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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学生学习中日同形汉字词的难点及教学对策

宋杏杏

（郑州大学，河南郑州，450001）

摘要：中日同属汉字文化圈，由于历史原因，两国语言中存在大量的同形汉字词。在对外汉语教学中，

同形汉字词的存在有利亦有弊。其中存在一部分等义同形词，但大部分同形汉字词词义却是不等值，存在

些许差异。这些同形汉字词因词义的不同而对日本学生学习汉语产生负迁移作用影响。本篇论文则从分析

中日同形汉字词词义差异入手总结其教学难点及提出相应的教学对策，不仅有助于中日学生互学其语言，

也助于反观汉语本身的词义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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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日同形汉字词的来源：

日语追其根源，则源于汉语，两种语言系统相互借鉴，相互影响，形成了如今大量的同形词。沈

宇澄与周星两位学者给同形词下的定义为：“在日语和汉语当中同时都在使用着的，互相有着借用关

系的词汇”
[1]
。通俗而言，同形汉字词，首先词形相同，但词义、词性以及词的附加色彩上却有所不

同，存在些许差异，这也是学生学习的难点所在。固此，在对外汉语教学方面，因其本身特点，故而

存在一些教学难点，这需要我们予以探究。那首先则需要对中日同形汉字词产生的追根溯源。究其差

异原因，从历时和共时两角度出发，可概括为以下两点原因，历史原因、文化及文化心理差异。

(一) 历史原因：从历时角度来看，追溯日语的根源是其源于汉语，盛唐时期，那时日本还没有文字，日本

便派遣唐使来学习中国的相关文化和语言文字，有些汉字在日语中直接被保留下来使用，如一些佛教

用语，菩提、舍利、参禅、苦行、佛性等，有的是日本借用汉字字形来表音，由此便创造了日本本国

文字——假名，这也是同形汉字词产生原因之一。明治维新后，日本开始全盘西化，日本经济文化水

平上升，又利用汉语创造了一些新词，也被称为“和制汉语”后又被汉语所借鉴吸收，这之前在汉语

中是不存在的，如，哲学、心理、抽象、元素、主观、客观、克服等。所以也导致中日同形汉字词与

中韩同形汉字词有所不同，中韩同形汉字词多是单向流动，由中至韩。在共时角度来看，中日同形汉

字词则是相互借鉴的双向关系。

(二) 社会文化心理：从共时角度来看，日本虽然有很多文化来源于中国，但是中国和日本毕竟是两个国家，

分别有各自的风俗习惯和民族思维。所以在对客观事物的认识上，不同的社会文化心理认知也会造成

词义的不同。如，水，在汉语中问客人“您喝水吗？”这里的“水”意指“开水”，因为中国人没有

喝生水的习惯，因此对客人说的只可能是“开水”。基于卫生、经济原因，中国有着悠久的喝热水的

传统。明代天启年间，大臣杨涟因弹劾宦官魏忠贤而遭到迫害。屡受酷刑拷打后，杨涟“知珰意不可

回，每晨起多饮凉水，以求速死。”可见饮凉水有害身体健康。而在日语中则指生水，日本及欧美国

家是没有喝开水的习惯，而且在世界各大博物馆展览的古埃及、古希腊陶器，都是用来盛装物品的，

没有发现一件类似古代华夏的煮水炊器，可见，煮水炊器是华夏祖先陶器时期的独特发明。历史文化

的不同造就了今天东西方饮水习惯的差异，而这种差异认知也反映在各国的词义认知上，形成了词义

的差别。

一方面，语言也是思想的外在表现，也会反映社会文化和人们的心理认知。如，中国传统文化尊

史崇古，在汉语词汇中保留下来的一些古语词因而多带有浓重的书面语色彩，使用时也对其所进入的

语境有所限制，如上文提到的“辅佐”一词，在汉语中，只用于书面语，且只对地位高的人使用，而

日语中多用于口语。再如“主人”一词，在汉语中意为“接待客人的人或者是宠物、奴婢的家主”，

而在日语中则是“妻子在别人面前称呼自己丈夫的用语。”暗含主从关系，有性别歧视之意，这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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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受日本社会文化影响，日本长期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家制度”根深蒂固，家制度的存在巩固了男

性对权利的支配。
[5 ]
日本是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男主外，女主内，日本女性地位远远低于男性，被

认为是无能力者，随着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女性投入到社会生产中区，女性的地位略有提高，但

目前仍有一部分女性在外人面前称呼自己丈夫时仍旧使用“主人”一词。

二、 日本学生学习同形汉字词的难点：

对学汉语的日本学生来说，中日同形汉字词既有容易理解和掌握的一面，同时也会因对其了解不够而导

致许多误用
【2】

。同形汉字词在两种语言中的异同点相应地会给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产生正负迁移的影响。

那其差异点也是学生学习的难点所在。通过对中日同形词的差异分析，发现二者差异主要表现在词义、感

情色彩、词性上。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需格外注意。

(一) 难点一： 中日同形汉字词在词义上的差别：

对汉字的形、音、义三个方面，日本留学生的难点之一在于“义”
【3】

。从同形汉字词词义的是否等值

性可将中日同形词分为同形同义词、同形类义词及同形异义词。所谓的同形同义词，不仅词形相同、词义

相等，词的用法也一样。有些同形汉字词保留的仍是繁体文写法，但字义一致。这些词多为表示动植物的

普通名词，如，鸟、虎、狼、犬、牛、牡丹、水仙、芭蕉、人参等。表示地点和人名的专有名词，如，东

京、南京、富士山、鲁迅、渡边淳一。以及表示数字用语、科技用语等，如，一、二、三、医学、印刷、

手术、盲肠等。正是因字形相同，词义等值，页是学生母语中的固有词汇，所以日本学生学习这些汉字词

时不会出现问题。同时这些大量的同形同义汉字词在中日学生互学对方国语言会起到很大的正面促进作用。

所谓的同形类义词，即为词形相同，但词义存在一定的差别，有同有异。除了具有共同词义之外，在

各自本国语言中含有不同的义项。这也是日本学生学习对方国语言的难点所在。在初步学习过程中往往望

文生义，不注意其中的差异，与其母语等同，进而产生误解和偏差。如，有些同形汉字词在汉语中的义项

多于日语。如，保险：“火灾保险”“火災 保険”两者共同义项是向保险机构按期缴纳一定数量的费用。

汉语中还有安全、稳妥、担保义，“这样做可不保险”、“你听我的，保险不会出错。”但在日语中并无

词义。正是由于汉语词义的多样性，学生在对某一词的意义掌握不完全的情况下，很容易出现以偏概全的

情况，说出错误的句子。再如，“探”一词，汉、日语中有共同的义项“探究、寻找、侦探”但日语中无

汉语中的“探望”义。汉语有“探亲、探家”，日语中的“探亲、探家”义为“找父母、找房子”之义。

日本学生很容易对此产生误解。有些同形汉字词在日语中的义项多于汉语。如，爱情，汉语中专指男女之

间的情感。而在日文中也可表示“热爱、感情”之意，搭配上也有所不同。“祖国への愛情”“仕事に対

する愛情”,意为“对祖国的热爱，对工作的热爱。”因为母语负迁移的影响，学生很容易说出“我对祖国

的爱情、我对工作的爱情”等错误的一些句子。再如，约束，都有限制的义项，但日语里还可表示“约定，

商定”“約束 を はずす、約束の約束を取り消す”（取消约定、缔约），也可表示命运，缘分，“前世

の約束”（前世缘分）。学生在练习过程中也易说出“这是我和他的约束、约束很奇妙”等错误的句子。

出现错误原因即在于，将汉语“约束”一义等同于母语，没有掌握在汉语中的词义。

同形异义词即使词义完全不等值的同形词。如，野菜、汉语里指“野生的菜”，日语里则指“蔬菜、

青菜”。手纸，在汉语意为“厕所用纸”，但在日语中则为“信件，信”，差异巨大。“茶碗”汉语意为

“盛开水用的器皿”，日语中一为“饭碗”。“高校”汉语中是指对大学、专科院校的统称，而在日语中

则指“高中”。汉语中的“新闻”在日语中的词义为“报纸”，“汽车”为“火车”，“本”为“书”等

等。由于字义完全不同，日本学生在学习时就要忽略母语词义，记住汉语词义，进而来组词造句。

(二) 难点二：中日同形汉字词在色彩义上的区别：

对于词而言，包含两种意义，一是理念义，二为附着在理念义之上的色彩义。正是由于词感情色

彩和语体色彩的不同，影响词义的准确表达，很容易造成学生的误用。

(一) 感情色彩上：感情色彩有褒、贬、中三义之分，相同的汉字词在两者语言中感情色彩却略有不同，

集中表现为两大类。一类是汉语为褒义词或中性词，日语中为贬义词。如，“单纯”，汉语，日

语中都有“简单，不复杂的”意思。但在日语中多为贬义，意指“头脑简单的人”而在汉语中则

指“天真烂漫，没有邪念的人”。汉语中，说某个人没有心机，天真烂漫，即说他很单纯，对此，

日本学生就不甚理解，认为是在讽刺他。再如，“爱人”这个词，在汉语中意指婚姻关系中的妻

子或丈夫。中国人在向别人介绍自己的配偶时往往会说“这是我爱人”，日本学生就不甚理解，

认为这样说不好，这是因为“爱人”一词，在日语中指情妇或情人，是个贬义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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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语体色彩：有些同形汉字词在汉语中以书面语形式出现，但在日语中却为口语形式，有的则恰好

相反。由于语体色彩不同学生在学习使用过程中也会出现误用。如，“辅佐”为辅助、帮忙之意，

但在汉语中为书面语，只对君主等身份高的人使用，生活中不常用。在日语中则为口语，生活中

比较常用。学生经常受母语影响，说出“他总是辅佐我、他辅佐班长”等错误的句子。再如，“抱

负”一词，在汉语里为书面语，而在日语里则为口语形式。“起床”在现代汉语里为口语，但在

日语中则为书面语。两者恰好相反。

(三) 难点三：中日汉字同形词在词性上的差异：

中日汉字同形词的差异主要多表现于词的理性义和色彩义上，其次表现在词性差别上。对于日本

学生来说，也是一难点。如“进出”在汉语中有动词和名词两种词性，“从这个门进出”，“每个月

有几十万的进出”（意为收支，出入），而在日语中只有动词一种词性（この門から进出りする /从

这个门出入 ）。如果日本学生对“进出”一词的词性掌握不完全的情况下，就不理解，进出还可以

代指收入、钱财。再如，“理想”，在汉语中可作名词，也可作形容词，如“我的理想”“这个方案

很理想”，在日语中只可作名词使用。“丈夫”，汉语中为名词，意为“女性的配偶”或指“有所作

为的人”（我的丈夫，大丈夫能屈能伸）而在日语里，“丈夫”为形容词，“坚固、结实、健康”（お

かげ 樣丈夫です/托您的福，我很健康）“交代”汉语中可作动词和名词，日语中只作名词，意为“轮

班的人”。“交代”，在汉语中交代可作名词也可做动词。“你交代一下/给我一个交代”而在日语

中只可以做名词，意为“轮班的人”。两者词义也有很大的区别。

三、 教学策略：

从古至今，汉语和日语有着漫长的语言接触和传播，中日两国人民在文化、教育、科学技术等领

域靠着双方共同使用的汉字词可进行简单的交流。
【4】

但随着两国语言系统的独立各自发展，加之漫长

的时间演变，两国共同使用的汉字词的词义、词性均有了不同程度的变化，这就给学习汉语的日本学

生带来正迁移的同时，也带来了负迁移。所以就以上日本学生学习中日同形汉字词遇到的难点提出相

应的教学对策。

(一) 树立不同的语言观念：

首先学生要转变观念，消除母语干扰。同形汉字词在中日两国语言中共存，学生初学时会给予一

定的优势，但稍微不注意也会出现错误，它们字形虽相同，但终归隶属于不同的语言系统，固此，为

了掌握中日通形汉字词，必须避免望文生义，受到母语干扰，日本学生必须从一开始就树立不同的语

言概念，要多勤查字典，仔细斟酌词语的真正意义，养成一个讲求严谨、准确地好习惯。而不是立马

将这些同形汉字词汉语词义等同于母语词义。说出“我要吃野菜（青菜）、我给你写手纸（信）、我

要读本（书）”等错误的句子，让人啼笑皆非，影响正常交际。因此，学生在遇到同形汉字词要翻查

字典、词典，结合文例，找出异同。词义相同时，可直接运用，词义有异时，要仔细辨别，不仅要从

词义入手，也要从词性、词的内部结构、使用情况等方面去判断，把意义、语法功能和色彩联系起来，

综合各种因素全面剖析、比较，揭示差别。

(二) 抓好词义教学：

就词义而言，这些同形汉字词的词义多有同有异，同中有异，对于学习汉语的日本学生来说是一

大难点，所以必须要紧抓词义教学。我们可以“采用异同对比的方法，由已知求未知，由相同点求不

同点，让学生有亲近感和熟悉感”
【5】

，在对比中导出不同词义及用法，解释、说明及练习的重点放在

差异上。例如“是非”一词，在中日语中都有“利与弊”的意思，但在各自语言中又有着不同的意思，

日语中意为“无论如何，希望”既有名词性也有动词性和副词性用法，而在汉语中意为“纠纷、纷争”，

均为名词。要让学生掌握“是非”一词在汉语中的用法，要选用精讲多练的方法，注重语境教学，给

出具体的事例，解释清楚在句子中的具体意义，致力于让学生在语境中比较、体会词义和用法，进而

掌握这些词义有所差异的同形汉字词。

(三) 找出相应关系，避免张冠李戴：

语中的词既有从汉语借去的词，也有自己创造的词。两者词形偶合，但意义却不同。如汉语中“大

势”意为大局，总的趋势。在日语中也有“大势”一词，但不是借自汉语，是日造和制词，众多的意

思，在日语中很常用。对于这类词形相同却代表不同词的情况，要找好对应关系，注意它们之间意义

的不同，不可等闲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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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结语：

两国语言中共存的一些同形汉字词，无论对于中国还是日本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文化宝库，掌

握好这些同形汉字词对于两国学生互学其语言有着很大的促进作用，但随着历史的发展，日语也已形

成自己独立的语言体系和词汇系统，其词的意义和用法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有所异同，因此，日本

学生在学习这些同形汉字词时首要要树立两种语言观，转变语言观念，培养用汉语思维的能力，尽量

避免受母语干扰，其次要辨清词义、掌握不同种用法，最后要认清词源，避免张冠李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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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oth China and Japan belong to the cultural circle of Chinese characters. Due to historical
reasons, there are a large number of homographs in the two languages. In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homographs have both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Some of them are synonymous words,
but most of them are not equivalent in meaning and have some differences. These homographs have
negative transfer effects on Japanese students' learning of Chinese due to their different meanings. This
paper starts with the analysis of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ese and Japanese homographs,
summarizes the teaching difficulties and puts forward the corresponding teaching countermeasures,
which is not only helpful for the Chinese and Japanese students to learn each other's languages, but also
helpful for the reflection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word mean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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