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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基本 
1.1 研究动机与目的 

我们认为筷子虽在华族文化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多人因为某种原

因还是不会欣赏筷子。因此，我们要介绍筷子的文化，并 

通过研究以及认识筷子的传统文化，让大家认识筷子及其文化价

值，增广学生对筷子文化的知识。 
 
1.2 研究对象 
中一、中二学生 
 
1.3 内容简介  

我们以筷子的文化为研究主轴，通过它在饮食方面扮演的重要角色，流

传到今天；并探看今日人们逐渐减少使用筷子的原因。我们希望借此研

究，让更多人了解我们为什么应多使用筷子。 
 

1.4 研究方法与框架 
我们会借由以下两种方法进行研究： 

1. 网站 
我们认为通过我们的网站, 能给学生以更轻松的方式了解筷子文化。我们

的网站也会有几个视频让学生观看，这些视频与筷子的历史，当今的使

用有关。 
  2. 视频 
我们为了让学生更加了解筷子文化和它现在在新加坡逐渐消失的现象，

到牛车水一家售卖筷子的店观看与采访店主。视频里有提到筷子文化的

独特性和为什么现在的人越来越少使用筷子。  



2 内容  
2.1 使用筷子时应该注意的事项 

 正确使用方法: 
 用拇指、食指和中指将筷子稳稳拿住。 
 使用时筷子只动上半部。 
 筷子不可抓太近或太远，以距离上端四分之一左右为宜。 
 手指要项目配合控制筷子，而不是大把抓筷子。 
 筷子后方要留下 1 厘米左右的距离。 

 
错误的行为 
 夹菜时，把菜或汤汁沾到桌上。 
 举起筷子在桌上乱转。 
 用筷子敲击碗 
 吸、舔、舔筷子 
 用筷子指着骂人。 
 用筷子在菜里翻来翻去，找自己喜欢吃的 
 用筷子当作竹签插菜吃 
 首尾倒转使用筷子 
 把筷子竖在饭里、或掉在地上 
 菜肴丰盛时，伸手到对面夹菜 
 使用自己的筷子给被人夹菜 
 自己与其他人的筷子不应该碰撞 
 要确定自己要什么再去夹 

 
  



2.2 筷子与游戏 
 筷子夹豆/玻璃珠 

 本游戏的来源不明，传说中国乡村里的孩子们觉得很闷，所以

发明了这个游戏，用筷子夹豆或他们能够再乡村里找打的石头

等材料。 
 参赛者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用一双筷子把在碗的玻璃珠夹到另

一个碗里 
 两位意大利人在一分钟内把 45 粒豆传递到另一碗里，打破世

界记录。 
 这个游戏在使用筷子的亚洲国家，例如中国，香港，新加坡

等，很常见。 
 

2.3 筷子与艺术 
 舞蹈 

○ 蒙古人的筷子舞：舞者单手或双手持着一双或一束筷子，

以筷子敲打身体不同部位或左右手筷子互击敲出节奏感，

伴随音乐起舞。 
○ 武技表演：以筷子射击（穿）木板、铝锅等物，成为一种

武技的表演。 
 
2.4 筷子当礼物 

 习俗中，恋人在七夕节的时候要互送筷子作为礼物，取“成双成

对”的好口彩。 中国人历来有讨口采的习俗，筷子就有快生贵

子，快快乐乐，五子登科等等好意头。 
 筷子筷子，快生贵子，是清代末年非常盛行的习俗。筷子是成

双成对的，结婚时作为定情之物，两根筷子在一起，白头到老, 
非常适合做结婚礼物。 双木即成林，相伴到永远，筷子一直是

平等、友爱、和睦相亲的象征。 



 此外，赠送筷子，其含义在使用筷子象征合作，需要两根小细

棒合作才可以夹到食物。 
 
2.5 筷子与文学 (小说) 

 武侠小说 
 在金庸的一本武侠小说里，《书剑恩仇录》，有个名叫陆

菲青，绰号叫铁筷子的人，使用过筷子做武器。 
 金庸小说，《碧血剑》的人物有拿筷子做武器  
 武艺强手，练家子，用筷子作武器。他在明清小说写的江

湖侠客武林高手有所记载。作者把行侠仗义之人的出手相

帮，在情急之下用筷子作为武器来解除险情。筷子在武艺

中的重要价值，历来老百姓是心知肚明人所共知的。 
 人们先用了树枝当筷子；在流动性的过程遇有敌情，棍棒

不够，先民自然会用树枝筷子当作棍棒去抵抗去打杀，先

民在抵御作战中会将两根树枝筷子来当武器使,挥动树枝筷

子拼杀。 
 顺治年间，无锡有个秀才叫胡迩光，曾经跟高人学会了一

手绝技：用铜筷子做武器。胡迩光的铜筷子有不同的尺

寸，碰到难对付的敌人，就要用两尺长、一指粗的大筷

子，平时应急防身，用一双一尺多长、半指粗细的小铜筷

就可以了。他的铜筷子一般藏在袖子里，指尖以外露出半

截，遇到情况立即抽出筷子，上下翻飞令人眼花缭乱，时

称天下无敌。 
 短兵器是由棒发展而来，其中双戈双鞭双锏峨嵋刺等双短

兵器，应是树枝筷子发展而来。从兵器发展中试析，认为

原始社会的树枝筷子是武艺中兵器双短兵器的鼻祖。 
 据《秦馔古今谈》及五代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载：唐

玄宗在一次御宴中突然将手中的金箸赐给宰相宋璟，宰相



受宠若惊，愕在坍陛前不知所措。唐玄宗见状说：“非赐汝

金，盖赐卿以箸，表卿之直耳。”赞扬宋璟的品格像筷子一

样耿直。而永福公主在自己的婚事上拒不从父皇之命，以

折断筷子表示宁死不屈的决心。 
 《三国演义》中，筷子又成为罗贯中笔下的精采一笔：曹

操青梅煮酒论英雄，刘备则意识到曹操的真实用意，赶忙

巧借惊雷响声，佯装害怕将筷子失手落地，以表白自己是

个胸无大志的庸人，从而消除了曹之戒心、保全了自己。 
 《红楼梦》有“乌木三镶银箸”，又有“四楞象牙金筷子”出

现在大观园的餐桌上。《红梦梦》第四十回中写道：“凤姐

手里拿着西洋布手巾，裹乌木镶嵌银筷，按席摆下。”由此

可见贾府的荣华富贵。 
 《儒林外史》（讽刺小说）第四回中有这样一段描写：范

进中举不久，丧母守孝。恰在这时汤知县请他赴宴，山珍

海味，美酒佳肴，还配有“银镶杯箸”。范进却退前缩后不

肯入席。汤知县不解其故，经张静斋点拔，“换了一个瓷

杯，一双象箸”。但范进仍不进餐，再换上一双白色竹筷，

“居丧尽礼”的范单人才用之在燕窝里捡了个大虾圆子送进

嘴里。原来，在守孝单人眼中，唯有白竹筷才最合乎“孝
道”，至于是否大吃荤腥有碍“孝道”反倒是无关紧要的。通

过这段描写出“换箸进食” 
 

2.6 筷子与电影 
 

- 筷子通常在电影里当成武器，电影里的人物们有筷子来打架 
 
The Karate Kid (4/8) Movie CLIP - Catching a Fly With Chopsticks 
(1984) HD (1:15 至 1:30) 



背景：当徒弟看见师傅在用筷子试图抓一只蝇，他也尝试用筷子抓蝇。

看看徒弟是否能够成功用细细的筷子抓住一只小蝇。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AuzCjipF00 
 
Kung Fu Panda Training Scene - HD (2:53 至 4:56) 
背景：经过一天的辛苦训练后，大熊猫与他的师傅坐下来吃着包子。当

熊猫迫不及待地想要开始吃包子，师傅把全部大包子都吃掉了，只剩下

一粒。熊猫肚子都很饿了，下定决心一定要把那里包子吃掉。他与师傅

用筷子战斗，看谁能把包子吃掉。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Ck9VAxEpD0 
 
Jackie Chan Funny Chopstick Fight! （0:12 至 1:30)  
背景：徒弟于师傅在开饭时，徒弟用筷子把一块肉夹起来，但师傅用自

己的筷子把那一块肉夹走了，不让徒弟吃。徒弟就决定要把那块肉吃

掉，与师傅战斗。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Nzxc1F3010 
 
Dead or Alive 5 - Brad Wong V.S Eliot Chopsticks Fight （0:30 至 3:05) 
背景：两位人物 (Brad Wong, Eliot) 正在狼吞虎咽地吃着饭，不久只剩下

最后一粒包子。两位人物正在打架，过了一会儿，两位都打得筋疲力尽

了。最后，那粒包子给顽皮的猴子吃掉了。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7LyiWnXt9UM 
 
Hidden Man (2018) "Chopsticks fight" （0:27 至 0:55)  
背景：主角，李天然，被一群匪徒攻击。他用筷子把匪徒们受伤，成功

地把他们打走了。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RhyRQSdj8A 
 
 



 
2.7 有关筷子的诗/成语 (语言方面) 

 

 一、李白《行路难》。 
  “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 之句。 
那是他在天宝三年(公元 744 年)因受权贵谗毁，丢掉“供奉翰林”之职而落

魄离京时食不下咽之忧郁心情的真实写照。 
 
二、唐代大诗人杜甫《丽人行》云： 
  “犀筋厌饫久未下，鸾刀缕切空纷纶。” 
诗申“犀筋”，当指犀牛角制的筷箸。 
 
三、朱淑贞《咏箸》曰： 
  “ 两个娘子小身材，捏着腰儿脚便开。 
  若要尝中滋味好，除非伸出舌头来。” 
前两句将筷子拟人化，形象生动有趣，后二句似乎又寄寓着这位宋代女

诗人抑郁不得志而又无可奈何的心情。 
 
四、明代诗人程良规《咏竹箸》诗中有： 
   “殷勤向竹箸，甘苦尔先尝。 
  滋味他人好，尔空来去忙。 
  借箸喻人，亦别有意味。” 
 
 
 

  



有关筷子的词语/成语 

1. 借箸代筹  
比喻从旁为人出主意，计划事情。 
 
2. 万钱无下箸 
花了很多钱置办的宴席，还说没有下筷子的菜。形容生活极其奢侈。 
 
3. 战栗失箸 
害怕得连手里的筷子都掉了。形容吓得失去了常态。 
 
4. 张良借箸 
比喻出谋划策。 
 
5. 无下箸处 
生活豪奢，食日费万钱，犹云无下箸处。后用以形容富人饮食奢侈无

度。 
 
6. 闻雷失箸 
比喻借别的事情掩饰自己的真实情况 
 
7. 箸长碗短 
形容家用器物凌乱不全 
 
  



2.8 有关筷子的传说 
 

姜子牙与筷子 
这传说流传于四川等地，说的是姜子牙只会直钩钓鱼，其他事不会干，

所以十分穷困。他老婆实在无法跟他过苦日子，就想将他害死另一家

人。 
最后，通过神鸟的帮助，姜子牙发现了他老婆放的毒。神鸟送给他的竹

丝是神竹，可验出任何病毒。从此每餐都用两根丝竹进餐。此事传出

后，他老婆不但不敢再下毒，而且四邻也纷纷学着用竹枝吃饭。后来效

仿的人越来越多，用筷吃饭的习俗也就一代代传了下来。 
这个传说显然是崇拜姜子牙的产物，与史料记载也不符。殷纣王时代已

出现了象牙筷，姜子牙和殷纣王是同时代的人，既然纣王已经用上象牙

筷，那姜子牙的丝竹筷也就谈不上什么发明创造了。不过有一点却是真

实的，那就是商代南方以竹为筷。 
 

妲已与筷子 
这个传说流传于江苏一带。说的是商纣正喜怒无常，吃饭时不是说鱼肉

不鲜，就是说鸡汤太烫，有时又说菜肴冰凉不能入口。结果，很多厨师

成了他的刀下之鬼。宠妃妲已也知道他难以侍奉，所以每次摆酒设宴，

她都要事先尝一尝，免得纣王咸淡不可口又要发怒。有一次，妲已尝到

有几碗佳肴太烫，可是调换己来不及了，因为纣王已来到餐桌前。妲已

为讨得纣王的欢心，急中生智，忙取下头上长长玉簪将莱夹起来，吹了

又吹，等菜凉了一些再送入纣王口中。纣王是荒淫无耻之徒，他认为由

妲已夹菜喂饭是件享乐之事，于是天天要妲已如此。妲已即让工匠为她

特制了两根长玉簪夹菜，这就是玉筷的雏形。以后这种夹菜的方式传到

了民间，便产生了筷子。 
这则传说，比较贴近生活，有某些现实意义，但依然富于传奇性，也与

史实不符。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krDfDZLUdU （0:10 至 0:43） 
  
大禹与筷子 
这个传说流传于东北地区。说的是尧舜时代，洪水泛滥成灾，舜命禹去

治理水患。大禹受命后，发誓要为民清除洪水之患，所以三过家门而不

入。他日日夜夜和凶水恶浪搏斗，别说休息，就是吃饭、睡觉也舍不得

耽误一分一秒。 
有一次，大禹乘船来到一个岛上，饥饿难忍，就架起陶锅煮肉。肉在水

中煮沸后，因为烫手无法用手抓食。大禹不愿等肉锅冷却而白白浪费时

间，他要赶在洪峰前面而治水，所以就砍下两根树枝把肉从热汤中夹

出，吃了起来。从此，为节约时间，大禹总是以树枝、细竹从沸滚的热

锅中捞食。这样可省出时间来制服洪水。如此久而久之，大禹练就了熟

练使用细棍夹取食物的本领。手下的人见他这样吃饭，既不烫手，又不

会使手上沾染油腻，于是纷纷效仿，就这样渐渐形成了筷子的雏形。 
 
 
 
 
 
 
 
 
 
 
 
 
 
  



3  最终成品 
 
3.1 网站 
我们的网址：https://zhengjia1.github.io/main/ 
 
3.2 视频 
我们视频网址： 
https://pw-final.s3-ap-southeast-1.amazonaws.com/vid.mp4 
  



4 反思 
4.1.1 云哲 

          在对筷子文化进行研究的过程中，我深深体会到在我们的生活中有很多看似微不足

道的东西。它们的背后事实上包含着深远的文化意义。这些东西并不能以金钱来衡量

的，而只有通过仔细研究，才能认识到那些东西蕴藏着丰富的文化。例如我们对于筷子

的研究。很多人可能觉得筷子只是两根我们用来吃饭的餐具、非常普通、便宜，但是筷

子的背后却蕴含中华民族的智慧与文化。通过我们不同方式的研究后，发现筷子在华族

文化里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流传着祖先思想的光辉。 
  因此，我庆幸我有这个机会去体验这个研究过程, 去了解以上所叙述的概念。 
 
 

4.1.2 彭炯炘: 
          经过这个专题作业，我对筷子文化有更深一层的了解。筷子是中国古代其中一大发

明，在古代的饮食文化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先辈在饮食时遇到食物太烫时发明筷子，这

也教会了我，当遇到棘手的问题，要有创意性，才能找出最好的解决方法。 
         使用筷子的这个传统应该流传下去，而不只把它当作一种餐具看待。这个专题作业

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研究筷子的历史，了解筷子的各种用途。 
        对于今年能对筷子研究的专题作业，我获益不浅，不仅能增广见闻，还能了解与欣

赏筷子悠久的文化传统，使用它的各种好处。 
 

4.1.3 郑嘉： 
  今年的专题作业使我收获良多。我学到了我们在研究时，有时候要从不同层次来分

析某个问题。例如，当我们要探讨为什么筷子在全球的使用渐渐下降，我们可以了解父

母为什么不想孩子用筷子，也可以探讨社会西风东渐，人们转为使用刀叉。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去胡姬花筷子店的店员交谈的时候。首先，我们比较害羞，不想

与店员沟通，生怕店主不欢迎我们。但是，与店主交谈了一番后，我学到了一些采访以

及沟通技巧。我知道如何临场发挥，对她们的回答加以追问，了解更多。这些资料是网

络上找不到的，我们应该积极地向他人请教。 
 

  
4.1.4 吴易恩： 
          通过今年的专题作业，我获益不浅。因为做这研究之前，我对 “筷子”的认识只限于

饮食，对筷子的其他方面 （如文化和习俗）一窍不通。今年，令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到



牛车水去采访问胡姬花筷子店的店主。采访前，我对筷子一无所知，我只有那几道很表

面的问题要问店主；但是，过了几分钟的访问，我认识到新加坡制作筷子的方法，以及

还有制作筷子雕刻这回事。 
         因此，我很感谢今年能够研究 “筷子文化” 这个项目，希望通过我们的网站与视频，

同学们能认识筷子，也能欣赏筷子的美。因为筷子，它不仅是我们在餐桌上看到的餐

具，而更在华族文化和历史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5. 研究总结 
 
        从年初，我们对“筷子文化”一无所知，到深入探讨“筷子文化”和华人处事哲学的关

联，我们深刻地认识到并领会到中华民族文化的底蕴之深厚。筷子文化从古至今已深深

地植入人们生活中，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几千年来的言行举止。我们也体会到要想加

深对任何事情——特别是民族文化这方面的了解，最好的方法就是透过一个又一个容易

被我们“忽视”的生活习俗、所用的器具等, 去发掘它们形成的因素，了解其历史演变与发

展，以及流传的过程。任何文化离不开生活，也都和民族生存的哲学息息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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