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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paper mainly analyzes the status quo of idioms in Chinese and English Language Acquisition. And a comparative
study is made. It then points out that in China, English idioms are not paid enough attention to by English learners in their learning
process, which results in the misunderstanding of English language. Finally, several methods of learning English idioms are mentioned
for readers to refer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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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英汉语言习得中习语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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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主要分析了目前习语在英语和汉语两种语言应用中的地位现状，做了简要的对比。指出在中国，英语习语在英语语

言习得过程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从而导致学习者对英语语言理解出现偏差。最后，作者提出英语习语的一些学习方法供读者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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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意义叠加去臆断习语的含义，因而导致理解偏差。更有

1．引言
习语在英汉两种语言中大量存在。主要原因是它能用

甚之，望文生义，根据主观推测的出字面含义去使用习语，

简洁的词语表达深刻而复杂的含义，即“言简意赅，寓意

往往是一错再错，贻笑大方。

深刻”
。众所周知，语言是反映、记载、传播和交流文化的

2．现状

工具。习语就是语言中的一面镜子，由于民族语言特点不
同，塑造语言的文化历史渊源不同，地域不同，所以习语

目前，在中国学习英语的人不计其数，但是真正能了

具有民族性、宗教性和地域性。想要了解一个国家的哲学

解习语在语言学习中的重要作用的恐怕为数不多。虽然在

思想、民俗风情、传统观念、世界观、历史观、价值观，

各类英语教材、杂志、文学作品中出现大量的英语习语，

就必须要了解这个国家语言中的习语。习语之于语言就像

它们使语言生动形象，增强了语言的表达力，提升了感情

肥料之于土壤，没有了肥料的土壤必定贫瘠不毛，而没有

色彩，但是由于英语教师没有进行有利的引导，使得英语

了习语的语言必定是苍白无力。习语就是语言的生命和精

学习者对习语的重视程度始终没有明显提升。正是由于学

神所在。

习者对于习语缺乏足够的了解和认识，他们理解原文的能
力被大大弱化了。这里的英语学习者指的不仅是小学生，

英语习语（idiom）是一种特殊的句子，一种特别的措

中学生，还包括大学生，甚至英语老师在内。

辞形式。在多数情况下，句子中的词语失去了单独存在时

相对而言，习语在汉语学习中的地位和作用大不相同。

的意义，也就是说，句子的意义并不是组成句子的每个单
词意义的叠加。由于习语的形成不受词汇和语法的限制，

不同的专家学者对汉语习语的分类不一，但却都认为汉语

超出字面的意义之上，所以，给英语学习者造成困惑。首

习语至少要包括：成语、俗语、谚语、歇后语等，其中以

先，许多英语学习者不了解英语习语的存在和存在形式；

成语最多，也应用最广泛，受重视程度最高。在婴幼儿的

其次，即使知道是习语，往往在理解时容易根据单词的独

学前教育时期，家长和幼儿园老师就开始有意识地灌输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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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知识，形式多样，寓教于乐。其中，成语故事是比较普

识。习语涵盖了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政治、经

遍的一种方式，主要是便于这个年龄段的孩子接受，尤其

济、科学、文化、宗教、历史、地理等等。如果不了解习

是关于动物的成语，关于数字的成语，关于颜色的成语，

语，也就不能了解英语社会，不能掌握英语语言，更不能

孩子们接受最快。比如：龙腾虎跃，三头六臂，白发苍苍。

有效地利用英语语言进行交流和沟通。

但是，这个阶段，孩子们对成语的掌握主要是口头表达，

英语学习者要掌握习语，方法很多。例如可以通过
历史地理了解习语，
反之还可以通过习语了解历史地理。
英国自古就是岛国，四面环水。由于地域的原因，英语
中与海和海有关的习语就很多，如“all at sea”原指船在
海上失去控制，随风漂流，以至船上的人不知身在何方，
所以现在的含义就是“茫然不知所措”。
“all hands to the
pumps”源于航海，船漏水时需要人人动手抽水，所以
现 在 的 含 义 是“ 人 人 出力 ， 人 人 参 加”。“ alive and
kicking”，源于卖鱼，鱼贩用此语来表示他们卖的鱼是活
蹦乱跳的新鲜鱼，现在多指“生气勃勃的样子”， “see
how the wind blows”也是源于航海，估量风向、风力对
航行胡影响，现在多指“观望形势”
。

而不是笔头书写。到了小学这个初等教育阶段，随着孩子
们理解力和记忆力的加强，在语文课堂上，成语的输入就
更为明确和系统，表现在不仅数量多，而且分类细，比如：
ABCD 型， AABC 型， AABB 型，ABCC 型等。可以分
别用五光十色，花花公子，战战兢兢，文质彬彬来表示。
这些成语不再只是孩子们口中的游戏，而变成书本上，试
卷中的书面表达了。成语的字数并不固定，有五字，如付
之东流水；有六字，如老死不相往来；有七字，如山雨欲
来风满楼；有八字，如八仙过海，各显其能。但总体上，
四字成语最多，便于记忆。不管几字成语，都以古书为出
处。 如，
“空空如也”出自《论语•子罕》：
“吾有知乎哉？
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
” 在汉语语言习得中，

4．结论

习语可谓无处不在。到了中学，甚至大学阶段，学生们的

习语在英汉两种语言习得中都非常重要。由于在汉语

成语可以用车装了。当然，对于作品的掌握也更加清晰明

学习中对它的重视程度很高，所以人们对习语的掌握效果

了了。
中国人的英语习得过程中，更多注重的是语法、语音、

好。而在我们的英语学习中，学习者对习语的重视程度非

词汇等的认知。往往忽略了习语这个重要的语言文化要素。

常欠缺。而如果学习者不了解习语的出处，很难理解习语

如果英语学习者能够把对英语习语的重视程度提高到成语

的含义，更谈不上正确地使用习语。英语习语的主要来源

在小学和中学阶段的汉语学习程度，那他们对英语语言的

是《圣经》故事、
《希腊罗马神话》
、
《伊索寓言》以及莎士

掌握将会有一个突飞猛进的质的飞跃。

比亚的作品集。要了解掌握习语就要多读这些作品，只有
多了解习语，才能更好地掌握英语这一语言，同时也能更
真实地了解英语国家的历史和现状，从而能更好地用英语

3．方法
实际上，英语习语本身多具有比喻的功能，并且这些

进行文化交流。

比喻意义已经被约定俗成了。在某些情况下，习语的比喻

5．致谢

意义和原意有一定的关联，例如“kill two birds with 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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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one”，中文译为“一箭双雕”，原意是用一块石头打中两
只鸟，比喻意为在同一时间完成两件事，或同时达到两个
目的。这个习语的比喻意和愿意基本一致。在另外一些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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