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anjie Su* and Hongyin Tao 苏 丹洁*、陶 红印

基于真实语料的 “是…的” 构式初级汉语教学
设计

Teaching the shi…de construction with
authentic materials in elementary Chinese

https://doi.org/10.1515/caslar-2018-0005

提要: “是…的” 句是初级汉语教学常见语法格式。该句式语义语用功能较抽象，

句法上也常有 “可用可不用” 的情况，是汉语习得难点之一。本文通过基于影视

会话的 “是…的” 句教学设计，例示如何使用真实语料教初级汉语，尤其是语

法。本文将 “是…的” 句最典型的表确信的构式作为教学重点，展示如何将含有

目标语法格式的真实语料转化为面向初级阶段的教学材料、课堂活动设计和测

试材料。本文表明，初级阶段可使用真实语料来教二语难点语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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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provides an L2 pedagogical design to illustrate how and
why authentic materials should and can be utilized in beginning-level grammar
teaching – even of those most elusive grammatical constructions. In particular,
we discuss the pedagogy of the so-called shi…de grammatical construction in
Mandarin Chinese, one of the most challenging grammatical constructions for L2
learners of Chinese. We use spoken language data to demonstrate how this
grammatical construction is used at the discourse level, how to engage students
in critical thinking about its use or non-use in context, and what motivates the
choices of different grammatical constructions and the implications of such
choices for L2 teaching and learning. Shi…de has been regarded as a focus,
emphasis, or highlighting device. The construction itself consists of a copular
(shi) plus de, which is both a nominalization marker and an utterance-final
particle. Due to the multifaceted nature of the components and the versatility
of the structure, this construction has been analyzed from multiple perspectives,
with controversies on its nature, function, and optionality in use. In most
elementary Chinese textbooks, shi…de is introduced as a basic grammatical
feature of modern Chinese and with conflicting or vague descriptions. M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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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blematically, this grammatical construction is often taught in isolation and
devoid of any context, leaving learners confused about when to use it. As a
result, it is not surprising to see that learners do not often use this construction
when the context calls for it – as a series of SLA studies have found. This shows
that the acquisition of grammatical constructions such as the shi…de construc-
tion is not merely a structural issue. Rather, we believe that the mastery of
discourse pragmatics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acquisition of L2 grammar.
In particular, the issue of teaching grammar in context should be given primary
emphasis in grammar pedagogy. This holds true regardless of the level of
language proficiency. We argue that at the beginning level, it is particularly
crucial to expose L2 learners to the way L1 speakers use a given grammatical
construction for a matching context, and that authentic materials, which are
produced for L1 speakers, should and can be utilized to serve such purposes. To
this aim, we demonstrate how authentic materials can be used effectively
in beginner level Mandarin Chinese to teach the subtleties of the usage of the
shi…de construction. We incorporate corpus-based studies of spoken discourse
and attempt to prioritize the observed patterns with different frequencies in
discourse in our pragmatically-informed pedagogy. We contend that shi…de as
a complex construction has preferred components and is typically used in
persuasive discourse contexts. We present a usage-based construction-based
analysis of the typical patterns of shi…de and outline major learning goals
according to the difficulties that learners often encounter with regard to the
acquisition of shi…de. Based on these observations, we design our teaching unit
with movie and TV-show clips to enhance 1) the leaner’s understanding of the
common discourse contexts in which shi…de can be felicitously used; and 2) the
common components that go in this construction. A major part of the paper is
dedicated to the actual development of instructional guidelines on implement-
ing authentic materials in a classroom setting, from effectively utilizing videos to
designing instructional activities and conducting assessments. The instructional
process combines a sketch of structural properties with a semantic and dis-
course-pragmatic analysis, all of which are based on commonly found features
in actual discourse: Step I illustrates the persuasive discourse context, Step II
focuses on the use of shi…de with adjectival components, and Step III deals with
the use of shi…de with verbal components. For sample assessment activities, we
include materials such as language and context matching, use of language
structure to convey specific meanings, and interactional use of shi…de in con-
versation. In short, our discourse research-informed pedagogy provides evidence
that authentic materials can be used effectively for grammar teaching at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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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ginner level. Based on the case of shi…de, we argue that for L2 learners, an
understanding of language structures at the discourse level is crucial to a proper
understanding and use of the target language. (All relevant video clips used in
this article can be found from this website: http://clicresearch.rice.edu/caslar-
authentic-spoken-language/#de)

Keywords: shi…de, authentic materials, pedagogical design, elementary level,
grammar teaching,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1 引语

“是…的”句（如 “他们是昨天从上海坐飞机来的”）是现代汉语常用构式之一，也

是汉语第二语言教学的基础语法格式之一。绝大部分教材在初级阶段讲授这一语

法点。然而因句法、语义和语用功能较为抽象复杂，“是…的” 句一直被看作是汉

语教学和习得的一个难点（刘涛 & 赵鸣 2015；孙朝奋 2014；张哲 2016；谢福

2010；等等）。由于该句式的语义较为虚空，语用功能较为抽象，句法上常常也

似乎 “可用可不用”，再加上易于与 “是” 字句和 “的” 字结构这些难点结构混淆，

学习者往往不会使用（孙朝奋 2014；谢福 2010；张哲 2016；刘涛、赵鸣

2015）。Xu（2007）在分析 “是…的” 句在真实语料中的用法功能一文中强调，对

该句式的教学和教学材料的设计要建立在真实语料的基础上，以帮助学生掌握其

常见用法。我们赞同这一观点。考虑到当前绝大部分初级汉语教材只提供基于非

真实语料的、脱离语境的孤立句教学，本文希望吸收语料库研究的成果，提供一

份供教师参考的基于真实语料的 “是…的” 句教学设计，以帮助学习者明确该句

式在具体语境下的语用意义和用法。

利用真实语料是当前汉语教学界急需研究的一个重大课题（Xian, Wu, & Tao
2012）。一般来说，真实语料指的是并非针对语言学习者的语言材料（Nunan 1989:
54；Wallace 1992: 145 等），主要包括日常即时会话、脱口秀或其他无脚本的即

时会话媒体节目、基于脚本的影视语言、书籍报刊、以及其他语言文化产物如广

播、网站、广告、音乐等。语言教学的主要目标是达到或接近母语者水平。要达

到这个目标，必须让学习者知道母语者是如何使用语言的。虽然了解真实语言的

事实并不能保证学习者能够学会目标语，但至少可以说让学习者最大可能地接触

到真实语料是达到母语者交际水平的一个比较有效的捷径（苏丹洁、陶红印

2014）。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真实语料有利于语言教学（Gilmore 2007, 2011;
Peacock 1997; Pinner 2013; Tao 2005a; Webb 2010 等），语言教学的趋势也是逐

步转向真实语料。然而初级阶段教学如何利用真实语料还是个亟待探索的问题。

本文希望通过基于影视会话的 “是…的” 构式教学设计例示如何使用真实语料教

授初级汉语，尤其是重要语法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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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是…的” 句

2.1 “是…的” 句的本体研究

“是…的” 句指的是诸如此类的句子： “教育实在是非常重要的”（例自 Xu
2014）。该句式是汉语语言学中一个热点话题。以往关注点既包括了词性句法问

题——如 “是” 的词性（如Zhan & Sun 2013等）、“的” 是名词化标记（如Zhan &
Sun 2013；朱德熙 1978等）还是语气助词（如李讷、安珊笛、张伯江 1998
等）、跟其他句式的异同（如陆俭明 1980）等，也包括了语义语用问题（如

Chao 1968；Li & Thompson 1981；袁毓林 2003 ；李讷、安珊笛、张伯江 1998
等）。有些学者用 “判断”（宋玉柱 1978）、“强调”（刘涛、赵鸣 2015；张威

2016；张哲 2016）等来描述 “是…的” 的功能。刘月华等（2001：762–784）对

“是…的” 结构的功能讨论为多数人所接受，其两分法如下：

I. 表示强调。 “是” 的作用是指明它后面的成分是全句的表达焦点。动作已在

过去发生或完成，并且这一事实已成为交际双方的共知信息（已知信息）。说

话人要突出表达的重点并不是动作本身，而是与动作有关的某一方面，如时

间、处所、方式、条件、目的、对象、工具、施事、受事等。 如： “他们是

昨天从上海坐飞机来的。”

II. 表示语气。多表示说话人对主语的评议、叙述或描写，全句往往带有一种说

明情况、阐述道理、想使听话人接受或信服的肯定语气。如： “他便对母亲

说，可以叫他的儿子闰土来管祭器的。”

我们将会在第3.1节阐明我们在前人基础上对该句式的分析。

2.2 现有教材解释

在中国国内，据张哲（2016）考察，现有汉语教材中对 “是…的” 句的阐释缺乏

系统性和完整性。张哲引用的一份调查结果显示，20 位讲解 “是…的” 句型的教

师中，针对 “是…的” 结构进行过专门讲解的只有两位。谢福（2010）也考察了

六部国内常用汉语教材对 “是…的” 句的教学，发现存在另一些问题，即多对单

句句法规则进行描述，没有对使用的语境、语用作准确表述；各种练习形式也

都以单句练习为主， 而忽视语法功能的练习。

在北美，使用最为广泛的高校汉语教材《中文听说读写》(Liu et al. 2009a:
119–121)对 “是…的” 句的首次介绍出现在初级阶段 (Level 1) 第14课中。其解释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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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describe or inquire about the time, the place, the manner, or the initiator of an action
that we know already happened, we need to use the 是…的 structure. The use of 是,
however, is optional.

该教材在中级阶段(Level 2)第1课 (Liu et al. 2009b: 14–16) 中再次加以介绍，基

本上重复首次介绍的内容：

When both the speaker and the listener know that an action or event has occurred and the
speaker wants to draw attention to the time, place, manner, purpose, or agent of the
action, the 是…的 construction is required. Although we call it the 是…的 construction, 是
is, in fact, often optional” (p. 14) . “When it is a known fact that an action already took
place, in order to inquire about or explain the particulars of the action, one should use 是…
的… instead of 了” (p. 16).

这一解释有其合理之处，特别是关于该句式和 “了” 的对比分析。然而，这一解

释存在若干局限：1）把 “是…的” 句说成是用于描述过去发生的动作并不准确。

孙朝奋（2014）指出，“在 ‘这个练习是明天用的。’句子中，‘用’这个动作无论如

何不可能指一个过去发生的动作。英语说过去的事，必须用过去时态。把 “的”
字说成表示过去，就很容易使学生错误地认为‘的’和英语过去时态V-ed 的用法

相近。” 2）没有说明 “是…的” 句的句法结构；3）没有介绍 “是…的” 句更为常

见的功能（详见本文第3.1节所引用的文献）。

现有的初级汉语教材，不管是国内的还是北美的，都存在一个主要缺陷：

孤立句教学，没有基于真实语料，因此无法展示使用某一句式的具体语境，也

难以使学习者掌握这些句式微妙而重要的语用功能。赵金铭（1996）指出高级

阶段的语法教学应侧重语用功能的教学。在 “是…的” 句的教学上，谢福

（2010）也建议高级阶段要注意语用方面，将其放在语篇中教学，不只是教授

单句，而是通过广泛使用真实或简化的语篇，让学习者明确 “是…的” 句的语用

意义。我们赞同这些观点并建议，对语用功能的教学应该从初级阶段就开始，

而且应该结合真实语料。

2.3 “是…的” 句二语习得

大多数习得研究表明 “是…的” 句是二语习得的一个难点。张哲（2016）检索北

京语言大学的 HSK 动态作文语料库中不同母语背景学习者（国籍包括英国、美

国、韩国、日本、泰国、越南等）的语料，共检索得 2629句 “是…的”句偏误，偏

误率高达 41%。不同语言水平习得者习得 “是…的” 句型的偏误率不同。在初级

和中级（无高级证书）阶段，留学生习得性偏误率为 52. 95%，即使在高级（C
证）阶段，仍有 35.91% 的学习者出现偏误。刘涛、赵鸣（2015）发现在HSK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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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作文语料库所统计的 “是…的” 错句中韩国学习者的错误率约占34.7%。朱俊

华（2011）、李乾超（2014）等发现，“是…的” 句型是日、韩留学生学习汉语的

难点。孙朝奋（2014）将北京语言大学《HSK 动态作文语料库》（ver. 1.1，含

来自 100 多个国家考生1 万多篇作文）中的考生的病句分出 12 个句型，从错误

率来看，“是” 字病句（4056例，含普通 “是” 字句和 “是…的” 句）占所有病句

总和的 64%，位列第一。

大多数关于该句式的基于语料库的习得研究表明，学习者最大的偏误是

“是…的” 句的缺漏（即 “是”、“的” 的遗漏）。缺漏现象的例子如：*去年九月来

北京（的），已经来了七个月（引自孙朝奋 2014）。谢福（2010）发现母语者对

“是…的” 句的总体使用率约为学习者的 2.5倍。初级阶段的 “是…的” 句用得尤

其不多。谢福对共约400万字的暨南大学留学生中介语语料库（初、中、高三个

等级）进行穷尽检索，得到 “是…的” 句 1375 例，使用率约为 3.4例/百万字。谢

福同时在汉语母语者 140 万字的王朔文学作品语料中，检索到 1193例，使用率

约为：8.5 例/百万字。张哲（2016）检索北京语言大学的 HSK 动态作文语料库

中不同母语背景学习者（国籍包括英国、美国、韩国、日本、泰国、越南等）

的语料（2629 例），发现遗漏偏误在 “是…的” 句的使用中最常见，约占所有偏

误类型的88%。其中遗漏 “的” 字的频率最高（62%），遗漏 “是” 字次之

（17%）。如：* 这名女学生考上了大学，大学是没理由拒绝女学生（的）。刘

涛、赵鸣（2015）也发现在北京语言大学HSK动态作文语料库所统计的韩国学习

者的 “是…的” 错句中，遗漏 “是” 或 “的” 的错误是最主要的偏误类型，占全部

偏误用例的 92.1% 。如：* 因为我们是应该互相帮助（的）。

除此以外，学习者还倾向于将第一类 “是…的”中的 “的” 混用为 “了”。张哲

（2016）检索北京语言大学的 HSK 动态作文语料库中不同母语背景学习者（国

籍包括英国、美国、韩国、日本、泰国、越南留学生等）的语料（2629 例），发

现学习者常用 “了”代替 “是…的” 结构中的 “的”。刘涛、赵鸣（2015）也发现，

韩国留学生的混用偏误主要是 “的” 与 “了” 的混用。谢福（2010）也有同样的

发现。如：*他是我们的汉语老师，也是暨南大学派来了。

本文的教学设计将会针对这些偏误类型。学习者对 “是…的” 句最大的偏误

是缺漏现象，这说明这类习得问题不完全是语法结构问题，而更多的是语用问

题，具体来说就是语境问题。因此非常有必要向学习者展示母语者在什么语境

下使用这个句式。我们认为采用真实语料可以最有效地达此目的。

3 理论背景和方法

本节介绍我们所采用的 “是…的” 句的教学分析以及采用真实语料进行教学的理

论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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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本文所采纳的对 “是…的” 构式的分析

Li 和 Thompson（1981）认为，“是…的” 句强调说话人对所称述内容的确定性

（“the speaker is sure to the point”） (p. 593)，并将 “是…的” 句翻译为英文的

“The situation is that…”。我们同意并采纳了这一分析。李讷、安珊笛、张伯江

（1998）认为句末语气词 “的” “最本质的特点在于表示主观的确认态度。” Li 和
Thompson (1981：589) 将 “是…的” 句分析为 “通过确认或否认某些预设来描述

或解释一种现象，与此格式相对的是对事件的简单的陈述”（“characterize or
explain a situation by affirming or denying some supposition, as opposed to
simply reporting an event” )。 这一分析的思路与赵元任（Chao 1968：296）以
及 Zhan 和 Sun（2013）基本一致。

除了语义探索之外，我们认为有必要参考基于实际用法的语料库研究成

果。口语语料方面，Xu（2014）分析了从台湾现代汉语平衡语料库的口语子库

中检索的787条 “是…的” 用例，发现 “是…的” 带的是静态谓语（如 “重要” “喜
欢” “爱”），认为该构式主要表达说话人肯定/确定性（affirmation）的主观评价

立场（stance-taking），特别是当其谓语成分为形容词性时。基于语料库的分析

结果，Xu将各类 “是…的” 句的功能概括为表示强调，所强调部分在于 “是…的”
所框界的范围内能够构成静态谓语的成分或成分组合，亦即 “是…的” 内部所带

的整个谓语。不管 “是…的” 内部是什么成分，“是…的” 构式都将其谓语所传达

的信息转变成静态的，而不是动态的。Xu发现，“是…的” 句最常见的搭配是带

形容词性谓语（如 “是很重要的”，“是最好的”）。 “是…的” 句有若干高频的固

定表达形式，如 “是 (adv) 重要的”（如 “是最重要的”），其次也有 “是 (adv)
（不）一样的”、“是 (adv)（不）好的”、“是错/错误的”、“是（不）对的”、“是
这样（子）的”、“是 (adv) 正常的” 等。在 Xu所考察的口语语料中，以往学界

所认为的第一种 “是…的” 句型的用例仅占 8.77%（69例/787）。Xu 认为这一类

“是…的” 句是对某一事件的时间、地点、方式、目的、施事、目标等方面的界

定（characterization），往往用于澄清某种情况。这类句子所带的主观性相对没

有那么强。

Xu（2014）所统计的口语语料库中 “是…的” 内所带的各类成分如（表 1）：

对于带名词（短语）的句型，例如 Xu（2014）所讨论的 “是香港大学的”，我们

认为这一种构式的名物化特征更为明显，与形容词和动词短语的情况不太一样，

表 1: 口语语料库中 “是…的” 内所带成分（Xu 2014）.

名词性 .% (/) [shi+NP+de] 是香港大学的

形容词性 .% (/) [shi+AP+de] 是非常重要的

动词性 .% (/) 例 [shi+ state VP+de] 是很爱我哥的

例 [shi+modal VP+de] 是不可能的

例 [shi+dynamic VP+de] 是开工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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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建议这一类的句型可以在教 “的” 字后省略中心语的结构时介绍。根据Xu
（2014）的统计结果，名词性的只占 8.5%，我们因此不建议在初级阶段介绍

“是…的” 句时将这一子类型介绍给学习者，以免混淆、增加难度。

书面语语料方面，张威（2016）考察了共约 1200万字书面语语料中的第二类

“是…的” 句型的用例，发现由单个词语构成的搭配语中，形容词（43%～51%）

和动词（24% ～ 28%）占主要成分。至于低频率现象，谢福（2010）发现 “主
语+是+动词+ (宾语+重复动词) +的” 这一个格式（如：他脸红是吹海风吹的）

在母语书面语语料中的使用频率极低。邢红兵、张旺熹（2005）对母语语料的统

计也表明，上述格式的实际使用频率相当低，在母语者 103898 个语法项目中只

找到了7句。因此，我们建议不把这一类句式作为初级阶段的教学点。至于宾语

前置于 “的 ” 的问题，冯丽娟（2016）考察了国家语委的现代汉语通用平衡语料

库前 6000条含 “的” 的语料中 45条第一类 “（是）…的” 构式，发现只有 3 条语
料 “的” 字用在宾语前，其余93. 3%的语料中 “的” 都用在句末。 “用在句末” 并

不等同于 “用在宾语后” ：这 42条 “的” 字用在句末的语料中，有 40条属于受事

宾语提前的情况，“的” 字后面没有宾语，只能用在句末。根据这一发现，我们

也不建议将 “的” 字后带宾语的句式教给初级学习者。

张威（2016）使用了三个每个约 400 万字的小说书面语语料库考察第二类

“是…的” 句型的分布：20 世纪汉语原创语料库，译文语料库（主要包括 1980 年

到 2000 年的英语译文作品）和21世纪汉语原创语料库。如： “There is no doubt
about that.（David Copperfield）这一点是无容置疑的。” 结果显示，该句式在21
原语库中的总使用频数（4113 次）比 20 原语库（2950次）多出了39.42%，但与

译文语料库中的总使用频数（4123次）接近。这表明，英汉语言接触对该句式的

广泛使用起到了明显的促进作用。通过定量和定性分析，张威发现，现代汉语

“是…的” 句式在白话文运动后一直到 21 世纪前 10 年的过程中在使用数量、结构

成分、语义功能等方面都发生了较大变化：句式总用量呈增加趋势；句式语义特

征呈多样化、灵活化、复杂化趋势，体现在：词性品种总数增多；最高频句例的

分布由以形容词性用法为主向形容词性、代词性和动词性质的分散分布；动词用

法中动宾结构使用数量增加的幅度最大；句子成分不再局限于由单纯的词或短语

充当，而越来越多为结构完整的句子；句式的描写和表情功能呈增强趋势；句式

使用的语义范围日趋扩大，从 “必用” 向 “可用” 发展。

以上基于语料库的文献所引的例句 “是…的” 的用例多为无标记被动句（陶

红印 & 刘娅琼 2010； Su 2017a）和 “是…的” 句的复合构式，如 “Toodle was
evidently not to be bought over.（Dombey and Son）图尔德显然是收买不了

的”（例自张威 2016）。Su（2017a）考察了一百万字的口语会话语料，发现无

标记被动句（unmarked passive, UP）主要表示事实真理性（factuality），旨在

使说话人接受某事件已既成事实或信服某情形是无可置疑的道理/真理。Su 也

发现说话人常常将无标记被动句跟 “是…的” 句合起来用（如下例）。

． 窦： [SVO] 咱们不能接受真相，

. [UP] 很多真相是不可以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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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说明无标记被动句和 “是…的” 的语义功能较为吻合、相关性较大。这也

印证了 “是…的” 用于说服他人确信某一观点或事实的功能：通过无标记被动句

突显某一观点的真理性或某一事实的无可置疑性，再通过 “是…的” 对听话人进

行说服，使其确信这一观点或接受这一事实。

综上，我们采纳了前人 “是…的”句表强调（第一种类型）和确信（第二种类

型）这一看法，并根据语料库研究的成果将这两种格式中的第二类确认为重点。

其主要语义语用功能为：认证事实、表达主观确认态度、否定某些预设，用以描

述或解释一些现象。语用上进一步的延伸就则扩大到说服听话人并使之确信，其

中蕴含的意义用英文可翻译为 “The actual situation/reality is that + (an opinion
or a fact)”。如果 “是…的” 句以问题的形式出现，那么说话人则希望听话人作出

确认性（可以是肯定的也可以是否定）的答复，以澄清某些预设。这里需要注意

的是，“是…的” 结构式确认的对象可以有程度上的不同：既可以是简单的确认一

个事实或否认一个预设，也可以延伸到说服别人的更高程度。与其相对的都是对

事态的简单陈述。就两种类型的 “是…的” 格式的地位来说，真实语料可以帮助

我们确立在各类可以说的用法中哪些格式更为常见，这种对所有合乎语法格式的

内部地位的确立、排序有利于突出教学重点，取到事半功倍的效应。

另外，这里我们也采用了构式语块分析法（苏丹洁 2010，2011，2012a &
b & c；苏丹洁 & 陆俭明 2010）分析一个构式内部语义构成的方法，并结合本

节引用的母语语料库研究成果，将 “是…的” 的语块链分析为：

[话题] + 是 + [所强调的观点或事实] +的。

Topic Opinion/fact being emphasized

Noun (phrase)/Verb (phrase) Adj/Verb phrase

. (很/非常/不…)+Adj
这 是 (很/非常/不…) 重要 的。

(很/非常/不…) 好
(不) 对
错

(不) 一样 ……

.（不/没）+ Verb phrase
我 是 很爱我哥 的。

人生的路 是 有很多条 的。

我 是 十一点起来 的。

这条路 是 我自己要 的。

我 是 从北京来 …… 的。

上述语块链下所举的例句来自于 Xu（2014）的口语语料库语料，并在此基

础上根据初级阶段水平对[话题]这一语块以及 “是” 前所带的状语进行简化。例

如，可以将 “教育实在是非常重要的” 简化为 “这是非常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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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由于该句式和多个相关格式有密切关系，也是导致学习者困惑的原

因之一，这里有必要把相关格式的异同加以说明。关于 “是…的” 与 “了” 的辨

析，Li & Thompson 认为 “了” 和 “是…的” 句的不同在于： “了” 描述一个行动

（action），而 “是…的”句是在解释一种情况（situation）。我们赞同这一观点。

吕叔湘（1944）认为： “‘了’和‘的’字的比较，可以说明决定语气和确认语气的分

别；我们可以看作动和静的分别。” 李讷、安珊笛、张伯江（1998）通过及物性

考察和语体的分析发现，句末语气词 “的” 所在的句子并不以报道事件为目的，

而往往属于及物性较低的非事件句，句末语气词 “的” 在及物性较低的对话语体

（而不是及物性较高的叙述语体）中的用例占绝对优势。

关于 “是”、“的” 是否可以省略这一问题，Li & Thompson (1981: 588) 认为
“是…的” 句中的 “是” 不管什么情况下都可以省略（“can always be omitted”;
“it is optional”）；我们采纳了这一观点。在教学方面，孙朝奋（2014）认为教

师不应鼓励初级学生随便省略 “是” 或 “的”，在具体操作上，我们将完全不教

学生省略 “的”。至于省略 “是”，则要看具体情况。冯丽娟（2016）考察了国家

语委的现代汉语通用平衡语料库，在前 6000 条含 “的” 的语料中共找出45 条
“（是）…的” 带动词性谓语的用例，其中2 条省略 “是”，只占 4.4%。从我们所

接触到的逾百个影视会话短片来看，带形容词性谓语的 “是…的” 句比带动词性

谓语的 “是…的” 句要更常省略 “是”。

3.2 真实语料的重要性和利用方法

真实语料在语言教学中的重要作用是无疑的（专著如 Mishan 2005；Zyzik &
Polio 2017；汉语方面见 Tao 2011 的中文口语教材，等等）。真实语料的一个极

大的优势是能展示各个语言格式使用的具体语境（context），这一点对语言教学

尤为重要。Tao (2005a) 考察了北美和国际汉语教学界较流行的三部口语教材，

并与自然会话的语言特点进行对比，发现当前汉语教材大都对语境因素等都不够

重视，Tao 因此强调口语教材应该注重从语境的角度编写。视频类的真实语料可

以在这方面展示明显的优势，因此本文采用视频格式的真实语料作为教材。

McGinnis（1990）针对初级阶段采用影视材料教语法所提出了两个问题：

如何避免对初级阶段的学习者造成不必要的困难，以及影视材料到底能在多大

程度上反映真实语言。关于第一个问题，尤其是如何利用视频类真实语料，Tao
（2005b，2011）给出了操作性很强的具体策略，包括截选短小的片段、生词注

释和翻译、句法格式练习、关于语音/韵律/身势/语法/话语篇章/文化的注释、

关于口语语误的注解、视频加字幕、加注会话参与人的标签、以及用于课堂教

学的活动和线上自学的练习等等。Tao 认为教学活动和练习既可以完全采用真

实语料，也可以根据真实语料进行改编（又见苏丹洁、陶红印 2014），从而降低

难度，适应初级阶段的教学。本文借鉴了这一策略和方法论。

关于第二个问题，同样是真实语料，真实程度有所不同。Rings（1986）将

口语语言的真实性划分为16个等级。等级1真实性最高，为在母语者之间无录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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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和研究者在场的自然对话，包括私下的或公开的。等级2真实性其次，为至

少一个母语者获悉被录音或被第三者关注时的自然对话。有脚本的、由演员演

绎的电影电视节目语言在 Rings 的分类中被列为等级 4，属于真实性较高的真实

语料。传统语言教材中虚构的课文则被列为真实性最低的等级 16。根据 Rings
的分类，影视语言在真实性方面要远远胜于传统教材中的虚构语言。而且由于

影视类材料易于为广大教师收集，不涉及隐私问题，学习者也能轻易接触到大

量材料，影视类材料所提供的语境常常较为集中明显，容易加深学习者的印

象，因此在语言教学中具有一定的优势。当然，严格说来，任何母语者所产出

的话语类型（discourse type）都具有其独特的语法系统（Biber 1999； Iwasaki
2015；汉语见陶红印 1999; Su 2017b）。影视语言作为一类主要的真实语料，内

部其实有着不同的类型。最主要的不同是是否有脚本，以及语言是否编辑。无

脚本、几乎不加以编辑的即时脱口秀节目，如《锵锵三人行》是影视语言中真

实性最高的，根据 Rings 的分类，其真实性跟被录音的自然发生的非影视类日

常会话一样都是等级 2。而有脚本、加以编辑的影视语言，如电影语言，真实

性则没有脱口秀那么高。然而从难度上考虑，脱口秀类语言语速普遍较快、语

言较复杂、篇幅也较长，电影电视剧片段与之相比则具有一定的优势，教师们

可以选择语速适合学生水平的片段，有的片段有大量关于场景和人物表情的镜

头，能营造一个更易懂的语境，以便初级阶段学生理解。总之，各类真实语料

各有各的优点和局限，教师可以根据自身的资源和需要择用。

下一节将详细介绍我们所开发的采用影视材料教 “是…的” 句的教学设计。

4 教学设计

4.1 教学目标和语言水平

我们将该教学设计定位为初级阶段的语言教学。整个教学设计分为三部分，每

部分都提供了教案说明和教学材料。每部分课堂大约用时 20 分钟。根据教师的

教学进度，这三个部分可以连起来教，也可以分开教。结合第二节所讨论的常

见习得偏误和第三节所讨论的理论背景和方法，我们列出了如下教学目标：

1) 能识别 “是…的” 句使用的典型语境和常见功能；

2) 能使用以形容词性成分为主的 “是…的” 句；

3) 能使用以动词性成分为主的 “是…的”句；能在 “是…的”与 “了”之间做适当

选择。

在展示材料前，教师应先告诉学生今天要学的材料来自于给母语者看的电

影电视节目，所以难度会较大，但是开发的影视教材已经尽可能将语言难度降

低（例如有拼音、翻译等）。如果还不能完全理解每个句子或词语，学生也不必

过于担心，重点应该是注意母语者在什么环境中使用什么类型的 “是…的” 句。

在教学用例上本文提供了简繁两种字体，以供不同地区的教师择需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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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教学环节一： “是…的” 句使用的（说服或令人信服的）语

境和功能

这一环节主要针对教学目标（1），旨在通过真实语料向学习者展示母语者使用

这一句式的语境以及这一句式的功能。

步骤一：了解真实语料的内容

1) 展示视频#1 “(爸爸)爱你跟爱姐姐是一样的” 的文字转写（见附录A）。教师先

根据学生实际水平简要指出未学生词的英文意思，再带读会话。

2) 播放视频#1两遍。

3) 再次展示文字转写（见附录 A），请学生两人一组读对话。

4) 再次播放视频#1，第一次先用正常速度有声播放；第二次用正常速度播放但

在每句后暂停，请学生集体跟读；第三次用 0.5 倍慢速无声播放，请学生

看着字幕配音。第四次再用正常速度无声播放，请学生看着字幕配音。

5) 确保学生理解电影情节、关键句式使用的语境。

步骤二：讨论 “是…的” 句使用的语境和功能

1) 展示文字转写（见附录 A），请学生看第 15 行 “他爱你跟爱姐姐是一样的”，
请学生比较表达类似意义但没有用到 “是…的” 结构。例如： “他也爱你” 或

“他爱你姐姐，他也爱你。” 通过比较使学生理解，用到 “是…的” 结构，其

“一致性” 得到突出，即： “the reality is that he loves you as much as he
does your older sister”，为了说服听话人，说话人用了 “是…的”句对这一观

点加以强调。

2) 展示下面的对比句（见附录A），其中 “一样” 都出现，但是第 15 行用了

“是…的” 句，用于解释一种情形并加以强调，使听话人确信所陈述内容，

而 15b 则没有用 “是…的” 句，只是简单的陈述。

15. 他爱你跟爱姐姐是一样的。

他愛你跟愛姐姐是一樣的。

‘The reality is that he loves you as much as he loves your older sister.’
15b. 他爱你跟爱姐姐一样。

他愛你跟愛姐姐一樣。

‘He loves you as much as he loves your older sister.’
3) 结合这一例子对比，使学生对 “是…的” 句使用的语境和功能有比较清晰系

统的认识。这种认识大致可以总结如下：“In general, the shi…de sentence
is used to explain a situation with a goal to convince the addressee. The
shi…de sentence affirms, denies, or specifies some assumption that is
already in the air by clarifying what the situation is with respect to that
assumption, as opposed to simply reporting an event”（见附录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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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再次播放视频#1，请学生看完后结合上述 “是…的” 句使用的语境和功能，

讨论在这个对话中，为什么说话人要用 “是…的” 句。（参考答案：影视中

的小男孩因为误解自己的爸爸更爱姐姐以致伤心落泪，说话人（一位叔

叔）要说服和安慰他，用这个格式强调男孩的爸爸同样爱他。）

步骤三：结合学习情境帮助学生识别需要令人信服的语境并尝试使用教学句式

1) 教师根据实际情况提示学生什么是说服性的语境。例如：

a) 有的同学认为学会写汉字很重要，有的同学觉得写汉字不重要，因为可

以用电脑和手机打字。你觉得呢？你可以说服别人吗？

b) 有的同学觉得小考很有用，有的同学觉得小考没有用。你觉得怎么样？

你可以说服别人吗？

c) 班上的张同学今天没来上课。你说他生病了。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2) 根据以上情境练习及比较用非 “是…的” 和 “是…的” 句。展示诸如此类的句

子（见附录A）：

一般表达意见句 “是…的” 句（带说服性意图）

a）我觉得写汉字很重要。 我觉得写汉字是很重要的。

b）我觉得小考很有用。 我觉得小考是很有用的。

c）张同学真的生病了。他自己昨天晚

上打电话告诉我。

张同学真的生病了。
#是他自己昨天晚

上打电话告诉我的。

#这里不能说 “张同学是生病的”，因为 “生病了” 本身可以表达一个新状

态，而 “生病的” 离开更大语境意义不清。

4.3 教学环节二： “是…的” 句带形容词性成分的用法

这一环节主要针对教学目标（2），旨在通过真实语料使学习者了解 “是…的” 句
带形容词性成分的用法。

步骤一：了解真实语料的内容

1) 展示视频#2 “医生都很好的” 的文字转写（见附录 B）并确认学生理解本段

视频的语境。教师先根据学生实际水平简单指出未学生词的英文意思，再

带读会话。

2)播放视频#2 两遍。

3) 再次展示视频#2 的文字转写（见附录 B），请学生注意第4行的 “是…的”
句。展示下面的对比句（见附录 B）。第 4 行是省略了 “是” 的 “是…的”
句，用于解释一种情况（私立医院和公立医院不一样），否定一个预设（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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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立医院）医生不一定可靠），使听话人确信所陈述观点，而 4b 则没有

用 “是…的” 句，只是简单的观点陈述。

4. （这是家私立医院，）医生都很好的。

醫生都很好的。

‘(This is a private hospital.) The doctors here are actually very good.’
4b. 医生都很好。

醫生都很好。

‘Doctors are all very good (here).’

视频#2 的语境是：Meijia 发现自己可能怀孕了，很担心，也不敢让别人知

道。她的好朋友说服她到医院来检查，并用上面的话安慰她。

步骤二：显性教学（Explicit Instruction）： “是…的” 句带形容词性成分的

用法

1) 展示如下语块链：Pattern of “是…的” used with adjective phrase（见附

录 B）。带读例句。

2) 提醒学生 “是…的” 句从表达上可以分出两个部分：一个是[Topic], 一个是

[Opinion/fact being emphasized]。
3) 结合视频#2 的文字转写第 4 行 “医生都很好的” 简要指出 “是…的” 句的

“是” 可以省略。

Pattern of “是…的” used with adjective phrase:

[话题] + 是 + [所强调的观点或事实] + 的。

Topic Opinion/fact being
emphasized

Noun (phrase)/Verb (phrase) (很/非常/不…) +Adj

这 是 (很/非常/不…) 重要 的。

(很/非常/不…) 好

(不) 对

错

(不) 一样

……

4) 提供材料让学生观察这一结构中常用的形容词：重要、好、对、错、一

样，等等。根据学生实际水平给出其他相应例子，以助理解。同时利用常

用词让学生给出或比较相关例子。例如：

– 他的回答对吗？a）他的回答不对。b）他的回答是错的，因为…
– 学拼音重要吗？a）学拼音很重要；b）学拼音是很重要的，因为…
– 这两个字一样吗？a）这两个字一样；b）这两个字是不一样的，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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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教学环节三： “是…的” 句带动词性成分的用法

这一环节主要针对教学目标（3），旨在通过真实语料使学习者了解 “是…的” 句
带动词性成分的用法，并知道 “是…的” 与 “了” 有什么不同。

步骤一：了解真实语料的内容

1) 展示视频#3 “是你给她的” 的文字转写（见附录 C）并解释视频语境（说话

人关系以及当前场景）。 教师先根据学生实际水平简单指出未学生词的英文

意思，再带读会话。

2) 播放视频#3 两遍。

3) 再次展示视频#3 的文字转写（见附录 C），请学生注意第 4 行的 “是…的”
句。展示下面的对比句（见附录 C）。第 4 行含两个 “是…的” 句，一个是

问句， 一个陈述句，两句作用不完全一致。 第一个问句是纯粹向对方确认

事实。 第二个的作用是通过引语来确认一个事实 （并可能由此达到抱怨听

话人的目的）。而 4b 则没有用 “是…的” 句，只是简单的事件陈述，因此达

不到确认并进一步抱怨对方的目的，语用上的可接受度较低。

4. 昨天那牛肉在哪儿买的？Meijia 说是你给她的。

昨天那牛肉在哪兒買的？Meijia 說是你給她的。

‘Where did you buy the beef? Meijia said that it was (in fact/actually) you who
gave it to her.’

4b. ？Meijia 说你给她。

？Meijia 說你給她。

？‘Meijia said that you gave it to her.’

视频#3 的语境是，男主角无意中吃了一盘用狗粮做的牛肉，在不知情的情

况下，还觉得这盘牛肉非常好吃，于是问做饭的人（Meijia）牛肉是哪里买的。

做饭的人（Meijia）告诉他牛肉是 Wanyu 给的。男主角因此跑来问 Wanyu，牛

肉是在哪儿买的。

步骤二：了解 “是…的” 句带动词性成分的用法

1) 展示如下语块链：Pattern of “是…的” used with verb phrase（见附录C）。
带读例句。

2) 让学生自己确认 “是…的” 句的两个表达部分：[Topic] 部分和 [Opinion/fact
being emphasized] 部分。

3) 根据学生实际水平给出其他相应例子，以助理解。

4) 结合视频#3 的文字转写第 3 行 “昨天那牛肉在哪儿买的？” 简要指出 “是…
的” 句的 “是” 可以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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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tern of “是…的” used with verb phrase:

[话题]
Topic

+ 是 + [所强调的观点或事实]
Opinion/fact being

emphasized

+ 的。

Noun (phrase)/Verb (phrase) (不/没) + Verb phrase

我 是 很爱我哥 的。

人生的路 是 有很多条 的。

我 是 十一点起来 的。

这条路 是 我自己要 的。

我 是 从北京来

……
的。

步骤三：了解 “是…的” 与 “了” 的不同

1) 展示以下例句（见附录 C）
(1) – 他为什么不会说英文？‘How come he cannot speak English?’

– 因为他是昨天来的。‘The situation is that he came (to this English-speak-
ing country) yesterday.’

(2) – 他到了吗？ ‘Has he arrived?’
– 他昨天来了。‘He came yesterday.’

2) 结合例句让学生意识到 “了” 和 “是…的” 句的主要不同在于： “了” 描述一个

行动（action），而 “是…的” 句是在解释一种情况（situation）。
3) “是” 和 “了” 可以结合，用 “是” 来强调整个完成的事件或持续状态：

Ａ：他今天没来上课。他生病了吗？

Ｂ：他是生病了。（*他是生病的。）

5 测试

5.1 测试环节一：基于真实语料

样题 1：用不用 “是…的” 句
This conversation takes place at a Christmas party. First, a family member is

playing with a child; then the hostess brings out the turkey. The final dialogue is
among two male guests and a female guest. Based on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the conversation, determine whether the “是…的” construction is preferred for
each 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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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 “是…的” : Yes or No? English translation
. All：____ . All: Merry Christmas!
. Host：____, . Host (to child): Let me lift you up, ok?
. ____。 . Come on. Give me a kiss. Come on.
. Hostess：____! . Hostess: Here comes the turkey!
. ____。 . Meiqi, Meiqi, excuse me.
. ____。 . (The food) is coming…
. Male guest ：____? . Male guest : Who (is the one that) gave me (this

present)?
. Female guest：____? . Female guest: Who did it?
 Male guest ：____。  Male guest : It is me (who did it/gave you the

present).

样题 2：Please translate lines 7 and 9 and write them down in Chinese char-
acters or pinyin. Also note the correspondence between the relevant English and
Chinese constructions in expressing such meanings.

(‘To give’ is 给/給 or 送).

Line 7: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Line 9: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答案：

 视频#4 “这是我送的” 的文字转写（见附录 D）
Gift giving at a Christmas party.

. All：圣诞快乐！ . All: Merry Christmas! . All：聖誕快樂！

. Host：我抱你上

去好不好，

. Host: Let me lift you up, ok? . Host：我抱你上

去好不好，

. 来，亲我一下，

来。

. Come on. Give me a kiss. Come
on.

. 來，親我一下，

來。

. Hostess：火鸡

来了！

. Hostess: Here comes the turkey! . Hostess：火雞

來了！

. 美琪，美琪，让

一下。

. Meiqi, Meiqi, excuse me. . 美琪，美琪，讓

一下。

. 来来来……来
了。

. (The food) is coming… . 來來來……來

了。

. Male guest ：

是谁给我的？

. Male guest:Who (is the one that)
gave me (this present)?

. Male guest ：

是誰給我的？

. Female guest：
谁送的？

. Female guest: Who did it? . Female guest：
誰送的？

. Male guest ：

这是我送的。

. Male guest: It is me who gave
(you this present).

. Male guest ：

這是我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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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测试环节二：语言格式

样题 1：Rearrange the order of the given words to form a “是…的” construction
to emphasize the meaning expressed.
1. 的 重要 是 这 非常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对 你这样做 的 是 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爱你 是 的 很 我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这件 买 我自己 的 衣服 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答案：

1. 这是非常重要的。

2. 你这样做是不对的。

3. 我是很爱你的。

4. 这件衣服是我自己买的。

样题 2：Make a “是…的” construction using the given words to emphasize the
meaning expressed.
1. 好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这个、那个、不一样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昨天、来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从北京、来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样题 3：Make “是…的” constructions based on your own life situations and/or
your own opinions. Make sure to write out a larger context in English (e.g.
seeking confirmation, providing a rationale, trying to persuade the interlocutor,
etc.) to demonstrate why such constructions best express the intended meaning.
1. Context: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是…的”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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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Context: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是…的”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3 测试环节三：语言互动能力

对于与 “是…的” 句相关的语言互动能力的测试，我们建议教学时间和资源允许

的教师们采用和学生一对一的口语对话方式进行考试。以下我们列出了一些大

体上适用于初级阶段的样题以供参考；实际测试中，教师将根据学生实际水平

设置问题。如果条件不允许的话，这些问题也可以作为书面考试的问题。

样题：回答老师的问题或学生在对话中相互问答

1.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学中文的？

2. 你看起来有点累(tired)，昨天晚上是几点睡觉的？

3. 你今天上课没有迟到(late)，很好。你今天是什么时候到学校的？

4. 你平常是怎么来学校的？方便吗？

5. 你去过中国吗？是什么时候去的？是一个人去的还是和别人一起去的？是和

谁一起去的？以后你想再去中国吗？想什么时候再去？想在中国工作吗？

6. 你吃过中国菜吗？好吃吗？是在哪里吃的？你还想再去吃吗？

7. 有一个同学常常不做功课不来上课，你觉得这样做好不好？（Emphasize
your point of view if presented with a different viewpoint）

8. 你觉得中国人和美国人一样吗？（Emphasize your point of view if pre-
sented with a different viewpoint）

9. 你觉得上大学重要吗？（Emphasize your point of view if presented with a
different viewpoint）

6 结束语

现代汉语 “是…的” 句是初级汉语教学的常见语法格式之一，也是公认的汉语语

法教学和习得难点之一。主要原因是该句式语义语用功能抽象，句法上也常常

有 “可用可不用” 的情况。本文借鉴了前人有关本格式的本体研究和二语习得研

究的成果，尤其是基于自然语言语料库的研究成果，首先确认在通常所辨认的

两类结构式中，表主观判断和其说服作用的第二类格式远远超出第一类的强调

格式。在此认识基础上，我们利用多种影视片段及其会话来设计 “是…的” 格式

的教学，特别从语义语用的内部表达结构以及常见句法词汇类型入手，希望从

最常见的母语者用例上提高本语法点的教学效应。本文表明，第二语言教学初

级阶段也可以利用真实语料来教难点语法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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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句的教学只是一个个例，我们希望通过本文的教学设计表达我们关

于第二语言语法教学的一些理论看法：

第一，使用母语话语展示语法结构在话语（discourse）这一层面的真实用

法是第二语言语法教学的关键之一，而真实语料可以将语言形式和具体语境联

系起来。我们认为十分有必要培养学习者了解母语者如何使用某一语法结构的

批判性思维能力。这一能力包括了解母语者如何在一个真实语境下使用某一语

法结构，为什么该结构会在某一些语境下被使用，而在别的语境下不被使用。

第二，利用真实语料教语法应该充分借鉴本体语法尤其是功能语法、母语

和二语语料库语言学、第二语言习得等领域的研究成果。功能导向的本体语法

研究在探讨语法构式的句法语义功能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语料库语言学既

能探知某一语言结构在母语话语中的实际分布和典型构式，也能用来了解学习

者对某一结构的宏观上的习得情况。其他类型的二语习得研究也能提供习得某

一结构的难点所在。这些信息对真实语料的利用富有价值，能使材料的选取分

析和教学活动的设计更有针对性、更有效。

第三，真实语料和传统教材不是一个取代的关系，而是一个互补的关系，

利用真实语料教语法应该将句法、语义和语用功能三者有机结合起来。传统教

材的优点是对句法规则的介绍和训练较为到位。这一优点完全可以而且也应该

借鉴到真实语料的教学中。本文的教学设计采用了构式语块分析法阐释 “是…
的” 典型构式的句法和语义结构，在此基础上结合真实语料所提供的具体语境

来介绍这一形式是如何用来实现某些具体的语用功能，而在练习中我们又借鉴

了传统教材在句法操练方面的优点，并将其与语境方面的训练结合起来，使句

法、语义、功能三者都能兼顾。我们认为这一教学模式值得进一步检验，未来

研究既可拓展到其他汉语语法构式的教学，也可在别的语言教学中进行检验。

总之，我们强调，初级阶段尤其有必要让学习者了解母语者如何在具体语

境下使用某一语法格式，而真实语料在这方面具有难以比拟的优势，值得利

用。不管在什么阶段，在语境中教语法都应该是第二语言语法教学的重点。通

过 “是…的” 句的教学设计，本文展示了初级阶段可以利用真实语料来教第二语

言难点语法格式。我们认为，对语言学习者来说，了解语言格式在话语（dis-
course）层面的真实用法是掌握该语言的一个关键。

本文所用到的视频材料可见于下述网站：http://clicresearch.rice.edu/caslar-
authentic-spoken-language/#de

附录 A: 视频#1 文字转写
Transcript: (爸爸)爱你跟爱姐姐是一样的

An acquaintance is comforting the crying boy by stating that his dad loves him
just as much as he does his sister.

130 Danjie Su and Hongyin Tao

Authenticated | tao@humnet.ucla.edu author's copy
Download Date | 5/1/18 3:27 AM



. Man: 你爱你的爸爸吗？

. 爱？

. Boy: <Nod>
. Man: 爱不爱他？

. 那你的爸爸爱你吗？

. Boy: <shake head>
. Man: 不爱啊？!
. 爸爸为什么不爱你？

. Boy: 姐姐

. Man: 爸爸爱姐姐？

. 爸爸

. 爸爸不爱你吗？

. Boy: <shake head>
. Man: 爸爸会跟我说，

. 他爱你跟爱姐姐是一样

的，

. 你是男孩子，

. 爸爸会希望你会更。

. Man: Do you love
your dad?

. Love?
. Boy: <Nod>
. Man: Love him or not?
. Does your dad love

you?
. Boy: <shake head>
. Man: (Your dad) does

not love (you)?
. Why doesn’t your dad
love you?

. Boy: Older sister
.Man: Your dad loves

your sister?
.Your dad,
. your dad doesn’t love

you?
. Boy: <shake head>
.Man: Your dad will tell

me that
. the reality is that he

loves you asmuch as he
loves your older sister.

.You are a boy;
.your dad would hope

that you would be more
brave.

. Man: 你愛你的爸爸

嗎？

. 愛？

. Boy: <Nod>
. Man: 愛不愛他？

. 那你的爸爸愛你嗎？

. Boy: <shake head>
. Man: 不愛啊？!
. 爸爸為什麼不愛你？

. Boy: 姐姐

. Man: 爸爸愛姐姐？

. 爸爸

. 爸爸不愛你嗎？

. Boy: <shake head>
. Man: 爸爸會跟我

說，

. 他愛你跟愛姐姐是

一樣的，

. 你是男孩子，

. 爸爸會希望你會

更。

Source: 《爸爸去哪儿》第四季，第六期

https: //www.youtube.com/watch?v=b5uNEnDfaQY&list=PLGnjPtt6DJXQ4B1AQi1-
Y08POu1QvSrYi&index= 7

Comparison:
15. 他爱你跟爱姐姐是一样的。

他愛你跟愛姐姐是一樣的。

‘The reality is that he loves you as much as he does your older sister.’
15b. 他爱你跟爱姐姐一样。

他愛你跟愛姐姐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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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 loves you as much as he does your older sister.’
When to use 是…的:
In general, the shi…de sentence is used to explains a situation and emphasize a
related opinion or fact to convince the addressee. The shi…de sentence affirms,
denies, or specifies some assumption that is already in the air by clarifying what
the situation is with respect to that assumption, as opposed to simply reporting
an event.

说服性的语境：

a） 有的同学认为学会写汉字很重要，有的同学觉得写汉字不重要，因为可以

用电脑和手机打字。你觉得呢？你可以说服别人吗？

b） 有的同学觉得小考很有用，有的同学觉得小考没有用。你觉得怎么样？你

可以说服别人吗？

c） 班上的张同学今天没来上课。你说他生病了。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非 “是…的” 句 “是…的” 句（说服性的语境）

a) 我觉得写汉字很重要。 我觉得写汉字是很重要的。

b) 我觉得小考很有用。 我觉得小考是很有用的。

c) 张同学真的生病了。他自己昨天晚

上打电话告诉我。

张同学真的生病了。是他自己昨天晚上

打电话告诉我的。

说服性的语境：

a）有的同學認為學會寫漢字很重要，有的同學覺得寫漢字不重要，因為可以

用電腦和手機打字。你覺得呢？你可以說服別人嗎？

b）有的同學覺得小考很有用，有的同學覺得小考沒有用。你覺得怎麼樣？你

可以說服別人嗎？

c）班上的張同學今天沒來上課。你說他生病了。真的嗎？你怎麼知道？

非 “是…的” 句 “是…的” 句（說服性的語境）

a) 我覺得寫漢字很重要。 我覺得寫漢字是很重要的。

b) 我覺得小考很有用。 我覺得小考是很有用的。

c) 張同學真的生病了。他自己昨天晚

上打電話告訴我。

張同學真的生病了。是他自己昨天晚上

打電話告訴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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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视频#2 文字转写
Transcript: 医生都很好的

Meijia suspects that she is pregnant but is too nervous to go for a checkup at the
hospital. Her good friend, Youyou, is trying to calm her down by assuring her
that the doctors here – as opposed to public hospitals – are actually very good.

Youyou: Youyou: Youyou:
. Meijia， . Meijia, . Meijia，
. 你别紧张。 . Please don’t be nervous. . 你別緊張。

. . This is a private
hospital.

.

. 医生都很好的。 . The situation is that all
the doctors are very good
(here).

. 醫生都很好的。

Source: 电视剧《爱情公寓》, season 4, episode 2.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8C97R9mY74

Comparison:
4. 医生都很好的。

醫生都很好的。

‘The situation is that all the doctors are very good (here). ’
4b. 医生都很好。

醫生都很好。

‘All the doctors are very good (here).’

Pattern of “是…的” used with adjective phrase:

[话题] + 是 + [所强调的观点或事实] + 的。

Topic
Noun (phrase)/Verb (phrase)

Opinion/fact being
emphasized

(很/非常/不…) + Adj

这 是 (很/非常/不…) 重要 的。

好

(不) 对

错

(不) 一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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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视频#3 文字转写
Transcript: 是你给她的

The male character accidentally ate a beef dish that was made with dog food
ingredients. Not knowing the truth, he enjoyed the beef dish a lot and asked
Meijia, who cooked the dish, where the beef came from. Meijia told him that it
was Wanyu who gave her the beef. The male character thus comes to Wanyu
and is asking her where she bought the beef.

. Guy: Wanyu， . Guy: Wanyu， . Guy: Wanyu，
. 我问你个事儿。 . I have a question for you. . 我問你個事兒。

. 昨天那牛肉在哪儿买

的？

. Where was that beef
(dish) bought yesterday?

. 昨天那牛肉在哪兒買

的？

. Meijia说是你给她的。 . Meijia said that it was
you who gave it to her.

. Meijia 說是你給她

的。

. Wanyu: 这个……你吃

了？

. Wanyu: Um… you ate it? . Wanyu: 這個……你吃

了？

. Guy: 是啊。 . Guy: Yes. . Guy: 是啊。

Source: 电视剧《爱情公寓》, season 1, episode 8. https://www.youtube.com/watch?
v=G1eId6XbYpY

Comparison:
4. Meijia说是你给她的。

Meijia說是你給她的。

‘Meijia said that it was you who gave it to her.’
4b. ？Meijia说你给她。

？Meijia說你給她。

？‘Meijia said that you gave it to her.’

Pattern of “是…的” used with verb phrase:

[话题]
Topic

+ 是 + [所强调的观点或事实]
Opinion/fact being
emphasized

+ 的。

Noun (phrase)/Verb (phrase) (不/没) + Verb phrase

我 是 很爱我哥 的。

人生的路 是 有很多条 的。

我 是 十一点起来 的。

这条路 是 我自己要 的。

我 是 从北京来 …… 的。

134 Danjie Su and Hongyin Tao

Authenticated | tao@humnet.ucla.edu author's copy
Download Date | 5/1/18 3:27 AM



“是…的” vs. “了”
(1) – 他为什么不会说英文？‘How come he cannot speak English?’

– 因为他是昨天来的。‘The situation is that he came (to this English-speaking
country) yesterday.’

(2) – 他到了吗？ ‘Has he arrived?’
– 他昨天来了。‘He came yesterday.’

附录 D: 视频#4 文字转写
Transcript: 这是我送的

Gift giving at a Christmas party.

. All：圣诞快乐！ . All：Merry Christmas! . All：聖誕快樂！

. Host：我抱你上去

好不好，

. Host：Let me lift you
up, ok?

. Host：我抱你上去好不

好，

. 来，亲我一下，

来。

. Come on. Give me a
kiss. Come on.

. 來，親我一下，來。

. Hostess：火鸡来

了！

. Hostess：Here comes
the turkey!

. Hostess：火雞來了！

. 美琪，美琪，让一

下。

. Meiqi, Meiqi, excuse
me.

. 美琪，美琪，讓一下。

. 来来来……来了。 . (The food) is coming… . 來來來……來了。

. Male guest ：是谁

给我的？

. Male guest ：Who
gave me (this present)?

. Male guest ：是誰給

我的？

. Female guest：谁送

的？

. Female guest：Who
did?

. Female guest：誰送

的？

. Male guest ：这是

我送的。

. Male guest ：It is me
(who did it/gave you
the present).

. Male guest ：這是我

送的。

Source: 电影《被偷走的那五年》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 ih0RlKQno-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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