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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生汉语书面语中的口语化倾向研究＊

汲传波　刘芳芳

提要　 本文通过比较３７个汉语口语格式在 ＨＳＫ动态作文语料库和现代汉语平衡语料
库中使用频率的差异，证明外国留学生书面语中确实存在口语化倾向：与汉语母语者相比，留
学生在书面语中过多使用其中的１９个汉语口语格式。本文还对不同国别留学生在书面语中
使用口语格式的频率进行了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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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许多学者论述过语体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重要作用，如盛炎（１９９４）、丁金国（１９９７、１９９９）、
李泉（２００３、２００４）等，但对外汉语教学界对语体关注较少（韩莹２００８）。近些年来，在汉语国际

传播的大背景下，如何加强语体教学，提高学生得体交际的能力，正成为学界的讨论热点。截

至目前，与留学生语体习得有关的研究成果集中在三个方面：第一，尝试利用留学生作文、汉语

教材、调查问卷等了解留学生的汉语书面语体、口语语体能力，发现留学生语体能力的不足（韩
莹２００８；胡晓慧２００８；刘圣心２００８；张春玲２００８；张憬霞２００９）；第二，针对留学生语体能力差

的情况，从教材编写、词汇分级、练习设置等方面提出建议（王晓娜２００３；汲传波２００９；曾毅平

２００９）；第三，从国别的视角关注语体习得问题，如周芸等（２０１０）、周芸等（２０１１）。
比较起来，国内英语教学界对语体习得的研究时间更早，方法也更科学。如程雨民（１９８９）

就提出区别英语书面语和口语的语体成分表，彭宣维（２０００）进行了补充。文秋芳等（２００３）、文
秋芳（２００９）、潘璠（２０１２）利用中介语语料库与英语本族语者语料库进行对比研究，发现中国英

语学习者作文中存在明显的“口语化”倾向。对外汉语教学界的研究则刚刚起步，研究方法还

局限于程雨民（１９８９）所提到的语篇语域量化法，如张憬霞（２００９）。而语料库的对比研究尚未

进行。
英语教学界的研究成果值得汉语教学界参考，但因目前汉语学界没有研制出能够区别汉

语口语和书面语的语体成分表，所以本文拟另辟蹊径，通过筛选一定数量的汉语常用口语格

式，在 ＨＳＫ动态作文语料库中进行穷尽检索，并将检索结果与国家语委平衡语料库的结果对

比，验证留学生汉语书面语中是否具有口语化倾向，以及不同国别的留学生汉语书面语中口语

格式使用是否存在差异。本研究对进一步研制区别汉语书面语与口语的语体成分表有参考价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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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系北京大学对外汉语教育学院２０１２年科研项目“外国留学生汉语语体习得研究”的部分成果。



二　研究设计

２．１语料来源

本研究语料一部分源于北京语言大学“ＨＳＫ动态作文 语 料 库”，语 料 总 数１１５６９篇，４２４
万字；一部分源于国家语委现代汉语平衡语料库，约２０００万字，该语料库的语料多样、均衡，能
够作为汉语母语者使用书面语的典型代表。

２．２口语格式的确定

我们以《汉语口语常用句式例解》（刘德联、刘晓雨２００５，北京大学出版社）和《汉语口语词

词典》（施光亨２０１２，商务印书馆）作为选择常用口语格式的依据。这两本词典的作者都是具

有丰富对外汉语教学经验的专家，所编选的口语格式（词、句式）具有一定的科学性。为了缩小

研究范围，选择更恰当的研究对象，我们以这两本词典都收入的６１个口语格式在中介语料库

中进行初步检索，排除没有检索到的格式，共确定３７个口语格式为本文的考察对象（见表２）。

２．３语料分析说明

一般认为典型的口语是面对面的对话，典型的书面语是议论文。我们虽然把语料库中的

作文都视为留学生书面语语料，但是为了区分典型和非典型，又通过分析作文题目将语料分为

记叙文体和议论文体两大类。记叙文体是非典型的书面语，议论文体是典型的书面语。记人、
叙事类的作文归入记叙文体，比如“记对我影响最大的一个人”“一封写给父母的信”“我的城

市／乡村生活”“记我的父亲”“我的童年”“我的一个假期”等。表达观点类的作文归入议论文

体，比如“如何看待‘安乐死’”“静音环境对人体的危害”“由‘三个和尚没水喝’想到的”“吸烟对

个人健康和公众利益的影响”“如何解决代沟问题”“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学习汉语的苦

与乐”“我对男女分班的看法”“我看流行歌曲”“绿色食品与饥饿”等。
我们对３７个口语格式逐一在中介语语料库和平衡语料库中检索，得到使用总次数。然后

根据各语料库的规模，计算出各口语格式的标准化频率均值（每百万字）。本文所有表格中的

标准化频率均值在计算时都为“出现总次数／每百万字”，不再逐一标注。另外，我们还对这些

口语格式在中介语语料库中的记叙和议论两种文体中的使用频率分别进行了统计，对不同国

别的留学生所使用的口语格式频率也进行了统计。
需要说明的是，因为某些格式有不同的语义，在统计时按照《汉语口语常用句式例解》和

《汉语口语词词典》的解释为准。比如，对“好了”这一格式，只统计其在句首位置、独立作为小

句使用的例句；对“要说”这一格式，也只统计其位于句首时的用例；对“没什么”这一格式，只统

计其单用的用例，不统计诸如“没什么钱”之类的用法。

三　分析与讨论

３．１口语格式在两大语料库中的频率均值比较

通过统计３７个口语格式在中介语语料库和平衡语料库中的使用总次数，我们得出了标准

化频率均值（见表１）。
表１　３７个口语格式在语料库中的频率均值比较

中介语语料库频率均值 平衡语料库频率均值
记叙文体（４３６．５５） 议论文体（２０２．８４）

２５８．０２ １２８．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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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表１所示，３７个口语格式在中介语中出现的频率均值为２５８．０２，要远远高于这些格式

在平衡语料库中的频率均值１２８．５５。即使只看３７个口语格式在中介语议论文体（典型的书面

语体）中的频率均值２０２．８４，也要高于其在平衡语料库中的统计数据。这些数据说明，外国留

学生书面语中使用口语格式的频率要高于汉语母语者。据此可以证实外国留学生书面语中确

实有口语化倾向。虽然研究方法不同，但是我们的这一发现进一步印证了刘圣心（２００８）、韩莹

（２００８）、张憬霞（２００９）等的研究结论。同时，这一研究结果也与英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界的发

现一致（文秋芳等２００３；文秋芳２００９；潘璠２０１２），即英语作为外语学习的学习者书面语中有

口语化倾向。
为什么高级水平的留学生在汉语书面语中会有口语化倾向，原因不难解释。首先是目前

对外汉语教学界对语体的重视程度不够，在教材编写、课堂教学、测试等诸多环节都很少涉及

语体，这必然导致高级阶段的留学生不能真正地区分汉语书面语和口语，导致留学生语体意识

薄弱。另外，还可能因为提高留学生的语体意识非常有难度，教师即使想重视也往往不得要

领，不知如何进行教学才更有效。有学者就曾敏锐地指出，语体习得与语言习得的显著不同点

是：语言习得大致有个时限，并且可以规定出一个习得的标准，即语言能力的水平等级；而语体

意识的习得则不然，既无时限，也很难找出一个共同的标准（丁金国１９９９）。既然如此，高级阶

段的留学生在语体能力方面的欠缺似乎也是必然。这说明，高级阶段的外国留学生对于汉语

的学习也还远未结束，即使作文成绩取得高分，也需要在语体方面继续努力。我们在对海外本

土中文教师的培训中也发现，有些教师虽有多年中文教学经验，汉语口语水平也非常高，但仍

然对汉语语体的区分不甚清楚。

３．２具体情况分析

３．２．１外国留学生使用口语格式的具体情况

表２　口语格式在中介语中的频率均值排序

排序 格式名称 频率均值 排序 格式名称 频率均值

１ 不好意思 ５０．９４　 ２０ 巴不得 １．４２
２ 就这样 ３４．９１　 ２０ 怪不得 １．４２
３ 无所谓 ２０．９９　 ２２ （就）得了 １．１８
４ 没问题 ２０．７５　 ２２ 你说呢 １．１８
５ 不得了 １９．１０　 ２２ 说真的 １．１８
５ 不用说 １９．１０　 ２５ 没劲 ０．９４
７ 不怎么（样） １５．５７　 ２６ 没什么 ０．７１
８ 对了 １４．３９　 ２６ 有的是 ０．７１
９ 好了 ８．４９　 ２６ 怎么搞的 ０．７１
１０ 你看 ８．０２　 ２９ 话是这么说 ０．４７
１１ 罢了 ６．３７　 ３０ 说不好 ０．４７
１１ 话说回来 ６．３７　 ３０ 说了算 ０．４７
１３ （不）要说 ４．９５　 ３０ 要我说 ０．４７
１４ 算了 ４．２５　 ３０ 一句话 ０．４７
１５ 就是了 ３．７７　 ３４ 本来嘛 ０．２４
１６ 不像话 ２．１２　 ３４ 别看 ０．２４
１７ 不要紧 １．８９　 ３４ 够朋友 ０．２４
１８ 没事儿 １．６５
１８ 再说吧 １．６５ ３４ 说白了 ０．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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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２显示，外国留学生在书面语中对３７个口语格式使用最多的是“不好意思（５０．９４）、就

这样”（３４．９１）等，而使用最低的为“本来嘛 （０．２４）、别看（０．２４）、够朋友（０．２４）、说白了（０．２４）”，
最高与最低的使用频率之比高达２１２．２５：１。

产生以上结果的原因有四点：第一，外国留学生对于汉语口语格式掌握的熟练程度不同。
对“不好意思、就这样”等掌握得比较熟练，而对“够朋友、说白了”等不甚熟悉；第二，对外汉语

教学实践中语体教学薄弱导致的留学生语体意识薄弱。留学生掌握了这些汉语口语格式，但

是不清楚其语体使用特点，导致其在书面语中使用过多。第三，可能是因为作文话题的限制，
导致留学生对部分口语格式使用较少；第四，这些口语格式本身也有使用频率的高低差异。

３．２．２留学生在书面语中过多使用的口语格式

只比较３７个口语格式在中介语中频率均值的差异，无法确切地知道到底哪些口语格式被

留学生在书面语中过多使用。为此，我们把３７个口语格式在中介语中的标准化频率均值与其

在现代汉语平衡语料库中的标准化频率均值进行了比较，抽取出比较结果为正数的部分并按

照频率均值差从高到低进行排序，结果见表３。
举例来说，比如“不得了”这一口语格式在中介语中的使用频率均值为１９．１，在现代汉语平

衡语料库中的使用频率为３．５５，二者之间的差为１５．５５。这一结果为正数，说明留学生在书面

语中使用“不得了”这一口语格式的频率要高于汉语母语者。
表３　口语格式在中介语与平衡语料库中的频率均值比较

序号 格式名称 均值差 序号 格式名称 均值差

１ 不好意思 ４１．５４　 １１ 不像话 １．６７
２ 没问题 １８．５　 １２ 再说吧 １．６５
３ 无所谓 １５．７４　 １３ 没事儿 １．５５
４ 不得了 １５．５５　 １４ 话是这么说 ０．３７
５ 不用说 １４．２　 １４ 要我说 ０．３７
６ 对了 １３．７９　 １６ （就）得了 ０．３３
７ 不怎么（样） １３．３７　 １７ 说不好 ０．２７
８ 就这样 １２．３６　 １８ 本来嘛 ０．０９
９ 好了 ６．１４
１０ 话说回来 ４．７２ １８ 没劲 ０．０９

　　表３说明，３７个口语格式中，有１９个口语格式在外国留学生书面语中使用的频率要高于

汉语母语者，另有１８个口语格式外国留学生书面语中的使用频率低于汉语母语者。另外一个

发现是，这１９个口语格式的使用频率均值差异是极不均衡的。最高的“不好意思”留学生和汉

语母语者频率均值差异达到４１．５４；有７个口语格式 的 频 率 均 值 差 异 在１０－２０之 间，如“没 问

题、无所谓、不得了”等；有５个口语格式的频率均值差异在１－７之间，如“好了、话说回来、不像

话、再说吧”等；还有６个口语格式的频率均值差异小于１，比如“本来嘛、没劲”等。对比表２
可以看出，频率均值差异排 序 靠 前 的 口 语 格 式，如“不 好 意 思（４１．５４）、没 问 题（１８．５）、无 所 谓

（１５．７４）、不得了（１５．５５）、不用说（１４．２）、对了（１３．７９）、不怎么样（１３．２７）、就这样（１２．３６）”等，也
是留学生在书面语中使用频率最高的，被留学生在书面语中使用的也最多。

为了进一步了解留学生在严格的书面语体中对口语格式的使用情况，我们又计算了留学

生在议论文体中使用这些口语格式的频率均值，并将之与现代汉语平衡语料库的统计结果进

行比较（见表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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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口语格式在中介语议论文体与平衡语料库中的频率均值比较

序号 格式名称 均值差 序号 格式名称 均值差

１ 没问题 １７．８２　 １０ 对了 ２．１８
２ 不好意思 １７．７７　 １１ 再说吧 ０．９３
３ 无所谓 １７．６０　 １２ （就）得了 ０．６９
４ 不用说 １４．８６　 １３ 话是这么说 ０．５２
５ 不怎么（样） １２．３１　 １４ 没事儿 ０．２１
６ 不得了 ９．４２　 １４ 要我说 ０．２１
７ 就这样 ７．４０　 １６ 本来嘛 ０．１６
８ 话说回来 ５．７６　 １７ 说不好 ０．１１
９ 不像话 ２．３３　 １８ 就是了 ０．０１

　　表４说明，在典型的书面语体中，外国留学生仍过多使用一些口语格式。“没问题、不好意

思、无所谓、不用说、不怎么（样）、不得了、就这样、话说回来、不像话、对了”等１０个格式的使用

频率均值都比汉语母语者明显偏高。这进一步证明，留学生书面语中的口语化倾向确实存在。

四　不同国别的留学生书面语中的口语格式使用情况

为了了解不同国别的留学生在汉语口语格式使用上的差异，以便能够进行有针对性的语

体教学，我们对这３７个口语格式的使用情况进行了分国别统计。使用３７个口语格式的国家

共有４１个，其中１３个国家的留学生仅使用一次，它们是葡萄牙、塔吉克斯坦、奥地利、希腊、约
旦、罗马尼亚、瑞士、芬兰、保加利亚、土库曼斯坦、意大利、秘鲁和西班牙。考虑到这种情况，本
文只对大于和等于５次的进行统计，共有１３个国家（见表５）。

ＨＳＫ动态作文语料库中没有各国留学生作文的字数说明，需要我们通过检索各国留学生

作文篇数进 行 计 算。我 们 先 检 索 到 要 统 计 的１３个 国 家 的 留 学 生 作 文 篇 数，除 以 总 篇 数

１１５６９，再乘以４２４万字，得出各国留学生作文字数。然后用口语格式的出现次数除以各国留

学生的作文字数，得 出 频 率 均 值。比 如，韩 国 留 学 生 在 ＨＳＫ动 态 作 文 语 料 库 中 的 篇 数 最 多

（４１７１篇），在语料库中占３６．０５％。因为语料总字数为４２４万字，所以根据韩国学生的作文所

占比例可以大致推算出韩国学生的语料总数为１５２．８７万字。因为韩国学生使用３７个口语格

式的总次数为４５４次，所以其使用频率均值为２９７（每百万字）。
表５　不同国家留学生口语格式使用比较

柬埔寨 蒙古 德国 韩国 印尼 日本 缅甸 英国 越南 新加坡 泰国 马来西亚 澳大利亚
篇数 ２３　 ５９　 ４３　４１７１　７３９　３２１１　２０２　１０８　２２１　 ８４３　 ３７４　 ４２２　 １２３
次数 ６　 １５　 ６　 ４５４　 ７７　 ３０９　 １９　 １０　 １８　 ６３　 ２６　 ２９　 ７
频率 ７１２　 ６９４　３８１　２９７　２８４　２６３　２５７　２５３　２２２　 ２０４　 １９０　 １８８　 １５５

　　表５说明，不同国家的留学生汉语书面语中的口语化倾向存在差异，在这１３个国家中，柬
埔寨学生使用口语格式的频率最高，澳大利亚学生最低。本研究结论和英语教学界的研究成

果相似，比如文秋芳等（２００３）的研究也发现不同母语背景的英语学习者书面语中口语化倾向

的程度并不完全一样。
表５中越靠前的国家，该国留学生在汉语书面语中越多地使用口语格式，更多地表现出口

语的倾向性。柬埔寨、蒙古、德国等国家留学生的书面语中存在的口语化倾向值得特别关注。
当然这一结论还需在更多的研究中得到证实。另外，需要说明的是，本研究仅是从一个维度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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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留学生的口语化倾向所作出的判断，不排除运用多维分析法之后，不同国家留学生口语化

倾向的排序有所变化。
另外，从表５的统计也可以看出，虽然韩国、日本的留学生在 ＨＳＫ作文中所占比例最高，

使用汉语口语格式的次数也最多，但是相对于其他国家来说，使用汉语口语格式的频率并不属

于最高的。韩国排第４位，日本排第６位。文秋芳等（２００３）认为造成英语作为第二语言学习

者书面语中口语化倾向存在差异的原因可能有多种，一个原因可能是由英语水平的差异所造

成，另一个重要原因可能是教学方法的不同导致了不同的学习效果。从韩、日留学生的情况来

分析，我们认为造成差异的原因更可能是这两个国家学生的学习策略、性格特点的不同。在教

学实践中我们会发现，日本留学生往往比韩国学生更不爱开口说话，这可能是导致日本学生比

韩国学生口语格式使用频率低的一个重要原因。当然，也有可能在 ＨＳＫ语料库中韩国学习

者的汉语水平整体略低于日本学习者，从而造成韩国学习者的口语化倾向更明显。这有待于

将来的进一步研究来证实。

五　研究启示

本文从外国留学生在汉语书面语中使用口语格式这一视角进行研究，发现留学生书面语

中确实存在口语化倾向。与汉语母语者相比，留学生过多使用一些汉语口语格式。这告诉我

们：在汉语口语格式的教学中，除了教会留学生掌握其语法、语义、语用特点，更要教会留学生

掌握其语体特点。英语教学界的观点值得我们借鉴：教师需帮助学习者识别正式的书面语与

口语之间的差异，注重功能与语言实现手段之间的联系，教授如何正确使用词汇和语法特征构

建符合语体要求的语篇（潘璠２０１２）。
目前来看，对外汉语教学界对于语体的重视程度还远远不够。高级水平的留学生虽然也

在学习精读、口语、写作等课程，但是对于语体的系统训练仍然偏少，很多留学生的语体转换能

力非常薄弱。有过外国研究生论文指导经验的教师都有深切的体会，虽然有些研究生的口语

表达能力已经很好，但是他们的论文语言仍然呈现口语化的特点（当然也有语法问题），修改起

来非常费时费力。因此，我们同意丁金国（１９９７）的看法：为了有效地提高对外汉语教学的水

平，必须将“语体意识”的培育置于对外汉语教学的核心地位。
要达到语体教学的目标，只有形而上的“语体意识”培育的指导思想还不够，因为留学生的

语体习得不能没有时限，不能没有具体标准。如果没有标准和时限，汉语教学大纲、教材编写、
课堂教学实践等都无据可依。目前的语体教学现状就是如此。虽然很多学者都提出要重视对

外汉语语体教学，但是缺乏明确、具体的标准，使得一线对外汉语教师不知道该如何操作。因

此，我们建议语体习得设一个低、中、高的标准，并区分“语体理解”与“语体表达”两个层面。对

留学生来说，语体表达比语体理解要困难的多，这也理应成为语体教学中最应该关注的部分。
要解决以上难题，目前汉语教学界迫切需要研制出能够区分汉语口语和书面语的语体成

分表。英语教学界早有学者对此进行专门研究，比如Ｂｉｂｅｒ（１９８８）就对英语口语、书面语的大

量语言特征进行了多维度分析，系统揭示了各类口语、书面语的语域间差异。在汉语教学界，
冯胜利（２００３、２００６、２００８）也曾就汉语书面正式语体的特征、教学、书面语体庄雅度的自动测量

等进行了一系列探讨，颇有影响。虽然如此，汉语学界关于区分口语、书面语语体特征方面的

研究成果仍然偏少，关于区分口语、书面语的语体成分表的研制始终没有取得重要突破，这都

影响和制约着对外汉语语体教学实践。我们期待有更多的学者关注并研究这一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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