经抱过、差点成为自己女儿的女孩怀上了自己的孩子，名字紧

扣人物形象，巧妙中又包含对人物命运的讥笑。此外还有《蛙》中的象群、小金牛，《草鞋窨

子》中的大白鹅，《苍蝇·门牙》中的骡子等。这种起名方式一般采用比拟的手法把人拟成鄙

俗猥琐的动物，人为地降低人的尊严，使崇高的人类卑贱化，再加上与人物的形象、性格或行

为某一方面非常相符，使人物更加形象，富有画面感，从而宣泄了内心的压抑情绪，产生了幽

默效应。 

3. 极度夸大人物荒谬期望的方式为人物起名 

家长们常常把自己的内心期望寄寓于孩子的名字之中，希望孩子会朝着名字中所蕴含的目

标努力奋进，时时鞭策和激励他们，同时也侧面激励自己，期望梦想成真，终圆自己所愿。有

的人期望比较大，像期望国富民强之类，如“国泰”、“民昌”，有的人则期望事业有成、博

学多才，如“国栋”、“建功”、“良才”、“文博”，还有的人则期望自己财源滚滚、吉祥

如意，如“永昌”、“富贵”、“庆祥”等，还有好多人则期望自己人丁兴旺、儿孙满堂，但

一般表达起来词正意吉，高雅别致，避免流俗，富有正能量，但莫言在《丰乳肥臀》中的一系

列人物则给我们夸张地传递了另外一个意思，如上官家的七个女儿——来弟、招弟、领弟、想

弟、盼弟、念弟、求弟。这七个名字同有一字“弟”，而且名名相连，意义递进，强烈地表达

                                                             
①莫言:《蛙》,第 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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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一个起名者的急切期望——生儿子。这些名字单独一个拿出来我们还不算太稀奇，但当七

个名字排列成串，一口气读出时方才感觉上官一家那种不得儿子誓不罢休的咄咄气势，女儿的

名字非常随意，而她们的名字只是一个过度、一种表达愿望的方式，最终的指向是下一个——

儿子，这种起名的方式极度夸大了一个荒谬期望，为了达到这个愿望甚至到了使人性扭曲变形

的地步，和我们追求内涵丰富、意义积极的起名习惯相悖，因而显得非常夸张可笑。这些名字

荒唐可笑的背后也侧面反映了传统的重男轻女观念对人思想的腐蚀，女人在这种观念下始终背

负着传宗接代的重任，女人已不可谓为人，只是一个生儿育女的机器，让人不觉慨叹其命运的

多舛，在笑过之后更多的是欲为之拭泪的心酸。 

4. 过度强调时代背景为人物起名 

在莫言的小说中还有一些特别强调时代背景的名字，如小说《生死疲劳》中根据当时的时

代背景取就的名字：庞抗美、蓝解放、黄互助、黄合作、改革、开放等。《生死疲劳》这部小

说通过一个被冤杀的地主经历的六道轮回，关照了中国农村 50 年的历史蜕变，动物的叙事视

角令人咀嚼不尽，连人物的姓名也是别出心裁。“抗美”源自抗美援朝，“解放”源自解放战

争，互助合作源自 20 世纪 50 年代在中国农村开展的农业互助合作运动，“改革”和“开放”

则源自 1978 年在中国实行的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政策。莫言的对人物名字的设计也是根据

人物的时代背景来的，抗美、解放、互助和合作是同年代的人，根据的历史事件也都是发生在

四五十年代，改革和开放是同年代的人，名字也是根据 70 年代末的改革开放，名字与历史事

件的时间断代巧妙地结合，非常地契合。在当时人的眼里这样的名字并没有那么的新鲜稀奇，

听起来也并不会感到有多么的幽默，但对现代的读者来说则不然。现代中国人的名字，在字形、

字音和字意上都很有讲究，或引经据典意义深远，或模仿日韩风格具有一定的时尚感，父母们

字字推敲，总想刨出特别新意，大部分名字都追求典雅和知识性，因此在看到莫言取的这些名

字的时候，这种可以强调历史事件和时代背景的名字超出我们的常规认识，人物身份的低微和

人物名字意义的宏大也形成鲜明的对比，因此显得特别的突兀可笑、庸俗不堪。 

除此之外，还有很多给人物起名的方式也非常幽默，比如《蛙》中根据孩子的出生方式起

的“蛋生”，主要是因为刚接生下来是一个蛋，后来娃娃从蛋里蹦了出来，光是名字荒诞性的

来历就已经让人感觉趣味十足。另外还有余一尺、西门闹、航空母舰、盖八庄等这些人物名字

也都非常幽默。 

二、莫言小说中幽默的人物外号 

外号是人的一种特殊的称谓符号，很多人除了有名、字、小名、笔名之外还有一个有趣的

外号，外号在当下的中国还是非常盛行的，特别是在一些经济文化不发达的地区尤其常见，外

号也是一门学问，很多人的外号并非随意起取的，而是根据一个人的外貌特征、性格特点、嗜

好特长及特殊经历等用比较形象生动的词汇概括出来的，区别于本名之处就在于它用一些比喻

性、象征性的语言，与本名相比更形象、更通俗、更夸张、更幽默，叫起来也更上口，而且外

号指向丰富，还包含了赞美、嘲讽、讥笑、憎恨等多重感情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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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是个名副其实的语言大师，在农村生活二十年的经验，使得他对农村人的起名习惯有

了深刻的了解，因此他在创作时除了别出心裁地为人物起出一个个让人印象深刻的名字之外，

还运用他丰富的想象力幽默地给很多人物起了外号，这些外号巧妙别致，常常运用比喻、借代

等修辞手法，使外号非常符合人物的身份和性格特征，而且更重要的是莫言所取的外号常常能

把人物降格，刻意凸显其丑陋粗鄙的一面，消解人物的严肃和崇高，甚至把人物贬低至卑俗的

地位，借以抒发其嘲讽、奚落、戏弄的情绪，在小说起到很好地调剂气氛的作用，造成了很好

的幽默效果。 

莫言小说中把人卑贱化从而具有富有幽默意味的外号主要分以下几类： 

1. 由本名谐音造成的幽默 

这类外号直接根据本名由字音相同或相近、意思上却有很大区别的字组成，如《苍蝇·门

牙》中的林华锌被叫作“磷化锌”，把人形容成了一种化学成份，不知道的还以为是种肥料，

引人发笑。《生死疲劳》中的范铜，因为食量惊人人送外号“饭桶”，一语双关，既是名字的

谐音又反映出此人饭量大的特征，其中还含有贬低此人只是一个吃货的意思，充满谐趣。《丰

乳肥臀》中的张德成因为秦二先生的一句话一辈子被人叫成了“瞌头虫” ，把人比喻成了虫

子，并且还是瞌头虫，把人的地位更加卑俗化，富有幽默性。 

2. 由于夸大人物生理上的缺陷造成的幽默 

人的生理上的缺陷本就不宜指出，免得伤人自尊，更何况是给人取极富有形象性且带有极

强讥讽意义的外号，这类型的外号常常用一些充满比喻性的陌生言辞或夸张地凸显人物自身的

缺陷和鄙陋，或贬低人物的身份，把人比喻成低贱猥琐的动物，常常刻意地凸显人物丑陋的一

面，内含取笑、奚落的意思，但却采用外谐的形式，因此当结合人物的相貌及生理特征悟出其

隐含的道理时，幽默随之而生。这类外号的数量比较多，如《蛙》中“麻花儿”这个外号是因

脸上生出了浅白麻子。《生死疲劳》中一头猪因为半个耳朵缺失被称为“破耳朵”。《丰乳肥

臀》中乳头又硬又大、兴奋起来能挂住一只香油壶的老金，被叫作“香油壶”；神汉郭福子因

为长着两只极像土拔鼠的细小眼睛，而被人叫作“土拔鼠”；还有来自省艺术学院声乐系、唱

歌的声音比毛驴叫唤还要悠长的常天红，被戏称为“大叫驴”，跟着学唱的则被叫作“二叫

驴”；还有巴掌阔大、攥起来像两只马蹄、一拳能打倒一匹大骡子的大姑父，人送外号“于大

巴掌”；还有被自己爹一棍子打哑的“杜哑巴”；身材矮小灵活的张毛林被叫作“猴子”。 

3. 由于凸显人物行为的奇特癖好而造成的幽默 

这类型的外号主要是根据对象让人出人意料的滑稽喜好取就，数量虽少，但常常以此方式

消解人的崇高，使人物低俗化，因此比习俗化的其他外号更加显得诙谐可笑。比如《蛙》中因

为喜欢用鞋底打刁民泼妇的脸，人送外号“高二鞋底”；《生死疲劳》中公社粮管所的金所长

因为特别喜欢吃耗子肉，被人叫作“金耗子”；另外还有能让死人行走、引领死人还乡的张天

赐，被人成为“天老爷”。 

三、分析莫言给人物起幽默姓名和外号的原因 



436 

2019 年第二届国际中国学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Proceedings of the 2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hinese Studies 2019 

 

 

1.农村旧有的风俗观念影响 

莫言在高密东北乡生活了二十年，对农村的习俗和观念非常熟悉，这也对他以后从事文学

创作产生了非常关键性的影响。至于为何会以身体部位器官为名，莫言在小说中也阐释道：

“我们那地方，曾有一个古老的风气，生下孩子，好以身体部位和人体器官命名。譬如陈鼻、

赵眼、吴大肠、孙肩……这风气因何而生，我没有研究，大约是那种以为“贱名者长生”的心

理使然，抑或是母亲认为孩子是自己身上一块肉的心理演变。”①可见其原因首先是当地农村

的风气使然，现在仍有不少地方还是沿袭着这样的风俗，大概正如作者所言，主要是源于“贱

名长生”的心理。这种取贱名的习俗早在古代就已经有了，古代人认为姓名是一个人灵魂的符

号象征，心怀不轨的人可对姓名施行巫术从而加害人的性命，因此忌讳直呼其乳名。另外古代

人还认为小孩初生最是脆弱，要闯过很多道鬼门关，一不小心命就被小鬼勾去。因此为了使自

己的孩子命硬，能抵御风险，古人常常有意识地用一些刚强、坚硬、凶猛或丑陋不堪的词汇给

孩子取贱名，使得鬼怪厌恶不敢近身加害，从而保护孩子。现在在民间的很多地方还常有用家

畜动物或屎尿粪便等不洁肮脏之物给孩子起名的习惯，这些地方一般经济文化水平不高，人们

仍然还比较迷信，怕自己的孩子受到鬼怪妖魔的伤害，因此用取贱名这种方式来保护孩子。比

如光是用“狗”字的常见的就有很多，比如狗蛋、狗剩、狗娃、狗子等，其他带驴的、带猪的、

带粪的等等，形形色色，俗之又俗。适巧莫言笔下描写的世界也多是贫穷落后的农村，农村条

件一般较为艰苦，特别是 20 世纪的中国历经风云变幻，战争、灾害、贫苦、精神创伤不断，

活着是老百姓最大的福祉，人们只有把对生的希望寄托于粗俗的贱名以求苟延残喘地存活于风

云之间。随着人们思想文化水平的提高及时空背景的变换，这种颇显粗俗的文化风情正逐渐被

消解。 

2. 农民特有的幽默生活方式决定 

莫言始终坚持“作为老百姓的写作”，始终保持着农民的情感方式和思维方式，这在当代

文坛实属不易。他的文学创作也深受民间文化的影响，莫言曾经在与王尧的对谈中说道：“一

个作家要想成功，还是要从民间、从民族文化里吸取营养，创作出有中国气派的作品。”② 

“二十年农村生活中，所有的黑暗和苦难，从文学的意义上来说，都是上帝对我的恩赐。……

我的灵魂生活在对于故乡的记忆里。”③故乡的记忆成了莫言坚守的精神家园，也是他创作的

基础和源泉。农村人所用的语言及说话方式已在二十年的生活磨练中慢慢渗透进他的每一滴血、

每一根神经，特别是农村人特有的幽默生活方式也对莫言影响深远。 

对于生活在农村之外的人来说，农村的生活充满了贫苦和艰辛，农村人虽奔碌于生活，但

生活本身却并不像我们认为的那样苍白、毫无生气，他们自有自娱自乐的方式。他们经常自己

制造乐趣，互相取乐，互相调侃，有时言语中间夹杂的一些脏话粗话，如： 

                                                             
①莫言:《蛙》,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12 年,第 3 页. 

②莫言:《碎语文学》,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 年,第 125 页. 

③王俊菊:《莫言与世界:跨文化视角下的解读》,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14 年,第 10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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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她那模样，还能生国家主席，生个不缺鼻子不少眼的儿子，我就磕头不歇息了！” 

小个子男人说。 

马车上的女人双手按住车厢板，支着锅跪起来，骂说：就他娘的你模样好！你不撒泡尿 

照照！耗子眼，蛤蟆嘴，驴耳朵，知了龟腰，嫁给你也算俺瞎了眼！ 

小个子男人嘻嘻地笑起来，说：俺年轻时也是一表人才！ 

狗屁！女人说，年轻时你也是狗脸猪头，武大郎转世！ 

——莫言《天堂蒜薹之歌》第 292 页 

有时夹杂一些俗语谚语，如： 

你可真是石头蛋子腌咸菜，油盐不进啊，”洪泰岳恼怒地说，“好你蓝脸，你能，你就一

个人在外边，等着看吧，看看是我们集体的力量大，还是你蓝脸的力量大。…… 

——莫言《生死疲劳》第24页  

有时善于用通俗形象的话讲述生活中的大道理，如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八字宪法水是一法，没有水的农业就象没有娘的孩子，有了娘，这

个娘也没有奶子，有了奶子，这个奶子也是个瞎奶子，没有奶水，孩子活不了，活了也象那个

瘦猴。” 

                                                ——莫言《透明的红萝卜》第 7 页 

大胆直露、自由不羁、笑骂并重是语言的常态，卑贱化是主要的语言特色。 “它们制造

下贱，制造毁灭，同时又孕育新生，再创生命。它们既是祝福，又是羞辱……同时，这些形象

又总是同笑话连在一起。”
①
这些生动的语言因子已在莫言的记忆中沉淀，并在以后的创作中

被灵感激活，使得他在给人物起名字的时候也禁不住幽上一默，生动形象，趣味十足。如在

《草鞋窨子》一文中，莫言就风趣地设置了“轱辘子”、“大白鹅”、“年三十”等人物角色，

在《牛》中也有“狗剩”、“三大”（大头、大腚、大妈妈）这样的外号等 

3. 时代语境和价值观念转变的诱导 

莫言在起名上幽默风格的形成也与当时的时代语境紧密联系在一起。八九十年代，封闭保

守、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传统模式在推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逐渐显露出越来越多的弊端，市场

作为一个无形的调控手段逐渐发挥出作用。经济体制的转变直接影响了原来精英文化所创造的

高雅与经典越来越不被人们所崇尚，以娱乐与享受为主的大众消费文化却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欢

迎，正如程光炜所说“九十年代后，革命文化的撤离，使市场意识向中国城乡社会所有角落和

每个人的神经领域大肆渗透，大众文化已不容置疑地成为新的“主流”文化，和统治性的话语

                                                             
① 刘康:《对话的喧声.巴赫金的文化转型理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年,第 19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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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态。”
①
在那个节奏快压力大的转型时代，人们普遍追求轻松和享乐，迫切地需要一些诙谐

幽默性的作品来缓和生活的压力，获得短暂的轻松。另外从作品本身来说，那些使用话语经典、

主题严肃的作品，虽感染过无数读者，，但太多塑造经典或揭露苦痛的作品出现严重的模式化、

套路化，使得读者产生审美疲劳，因此在这种形势下，精英式话语作品的主流地位逐渐受到普

通大众话语模式的挑战，而轻松解乏式的作品日益受到人们的欢迎。 

在这种时代语境和价值观念的诱导下，莫言也顺应时代的需求，无论在语言还是在设置故

事情节上都极具幽默性，甚至在给人物起名上也是费尽了心思，精心设计。他有意识地违反常

规、取一些适合农村语境同时又幽默逗趣的名字，令人物醒目特别，从而激发读者的阅读兴趣。

如莫言的《蛙》展示了一套完整的人体结构图，《丰乳肥臀》则上演了七女求弟的年度大戏，

而以动物家畜为名则为我们制作了一档《动物世界》。这些名字非常符合人物的脾性、身份，

对人物之间的关系及人物的命运都有一定的暗示意义。 

4. 显示人物的样貌或身份特征、性格喜好的需要 

莫言给他小说中的人物起名，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彰显人物的样貌或身份特征。展现人物

样貌特征的名字比较形象生动，令人印象深刻。如拥有一双神奇大手的“郝大手”、巴掌大得

能一拳打倒一匹骡子的“于大巴掌”、实际身高是一尺五寸的“余一尺”等，都突出了人物在

身体上的某些特征，使人物形象更加活灵活现，跃然纸上。另外莫言小说中也有一些名字是为

了突出人物的性格喜好，如不喝半瓶好酒不会写字的书法家“刘半瓶”，一心钻到钱眼里，卖

孩儿发财的“金元宝”、酷爱驴肉食量惊人的“饭桶”、唱歌声音比毛驴叫唤还悠长的“大叫

驴”等，这些人物因他们的名字性格爱好更加的明显，同时也增添了文章的灵动性，读到这些

名字已被深深地吸引，激发了读者的阅读兴趣。 

结语 

莫言就是这样在他的小说世界里为我们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形色各异的家族，其人物名字略

显粗俗、怪异，和当下追求意境优美、高雅脱俗的取名风格是大相径庭的，但正是这些不合常

规的陌生化的词语，给人物本身抹上了一层喜剧色彩，细细品味又适切所描绘的语境，阅读起

来轻松、诙谐、趣味不断，这也许就是莫言一贯的处理方式——用幽默来对抗苦难。人总要忍

受、面对生活中的艰难困苦，微笑地活着是处于困境却无法逃出困境的人最明智也是最无奈的

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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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泰华文学看东南亚华文文学的本土精神与国际视野 

Viewing the Native Spirit and International Vision of Southeast Asian Chinese Literature 

from Tai-Sino Literature 

杨  搏 

（纳瑞宣大学 文学院东语系  泰国 彭世洛 65000） 

摘要：从历史纵向来看，早期华人移民多聚集东南亚一带，在此大背景下东南亚华文文学

在较长一段时间都是海外华文文学的重心。中国改革开放后大陆留学生以及新移民多转移到欧

美，并逐渐形成了新的华文文学中心，涌现了重量级的作家作品，在大陆以及国际都有一定影

响力。相比而言，东南亚华文文学虽仍持续发展，但已不见蓬勃景象。目前，随着东盟国家建

立了更加紧密的合作关系，东南亚华文文学也有必要对该如何立足本土，面向世界，以及共建

华文文学命运共同体这一命题进行探讨。尽管东南亚华文文学可以按照国度分为泰华文学、马

华文学、菲华文学等，但它们又在地域上同属东南亚，在华人移民等历史背景上有着类似的经

历，需要共同面临着上述挑战，我们的文学创作应该是具有本土精神，突出地域特色，关注周

遭具体的现实，但又要与世界接轨，关注人类共同的命运。在此，我们试以泰华文坛的过往与

当今进行一次管窥。 

关键词：东南亚；华文文学；泰华文学；本土精神；国际视野 

 

Abstract: Historically, early Chinese immigrants gathered in Southeast Asia. Under this 

background, Southeast Asian Chinese literature has been the focus of overseas Chinese literature for a 

long time. After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 up, mainland Chinese students and new immigrants have 

moved to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and a new Chinese literature center has gradually formed. 

Heavyweight writers and works have emerged, which have certain influence on the mainland of China 

and internationally. In contrast, although Southeast Asian Chinese literature continues to develop, it 

has not seen a flourishing scene. At present, with the establishment of closer cooperation between 

ASEAN countries, it is necessary for Southeast Asian Chinese literature to explore the proposition of 

how to stand on the ground, face the world, and build a community of destiny in Chinese literature. 

Although Southeast Asian Chinese literature can be divided into Thai Sino literature, Malaysia Sino 

literature, and Philippines Sino literature according to the country, they are also in Southeast Asia in 

the same geographical area. They have similar experiences in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of Chinese 

immigrants, and they need to face the above challenges together. The literary creation should be based 

on the local spirit, highlight the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and pay attention to the specific reality aro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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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t it must be in line with the world and pay attention to the common destiny of mankind. Here, we 

try to take a peek at the past of the Thai Sino literary as an example. 

Keywords: Southeast Asia; Chinese literature; Thai Sino literature; local spirit; international 

vision 

一、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中的东南亚华文文学 

    海外华文文学的研究，早在 1986 年深圳举办的“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国际研讨会”时就

开始了，上世纪末世界范围的“华文热”更是对华文文学创作与研究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东南亚华文文学也逐渐进入学者视线，成为一片有待研究的蓝海，逐渐开始对东南亚华文作家

大力发现和推介，例如花城出版社出版了一套庞大的图书：《东南亚华文文学大系》几乎把东

南亚各国重要作家作品尽数网罗，学界对作品所展现的异域描绘、文化特征、身份认同、美学

内涵等都都有相关研究。关于东南亚华文文学史的专门书籍相继出版更是在这一片蓝海澎湃出

高潮，既有总括的例如庄钟庆的《东南亚华文新文学史 》也有针对国别撰写的专门的华文文

学史，例如张国培的《泰国华文文学简史》、孟文黄的《新加坡华文文学史初稿》等。此外，

日本汉学家渡边晴夫在日本报刊和杂志上翻译介绍过众多东南亚文学作品。汉学家荒井茂夫也

发表了诸如对马来西亚华文文学、缅甸华文文学的论文。东南亚华文文学进入国际研究视野,

一度成为学界焦点。但是随着欧美华文文学的崛起，东南亚华文文学自身后继乏力等原因，东

南亚华文文学在世界华文文学的分量缩水，从某一个角度来说稍显封闭的“本土精神”受到了

“世界性”的冲击。然而从目前世界华文文学整体角度来看，欧美华文文学重量级作品的内容

大部分是华人移民在讲述发生在大陆的“中国故事”，原本我们期待的海外华文文学“创作的

‘本土性’与 ‘世界性’的关系，海外华文文学的异域特性问题……这一领域的作家如何将

其在异地他乡的生活感受转为文学”①居然不是作品的重点内容。美国华文作家黄宗之认为出

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北美“华文作家的生活圈子主要还是局限于华人之中，看问题的角度和视

野仍旧局限在相对狭窄的华人生活范围内。由于没有进一步深人到所处国家的深层,接触不同

层面的人和事,不去主动参与当地非华裔举办的社会活动，少了生活体验,生活之泉便渐渐枯竭

了，于是只好越来越多地把精力用在回过头去写国内的题材，写过去在国内生活的经历和家族

故事”②与之相比，东南亚华文文学虽有类似的囿于描写华人圈子而衰退，但却很少以中国大

陆发生的事情作为主要内容，这其中一个原因是东南华人至少已经繁衍 4 代，一些作家虽有大

陆生活经验，但相对从上世纪 80 年代直到如今还在源源不断已入欧美的曾浸染在中国大陆社

会的作者群来说，其中国经验又是薄弱的，创作的关于大陆的作品大多停留在对儿时祖国家乡

的思念以及一些文化角度的写作，大部分作品还是非常“本土化”具有所在国的异域文化特色，

就像鲁迅所说，这才是他们“烂熟于心”的得心应手的题材。黄总之还认为“海外华文文学创

作应该以域外生活为基本内容,如果把主要精力回归写国内生活,华文文学作品就会失去自己的

                                                             
①饶芃子,世纪之交:海外华文文学的回顾与展望[J].暨南学报哲社版,2000 年 04 期 1-3 页 

②黄宗之,杨剑龙等.海外华文文学创作的现状与困境[J].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17 年 0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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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新移民文学也就失去了它存在的价值和意义。”①从这个观点来看，东南亚华文文学所

坚持的“本土化”是具有重要文学意义的。重点在于，如何将东南亚华文文学的本土精神，开

拓出国际视野，以及出现在国际视野。我想这不仅是东南亚华文文学要面对的问题，以下我们

用泰华文学作为案例。 

二、本土精神的塑造——从泰华文坛“此时此地”与“面向祖国”的争论说起 

泰华文学早期受到中国古典文学的影响，古体诗和章回体小说在泰华文学中都为数不少，

而随着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发生发展，鲁迅、巴金等作品开始成为泰华文学学习的风向。随着日

本侵华战争的发生，刚萌芽的泰华文学也以一股热情坚强的文化力量加入到抗战的队伍中，此

时泰国华人是非常认同自己中国人身份，面对祖国的危难，民族的危亡，泰华作家创作了大量

抗战诗歌，和国内文艺工作者共同谴责侵略，宣扬爱国，可以说此时的泰华文学是和中国大陆

的有着共同的现实主义创作倾向。但随着二战以及国共内战的结束，在泰华文坛上，“反映本

地现实社会生活的作品在数量上还不够多，表现对祖国的热爱和对国民党统治下的政治黑暗的

揭露和批判，以及表现思乡怀旧的作品居多。”② 这些作品与泰华社会的现实有一定距离，于

是在泰华文坛发生了对文艺创作方向的争论，从中国新来的作家强调应该“面向祖国”，继续

创作以中国为内容，爱国为主题的作品，而在泰国土生土长的作家则提出应该关注“此时此

地”，立足泰国本土，创作和泰国社会有关的文学作品。但很快，随着 1955 年印尼万隆“亚

非会议”上中国政府鼓励华人加入所在国国籍，这一争论也逐渐告一段落。名义上，是双方达

成了和解，但客观实际是，强调本土精神的“此时此地”取得了胜利。 

从那时起，泰华文学就非常重视本土精神的塑造，并创作了一大批泰华经典作品，例如

反映泰华社会封建包办婚姻的《三聘姑娘》，反映泰国华人奋斗打拼成功的《一个坤銮的故

事》，反映华人“富二代”堕落后浪子回头的《破毕舍歪传》等，“这个时期的泰华文学已经

逐渐脱离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而开始逐渐形成自己独特的文学情怀、文学风格和文学样式。

这种文学样式虽然还是以汉语为写作手段，但其本质上应该成为泰国文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

分。”③这些立足本土创作的文学作品，不仅在泰华社会受到了广泛的欢迎，也在香港、大陆

等地被认可，并出版发行，成为人们认识泰国华人社会的一个窗口，这可以说是泰华文学立足

本土，走向世界的开始。此一时期立足本土是泰华文学主动的选择，走向世界只是一个副产品，

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泰华文坛司马攻先生提出了泰华文艺“冲出湄南河”，则是泰华文坛国

际视野的主动开拓。 

三、冲出湄南河——泰华文坛国际视野的开拓 

我认为上世纪八十年代泰华文学“冲出湄南河”口号的提出是符合文学发展以及社会现

实两方面情状的。 

                                                             
①同 

②张国培.二十世纪泰国华文文学史[M].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2007.第 56 页 

③高伟光.泰华文学与泰国华人的身份认同[J].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11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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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中国在文革结束后，国内文艺思潮迭起，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寻根文学、改革文

学、先锋文学、朦胧诗等。相对于中国文坛的活跃，而泰华文坛相对保守，司马功先生曾说：

“泰华文学对当代的新的优秀作品较少有机会接触……泰华文学的保守，除了由于作者写作观

和沉重的因袭之外，对读者的照顾也是原因之一。”① 随着文革结束，以及中泰两国政治破冰，

两国之间往来日趋频繁，1986 年中国作家郑万隆来泰国访问时，在《新中原报》发表了作品

《空山》，这篇作品具有文化寻根内涵，极具现代主义文学特征。“这篇小说一定程度上代表

了 1980 年代前期中国大陆新探索小说的一种风格，即没有明确的主题、完整的情节和成熟的

人物性格。《空山》表达了一种魔幻式的神奇、沉闷和无望，侧重人物内心感受，拓宽了人性

的表现层面和形式。”②但在当时却引起了泰华文坛的争论，类似“主题混乱”、“人物性格

矛盾”等批评观点很多，此后还发生过对朦胧诗的争论，这些既体现了泰华文坛对新文学样式

的保守态度，也成为泰华文坛开始接触和认识现代文学的第一步，不再局限于保守的写作方式，

打开了国际视野，并逐渐促进了泰华文坛兼容并包的开放心态。 

而另一个在当时甚至直到今日还存在的社会现实是，泰国华人后裔的华语水平逐渐退步，

甚至华人文化特征也逐渐消失，这在泰华文学作品中有众多体现，例如曾心的《蓝眼睛》，司

马功的《水仙，你为什么不开花》等等。这导致泰华文学的读者群日益减少，其实这也是其他

中国之外国家的华文文学所面对的一个问题。例如一些著名旅美作家的作品，他们著名的作品

如《陆犯焉识》、《南京安魂曲》等仍旧是描绘大陆社会、历史、生活的题材，读者大都还是

中国大陆的读者，作品被改编为电影后，最大的观众群也是在大陆。艾布拉姆斯在其文学评论

著作《镜与灯》中认为每一件艺术品总要涉及四个要点，即作品、艺术家、世界、欣赏者。而

欣赏者“即听众、观众、读者，作品为他们而写，或至少会引起他们的关注。”③文学作品没

有读者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在泰国社会缺少读者的情况下，司马功先生呼吁“泰华文艺冲出

湄南河”，也非常符合泰国社会的现实。 

泰华文艺冲出湄南河的口号提出，促进了泰华文学在立足本土的前提下，拓展国际视野，

发掘文学创作新领域，逐渐融入世界文学。许多泰华文学作品在中国大陆、东盟，甚至国际上

获奖，一些还被中国义务教育课本或者普通话教程选为范文，这引起国内外学者对泰华文学的

注意和兴趣，大量研究评论文章层出，其中包括大量研究生和博士论文，甚至还有专门的《泰

华文学史》出版。这些成就是泰华文学踏上与世界接轨的道路上的重要一步。 

四、当今泰华文坛的多样性与包容性——立足本土，面向国际的又一体现 

目前的泰华文坛具有多样性和包容性，这是泰华文坛立足本土，面向国际的又一体现。

多样性首先体现在文学内容的多样化，不再一味地以批判现实主义为创作方向。泰华文学有长

久深厚的现实主义传统，例如自然的小说《疯子那隆》就有鲁迅的文风，作品讲述了在一个泰

国工厂中，奸诈爱财的老板和势力善妒的工友们，联合欺压老实温顺的工人那隆，不管那隆如

                                                             
①[泰]司马功,泰华文学的处境,司马功文集[M].厦门:鹭江出版社,第 528 页 

②庄钟庆,东南亚华文新文学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 年,第 81 页 

③[美]艾布拉姆斯,镜与灯[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第 5 页 



444 

2019 年第二届国际中国学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Proceedings of the 2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hinese Studies 2019 

 

 

何敬业工作，不但得不到赞赏，还会因为一点小错而备受惩罚，最后那隆疯掉了。小说生动地

表现了“人与人之间的麻木冷漠，是阿 Q 式的对弱者的欺凌。”
①
 而泰华著名小说《三聘姑娘》

更是巴金的《家》在曼谷华人社会的情景再现。而如今泰华文坛，除了现实主义作品外，还有

很多深掘人性或者抒发个人情怀的作品，例如泰国著名的诗歌组织----小诗磨坊的很多小诗表

现出浓浓的禅意和通透的佛理，可以看出受到泰国佛教的影响，作品传递出一种豁达的佛教气

质。 

其次多样性还体现在作家群的组成，目前为止，除了泰国本土作家外，泰华文坛还汇聚

了多个地区的作家，例如台湾诗人林焕章先生，香港的钟子美先生，中国大陆诗人毛翰先生，

以及众多从中国大陆、德国等地的新移民作家、文学爱好者等。大家背景不同，思维各异，文

笔各有特色，泰国华文报纸和杂志成为大家发表作品，评论交流的平台。这让泰华文坛不再显

得单一单调，而是充满国际化的氛围。 

对不同地区的作家的接纳也体现了泰华文坛的包容性，而这一点最深刻地是体现在对新

移民作家的鼓励和支持。泰华文坛需要不断补充新鲜血液，从中国来的新移民成为重要的一支

力量，尽管新移民作家不太稳定，曾心先生在《给泰华文学把脉》中层介绍到“这些外来的新

作者，多数还处于游离状态……他们虽然受过较高的华文教育，对文学有爱好，有创作才华，

但生活尚未安定，事业尚未有成，加上搞这劳什子的文字工作，又不能帮助他们脱贫致富，因

此，他们时而出现，很有朝气，时而泥牛入海----无影无踪。”②但泰华文坛的老一辈作家对

新移民持有关爱和支持的态度。其次，由于新移民对泰国社会的融入是浅显的，作品内容有大

部分是颇为熟悉的大陆生活见闻等，但这并没有成为泰华文学界所摒弃和排斥的对象，也没有

树立条条框框来加以限制作者对题材的选择。例如在 2015 年举办的“泰华散文大赛”中，许

多新移民作品获奖以及入选文集，这对新移民作者是巨大的包容和鼓励。许多作品视角新颖，

内容多样，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泰华文学创作，也是泰华文学面向国际的见证之一。 

五、共建东南亚华文文学命运共同体之路 

当今世界处于一个文化交流空前频繁的时代，不仅各种文学作品被翻译，文艺思潮被详

介绍，而且各种文学理论,文学价值观被改写或重建，此外，海外华文文学也逐渐成为一个独

立的独具特色的文学分支。在此情势下，尽管东南亚华文文学可以按照国度分为泰华文学、马

华文学、菲华文学等，但又在地域上同属东南亚，在华人移民等历史背景上有着类似的经历，

且目前共同面临着作家老龄化、写作业余化、作品短小化、后继者缺乏、读者缺乏等众多挑战，

东南亚华文文学内部已经充分认识到这些危机，其内部著名的文学大会“亚细安文艺营”迄今

已经举办 16 届，如何在文学创作上树立本土精神，突出地域特色，关注周遭的具体的现实，

但又要与世界接轨，关注人类共同的命运，曾经在菲律宾举办的第 15 届亚细安文艺营上被热

烈讨论过，成为东南亚华文文学不可忽视的命题。 

                                                             
①力丰.论泰国华文小说的现实主义创作风格[D].华侨大学硕士论文,2009 年,第 12 页 

②[泰]曾心.给泰华文学把脉[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第 1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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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建东南亚华文文学命运共同体，需要作家继续创作具有本土精神的文学作品，繁荣东

南亚文学创作。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首先就是目前东南亚华文文学主要是微型小说和诗歌，微

型小说创作被称为在“螺蛳壳里做道场”，能写出一篇短小精悍寓意深刻的微型小说实属不易，

但我认为对中长篇小说创作的忽视(也有许多主观以及客观的无力为之的因素)是限制东南亚华

文文学发展的重要因素。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有个观点认为：“我当然知道许多篇幅不长

的小说其力量和价值都胜过某些臃肿的长篇，我当然也知道许多篇幅不长的小说已经成为经典，

但那种犹如长江大河般的波澜壮阔之美，却是那些精巧的篇什所不具备的。那些能够营造精致

的江南园林的建筑师，那些在假山上盖小亭子的建筑师，当然也很了不起，但他们大概营造不

来故宫和金字塔，更主持不了万里长城那样的浩大工程。”
①
相比而言，北美之所以成为海外

华文文学的中心，也是由一部部中长篇小说的出版来支撑的，东南亚华文文学到目前还没有一

部真正重量级的中长篇问世，例如泰华文学曾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版了一些“长篇小说”

(目前来看属于中篇)例如《一个坤銮的故事》、《风雨耀华力》等，但自此以后中长篇就绝迹

了，相比而言当前“小亭子”再精美再堆彻，也终究显得单一单薄。 

另一方面我认为有必要在东南亚华文文学内部，以及与世界其他文学作品进行比较文学

研究。季羡林先生曾经说：“比较文学的研究属于文化交流范畴。”
②
通过比较研究，我们可

以克服文学创作和研究中的封闭状态，“探索各国文学独立发展的道路与相互交流脉络的同时，

为文化交流开辟广阔的道路。它使各国文学与周围世界之间有了会通的渠道，辅助民族文学或

国别文学走向世界。”
③
我们仍以泰华文学为例，在泰国华侨崇圣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的

研究生论文中，出现了一些拿泰华文学作家作品与中国文学、东南亚文学作家作品做比较研究

的论文。例如 “年腊梅与老舍文学创作比较研究” 、“《一个坤銮的故事》与《磨练》主人

公形象比较研究”、“梦莉与尤金散文创作比较研究”等。梦莉与尤金散文比较研究属于东南

亚文学内部对比研究，文章对二者的家庭背景、作品内容、文笔特色等做对比展示，让我们比

较全面地发现泰华文学著名女作家与新加坡文学华文女作家的在多角度多方面上的相似与不同，

具有一定的对文学创作的启示作用。 

通过东南亚文学内部以及与外部比较文学研究，我们可以把作品的美学价值、作家的创

作个性、文学发展的规律做很好的链接，从而促进东南亚文学内部更加深刻的相互认识与理解，

深化东南亚文学共同体。同时也能更好地发现文学本质，将东南亚丰富多样、优秀闪光的文学

作品作为全世界华人的精神财富，为沟通世界华人文化交流，促进世界华文文学发展起到积极

的作用。 

此外,通过经典翻译的方式与本国文学团体交流融入，也是国际化的重要步骤。东南亚华

文创作毕竟属于所在国的少数族裔文学，是一种“非主流”状态，甚至是一种闭塞的状态，应

该与所在国文学主流接轨。接轨有多种方式，经典作品的翻译最为直接有效。泰国华文文学历

史上，经典的作品如《三聘姑娘》、《风雨耀华力》等都被翻译成为泰文，在当时有过极大反

                                                             
①莫言.生死疲劳,代序言:捍卫长篇小说的尊严[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6 年,第 2 页 

②季羡林.中国比较文学年鉴[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第 44 页 
③孟昭毅.比较文学通论[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第 29 页 



446 

2019 年第二届国际中国学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Proceedings of the 2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hinese Studies 2019 

 

 

响，并被改编为电影电视剧，通过“大众文化”的方式迅速传播到社会的各个角落，但之后这

种宝贵的经验极少再现，泰华文学也被边缘化。华文文学在创作上的“本土精神”也需要本土

的接受和立足，倘若在本土还不被发现和认可，一味追求“墙内开花墙外香”的“国际化”境

遇，实属镜花水月。 

与中国文学届的交流是提高华文创作的力量，即使目前以北美为中心的华文文学出现了

大批重量级作家和作品，被改编拍摄为影视剧，但仍旧不免被淹没在中国大陆文学界的汪洋大

海之中，更不要说东南亚华文文学，虽不至于无人问津，但文学作品内部消化的趋势日益明显。

汉语是在不断发展的，它的新词新意不断涌现，中国文学在此基础上也继续延伸出丰富的表达，

还有中国文学对中国这个广阔地域、繁华社会、多样文化的深度探索和描绘，都是引领华文文

学的潮头，所有以华文为写作工具的个人和团体，都无法避免中国文学的影响。因此，“本土

精神”并不是闭门造车，多与中国文学届交流，无论是语言的优化，抑或写作技巧的专业化，

创作理念的提升，都是大有脾益的，也是东南亚华文文学逐渐踏出国际化的一个个脚印。 

六、小结 

文学创作的慷慨大度和自由包容体现在很多方面，例如它可以是私人性的，可以分性别、

分职业等，也可以分团体和国别。东南亚华文文学，由众多独立的写作者，在不同历史时期，

或受国内外政社思潮影响进行创作，或不断向深处探索自己内心世界，无一例外地在忠实地记

录了身心所在地的历史事件、社会变革、人心所向、个人遭遇等，堆砌至今，形成了洋洋大观

的东南亚华文文学史。尽管它目前的影响力无法和欧美华文文学相媲美，但东南亚华文文学对

“本土精神”的坚持值得所有研究海外华文文学的学者尊重，因为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海外

华文文学”。它在当代想要“冲出湄南河”想要接轨世界，积极寻求被国际发现和认识，这并

不是东南亚华文作家渴望挤进文学史从而流芳百世，且无论东南亚华文写作者的身份认同如何

复杂，但用汉字进行文学创作，就是在表达一种文化传承。汉字中暗含着大汉雄风、盛唐气象、

两宋风雅，用汉字进行文学创作的同时向世界呐喊着自己的名字，就是他们自信真诚地展示自

己，就是一种积极向上的艺术交流，就是一种对东南亚华文文学未来之路的探索，就是在东南

亚这片土地上继续撒播中华文化的希望火种，这些，都是他们强烈的责任感使然。只不过，由

于社会的惊人快速变革，华文在当地的衰退，大众文化来袭，娱乐速食文化凸起等等原因，目

前，他们的“国际化”有些力不从心，但他们继续包容学习，并忠实于对本土描绘。最后论文

对东南亚华文文学的“国际化”提出了一些看法和建议，例如希望出现中长篇小说的创作、进

行比较文学活动、把华文作品翻译成所在国语言等，但这都需要耗费人力物力、时间和金钱，

甚至历史必然或偶然的机遇，并不能一蹴而就。 

目前，东南亚华文文学的零星作品已经呈现出“经典”的意味。最佳案例当属马来西亚

作家黄锦树的短片小说集《雨》，它在国际上获得众多大奖，被王德威、骆以军等许多文学评

论家所称赞和推崇。尽管是短篇小说集，但每个故事之间又草蛇灰线，伏脉千里，浓郁诗化的

文字营造出一种迷幻朦胧的氛围。作者对汉语有着强大的驾驭能力，修辞充满节奏感变幻诡异，

使整本书宛如一座森林迷宫，使人印象深刻久难忘怀。作者已经完全走出了东南亚华文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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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愁追忆”、“现实主义”、“身份认同”、“华文末路”等老套创作路数，用深刻的自身

经验和冷峻料峭的文字一个人演奏了一场宏大的交响乐，就算放在中国目前的文学汪洋中，也

完全可以脱颖而出，力压群雄。从黄锦树的这部小说集，可以瞭望东南亚华文文学的脱胎换骨

后的强大未来，哪怕每个东南亚国家只出现一位类似黄锦树的作家，也会形成一股强大的文学

力量。黄锦树值得进行专门的作家作品研究，例如他马来西亚生活背景以及在台湾长期接受高

等文学教育对其文笔、创作、风格的影响等，可以说他是在东南亚深刻地生活过，又能将这种

生活用一种现代的或后现代的文学形式，用精极的汉语表达出来，相信这值得想要将“本土精

神”和“国际视野”相结合的东南亚华文文学个人或团体认真学习、深思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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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心留美期间的文化体验与认知转变 

Bing Xin’s Cultural Experience and Perspective Shift while Studying Abroad in USA 

尹玉珊 

（华侨崇圣大学 中国语言文化学院，泰国 北榄 10540） 

摘要：1923-1926年冰心在美国留学期间，对美国文化的体验由表及里逐步深入，情感

上由隔膜转向亲近，深入体会到超越种族文化差异的爱，这使其思想观念发生重大改变，

对爱的认知实现了由家庭之爱到人类之爱的转变，从而将作者创作中的核心观念“爱的哲

学”推向了高潮。 

关键词：冰心；美国文化；认知转变；爱的哲学 

 

Abstract: While studying abroad in the U.S.A from 1923 to 1926, Bing Xin experienced 

American cultures from the outside to the inside, especially the cross-racial and cross-cultural love 

that Americans gave her, which resulted in not only the change of her feelings towards them from 

strangeness to friendliness, but also the shift of her perspective on love from family love to human 

love, and thus contributed significantly to the completeness of the key idea in her writings, “the 

philosophy of love”. 

Keywords: Bing Xin; American culture; perspective shift; philosophy of love 

 

1923 年，冰心
①
前往美国威尔斯利女子大学攻读英国文学硕士，1926 年毕业回国。这

段经历对她一生的思想创作，特别是其核心观念“爱的哲学”产生了深远影响。正如茅盾

所言，她出国之前的作品对爱的哲学的解释极为薄弱，留美期间的作品“就找到更深的基

础……这便是第一次，也就是第末次，冰心女士对于‘爱的哲学’的充量的解释”。[1]范

伯群、曾华鹏也表达了相似的观点：“冰心脱离这种内心矛盾的境界，最终完成她的‘爱

的哲学’，达到了‘爱’的泛滥的程度，是在 1923年去国留美时期。”[2] 

一、感受美国异质文化 

初到美国，冰心切身感受到中美两国在诸多方面的巨大差异，对美国人、美国文化产

生了强烈的“非我族类”、“独在异乡为异客”的陌生、隔膜之感，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

方面： 

首先，她日常接触的美国人虽然较为友善，但是他们的性格、气质却使她产生强烈的

“非我族类”的感觉。冰心对美国女同学第一印象是她们服饰艳丽、交情浮泛，与她熟悉

的中国女学生不同。“美国的女孩子，真爱打扮，尤其是夜间。第一遍钟响，就忙着穿衣

敷粉，纷纷晚妆。夜夜晚餐桌上，个个花枝招展的。‘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彼美人兮，

                                                             
①冰心(1900—1999),女,原名谢婉莹,中国现代著名作家。 



 
 

449 

尹玉珊                                                                    冰心留美期间的文化体验与认知转变 

 

西方之人兮。’”[3]91“美国女生的打扮，确比中国的美丽。衣服颜色异常的鲜艳，在我这

是很新颖的。她们的性情也活泼好交，不过交情更浮泛一些，这些天然是‘西方的’！”
[3]239 冰心自幼不喜欢鲜艳夺目的服饰，偏向素净、简朴的审美风格。1919 年发表的《“破

坏与建设时代”的女学生》提出了提高女学生个人修养的十条建议，第一条便是要去除

“惹人注目”的衣饰和“飞扬妖冶的态度”，“因为社会要凭着服饰断定我们的人格，因

此我们对于交际上的服饰，不能不有节制。就是衣裙的要用‘稳重的’、‘雅素的’，样

式要用‘平常的’、‘简单的’。”在这种观念影响下，她对美国女同学的服饰打扮虽然

感到“很新颖”，但是并不认同。对于美国人的性格，“她们的性情也活泼好交，不过交

情更浮泛一些”流露了疏离、不满的态度，一句“这些天然是‘西方的’”将自己与美国

同学划清了界限，显示出对中西文化差异的敏感，对美国文化的反感。1934 年发表的小说

《相片》以冰心留美经历为蓝本，通过中美文化性格的比较，形象表现了对中国文化的热

爱、对美国文化的批评。文中美国人“举止是那样的佻达，谈吐是那样的无忌”，彼得虽

然已经二十二岁了，但还是个“红发跳荡的孩子”，充满了“坐不住的神气”，“进门来

就没有一刻安静”。相形之下，与彼得同龄的中国姑娘淑贞则显现出迥异的精神气质，

“她总是羞愁的微笑着，轻微的问答着，悄蹑的行动着……这样的人格，在跳荡喧哗的西

方女儿里是找不到的。她是幽静，不是淡漠，是安详，不是孤冷”。值得注意的是，这些

审视与评价都是主人公施女士所做出的。施女士虽然是美国人，也是彼得的亲姑姑，但是

她在中国生活多年，极其厌恶彼得所代表的美国人性格，相反倾向于淑贞所代表的中国人

“幽娴贞静”的性格，她甚至将中国视为自己真正的精神故乡，对于她的家乡——美国则

“多接触一回便多一回的厌恶”[4]。这一特殊的情节安排体现了冰心在自身经历基础上对

美国人、对美国文化的排斥。 

其次，除了对美国人倍感隔膜之外，冰心对美国的自然环境也颇感不适。在她笔下，

美国风景虽然优美，却缺乏古老中国的历史文化积淀，而这恰恰是自然风景的灵魂所在。

《寄小读者》通讯十六连用中国古代诗词二十多次，表现了中美自然风景的差异，以及这

一差异背后两国历史文化的对比： 

 

美国人家，除城市外，往往依山傍水，小巧精致，窗外篱旁，杂种着花草，真合“是

处人家，绿深门户”词意。只是没有围墙，空阔有余，深邃不足。路上行人，隔窗可望见

翠袖红妆，可听见琴声笑语。词中之“斜阳却照深深院”，“庭院深深深几许”，“不卷

珠帘，人在深深处”，“墙内秋千墙外道”，“银汉是红墙，一带遥相隔”等句，在此都

用不着了！ 

田野间林深树密，道路也依着山地的高下，曲折蜿蜒的修来，天趣盎然。想春来野花

遍地之时，必是更幽美的。只是逾山越岭的游行，再也看不见一带城墙僧寺。“曲径通幽

处，禅房草木深”，“花宫仙梵远微微，月隐高城钟漏稀”，“一片孤城万仞山”，“饮

将闷酒城头睡”，“长烟落日孤城闭”，“帘卷疏星庭户悄，隐隐严城钟鼓”等句，在此

又都用不着了！ 

总之，在此处处是“新大陆”的意味，遍地看出鸿濛初辟的痕迹。国内一片苍古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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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虽然有的只是颓废剥落的城垣宫殿，却都令人起一种“仰首欲攀低首拜”之思，可爱

可敬的五千年的故国呵！  

 

美国的自然风景虽然美丽，但是由于缺乏历史文化积淀，无法唤起冰心的熟悉感与认

同感，相反使她产生隔膜、排斥的感觉。当她参观华盛顿国会大厦时，才第一次感受到美

国“天国似的静默”一面，“我寻到了华京与北京相同之点了”，“在我倏忽的惊叹了国

会的白楼之前，两年半美国之寄居，我不曾觉出她是一个庄严的国度！”[3]367 只有在美国

风景与中国风景相似的意义上，她才对美国产生些许亲近之感，其他时候她感受到的主要

是一种“异质感”、“在客感”，她频频感叹“美国不是我的国，沙穰不是我的家”[5]，

“此间纵是地上的乐园，我却仍是‘在客’”[3]246。《相片》也借施女士的视角表达了对

美国社会环境的不满：“她的故乡——新英格兰——在她心里，只是一堆机械的叠影，地

道，摩天阁，鸽子笼似的屋子，在电车里对着镜子抹鼻子的女子，使她多接触一回便多一

回的厌恶”，相反“施女士心中只温存着一个日出之地的故乡，在那里有一座古城，古城

里一条偏僻的胡同，胡同里一所小房子。门外是苍老雄大的城墙，门口几棵很大的柳树，

门内是小院子，几株丁香，一架蔷薇，蔷薇架后是廊子，廊子后面是几间小屋子，里面有

墙炉，有书架，有古玩，有字画……”“这一切都生动，都温甜，都充满着‘家’的气息”
[4]。施女士虽然是美国人，却视中国为故乡、视美国为异乡，这一情节充分显示了冰心对

美国文化的反感。 

最后，留美期间冰心对中国文化的认同感空前强化，这也从侧面说明了她对美国文化

的排斥和不适应。郭少棠在《旅行：跨文化想象》一书中分析了跨文化旅行中的文化失落

与文化固守现象。当旅行者从本土出发向另一地转移的时候，不仅是从已知地域向未知地

域的地理转移，同时也是从一个熟悉的文化环境向另一个不熟悉的文化环境的文化转移。

这一转移常常会引起旅行者脱离本土的感觉，“就像一株植物被从正在生长着的土壤里拔

出来一样”，使他们对新的文化环境产生强烈的不适应，形成文化失落的感受。文化失落

常常不是导致对异文化的迅速适应，而是导致对自身原有文化的顽强固守。这种文化固守

心态最鲜明的外在表现，就是对异文化的非难和贬斥。[6]冰心留美期间表现出明显的文化

失落、文化固守的倾向。她曾引用华兹华斯的诗《我在不相识的人中间旅行》“直到了海

外/在不相认的人中间旅行；/英格兰！我才知道我付与你的是何等样的爱”，说明自己民

族情感的强化很大程度上源于留美期间“在不相识的人中间旅行”的经历。[3]89 在《介绍

一本书——〈北京的尘沙〉》中更明确宣告在美国“我走出去，在道上，在茶会中，在宴

筵里，我脸上刺着中国，背上负着中国，中国的事就是我自己的事，当着无族异族人的面，

我，便是上下数千年，纵横数万里的中国！”这种民族认同感的空前强化，恰恰说明了她

并没有真正融入美国社会。值得一提的是，冰心在威尔斯利女子大学的硕士论文题目是

《李易安女士词的翻译和编辑》。对于主修英国文学的她来说，选取一位中国古代作家及

一种古代文学体裁作为论文研究对象，是极不寻常的。论文以李清照的词为中心，大量译

介中国传统器物、生活方式、文化心理等，体现了她借论文写作抒发自我心态、对美国人

宣扬中国文化的诉求，这正是她文化失落、文化固守心态的形象反映。 

二、体验超越种族文化差异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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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冰心对“非我族类”的美国人倍感隔膜、排斥，但是在乡愁和疾病的人生低潮中，

美国人给予了无私的同情、关爱，这种超越种族文化差异的爱对她的思想情感产生了巨大

冲击。 

“她是翩翩的乳燕，/横海飘游，/月明风紧，/不敢停留——/在她频频回顾的飞翔里/

总带着乡愁！”[7]183 赴美留学是冰心第一次离开家庭庇佑，踏上海外漂泊的旅程，因此她

的乡愁格外强烈。《寄小读者》、《往事（二）》等详细记述了她思念家乡、孤独抑郁的

感受。就连威尔斯利女子大学里的 Waban 湖，也被她创造性地翻译为“慰冰湖”，因为

“我亲爱的人都不在这里，便只有她——海的女儿，能慰安我了。Lake Waban，谐音会意，

我便唤她做‘慰冰’。”[3]87 这种强烈的情感需求在她生病之后达到了高潮。刚刚开学两

个多月，冰心便因肺部血管旧病复发，被迫中断学业住院治疗。半个多月后又转往沙穰疗

养院，在那里一住就是将近八个月的时间，直到次年七月才结束疗养回校学习。长期缠绵

病榻、徘徊于生死边缘，对病人来说无疑是巨大的精神折磨，对冰心而言这一体验变得尤

其痛苦、煎熬，她“心酸肠断”，“几乎神经错乱”，“深深的觉出了宇宙间的凄楚与孤

立”[3]116，“她如结的心，不知交给谁慰安好”[3]128。在乡愁和疾病的双重打击下，她对

于爱的渴求空前强烈。《寄小读者》通讯十五正是她内心的真实写照：“一朵鲜花，一张

画片，一句温和的慰语，一回殷勤的访问，甚至于一瞥哀怜的眼光，在我们是不觉得用了

多少心，而在单调的枯苦生活，度日如年的病者，已是受了如天之赐。访问已过，花朵已

残，在我们久已忘却之后，他们在幽闲的病榻上，还有无限的感谢，回忆与低徊！” 

正是在倍受疾病与乡愁摧残、强烈渴求关爱的背景下，美国朋友不期而至的关怀深深

打动了冰心。《寄小读者》通讯九记录了她患病之初的三次落泪，其中两次都和美国朋友

的关怀有关。第一次是她刚从昏睡中醒来，不期然看到了同住一座宿舍楼的同学们送来的

各种鲜花，她深深地被这份超越种族文化差异的爱所感动，不禁流下了感动的热泪。她躺

在病床上，听着此起彼伏的慰问电话声和医护人员的答复声，不禁沉溺在温情的氛围中，

甚至淡忘了自己身处异国的处境，联想起此前家中的类似场景：“猛忆起今夏病的时候，

电话也一样的响，冰仲弟说：‘姊姊么——好多了，谢谢！’觉得我真是多事，到处叫人

家替我忙碌”。所以当她能够写信的时候，第一封信是向父母报平安，第二封信便是给同

住一座宿舍楼的九十六个“西方之人兮”的女孩子。除了感谢她们，冰心还在信中强调自

己在医院生活舒适、心情愉快，“如不是因为想你们，我真不想回去了！”除了同学们的

关爱之外，美国师长的慰问更给予她母亲般的温暖，她为此第二次流下了感动的热泪。 

 

B 夫人早晨从波士顿赶来，只有她闯入这清严的禁地里。医生只许她说，不许我说。

她双眼含泪，苍白无主的面颜对着我，说：“本来我们有一个最快乐的感恩节……然而不

要紧的，等你好了，我们另有一个……” 

我握着她的手，沉静的不说一句话。等她放好了花，频频回顾的出去之后，望着那

“母爱”的后影，我潸然泪下——这是第二次。 

 

B 夫人是冰心在燕京大学的英文教师鲍贵思的母亲。留学期间鲍夫妇对她一直多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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拂。得知冰心生病的消息后，鲍夫人专程从波士顿赶来探望。冰心病愈以后，还专门接她

到自己在海岛的别墅度假休养，《寄小读者》通讯二十四便记录了这段难忘的海岛生活。

晚年回忆起留美生活时，冰心特别强调鲍夫妇“待我和他们自己的儿女一样，慈爱而体

贴”，“在美国时期，鲍家就成了我的家，逢年过节，以及寒暑假，他们都来接我回

‘家’”[8]。“母爱”、“家”……这些对冰心来说具有特殊意义的字眼，此前很少和美

国人联系起来，但是生病之后却频频闪现于笔端，生动显示了爱对于种族文化差异的超越。 

除了同学和长辈的关爱之外，冰心在沙穰疗养院疗养期间，还收获了异国病友们的真

挚友谊。女孩们来自各个国家，彼此文化习俗和生活经历迥异，但是在共同的疾病考验面

前，却能超越种族文化的差异，给予彼此无私的关爱。《寄小读者》通讯十五介绍了几个

病友，希望读者“加以怜念”，介绍时有意淡化了病友们种族、国籍的差别，而强调了彼

此经历、情感的共同性，如“被一切人所爱，她也爱一切人”的 R、“可怜的带病而又心

灵负着重伤”的 D 、“急切的想望人家的爱念和同情，却又能隐忍不露，常常在寂寞中竭

力的使自己活泼欢悦”的 E 等等。冰心对她们充满了同病相怜的情绪：“生中何必有爱，

爱正是为这些人而有！这些痛苦的心灵，需要无限的同情与怜爱”。当她病愈离开疗养院

时，特别强调这里给予她“从前未有的经验”便是“爱与同情”：“‘同病相怜’这一句

话何等真切？院中女伴的互相怜惜，互相爱护的光景，都使人有无限之赞叹！一个女孩子

体温之增高，或其它病情上之变化，都能使全院女伴起了吁嗟。病榻旁默默的握手，慰言

已尽，而哀怜的眼里，盈盈的含着同情悲悯的泪光！来从四海，有何亲眷？只一缕病中爱

人爱己，知人知己之哀情，将这些异国异族的女孩儿亲密的联在一起。谁道爱和同情，在

生命中是可轻藐的呢？”[3]243 

在美国朋友们的关怀、抚慰之下，冰心逐渐从疾病和乡愁中解脱出来，心态也由初病

时的怨怼、悲伤变得从容、感恩：“十二月十三之晨，我心酸肠断，以为从此要尝些人生

失望与悲哀的滋味，谁知却有这种柳暗花明的美景。但凡有知，能不感谢”[3]115，“这样

的病，这样的人生，小朋友，请为我感谢。我的生命中是只有祝福，没有咒诅！”[3]137通

过对超越种族文化差异的爱的体验，冰心对美国人的态度也由疏离、隔膜变得逐渐亲密起

来。她晚年回忆起美国生活时，将之概括为“只是熟悉了几个美国家庭，结交了几个同学

和病友，游历了几个地方，如此而已”[9]，足见与美国朋友的交谊对她的重要意义。“我

在美三年，印象极深也极好，因为我遇见的都是教育界和宗教界的人，所处的又是在她们

家做客的环境中，我看到的是健康的一面，尤其是W院，那湖光，使我永不忘记，而且常

常入梦”，“广阔美丽的美国国土和热情友好的美国人民，把我年轻的心包围起来”[10]。

冰心离开美国之后，还与美国朋友保持书信联系，彼此结婚时还互赠礼物。两个女儿吴冰、

吴青的英文名Stetia、Lida取自美国老师、同学的名字，吴冰、吴青访美期间，冰心的美国

同学们虽然年已耄耋，还亲自去看望她们，邀请她们到家中做客，足见冰心与美国朋友的

交谊之深、之久。 

三、爱的哲学的深化 

通过体验超越种族文化差异的爱，冰心对美国人、美国文化逐渐由隔膜转向亲近，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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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体验超越种族文化差异的爱，冰心对美国人、美国文化逐渐由隔膜转向亲近，她对爱

的认知和理解也发生了转变，实现了从家庭之爱到向人类之爱的转变，达到了个人爱的哲

学的高潮。 

出国之前冰心频频在作品中宣扬人类之爱、世界之爱，但是它主要停留在抽象的、概

念的层次，而非切身的日常生活体验。在日常生活中，她感受到的主要是家庭之爱，特别

是母爱。冰心来自一个幸福、和谐的上层军官家庭，她在贝满女中和燕京大学读书期间也

一直是走读生，对社会人生的了解极为有限，茅盾曾经尖锐地指出“她是‘唯心’地处处

以‘自我’为起点去解释社会人生，她从自己小我生活的美满，推想到人生之所以有丑恶

全是为的不知道互相爱；她从自己小我生活的和谐，推论到凡世间人都能够互相爱。她这

种‘天真’，这种‘好心肠’，何尝不美，何尝不值得称赞，然而用以解释社会人生却一

无是处！”[1]陈西滢也批评冰心的创作“一望而知是一个没有出过学校门的聪明女子的作

品，人物和情节都离实际太远了”[11]。这些批评形象地指出了冰心出国之前思想创作的局

限性——在看似广阔的人类之爱的外表下掩藏着狭隘的家庭之爱的实质。 

赴美留学特别是生病前后的经历扩展了冰心的人生阅历，也使她的思想情感发生了潜

移默化的转变，“虽说不出不同处在哪里，而病前病后却是迥若两人”[3]362，“别离碎我

为微尘，和爱和愁，病又把我团捏起来，还敷上一层智慧。等到病叉手退立，仔细端详，

放心走去之后，我已另是一个人！”[7]211 这一转变集中表现为对爱的理解超越了狭窄的家

庭范围，转向超越血统、种族、文化差异的人类之爱。当她病愈离开疗养院时，将整个疗

养经历形象地总结为“爱与同情”： 

 

我要以最庄肃的态度来叙述此段。同情和爱，在疾病忧苦之中，原来是这般的重大而

慰藉！我从来以为同情是应得的，爱是必得的，便有一种轻藐与忽视。然而此应得与必得，

只限于家人骨肉之间。因为家人骨肉之爱，是无条件的，换一句话说，是以血统为条件的。

至于朋友同学之间，同情是难得的，爱是不可必得的，幸而得到，那是施者自己人格之伟

大！此次久病客居，我的友人的馈送慰问，风雪中殷勤的来访，显然的看出不是敷衍，不

是勉强。至于泛泛一面的老夫人们，手抱着花束，和我谈到病情，谈到离家万里，我还无

言，她已坠泪。这是人类之所以为人类，世界之所以成世界呵！我一病何足惜？病中看到

人所施于我，病后我知何以施于人。一病换得了“施于人”之道，我一病真何足惜！[3]242-

243 

 

“我从来以为同情是应得的，爱是必得的……然而此应得与必得，只限于家人骨肉之

间。因为家人骨肉之爱，是无条件的，换一句话说，是以血统为条件的。”这种以血统为

基础的家庭之爱是冰心出国之前整个爱的哲学的核心，“在冰心的整个爱的体系中，母爱

是一切爱力的原点和发动机。自然爱和童年爱不过是母爱的生发，它们从母爱出发，又以

母爱为归宿，这就是冰心爱的哲学体系的内部构造。”[12]这种观念随着生病前后的经历发

生了转变，异国朋友的“馈送慰问”、“殷勤的来访”、“坠泪”等都使她切身体验到爱

对于血统、种族、文化差异的超越，她的人类之爱、世界之爱终于从观念走向实践，融入

到个人生命血肉之中。她不但意识到“这是人类之所以为人类，世界之所以成世界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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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进一步萌生了向他人施予爱、回报爱的念头，“我一病何足惜？病中看到人所施于我，

病后我知何以施于人。一病换得了‘施于人’之道，我一病真何足惜！”  

冰心留美前后的作品特别是从《超人》、《烦闷》到《悟》的变化也充分表现了爱的

哲学的深化。这三部作品情节相似，都表现了一个情感冷漠的“超人”通过爱的体验、成

为爱的信徒的故事，形象阐释了爱的哲学。其中《超人》和《烦闷》创作于留美之前，

《悟》则写于 1924年 1 月，正值冰心生病疗养期间。从《超人》、《烦闷》到《悟》，生

动显示了爱的哲学从家庭之爱到人类之爱的发展。首先，《超人》和《烦闷》中“超人”

所体验的爱，都局限于家庭之爱，特别是母爱；和它们不同，《悟》增加了超越种族文化

差异的同学之爱、朋友之爱等内容，这些“东西半球朋友的爱”让主人公对爱有了新的认

识和理解。 

固然的，天性之爱，我所身受的，加倍丰富浓厚；而放眼尘世，与我相似的，又岂乏

其人？在院的末三日，我凭窗下望，看见许多的父母，姑姨，伯叔，兄弟，姊妹，朋友，

来探视他们病中的关切的人。那些病势较重的人的亲属，茫然的趑趄进出。虽然忧喜不一，

而死生一发之间，人类不能作丝毫之虚假，爱感于心，如响斯应。我看那焦惶无主的面庞，

泪随声堕的样子，更使我遽然惊悟，遍地球上下千万年，人同此心，心同此理，钟梧兄！

谁道世界是不爱的！[13] 

“遍地球上下千万年，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谁道世界是不爱的”与“这是人类之

所以为人类，世界之所以成世界呵”如出一辙，都显示了对人类之爱、世界之爱的内在认

同。其次，与《超人》和《烦闷》不同，《悟》第一次出现了“超人”主动向别人施予爱

的情节，这正是冰心“一病换得了‘施于人’之道”、爱的哲学深化的具体表现。《悟》

借助朋友的视角，揭示了“超人”冰冷外表之下对朋友深沉的爱：“我知道你的人生哲学

是枯冷的，又与我只是三日的新交！你便不来，也不为负我。然而你又何必‘当下即从镇

上赶来’？何必‘出院时一路嗟叹’？何必‘秋风中辛苦奔走’？……你来时不自知，叹

时不自觉。可怜的朋友，我替你说了罢，你纵矫情，却不能泯灭了造物主付与你的对于朋

友的爱。”成仿吾曾批评《超人》“作者似乎并没有把爱的真谛看出。真的纯洁的爱，在

授而不在于受，在与(to give)而不在取(to take)。爱好比黄昏时分的飞鸟，是要寻出可以栖

息的一枝的，不得其所，是不能安息的。然而何彬是何等的无气力，何等的冰冷！”[14]这

一思想内涵的局限性，在冰心留美之后的作品中已经很少出现了。除了《悟》之外，《忆

淑敏》、《六一姊》等都不同程度地表现了回报爱、施予爱的情节，体现了作者对爱的认

知和理解的深化。在此基础上，她发誓今后要“在众生的生命上，撒下爱和同情的种子”，

“爱在右，同情在左，走在生命路的两旁，随时撒种，随时开花，将这一径长途，点缀得

香花弥漫，使穿枝拂叶的行人，踏着荆棘，不觉得痛苦，有泪可落，也不是悲凉”[3]243，

显示了个人思想境界的升华。 

经历了感受美国异质文化——体验超越种族文化差异的爱——爱的哲学的深化等一系

列变化之后，冰心作品的真情实感大大增加了，实现了从文字生硬主导到情绪自然流露的

转变，将个人的思想创作推向了高潮，诚如她所言，“去国以前，文字多于情绪。去国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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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情绪多于文字”[3]168，“假如文学的创作，是由于不可遏抑的灵感，则我的作品之中，

只有这一本（《寄小读者》）是最自由、最不思索的了”[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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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兄弟》所引发的余华现象 

── 从网络读者反应批评分析《兄弟》的社会意义和文学特点 

Yu Hua phenomenon caused by the novel "Brothers" 

——Criticizing and analyzing the social significance and literary characteristics of 

"Brothers" from the response of online readers 

赵 平 

（华侨崇圣大学 中国语言文化学院，泰国 10540） 

摘要：余华的长篇小说《兄弟》引发了各种不同的读者反应批评，这种批评不少是以

网络和作者的博客为平台，它不仅扩展了文学批评的范围，也给普通读者直接与作者对话

提供了机会。 

这篇论文研究的目的在于通过对余华小说《兄弟》的读者反应批评的分析，说明因为

网络的发展，博客的建立，文学批评已经从主要在传统的报刊杂志上的发表方式，开始与

从网络上发表个人观点的大众化的方式结合了起来。这为普通读者、作者和专业文学批评

者相互之间的自由沟通，以及发表自己的看法，建立了一个广泛的网络平台。网络文学批

评突破了传统文学批评大多在报刊杂志上才能发表，并与作者进行对话的模式，这使普通

读者可以摆脱传统文学的批评模式的制约直接参与文学批评。这种普通读者与作者和学者

共同参与的文学批评的互动，以及当代网络与传统媒体之间的互动，一方面促进了对中国

小说叙述方式的进一步探讨，另一方面也促进了人们对以网络形式出现的读者反应批评的

关注。 

论文研究主要采取文献分析法，结合网络上读者对小说《兄弟》的评论，分析作者在

小说中的具体描写手法，人物刻画和语言特色，说明作者在《兄弟》创作上的特点，写作

手法的变化，以及由此引起的读者不同反应和社会意义。 

论文对《兄弟》这部颇具争议的小说的社会意义和文学特点进行了探讨，还分析了这

种通过网络开展的读者反应批评所而引发的余华现象。论文指出网络平台促进了专业与非

专业文学批评的互动与发展，鼓励了普通读者参与文学批评，它既有利于读者与作者之间

的良性互动，也有利于推动文学批评和对中国当代文学叙事方式的讨论。 

关键词：小说《兄弟》；网络平台；读者反应批评；文学特点和社会意义 

 

Abstract: Yu Hua’s novel “Brothers” triggered readers’ responses to various criticisms. This 

criticism is based on the Internet and the author’s own blog. It not only expands the scope of 

literary criticism, but also provides an opportunity for ordinary readers to directly talk to the 

author.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analyze the readers' response to Yu Hua's novel "Brothers", 

explaining that because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et, the establishment of blogs, liter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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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iticism has been combined with the popularization of personal opinions from the Internet, 

mainly from the way it is published in traditional newspapers and magazines. This establishes an 

extensive online platform for the free communication between ordinary readers, authors and 

professional literary critics, as well as their own opinions. Internet literary criticism breaks 

through the traditional literary criticism model that can be published in newspapers and magazines 

and dialogue with authors. This allows ordinary readers to directly participate in literary criticism 

without being constrained by the traditional literary criticism model. The interaction of literary 

criticism, which is shared by ordinary readers and authors and scholars, and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contemporary and traditional media, on the one hand, promotes the further discussion of 

the narrative style of Chinese novels, and on the other hand, it also promotes people's attention to 

the criticism of readers in the form of online. 

The research of the thesis mainly adopts the literature analysis method, combined with the 

readers' comments on the novel "Brothers" on the Internet, analyzes the author's specific 

description techniques, character descriptions and language features in the novels, and explain the 

changes in the author's writing techniques and the resulting responses and comments from readers.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is reader's reaction criticism, the thesis discusses the social 

significance and literary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ontroversial novel "Brothers". The paper points out 

that the reader's comments on the novel "Brothers" and literary criticism of the novel have 

triggered the Yuhua phenomenon of the novel "Brothers" creation techniques.  

The thesis discusses the social significance and literary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ontroversial 

novel "Brothers", and also analyzes the phenomenon of Yuhua caused by this kind of reader 

response criticism through the network. The paper points out that the online platform promotes the 

intera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professional and non-professional literary criticism, and 

encourages ordinary readers to participate in literary criticism. It not only facilitates the benign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reader and the author, but also promotes literary criticism and discussion 

of the narrative style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Keywords: The novel "Brothers"; Network platform; Reader response criticism; Literary 

characteristics and social significance; 

 

引 言 

余华 1984 年开始发表小说，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和苏童等作家的创作形成了一股文学

潮流，评论界称之为“先锋文学”。其作品被翻译成英文、法文、德文、俄文、意大利文、

荷兰文、挪威文、韩文、日文等在国外出版。长篇小说《活着》和《许三观卖血》同时入

选百位批评家和文学编辑评选的“九十年代最具有影响的十部作品”。1998 年获意大利格

林扎纳·卡弗文学奖。2002 年获澳大利亚悬念句子文学奖。2008 年凭借作品《兄弟》，获

得第一届法国《国际信使》外国小说奖。
 

 

2008 年余华的新作《兄弟》以上下两部出版发行后，在中国的读者群中引起了不小的

反响，特别是《兄弟》的下部使一些喜爱余华小说的读者颇感失望，甚至有的学者认为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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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小说“根本不值一读”。但另一方面，也有不少读者对这部小说“一点也没有失望”。

这些读者反应批评主要是在网络上进行的。这些读者从各自的感受中去解读《兄弟》中的

社会意义和人物的性格特点与命运，对余华根据不同题材采用不同的叙述方式，以及用不

同的语言风格所叙述的故事，给予了相当的关注，表达了各自的看法。 

从不少读者对《兄弟》的不同反应中我们可以看到，随着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在文

学批评的舞台上，因为网络的发展，博客(Blogger)的使用，文学批评已经从主要在传统的

报刊杂志上的发表方式，开始与从网络上发表个人观点的大众化的方式结合了起来。这为

普通读者、作者和专业文学批评者相互之间的自由沟通，以及发表自己的看法，建立了一

个广泛的网络平台，突破了传统文学批评大多在报刊杂志上才能得以发表进行对话的模式，

使普通读者可以摆脱传统文学的批评模式的制约直接参与文学批评。这种网络式的文学批

评使读者能够与他们喜爱的作家直接交流和沟通。它拆除了在过去通常只有在传统的文学

神坛上才能与小说作者和文学批评家直接对话的藩篱。 

由余华的长篇小说《兄弟》所引发的读者的各种不同的观点和评论，在中国文坛上产

生了一种余华现象。这种现象表现在当一个作家原来的写作风格和叙述方式已逐渐被读者

接受和肯定后，一旦作者改变了原有的叙述方式和语言风格，以一种荒诞调侃式的手法写

作时，引起了不少读者的不同反应和批评。这种批评不仅在一些专业文学批评者之间展开，

更在不少普通读者之间进行。这些文学评论和读后感是以网络和作者自己的博客为平台，

不仅扩展了文学批评的范围，也给普通读者直接与作者对话提供了机会。 

这是一种专业与普通读者共同参与文学批评的互动，读者与作者之间的互动，以及当

代网络平台与传统媒体平台之间的互动。这些互动不仅促进了对中国小说叙述方式的进一

步探讨，也促进了对以网络形式出现的读者反应批评的分析研究。这种批评扩展了对《兄

弟》这部颇具争议小说的探讨和评论。由余华的《兄弟》所引发的现象有两个明显特点：

一是它的社会意义，二是它的文学特点。这种现象既有利于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和小说叙

述方式的多元化探讨，又有利于广大读者对文学批评的积极参与，以及与作者和专业文学

批评者之间的对话。 

一、余华现象的社会意义 

以往读者反应批评主要是在报刊杂志上进行。如今由于网络平台的建立，读者可以把

他们对某个小说的读后感和对作者的叙事方式的看法，在网上自由地直接发表，这使文学

批评不再受制于报刊杂志的种种限制。网络文学批评的开展既为广大普通读者的参与打开

了一扇非常宽敞的大门，也为文学批评社会化提供了一个平台。这种文学批评的网络化，

读者与作者的互动，是文学批评发展的新趋势和新特点。正是这种变化，使读者对余华小

说《兄弟》的讨论具有了一定的社会意义。不同年龄，不同行业，不同文化阶层，不同性

别和不同专业的读者都可以参与对《兄弟》的讨论和发表对余华叙述方式的看法。这些读

者从各自的文学视角，社会经验和人生体验等来谈自己的读后感，参与到了读者批评当中。 

首先，这种由网络读者对小说《兄弟》的不同评论和文学批评所引发的余华现象的社

会意义，主要反映在不少读者对小说叙述方式和语言描述上的讨论，以及批评和反批评的

参与上。其次，文学批评已不再是专家学者的专利。他们专业性的批评，以及一些读者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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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华这种新的叙述方式的否定，不一定就宣判了一部颇受争议的文学作品的死刑。对这部

作品的支持和肯定，也不代表这部小说就没有进一步改进和探讨的空间。其实，来自不同

方面的文学评论本身也受到不断发展的社会、政治、经济、多元文化因素和读者反应的影

响。正因为有了专业学者和广大读者的参与，使这部反映中国当代农村题材的小说，由于

作家余华改变了他以往被大多数读者肯定和熟悉说的叙述方式和语言风格，所以才引起了

这场对小说 《兄弟》不同看法的“风波”。 

余华的小说《兄弟》是在一个社会制度里横跨了两个不同时代的背景下展开的。根据

余华的写作意图，他把中国历史上十年浩劫下的“精神狂热，命运惨烈”和改革开放后出

现的“伦理颠覆，浮躁纵欲”的“众生万象”，以荒诞和调侃的叙述方式和语言风格，凝

缩成由两个不同的家庭组合的一对没有血缘关系，却有着不同寻常的生活情感的，“就是

生离死别了，我们还是兄弟”的一段看似荒诞的故事。 

这部小说的故事发生在中国农村南方的一个小镇。余华的《兄弟》以全书 50 多万字的

规模，续写了中国文学演变中另类的乡土文学。自中国 20 世纪初鲁迅开创了中国乡土文学

后，从延安时期赵树理的小说 《小二黑结婚》，到共和国时期柳青撰写的长篇小说 《创

业史》，以及文革前浩然笔下的《艳阳天》，再到中国改革开放后一批中国作家继续在以

农民题材为主的小说创作上耕耘，使中国乡土文学小说在叙述方式和语言描写上不断发展

和探索。余华的长篇小说《兄弟》就是在中国当代小说的发展演变中，作者以不断探索和

不断尝试的精神，对不同时代和不同题材，采用不同的叙述方式来创作的长篇小说，从而

进行了又一次自我奋进的努力。 

由于小说 《兄弟》 所反映的时代背景是中国近 40多年来社会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年

代，即 20世纪 60年代到 21 世纪初之间。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中国从文革十年浩劫中挣脱

了出来，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时期。文革前和文革后这两个时代对中国人民在精神、思想和

物质上的巨大影响是不言而喻的。而《兄弟》正是以这两个时代为背景来展开它的故事情

节。小说的时代背景本身就足以反映出它的社会意义，更不要说作品所描写的中国当代社

会中不同阶层，不同职业，不同人生经历的人物百态了。这两个时代也像两个兄弟一样，

历史的命运把它们连在了一起，作为“兄”在的前一个时代──文革，受到了历史的审判；

作为“弟”在的后一个时代──改革开放，正在快速发展。“兄”时代的“政治使命”已

经完结，而“弟”时代的经济大业正生气勃勃地发展着。 

中国当代作家在文学上对现实社会的把握和描述也处在一个动态之中。传统的文学叙

述面对不断出现的新事物和不断变化的人生社会，使不少作家已感到新时期小说创作的吃

力，叙述方式的老化和语言话语的陈旧。再加上影视文艺的冲击，小说发展的危机感逼得

中国当代作家要像《兄弟》中的李光头四处为他的福利厂找订单，全力为他的创业寻找新

的出路一样，从外国文学作品和文学理论中借鉴和吸收新的写作灵感和创作手法。余华在

《兄弟》叙述语言和描写方式上的大胆尝试，也是为他今后小说事业发展的又一次“卖

血”。 

二、小说《兄弟》的读者反应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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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兄弟》的读者反应群中，有的读者与小说中成为兄弟的宋钢和李光头的父辈是同

时代的；有的读者是与李光头、宋钢同代的；也有的读者是属于改革开放年代的，他们当

中有些人对文革的苦难和浩劫的感性认识还是从余华的小说《兄弟》中获得的。 

一位 60 年代出生，历经过文革的读者，从思想认识的角度发表了他对《兄弟》的看法。

他认为：“作家反映现实最重要的是来自于对现实本质的认识。想一想在颠狂的文革和浮

燥的现在，本质的东西还是人性中善与恶的争斗。只不过时代不同，表现形式不同罢了”。

他觉得《兄弟》这部小说“有很深的寓言性。而且这种寓言性包含在许多看似夸张或荒诞

的细节中”。①没有经历过文革，生活在 80 年代的一位读者反应就比较感性些，她说：

“我是一个 19 岁的大二女生。文革距我遥远，现实中大人们都已经很少去提它了──中国

人总是会有意回避苦难──‘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感谢还有你们这些作家，写这些

震撼人心的作品，时时提醒我们。（《兄弟》）下部，看得我肝肠寸断。从中我们看到了

过去的中国、现在的中国、以后的中国”。② 

而 90 年代的读者对《兄弟》的解读也表现出他们一定的文学鉴赏力。其中一名读者写

道：“一部好的作品能让不同年龄的人体味到不同的感情。就像《红楼梦》是一本中国封

建社会的百年沧桑的传世之作，一个拉车的和一个总经理都能同时从这本书里找到自己的

影子”。而我“看你的《兄弟》自然和那些经历过文革的人不一样，说实话，我感触最深

的地方是宋钢脑子里出现的几次海鸟，尤其是最后的那只，也是最孤独的，最让人心酸的

那只…… 一个没有艺术家的时代是悲哀的时代，但是有了艺术家却没有读者的时代更是悲

哀。”
③ 

对有些读者们来讲，余华《兄弟》的上部，是他们“这年龄没经历过的，但却感动，

流泪”。而下部，他们“应该熟悉，但却没有感动过，甚至宋刚死了，也没感觉”。他们

不知是因为“没看进去，还是因为时代不同，或者说，人相对的熟悉（这个）时代，神经

触觉迟钝了”。④对一些专业学者来说，他们对余华的《兄弟》在评价上保持一种学术上的

“集体沉默”和不屑一顾。然而，虽然在某些学者看来，这部小说对文革历史的叙述是

“无意义的重复”，但对没有经历过文革的很多读者来说，却可能是心灵体验的第一次。

在有些学者的眼里，《兄弟》是“不值一读”的。但对另一些读者来说，《兄弟》恐怕却

是非常值得一读的文学性“历史教科书”了。从文学视角来看，一些文学批评家对《兄弟》

的非议也许有他们一定的道理，但从《兄弟》的社会意义的视角来说，一部文学作品就不

能简单地从纯学术的观点来衡量了。一名高三的学生说： 

 

上部看到宋凡平死了时，我哭了，哭得很伤心。我们这一代人没有经历过文革，

教科书上根本不写文革的具体内容，老师说自己回家问家长吧。老人们提起那岁月总

是叹气。谢谢余华，让我从一个普通人眼中了解了那个年代。也许它亦是经过染色的，

但哪一段历史不是主观的呢？真实而朴实的文字才最能让人感动。⑤ 

                                                             
①余华新浪博客,六十年代人,http://blog.sina.com.cn/u/467a3227010002u8#comment 

②余华新浪博客,兄弟, http://blog.sina.com.cn/u/467a3227010002pv 

③余华新浪博客,风歌子, http://blog.sina.com.cn/u/467a3227010002u8#comment 

④余华新浪博客,匿名,http://blog.sina.com.cn/u/467a3227010002pv 

⑤余华新浪博客,BettySue,http://blog.sina.com.cn/u/467a3227010002x6#com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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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批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一种社会历史学批评。批评者既需要文学的视角，也

需要社会历史的视角。一位读者在余华的博客中写道： 

 

对于我，这个没有经历过文革的人来说，总是在长辈们谈及那个年代的腥风血雨

时，报以难以理解的眼光作为对他们的回忆的回应，却终未能深刻的理解和感受到属

于那十年的红色的悲壮。在《兄弟》上部中，我也许偏颇地认为，自己总算第一次、

切实的通过文字“见证”了那个年代众多所谓“革命群众”的中国人所有的狂热、盲

目、无知，或许亦能称为愚昧；同时还看到了生存于那个年代的不同的“阶级背景”

的人们的生活状态，以及最终的命运；…… 透过血腥惨烈的描写，我清晰地看到那

个年代让人生不如死的、令人发指的“斗争”，一种发自内心的悲痛，油然而生！而

也正是这些表面血腥的描写，让我感受到了世间最最深沉的爱也许并非只能在血亲之

间。
①
 

 

从以上不同年代中国读者的反应中我们看到，余华在《兄弟》中对中国文革十年的文

学叙述，为什么对不少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的读者会在心灵上产生那么大的触动和震撼？

如果这一代读者对这么重大的历史史实──十年浩劫的文革都不了解，何谈吸取历史教训

和进行反思。著名文学家巴金曾呼吁要建立一个“文革博物馆”，让人们不要忘记那场

“国难”。能让巴金老人欣慰的是，余华用文学形式为广大读者建立了一个具有文学色彩

的小说式的“文革博物馆”。余华通过《兄弟》这部小说，向读者展示了一个生动、激情、

狂热、荒诞、残酷、悲愤、启迪和反思的，让人回味无穷的文革悲情和历史。正如巴金所

说的: 

 

应当感谢那些牢牢记住‘文革’的人，他们不再让别人用他们的血在中国的土地

上培养‘文革’的花朵。用人血培养的花看起来很鲜艳，却有毒。② 

 

终归文学作品不是历史教科书，它的魅力在于它的文学叙述和语言的描写上，用形象

的语言把生活中有写作价值的东西提升到情感和精神文化的层面，或赞美、或抒情、或直

叙、或揭露、或毁灭、或嘲讽、或夸张、或调侃等，以引起读者的共鸣和给读者在阅读中

带来审美的愉悦。《兄弟》之所以在不少读者中能够引起共鸣，其中一个原因是，小说把

文革时期和改革开放时期人物情感的文学描写与苦难人生结合了起来，把人生中有价值的

东西无情地毁灭了给读者看的结果。如果说小说对文革时代内容情节的描写，使《兄弟》

（上）具有倾向于对历史反思的社会意义，那么小说对改革开放时代出现的光怪陆离的社

会百态的叙述，使《兄弟》（下）也具有了它一定的现实和超现实的社会意义。小说《兄

弟》的现实性和超现实性主要表现在作者以真实加荒诞的手法，反映了20世纪60年代到21

世纪中国从文革到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人生。 

在余华《兄弟》的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到鲁迅《阿 Q 正传》中的那种杂糅、尖刻和戏 

                                                             
①余华新浪博客,zhuxy,http://blog.sina.com.cn/u/467a3227010002tl 

②巴金:《随想录》第五集《“文革”博物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12月第1版,第123页 

http://spaces.msn.com/zhuxy326/
http://spaces.msn.com/zhuxy326/
http://spaces.msn.com/zhuxy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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谑的色彩，也可以看到契诃夫的《变色龙》和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中等一些批判现实

主义小说家采用的诙谐讽刺的手法。但就整个小说所反映的历史演变，社会现实，人生百

态，夸张情节和荒诞的叙述来看，《兄弟》似乎更有马尔克斯《百年孤独》中那种魔幻现

实主义的身影。所有这一切在《兄弟》中，都是为了烘托对社会现实生活里所出现的真善

美与假丑恶的揭示和暴露。用一位读者的话来说：“当我静下心来细细的对照现实的生活，

我发现《兄弟》（下）确实是当代社会的一面镜子，清晰准确地反映着现实的社会。没有

一处离奇的情节不是现实中每天发生的”。① 

因为《兄弟》的写作背景涵盖了中国当代两大最值得关注的时期，即文革时期和改革

开放时期，所以生活在这两个时期的人们对已经过去的和正在经历的社会，或多或少都有

着各种不同的深切体验。小说中发生的事情不能不在每个读者心中有所反应。切不说小说

语言的运用和叙述方式的改变是否被每个读者所接受，但就小说所描写的文革和文革后关

系到千百万中国人民政治、经济、文化和物质利益的社会重大变革本身，就足以让读者用

自己的眼光对其小说的内容进行参照、对比和联想。因而也就造成了读者对《兄弟》这部

作品不同的反应。如有的读者所说的那样，这部作品与其说是在写人，不如说是在写社会。

这正好说明小说具有的社会内容大于作者本身的写作，作品的内涵大于叙述话语，思想深

意大于文字描写。这或许也就是在探讨如何解读这部颇受争议的小说时所具有的现实意义

了。 

三、余华现象的文学特点 

（一）人物的概括性与善恶的情感性 

小说《兄弟》中的人物来自不同阶层，是中国当代社会发展的一个缩影。从平民百姓

到政府官员，从手工业者到医生文人，从个体户到国营的劳动者，从正常人到残疾人。小

说以刘镇为中心辐射到中国各地。小说中人物的生活与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动

荡与变革，以及国内外形势的变化都有着不同的关联。 

小说中不少荒诞情节的描写对一些读者来说并不是天方夜谭，类似的事情在现实社会

中不时发生，或有可能发生。所以不论是小说故事本身，还是广大读者所面对的社会现实，

从小说内到小说外，《兄弟》所反映的不少社会现象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可以说《兄弟》

也是一个反映中国当代社会的万花筒。然而，有的读者从小说中看到了另一个问题，这就

是什么样的人更适合在这不断出现荒诞现象的社会里生存，是李光头这样的人，还是宋钢

那样的人？一位读者认为：“在目前的社会环境下，李光头们一定会比宋钢们更适合生存，

而在过去则不然。那么，我们社会进步后所要追求的精神进步又是什么呢？”② 

一名读者从另一视角分析了这个问题，他说：“在当今这个‘荒诞’的社会里，缺乏

的就是宋钢们生长的土壤，所以死是他唯一也是最好的归宿。如果他不死，融入这个社会，

他必须抛弃曾经让林红如痴如醉的作为‘宋钢’的性格，变成第二个‘李光头’，而这又

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死去。因为他是宋钢，他变不成李光头”。③在这里与其说是读者在解构

                                                             
①余华新浪博客,小旺财的愿望,http://blog.sina.com.cn/u/467a3227010002x6#comment 

②余华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u/467a3227010002pv#comment  

③余华新浪博客,yoyo,http://blog.sina.com.cn/u/467a3227010002lq 

http://blog.sina.com.cn/u/1228945625
http://blog.sina.com.cn/u/1228945625
http://blog.sina.com.cn/u/1228945625
http://blog.sina.com.cn/u/1228945625
http://blog.sina.com.cn/u/1228945625
http://blog.sina.com.cn/u/467a3227010002x6#comment
http://blog.sina.com.cn/u/467a3227010002x6#comment
http://blog.sina.com.cn/u/467a3227010002x6#comment
http://blog.sina.com.cn/u/467a3227010002x6#comment
http://blog.sina.com.cn/u/467a3227010002x6#comment
http://blog.sina.com.cn/u/467a3227010002pv#comment
http://blog.sina.com.cn/u/467a3227010002pv#comment
http://blog.sina.com.cn/u/467a3227010002pv#comment
http://blog.sina.com.cn/u/467a3227010002pv#comment
http://blog.sina.com.cn/u/467a3227010002pv#comment
http://blog.sina.com.cn/u/1218519402
http://blog.sina.com.cn/u/1218519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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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弟》，不如说《兄弟》也在审视着每个读者对它的解读能力和阅读水平，颠覆了每个

读者心中阅读理解的圣殿。小说《兄弟》通过对宋凡平和李兰的人品情操与李光头和宋钢

的兄弟之情的描写，以及对其他人物的刻画，使我们能看到现实生活中所存在的人性美和

动人的情感。一位读者说： 

 

大时代的悲剧，深刻的映射到小人物的身上。宋凡平的死让我不能自持。看到此

处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人的力量是那末渺小，生命是那么脆弱，而又那么无助。随

着李兰在坟前的一声“哭吧”，我的眼泪再也不能够控制了。余华是我最喜欢的作家，

我期待着下一次感动。
①
 

 

《兄弟》正是通过不同人物的描写来反映出不同时代的人性特征。文革时期不知把多

少人变成了政治动物，野蛮代替了文明，兽性吞噬了人性。小说通过宋凡平一家的遭遇把

最美的人性展现了出来，再被无情地毁灭。然而，在改革开放时期，又有多少人变成了经

济动物，金钱代替了道德，欲望吞噬着一切。小说通过李光头的所作所为把社会中荒诞的

现象描述了出来，再夸张放大给读者看。这种政治与经济的交替，野蛮与金钱的拥抱，兽

性与欲望的结合，反衬出文明与道德的价值，人性与友情的可贵。恰如读者所说的“宋钢

死的时候,内心是平静又安详的,唯一存于心的也是‘爱’而不是‘恨’。”
② 

通过读者反应我们可以看到，小说中对人性善与恶的描写在读者心中有着特别强烈的

感受。其中一个读者无不感慨地说： 

 

宋凡平骨子里的坚强与乐观，李兰对丈夫的坚贞，李光头和宋钢之间的兄弟情深，

读完书之后的好几天都还久久回荡在我脑海里。还有描写文革的那些既真实又残忍的

段落，让我这个从来没有经历过那一段惨痛历史的 80 年代人压抑得抓狂，我真的不敢

而又不得不相信人在那个年代可以变得那么无情＋残酷，可以做出那么些麻木甚至近

似于疯狂的举动，而在他们眼里所有的一切都那么正常，人性啊……
③ 

 

小说既反映了宏观社会里的善与恶，又具体描写了微观人性中的善与恶，使小说的叙

述趋于丰满，并富有变化性，从而较好地展示了大千世界中的善与恶，在复杂社会里各种

人生的跌宕起伏与悲欢离合。 

（二）叙述的荒诞性与强烈的对比性 

在与读者的互动中，余华谈到了他之所以写《兄弟》这部小说的原因。余华说： 

 

        我们就是生活在这样荒诞的时代里，从文革时压抑的荒诞，到今天泛滥的荒诞，

当我试图正面去描述这些时，我的作品也就同样荒诞了，由于叙述的集中，显得更加

荒诞。荒诞是虚构作品中重要的叙述品质，因为荒诞的叙述不是为了离开现实，而是

                                                             
①余华新浪博客,乾隆,http://blog.sina.com.cn/u/467a3227010002tl 
②余华新浪博客,yoyo,http://blog.sina.com.cn/u/467a3227010002lq 

③余华新浪博客,Comet,http://blog.sina.com.cn/u/467a3227010002i4#com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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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回到现实。今天这个时代给予我最强烈的感受就是荒诞，所以我写下了现在的

《兄弟》。
① 

 

读者对小说中不少荒诞性情节的描写大都给以认可。因为在当今的现实社会中他们看

到了太多假丑恶和荒诞的事情。小说中所描写的偷窥的荒诞，性欲发泄的荒诞，求爱的荒

诞，卖破烂的荒诞，处美人的荒诞等等，不过是把社会里一些畸形、变态和虚假丑陋的事

情，通过作者不大不小的发挥、夸张和虚构，漫画式地写入了文学作品中而已。当一切变

成了荒诞时，荒诞也就成为正常的了。再回头看正常时，正常却成了荒诞。有的读者说，

《兄弟》就是一部揭示荒诞的作品。更荒诞的是不知道自己生活在荒诞之中。说到荒诞，

余华在与读者对话中举例说： 

 

几十年前，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在哥伦比亚出版后，他走上大街，就

有读者对着他大声喊叫：“你的书写得太真实啦！”为什么会这样？马尔克斯的解释是，

当时哥伦比亚的报纸上每天都有某一个人长出了一条猪尾巴这样类似的报道。
② 

 

读者是怎样看《兄弟》这部小说中荒诞情节的描写呢？有的读者认为小说中的荒诞描

写丑化了现实的社会。但也有的读者说：“今天，刚一口气读完了下部，可以说《兄弟》

（下）一点也没让我失望，合上书，回味《兄弟》（下），觉得《兄弟》（下）发生的一

切似乎很荒诞，但我看书的时候一点也没觉得，是不是这个社会的确越来越荒诞了？而且

生活在这个年代的我们已经越来越习惯这样的荒诞了？不管怎么说，《兄弟》里有太多这

个社会的缩影，也许等我更大些，经历的更多些，会看到更多”。
③
有的学者对李光头卖破

烂的荒诞情节提出了质疑，可一位读者认为： 

 

卡夫卡能让格里高尔在某一天早晨突然变成一个大甲虫，马尔克斯会让他的人物

乘坐床单升天，他余华怎么就不能让李光头在县政府大门口收破烂呢？
④ 

 

如果说卡夫卡的《变形记》中，格里高尔一夜间从人变成了一只大甲虫，是从人的外

在变形，来反映人性在生活压力下内在的心理变形的话，那么在余华的《兄弟》中，作者

所描写的文革时期，多少人一夜之间从人变成了思想精神上的政治动物，就是从人的内在

心理变形，来折射出人性在残酷的政治斗争下外在的变形。然而，在改革开放时期，不少

人一夜间又从政治动物变成了经济动物，这种人性内在思想精神上的变形，与面对物质利

益所表现出的贪婪欲望的外在变形的转换，揭示和批判了两种时代里在政治荒诞和经济荒

诞所掩盖下的人性的扭曲。余华的长篇小说《兄弟》在叙述上的突出特点，表现在多种不

同描写的强烈对比上。小说叙述中的对比描写反映在以下两个方面： 

1.时代的对比  

                                                             
①余华新浪博客,互动——风歌子,http://blog.sina.com.cn/u/467a3227010002tl 

②余华新浪博客,互动——谵妄者——SRUS——湖与桥,http://blog.sina.com.cn/u/467a3227010002x6 
③余华新浪博客,赵雅琼 2006-03-26,http://blog.sina.com.cn/u/467a3227010002kh 
④余华新浪博客,伤心水库,http://blog.sina.com.cn/u/467a3227010002l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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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把不同时代的社会背景和人物命运放在同一部作品中加以描写，可以在文学上产

生出鲜明的对比效应。在 《兄弟》中，文革时期与改革开放时期政治环境和人际关系的对

比，反映出文革中阶级斗争压倒一切，政治狂热导致人性让位于兽性，人情转为无情，友

情变成敌情的对比关系，如小说中对宋凡平和李兰一家的描写。同时小说也反映出改革开

放时期当经济建设，市场经济主导了人们的生活后，导致社会出现了另一个极端，即欲望，

金钱和私利侵蚀着道德、良心和文明。政治斗争中的荒诞变成了经济生活中的荒诞，从而

造成人性上行为的荒诞。如小说通过李光头身边所发生的故事，反映出人性在荒诞社会中

变形的背后是信仰的破灭，伦理道德的变形，以及精神文明的缺失。 

2.语言叙述特色的对比  

小说的语言特点表现在正经与调侃交错，嬉言与粗语搭配。作品中荒诞式的话语叙述

和嘲讽揭示了社会中的真善美和假丑恶。在忍俊不禁与悲凉沧桑的话语背后，读者品尝了

作品中各种不同人物命运的酸甜苦辣。小说中的语言让一些读者欣赏，也让一些读者感到

失望，认为有些描写太粗糙了。在一些读者眼里，作者笔下的人物放荡不羁、喜怒笑骂，

行为荒诞。另外，作者在作品中还运用了夸张嘲讽的叙述方式，使用了不少流行语，这也

让一些读者不能接受。余华在与读者谈及他在小说中有关流行语的运用时说： 

 

回顾自己过去的作品，我很少，或者说不敢使用流行语，生活式的流行语和政治

式的流行语，那是因为我过去的叙述系统拒绝它们进入。写作的经验告诉我，叙述的

纯洁和表达的丰富之间永远存在着对立，作家必须时刻做出取舍…… 

流行语的优点是它们总能迅速地表达出时代的某些特征，缺点是它们已经是陈词

滥调。我在写作《兄弟》时，曾经对流行语的选择犹豫不决，后来迫不得已，只好破

罐子破摔，大规模地使用起了流行语。
① 

 

在小说中有关李光头的话语别具特色。他脱口而出的粗俗言语和一些流行语，最能刻

画出他的性格和为人，以及他待人处事的哲学。李光头的话语既有直爽不羁的风格，又有

对道貌岸然的伪君子的嘲讽，既有幽默可笑的直言，又有富有一定生活哲理的话语。另外，

小说对其他人物的描写，也通过其语言的特色而刻画出人物的性格特点来。 

（三）话语的讽刺性与作品的争议性 

1.调侃中寓讽刺 

在文革时期阶级斗争轰轰烈烈，大人物忙着夺权，小人物忙着自保。为了紧跟形势，

刘镇的“余拔牙高举拔牙钳子，喊叫着要做个爱憎分明的革命牙医，要拔掉阶级敌人的好

牙，拔掉阶级兄弟阶级姐妹的坏牙”；而“卖冰棍的王冰棍背着冰棍箱子，喊叫着要做个

永远不融化的革命冰棍”，“买我冰棍的都是阶级兄弟阶级姐妹，不买我冰棍的都是阶级

敌人”。
②
 

                                                             
①余华新浪博客,互动——邱贵平 http://blog.sina.com.cn/u/467a3227010002i3 

②余华:《兄弟》（上）,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5 年 8 月第 1 版,第 8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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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后，李光头因卖破烂发了大财。他一本正经地让他的忠臣，即一些瘸傻瞎聋

们“全体享受大学教授的待遇”，并授予“高级研究员”的职称。既然拿教授的钱，当然

就要干教授的事了。于是李光头一本正经地让四个瞎子研究光明，五个聋子研究声音，三

个傻子研究进化论。
①
这种看似荒唐又似乎合情合理地使用“人才”，无疑是对社会上乱发

文凭，搞假职称等种种欺骗现象的辛辣讽刺。 

2.嬉说中话政治 

在文革时期，政治口号，领袖语录几乎年年、月月、天天被人们挂在嘴边，甚至导致

政治斗争中双方大打“语录仗”。有些话语成为日常生活的一些用语。双方唇枪舌剑，大

都是用最高权威的话语，结果谁都不服谁，在社会上形成了一种灰色的政治幽默。在小说

中对这些话语的运用，既体现了那个时代的特征，又生动刻画了人物的特点和性格。 

小说中有这么一段，少年李光头跟着年轻的孙伟傻乎乎地念一些也不知什么意思的话。

如他一字一句地放声大喊“问苍茫大地啊，谁主沉浮呢？”这段话借用了毛泽东 1925 年的

诗词《沁园春·长沙》里面的一句“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② 
没想到 40 多年后，在

毛泽东亲自发动的文革中，茫然无知的少年们在父辈惨遭迫害时，居然也大声吟诵起这句

诗词来。小说通过最不正经的李光头的嘴里说出最正经的、带点儿政治色彩的话来，无疑

是对现实社会中那种经常在嘴边挂着政治口号式的语言，常搞形式主义，弄虚作假的现象

的一种辛辣讽刺。 

3.嘲讽中看风气 

文革结束后，李光头“搞活经济”发了财，为了美女大搞宣传组织活动，忙得是四脚

朝天。小说中描写到：“李光头成了三陪先生，陪领导，陪评委，陪客户”，
③ 
陪得他是

不亦乐乎。三陪的本意是指餐饮娱乐场所的小姐为陪客户所提供的招待服务的专用语，包

括吃喝，娱乐，和性服务等。作者把“三陪”这个改革开放时期出现的流行语，诙谐地用

在李光头身上，调侃他巧立名目大搞处女选美，以“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伎俩，来满

足其私欲的荒诞做法。其实，这段描写也可以看作是对现实社会中打着各种冠冕堂皇的名

义，大搞腐败，巧取豪夺，侵害百姓权益做法的嘲讽。小说中有不少隐喻嘲讽不良社会风

气的荒诞描写。《兄弟》这部小说除了它的文学价值外，也彰显出它的社会意义。 

余华运用荒诞现实主义的手法把小说中的不同人物刻画得各具特色，特别是通过对主

人公李光头的描写，把人物的心理特点，语言特色和思想意识描写得淋漓尽致。一个动态

的时代，一堆繁杂的人群，一部荒诞的小说，一群挑剔的读者，由此掀起了一场《兄弟》

的风波。余华的《兄弟》之所以引起不少读者的关注与争议，一个主要原因恐怕就是作者

过去所写的小说的成就为其积累了相当的人气，十年之后再次出山，写下了 50 多万字的长

篇小说，以反映文革和改革开放这两个时期里发生的故事为题材。在描写手法上，小说有

时用现代西方快餐式的素描突进，有时用中餐温火慢炖式的扫描，既有严肃悲凉的语言，

又有诙谐讽刺的话语，还有不少粗放的叙述和流行的词汇等。《兄弟》的故事叙述改变了

作者一贯严谨、细密、紧凑和冷峻的叙述方式和写作风格，因此招致了不少余华的读者迷

                                                             
①余华:《兄弟》（下）,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6 年 3 月第 1 版,第 238 页 
②吴功正主编:《毛泽东诗词鉴赏》,江苏古籍出版社 2001 年 06 月第 1 版,第 9 页 

③余华:《兄弟》（下）,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6 年 3 月第 1 版,第 33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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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和一些学者们的异议、反弹和负面的批评。余华在分析他的《兄弟》（下部）为什么会

引起不少读者的反弹时说： 

我原来以为读者对下部可能会有更多的认同，这毕竟是我们正在经历的一个时

代，结果我发现自己错了，很多读者反而对上部更容易认同。现在我明白了一个道理，

《兄弟》上部所处的时代，文革的时代已经结束和完成，对已经完成的时代，大家的

认识容易趋向一致；而《兄弟》下部的时代，从八十代年一直到今天，是一个未完成

的还在继续的时代，身处这样一个每天都在更新的时代里，地理位置和经济位置的不

同，人生道路和生活方式的不同，以及诸如此类的更多的不同，都会导致极端不同的

观点和感受
①
。 

 

小说中直接反映的是正在发展变化着的社会，是几乎每个读者都耳闻目染或亲身经历

的事情。读者们把个人不同的体验与小说作品中具体情节相比较、分析和思考。当他们发

现小说所描写的事情与他们的生活相似或相近时，对该作品的叙述方式和语言风格就比较

能够认同。如果与他们的个人生活经验，文学修养不能吻合或不能引起共鸣时，再加上作

者把现实生活中的一些荒诞的情节加以夸张，叙述语言时而放肆粗俗，时而调侃幽默，把

现代电影的时空倒错和不同时代话语与场景的交叉结合，因而就会使一部分读者对小说的

故事情节感到荒诞，对描写手法觉得粗糙，对语言运用感到庸俗，所以对小说不免感到失

望。 

从网络上看，《兄弟》的读者反应群主要可分为三大类：一是认为《兄弟》上、下两

部都不好；二是认为上部还可以，但下部不好；三是认为上部和下部还是都不错的。第一

类读者人数比第三类少，第二类的读者群占大多数。 

在第一类中，有读者在余华的博客上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其中一位对作者提出了疑问： 

 

我有两点质疑：一、你对文学的态度：从你的句读中可以看出，你显然失去对文

学的耐心，急功近利的心态与当今时代大潮一起涌动。…… 你的《兄弟》未免太粗糙

了。二、你对这个时代审视的态度：你拿当今的贿赂（行为）、生态恶化、人心不古

与文革时期相比较，这种比较本身就是错误。尽管现在这社会光怪陆离世风日下，但

社会毕竟进步了发展了，中华民族大多数的人民得到实惠了。且社会继续在发展。你

（从一个）极端然后走向另一极端，这是直线思维，缺少思辨。
②

 

 

这位读者并没有从文学的视角加以分析，而是从作者的创作态度和对现实社会的思想

认识方面对作者和作品提出了质疑。 

在第二类读者中，有的读者说：“很可惜，我看上部的时候，我觉得那是一部伟大的

作品，而我看下部的时候，我居然觉得乏味，我努力了两次，还是没有把它给看完，我不

想看了，下部实在是和上部差了很远”。
③

 另一个读者认为： 

                                                             
①余华新浪博客,《互动——风歌子》,http://blog.sina.com.cn/u/467a3227010002tl 

②余华新浪博客,[匿名] 生态 http://blog.sina.com.cn/u/467a3227010002x6#comment 

③余华新浪博客,[匿名] 娄自田,http://blog.sina.com.cn/u/467a3227010002kh#comment 

http://blog.sina.com.cn/u/467a3227010002x6#comment
http://blog.sina.com.cn/u/467a3227010002x6#comment
http://blog.sina.com.cn/u/467a3227010002x6#comment
http://blog.sina.com.cn/u/467a3227010002kh#comment
http://blog.sina.com.cn/u/467a3227010002kh#comment
http://blog.sina.com.cn/u/467a3227010002kh#com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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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弟》上册的好，是因为余华对那个时代的感受最为深刻。读上册的时候，你

总是在灵魂深处，感触到人生中最容易忘却和漠视的痛彻。而《兄弟》下册则不同，

余华未走出这个时代，他和我一样，同样对这时代的许多东西，缺乏灵魂深处的感触，

也对人物生活的细节，缺乏深刻地认知。余华书中对李光头的描写，只是写了这一现

象，但缺乏细节，原因很简单，余华没有这种生活的细节经验，也没有这种生活的心

路历程①。 

 

从以上读者反应中，我们看到他们对余华《兄弟》的负面看法与其说是在语言叙述方

面，不如说是在对所写的题材的深入挖掘、提炼，以及对题材的进一步深刻剖析和进行细

微精到的思想内容的揭示方面。正如一位读者所说的：“我花了读上部《兄弟》所用的一

半时间，就读完了比上部还要厚一倍的 《兄弟》下， 却再也找不到上半部所带给我的感动

与震撼。 或者说，上半部，是一部小说，而下半部，则是一部寓言。 寓言可以让你思考，

却不会让你感动”。
② 

第三类读者对作者在《兄弟》上、下部的不同风格的叙述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一位

读者说： 

 

我和我的几位朋友都看完了下部，有一点感受就是，余华老师的《兄弟》（下），

叙述的有些夸张，有些不太符合常理。但是，人物的风格特点以及那个时代的特征，

都表达得相当到位。上下部的差距，是两个时代的差距，上部的残酷在于文革对民众

的迫害，以宋凡平为代表，而下部，则是对另一个时代的描写，可是，这次倒霉的则

是宋钢。两父子不同的遭遇，也深刻的描画出了两个时代的鲜明特征。总的来说，这

部小说，个人是相当欣赏的。
③ 

 

在《兄弟》的读者群中，还有不少是青少年的读者，他们对文革是那么的陌生，但是

余华的小说中有关文革的情节描写还是深深地打动了他们。其中一个读者写道： 

 

余老师，我用了一个上午的时间看完《兄弟》下部。我是九十年代出生的孩子，

初一的时候开始看八十代的小说，偶尔自己写一下，从没有一部小说能够像《兄弟》

那样给我这样巨大的震撼。和很多读者一样，我感受到《兄弟》上部文革时期的狂热

与悲壮。宋凡平给我的印象颇深，在刚刚看完《兄弟》下部的今天，我觉得宋刚简直

是宋凡平的影子，一个这个时代已经好像匿迹的好男人。
④

 

 

在这些读者反应中，几乎没有多少读者对余华过去的作品提出什么争议，似乎只要余

华延续过去的写作风格如《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就不会发生这场风波了。余华在

谈到他的写作发展时说： 

                                                             
①余华新浪博客,叶梁,http://blog.sina.com.cn/u/467a3227010002lq 

②余华新浪博客,[匿名] agoodcat,http://blog.sina.com.cn/u/467a3227010002lq 

③余华新浪博客,肉饼,http://blog.sina.com.cn/u/467a3227010002lq 

④余华新浪博客,[匿名] 媛,http://blog.sina.com.cn/u/467a3227010002kh#comment 

http://blog.sina.com.cn/u/1198122232
http://blog.sina.com.cn/u/1198122232
http://blog.sina.com.cn/u/1198122232
http://blog.sina.com.cn/u/1198122232
http://blog.sina.com.cn/u/1198122232
http://blog.sina.com.cn/u/467a3227010002lq
http://blog.sina.com.cn/u/467a3227010002lq
http://blog.sina.com.cn/u/467a3227010002lq
http://blog.sina.com.cn/u/467a3227010002lq
http://blog.sina.com.cn/u/467a3227010002lq
http://www.blogcn.com/User3/agoodcat/index.html
http://www.blogcn.com/User3/agoodcat/index.html
http://www.blogcn.com/User3/agoodcat/index.html
http://www.blogcn.com/User3/agoodcat/index.html
http://www.blogcn.com/User3/agoodcat/index.html
http://blog.sina.com.cn/u/467a3227010002lq
http://blog.sina.com.cn/u/467a3227010002lq
http://blog.sina.com.cn/u/467a3227010002lq
http://blog.sina.com.cn/u/467a3227010002lq
http://blog.sina.com.cn/u/467a3227010002lq
http://blog.sina.com.cn/u/1081177392
http://blog.sina.com.cn/u/1081177392
http://blog.sina.com.cn/u/1081177392
http://blog.sina.com.cn/u/1081177392
http://blog.sina.com.cn/u/1081177392
http://suojia.yourblog.org/
http://suojia.yourblog.org/
http://suojia.yourblog.org/
http://suojia.yourblog.org/
http://suojia.yourblog.org/
http://blog.sina.com.cn/u/467a3227010002kh#comment
http://blog.sina.com.cn/u/467a3227010002kh#comment
http://blog.sina.com.cn/u/467a3227010002kh#comment
http://blog.sina.com.cn/u/467a3227010002kh#comment
http://blog.sina.com.cn/u/467a3227010002kh#com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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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作家在叙述上大致分为两类，第一类作家通过几年的写作，建立了属于自

己的成熟的叙述系统，以后的写作就是一种风格的叙述不断延伸，哪怕是不同的题材，

也都会纳入到这个系统之中。第二类作家是建立了成熟的叙述系统之后，马上就会发

现自己最拿手的叙述方式不能适应新题材的处理，这样他们就必须去寻找最适合表达

这个新题材的叙述方式，这样的作家其叙述风格总是会出现变化。我是第二类的作家。
① 

 

其实，引起争议的原因与其说是作者因新题材改变了过去的叙述方式，不如说是作者

因新题材而没有改变过去认识事物的方式。对小说《兄弟》的争议虽然是由读者的不同解

读所引起的，但读者的批评有其一定的社会意义，有利于对文学创作的探讨和发展。小说

的故事背景涉及中国社会发展的两个非常重要的时期──文革和改革开放。故事内容涵盖

了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法制体系，文化精神、人性人权、伦理道德、两性关系、人际交

往等多个方面，可以说是一个反映当代社会的万花筒。 

四、余华现象引发的思考 

文学是一种特别具有个人感受性和社会性的精神文化。不同的个人经历，家庭背景，

社会生活，文化底蕴，知识层次，以及阅历的深浅，政治理念的差异，思想意识和宗教信

仰的不同等等，都可能影响读者对一部作品的自我感受和判断，审美情趣和接受。对某些

读者来说，这部作品备受肯定，对另外的读者来说可能就不值一读了。特别是当自己喜欢

的作者一旦写出了不是自己所熟悉和喜欢的叙述方式和语言风格的作品时，不少读者就会

大感失望。 

正因为如此，读者不但可以从传统叙述的视角来阅读，也应该从作者张扬肆意，不拘

小节的调侃叙述和语言文字背后，去体会作品中从现实转换为超现实的话语里所隐含的思

想内容和寓意。如果用一句话老生常谈的话来回答对余华《兄弟》的各种评论，即“一千

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的话，那么一千个读者，也会对《兄弟》有一千个不同的解

读。《兄弟》这部小说的多解性和争议性本身，就说明了这部作品的文学价值和社会意义。 

如何解读余华在写作中对小说叙述方式的改变，2012年首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

作家莫言，曾谈到了作家创作的体会。莫言的创作体会有助于我们探讨这个问题。莫言说： 

 

对作家而言，每次写作其实都面临着考验。我想大多数作家在写作时是不大考虑

评论家的态度的，评论家说什么，对作家的创作影响不大。作家只是凭自己的感觉写

作，每一位作家都知道应该将自己独到的东西传递出来，…… 

对作家需要理解，我的意思是说，大家都希望看到别具一格富有创意的文学作品， 

作家也不例外，但真正做起来很难。每个作家都有限度，写作的创新对一个具体的写

作者而言，不是永无止境的，而是有限度的。② 

                                                             
①余华新浪博客,互动——冰雪蓝,2006-04-10,http://blog.sina.com.cn/u/467a3227010002pv 

②杨杨编:《莫言研究资料》,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5 年 05 月第 1 版,第 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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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不是作家为读者在改变自己，而是为写作，为新的题材而改变以前的叙述方式。

这也许是余华为什么被人称为先锋作家的一个原因。这种变化会造成喜欢他原来写作风格

的读者有一种生疏感，距离感，跟不上作家的脚步，感到不是他们以前认识的余华了。 

从余华写作道路的发展来看，余华不是那种被读者的感觉和批评家的评论牵着走的人，

而是具有独立写作精神的作家。这类作家常把文学意识放在第一位，而不是把读者和市场

放在第一位。正如余华所说的：“我坚信不同的题材应该有不同的表达方式，所以我的叙

述风格总会出现变化”。①如果说余华总是根据不同的读者口味和批判家的标准来改变自己

的叙述风格的话，恐怕余华也写不到今天了。然而，读者反应批评和一些文学批判家的评

论，多少会对作者今后的创作和叙述手法，以及语言描写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结 语 

综合起来看，余华的长篇小说《兄弟》可以概括为是一部真实与荒谬，伤感与嬉笑，

现实与超现实，调侃与讽刺，夸张与写实为一体的、带有些悲情色彩的、具有政治讽刺意

味的荒诞小说。从叙述特点来看，小说中融合了一些传统批判现实主义和拉美现代魔幻现

实主义的手法。在故事情节的描述上借鉴了外国文学荒诞、虚构、夸张和嘲讽的叙述方式，

如卡夫卡、马尔克斯等作家的风格。 

作者在小说的下半部以改革开放时期为背景的描写中，基本上采用了一种平铺直叙的

手法，在快餐式的推进中缺少了波浪式的起伏。尽管在内容上有不少荒诞、风趣和可笑的

描写，但因为缺乏情节上的跌宕和一定的悬念，多少给读者一种浮萍的感觉，只是到了宋

钢之死，才使叙述的曲线又开始有了一定的波动，但到小说结尾又趋于平稳了。用一位读

者的话说就是“下半部的亮点在于宋刚卧轨那段描写，余华回归了一贯本色，对死亡的冷

静叙述以及隐忍的残酷，使人依稀感到一丝感动”。②  

从小说《兄弟》所引发的网络文学批评，以及不少读者对该作品表达出不同反应的余

华现象来看，普通读者的批评尽管在文笔上不如一些专业学者那么“训练有素”，但他们

的评论给人一种真情实感的直露，而没有那种学究式的气味。一方面，网络平台促进了专

业与非专业文学批评的互动与发展；另一方面，它成了普通读者参与文学批评，以及文学

批评发展中一个新的值得重视的领域。它既有利于读者与作者及其作品之间的良性互动，

也有利于推动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用一位读者的话来说：“挨骂的作品未必不是好作品，

至少大家把你的作品看了”。一部颇受争议的作品，既不会因一些专业评论者否定的评价

而失去读者，也不会在市场的炒做中得以提升价值，更不会被权威型读者的禁读而永远不

能与读者见面。时间和历史会留给广大读者一部真正具有文学价值和社会意义的好作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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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中国古代故事作为汉语教材的趣味性与实用性 

Chinese teaching materials and Chinese ancient stories 

张尖  

(温州医科大学 中国 温州 325035) 

摘要：现有的对外汉语教材缺乏趣味性和故事性，离学生的生活较远，本文希望将中

国小说和民间故事改编成对话的形式，并保持课文之间情节的连贯性，使汉语课堂生动、

活泼。然而根据日本的一些汉语教材的尝试，比如将《西游记》完整的情节改编为汉语课

本，可以看出只使用一本小说来编写汉语教材有较大的难度，最好的方法是选择合适的篇

目来教授合适的语法内容，课堂在生动有趣的同时，也保留中国的文化内涵。 

关键词：故事性；中国文化；趣味性 

 

Abstract: The existing textbooks for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lack of 

interesting and storytelling, which is far from students' lives as well. This paper hopes to adapt 

Chinese novels and folk stories into the form of dialogue, and maintain the coherence of plots 

between texts, so as to make the Chinese classroom lively and vivid. However, according to the 

attempts of some Japanese Chinese textbooks, such as adapting the complete plot of Journey to 

the West into Chinese textbooks, we can see that it is more difficult to compile Chinese textbooks 

only by using ONE novel. The best way is to select suitable texts to teach appropriate grammar 

content. While the classroom is lively and interesting, it also retains the cultural connotation of 

China. 

Keywords: story; Chinese culture; interesting 

 

中国文化与汉语教材的结合，是我在中国给留学生上汉语课已经九年多以来一直思考

的问题，这些年我先后使用过《新实用医学汉语》、《新实用汉语课本》、《留学生中国

文学读本》、《发展汉语》、《HSK 标准教程》等作为上课的教材，在教学实践当中我发

现，学生对具有趣味性、情节性的课文学习热情明显较高，此外，教材中为了贴近留学生

的生活，主要人物角色往往都是外国留学生，这种做法其实并未引起学生的共鸣，因为书

中的角色基本是美国加拿大的留学生，对于亚洲、非洲的留学生而言，并没有任何亲切感，

而且如此一来，教材的中国文化元素被削减得所剩无几。 

由于我中国古代文学的专业背景，加上我拥有很丰富的留学生中国文学欣赏课和零起

点留学生汉语综合课的经验，因此我有了一个尝试：将中国古代故事引入汉语教材的编写，

这样既增加了趣味性也丰富了中国文化的元素，而每课之间存在的人物延续性和情节连贯

性，更能使汉语课对学生的吸引力变大。 

下面我将从课文编写、练习设计和所需解决的问题几方面来阐释我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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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课文的编写 

以下是网上流传的很广的几张日本的汉语教材的照片，图中所出现的人物正是中国四

大名著之一的《西游记》中的玄奘与孙悟空二人，图中有玄奘与孙悟空初次见面的对话、

相互了解的对话、询问对方的年龄以及询问对方正在做什么的对话，情节基本与《西游记》

原著没有出入，只是对话进行了修改。 

 

     

（图源来自网络） 

1.选择海外知名度较高的文学作品 

所以中国文学作品和古代故事用作汉语教材，第一要选择的是在海外知名度较高的作

品，比如四大名著、比如孔子的故事，学生对人物和故事情节有好奇，才会更有兴趣。 

2.审慎编写人物对话，注意现代化、实用化 

在日本《西游记》享有很高的声誉，所以日本人用《西游记》中的人物来编写汉语教

材并不奇怪，这本教材也十分有趣、很吸引人，但编著者并没有遵循语言学习的规律，在

汉语学习的开始之初就出现了太多复杂的句子和高深的词语，以至于这本汉语教材大概只

能被汉语已经掌握熟练的人当做故事书来读了。 

由此可见，在将中国文学作品和古代故事用作汉语教材之时，十分重要的就是不能因

为情节需要而随意出现不符合这阶段学习者水平的语法与词语，这需要编写者比其他汉语

教材更严谨的态度。 

3.例子 

以下是以“后羿射日、嫦娥奔月”的情节设计的练习“把”字句的课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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嫦娥：后羿，好热！天上有十个太阳！ 

后羿：这么热，我们没办法生活了。 

嫦娥：我的朋友们也没办法生活了。 

后羿：我用弓箭把太阳射下来！ 

嫦娥：真的吗？ 

…… 

后羿：嫦娥，你看，这是什么？ 

嫦娥：这是……仙药吗？ 

后羿：是的，我把九个太阳射了下来，一个老仙人把这包仙药送给了我。他说，吃了药，

我们就不会老也不会死。 

嫦娥：好极了！ 

后羿：我现在要去工作了，嫦娥，你先把药放到柜子里。 

嫦娥：好。 

（后羿出门） 

嫦娥：后羿走了，我把仙药吃了吧。 

（吃药） 

嫦娥：啊，我飞到天上来了，啊，我到了月亮上来，我没办法回去了。 

 

在这段课文中，基本涵盖了“把”字句的几种形式：“把+O+V+了”（我把仙药吃了

吧）、“把+O+V+给”（一个老仙人把这包仙药交给了我）、“把+O+V+到”（你先把药

放到柜子里）“把+O+V+趋向补语”（我把九个太阳射了下来），在语境中能体会到把字

句的“处置义”和强调动作对象的特点，而有情节性的课文更有趣味，并且学生还可以了

解中国人认为月亮上有嫦娥这一文化。 

在课文的编写中，虽然是古代故事，但人物对话遣词造句都非常现代化、实用化 

除了“把”字句以外，课文中出现的其他语法比如表示动作已完成的“了”和表示情况变

化的“了”、趋向补语还有“形容词+极了”都是复习的重点。 

4.问题 

当然其中也有问题，第一就是“后羿”和“嫦娥”这两个人名是非常用字，对学习汉语初

期的学生来说太过复杂也没有学习的必要，可以在课文中用可爱的卡通图片来代替人物，

在人名处用拼音代替。 

其次是“仙人”、“仙药”和“弓箭”等现代社会非常用词，学生只需做一般了解即

可。 

二、练习的编写 

有人说，汉语老师在课堂中的角色，不是一个演讲家、不是一个指挥家，而是一个导

演，演讲家只说自己的，并不需要太多观众的配合，指挥家指挥所有的乐器，有人演奏得

不如他的意，他便指出错误，而导演则是引导演员按照剧本来演，但这个角色终究是属于

演员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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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老师是导演 

我的想法与之类似，在汉语课堂上，老师所要达到的最终目的，是能让学生自发地说

出正确的表达，这在我看来有三个步骤：（一）例句示范，让学生先掌握这个语法的特点

或者句式；（二）机械式的替换练习，将句式中的同一元素多次替换，比如“把”字句中将

动词不断替换、宾语不断替换，让学生将这种表达烂熟于心；最后就是最关键的，导演的

工作，设置一个场景和语境，让学生能把这个句子说出来。 

最后这一步十分困难，我在实践中常常碰到的问题，不是场景设置得太僵硬与刻意，

就是太过宽泛最后学生没能用上你希望他们说出的句子，他们倾向于使用过去已经熟悉的、

更简单的句子，而不是刚刚学习到的。 

2.古代与现代的结合 

而这个问题在使用中国古代故事作为练习教材时，可能能够相应的解决一些，以上面

提到的后羿射日的故事为例，这篇课文最大的问题在于它发生在古代，学生可能觉得新奇

有趣，但离他们的生活太远，那么，我们在练习时就让它来到现代。 

请学生们设计一段对话：寝室里有人偷偷把蛋糕吃了。 

学生可以模仿课文的内容来设计对话，也可以结合自身的情况写得更多，水平程度不

同的学生都可以自行发挥，效果非常之好。 

因而还可以衍生出的讨论有你如何评价嫦娥与后羿、中秋节的文化普及等等，将存在

于故事中的古代生活与文化和如今的中国、和留学生生活的现代联系起来，也是用中国古

代故事为汉语教材教学中的重要一环。 

再比如说红楼梦中的家宴，学生可以模仿到现代餐馆里吃饭，并了解中国的饮食文化

和餐桌礼仪。郑人买履的故事来练习购物等等。 

三、所存在的问题 

以上谈到用中国古代故事作为学习某一语法点的课文，但是若要编一整套教材，全部

由中国古代故事组成，困难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章节的选择，单纯以某一本小说的情节

贯穿始终来创作一套教材难度太大，因为语言的学习规律、语法的设置都必须是由易到难，

小说的情节太过复杂，无法以零起点的语言对话来完成情节。 

那么就需要在中国古代小说与民间故事这浩瀚的资源库中审慎地选择多样的章节，要

选择既有戏剧性，又能充分体现语法用途的故事，在编写对话时也需十分谨慎，趣味性与

逻辑性兼顾。若是可能，尽量两三课之间有连贯的情节，这样能让课堂更具趣味性。还可

以配上插图与图表展示人物关系，使课本更加生动活泼。 

就目前而言，我们尚未编写完整的教材，不妨先将合适的中国古代故事引入个别语法

章节的学习来作为课堂活动的调节，相信能够极大地提高学生学习的兴趣，同时学生还能

够有一定的文化体验，好处显而易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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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索 21 航站商厦营销特色与汉语服务研究 

A Study on Marketing Characteristics and Chinese Service of  

Asok 21 Terminal Shopping Mall 

郑瑞鑫 

（华侨崇圣大学 中国语言文化学院，泰国 10540） 

摘要：泰国旅游业的发展和大量中国游客来泰旅游购物，促进了泰国一些旅游景点和

购物点、超市、餐饮和酒店供汉语服务。阿索 21 航站购物中心(Terminal 21)就是近年来兴

起的以多国风情为特色，用机场航空站的形式建起的大型综合性购物商店。论文研究的意

义是通过对阿索 21 航站商厦的营销方式的分析，调查研究了该商厦提供中文服务、中文网

站，以及中国游客的满意度情况，说明阿索 21 号航站商厦购物中心的营销战略和策略和中

文服务的质量。 

论文采用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分析的方法，对所取代的调查数据和资料进行了具体分析。

论文研究的主要内容是：第一章说明阿索 21 航站商厦的营销和汉语服务的概括；第二章对

该航站汉语服务情况进行了调查分析；第三章是对调查分析的评估。论文通过对阿索 21 航

站商厦营销管理以及汉语服务情况的分析，说明了该商厦的经营管理和汉语服务情况，经营

的特点和特色，指出了商厦在经营管理和汉语服务方面的优势和目前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改

进的措施和解决问题的建议。 

关键词：阿索 21航站商厦；营销特色；中文服务；顾客服务；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tourism in Thailand and the large number of Chinese tourists 

coming to Thailand for tourist shopping have promoted a number of tourist attractions and 

shopping spots, supermarkets, restaurants and hotels for Chinese language services. AsokTerminal 

21 Shopping Mall is a large-scale comprehensive shopping store built in the form of an airport air 

station, which has sprung up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ulti-country customs.The 

significance of the thesis is to investigate the marketing strategy and strategy of the Terminal 21 

Asok Shopping Malland the quality of Chinese service by analyzing the marketing mode of the 

shopping mall of ASO, which provides Chinese service, Chinese website, and the satisfaction 

degree of Chinese tourists. 

In this paper, the methods of quantitative analysis and qualitative analysis are used to analyze 

the survey data and materials. The main contents of this paper are as follows: The first chapter 

explains the marketing and Chinese service generalization of the 21 shopping mall of Asok 

Terminal, and the second chapter makes an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on the Chinese service of 

the terminal; The third chapter is the evaluation of the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marketing management and Chinese service of the shopping mall of Asok Terminal 

21, this paper explains the operation and management of the commercial Mall and the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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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vice situation,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operation, points out the advantages 

and existing problems of the commercial buildings in the management and Chinese service, and 

puts forward the improvement 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to solve the problems. 

Keywords: Terminal 21 Asok Shopping Mall; Chinese service; Marketing characteristic;  

Customer services 

 

绪 论 

在曼谷有不少大型的购物商场和超市。这些大型商场和超市在柜台布置和内部装修上

都有自己的特色，推出各自的营销策略。它们之间的竞争激烈，都在希望能够引更多的顾

客，取得更大的利益。阿索 21 航站(Terminal 21)商厦就是近年来兴起的以多国风情为特色，

用机场航空站的形式建起的大型购物商店。阿索 21 航站商厦是一座位于泰国曼谷的大型综

合购物商场，于 2011 年 10 月开幕，毗邻曼谷地铁的阿速车站。整个商场以航站为概念，

每一层则配以不同国家城市的特色。这座大型商场是当地年轻人以及外国游客有口皆碑的

个性潮流地。Terminal 21 主要由零售区和酒店住宅区组成，其中零售区共 9 层，总面积达

55000 平方米，拥有超过 660 家零售商，主要商家为科幻电影城和精品超市。而酒店住宅

区共分 42 层，202 米高。Terminal 21 是一个主题购物商场，在不同的层楼设有不同的购物

概念，其中的设计理念均来自世界各地著名的街道建筑，如罗马、巴黎、东京、伦敦、伊

斯坦布尔、旧金山、好莱坞等。而且，该商场拥有泰国最长的自动扶梯，长达 36 米。人们

在享受购物乐趣的同时，还能领略其他国家的时尚风情。 

除了曼谷阿索 21 航站商厦外，该商厦集团还有在呵叻(Korat)和芭提雅(Pattaya)建造了

它的分支商厦。其中芭提雅的大型购物中心，由泰国最大的地产商 Land and Houses 投资开

发，预计耗资 70 亿泰铢，与 2018 年 10 月开业，它成为芭提雅景区的一个顶级购物中心。

在大量中国游客来泰旅游购物的形势下，为了吸引中国游客到 21 航站商厦购物餐饮，21 

航站商厦不仅以独特的航站设计和一些世界著名标志性景点装修来吸引顾客，而且还为中

国游客提供了一些汉语服务。本论文研究的意义是通过对阿索 21 航站商厦别出心裁的商厦

设计进行的营销方式的分析，以及对该商厦提供中文服务和中文网站方便中国游客消费的

营销策略的调查研究，说明阿索 21 号航站商厦购物中心的营销战略和策略和中文服务的质

量，指出其经营管理和中文服务方面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改进措施和建议。 

一、研究的目的、方法和创新型 

（一）研究的目的 

通过对 21 航站商厦营销策略和战略，以及汉语服务情况的分析，说明该商厦的经营管

理和汉语服务情况，经营的特点和特色，指出商厦在经营管理和汉语服务方面的优势，目

前存在的问题，提出改进的措施和解决问题的建议。 

（二）研究的方法 

本论文主要采用文献分析法，问卷调查法和访问法收集与本课题研究相关的资料进行

分析研究。本次调查的对象主要有两个：一是商厦服务人员，包括商厦的中文网站；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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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商厦的中国游客。本论文通过对以上信息的收集和问卷调查的内容，对这些资料进行定

性和定量分析，达到本论文研究的 目的，取得预期的研究成果。 

（三）论文的创新性 

本论文研究的课题涉及大型商场的营销策略和汉语服务。通过相关研究论文资料的查

询，已有一些有关商场营销策略的研究，但还没有学者对阿索 21 航站商厦经营管理，营销

策略和汉语服务进行综合性研究。所以本课题对阿索 21 航站商厦经营管理和汉语服务方面

的研究是具有创新性的。 

二、阿索 21 航站商厦的营销策略分析 

阿索 21 航站商厦的设计是以机场航站为特色，在商厦内建立一个国际购物区，让顾客

犹如进到了一个世界旅游景点，一边感受一些世界风景特色，一边购物和品尝各种美食。

商厦通过这种别出心裁的商场设计，把世界风光与泰国风情融于商厦中，用机场航站楼的

形式，把顾客吸引到这里好像要来登机一样，达到吸引顾客和商品促销的目的。这种把世

界文化与泰国文化相结合的营销策略，使商厦在商品促销和吸引顾客上取得了成功。在阿

索 21 航站商厦营销策略成功的基础上，商厦管理层再接再厉，除了曼谷阿索 21 航站商厦

外，该商厦集团还在呵叻(Korat)和芭提雅(Pattaya)建造了它的分支商厦。 

阿索 21 航站商厦的设计是以机场航站为特色，在商厦内建立一个国际购物区，让顾客

犹如进到了一个世界旅游景点，一边感受一些世界风景特色，一边购物和品尝各种美食。

商厦通过这种别出心裁的商场设计，把世界风光与泰国风情融于商厦中，用机场航站楼的

形式，把顾客吸引到这里好像要来登机一样，达到吸引顾客和商品促销的目的。这种把世

界文化与泰国文化相结合的营销策略，使商厦在商品促销和吸引顾客上取得了成功。在阿

索 21 航站商厦营销策略成功的基础上，商厦管理层再接再厉，除了曼谷阿索 21 航站商厦

外，该商厦集团还在呵叻(Korat)和芭提雅(Pattaya)建造了它的分支商厦。 

从阿索 21航站商厦的设计特色中，我们不难看到商厦的营销策略主要基于两个方面：

一是以机场航站为背景，以世界一些著名景点为特色，以多元文化为特点，从新颖的设计

出发，首先在装潢风格上区别与其他商厦的传统设计，在视觉和感觉上给顾客一种焕然一

新的观感，在顾客还没有购物之前，就首先被商厦新颖的航站与世界风光相结合的设计所

吸引。二是商厦集各种知名的、具有特色的商店与一体，让来这里的顾客一边欣赏商厦的

独特设计，一边在饶有兴致的浏览中光顾让其感兴趣的特色商店，购买商品，品尝不同风

味的美食佳肴。这种把航站设计和世界风光相结合作为商厦装潢的一大特色，再同传统的

销售功能相融合以吸引顾客，为商厦获取最大利益的做法，很好地展示了 21 航站商厦管理

集团独特的营销策略。 

除了商厦硬件方面的营销策略外，在软件方面商厦也推出了一系列营销策略，这就是

商厦管理服务方面的营销策略。这里研究的主要是语言服务方面的营销策略。泰国作为世

界旅游地的一个热点，每年都吸引着大批外国游客来泰观光旅游、购物、品尝泰国美食。

由于语言上的障碍，商厦的服务人员语言服务除了泰语外，还需要为外国顾客提供必要的

英语服务。商厦使用了机场的主题，问讯处的前台也是一副空姐打扮，每一层楼都会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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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parture（起飞时间）”或“Arrive（到达时间）”的字样。服务台的小姐亲切，英文

能力都很好。 

近几年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中国游客来泰人数逐年增加。2017 年约 985 万，2018

年来泰的中国游客达 1000 万，预计 2019 年达 1050 万。为泰国带来 5900 亿泰铢的旅游收

入。
①
中国游客来泰人数的增加，也必然带来中国旅客在泰购物的增加。在曼谷，中国游客

主要光顾的各大商场大都开始为中国游客提供中文服务，如在购物、退税、支付和导购等

方面。阿索 21 航站商厦的商业服务用语方面除了泰语和英语外，为适应中国游客的购物需

要，也提供了一些汉语服务，在商厦设立了一些中文标识，以方便中国游客。这些汉语服

务软件方面的营销策略，为商厦吸引中国游客，在商厦营销方面起到促进作用。 

三、阿索 21 航站商厦的汉语服务分析 

对中国旅客来说 21 航站商厦在泰国所有的商场里是最有特色的。21 航站商厦以机场

航站楼为主题，逛商场犹如是到了机场航站楼。这种体验让包括中国游客在内的各国旅客

的购物体验焕然一新。对不少中国游客来说，来到这里先不说开心购物，光是对这里的世

界风光的设计就先要拿去手机，尽情拍摄。从网上调查资料中可知，中国游客慕名来到阿

索 21 航站商厦主要的活动有三个方面：一是对商厦新颖独特航站设计进行游览拍照，二是

边拍照边购物，三是尽情品尝泰国的美食。归纳中国旅客在去过阿索 21 航站商厦后在旅游

网站上对商厦的评论，我们可以看到绝大多数的中国旅客对商厦几乎都是好评和赞赏。通

过调查了解到，由于不少中国旅客慕名来商厦观光购物，商厦在语言服务上除了泰文、英

文服务外，又增加了中文服务，包括中文语言服务和中文标识服务，为中国游客提供带有

中文的购物牌和餐饮方面的介绍说明。商厦为中国游客提供的服务主要是购物和购买餐饮

方面，向中国游客提供带有中文说明的广告牌。 

阿索 21 航站商厦提供的中文语言服务主要是商厦的问询台和一些商店的销售人员。在

商厦的问询台，服务小姐的中文不太好，她们与中国游客的沟通比较困难。主要问题是商

厦问询台的工作人员的中文水平低，中文口语交流能力差。当遇到不会说的中文词汇时，

柜台的服务小姐会用平板电脑上的翻译功能，打开电子词典,找到她们要告诉中国游客的中

文意思和中文发音。但是这样做既耽误时间，又不能有效地与中国游客沟通，造成一些中

国旅客不能在短时间得到他们所要的信息而离开问询台。这说明商厦问讯处工作人员的中

文服务需要提高，否则会影响商厦的服务质量。但在对商厦管理部门的总经理采访时，他

表示商厦服务人员的汉语培训不重要，因为阿索 21 航站商厦购物中心不负责整个商业的管

理，只负责商厦一般业务和服务。 

另外，在问询台和一些商家的员工遇到中国游客后, 他们开始会用英语与他们沟通, 

但不是每个中国旅客都会说英文。如果碰到不会说英文的中国游客, 商家的员工能说一点

中文的话，他们就会用中文与中国旅客沟通。他们中的一些人会去学习中文，提供自己的

中文水平。有些商家也会为员工提供汉语培训。他们碰到的一个问题是，不是每个中国游

客都能说标准的普通话，往往带有不同的地方口音，让中文不好的商家员工听不懂，造成

一些误解。 

                                                             
①泰国中华网:《泰国官宣:第 1000 万位中国旅客于 19 日 17 时产生》,2018 年 12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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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商厦工作人员和商厦一些标识广告的中文服务，阿索 21 航站商厦购物中心还提

供了泰文、英文和中文网站的服务。中国游客可以上网浏览商厦的网站，随时了解商厦提

供的商品、食物，以及推出的一些优惠和特价商品服务。从以上分析中我们看到，商厦在

中文服务服务方面做出了积极的努力。通过问卷调查，在表 2.1 中我们可以看到被调查的

商厦销售人员中女性占多数，即女性占 68%,男性占 32%。因为在商厦从事商品销售的人员

大多数员是女性，所以调查结果也反映了这种情况。 

表-1 阿索 21 航站商厦商销售人员的男女比例 

内容 男性 女性 

百分比 32% 68% 

 

图-1 反映了被调查人员的年龄情况。在商厦的销售人员中 20-30 岁的人数最多，占

被调查人员中的 78%。调查中显示销售人员的年龄 31-41 岁的占 20%，小于 20 岁占 2%。 

 

 

 

 

 

图-1  阿索 21 航站商厦销售人员的年龄 

通过问卷调查，在被调查的人员中曾经学过中文的只占 18.18%。81.82%的人员没有学

过中文。见图-2 

 

 

 

 

 

 

 

 

 

图-2 销售人员学过汉语的比例 

从图-2 中显示，在阿索 21 航站商厦绝大多数的人员都没有学习过中文。也就是说中

国游客在商厦购物时绝大多数的商店都不能用中文与中国游客沟通。学过汉语的只占 30%，

没有学过汉语的多达 70%。商厦一些商家销售人员反映（见表-2）他们主要的问题一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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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说，占 36%，二是只能说一点的占 28%，三是听不懂占 34%，表 2.5 反映了销售人员这

方面的情况。 

表-2 阿索 21 航站商厦商销售人员汉语沟通情况 

内容 听不懂 不会说 只会说一点 无回复 

百分比 34% 36% 28% 2% 

 

通过对商厦销售人员与中国顾客实际沟通情况的调查，图-3 显示被调查的销售人员与

中国顾客交流时主要遇到的问题。出现的问题主要反映在三个方面： 

 

 

 

 

 

 

 

 

   

图-3 商厦销售人员与中国顾客交流遇到的问题 

一是认为中国游客说得太快，听不懂占 36.36%。二是一些中国顾客说话有不同的口

音，听不清中国顾客说什么，占 18.18%。三是销售人员本身中文词汇少，中国顾客说的话，

他们听不懂，占 27.27%。被调查的商厦销售人员全都认为他们需要加强中文学习，提高中

文水平。被调查的商厦销售人员一致表示，他们在会话、听力方面都需要提高。另外有一

些人员表示，他们需要提高中文阅读和书写的水平。也有一小部分人员表示他们需要提高

自己的翻译水平。 

商厦管理部门除了提供一些汉语服务人员外，阿索 21 航站商厦还开设了网站, 网站为

顾客提供商厦的购物、美食、交通、酒店和一些旅游方面的信息。网站不仅有泰文和英文

的服务，还提供了中文服务，以方便中国游客了解商厦各楼层的情况、购物和美食等方面

的信息。网站除了一般的栏目外，还提供了一些专栏，产品促销信息和优惠活动。阿索 21

航站商厦中文网站内容丰富，涉及购物、旅游、餐饮、交通等各种信息。另外还有专题介

绍文章，如专门介绍来商厦必购的经典商品、一定要品尝的商厦美食、以及商厦周边的商

店，交通攻略和街头特色小吃等。从商厦的中文网站的编辑、版面、专题栏目和图片等内

容与网页设计来看，网站办得不错，为顾客了解商厦，有哪些特色品等提供了较好的信息，

基本上能满足客户所需的信息。网站的中文也简要明了，语句通顺。可以看出这个中文网

站邀请了专业的、中文好的中方人员帮助做了这个网站。为促进商厦的营销业务，吸引中

国游客来商厦观光购物和餐饮，商厦网站在中文服务服务方面做出了积极的努力。   

四、中国游客对商厦汉语服务质量调查分析 

中国游客说得快
36.36%

中国顾客口音问题
18.18%

中文词汇太少
27.27%

与中国游客交流遇到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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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问卷调查了 100名中国游客，主要调查了中国游客的性别、年龄、教育程度、职

业、月收入情况、与商厦服务员人员语言交流的情况，商厦服务人员使用语言的情况，对

商厦总体服务的评估，对商厦服务人员汉语质量的评估等。 

1.对商厦总体服务的反映 

表-3 中国游客对商厦服务的总体反映 

商厦总体服务情况 很好 好 一般 差 很差 

中国游客的反映 70% 30% 0 0 0 

表-3 的调查结果显示，中国游客对商厦的总体服务是满意的，反映是好的。 

2.商厦是否提供了汉语服务 

表-4 中国游客对商厦是否提供汉语服务的反映 

商厦是否提供汉语服务 有 没有 

中国游客的反映 40% 60% 

 

从表-4 中可以看到本次调查的中国游客有 60%没有与商厦服务人员进行汉语沟通。其

中一个原因是去外国旅游的中国游客不少是年轻人，多少会一些英文，在购物时用简单的

英文进行沟通是可以的。另一方面，反映商厦的销售人员的汉语沟通能力并不是都很好，

他们中不少人会点英文的比会点中文的多。  

3.对商厦服务人员汉语服务质量的反映 

表-5 的调查结果反映这与中国游客在商厦购物时，遇到的商家销售人员的汉语服务好

坏有关。遇到能说汉语的商家，一些中国游客的反映就好一些，遇到不能说汉语的商家，

中国游客的反映的差一些。 

                        表-5 中国游客对商厦服务的总体反映 

商厦总体服务情况 很好 好 一般 差 很差 

中国游客的反映 20% 30% 20% 30% 0 

4.中国游客建议增加的汉语服务 

因为商厦楼层多，商店多，设施多，如果没有明细的购物指南，既浪费游客的时间，

又不方便游客购物观光。目前，在曼谷一些大的主要商场和购物中心大都为顾客提供了详

细的商店指南，包括商店位置、主要商品和服务设施等。这些购物指南大都是泰文和英文

的。不少中国游客不懂英文。中国游客对这点反映的比较多，占 60%，说明中国游客在这

方面感到了比较大的困惑。 

另一个是中国游客希望能提供汉语咨询，也占 60%。在商厦咨询台设在大厅，每个楼

层没有咨询服务台。如果顾客有问题也不方便要跑到楼下大厅去咨询，如果在每个楼层设

置咨询台，就能方便顾客。这方面商厦应该向曼谷一些大商场学习，以顾客的需要为出发

点，最大限度地满足顾客的需求。这也是搞好营销策略的重要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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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游客反映第三多的是增加商厦汉语路线指示牌。商厦楼层多，路线有些复杂，如

果能增加中文的说明，对不懂泰文和英文的中国游客在商厦观光购物是很好的帮助。 

除了以上两个方面，中国游客还建议提供中文菜单。中国游客来泰旅游一是游览，二是购

物，三是品尝泰国的美食。但是泰国不少大商场的餐饮店大都没有提供有中文的菜单，让

中国游客在点菜时搞不清是什么菜。唯一方法就看图点菜。如果没菜的图片，点菜就更不

方便了。 

五、商厦营销管理和汉语服务 SWOT分析 

阿索 21 航站商厦以其独特的航站设计理念与旅游购物理念较好地相结合，推出了新颖

的销售策略、汉语服务和中文网站，吸引了大批泰国顾客和外国游客，特别是中国游客来

商厦观光购物，为商厦带来可观的利润。通过 SWOT 分析可以使我们更好地分析阿索 21 

航站的营销管理与汉语服务的情况。    

阿索 21 航站商厦营销管理与汉语服务 SWOT 分析表 

 

 

内部因素 

 

 

 

 

 

 

 

 

 

 

外部因素 

1.商厦营销优势 

（Strength） 

2.商厦汉语服务劣势 

（Weakness） 

─商厦航站设计新颖、装修精

致、各种设施完备，有良好的购

物休闲氛围 

─商厦商店具有不同特色，商品

丰富 

─商厦提供各种美食佳肴，服务

热情 

─营销战略与策略适应市场机制 

─除了泰、英语外，商厦还提供

了一些汉语，中文标识和网站服

务，方便和吸引不少中国旅客 

─建立在曼谷繁华地区，交通方

便 

─商厦服务台人员中文水平

低，只 

能进行简单的沟通 

─商厦不少销售人员中文沟

通能力差，缺乏必要和足

够的培训 

─商厦管理部门对提高商厦

汉语服务 

质量缺乏重视 

─由于商厦汉语语言服务较

差，不能满足中国旅客 对

商厦情况的了解 

3.商厦营销机遇 

（Opportunity） 
（SO）优势-机遇组合分析 （WO）劣势-机遇组合分析 

─泰国旅游业发展良

好，每年能吸引大

批外国游客来泰旅

游观光 

─大量中国游客来泰

旅游，购物力强，

为商厦带来了很好

的商机。 

─商厦需要利用本身的优势和把

握目前旅游环境良好的机遇，大

力促进商厦的销售。 

─提供良好的语言服务，特别是

提高接 

待和销售人员的中文听说水平，

吸引更多的中国游客来商厦购物

光。 

─商厦在硬件方面具有一定

的优势，但在语言服务方

面，特别是中文服务方面比

较差，不能完全满足中国 

游客的获取商厦信息的需

要。 

─如果商厦管理部门不能有

效地改进商厦服务人员和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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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厦独特的航站设

计和丰富多彩的商

品和美食，也吸引

了不少本土顾客。 

售人员的中文沟通能力，就

有可能失去一些顾客与盈利

的机会 

4.商厦面对风险 

（Threats） 
（ST）优势-风险组合分析 （WT）劣势-风险组合分析 

─曼谷各大商场的相

互竞争 

─泰国不稳经济下

滑，购买力下降 

─泰国政治不稳定，

影响商业市场 

─世界经济不景气，

外国游客减少 

─中国游客来泰人数

可能下降，影 

响商厦的销售业

绩。 

─商厦的优势吸引了大量顾客，

但面对 

同行的竞争，商厦需要不断根

据国内 

市场的发展，调整一些营销策

略，才 

能保持优势，降低风险。 

─商厦需要建立面对风险的预警

和应对 

措施，为商厦发展搞好销售服

务。 

─在曼谷各大商厦的竞争不

仅是硬件 

的竞争，更是软件的竞

争，谁的销 

售服务好，谁就能吸引顾

客。 

─中国游客买物力强，由于

商厦在中 

文服务方面不太好，不能

有效地与 

中国游客沟通，影响了服

务质量。 

 

阿索 21 航站商厦的营销策略的成功主要是通过新颖的航站设计，开设各种特色的商店

和提供丰富的美食佳肴，最大限度地吸引客户,从而获取了可观的利润。不仅如此，商厦还

提供商厦周边的交通信息，酒店信息和餐饮购物信息，多元化，多渠道和多方式地发展商

厦的业务。商厦的经营管理既发展了商厦的销售事业，也满足了顾客的需求。阿索 21 航站

商厦在营销策略上的成功，保证了商厦的盈利和事业的发展。 

面对商业市场的竞争，国内经济的发展波动，国际经济总体的发展趋势，中国经济的

发展情况，这些因素都在不同深度上影响泰国商业市场，顾客的购买力。特别是作为泰国一

大经济支柱的旅游业的发展好坏，外国游客来泰的数量，尤其是中国游客来泰的数量，都

会在较大地影响泰国整体商业营销市场的繁荣和发展。这些综合因素的影响要求 21 航站商

厦经营管理方面进一步做好营销工作，提高商厦的各项服务，改进汉语服务，不断吸引本

土顾客和外国游客来商厦观光购物。 

六、解决问题的方法和改进措施 

阿索 21 航站商厦的经营管理和营销策略在总体上是成功的，不仅吸引了很多国内顾客，

也吸引不少外国顾客，特别是吸引了很多中国游客前来观光购物。对商厦管理部门来说，

在商厦的硬件方面即商厦的设计、装修、各种商厦设施等方面都是做得不错的，得到了普

遍的好评，也提高了商厦在商业市场的竞争能力。但是在商厦的软件方面即语言服务方面

还存在着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在主要反映在汉语服务方面。商厦专业接待服务人员和各商家

的销售人员汉语都需要加强和提高。针对对调查问卷和采访中发现的问题，在提高商厦汉语

服务水平方面建议采取以下几个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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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加强商厦人员的汉语培训，建立定期培训制度 

针对商厦整体服务人员中文听说能力差的情况，商厦管理部门应该加强对商厦服务的

汉语培训，鼓励和支持商厦服务人员提供自己的汉语水平，提供一些学习汉语的机会和定

期举办汉语培训班。 

2.招聘汉语人才，提高商厦汉语交流能力 

除了加强商厦汉语服务人员的培训外，商厦还可以招聘有汉语听说能力的人员，可以

及时解决商厦汉语人才短缺的问题，快速提高商厦服务人员和销售人员的汉语服务水平。 

3.增加一些中文广告标识和商品介绍 

中国游客来商厦购物不少是参考了中文网站和手机上的信息，知道了一些特色商品特

地来商厦购物的。但由于不清楚所要买的商品在哪个楼层，具体商店的位置，顾客要在商

厦中上下来回寻找。如果商厦可以大厅和每个楼层提供该英文和中文的商店和商品信息，

就会方便不懂泰文和不了解商厦具体商店地点的旅客，比较容易找到要去购物的商店。比

如在大厅门口或问询台摆放有各楼层商店和商品的中英文广告单或小册子，让顾客方便查

看。 

参考文献 

[1]曼谷航站 21 购物中心 Terminal 21 各楼层介绍 

https://visionthai.net/article/bangkokterminal-21-floor-guide/ 

[2]维基百科(中文).航站 21 购物中心.https://zh.wikipedia.org/wiki/Terminal_21 

[3]泰国曼谷购物必逛,TERMINAL 21 航站百货公司(BTS Asok 站)-好逛、好吃、好玩、

好好买,越逛越不想离开。http://kenji.life/bkk-terminal-21-bts-asok/ 

[4]白艺安.中国旅游者在曼谷白金时尚商城购物行为研究[D].昆明理工大学,2017 

作者简介 

郑瑞鑫，男，华侨崇圣大学、中国语言文化学院商务汉语硕士研究生。 



 
 

487 

郑燕燕                                                                                   中国画在泰国的传播与价值    

 
 

中国画在泰国的传播与价值 

The Spreading and Value of Chinese Painting in Thailand 

郑燕燕 

(蓝康恒大学 人文学院中文系, 泰国 曼谷 10240) 

摘要：随着中泰两国政府及民间全方位的深入合作，中文在泰国的全面普及与提高，

泰国民众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逐渐深入。中国画是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数千年传

承的结晶。现代人从中国画里能直观中华民族的历史演变、人文思想、文化习俗、意趣风

情。其独特的艺术魅力,令古今中外文人墨客为其着迷而研究终生。因此，本文探讨中国画

在泰国的传播及价值，以引起各方对中国画在泰国推广的重视。 

关键词：中国画；意境；民族艺术；独特魅力；审美情趣 

 

Abstract: With the strengthening of cooperation in all aspects between the Chinese and Thai 

governments and their people, as well as the popularization and comprehensive improve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in Thailand, Thai people's acquaintance and in-depth understanding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is imperative.Chinese painting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components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It is the crystallization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for thousands of years. 

From Chinese painting, people nowadays can visualize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humanistic 

thoughts, traditional customs and interests and tastes of the Nation of China.Its unique artistic 

charm has made many scholars and literati worldwide in ancient and modern times study for life.  

Therefore, this article makes some study on the spreading and value of Chinese painting in 

Thailand, so as to arouse some attention of all parties on the promotion of Chinese painting in 

Thailand. 

Keywords: Chinese painting; artistic conception; national art; unique charm; aesthetic taste 

 

一、独树一帜的民族艺术 

中国画独特的艺术性源自于中华民族的宇宙观、人生观、人文思想、思维方式及特殊

的绘画工具。早在两万多年前的洞窟壁画、数千年前的彩陶图案及栩栩如生的形象，都以

特殊的语言表达形式反映了中华民族祖先敬畏神灵、尊重自然的思想。古人以“情动于心，

物观于目, 喜怒哀乐，天地之变”创造了中国文字。
①
又以“望秋云，神飞扬，临春风，思

浩荡”
②
 的情怀，规范和发展了中国画。历代先贤准确地掌握了毛笔的仰、扬、顿、挫；

灵活精巧地发挥了钩、勒、皴、擦技法；运用墨的烘、染、破、积之效果；守护着中国画

的笔墨、留白、落款等章法，从而构成了中国画与众不同的艺术特色。其独特的艺术形式，

强烈的民族特色世代相传、光耀千古，魅力日增。 

                                                             
①陈航:《书法》,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年版 

②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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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画的深厚底蕴 

中国画艺术启蒙于一万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当时农耕与畜牧业的发展,催生了琢制石器

和骨器，也推动了制陶与纺织业的逐步发展。其中“制陶工艺是新石器时代最突出最丰富

的美术创造，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先贡献给美术历史宝库的珍贵遗产。仰韶文化的红陶和

彩陶，马家窑文化彩陶、河姆渡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的黑陶、青莲岗文化的红陶

和彩陶。”“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的彩陶和龙山文化的黑陶。”
①
 

在这些制陶工艺中，中华民族的先民广泛地采用点、线、面和留白的技巧，发挥想象力，

以高度概括及夸张的艺术形式描绘出自然界的植物、动物和人，展现在不同造型的陶器上。

如西安半坡遗址出土的人面鱼身彩陶盆；河南临汝县庙底沟遗址出土的鹳鱼石斧图；青海

大通县上孙家寨出土的舞蹈纹彩陶盆；浙江余姚县河姆渡遗址出土的豬纹钵等等，都在各

具地方特色的基础上张显出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运用点、线、面为勾勒物象的造型

手段，着重处理画面的虚实、阴阳、对比、疏密关系；根据不同族群、不同地点与不同内

容需求设计出各式纹样，运用黑、白、红颜色交替作主次搭配，演化出丰富多彩的装饰效

果。这是中国画艺术的起源，也是 8000 年来中国画不断发展的根基。 

在中国画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新石器时代的彩陶绘画；商周青铜器时期的装饰图案；

秦汉时期的宫殿壁画、墓室壁画；魏晋南北朝的壁画、漆画、士大夫绘画；敦煌莫高窟的

粉彩壁画；隋唐的工笔重彩与线描画；五代两宋时期全面成熟的人物与山水；明清的文人

画；近代的人物、山水、花鸟画，呈现的都是五彩缤纷的中华民族发展史与这个民族的审

美情趣。中国画就是一部中华民族历史进程的百科书。细读中国画不同时期的佳作，便能

感知传统文化的脉络与发展趋向。 

（二）中国画的独特魅力  

在世界绘画艺术领域中，中国画在审美立意、审美情趣等方面都有别于西方绘画。早在

一千四百多年前的唐朝，中国绘画已是东方绘画艺术的代表。中国绘画以水墨为艺术语言与

西方绘画以油彩为艺术语言，构成了世界绘画艺术的两大类别。两类绘画艺术的美学理论、

工具与材料性能绝然不同，不同的美学概念导致技法各异，艺术语言也各具特色。西方绘画

除了浪漫主义、印象派、抽象和立体画派外，更多的是追求三度空间，强调物象的原色、     

环境色和光源的表现。油画的光和色，能把物象刻画得比现实更逼真，更能打动观赏者的视

觉审美。因此，西方绘画所重视和强调的是视觉感受，写实手法是西方绘画的主流。而中国

画的审美观念与追求，更多的是在象外之象，作品中的物象多在似与不似之间，即客观物象

经主观意识审美提炼后所表现的主观物象。因此，中国画更注重的是精神上的交流，画面表

现的空间采用的是二维半；描绘河流山川，用的是散点透视；描写花、鸟、畜、兽、虫，赋

予的是拟人的诗句。意境是中国画艺术审美的重要学说。中西绘画的差异除了立意外，中国

画在绘画工具、墨、色彩、构图、章法、装裱上都具有强烈的民族特色。如绘画技法，中国

画使用的毛笔是：软且富有弹性，毛笔的软硬兼得及笔锋的长度，促使笔下的痕迹能够变化

万千。水和墨的多寡决定了画面的韵味，精妙的墨、色、水挥洒在自然渗透的宣纸上通常会

妙趣横生，若执笔者能技法娴熟，掌握好勾、勒、皴、擦等笔法，灵活运用墨色的浓、淡、

                                                             
①薄松年、陈少丰、张同霞:《中国美术史教程》,陕西: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2006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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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湿、燥，便可随心所欲地任意发挥，笔下挺拔流畅的线条，搭配恰当的水和墨，借助水

墨相冲、相破，彼此碰撞后的偶得墨趣，便能使画面墨趣盎然、墨韵超逸。加上调配适当的

中国画颜色，更让中国画充满了神秘与趣味，其艺术魅力，让古今多少画家为其倾注一生心

血，为探索中国画艺术的真谛而研究终身。 

二、中国画在泰国广泛传播 

上个世纪 80 年代末，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大批中国书画家开始走出国门，把中国书画

传播到世界各地，也传入泰国，中国画展览像雨后春笋在曼谷接连不断。来自中国的、本

地的，百花齐放，芬芳争艳。由于当年泰国的老华侨，大都是在中国南方遇到天灾人祸难

以生存的状况下移居泰国。因此，对祖籍国深怀眷恋，对祖籍国的艺术更是热心追捧。当

年的曼谷，举办过中国画展览级别最高的当属石龙军路湄南酒店的主人陈洪振先生。那次

展览是由中国国家主席邓小平的女儿邓琳带队的中国一流画家在曼谷首次举办画展。其次

是曼谷陶松斋艺术中心主人曾春朝先生。他多次邀请中国著名画家到泰国举办画展，还把

中国画艺术带进泰国皇室，让公主们爱上中国书画和古筝艺术。他还特地从中国请来专业

画家及中国民乐教师在陶松斋艺术中心授艺，并筹办成立了泰中艺术家联合会。从客观上

说，曾先生是把中国书画艺术传入泰国做得影响最大、层次最高的有心人。 

当年热心传播中国画艺术的还有许多泰国当地的华人企业，如：报德善堂、京华银行、

盤谷银行、泰华农民银行（开泰银行前身），正大集团、闻闻集团、向日葵集团、普宁会

馆等。还有国立蓝康恒（喃甘杏）大学也是早期举办中国画展览的大学。再有不少为传播

中华文化而成立的华人社团组织，像泰华艺术协会、泰国书画盆景协会、泰华各界联合庆

祝春节委员会、昭拍耶艺术洲、东方艺术联合会、泰中艺术家联合会、曼谷画院、泰中文

化人联合会、泰中书画研究院等等都纷纷先后主办过多次中国书画展览。还有许多中国画

家都在曼谷举办个人画展。 

1996 年春节，首届泰华各界联合庆祝春节筹委会，特地邀请来自中国广东省画坛知名

画家郑燕燕，将她的中国画《国宝》和筹委会主席暨中华总商会主席郑明如博士一起，代

表筹委会赠送给被恭请到唐人街、为首届泰华各界联合庆祝春节活动剪彩的泰国诗琳通公

主。1993 年，画家郑燕燕在曼谷市沙炎商业中心乐华大酒店(NOWOTWL)举办大型个人画

展。140 多幅的中国画、版画、水彩、素描，多姿多彩的画作轰动整个曼谷，政府官员、

泰华各界首长、侨团华人、画界同行纷纷出席，展览会人潮如涌、观展民众在展期一周内

川流不息，泰京六家中文报纸同时报道，有报道称此展览是空前绝后。许多泰国南部、北

部的老华侨专程到曼谷参观展览。当年的泰国教育部艺术厅（政府还没设立文化部）素逸.

乐士蜜蒲滴厅长也亲自带领艺术大学及其他艺术学院的教师们莅临现场观展。观展后，素

逸.乐士蜜蒲滴厅长和艺术大学版画系主任巴益.凤蓝教授两人各写一封邀请信，邀请画家郑

燕燕到艺术大学任教。 

（一）泰国政府院校设立中国书画课堂 

1、国立蓝康恒（喃甘杏）大学设立中国书画课程 

泰国蓝康恒大学是一所泰国政府赋予特殊使命的国立综合性大学，学历自幼稚园到博

士。自 1971 年创立以来，已为泰国及世界各国培养了 90 多万位本科以上的大学生，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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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世界培养学生最多的一所高等学府。 

2003 年，该校把原有的中文选修课程扩展为中文专业。因此，聘请了本大学文化中心

顾问、来自中国的知名画家郑燕燕到中文系开设中国书画课。《中国书画》课程的设立，

为传播中国画艺术开辟了广阔天地，每年都有 200 余位学生可以了解到中国书画的大概发

展史和艺术特色、及学习中国书画技法。《中国书画》课由人文学院设定的选修课程，扩

展到教育学院定为必修课。这是泰国高等学府第一所开设教授中国书画艺术的宝地。自

2004 年开设《中国书画》课以来，15 年间，在该校学过《中国书画》课程的 5000 多位学

生中，许多人是走进社会各所学校从事教师职业的老师，这对中国画的启蒙教育起到了很

好的传播作用。 

2、 泰国多所大学开设中国书画体验课  

由于中泰两国关系的密切发展与升级，中国的文化艺术也越来越受到泰国民众的关注。

许多泰国高等学府也外请书画家开办中国书画体验课和比赛活动。如：朱拉隆功大学师范

学院、法政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皇家理工大学艺术学院、诗纳卡琳威洛大学艺术学院、

农业大学、曼松德昭帕亚皇家师范大学、清迈皇太后大学、华侨崇圣大学、孔敬大学、兰

息大学、拉卡帮大学、博仁大学等等。这些有浓厚中国艺术特色的课程，既丰富了学生的

知识面，也让泰国民众了解到更多的中国文化，感受中国文化的乐趣。 

（二）华人企业、民校开设中国画课 

1、京华银行开办中国画学习班 

在泰国曼谷市早期传播中国画活动中，著名侨领、华侨崇圣大学发起人郑午楼博士以

他创建的京华银行，在 1977 年开办了首个有规模的京华银行国画义办班。他聚集了泰京中

国画前辈，担起传播重任，这些前辈有林耀、庄礼文、陈拾吾。6 年 6 届的免费中国画学

习班，为泰国播下了中国画艺术的种子，为本土培养了后继的中国画人才，影响极大。之

后，泰京总行还请来了居住在香港的中国国学大师饶宗颐先生，举办其书画作品展和开中

国国学及书画艺术讲座。 

2、 东方文化书院设中国画课 

东方文化书院是泰华文化教育基金会设立的中华文化传播场所。自 1993 年创办以来，

一直秉持传承与弘扬中华文化为宗旨。该基金会除了开办中文学校，还开办成人汉语、古

筝、中国画、书法、汉语诗词等学习班。中国画班以传统的梅、兰、菊、竹四君子为主要

教学内容，教师是本土培养的中国画传人。2007 年该院又成立了汉语考试中心、汉语言文

化中心、留学中心。25 年来，东方书院在传播中华文化业务上不断扩展，现有学生已达四

千余人，教师团队一百多位，目前已成为泰国规模最大的中华文化传播基地。 

3、华校与个体教学传播中国画 

泰国曼谷，自上个世纪 80 年代末掀起中国书画热潮以来，许多来自中国的书画家与本

地的书画家一样，办起了书画学习院校，教授中国书画艺术。如：陶松斋艺术中心、庄礼

文绣庄、林耀画室、燕苑艺术学院、曼谷画院、听雨草堂、马晓华画院、彩豪画院、王立

民画院、思迈语言艺术学校等。还有朝阳画廊及家教等等。这些教学点及个人，在中国节

日期间，还配合各大商场举办各种画展及具有中国民族风味的艺术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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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国政府传播中国画 

1、 曼谷中国文化中心 

“曼谷中国文化中心”，是中国政府根据中泰两国政府签署的文化协定在泰国设立的

政府派出机构。旨在宣传、推广中国文化、发展中泰两国文化交流与合作，增进两国人民

的友谊和国家友好关系”。文化中心自 2013 年 11 月成立以来，先后开办了古筝、中国画、

书法、汉语、太极拳、武术、厨艺、舞蹈等具有浓厚中华民族特色的课程。中国画有初级

班、中级班和高级班。中国画学员从儿童到 60 多岁的大哥大姐，他们多数是各行各业的专

家、学者、政府官员、退休人员，有的是从艺术院校毕业的在职人员、职业画家、艺术大

学教师、博士生导师。授课内容从中国画发展史、艺术概念、绘画技法到中国画创作。许

多从零开始的学生，经过学习，已经了解了中国画的美学理念，掌握了许多中国画技法。

文化中心除了办长期的学习班，也经常开各种短期的才艺体验课。泰国政府单位的工作人

员、各国际学校和外府中学的学生也常到文化中心体验中国画课，国际学校到文化中心体

验中国画的师生通常是每次人数多达一两百人。文化中心除了开门迎接乐于体验中国文化

艺术的师生，也常派出书画及古筝教师，配合各大学、政府单位参与艺术活动。曼谷中国

文化中心还经常主办中国书画展及其它文化艺术品展览、各种文艺演出和中国文化讲座，

让泰国人民不出国门就能观赏到中国不同区域、不同风情的民族文化。中国文化中心给泰

国热爱中国画的艺人民众，提供了一个能广泛观摩、深入了解、长期学习、全面掌握中国

画艺术技巧的最佳场所。 

2、 孔子学院、孔子课堂 

中国的崛起与发展，中国将在国际社会提高影响力，文化必须走向世界，让世界了解

中国和认同中华文化。孔子学院是一个中国机构与当地大学合作传播中华文化的平台。目

前，中国孔子学院总部已在泰国曼谷及各府大学、中学开办了 16 所孔子学院和 19 个孔子

课堂。这一院一堂都配合当地的需求，灵活安排教学地点及教学内容。除了教授汉语外，

还安排其它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才艺课程，如: 中国画、书法、编织中国结、烹饪中国美

食等等。中国画是他们重要的一课，通过中国画课可以面向泰国民间普及中华民族的哲学

理念、审美理念，让泰国民众及大学生、中学生较全面地了解中国文化、习俗和艺术。此

外，在暑假期间，他们还举办汉语营，让学生到中国学习汉语，中国画体验课同样被安排

在活动中。中国侨务办公室，也在不同的假期，主办夏令营、春令营、寻根之旅等活动，

让泰国学生、民众更直接地感受中华文化、体验中华民情风俗、加深理解中国文化。 

三、中国画在泰国的影响 

泰国华侨基本上可以分为以下几大类：第一类，是祖上经商留居泰国。因为，在历史

记载中，自汉朝开始便有汉人下南洋经商，这类华人的后裔基本没有中国意识。第二类，

明末清初，因朝代更换，不得已定居泰国的。这类华裔后代，有中国意识，但生活习俗全

部泰化。第三类，1949 年 10 月之前，因天灾人祸及政治争分被迫来泰国的。这类华侨依

恋祖国，热爱族群，保存着良好的中华文化习俗。第四类，上个世纪 50 年代回祖籍国留学，

文革后回泰国，或是去台湾、新加坡留学后回泰国的。这一代人都有良好的中华文化素养，

也基本是生活在中华民族的习俗中。第五类，中国改革开放后，因公派或个人寻求更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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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空间旅居泰国的，这部分人的中国文化素质参差不齐。 

（一）过去的影响 

在泰国华人家庭中，由于各家庭的文化、生活背景不同，因此，也形成对中国文化的

态度各异。总的来说，过去华人家庭有收藏中国书画的，一般祖上都与仕途有关。所以，

保存中国书画，是家族的传承和族群的认同，也是对中国民族文化的认同与传承。 

（二）现在的影响 

现在的华人及外国人家中悬挂中国书画，是一种文化素质的象征，是主人对艺术的审

美取向及民族精神认同，也是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和弘扬。其中大部分人是出于对中国书画

的爱好和兴趣，家中悬挂中国画或收藏，是身份的佐证，也是心灵的安慰。抬头可鉴，赏

心悦目；低头启思，境外余音。 

（三） 将来的影响 

随着中泰“一带一路”文明建设与文化全面交流和发展，中文在泰国的使用范围必定

越来越广，中华文化也会运用到许多行业中去。对中华文化的深入了解必然带动人们对中

国画的关注，而且，还会由关注逐渐转为喜欢和接受，将来还会融入到泰国的艺术中。因

为中国画是能给人一种心旷神怡、给人启迪的正能量艺术，它能把人们的心灵从现实的烦

躁中解脱出来，感受画面的宁静与协和，好的中国画不仅能美化环境还能给人启示，它是

人们生活中的精神食粮。 

四、中国画在泰国传播的价值 

（一）加深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 

众所周知，中华文化历史悠久，8000 年文化的传承与出新，形成了许多中华民族特有

的民族习俗与文化内涵。从古至今，中国画题材中常出现的梅、兰、菊、竹，松鹤、牡丹

等。这些花草树木，在中国画的人文理念中，已不是自然界普通的植物了，而是赋予了

“人格化”的文化载体。例如：梅花，它不畏严寒，傲放在寒冬腊月。在中华文化里，梅 

花象征着坚贞高洁、忍耐与顽强，其高标绝俗、傲然挺立于雪中的性格，甘当报春花的高

尚情怀，是中华民族吃苦耐劳、勤劳勇敢、勇于开创的榜样。再如竹子，也是自古文人墨 

客最喜爱的题材，由于竹子虚心、有节、常青、耐寒的特质，成就了一节高于一节的竹竿，

这给人们立身处世是非常有益的启迪。中国画里通常描绘赞美的多种植物，是自然界给予

我们最好的导师，也是中华民族对宇宙世界的认知和感悟。更重要的是：中国画的演变史

也是一部中华民族的发展史。自古以来，画家以微观表现作者独立的情感思维、人生理念，

刻画出不同朝代、不同区域、不同生活背景与不同的生活经历及历史事件。同时，画家以

坦荡的胸怀，淡泊名利、宠辱不惊的处世态度，以个体生命承受红尘世界的种种束缚与重 

压，揭示生活本质，直抒世间冷暖。每一幅作品都是作者独抒其性灵和生活的感悟。这些

内容丰富、含意深广、蕴藏着古人智慧和民族精神的中国画，细心品赏，便可从中品出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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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  步辇图   唐代阎立本 

人的民情风俗、时代烙印。如唐代阎立本作的名画《步辇图》（图一），其表现的是中国

唐朝历史上享有盛名的皇帝唐太宗，接见吐蕃的特使——禄东赞前来提亲的历史画面（吐

蕃是今日的西藏）。“歩辇是中国古代帝王乘坐的代步工具，通常被称为“辇”。本来和

车一样有轮子的。秦朝以后，帝王、皇后所乘的辇车去轮为舆，成为轿子，并且由马拉改

为人抬。”① 从这幅画中，我们即可了解到中国唐朝文成公主入藏，促成唐朝汉族与藏民

族和好的历史真相，也可学到古代皇帝代步工具的知识。再如唐朝张萱画的《虢国夫人游

春图》（图二），画面表现的是享有中国盛唐时期第一贵妇杨贵妃的三姐一行 ，即宫廷贵

族在三月三骑马踏青的场景，贵妇们梳着坠马髻发式头发，浓妆艳抹。观赏此画，我们不

仅可以了解到唐代宫廷贵族人的衣着打扮，杨氏姐妹的骄奢生活，也能了解到三月三是古 

 

 

            图二  虢国夫人游春图   唐  张萱 

                                                             
①中央电视台:《国宝档案》,《国宝档案》栏目组: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200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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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  清明上河图（局部）   北宋  张择端                         

 

图四  清明上河图（局部）   北宋  张择端   

 

代人喜欢踏青的节日。再如北宋画家张择端画的《清明上河图》（图三、四），这幅画真

实地记录了公元 1119 至 1125 年间，中国北宋时期的京城汴梁（河南开封市），当时是世

界上最大城市的繁荣景象。从这幅画中，我们也可以了解到当时的民俗风情，各行各业的

贸易状况；城市建筑风格；各种交通运输工具；不同阶层人士的依着打扮；人们的精神面

貌等等。 

（二）提高形象思维能力 

中国画注重以形写神，其艺术语言特点是对画面的某一植物或某一生命体的刻画，启

发观众对这一事物表象的深入观察，通过分析思考、认识事物的本质。这正是一花一世界；

一叶一乾坤。如东晋时期顾恺之的千古名画《洛神赋图》（图五），这是中国古代的书画

巨作，画的长度达 6 米，是今天人们称的超长版传奇连环画。这幅画中讲述的是充满神秘

色彩的人神相恋的故事，但故事的引发却是真实发生在公元 3 世纪中国古代三国时期，曹

操去世曹丕执政期间的真实事件。一天，汉文帝曹丕令其弟曹植进京，赐予死去的爱妃甄

氏盘金镶玉睡枕。曹植抱着甄氏的盘金玉枕满怀凄楚地返回封地途中，夜宿洛水河畔，曹

植在梦境中实现了有情人终能相会的愿望。著名人物画家顾恺之正是“被曹植与甄妃感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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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五  洛神赋图   东晋  顾恺之 

地、泣神灵的真情深深地感动了”，抑制不住澎湃的心潮，情感的冲动促使他把曹植有感

而发所写的《感甄赋》（后魏明帝改名为《洛神赋》）这千古传诵的名篇，以中国画的形

式表现出来。他以许多人物表情、草木神兽，烘托着画面的热闹和一对人神恋人内心的落

寂与万般无奈，让观赏者展开思绪，启动想象的空间，体会“凭君莫语伤心事，尽在含情

不语中”的意境。这幅描写细腻、想象丰富、情意绵绵、缠绵凄婉、动人心魄的巨幅绢本

着色画卷，千百年来令历代皇帝、名家先后珍藏，即便是临本也是弥足珍贵的国宝，是中

国美术史中最有影响的国画之一。从此幅画中,我们不仅可以窥测古人的爱情观、也能帮助

我们更深层地理解三国中人物性格。例如现代画家胡嘉梁的中国画《你好》（图六），展

现在画面的只有一只高大的老鸟向着一只壳薄如纸的小蜗牛打招呼：你好！从表象看只是 

图六  你好   胡嘉梁 

两只小动物相遇时的普通打招呼，但如果能开启我们的形象思维，扩展到宇宙的人类，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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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发现，在这个地球上，假如能够做到强不欺弱，大不吃小，这个世界该有多么美好。再

如他的《争鸣图》（图七），画面洋溢的是中国画水、墨、色碰撞后浓浓的趣味，三只母

鸡齐声在鸣叫着生蛋后的成果。但问题是：三只母鸡两个蛋，到底是哪一只母鸡无功争荣？

如果我们把此类问题联想到现实社会，是否也有许多类似之处，工作时少有人问津，成果

出来后，许多人会争相报功。合影时，往往在工作中见不到的人却会在照片的显耀位置。

象这种无声胜有声的鞭策，远远胜于强硬的说教效果。 

 

 

图七  争鸣图   胡嘉梁 

（三）调养身心、强身健脑 

中国画是以点线为主导、水墨并用、情感率真、以形写神的感性艺术。用笔的洒脱、

水墨的酣畅淋漓，让执笔者有一种释放情怀的愉悦感。而作画的形体动态，是画家通过手

指活动去带动全身的气血运行，此时的静调和了气血，促进生命的活力，人体的一动一静，

绝虑凝神，心正气和，心境自然得到一种超然与净化，心绪舒畅、心旷神怡、神智提升。

作品的赏心悦目，作画过程的乐趣无穷，正是调养人身心健康的秘诀。正如《皇帝内经》

所说：“静则神藏，躁则消亡”。现代人多忙于商业竞争和烦躁的日常事务，因此，画中

国画也是一种极佳的养生方式。 

（四）修心养性、增加艺术修养 

在古代的中国画中，有许多名画除了技艺高超，立意也非常深远。如下图是北宋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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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宽的《溪山行旅图》（图八），他以秦陇山川峻拔雄阔、壮丽浩莽的大自然景色入画，

并把悬崖峭壁逼在画面的人物之前，且占去画面三分之二的位置。显然，画面的人物只能

仰望高山，这里的潜意识告诉我们：人在大自然面前是多么的渺小。加上范宽对山水画有

神异的表现能力，让人“远望不离座外”，这种身临其境的感觉使人明白：人，只是大自

然的一个小小分子，无任何骄傲的资本。倘若能常常面对这样的反省，思维就能清醒，态

度就会随和，性格也会谦卑。再如顾恺之的《女史箴图》（图八），《女史箴图》是顾恺

之根据中国西晋文学家张华生创作的文学作品《女史箴》一文而画的。内容是以中国古时

历代妇女贤良淑德的事迹为例，歌颂古代宫廷妇女美好的品德，宣扬儒家的道德思想。像 

 

 

图八  溪山行旅图   北宋  范宽 

 

这一类中国画，如果我们现代人多观看，多了解，许多古人优良的思想与智慧，就会潜移

默化到我们现代人的思维伦理中，净化我们的灵魂和道德，美化我们人与人生存的空间。

此外，艺术是无国界的，中国画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蕴含着人文习俗、风情意趣。中

泰两国人民可以在艺术的交往中，彼此心生共鸣，加深了解。同时技艺上的取长补短，促

类旁通、更利于促进各自艺术的创意出新，丰富多彩、锦上添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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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九  女史箴   东晋  顾恺之 

五、结论 

中国画，是中华民族 8000 年的文化结晶；中国画，是一颗闪烁着中华民族精神的明珠；

中国画，是激发人追求真、善、美的天性，摆脱世俗的困扰与私欲的束缚，返璞归真、热

爱生活。在泰国也致力于增加中国和东盟国家民间往来的今天，重视和有效地推广中国画，

不仅仅是增进泰国民众对中国文化的理解，也是形势所需。它既能从道德上净化和精神上

提升炎黄子孙在海外的自信和历史使命，也能促使人们在市场机制与审美泛化、物欲横流

的时代大背景下，不疏远民族的传统文化，保留华夏文化中儒、道、禅的哲学思想与思维

方式。让超凡旷达、仪态万千的中国画帮助泰国民众诠释理解中国文化，产生共鸣、心领

神会。为中泰共建“一带一路”互惠共赢，实现东盟一体化和区域繁荣与进步发挥应有的

作用。让浮躁的世人，继承祖先的智慧，重审自我；以博爱的情怀，爱各自的民族，爱邻

国兄弟，爱自然界的生灵。尊重宇宙的自然定律，维护世界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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