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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式语块教学法的实质
*

以兼语句教学及实验为例

苏 丹 洁

提要 本文以表示使令的兼语句的教学为例, 介绍了一种新的语法教学法 构式语块

教学法。该教学法通过激活学习者本身具有的人类认知共性,以一种易懂易记的认知方式,引

导学习者理解并掌握汉语的个性特征。教学实验表明, 构式语块教学法在教学一些句式上,优

于传统的句法上  主 谓 宾!、语义上  施 动 受 !的思路。

关键词 构式语块教学法;兼语句;构式; 语块;汉语第二语言教学

一 问题的提出

现代汉语兼语句指的是诸如例 ( 1)这样的句子。据周文华 ( 2009)对包含约 90万字的汉

语语料的检索统计,有 94. 6%的兼语句是表示使令的,应作为汉语二语教学中兼语句语法项

目的主要内容。本文讨论的就是这一类兼语句。

( 1)老师派班长去办公室拿书。

在教学中,我们发现, 不少学习者不能很好地掌握和使用这类兼语句, 常常出现偏误。据

统计, 外国学生兼语句使用量大约仅为本族人一半,且用例中偏误不少。例如:

( 2)* 一次, 他请我晚会。 (遗漏 )

( 3)* 让了他到办公室。 (误加 )

( 4)* 他帮我练汉语很多。 (错序 )

( 5)* 有一天他朋友来他家说他们一起去游泳。 (误代。据周文华 2009)

此外,据我们考察,
∀
当句中动词不只两个的时侯,学习者就易犯错序的偏误。例如:

( 6)* 我到了那儿北京的就让给他打电话老同学。

有些学习者不知道该在哪个动词前加否定标志。例如:

( 7)* 妈妈叫弟弟没去超市买东西。

为什么兼语句教学成功率不高? 这是否与教学方法有关? 我们查阅了卢福波 ( 1996) #对
外汉语教学实用语法 ∃(简称  卢本! )、刘月华等 ( 2001) #实用现代汉语语法 ∃ (简称  刘本 ! )、

房玉清 ( 2001) #实用汉语语法 ∃ (简称  房本! )、朱庆明 ( 2005) #现代汉语使用语法分析 ∃ (简

称  朱本 ! )和陆庆和 ( 2006) #实用对外汉语教学语法∃ (简称  陆本! )五本教学语法参考书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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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语句的分析,发现都是按传统的  主 谓 宾 !思路分析的:  卢本 !的分析为  由一个动宾结

构和一个主谓结构套在一起构成的, 前一个动宾结构的宾语兼做后一个主谓结构的主语 !;

 刘本!的分析为  谓语由一个动宾短语和一个主谓短语套在一起构成的, 谓语中前一个动宾
短语的宾语兼做后一个主谓短语的主语 !;  房本!的分析为  一个述宾结构套上一个主谓结

构 !;  朱本!的分析为  由一个动宾结构和一个主谓结构套在一起而形成的,动宾的 %宾 &兼做

主谓的 %主 & !;  陆本!的分析为  主语 +动词 1+兼语 +动词 2+宾语 !。

据学生反馈,这样讲解过于复杂,难以理解、掌握。因此我们还需进一步思考:对兼语句这

一句式,有没有更好的分析思路和教学方法?

二 构式语块教学法的分析思路和理论实质

2. 1分析思路

根据我们的分析,表示使令的兼语句, 内部的语义配置已经不是  施事 动作 受事 /施

事 动作!, 而是  使令者 使令方式 使令对象 使令内容!。例如:

老师 派 班长 去办公室拿书

使令者 使令方式 使令对象 使令内容

这样说并不是要否认  老师 !和  派!之间,  班长 !和  去办公室拿书 !之间的施事和动作

的语义关系,也不是否认  派 !和  班长 !之间的动作和受事的语义关系; 事实上, 句式里的

 施 动 受 !关系只是潜在的, 词语之间语义结构关系具有多重性,  施 动 受 !只是其中
的一种 (陆俭明 2008b, 2010) ; 这一语言事实规律决定了汉语语法研究和教学不能一味囿于

 主 谓 宾 !、 施 动 受 !这一传统的分析思路,而当前国际语言学界的构式语法理论和

语块理论,有助于解决以上提到的兼语句教学与习得上的问题。

关于构式语法 ( Construct ion Grammar),目前普遍认同 Go ldberg( 1995, 2006, 2009)的观点;

认为语言中存在着一个一个的构式 ( construct ion), 构式是形式、意义和功能的匹配, 构式本身

能表示独特的语法意义。自张伯江 ( 1999)首次专门用构式语法分析汉语问题以来, 汉语学界

逐渐产生了兴趣并引发了热烈讨论 (沈家煊 2000, 张伯江 2000, 陆俭明 2004a、2004b、2007、

2008a、2009a、2009b等 )。关于语块,我国二语教学界也已谈论得很多,不过他们所讨论的  语

块 !更多的是从词汇层面着眼的, 实际相当于 Nattinger等 ( 1992)、Lew is( 1997)、W ray ( 2002,

2008)所说的  习语语块 !( formu laic language); 而我们所说的  语块! ( chunk)是句法语义层面
的。构式和语块两者的关系是:语块是构式内部语义配置的单位;  构式内部语义配置的每一

部分语义,都以一个语块的形式来负载 !。 (陆俭明 2009a) 同时,语块是划分一个构式的单

位,是构式和内部词项的中介。 (苏丹洁 2009a, 2009b, 2010b)

构式理论、语块理论可以结合起来并应用于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语法教学中,我们将之称

为  构式语块教学法 ! ( the Construction Chunk Approach)。 (苏丹洁 2010a, 苏丹洁、陆俭明

2010) 这种教学认为: 构式的意义是通过语块链来表达的。例如, 现代汉语表使令的兼语句的

语块链是  使令者 使令方式 使令对象 使令内容!。采用构式语块教学法教句式,既教授
了句式的形式,也讲明了其语法意义和功能,同时还阐述了其内容结构。

2. 2理论实质

我们初步考察了汉语、英语、俄语、西班牙语、印度尼西亚语、阿拉伯语、德语、法语、越南

语、泰语、韩语、日语等语言, 结果发现,这些语言都有表示使令的句式, 都包含上述四大块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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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在语序 (即语块链 )上, 除了韩语和日语跟汉语略有差异以外, 其他语言均与汉语一致, 属

 使令者 使令方式 使令对象 使令内容 !。这说明, 尽管母语不同, 但世界上大部分地区

人们的认知中都有  A使令 B做某事!这一概念范畴, 或者说,人类普遍存在着大致相同或类
似的概念空间 ( conceptual space)。其次,所举各个语言的母语者在理解加工  使令!这一认知

意义时,大多都可分为  使令者 !、 使令方式!、 使令对象!、 使令内容!等意义构块,这反映

了人类的概念空间中,存在着大致相同的概念组块 ( conceptual chunk)。(苏丹洁 2010c)

此外,在所举的各个语言中,都有表示使令概念的构式, 不同的语言语块链的排列次序有

同有异。从汉、韩、日三语看来,  使令对象!和  使令方式 !的次序与其语言的基本语序 ( SVO

或 SOV )一致,一般认为,汉语基本语序中, 谓语 V在宾语 O之前,语块链中也是谓词性的  使

令方式 !在体词性的  使令对象!之前; 而韩语和日语基本语序中谓语 V在宾语 O之后, 语块

链中也是谓词性的  使令方式!在体词性的  使令对象 !之后。而体现  使令者 !的语块, 一定

是一个表示指称的名词或代词性成分,不同之处在于修饰语和中心语的次序孰先孰后,如英语

的顺序是  我们的老师 !,泰语的顺序是  老师的我们 !。最后, 体现  使令方式 !的语块, 往往

是一个动词性成分,如汉语的  派遣!,英语的  send!,俄语的   !∀!!;体现  使令内容 !的语
块,一定是聚合起来共同表示  使令对象 !所要做的事情,如印尼语是  为了参加会议 ! ( untuk

meng ikut i rapat), 日语是  会议参加! (会議 出席  )。

由此可见,构式语块教学法的实质是将人类认知的共性作为第二语言语法教学的切入点。

其优势在于能有效地激活学习者本身具有的认知共性,使目的语的难点句式不再显得孤立复

杂,而是变得易于理解、接受和记忆; 它能够通过激活学习者本身具有的人类认知共性,以一种

易懂易记的方式,引导学习者理解并掌握汉语的个性特征。

三 构式语块教学法的教学过程和效果

3. 1教学过程

第一,用适当的方式展示某一构式的语言实例,引导学生从认知角度理解这些实例所体现

的句子意义 (即构式义 ) ; 第二, 形象化地展示并告知学生这类句子内部可以分成几块 (即语

块 ) ;第三,提示学生注意并记忆各块的顺序 (即语块链 ), 并简单解释按这种顺序连接的理据,

例如汉语注重按时间顺序组成句子 ( Ta i 1985), 等等; 最后说明每个语块内部对词语的要求。

下面以表使令的兼语句的课堂教学为例, 说明上述教学法。

教师对班长说:请你去办公室,拿我桌子上的那本书。 (班长拿来了书 )

教师问全班同学:老师叫班长做什么事?

学生回答:去办公室拿书。

教师:对。用汉语说一个句子就是: 老师 (指着自己 )派班长 (指着班长 )去办公室拿书。

先说 A:  老师!;再说 A做了什么:  派 !;然后说 B:  班长!;最后说 B要做的事:  去办公室拿

书 !。同学们请看这些句子。 (见下页图 1)

这种句子叫使令句,  使令 !是叫别人做事。使令句有 4块: A、动词、B、B要做的事。很

多同学的母语要说这个意思也有这 4块, 但先说哪块可能不同。请注意,汉语的特点是:

1. 动词主要有:请、叫、派、让、托、催, 等等;

2. 如果表示否定,  不!、 没 !常常放在使令动词前;

3. B要做的事,不管有多少件事, 都放在最后那一块里。

18



图 1 实验组构式语块教学法课堂 PPT示意图

表示使令的句子: A叫 B做某事

∋ A 动词 B B要做的事

∋使令人 使令方式 使令对象 使令内容

a.老师 派 班长 去办公室拿书。

b.公司 派 他 到国外工作一年。

c.妈妈 (没 )叫 弟弟 去超市买东西。

d.北京的老同学 让 我 到了那儿就给他打电话。

请 |叫 |派 |让 |托 |催

命令 |请求 |要求 |鼓励

(教师给出各种情境引导学生按这四块顺序输出正确句子。此不赘。)

3. 2构式语块教学法的效用

3. 2. 1实验一:兼语句教学实验

为考察构式语块教学法是否能有效地促进语法教学, 我们做了一项兼语句教学实验。实

验采用了课堂教学和闭卷书面测试的方式。被试为中山大学国际汉语学院 48名来自多个国

家的初中级汉语学习者,在校学习汉语时间将近一年。实验目的是考察构式语块教学法和传

统  主 谓 宾!教学思路对于兼语句的习得有无差别, 哪种方法更能促进习得, 教学内容是

表使令的兼语句,如  老师派班长去办公室拿书 !。具体步骤为:先前测; 前测后将自然班随机

分为两组,实验组采用构式语块教学法 (见上文图 1),对照组采用  主 谓 宾 !教学思路 (见

图 2) ,
(
两组均采用多媒体软件 Pow er Po int ( PPT)教学 10分钟。

图 2 对照组传统教学法课堂 PPT示意图

表示使令的兼语句

∋兼语句:由一个动宾短语和一个主谓短语组成,动宾短语中的宾语同时
是主谓短语中的主语。

主语 +动词 1+兼语 +动词 2+宾语

∋兼语: 是动词 1的宾语,也是动词 2的主语。

∋动词 1:请、叫、派、让、托、催、命令、请求、要求、鼓励))

∋例句: a.老师派班长去办公室拿书。

b.公司派他到国外工作一年。

c.妈妈 (没 )叫弟弟去超市买东西。

d.北京的老同学让我到了那儿就给他打电话。

教学后随即后测,同时,六周后进行后后测。两次测试均采用连词成句的方式。共 6题,

每题 2分。后测和后后测题型和难度类似,但具体词语不同。测试题如:

a.问题 同学们 请 这个 轮流 老师 回答

b.没 护照 玛丽 警察 她的 叫 拿出

评分标准为:兼语句结构 (即各语块的顺序 )正确得 1分,整句内容 (即各语块内部 )都正

确再得 1分;实验数据使用社会科学统计软件 SPSS16. 0进行统计。结果显示,两组前测无统

计差异表现 ( P= . 875),而两组后测、后后测均有统计差异表现, 实验组得分显著高于对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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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表 1)。因此,对于兼语句的教学,与  主 谓 宾 !思路相比, 构式语块教学法有更优表

现,能使习得更简单、快速,同时,习得效果更牢固、长久。

表 1 实验一后测、后后测结果

满分 实验组平均分 对照组平均分 统计结论

后测 12 9. 28 6. 70 P= . 003

后后测 6 3. 67 2. 22 P= . 039

3. 2. 2实验二:兼语句和存现句交叉教学实验

为了控制学习者原有水平这一干扰变量, 我们进行了存现句和兼语句交叉使用不同教学

法的教学实验。被试为中山大学国际汉语学院 30名初中级水平学习者。教学方式如同实验

一,都是课堂教学和闭卷书面测试。实验步骤与实验一有所不同。首先是兼语句教学实验。

具体为,先进行前测, 被试实验前的习得情况无显著差异 (前测 P= . 820) ; 再将自然班随机分

为两组,其中实验组 ( A组 )采用构式语块教学法,对照组 ( B组 )采用  主 谓 宾 !的教学思

路;最后,两组均采用多媒体辅助教学, 各组都先教学 10分钟, 随后进行后测。其次, 在一周

后,再进行存现句教学实验。先进行前测; 被试实验前习得情况也无显著差异 (前测 P= .

822) ;再将兼语句实验中的两组进行对换, 即上次兼语句中采用构式语块教学法的 A组,这次

则采用  主 谓 宾!的教学思路,成为对照组;上次采用  主 谓 宾!教学思路的 B组, 这次

则采用  构式 语块!教学思路, 成为实验组; 最后, 两组均采用多媒体辅助教学, 也是各组都

先教学 10分钟,随后都进行后测。

表 2 实验二后测结果

满分 实验组平均分 对照组平均分 统计结论

兼语句 12 10. 09 6. 09 P= . 008

存现句 18 15. 40 8. 33 P= . 004

从表 2可见, 对于同一群第二语言学习者来说, 在教学内容、教师、授课媒介和输入时间都

一致的情况下,习得兼语句或存现句能否有更优表现的关键因素是教学法,或者说, 构式语块

教学法确实比传统的  主 谓 宾!的教学思路更有效。

四 结语

本文以兼语句教学为例,阐释了一种新的汉语语法教学法 构式语块教学法, 分析了这

一方法的思路和理论实质,并通过教学实验, 检验了这一教学法的效用。本文认为, 对于汉语

第二语言语法教学来说,构式语块教学法更具有可取性、可行性和有效性,特别是在分析、教授

一些汉语句式上,效果要优于传统的  主 谓 宾!思路。
构式语块教学法还有许多亟待进一步探知的问题, 例如:

1. 构式语块教学法的适用范围有多大? 它对什么句法项目有效?

2. 一个句式下面常可分为若干子类 (如存现句可分为存在类、出现类、隐失类 ), 而不同的

子类句式有不同的使用频率、习得难度和顺序,那么,构式语块教学法如何面对这一事实? 是

一次性教授所有子类,还是分细类、分次序教授?

3. 传统上对句型的分类采用的标准不一, 有的是从意义出发的,比如  存现句!; 有的是从

形式 (标志词 )出发的, 比如  把 !字句、 被字句 !; 有的兼顾形式和意义, 如表使令的兼语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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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俭明 2009b)。构式语块教学法如何面对这一格局? 在开展具体的教学工作 (如教材编写、

教案和练习设计等 )之前, 如何从  构式语块!角度对列入教学项目的汉语句式进行重新分析?

4. 如何利用对比分析、中介语偏误分析等其他研究成果?

5. 如何优化具体的教学步骤,才能更好地适应教学和习得规律? 这一教学法是否需要并

能够和其他教学法 (如任务教学法、多媒体教学法、3P教学法 )等结合起来使用?

附注

∀ 此处偏误实例来自中山大学国际汉语学院中高级水平来华外国留学生的课堂作业。本文对偏误类型的界

定根据周小兵、朱其智、邓小宁 ( 2007)。

( 对照组的教学理论依据采取了刘月华等 ( 2001)对兼语句的分析: 兼语句 =谓语由一个动宾短语和一个主

谓短语套在一起构成的,谓语中前一个动宾短语的宾语兼作后一个主谓短语的主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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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sence of Construction Chunk Approach: Empirical Studies on

Teaching Chinese J i ny (兼语 ) Sentence Patterns
Abstract U sing instruction o f the Ch inese causat ive Ji ny (兼语 ) sentence pa tterns as an

example, this study in troduces a new approach fo r teach ing second language g rammar: theConstruc

t ion Chunk Approach ( CCA ) . Its essence lies in its cognitive un iversa l orientat ion in language

teach ing, wh ich evokes L2 learners& cogn itive universals, high ligh ts language un iversa ls as w e ll as

language spec ific features o f the target language, and leads to better acqu isition of the syntact ic

structures in the target language. Teaching experim ents reveal that the CCA outperforms the tradi

t iona l  subject predicate ob ject! or  agen t act ion patient! approach in teaching certain Ch inese

syntactic structures.

Key words Construction Chunk Approach; ji ny (兼语 ) sentence patterns; construction;

chunk; teach ing Ch 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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