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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构式 —语块 ”教学法
①

———以存现句教学实验为例

苏丹洁
②

(中山大学 国际汉语学院 , 广东 广州 510275)

　　[摘 　要 ]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认知的新的汉语语法教学法 ———“构式 —语块 ”教学法。它指

的是在第二语言教学中 ,以构式语法理论与语块理论为指导并将两者结合起来进行语法教学的策

略和方法。其理论基础是构式的划分单位是语块。其实质是将人类认知共性作为语法教学的切

入点 ,激活学习者认知共性 ,从而引导到汉语个性的学习上来。教学实验的结果表明 :“构式 —语

块 ”教学法在存现句二语教学上有更优表现 ,能使习得更简单、快速、有效、牢固。问卷调查显示该

教学法简单易懂、形象具体 ,学习者容易接受。

　　[关键词 ]构式 ; 语块 ; 第二语言汉语语法教学 ; 存现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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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存现句有没有更好的分析思路和教学方法

现代汉语里的存现句指的是下面这样的句子 :

　　①a. 门口站着几个孩子。

　　　b.对面墙上挂着一幅画。

　　②前面来了一位老师。

　　③动物园里死了一只老虎。

国内主要的教学语法参考书 ,如卢福波《对外汉语教学实用语法 》、刘月华等《实用现代汉

语语法 》、房玉清《实用汉语语法 》、朱庆明《现代汉语使用语法分析 》、陆庆和《实用对外汉语教

学语法 》和张宝林《汉语教学参考语法 》等 ,对存现句都是按照传统的“主 —谓 —宾 ”、“施 —

动 —受 ”来分析处理的。按照这种思路 ,在第二语言汉语教材中 ,存现句是这样教学的 :句首

的处所成分是主语 ;“V着 /V了 ”是谓语 (中心 ) ;句末的名词性词语是宾语。

苏丹洁、陆俭明 (2009)指出 ,这样教 ,外国学生很难理解 ,他们的困惑是 : (1)“几个孩子 ”、

“一位老师”、“一只老虎 ”怎么可能是宾语 ,它们怎么跑到动词后面去了 ? (2)“站 ”、“挂 ”的动

作发出者为什么不出现 ? (3)句首的处所主语前面为什么不能加“在 ”?

按照这种教法 ,即使是高年级汉语学习者 ,存现句的习得上仍然存在着严重的回避、错序

(周小兵 2004)等偏误。杨素英等 (2007)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 :二语学习者与母语者在汉语存

现句的使用上差距很大。对二语学习者来说 ,存现句较难习得。这促使我们思考 :像存现句这

类的汉语难点句式有没有更有效的教学法 ? 这是本文要探讨的主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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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构式 —语块 ”教学法的理论背景和教学流程

为解决上述问题 ,我们借鉴了构式语法理论 (Construction Grammar) ( Goldberg 1995、2006、

2009;张伯江 1999、2000;沈家煊 2000;陆俭明 2004a、2004b、2008、2009a、2009b)的精神和观

点 ,发展了一种新的语法教学理论 ———“构式 —语块①”教学法。

2. 1理论基础 :构式的划分单位是语块

根据构式语法理论 ,存现句是一类构式。陆俭明 (2009b)认为 ,无论是传统的“主 —谓 —

宾”、“施 —动 —受 ”的分析 ,还是生成语法通过诸如“轻动词 ”一类的分析都不适用于汉语存现

句。因为存现句内部的语义配置实际上是 :存现处所 - 二者链接 (如存现方式 ) - 存现物。比

如 ,例 ①a、b都是表存在的存现句 ,都是由“存在处所 ”、“存在方式 ”、“存在物 ”三个语义单位

组成的 ,表示某地存在着某物。 (陆俭明 2008) 例 ②是表出现的存现句 ,是由“出现处所 ”、“出

现方式 ”、“出现物 ”三个语义单位组成的 ,表示某地出现某物。例 ③是表消失的存现句 ,是由

“消失处所”、“消失方式 ”、“消失物 ”三个语义单位组成的 ,表示某地消失了某物。

如果将每个语义单位视为一个相对凝固而独立的语义构块 ,即我们所称的“语块 ”,那么

显而易见上述每个句子中都含有三个语块。以上三个构式由于内含的语块数量、语块意义和

语块序列都十分类似 ,因此我们将其视为同一族构式 ,合称为“存现构式 ”。在该族构式中承

担句义功能的 ,无论从编码还是解码角度看都是语块。也就是说 ,存现构式实际上使用了以下

三个语块来表达其构式义 :

由此可见 ,构式的划分单位不是单个的词 ,更不是语素 ,而是语块 (Chunk)。语块是表达

构式认知意义和组建构式的单位。构式内部的语义配置结果就体现为它内部所含语块的数

量、意义和序列。我们用短横来隔开构式中各个语块 ,这一形象的表示式可以称之为该构式的

“语块链 ”(Chunk Chain)。 (苏丹洁 2009a、2009b) 比如 ,存现构式的语块链可以表达为 :存现

处所 -存现方式 -存现物。用符号表示则为 : NPL - V着 /了 - NP。

2. 2 “构式 —语块 ”教学法的类型学基础

我们调查了英语、俄语、西班牙语、印度尼西亚语、阿拉伯语、日语、德语、韩语、越南语、泰

语、罗马尼亚语。从使用人口数量看 ,所调查的 12种语言 (包括汉语 )都是世界上使用人数在

一千万以上的。从所属语系看 ,包括了至少五种语系。结果发现 ,这些语言都有表示“存在 ”

的句式 ;在语序上 (即语块链 )跟汉语有同有异。我们以英语、西班牙语为例说明 ,其他语言的

情况详见下页表 1。
A. 英语

　　表存在 : There is a bottle of water　　on　 　　the　　　desk.

　　词 　译 : 　有 　一 　　瓶 　　水 　　在 ⋯上 　 (定冠词 ) 　桌子

　　语义段 :“There is”-“a bottle of water”-“on the desk”

　　语块链 : [链接成分“有 ”] - [存现物 ] - [存现处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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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里所说的“语块”,是指认知心理层面的“组块”( chunk) (M iller 1956)在语言句法层面的体现。这与当前第二语

言教学界讨论较多的“语块”( formulaic language)是不同的 ,“formulaic language”指的是词汇层面上一个一个的“语

块”。 (Nattinger & DeCarrico 1992, Lewis 1997,W ray 2002、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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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出现 : 　Our　class　has　a　　new　German　student.

　　词 　译 :我们的 　班 　有 　一 　新的 　德国 　学生

　　语义段 :“Our class”-“has”-“a new German student”

　　语块链 : [存现处所 ] - [连接成分“有 ”] - [存现物 ]

　　表消失 : A 　tiger 　died 　in　　 the　　　zoo.

　　词 　译 :一 　老虎 　　死 　　在 　 (定冠词 ) 　动物园

　　语义段 :“A tiger”-“died”-“in the zoo”

　　语块链 : [施事 ] - [动作 ] - [地点 ]

B.西班牙语

　　表存在 : en　　 la　　　mesa　hay 　una　jarra　de　agua.

　　词 　译 :在 　 (定冠词 ) 　桌子 　有 　　一 　　瓶 　的 　水

　　语义段 :“en la mesa”-“hay”-“una jarra de agua”

　　语块链 : [存现处所 ] - [连接成分“有 ”] - [存现物 ]

　　表出现 : en　nuestra　clase　llego　un　compaÌero　nuevo　de　A lemania.

　　词 　译 :在 　我们的 　班 　　来了 一 　　同学 　　　新 的 　　德国

　　语义段 :“en nuestra clase”- “llego” -“un compa? ero nuevo deA lemania”

　　语块链 : [存现处所 ] - [存现方式 ] - [存现物 ]

　　表消失 : en　　　el　　Zool∏gico　hay　un　tigre　muerto.

　　词 　译 :在 　 (定冠词 ) 　动物园 　有 　一 　老虎 　　死

　　语义段 :“en el Zool∏gico”-“hay”-“un tigre” +“muerto”

　　语块链 : [存现处所 ] - [连接成分“有 ”] - [存现物 ] - [存现方式 ]

表 1　12种语言表达存现意义的构式 (粗体加 #表示和汉语一致 ,加 #表类似 ,斜体表完全不同 )

语 　言 表示“存在 ” 表示“出现 ” 表示“消失 ”

汉 　语 #存现处所 2存现方式 2存现物 #存现处所 2存现方式 2存现物 #存现处所 2存现方式 2存现物

俄 　语 #存现处所 2存现方式 2存现物 #存现处所 2存现方式 2存现物 #存现处所 2存现方式 2存现物

越南语 #存现处所 2存现方式 2存现物 #存现处所 2存现方式 2存现物 #存现处所 2存现方式 2存现物

罗马尼

亚语

#存现处所 2连接成分“有 ”2存
现物

#存现处所 2存现方式 2存现物 #存现处所 2存现方式 2存现物

泰 　语 #存现处所 2存现方式 2存现物
#链接成分“有 ”2存现方式 2存
现处所 2存现物

#存现处所 2链接成分“有 ”2存
现物 2存现方式

印尼语
#存现处所 2连接成分“有 ”2存
现物

#存现处所 2存现方式 2存现物 #存现处所 2存现物 2存现方式

阿拉伯语 #存现方式 2存现处所 2存现物 #存现方式 2存现处所 2存现物 #存现处所 2存现方式 2存现物

西班牙语
#存现处所 2连接成分“有 ”2存
现物

#存现处所 2存现方式 2存现物
#存现处所 2链接成分“有 ”2存
现物 2存现方式

日 　语 #存现处所 2存现物 2存现方式 #存现处所 2存现物 2存现方式 #存现处所 2存现物 2存现方式

韩 　语 #存现处所 2存现物 2存现方式 #存现处所 2存现物 2存现方式 #存现处所 2存现物 2存现方式

德 　语 #存现处所 2存现方式 2存现物 施事 -地点 -动作 #存现处所 2存现物 2存现方式

英 　语
#链接成分“有 ”2存现物 2存现

处所

#存现处所 2链接成分“有 ”2存
现物

施事 -动作 -地点

　　从上表 1中我们可以得到如下认识 :

(1)尽管母语不同 ,世界上大部分地区的人的认知中都有“某地存现某物 ”这一概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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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所举各个语言的母语者在理解加工“存现 ”这一认知意义时 ,大多都能分出存现处所、

存现物和两者链接 (如存现方式 )等意义构块 ;

(3)所举的各个语言中 ,绝大部分都有表示存现概念的存现构式 ;

(4)不同的语言 ,“存现处所 ”、“存现物 ”和“两者链接 ”(如存现方式 )这三者排列次序有

同有异。从汉、韩、日三种语言看来 ,“存现物 ”和“存现方式 ”的次序与其语言的基本语序

( SOV或 SVO )一致 ;

(5)体现“存现处所 ”的语块 ,一定是一个表示处所的成分。所不同的是 ,选择“在 ⋯⋯”还

是“⋯⋯方位词 ”还是“在 ⋯⋯方位词 ”;

(6)体现“存现方式 ”的语块 ,不同的语言所使用的链接方式有同有异。大部分是动词短

语充当“存现方式 ”的词项 ,有的是用链接成分“有 ”承担 ,还有的是两者都具备 ;

(7)体现“存现物”的语块 ,一定是一个名词性成分 ,往往带有数量成分 ,且不特指。

上面第 (1) - (2)点反映了人类的核心认知共性 ( core cognitive universals) ;第 (3) - (7)点

反映了人类语言的共性。

2. 3 “构式 —语块 ”教学法的教学流程

我们进一步借鉴了陆俭明 (2009a)关于存在句的教学建议 ,认为存现句的二语教学可以从这

个角度去思考 :存现构式是 NPL +VP +NP。构式义是“表某地存在、出现或消失了某人 /物”。它

由三个语块构成 :存现处所 -存现方式 -存现物。其中的“存现方式”语块 ,对词项的选择有如下

的规则 :表示存在用“V着”等语块 ,如 :“对面墙上挂着一幅画”;表示出现用“V了 ”等语块 ,如 :

“前面来了一位老师”;表示消失用“V了”等语块 ,如 :“动物园里死了一只老虎”。

在课堂教学中 ,我们是这样处理的。 (如下图 1所示 )

图 1:课堂上用“构式 —语块 ”教学法教存现句的 PPT

首先给学习者展示一张表示静态存在的图片 ,如一面挂着地图的墙壁 ,或者利用教室实景

来说明 ,然后告诉学习者 ,如果我们要描述这样一种场面 ,即要表示某个地方存在、出现或者消

失了什么东西的话 ,首先一定会有一个地点 (存现处所 ) ,一定会有所存在、出现或消失的东西

或人 (存现物 ) ,而这两者之间一定会有一个连接 (存现方式 ) ,包括存在方式、出现方式、消失

方式。在汉语中 ,我们就把这三大块内容按顺序连成一个句子来表达 :存现处所 - 存现方式

(动词语块 ) -存现物 (名词语块 )。这种句子叫做存现句 ,它强调的是存现处所。

然后 ,为学习者介绍每个语块内部详细的要求 :由于这个句子本身就表示“在某个地方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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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某物 ”,因此在第一块“存现处所 ”中 ,不需要再加上一个“在 ”字 ;对于“出现方式 ”,如果表

示存在就用“V着 ”、表示出现或消失就用“V了 ”。① 这个句子强调的是存现处所 ,对于“存现

物 ”,我们主要关心它的数量 ,因此常常用数词 +量词 ;而不关心它具体指的是哪一个 ,因此名

词不能是特指的 ( 3 前面来了一位张明老师 )。

最后 ,结合练习 ,引导学习者记住这种句子是由哪三大块组成的 ,其顺序及内部要求如何。

这样讲授 ,实际上既教了句式的形式 ,同时也讲明了句式的语法意义和功能。讲解中 ,实

际上隐含着构式理论、语块理论的精神 ,但并没有使用“构式 ”、“语块 ”等术语。这种思路和方

法 ,我们称之为“构式 —语块 ”教学法 ( the Construction2Chunk App roach,简称 CC教学法 )。其

教学流程是 :

(一 )研究备课阶段 : (1)将所要教学的语法结构转化成对应的构式 ; (2)概括其构式义 ;

(3)分析内部语义配置 ,据此将构式切分为若干个语块 ,得出该构式的语块链。

(二 )课堂阶段的教学过程 : (1)用各种方法展示某一句式的语言实例 ,引导学生从认知的角

度理解句子所表示的意义 (即构式义 ) ; (2)告诉学生根据意义这种句子内部可以分成几块 (即语

块 ) ,并形象化地展示出来 ; (3)告诉学生语块与语块之间的连接顺序 (即语块链 ) ,并适当解释连

接的原因 :比如根据主题突出 (靳洪刚 1993、2007)、空间场景凸现 (崔希亮 2001)、时间逻辑依据

(Tai 1985;周小兵 2004)等原则 ; (4)向学生详细说明每个语块内部对词语的要求。

在实践中我们发现 ,通过上述方法讲授存现句 ,学习者是非常易于且乐于接受的。“构

式 —语块 ”教学法之所以值得提倡 ,是因为用它来教汉语中历来被认为是二语习得难点的复

杂或特殊句型特别有效。我们将通过下面的教学实验和调查加以说明。

三、关于“构式 —语块 ”教学法的教学实验和调查

3. 1存现句教学实验

我们在 123名中山大学第二语言汉语学习者 (外国留学生 )中进行了一项存现句教学实

验 ,以考察“构式—语块 ”教学法和传统的“主谓宾 ”教学法哪一种更能促进教学和习得。实验

采用 3 ×2因素设计 ,引进了语言能力水平这一变量 ,将其分为三个水平 :初中级 (在校学习时

间 1年 )、中级 (1. 5年 )、和高级 (3年以上 )。为确保信度 ,两组的授课人和主测人皆为笔者。

实验结果使用 SPSS16. 0软件进行统计。

3. 1. 1假设

Ⅰ.“构式 —语块 ”教学法和传统的“主谓宾 ”教学思路在汉语存现句的二语习得效果上没

有差别。 II. 在课堂上使用“构式 —语块”教学法讲授汉语存现句 ,不同水平的二语学习者的习

得情况没有差别。

3. 1. 2步骤

(1)前测 ; (2)一周后将自然班随机分为两组 :实验组采用上述的“构式 —语块 ”教学法 ,对

照组采用“主谓宾 ”思路 :存现句 =表处所的主语 +谓语动词 +“着 ”/“了 ”等 +名词性宾语

(非特指 ) ; (3)两组均以多媒体辅助教学 ,随即后测 ; (4)六周后进行后后测。后测和后后测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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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表示存现方式不只“V着”和“V了”两种 ,还有其他 ,如“山上开满了杜鹃”中的“V满了 ”但在存现句第一个阶段的

教学中 ,不宜将全部内容一次性教授 ,因此只选了最有代表性的两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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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闭卷书面测试量化习得效果。

3. 1. 3实验结果

实验结果为 :两组前测无统计上的差异表现 (p =. 222) ;两组后测、后后测均有统计上的

差异表现。 (p≈. 000)。

结论 :前测无差异 ,说明两组被试对存现句的原始习得情况没有差异 ,这从一个方面支持

了本实验的信度。后测、后后测均有差异 ,实验结果拒绝零假设 Ⅰ,说明这两种不同的教学方

法确实会影响存现句的习得。

后测

后测题型为 :用下列词语加上“着 ”或“了”写成存现句。 (满分 6分。每题 2分 ,使用存现

结构得 1分 ,各语块内部词语正确再得 1分。)

　　a) 1.帽子 　一 　戴 　　　头上 　顶

　　b) 2. 孩子 　三 　来 　　　后面 　个

　　c) 3.兔子 　两 　死 　他们家里 　只

平均分 :实验组 = 5. 22;对照组 = 2. 78。实验组后测得分显著高于对照组。 (p≈. 000)。

其中 ,不论是表示存在、出现 ,还是消失 ,都是 p≈. 000。

结论 :与传统的“主谓宾”思路相比 ,“构式 —语块 ”教学法有更优表现 ,能使存现句这一句

法的习得更简单、快速、有效。

后后测

后后测题型和难度类似后测 ,但具体词语不同。

平均分 :实验组 = 5. 21;对照组 = 2. 70。实验组后后测得分非常显著 (p≈. 000)高于对照

组。其中 ,表示存在 : p =. 002,表示出现和消失都是 p≈. 000。

结论 :与传统的“主谓宾”思路相比 ,“构式 —语块 ”教学法有更优表现 ,能使存现句这一句

法的习得效果更牢固、长久。

三个水平学习者的得分差异

后测中 ,初中级、中级和高级学习者的得分不具有统计上的差异表现 (p =. 275)。后后测

中 ,初中级、中级和高级学习者的得分不具有统计上的差异表现 (p =. 221)。

结论 :实验结果维持零假设 II,这说明 ,在课堂上使用“构式 —语块 ”教学法教学汉语存现

句 ,不同汉语水平二语学习者的习得情况没有差别。

可以看出 ,实验的总结论是 :“构式 —语块 ”教学法在存现句第二语言教学上有更优表现 ,

能使习得更简单、快速、有效、牢固。

3. 2学习者问卷调查

后后测结束后 ,我们同时用两种教学法再次给被试讲授存现句 ,并对实验内容做了适当的

解释 ,随后要求学生完成一份相关的问卷调查 :

问题 1.“你最喜欢老师用哪种方法 ”:喜欢“构式 —语块 ”法的学生占了 92% ,喜欢“主谓宾 ”的为 0,

觉得两者无所谓的为 8%。学习者对“构式 —语块 ”教学法的接受度达到了非常显著的水平 (p≈. 000) ,

其他选项无显著意义。

问题 2.“哪种方法 ,你能更快地学会汉语存现句 ”:选“构式 —语块 ”法占 81% ,选“主谓宾 ”法占

8% ,选“差不多 ”占 8% ,选“都不能 ”为 0。学习者认为“构式 —语块 ”法教能更快学会同样达到了非常

显著的水平 (p≈. 000) ,其他选项无显著意义。

·88·

2010年 04月
第 2期

试析“构式 —语块 ”教学法 ———以存现句教学实验为例 Ap r. , 2010
No. 2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问题 3.“哪种方法 ,你能记得更久 ”:选“构式 —语块 ”法占 84% (p≈. 000) ,选“主谓宾 ”法占 5% ,选

“差不多 ”占 11% (p≈. 044) ,选“都不能 ”为 0。

在问题 1后面 ,我们设置了一个开放题 :“为什么喜欢这个方法 ?”92%的学生选择了喜欢

“构式 —语块 ”法 ,他们的原因是 :容易懂、分了三部分清楚多了、更容易理解、字比较少更容易

看、更容易明白。由此可见 ,学习者认为“构式 —语块 ”教学法简单易懂、形象具体、容易接受 ,

因此非常欢迎教师使用。

四、结语

语块不仅是构式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构式的一个重要教学单位。结构主义的层次分析

将句子分析到词为止 ,在第二语言教学中其实大可不必。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认知的新的语

法教学法 ———“构式 —语块 ”教学法 ,它指的是在第二语言教学中 ,以构式语法理论与语块理

论为指导并将两者结合起来进行语法教学的策略和方法。其实质是以从人类认知到人类语言

实际存在的共性作为汉语语法教学的切入点。这样做有助于激活学习者本身具有的认知共

性 ,有助于把学习者引导到学习、掌握汉语的个性上来。

在第二语言汉语教学中 ,该教学法主要适用于教学复杂的句法难点 ,如本文所报告的存现

句以及我们目前正在开展的兼语句、“把 ”字句、“被 ”字句、“比 ”字句等系列句式研究。我们认

为 ,对于一般的事件句 (如“张三吃了两个苹果。”)还可以用原先的思路来教学。也就是说 ,

“构式 —语块 ”教学法并不旨在于全盘取代 ,而是作为一种区域弥补型的新方法 ,专门用于解

决难点句式的教学。教学法是一个多层面的立体性概念 ,“构式 —语块 ”教学法是属于语法分

析层面的教学法 ,它可以、适合且应该与其他层面的教学方法相配合使用 ,比如与情景教学法、

交际教学法、多媒体教学法、3P教学法等结合起来。

我们认为 ,在教学法的观念上 ,一定要坚持“多元论 ”(陆俭明 2005) ,只有坚持多元论 ,注

意吸取各种理论方法的长处 ,为我所用 ,才能真正做到有的放矢 ,才能更好地面对复杂而艰巨

的语法教学任务 ,从而推动汉语难学这一难题的早日破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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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Construction2Chunk Approach
SU Dɑn2jie

( School of Chinese as a Second L anguage, SunYa t2sen U 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Abstract: This article initiates a new cognitive2based app roach for Chinese second language teaching

the Construction2Chunk (CC) App roach, which means imp lementing both the Constructionist theory

and the Chunk theory in second language grammar teaching. Its theoretical basic is that chunks are

units that form a construction. Its essence lies in its cognitive2universal orientation in language tea2
ching, which evokesL2 learners’cognitive common sense and leads to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certain

syntactic structure in the target language. Our teaching experiment involves 123 Chinese L2 learners of

different levels, and shows that CC is a better app roach in teaching“cu n x ia n”sentence patterns.

Key words: construction; chunk; grammar teaching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cu n x ia n ”

sentence patter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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