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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文化的意义，文化与语言的关系
没有任何一个术语拥有象“文化”一词这么
多的定义。不同的行业对“文化”有不同的
理解并做出各自的诠释。教育家会认为，文
化即是教育哲学，是传授知识的艺术。 银行
家会说：文化就是如何让货币这个雪球通过
金融方式越滚越大。对管理人员来说，文化
是方法与策略，让人做你想要他做的事。政
治家的看法不同：文化就是制订出一套透明
且民主的制度，用以管理社会，服务大众。
每个人生活的各个方面，无一不属于文化的
范畴。正如洋葱有多个层次，人类生活亦

二． 语言迁移与文化迁移

在语音方面：因为德语中没有四个声调，

外语的习得，旨在为跨文化交流架起桥

学生学习中文时忽略声调符号。如苏黎世

梁。在整个交流的编码-解码-编码过程

应用科学大学管理学院 2009 年上学期考

中，游戏规则改变，而参与交流的各方仍

试，一道题是将德语翻译成中文拼音，一

然沿用自己习以为常的语言习惯及文化观

个学生在整篇考卷中完全不注声调符号！

念， 因而产生文化及语言的迁移。举一
个很简单的例子，两个瑞士人在中国的餐
厅喝啤酒，因为服务员隔得太远，他们向
服务员指着自己面前的啤酒，伸出大拇指

它反映文化。有的语言学家甚至认为，语言
决定文化。语言教学必须与文化教学同步进
行。

一词。中国老师解释了半天，外国学生仍
然问：老师，您是不是东西？

和食指，意思是再要两瓶啤酒。服务员却
一下子送来八瓶！同样的体态语言，却代
表着完全不同的意思。

在语法方面，对于“瑞士美吗？”及“劳
力士贵吗？”这样的问题，经常学生的答
复是：“瑞士是美”及“劳力士是贵”。

然。生活本身就是文化。语言更是文化范畴
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语言属于表层文化，

在语意方面：经典的例子是关于“东西”

语言迁移发生在语言的各个方面，如语
音，语意，语法，写作等。以下就这四个
方面各举一例， 说明母语为德语的学生
可能发生的语言迁移现象。

这是因为学生习惯性地使用德语语法，
忽略了汉语中当形容词作谓语时省略
“是”动词的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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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写作方面，由于德语区人士通常使用直线

文化迁移发生在文化的表层及深层。每个

三． 对教师的要求

式的思维及沟通方式，学生较难理解中文常

人都是他所成长与生活的文化环境的产

用的铺垫式写作。以一篇短文的第一段为

物。通常，我们带着自己的文化眼镜去观

鉴于语言与文化的紧密关系，海外中文教

例， 请阅读，然后根据这一段的内容，为整

察评判别的文化，同时，我们总是以为别

学不单是教授中文词汇与做口语练习等，

篇文章设计标题。

人使用跟我相同的规则。

老师应该熟悉母语与目的语两种语言的结
构及其文化含义。现实状况是，按照

“今天早上六点我就起床了，吃过早饭，我
背上书包上学。路上，太阳公公露出圆圆的

语言的语用原则，即是在何时何地何种场

Milton Bennett 的 DMIS 原理，大部分海

笑脸，把大地照得暖洋洋的， 鸟儿在欢唱。

合如何恰当得体地使用语言，也即语境，

外中文教师本身还处于文化中心时期，他

我很高兴，准时来到了学校。八点钟，英语

则是由文化决定的。违背语境，就算语法

们对母语的语言文化现象已习以为常，因

老师走进教室，我们开始上英语课。”

是百分之百合乎规矩， 交流却注定失

此，缺乏对中文语言结构及文化含义的敏

败。曾读到过一个例子：北京的一位官员

感。 教学中常见的现象是，当学生问老

中国学生应该不难把握中心：这篇作文写的

接见西方记者，见面寒暄问候：你们吃了

师为什么中文要这么说时，许多老师的回

是关于英语课。可是，瑞士学生给的标题不

吗？翻译人员逐字翻译，老外回答：没有

答是：没有为什么， 我们中国人就是这

外乎是：我的一天；学校生活的一天等。习

吃。中方官员不知如何是好。其实，翻译

样说。 所以，当务之急是加大对海外中

惯了开门见山就点题的瑞士人，想当然地用

应该理解这是一句问候，相当于德语的

文教师的培训，提高他们的总体素质，培

母语语言文化的规则解中文的码，因而产生

Guten Tag 等， 就不会出现上述尴尬的局

养文化智商。

语言文化的负迁移现象。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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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应包括以下四方面内容：

四. 教学方法

例如，去瑞士人家做客送礼，主人会即时
打开礼物，热情地说谢谢，然后可能吻

-

对中文语言结构的系统性认识。不是

每个说中文的人就自然而然是一个合格的中

为了减少文化负迁移及语言负迁
移，海外中文教学宜采用以下方法：

文教师。目前海外中文教师绝大部分不是科

面。中国主人十有八九会说，太客气了，
不用了，有的人甚至可能还会说，留着自
己用吧。这时，在中文环境中学生应当懂

班出身，除了会说写中文，对中文的语言结

-

语境教学：将词汇句法等的教学融

得说：也不知道送什么好，一点小意思，

构并不了解。

入相关的情景之中，给学生提供必要的背

不成敬意。通过对比，一方面加深学生的

景知识，让他明白，这个词该何时用，怎

印象，另一方面他们能够正确理解和应

么用才恰当得体。 正如人的行为，每个

用。

-

对中国文化的认识，特别是体现在中

文语言中的文化因素。
-

对居住国语言的认识，比较它与中文

行为的后边都有一个原因，有相应的价值

-

循序渐进图像教学：特别是中国文

观。当我们面对一个儿童，可问他几岁

化固有的词汇，即文化词，不宜过早导

了，面对同龄人，得问他多大了，对着长

入。在一篇文章中曾读到，有老师在教月

者，则必须用“您多大年纪了”以示尊

亮这个词时，给学生讲解嫦娥奔月的故

重。 这三个问句在英语里却是同一句

事，念床前明月光，结果学生更加糊涂。

只有如此，老师才能明白，学生在学习中文

话：“How old are you？”。

因此，应遵循从浅到深，从易到难的原

时在何处易犯何种错误，在教学中引起学生

-

注意，着重讲解，帮助学生顺利习得中文。

差异，包括语言规则方面的差异和文化习

的语言异同。
-

对居住国文化的认识，掌握它在其语

言中的体现。

对比教学：教师需比较两种语言的

俗方面的异同。

则，一步一步地导入文化词， 并配合视
觉资料进行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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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作为世界上使用人数最多的母语，中
-

综合考试: 考试不只专注于考核学生对

国政府与国民雄心壮志，在三十年内成为

中文语言方面的知识，如考词汇，句子翻译

世界上最大的经济强国，那么，就更加需

等，应当融入语境考题。如，一个句子或表

要加强中文教育，提高教师素质， 任用

达法应该在哪种情景下使用。可以给学生提

具有跨文化能力的师资队伍。否则，很多

供语境，让学生选择或解释此时哪种表达法

西方人满怀兴趣学中文而来，满怀失望而

更合适等

止。原因之一很可能就是那些说“我们中
国人就是这样说的”的老师。中文不象英

五. 结束语

语，英语借助其殖民地的背景得以在世界

国际化已不再是局限于经济领域， 它

范围内推广。中文的推广，需要中文教师

的结果是带来文化的全方位迁移及渗透。语

能够以轻松幽默的方式感染学生：学中文

言作为文化的载体，是文化融合的第一块敲

就是乐趣，太有乐趣了。语言规则那么简

门砖。对于未来文化的发展趋势，存有两种

单，学一个词，无论过去现在未来式单数

主张：文化大同和文化分歧。无论哪种观

复数主格宾格受格， 永远都一样！只有

点，都离不开语言这个文化的重要传播途

这样，我们才能避免日语的下落：虽然日

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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