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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日本汉语教材中的插图研究
──以《日常支那語図解》为例

崔　　春　　子

1．引言

　　《日常支那語図解》（1943）是日本最早的图解 1）式汉语词典，也是

日本最早的 “图解中国” 式汉语教材 2）。这本教材插图的数量非常多，共

有大图 101 幅，每幅大图中又包含若干小图，其他还有语音小图 40 幅和

结构分析图 4 幅。此外，这本教材插图内容的涉及范围也很广，既包括语

言本体方面的内容，如发音，词类，汉语概说等；还包括大量反映当时中

国社会生活等方面的插图，如政治，经济，文化，衣食住学行等。日本汉

语教材中的插图最早出现于《倉石中等支那語（共 5 卷）》（1941）3），至

《日常支那語図解》（1943）开始全面使用插图来用于教学。这本教材共有

两位画者，分别是冈村夫二男 4）和吉泽家久 5）。有关两者所绘各插图的

构思及灵感来源，目前并没有明确资料可以提供信息，但从两位插图画家

二战结束后所画的作品来看，与军事科技有关的插图应该都是吉泽家久所

画。《日常支那語図解》的插图都是素描手绘作品，不仅形象真实，而且

具有一定的艺术欣赏性。

　　笔者认为，目前汉语教材中插图的功能和价值仍未被充分发掘，具体

体现在，目前还没有论文系统论述过汉语教材中插图的内容和功能。汉语

教材作为教科书，并且是第二语言类教科书，不同于一般的插图媒介。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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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对象和教学目的来看，汉语教材又和国内的各学科的教科书有很大区

别。探讨插图在汉语教材中的内容和功能，明确汉语教材中插图的价值，

了解其运用手段和方法，对于当下我们进行汉语教材编写，汉语教材插图

编选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以往汉语教材的插图研究主要以研究插图的编

排体例，数量，形式以及插图的趣味性和效率性居多，本文将从汉语教材

中插图的内容和功能的角度出发，通过个案研究，探索汉语教材插图利用

的新视点。《日常支那語図解》中丰富的插图资源是研究早期日本汉语教

材中插图使用的宝贵材料，而作为图解式汉语词典，其插图使用的集中性

和典型性，也可对一般汉语教材中插图的使用提供启示。此外，由于这些

插图真实的描画了当时的各种社会生活场景，也可为民俗学，文化学，历

史学研究提供一些信息。

2．汉语教材中插图的内容及分类

　　汉语教材的编写目的不仅是为了进行语言本体内容的教学，对于中国

社会文化信息的介绍也应重视。《日常支那語図解》不仅涉及语言本体知

识，还涉及当时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涵盖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社

会方面的各种内容，体现出当时中国社会的特点。以下本文将详细分析这

本教材中插图的具体内容及分类。

2.1　语言本体内容

　　语言本体方面的内容包括发音，词类，汉语概说 3 个部分。其中发音

部分又包括韵母，声母等的发音部位及发音方法；声调包括四声的调值，

五线谱分布，注音符号。词类部分包括助数词，形容词，动词，时间表示。

其中动词的数量最多，既涉及行为动词，又涉及心理动词；时间表示法通

过手表，钟表和怀表等各种表盘上的整点及刻钟时间，与解说相配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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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时间表达的教学。汉语概说部分包括用方块表格表示的方言数字读音表，

用系统分支表表示的支那语言系统表和用色彩分布图表示的支那语言分布

图。前两种表示法都属于组织性的插图类型，便于通过图示展示事物内部

的结构。有关语言本体部分的插图及具体内容举例，详见表 1。

2.2　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内容

　　有关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方面的具体内容及分类，详见表 2。这

表 1：语言本体部分插图的内容及分类

分
类 标题 6） 内容

发
音

发音图 双唇音，舌根音，唇齿音，舌尖音，卷舌音等（40 7））

声调图 1 上平，下平，上声，去声（4）

声调图 2 衣，移，以，意，吗，麻，马，骂等

词
类

助数词 三管笔，六双筷子，八封信，十杯酒等（20）

形容词 圆，方，细，长，短，高，矮，深，近等（18）

动词（1） 听，看，念，哭，打哈息，揉眼睛，仰面等（16）

动词（2） 吃，咳嗽，喝，演说，唱，刷牙，商量等（14）

动词（3） 写，抄，扔，摘，洗，伸，抱，缝等（18）

动词（4） 走，跑，上，下，踢，跳舞，追，逃走等（16）

动词（5） 喜欢，悲伤，惊，研究，买，谢罪，看病等（18）

动词（6） 骑，拧，撒，浇，挠头，切，煮，掀等（14）

时间 八点钟，两点钟，六点半钟，五点钟欠一刻等（20）

汉
语
概
说

方言数字
读音表

北京语，上海语，广东语，福建语，蒙古语，一，二，三等

支那语言
系统表

印度支那语系，标准国语，北方官话，南方官话，苏浙语等

支那语言
分布图

满洲国，蒙古，河北，山东，山西，新疆，西藏，西康等（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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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政治，军事，经济，文化部分插图的内容及分类

分
类 标题 内容

政
治

满洲国
国歌和
建国歌

满洲国国歌，满洲国建国歌（2）

国旗 日本，满洲国，中国，蒙古，德国等（14）

文字 匾额，广告纸，告白条子，国旗旗子等（14）

政治外交 日滿议定书签字，满洲国国务院，汪精卫等（9）

宣传 假订本，新报，蒋介石，宋美龄，重庆等（14）

刑具 木笼，答仗，脚镣，枷，手铐子，强盗等（12）

军
事

军教 兵丁，排长，立正，杀！杀！，军官学校等（18）

陆军 骑兵，腰刀，坦克车，高射炮，枪刀等（24）

海军 飞行母舰，轰炸机，炸弹，军刀，铁甲车等（20）

兵器 战舰，巡洋舰，驱逐舰，潜水艇，砲舰等（26）

经
济

货币 中国联合准备银行，钞票，银元，铜子儿等（10）

输出品 生丝，黄豆，麻口袋，煤，栈房，码头等（20）

输入品 织机，缎子，墨鱼，石花菜，鱼翅，海参等（12）

文
化

宗教 门神，寺院，和尚，佛龛，雍和宫，喇嘛等（16）

人物 孔子，孟子，项羽，刘邦，诸葛亮等（19）

民族 汉人，满洲人，蒙古人，西藏人，回民等（8）

易象 河图，洛书，太极图，龟甲，八卦方位等（6）

神仙 关羽，文昌帝君，布袋，二郎神，子孙娘娘等（9）

鸿门宴 项羽，范增，项庄，刘邦，张良，樊哙等（10）

文学（1） 三王墓，义猴传，孙悟空等（4）

文学（2） 花木兰，渔人得利，列女传，朝三暮四等（4）



早期日本汉语教材中的插图研究　　 135

些插图反映出当时中国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方面的各种信息，体现出

当时的日本汉语教材对于中国社会的密切关注。

　　政治方面的插图内容包括满洲国的国旗，国歌，协议书等，当时中国

的主要政治人物及国家机器。军事方面的插图内容包括当时陆军，海军等

各种军事装备，军事武器和日本在中国进行军事教育的场景。经济方面插

图的内容包括当时中国的金融机构，货币和中国外贸进出口的产品。文化

方面的插图内容包括宗教场地，宗教人物，宗教用具，历史，文化，政治

名人，各民族，人种的名称，八卦易象的用具，神仙体系的人物和文学作

品中的人物，典故，情节。

2.3　社会生活内容

　　社会生活方面的插图内容涉及的领域非常广泛，包括衣，食，住，学，

劳，行，日常场景，常识，地域文化，时俗，市井生活，日用器物，娱乐

活动，共 13 个方面，详见表 3 和表 4。其中，菜品和招牌的内容最为丰

富，菜品包括凉菜，甜菜，热菜，火锅，汤菜，面类，具体菜品共 67

种；招牌包括市井各种类型店铺的招牌，共 83 种。时俗方面的内容虽然

不多，但 “恶敝” 和 “长处” 部分涉及了日本对中国当时社会风俗习惯的

评价，是日本对中国社会风俗全面剖析的体现。常识部分涉及的各种事物

多达 250 多种，其内容的丰富程度相当于一部微型图解词典。学，劳，日

常场景中多以整体场景图的方式展示当时的社会环境，这种展示方式是立

体了解当时中国社会面貌的有效方式。地域方面涉及当时中国南北不同地

域的著名景点，代表建筑和生活方式。日常方面包括农产品及各种民具，

农具，多达 155 种，可见农业及生活工具在当时中国的社会生活中起着重

要的作用。娱乐方面涉及的内容也非常丰富，包括游戏，演艺，鱼钓，古

董，麻将牌，运动竞技，祝贺，行乐，古乐器，洋乐器。将麻将单独列为

一幅大图，并将所有麻将牌面全部放进插图中，可见麻将是当时中国人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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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社会生活部分插图的内容及分类（1）

分
类 标题 内容

衣 衣服 袍，马褂，裙，如意滚，长背心，鞋，帽子等（14）

食

食器 羹碟，酒壶，茶盅，高脚，火锅，鱼碟等（21）
厨具 梳殼，摩布，竹扫，油缸，拈板，蒸笼等（12）

凉菜・甜菜 拌肚丝，拌海蜇，冰糖莲子，拔丝山药等（12）
热菜 红烧海参，糖醋鲤鱼，溜腰花，辣子鸡等（26）

火锅・汤菜 三鲜火锅，木须汤，海米白菜汤，鲍鱼汤等（11）
面类 包子，蒸饺，锅贴，打卤面，炸春卷，烧卖等（18）

住 家庭 钢琴，脚踏缝衣机器，丈夫，姑娘，儿子等（21）
家居 平面图，前门，土墙，角门，石阶，鱼缸等（16）

学 学校 讲堂，学生家属，教习，粉笔，红模子等（18）
读书 书库，百科辞典，桌子，图书司，新出的等（24）

劳

工厂 抄纸作坊，工人，汽车工厂，纺纱厂，女工等（23）
职业（1） 鞋匠，苦力，剃头的，推雪车的，卖枕头的等（25）
职业（2） 大夫，病人，药剂士，算命的，黏糕贩子等（32）

行

交通工具 电车，火车，客车，脚踏车，东洋车，马车等（38）
停车场 天津火车站，站台，玻璃窗户，售票处等（24）

新交通工具 发动机，冷却装设，添油器，车篷，飞机库等（41）
埠头 船舵，通风机，烟筒，海关，税务官员等（42）
航空 飞艇，单翅，双翅，水上飞机等（29）

蒸汽船 保命带，舱顶，铺盖，进口儿，扶手等（34）

日
常
场
景

通信 信票，邮政局，电线杆子，发电报者，邮差等（12）
银行 经理人，管账人，办事人，计算器，票子等（36）
店铺 纸店，果床子，古玩铺，招牌，东安市场等（20）
病院 病人，医生，看护妇，验温器，药水针等（22）
火灾 烟，救火夫，火头，梯子，水管，救伤床等（18）

常
识

天文・气象 天上，太阳，日光，月亮，雨，闪电等（32）
森林 树木，常春藤，蜘蛛网，蛐蛐儿，蝴蝶等（42）
花实 樱花，梅花，牡丹，覆盆子，桃儿，橘子等（28）
鸟类 鸵鸟，孔雀，蛋，金丝雀，喜鹊，鸳鸯等（30）
兽类 狮子，蟹，尾巴，狗熊，狐狸，刺猬，鲸鱼等（32）
海物 大口鱼，鱼翅，鱼鳃，海蛎子，金鱼，鲫鱼等（30）

身体（1） 脸，脖子，嗓子，屁股，肺，心脏，后脑盖等（28）
身体（2） 头发，眼皮儿，耳朵，指甲，脚跟，舌头等（34）
矿物 水晶，云母，大理石，金刚石，黄土，翡翠等（24）
化学 酸素，水素，阿斯知林，炸药，试管等（12）
物理 抽水器，显微镜，磁石，干电池，扩音器等（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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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社会生活部分插图的内容及分类（2）

分
类 标题 内容

地
域

北京（1） 正阳门，紫禁城天安门，琉璃厂，昆明湖等（12）
北京（2） 紫禁城午门，王府井大街，中央公园，牌楼等（17）

南京 中山陵，藏经楼，孝陵，秦淮，光华门等（16）
名景（1） 琉璃塔，西湖，云岗石佛，万里长城，孔子庙等（7）
名景（2） 上海，新京，苏州，重庆，南湖，淮河（6）
蒙古所见 骆驼，沙漠，毛帽子，包，活佛等（40）
上海所见 虹口小菜场，洋伞，皮鞋子，洋行，公司等（40）
广东所见 伙头，妹仔，亚公，亚哥，亚妹等（40）

时
俗

拜访 鞠躬，拱手，作揖，请安，磕头，拜拜等（23）
历日 月份牌，十月一号，礼拜日，送寒衣，咘咘噔等（11）
吉凶 过门，喜轿，新郎，面纱，花环，旁观的人等（20）
恶弊 禁烟药店，贼，海碗，买卖人口，赌博，打架等（16）
长处 交际上的才干，平心静气的，拜坟，乡下人等（17）

市
井

招牌（1） 饭店，切面铺，猪肉铺，海味店，珠子店等（30）
招牌（2） 鞋铺，染坊，油漆店，棺材铺，卦馆，当铺等（29）
招牌（3） 烟袋铺，洋铁铺，刻字局，裱糊匠，丝线铺等（24）

日
用

民具（1） 菜刀，砍刀，杀畜刀，割皮刀，片刀等（20）
民具（2） 摆渡，水斗，滑子，锚，舢船，小船等（14）
民具（3） 大缸，曲缸，大油瓶，坐壶，神仙炉，沙锅等（20）
民具（4） 大锯，锯条，二虎头，光 ， 把儿等（30）
民具（5） 杆子，抿匙，斧子，锤子，念锤，墨斗等（20）
民具（6） 火钩，火铲，炉铁，浆刀，印子，铰刀等（19）
农家・野菜 田圃，茄子，山药豆儿，山羊，火鸡，冬瓜等（30）
农具 犁丈，铁锨，锄头，镰刀，推车，簸箕等（16）

娱
乐

游戏 洋纸牌，骰子，麻雀，棋盘，风筝，高而富等（28）
演艺 跑马獬，把式匠，韩世昌之惊梦，竹板快书等（21）
鱼钓 漂子，走杆子，鱼叉子，鱼竿儿，钓鱼船等（20）
古董 刀钱，俑，像，陶器，铁器，玻璃器，佛像等（14）

麻将牌 花牌，红中，白板，东风，筒子，筹码等（16）
运动竞技 赛马，棒球，篮球，足球，浮水，溜冰等（12）

祝贺 烟花，炮竹，跳舞，乔装行列，提灯游行等（8）
行乐 舟游，晌觉，时髦妇女，摩登青年，庙会等（22）

古乐器 阮咸，鼓，饶，箫，铜鼓，磬，琴等（22）
洋乐器 洋笛，提琴，口琴，手风琴，大钢琴，乐谱等（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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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娱乐项目。

3．插图在汉语教材中的功能

　　插图在汉语教材中具有促进语言本体内容的理解和记忆，反应中国社

会文化生活和体现艺术审美价值的 3 种功能。以下本文将分别从以上 3 方

面详细分析插图在汉语教材中的功能。

3.1　促进语言本体内容的理解和记忆

　　汉语教材编写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进行汉语教学，而通过插图来辅助或

直接进行汉语教学，可促使学习者充分利用视觉和文字两种大脑信息处理

系统，促进学习者对语言本体知识的理解与记忆。本书中语言本体知识涉

及的内容包括语音内容，词类内容和语言体系概说，以下将分别从这 3 方

面列举插图并做详细分析。

3.1.1语音内容

　　在附录的 “支那音の出し方”（支那语的发音方法）中，共出现 40 幅

“注音符号和口図”（注音符号和口图）。这些图按 “韻符”（韵母）和 “聲

符”（声母）划分，韵母和声母又分别按照不同的发音部位和发音方法进

行了再分类。图表 1 是 “複母音”（复韵母）部分的 3 幅插图，图中的舌

形和口腔形状描画的精准到位，对于学习者理解发音规则和掌握正确发音

方法有很大帮助。

3.1.2词类内容

　　利用插图来展示动词，形容词等，将概念的理解转化为具体形象的理

解，把概念视觉化，可增强学习者的感性认知，并且有利于词义的迅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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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与记忆。图表 2 中描画了 16 个动作，包括 “听，看，念，哭，打哈息”

等。通过具体动作行为的形象展示，可使学习者凭借常识体验，瞬间理解

词义，同时加深词义与具体现实动作之间的关联印象。

图表 1 图表 2

3.1.3语言体系概说

　　插图不仅可以形象展示发音方法和词义，还可以对语言的各种规则系

统和分类系统进行梳理和展示，使学习者通过结构关系图，了解整体和部

分之间的关系，如图表 3。此外，通过色彩分布图也可以直观的展示出语

种的分布规律，易于结构分布的识别与系统化的记忆，如图表 4。这种类

型的插图并没有完全使视像取代语言，但通过呈现事物的内部结构特征，

使视像辅助于语言，便于学习者理解事物的规律性和条件性，掌握语言体

系结构的总体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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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反映中国社会文化生活

　　汉语教材对于中国社会文化方面的介绍也不应忽视，而插图的使用可

以对中国社会文化方面的介绍起到更为直接的传播效果。插图作为视觉材

料，能够弥补文字的局限，印证文字的内涵，对于语言传播效果的局限性，

视图可以发挥其补偿性的功能，补偿语言传播在学习效果上的不足，提供

双元文化环境（文图并重），更有利于学习者的有效认知。本部分涉及的

中国社会文化生活内容包括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中国自然地理生活事物，

中国经济生活场景，中国政治形势 4 个方面，以下将分别从这 4 个方面列

举插图并做详细分析。

图表 3 图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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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

　　对于中国的文学作品，文化典故和历史名人，插图作为注释的辅助，

可以提供很多相关信息。文学作品中的关键场面都是故事最精彩的部分，

插图通过关键场面的描画，提供整个故事的大背景，对于外国学习者了解

这些作品有着较为直接的效果。此外，精彩的插图还能引起学生对中国文

化的兴趣。图表 5 是对几部文学作品中重要场面的描绘，这些精彩的场景，

将读者带入紧张的故事情节，其中《列女传》的插图则更加直观的描绘了

故事主要的矛盾关系，起到了深化主题的作用。其他图中的头像等也都个

性突出，特征明显，能够迅速地给学习者留下直观的印象，便于学习者了

解人物的性格特征，本文此处不列举插图。

图表 5 图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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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中国自然地理生活事物

　　以插图的形式对自然地理生活事物进行解说，是词典中插图的主要功

能之一。通过插图的形象展示，可立即让读者将语言与事物相对应，从而

迅速了解名词的意义，通过视觉材料加深学习者对释义的理解。中国地域

广阔，物产多样，品种丰富，外国学习者在学习这些汉语词汇的同时，也

是在了解当时中国自然地理生活方面的情况。如果读者本身并不知道这些

事物，那么插图还起到了介绍新事物的作用，如图表 6 中的 “袍，马褂，

接让滚，阔扁滚，如意滚” 等，这些中国古典服饰，对于外国人来说都是

新鲜事物，只通过字面意思和注释介绍很难具体了解其式样，但通过插图

的视觉补偿，可大大提高学习者的认知效率。

3.2.3中国的经济生活场景

　　本书的插图都是根据当时中国的社会生活而画的，且多为经济生活和

日常生活的各个场景，提供了很多社会整体信息。图表 7 通过整体场景的

描绘，提供了银行工作情况的整体信息，使我们了解到当时中国银行业发

展的情况。图表 8 是当时中国各种职业工作者工作的场景，包括医生，算

命师，铁匠等，通过插图我们可以获知这些工作者工作的具体内容。这些

场景的选取非常精准，可以为学习者提供很多文字所不能提供的时代信息。

3.2.4政治形势

　　这部分插图的内容具有一定的文献资料价值，直观地展示了二战时期

中国社会复杂的政治形势。图表 9 和图表 10 是各种记载和宣传工具，相

当于现在的媒体。画者在介绍这些媒介工具的同时，更通过所画媒介工具

上的内容，表现出日本对世界形势发展和中国各党派形式的关注。图表 9

中的 “告白条子” 上写着 “打到蒋介石是中国民众唯一的生活出路”。图表

10 中的 “假订本” 上只写了 5 个大字 “打倒国民党”；另外，“漫画” 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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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内容为 “德意两国承认满洲国，协心同力努力于防共”，“蒋阀到了儿

不能再起”，“野心利己的俄国到了儿后退”，“日满中的提携是脚下的急务”，

“老将病重，余命已迫旦夕”，“妖美龄已经预备亡命”。其他的军事训练图

和 “满洲国国歌和建国歌”，“满洲国国旗” 等插图，也反映出当时日本对

中国的各种政治政策。

3.3　插图本身的艺术审美价值

　　教材中的插图不仅是语言的辅助，具有实用功能，其本身的艺术审美

价值也不能忽视。纯装饰性插图与教科书中所传递的知识没有密切的联系，

虽在教材中不建议过多使用，但其集中体现出的艺术审美价值对学习者所

起的作用却不能忽视，即吸引学生注意力，增强学生学习兴趣。与纯装饰

性插图不同，本教材中的插图是在传递了知识的基础上，即已经具有了实

图表 7 图表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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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教学功能的基础上，还具有了装饰性插图所具有的艺术审美功能，即在

一定程度上，通过精致的插图引起学习者对于教材和中国的关注，提高学

习者对于中国语言和文化的学习兴趣。本书插图的两位画者都是专业的插

图画家，插图的尺寸虽然略小，但图画都非常精细逼真，形象生动，具有

审美上的趣味以及感官上的享受，对于提高学生学习兴趣有很大帮助。本

文将这些富有艺术欣赏性的插图分为名胜风景图，社会风俗图，器物图，

以下将对这 3 种类型插图的特色和审美价值进行详细分析。

3.3.1气势壮阔的名胜风景图

　　画者本人在中国的生活经历，以及对其他从军画家的美术作品进行的

参考，也许是这本教材插图的素材来源。中国地大物博，山河壮美，历史

文化悠久，留存下的各种风景名胜一直是日本的从军画家热衷描绘的素材。

图表 9 图表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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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名胜风景既包括风景优美的自然风光，还包括古代遗迹的著名地方。

虽然画家们处在战争的大背景下，但对于中国的大好河山和历史文化名迹，

他们还是抱着欣赏和赞美的态度。教材插图的注释中就多次使用直接的赞

美，如对图表 11 中 “万寿山佛香阁” 的注释中有 “昆明湖の清波に映じ

美觀を極めてる”（笔者翻译：佛香阁倒映在昆明湖清波中的景色非常漂

亮）。除了对美丽风景和繁华商街的关注和赞美以外，名胜古迹所包含的

历史和文化信息也是吸引日本画者关注的重要因素。出于对这些名景名胜

的赞美和欣赏，插图整体风格都气势壮阔，如图表 11 中北京的 “正阳门，

紫禁城天安门，天坛祈年殿” 等都被描画的气势壮阔。这些美丽的中国风

景图可丰富学习者对于中国的想象，引起学习者对于中国的关注。

图表 11 图表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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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形象生动的社会风俗图

　　这本教材的插图还描绘了大量的中国风俗和社会习俗的内容。各国各

地人情习惯和地方风土都不同，各民族各地域也都有各自的民俗特性。图

表 12 中形象的描画了当时中国的各种礼节，包括 “鞠躬，拱手，作揖，

请安，磕头” 等，惟妙惟肖，形象生动。此外，这本教材也非常重视中国

风俗的社会意义，价值和影响。图表 13 中列举了多种当时中国社会的

“恶敝”，如吸食鸦片，暴食，买卖人口，赌博，打架等，形象的揭示了当

时中国风俗的社会影响。有趣，深刻的社会风俗图也可以引起学习者对中

国社会和文化的关注。

图表 13 图表 14

3.3.3精细逼真的器物图

　　这本教材插图的另一个艺术特点是精细逼真，突出体现在对各种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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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描画上。图表 14 中的各种军事装备和军事武器非常精致专业，这不仅

与当时战争的大背景有关，也和画者的绘画风格有密切关系，画者之一的

吉泽家久长于绘制此类插图，在二战后也经常为军事题材的书籍绘制插图。

图表 15 中对中国的餐具及各类菜品进行了非常细致的描画，其中各种菜

品被盛在不同的餐具中，各种菜品的造型几乎没有重样的，精细地描画了

菜品的特色，令人叹为观止。图表 16 中出现的店铺招牌也个个富有特色，

不仅有趣味性，而且具有一定的社会文化景观研究的价值。此外，对全套

麻将牌牌面及民具等器物的专业细致的描画，也体现出精细逼真的艺术特

点，本文不再列举插图。这些精美的器物图使大量的事物名称变得形象而

富有趣味性，可提高事物的认知度。

图表 15 图表 16



148

4．结论

　　本文通过对《日常支那語図解》的个案研究，深入分析了汉语教材中

插图的内容和功能，对今后汉语教材中插图的编选有一定的启示意义。汉

语教材中插图内容涉及的范围不仅应包括语言本体内容，还应充分体现教

材与社会之间的密切关系，充分重视在汉语教材中使用反映中国社会生活

内容的插图。此外，对于汉语教材中插图的功能和价值，如促进语言本体

内容的理解和记忆，体现艺术审美价值等也不应忽视。

［注］
1．“图解” 即对于图画，插图内容的解说。

2．“图解中国” 式汉语教材，即主要通过对教材中图画，插图的解说来进行汉语教学的教材类型。

捷克教育家夸美纽斯的《世界图解》（1658）是世界最早的 “图解” 式教材。日本学者舆水优

等编著的《朗文汉英中华文化图解词典》（2002）是近期出版的内容最为丰富的 “图解中国”

式汉语教材。

3．参见六角恒广的《中国语教本类集成》第二集第四卷。

4．冈村夫二男是日本二战前后都较活跃的插图画家。

5．根据教材序言部分，吉泽家久在本书的创作过程中应招入伍，剩下的部分由冈村夫二男继续完

成。

6．“标题” 为教材中每幅大图的标题，原为日文，本文将其译成中文。101 幅大图以外的无标题的

图，本文结合插图内容自行命名。

7．所有图中括号内的数字均为所涉及内容中插图注释点的总个数，原书中没有作为独立插图注释

点的则无括号数字表示。

［使用教材］
加贺谷林之助 1943《日常支那語図解》东京开成馆（六角恒广《中国语教本类集成》第二集 第四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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