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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ese idioms in the culture of Chinese language occupy the important position that can not be
ignored. It is an accumulated formation in the long-term social practice, with typical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learners who learn Chinese as second language have trouble in learning Chinese
idioms. With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the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students
abroad to learn Chinese course step into middle or even advanced stage. We have to face the
problems in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that idioms bring. The aim of this paper is to
analyze the situation, the necessity and the current approach in the teaching of Chinese idioms in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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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汉语中的成语在中国的汉语言文化中占据了不可忽视的地位。它是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积累形成的，具
有典型中国特色的词汇。以汉语为第二语言的学习者学习汉语成语比较困难。随着对外汉语教学工作的
深入发展，留学生学习汉语教程进入中高级阶段。我们不得不面对在对外汉语教学中成语教学带来的问
题。本文对外汉语中成语教学现状、必要性、现行办法进行了分析，以期促进对外汉语教学中成语教学
的发展，促进中国传统优秀文化更好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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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对外汉语教学的发展也引起了广泛学者的关注。但是随着成语出现
在留学生教材、课外资料的频率的提高，却发现留学生对成语的学习积极性不高，甚至都存在着抵触情
绪。

2. 对外汉语教学中成语教学的现状
黄伯荣、廖旭东版本的《现代汉语》把成语概括为具有意义整体性特点和结构凝固性特点，相沿习
用的固定词组。它形式短小，内容精悍，结构固定，常常被古人运用来表达或者表现自己的所思所想所
看所感[1]。经过几千年的积累和沉淀，成语成为了最简洁的表现中华民族的风俗习惯、价值观念、生活
方式、宗教信仰的词汇。因为汉语成语中蕴含着丰富的中国古代的古音、古义、古法，不仅对于以汉语
为第二语言的学习者的学习带来了难度，对于一些以汉语为母语的学习者，学习也是有些费力。
虽然现在有很多学者都对成语教学进行了研究，但是仍然没有脱离把成语作为课文的一部分教学的
圈子。这样的教学并没有把成语单独拿出来进行分析研究，只是作文文章的一部分进行笼统概括，一带
而过。这样的教学方法，不仅会使留学生对成语的认识一知半解，还可能增加对成语的畏难情绪，不利
于留学生对成语的学习。
赵金铭曾提过：在基础理论上尚无重大建树；在教学实践上无重大突破；教学思想和教学手段有待
于现代化。进而指出：“今后，我们应该努力发掘汉语的本质特点，在引进西方教学理论和学习理论，
开拓理论视野的同时，结合汉语特点和教学实际，深入进行理论探讨，力求在汉语教学理论和学习理论
方面提出我们自己的理论构想和框架模式。”每一种语言都有其自身发展的特殊性，都有其属于其自身
的发展轨道。对外汉语中的成语教学的探究方面，出现了太多的照搬照抄西方教学理论方法的现象。成
语具有我们中华民族的民族心理特点和民族历史文化的特点，西方教学理论可能适用于我们的教学，但
是切忌照搬照抄。我们目前需要的教学模式是最符合我们目前成语教学现状的。一味照搬照抄西方模式，
对外成语教学得不到提高。
成语教学属于对外汉语教学中的词汇教学。词汇是由词汇单位组成的，词汇单位一般分为词和熟语
两类，成语是熟语的主体。这样看来成语属于词汇，但是在学习过程中我们应当进行区分。在对外汉语
中的成语教学中一直存在着这样的现象，将成语直接作为词汇来教授。这种现象也是造成成语教学一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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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不到提高的重要原因。吕必松在《对外汉语教学概论》中这样写道：“从语言学习和语言教学的角度
研究语言，就必须研究语言与文化的关系，因为语言理解和语言使用都离不开一定的文化因素。”成语
的本质其实不同于一般词汇，成语本身凝聚了太对历史的精华，它的教授也不应该同一般词汇那样学习
[2]。它具有自身的特殊性，在学习成语的过程中，应该以历史作为切入点，这是其他一般词汇所不具备
的。

3. 对外汉语教学中成语教学的必要性
成语是中华民族所特有的一种词汇形式。它积攒着我们中华民族几千年丰富的文化内涵，外国友人
学习成语，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掌握一门语言，更多的是了解我们中华民族的民族心理，民族构造，民
族文化。伴随着全球经济文化的紧密联系，将成语教学发扬光大，不仅有利于中国文化的传播，更有助
于提高中国文化的软实力！

3.1. 有利于促进中华文化的传播
民族语言在不同的层面上也反映出相对应的民族文化。汉语成语是民族语言的一种表现形式，它具
有中华民族所特有的表现形式，蕴含着中华民族丰富的文化内涵。有很多汉语成语都表现了中国人民的
生活方式、价值观念、风俗习惯。外国留学生学习汉语成语可以促进中华民族文化的传播，促进中华民
族文化软实力的提高。

3.2. 有利于提高留学生的能力
对外汉语中成语教学的重要性首先表现在它可以充分运用到实践生活和学习中。掌握一门语言最重
要的就是可以流利的与他人进行交流，表达自己的思想。运用成语进行语言交流与运用词汇进行交流显
然是不一样的。运用成语交流可以更能表现出对这门语言的掌握程度，更容易与以汉语为母语的学习者
进行交流。
对外汉语教学的基本任务就是如何让一个一个从来没有学习过汉语的外国留学生在最短时间内最快
最好的掌握汉语。掌握好汉语最直接的体现就是具有优秀的语言交际能力。汉语成语内容广泛，数量庞
大，经常出现在书面语或者口语当中。提高汉语中的成语，更有利于语言交际能力的提高。
成语教学是对外汉语中词汇教学的一种形式。汉语成语虽然形式短小，但是其的内容是非常丰富的。
学习成语的过程中同时可以掌握许多词汇量。成语的组成成分大多是词，同时也具有现在只用来使用的
语素。在学习过程中，不仅可以掌握成语，还可以复习词汇和语素的意义。对于汉语水平的提高和词汇
量的增大是有极大的好处的。
随着对外汉语教学工作深入发展，汉语水平测试的难度也逐步的进行了增加。现在的《汉语水平词
汇与汉字等级大纲》和《汉语水平考试大纲》都收入了一定数量的成语对留学生进行考察。
在汉语水平测试中，阅读理解和综合表达这两个板块，出现成语的概率越来越高。在阅读理解中，
将一些成语穿插在文章中，对留学生进行考察。这种考察方式不简单的考察成语的意思，同时还要考虑
语境等其他方面。充分理解和掌握成语的意思和成语在语境中的变化是可以在阅读理解中得到高分的。
在综合表达中，也就是我们平常的作文题，在句子中运用到几个成语，也是为自己的文章添色不少，为
自己的考试争不少光彩。

4. 对外汉语中成语教学的现行办法
成语教学作为对外汉语教学的重点和难点，需要我们抓紧探索研究办法，促进对外汉语工作的深入
发展。这是我们开展成语教学工作的关键，也是此篇文章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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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加快对外汉语成语教材的编纂
教材是学生和老师学习所依据的资料，它与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共同组成了学校教学内容。教材在
教学活动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教材直接体现了在对外汉语成语教学中该教什么和如何教两个问题。面
对我国现在对外汉语教学事业的飞速发展，却发现我们的成语教学的教材却进步缓慢。
对外汉语教学工作分为初级、中级、高级三个阶段。但是在高级阶段的教材来看，成语收录的比例
并不高。这种现象直接反映了在对外汉语工作中，汉语成语的重视程度不够以及间接反映了汉语成语确
实难懂，难学的特点。但是个人认为成语教学的教材应该得到重视以及发展。
4.1.1. 将成语教材进行细致划分
从目前来看，只有马树德编写的《现代汉语高级教程》是现在唯一一本把成语从词汇表中单独列出
来的对外汉语教学成语素材。这本书将成语教学分为了两个教程，分别为三年级和四年级。三年级分为
上下两册，四年级只有一册。而个人认为需要还将成语教学教材进行细致划分。成语教材分为初级、中
级、高级三个阶段，初级阶段的成语教材可以只涵盖一些简单的交际成语词汇，比如：一路顺风，心想
事成，万事如意，马到成功等一些日常生活中经常遇到的。中级阶段就开始讲授一些比较难，但是仍然
可以理解的成语。比如：拒之门外，山盟海誓，迫不及待，源远流长等一些虽然留学生感觉起来很难，
但是听老师讲授过仍然可以理解的成语[3]-[6]。在高级阶段就可能会涉及到一些掺杂着我们中国历史典故
或者古义古法的成语。比如：东施效颦，草木皆兵，三顾茅庐，摇唇鼓舌等包涵历史典故的成语。随着
年级的增长进行深入的学习。一旦开始学习，便不再放松。
4.1.2. 编纂教材具有针对性
现在我们成语教学教材存在的最大的问题就是一套教材来应付所有局面。教材没有任何的针对性。
学习汉语的学习者国别、年龄、学习目的、学习时间、文化程度都是应该仔细划分，进行有针对性的编
纂教材。只有这样有层次，有针对的进行教学，我们的成语工作的发展才会得到进步。

4.2. 促进教学模式的多样化
美国的明德暑校、印第安暑校为了促进汉语教学的发展，探索出一种最高效最速度的汉语学习模式。
它的校园环境全部都是中国的书法字画，手工艺术品。学生在里面和以汉语为母语的教师一起同吃同住，
并且禁止学生说母语。以这样的一种模式来进行教学，汉语水平明显提升很快。对待成语教学也一样，
我们需要将学生带进具有明显特色的中华汉语文化的氛围进行教学，得到的效果也是不一样的。
4.2.1. 启发式教学模式
我国古代伟大的教育家孔子曾说过：“不愤不启，不悱不发。”这句话一直引导着广大教育工作者
的教育教学工作。在对外汉语中成语教学工作也需要这种启发式的教学模式。在成语教学中，我们对待
留学生需要循序渐进的引导和启发。汉语成语纵然整体复杂，含义丰富，但是我们可以分门别类，举一
反三。比如在讲授“鸟语花香”这个成语时，我们可以启发和引导留学生该如何掌握这个成语，又该如
何掌握这一类成语。“鸟语花香”是形容环境优美的，自然环境清新自然的。在掌握成语意思以后，引
导留学生思考，类似的成语还有什么。留学生会回答“山清水秀”“百花争艳”“草长莺飞”等一系列
的成语。我们需要做的是在启发的基础上，将一类成语教授给留学生。这样的教学模式，容易扩展留学
生的学习成语的思维，学习效率也是比较高的。
4.2.2. 趣味式教学模式
汉语是世界上最难学的语言之一。对于把汉语作为第二语言学习的留学生，在学习汉语的时候，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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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数量庞大，结构复杂的汉字，本就产生了畏难情绪。在积累汉字的基础上再接触四字成语，这便会使
留学生畏难情绪增高，甚至产生放弃学习成语的念头。在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增加趣味课堂。我
们可以采用以下几种方法来提高留学生学习汉语成语的乐趣。
a) 成语接龙
这种游戏在我们小学时代经常被用来检测成语水平。首先需要注意的是，这种游戏必须在留学生掌
握了一定的成语数量以后才可以使用。不然会起到相反的作用，打击留学生学习汉语成语的自信心。这
种游戏的游戏规则是老师说一个成语，比如“草木皆兵”，后面的同学把上一个成语的最后一个字作为
下一个成语的开头，如“兵不厌诈”。以此类推，一直到接不下来为止。当然我们需要制定一些奖惩措
施，来提高留学生的积极性。
b) 画图猜词
我们中国汉语成语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有很多的成语都是来自一个典故。我们老师在讲授
成语的典故之后，为了测试留学生的掌握情况，可以采取这样的办法。通过画图，把成语的意思表达出
来。这样的办法不仅使留学生对成语印象深刻，同时也对成语所表达的意思记忆深刻。比如“三顾茅庐”，
图画中可能是三个人向一个人求教。
c) 讲故事
中国成语是中华民族几千年积累下来的精华，所以几乎每一个成语都有一个小典故。提高留学生学
习成语积极性的方式之一就是讲明白成语的来源和典故。我们可以组织留学生自己去讲台上进行讲课，
在讲课的过程中也可以考察留学生的汉字拼音是否标准。但是我们需要注意的就是在讲完故事以后，我
们需要把成语的引申义表达出来。有很多汉语成语由于历史的推移，发生了意思的根本变化。只是记住
它古代时所表现的意思是不够的。比如“空穴来风”这个成语，表意是指是有了洞穴，才会有风进来，
表示消息和传说并不是完全没有依据，但是现在却不是这个意思了。它现在是指消息和传说一点根据都
没有。
4.2.3. 多媒体式教学模式
在现在多媒体飞速发展的时代，我们可以运用多媒体课件，来提高我们的课堂效率。把汉语成语的
做成带有音频，图画的课件，在课上的时候放映给大家。每一个成语都是一个小故事，每一个成语都有
及其丰富的内涵。对留学生，尤其那些对汉语成语有畏难情绪的留学生，在多媒体的放映下，会集中注
意力，提高对汉语成语的学习热情，促进汉语成语学习水平的提高。
4.2.4. 英汉成语对比教学模式
培根说过：“一个民族的天才、聪颖和精神是通过其成语表现的。”已经有很多学者对不同的国度、
语言、和文化进行了分析理论和研究。但是立足于汉语成语和外国成语的比较的方面还是很不全面。以
英语成语与汉语成语为例进行比较。将英语成语的学习方式同汉语成语的学习方式进行分析比较异同，
可以有效地解决留学生学习成语困难的问题。
4.2.5. 语用教学模式
对外汉语中成语教学任务的基本目的就是提高留学生的语言交际能力。所以在日常生活中，甚至是
课堂上我们都需要给留学生创造机会说汉语成语。在语言交际中准确、恰当的使用成语，并且清楚明白
的把自己所要表达的意思用成语表现出来，这样成语教学基本上完成了任务。我们在课堂上可以组织留
学生进行情景对话。要求留学生在营造的语境中，运用成语进行对话。对话完毕后，教师对留学生所运
用的成语进行点评和指导。利用语用教学模式来学习成语有一个很大的优点就是可以帮助留学生理解成
语的感情色彩和褒贬色彩。有一些成语虽然和其他的成语表面看起来没有什么不同，但是感情色彩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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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样的[7]。比如“张牙舞爪”和“手舞足蹈”，这两个词虽然表面看起来没有什么不同，但是前者是贬
义的，后者是褒义的。如此在特定的语境下进行区分，学习效果也是极佳的。
4.2.6. 分类型模式
汉语成语一般都是寓意深刻，现在用来有形容物的，有形容人的，有评价行为的，有描述景色的等
等。我们要提高留学生的成语水平，让他们减少畏难情绪。可以将成语进行分门别类的概括和总结。比
如形容一个人小气的成语我们可以说“一毛不拔”“瑕疵必报”“吹毛求疵”“斤斤计较”“小肚鸡肠”
等等。形容景色优美的成语有“山清水秀”“鸟语花香”“百草丰茂”“风景如画”“高山流水”“姹
紫嫣红”等等。形容一个人学识渊博的成语有“才高八斗”“学富五车”“才貌双全”“博学多才”等
等。形容女人身材的成语有“身姿曼妙”“杨柳细腰”“柔弱美丽”“丰润标致”“婀娜多姿”等等。
如此进行总结归纳和概括，便将汉语成语的学习思路进行了整理。留学生面对数量庞大的成语，也不会
无从下手。
4.2.7. 循序渐进模式
留学生学习汉语成语一定是在掌握一定的汉字和词汇的基础上进行的。学习汉语不能急于求成，需
要按照学生掌握的情况一步一步来进行。切忌一口吃个胖子。我们先让留学生掌握一些基础的，经常用
到或者日常生活中经常看到的成语。然后参照学生掌握的情况，进行由低级到高级的成语教学。严格区
分成语本身的难易程度，把成语按照顺序排列，循序渐进的教学，取得的成效更大！
4.2.8. 语义教学模式
这种教学模式主要是采用望文生义的教学方法。成语都是由四个语素构成的。语义教学模式就是探
究四个语素之间的关系[8]。这种关系一般是有两种，一种是四个语素语义相互联系。留学生只需要将四
个语义联系起来，即可获得成语的意思。还有一种关系就是就是凭借着单个语素即可获得成语的整体意
义。采用这种方法，可以让留学生对刚认识的成语也不会感到陌生和害怕。这种方法在汉语成语教学中
运用的比较广泛，也是比较有效的。但是也会有个别成语不符合这个模式，需要我们另外探究。

4.3. 设置练习机制
提高留学生的汉语水平，就是要培养留学生听说读写的能力，但是最重要的就是提高其的语言交际
能力。我们需要设置机制来给留学生创造练习的机会。对于成语教学来说，我认为我们需要着力进行的
就是提高成语在平常留学生生活中的口语水平。即使是平常的生活中运用不到太多的成语，但是我们还
是可以在班级授课中，采用组织同学造句的办法。将需要运用的成语写在黑板上，让同学选择成语进行
造句[9]。增添这样的练习设置，可以给留学生创造该使用成语的语境。

4.4. 对留学生进行水平测试
为了考察留学生对成语的理解和使用，我们可以采用对留学生测试的方法。测试内容采自留学生平
常学习成语时使用的教材。进行这样的测试，是为了能够考察留学生现有的成语水平。进行测试，能够
使留学生清楚的了解到自己哪存在问题，是听？是说？是写？还是读？以便留学生及时的对自己的缺点
进行改正。经过测试，也会方便老师对留学生的掌握情况进行评估，方便其进一步的成语教学。

5. 结论
成语，以结构短小，内容丰富的特征，吸引着广大外来学习者学习的兴趣。我们需要利用这一优势，
积极广泛的开展对外汉语教学的工作，促进中国文化软实力的增强。对此，我们对外汉语教育的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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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不断的完善成语教学理论，积极提出有利于成语教学发展的教学理论和教学策略。相信在我们的努
力下，成语教学的发展会越来越好，中国文化也会更好地屹立于世界文化之颠。本篇文章主要是根据成
语教学自身的特点和现在教学存在的一些问题，提出一些教学办法以期更好的促进成语教学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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