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英语母语学习者趋向补语的习得顺序

———基于汉语中介语语料库的研究
 

杨德峰

提要　本文以汉语中介语语料库中母语为英语的学生所使用的带趋向补语的句子为样

本 ,比较初级阶段和中高级阶段学生习得趋向补语的情况 ,分析影响以英语为母语的学生习

得趋向补语的因素 ,构拟出趋向补语的习得顺序。

关键词　习得顺序　中介语　化石化　类推泛化　语际迁移

一　引言

1.1众所周知 ,趋向补语是外国学生学习汉语的一大难点 ,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动词+趋向补语”带宾语时宾语的位置

“动词+趋向补语”带宾语一般有两个位置:a.动词+趋向补语+宾语 , b.“动词+趋1

+宾语+趋2 。
①a 、b两个格式中的宾语都有一定的条件 ,当趋向补语为“来” 、“去” ,或为复合

趋向补语时 , a中的宾语一般是数量(名);b中的宾语可以是数量(名),也可以是数量(名)以

外的其他体词性成分 。但是外国学生常常忽视了这种差别 ,该用 b式时却往往用了 a 式。

例如:

(1)我特别回来这个地方 。

(2)有的人举上来我们的国旗 。

以上二例中的宾语“这个地方”和“我们的国旗”位置都放错了 ,应该放在“来”的前面 。

(二)趋向补语表示引申意义时 ,由于引申意义比较抽象 ,很难把握 ,常常出现搭配上的

错误 ,例如:

(3)如果句子有错误 ,请改起来 。

(4)把东西赶快藏下去 ,别让孩子发现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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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3)的“起来”用得不对 ,应改为“过来” ;例(4)的“下去”用得也不对 ,应改为“起来” 。

1.2 趋向补语学习起来比较困难 ,固然与其本身比较复杂有很大的关系 ,但与我们对趋

向补语的研究还不够 ,特别是跟我们对趋向补语的习得顺序研究得还很不够有一定的关系。

迄今为止 ,就我们目力所及 ,有关趋向补语的习得顺序方面的研究只有钱旭菁的《日本学生

汉语趋向补语的习得顺序》一篇 ,钱文对留学生作文和问卷调查得到的语料进行分析 ,构拟

出了日本学生习得趋向补语的顺序 。②钱文的趋向补语习得顺序比较细 ,不仅把趋向补语的

不同用法作了习得上的排序 ,而且把表示引申意义的趋向补语的习得顺序也作了大致的排

列。这种研究毫无疑问是很有价值的 ,不仅对教材编写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 ,对教学也同样

具有指导作用。

1.3 然而 ,只知道日本学生趋向补语的习得顺序是远远不够的 ,还需要了解以英语 、法

语 、韩国语等为母语的学生趋向补语的习得顺序 ,只有这样 ,才能解决趋向补语教学中存在

的一些问题 ,也才能避免教材编写中存在的一些随意编排趋向补语的现象 。鉴于此 ,本文将

对以英语为母语的学生趋向补语的习得顺序作一些初步的探讨 。

二　语料和方法

本文使用的语料来自北京语言大学的汉语中介语语料库 ,该语料库共收中介语语料三

百多万字 。为了保证样本的单一性 ,减少其他因素的干扰 ,本文只考察美国 、英国 、加拿大 、

澳大利亚 、新西兰等国家母语为英语的学生使用带趋向补语的句子 ,在语料库中进行了穷尽

性的提取 ,最后得到 427 个用例 。这 427个用例中 ,一 、二年级即初级阶段出现了 297 例 ,

三 、四年级即中高级阶段出现了 130例 。为了便于对这些用例进行分析 ,本文按照结构上的

特点以及趋向补语的意义等把带趋向补语的句子简化为以下 10个考察项目:

1)动词+简单趋向补语(本义)

2)动词+简单趋向补语(引申义)

3)“动词+简单趋向补语(本义)”带宾语

4)“动词+简单趋向补语(引申义)”带宾语

5)动词+复合趋向补语(本义)

6)动词+复合趋向补语(引申义)

7)动词+趋1 +宾语+趋2(本义)

8)动词+趋1 +宾语+趋2(引申义)

9)动词+复合趋向补语(本义)+宾语

10)动词+复合趋向补语(引申义)+宾语

考察项目确定以后 ,分别统计出初级 、中高级两个阶段各项目的使用情况 ,然后根据使

用情况作出一些分析和推测。最后在这些分析和推测的基础上构拟母语为英语的学生习得

趋向补语的大致顺序 。

三　初级和中高级阶段趋向补语的习得情况

据我们统计 ,语料中初级阶段 、中高级阶段以上 10个项目都出现了 ,但每个阶段各项目

的习得情况却有很大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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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从语料中可以看出 ,“动词+简单趋向补语(本义)”初级阶段已基本上掌握了。语

料中该项目共出现了 52例 ,使用正确率约为 96.2%③ ,也就是说只有 3.8%的错误率。例

如:

(5)儿子高兴的跑来了。④

(6)军训完的大学生回来的时候 ,我们的大学却没向我们报告出了这件事。

(7)爸爸过去了用他魔术的棒子碰这个巨人 ,巨人就消失了 。⑤

以上三例中的“跑来” 、“回来” 、“过去”中趋向补语“来”和“去”都是正确的。

中高级阶段 ,“动词+简单趋向补语(本义)”的习得已经完全没有问题了。这一阶段该

项目语料中一共出现了 16例 ,没有一例是错误的 ,例如:

(8)只好向他表示遗憾而走开 。

(9)五个背着大背包的游览者慢慢地走出首都师范大学的正门口向着 26路的公共汽车

站走去。

(10)从新西兰已经出来两年了 。⑥

以上三例的趋向补语“开” 、“去”和“来”都是正确的 。

3.2初级阶段“动词+简单趋向补语(引申义)”语料中极少 ,只有 3 例 ,但全部是正确

的 ,即错误率是 0 。例如:

(11)这想不到的消息传开了……

(12)立刻撒开大声喊:“救命! 救命 !”

例(11)、(12)的趋向补语“开”用得都很正确。

初级阶段该项目出现的用例非常少 ,大概与“动词+简单趋向补语(引申义)”常常带宾

语有很大的关系 。

中高级阶段“动词+简单趋向补语(引申义)”的例子也不多 ,只有 7例 ,但也全部是正确

的 ,例如:

(13)在山顶的中山陵 ,向远望去……⑦

(14)我们可以把花在准备战争上的精力 ,用来建设自己的国家。

(15)我想电视对人们生活所带来的影响究竟是好是坏 ,那要看人而论 。⑧

例(13)、(14)、(15)的“去” 、“来”都是正确的。

3.3 “动词+简单趋向补语(本义)”带宾语的 ,无论初级阶段还是中高级阶段 ,问题都比

较多 。

3.3.1初级阶段该项目语料中一共出现了 77例 ,其中使用错误的有 32例 ,约占总数的

41.6%。例如:

(16)一个学期以后我回美国去了。

(17)去年我回那个学校去 ,跟他见面。

(18)我特别回来这个地方 。

(19)以后 ,我们一起回去美国 。

(20)下课以后我们回去外事楼的餐厅吃饭。

(21)我起了床来的时候我很饿 。

例(16)、(17)的宾语“美国”和“那个学校”位置是正确的 ,但例(18)-(21)的宾语“这个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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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 、“美国” 、“外事楼的餐厅”和“床”位置都不正确。例(18)、(19)、(20)的宾语应该放在

“来”和“去”的前面 ,例(21)的宾语应该用介词引进 ,即“起了床来”应改为“从床上起来” 。⑨

初级阶段“动词+简单趋向补语(本义)”带宾语的错误率虽然比较高 ,但其错误类型不

外乎两个:

一是类推泛化。这又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回去” 、“进来” 、“上去” 、“上来”等如果带宾

语 ,当宾语为地点名词时 ,应该放在二者之间 。但是学生却常常忽视了这一点 ,把这类宾语

经常放在整个述补结构的后面 。例如:

(22)吃完了 ,我们回去宿舍。

(23)以后我们回来了大学 。

例(22)、(23)的“宿舍” 、“大学”都应该放在“去”和“来”的前面。

另一种是“动词+来/去”带宾语 ,宾语有的可以放在“来” 、“去”的前面 ,但也有一些可以

放在“来” 、“去”的后面 ,因此学生在使用时就类推出所有的宾语都可以放在“来” 、“去”的前

面 ,或类推出所有的宾语都可以放在“来” 、“去”的后面 ,从而出现类推泛化的错误 。例如:

(24)过了十分钟李刚起床来。

(25)他差不多忘了穿鞋子 ,不跑去门他也没有时间在镜子上看一看他穿的衣服怎么

样。⑩

例(24)、(25)的“起床来”和“跑去门”分别应该说成“从床上起来” 、“向门跑去”。以上两例之

所以是错误的 ,显然是类推泛化的结果 ,例(24)是受到放在“来” 、“去”前面的宾语的影响 ,例

(25)是受到放在“来” 、“去”后面的宾语的影响 。

二是结构杂糅。在造句时 ,由于受到其他类似结构的干扰 ,学生常常把两种结构揉在一

起 ,例如:

(26)我开了门以后跑下去还钥匙给服务员 ,接着回上房间去 。

例(26)的“回上房间去”是把“回……去”和“上……去”杂糅在一起了 ,因此才出现这种语法

错误 。

以上两种错误以第一种居多 ,第二种比较少 , 32例错例中 ,第一种占了绝大多数。以上

情况说明“动词+简单趋向补语(本义)”带宾语是初级阶段习得时比较突出的问题。

3.3.2中高级阶段 ,“动词+简单趋向补语(本义)”带宾语的习得中仍然存在较大的问

题。这一阶段该项目语料中一共出现了 23例 ,但有 9例是错误的 ,错误率超过 39.1%。例

如:

(27)但是往往战争不可避免地给人们带来了无限的痛苦和惊慌 。

(28)妈妈叫我留在家里就和哥哥跑出大门。

(29)可你一进去中国你就发现都是更难以知道的 。
 11

例(27)、(28)的宾语“无限的痛苦和惊慌”和“大门”位置都正确 ,但例(29)的宾语“中国”的位

置是错误的。

中高级阶段该项目习得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宾语的位置由于类推泛化而放错了 ,这也

有两种情况:一是把地点宾语放在了“来” 、“去”的后面 ,像例(29)。另一种情况是“来” 、“去”

后面的宾语一般多为数量(名)结构 ,而不能是非数量(名)结构 ,但学生常常把非数量(名)结

构也放在了“来” 、“去”的后面 ,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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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常常会有一些救济部的人扮成圣诞老人到穷人区给孩子们带来圣诞礼物。

(31)我给他送去苹果 。

例(30)的宾语“圣诞礼物”应改为“一些圣诞礼物” ,例(31)的宾语“苹果”应改成“一些苹果”

或用“把”把宾语“苹果”提前。

3.4 “动词+简单趋向补语(引申义)”带宾语的初级阶段和中高级阶段习得情况都比较

好。

3.4.1初级阶段该项目语料中共出现 9例 ,只有 1例是错误的 ,错误率只有 11.1%。例

如:

(32)在北京大学学习两个月汉语 ,我就喜欢上了北京。

(33)我希望新的一年中您能考上北京大学 ,祝您成功。

(34)外国人在这儿来 ,吐鲁番人让你吃上几次水果宴。 12

(35)孩子们就回房里进去看那个兔留下了什么小吃的东西 ,一般是糖果。 13

(36)有的教室可以坐下一百至五百的学生。 14

例(32)、(33)、(34)中的趋向补语“上” ,例(35)、(36)中的趋向补语“下”用得都很恰当 。

表示引申意义的简单趋向补语使用时不但错误率比较低 ,而且搭配的范围也比较广 ,像

“上” ,除了 “穿上” 、“考上”以外 ,还有 “喜欢上” 、“夹上”等;“下”不但出现了“留下” ,还出现

了“写下” 、“坐下”等 。此其一 。其二 ,表示引申意义的趋向补语使用面也较广 , 像“上” 、

“下” 、“起”等都出现了。其三 ,同一个趋向补语多个引申意义也都出现了 ,像“上” ,既出现了

表示动作结果的(如“喜欢上”),又有表示存在或添加于某处的(如“穿上”),还有表示达到目

的的(如“考上”)等等 。

3.4.2中高级阶段“动词+简单趋向补语(引申义)”带宾语也习得得比较好 ,表现在两

个方面:一是正确率很高 。该阶段“动词+简单趋向补语(引申义)”带宾语的一共出现了 39

例 ,只有 3例是错误的 ,错误率只有 7.7%,例如:

(37)我不由得想起他说的话。

(38)市场里的消费产品 ,录相机 、洗衣机 、各种各样的服装 ,显示出经济的繁荣。

(39)我们用不着干什么好事 ,只要登上了长城就足以证明我们是好汉了。

以上三例中的“起” 、“出” 、“上”使用的都是引申义 ,用得都很正确 。

二是词语搭配的范围也比较广 ,除了常用的动词“带” 、“说” 、“留” 、“登”以外 ,还出现了

一些较难的动词 ,包括一些书面语词汇 ,像“攀” 、“显示” 、“播”等等 ,这些词语在《汉语水平词

汇与汉字等级大纲》(为称说方便 ,以下简称《词汇大纲》)中都属于丙级词汇 。

3.5 初级阶段和中高级阶段 ,“动词+复合趋向补语(本义)”的习得情况可以说非常好。

3.5.1 初级阶段语料中该项目一共出现 48例 ,只有 1例是错误的 ,错误率仅为 2.1%,

例如:

(40)他着急地跳起来 。

(41)因为秘密传出来会对朋友有害 。

(42)说完就把他的弓拿起来。

(43)最后 ,我走下去找一个服务员 。

(44)我从市场走回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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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五例中的复合趋向补语“起来” 、“出来” 、“起来” 、“下去”和“回来”都是正确的。

初级阶段“动词+复合趋向补语(本义)”习得得比较好 ,不仅表现在使用正确率上 ,也表

现在与之搭配的动词上。这些动词 ,除了“走” 、“跳” 、“拿” 、“说”等常用词语以外 ,还有一些

较难的词语 ,像“吐” 、“传” 、“救” 、“卷”等等 ,这些词语在词汇大纲中属于乙级词汇。

3.5.2中高级阶段“动词+复合趋向补语(本义)”的习得也没有什么问题 ,该阶段虽然

此项目用例较少 ,只有 12例 ,但只有 1例是错误的 ,错误率仅为 8.3%,例如:

(45)完了就走出去。

(46)也希望主人把这位脏东西扔出去。

(47)带上了“黄山”纪念帽子以后我们学生当中勇敢而无畏的几个就开始爬上去 。 15

例(45)、(46)的“出去” 、例(47)的“上去”都是正确的。

3.6与“动词+复合趋向补语(本义)”相反 ,初级阶段和中高级阶段“动词+复合趋向补

语(引申义)”习得中还存在一些问题。

3.6.1初级阶段该项目语料中一共出现 38例 ,有 11例是错误的 ,错误率约为 28.9%。

例如:

(48)林娜天南地北地说起来。

(49)都五月了 ,关系还没定下来。

(50)老爷不信就割下来称一下 。

(51)我只好忍下去 ,希望我自己能受到一个重要的教训 。
 16

(52)他也跳起来 ,我们都把衣服穿上来……

例(48)的“起来” 、例(49)(50)的“下来” 、例(51)的“下去”都是正确的 ,但例(52)的“上来”是

错误的。

该项目习得不太好 ,主要表现在搭配上 ,即外国学生不知道表示引申意义的复合趋向补

语应该与哪些动词或形容词搭配 ,常常出现搭配不当的问题 。像例(52)的“穿上来” ,“穿”和

“上来”搭配就不合适 , “上来”应该改为“起来”或“上”。这样的例子还有一些 ,再如:

(53)北京现在从冬天醒起来了 。

例(53)的“醒”和“起来”搭配也不当 ,“醒”应改为“苏醒” ,“起来”应改为“过来”。

3.6.2中高级阶段“动词+复合趋向补语(引申义)”语料中一共出现了 24例 ,有 7例不

正确 ,约占总数的 29.2%,例如:

(54)我只能站在旁边看这位不象老人的老人努力挖下去。 17

(55)过了一刻钟 ,他还是没有停下来。

(56)但是它的旅游业还没有像桂林那样发展起来 。

(57)这些士兵睡得像他永远不会醒起来 。
 18

(58)我把泰国和马来西亚比较起来 ,用来解释这个现象 。 19

以上五例 ,前三例的复合趋向补语“下去” 、“下来”和“起来”用得很正确 ,但后二例的复合趋

向补语“起来”用得都不正确。

中高级阶段“动词+复合趋向补语(引申义)”习得得不太好主要也表现在搭配上 ,例如:

(59)她见我醒起来了就小声对我说 。

(60)看上来商业味太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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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59)的“醒”与“起来”搭配不当 , “起来”应改为“过来”或删去;例(60)“看”和“上来”搭配也

不当 ,“上来”应改为“起来”或“上去” 。

3.7 “动词+趋1 +宾语+趋2(本义)”是习得中最突出的问题之一 。

3.7.1初级阶段语料中该项目共出现 54例 ,但有 16例是错误的 ,约占总数的 29.6%,

例如:

(61)一个左右分钟以后 ,我的朋友拿着行李跳下楼来。 20

(62)下课 ,我就骑回我的宿舍来。

(63)他带一本书走出门去 。

(64)他脱了衣服跳进水去 。

(65)吃完饭 ,还有点饿 ,所以走过烤白薯的人去。

(66)中午我跟我的朋友走过饭馆去 。

以上六例 ,前四例的“跳下楼来” 、“骑回我的宿舍来” 、“走出门去”和“跳进水去”都是正确的 ,

后二例的“走过烤白薯的人去” 、“走过饭馆去”都是错误的。

“动词+趋1 +宾语+趋2(本义)”使用中最突出的问题是存在一些类推泛化现象 ,例如:

(67)我坐起床来 。

(68)中午跟我的朋友走过饭馆去。

(69)可能我们两个人去吃饭 ,就走过车站去 ,好吧 ?

以上三例的宾语“床” 、“饭馆” 、“车站”都不应该放在宾语之间 ,而应该用介词“从” 、“向”等引

进 ,例(67)的“坐起床来”应改为“从床上坐起来” ,例(68)的“走过饭馆去”应改为“向饭馆走

过去” ,例(69)的“走过车站去”应改为“向车站走过去” 。

该项目习得时容易出现一些类推泛化的现象 ,大概与我们过分强调表示地点的宾语应

该放在复合趋向补语之间有很大的关系 。其实汉语中的地点宾语放在复合趋向补语之间是

有条件的 ,一般情况下表示起点 、终点和路径的才行 ,例如:

(70)走出房间来※从房间里走出来

(71)跑出教室去※从教室里跑出去

(72)搬上楼去※搬到楼上去

(73)飞过长城去※从长城飞过去

例(70)、(71)的“房间” 、“教室”是起点 ,例(72)的“楼”是终点 ,例(73)的“长城”是路径。但表

示方向的却不行 ,例如:

(74)向教室飞过来※＊飞过教室来

(75)向图书馆走过去※＊走过图书馆去

例(74)、(75)的“教室”和“图书馆”都表示动作的方向 ,尽管也是地点名词 ,但都不能放在复

合趋向补语之间 。

但对外汉语教材以及对外汉语语法著作在强调地点宾语应该放在复合趋向补语之间的

时候 ,一般没有指出以上条件 。我们统计了三部初级汉语教材和两部对外汉语语法著作 ,它

们对地点宾语的使用情况说明如下(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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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1

教材名称 说明 例句

《汉语初级教程》
如果补语是动作不能影响它的位置的地点 , 它只
能放在“来” 、“去”前。

1.老师走进教室来了。
2.她们跑上山去了。

《标准汉语教程》 如果有表示处所的宾语 , 宾语一定要放在“来”或
“去”的前边。

1.我看见一个人跑进大
楼来了。

2.他慢慢儿走回家去。

《汉语教程》 如果宾语是表示处所的 , 一定要放在“来”或“去”
之前。

1.这封信我给你投进信
筒里去吧。

2.她们一起走出教室去
了。

《实用现代汉语语法》 如果宾语是表示处所的词语 , 只能位于复合趋向
补语的中间。

1.忽然火车开进山里
来。

2.(阿 Q)一直被抓出衙
门外去了。

《外国人实用汉语语法》
处所宾语一定要放在复合趋向补语中间(“来”或
“去”之前), 不能放在“来”或“去”后边。

1.他走进礼堂来了。
2.他搬出宿舍楼去了。

　　从表中可以看出 ,三部教材 、两部对外汉语语法著作都强调地点宾语要放在“来”或“去”

的前面 ,而且表述也基本上一样 ,但是都没有指出哪类地点宾语可以出现在“来”和“去”的前

面 ,哪类不能出现在它们的前面。由此可见 , “动词+趋1 +宾语+趋2(本义)”中宾语出现类

推泛化与我们的教材和对外汉语语法著作的说明有很大的关系 ,正因为说明不到位 ,因此学

生才常常把“动词+趋1 +宾语+趋2(本义)”的宾语加以类推泛化。

3.7.2 “动词+趋1 +宾语+趋2(本义)”中高级阶段的用例极少 ,只有 2例 ,而且是同一

个结构 ,但都是正确的 ,错误率为 0。例如:

(76)没多久 ,哥哥和大夫冲进房间来。

例(76)的宾语“房间”的位置是正确的。

3.8初级阶段“动词+趋1 +宾语+趋2(引申义)”语料中出现的极少 ,只有 2例(实际上

是一例 ,因为这二例是同一个句子),但都是正确的 ,即错误率为 0 ,例如:

(77)比起新西兰来 ,中国有的是人 。 21

例(77)的宾语“新西兰”位置是正确的。

该阶段“动词+趋1 +宾语+趋2(引申义)”用例很少大概有两个原因。一是这种用法汉

语实际运用中比较少;二是外国学生还没有完全掌握 ,所以就采取回避的策略。

中高级阶段“动词+趋1 +宾语+趋2(引申义)”只有 3例 ,但 2例正确 ,1例错误 ,错误率

超过 33.3%,例如:

(78)爸爸的眼睛好象要跟我说话 ,但嘴里发不出声音来 。 22

(79)说出爸爸两个字去 ,我的姐妹弟们就显出不舒服的样子…… 23

以上二例前一例的宾语“声音”用在“来”的前面是正确的 ,后一例的宾语“爸爸两个字”用在

“去”的前面是错误的 ,应改为“说出爸爸两个字”或“说出爸爸两个字来” 。

3.9无论初级阶段还是中高级阶段 , “动词+复合趋向补语(本义)+宾语”都是习得中

最突出的问题。

3.9.1初级阶段语料中该项目一共出现了 8例 ,但全部是错误的 ,错误率为 100%,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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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80)我走回去我们的房间 。

(81)所以我穿了一件长衣 ,走出去我的朋友的房间 。

(82)他跑回去他的房子。

以上三例的宾语“我们的房间” 、“我的朋友的房间”和“他的房子”位置都放错了 ,都应该放在

“去”的前面。

该项目初级阶段习得中的主要问题是宾语类型错误。前文说过 ,“动词+复合趋向补语

(本义)+宾语”中的宾语有很大的限制 ,必须是数量(名)结构 ,但外国学生常常忽视了这一

点 ,而把非数量(名)结构也放在了补语的后面。出现这种情况 ,既有类推泛化的影响 ,也有

语际迁移的影响 ,与例(80)、(81)、(82)对应的英语句子是:

I w alk back to our room.

So , I put on my garment and w ent out of my friend' s room.

He ran back to his house.

显然英语中的名词宾语都是放在后面的 ,由于受到母语的影响 ,所以使用汉语时常常也把宾

语放在了补语的后面 。

3.9.2中高级阶段“动词+复合趋向补语(本义)+宾语”只出现了 3例 ,但也全部是错

误的 ,错误率为 100%。例如:

(83)他们跑出去他的房间 。

例(83)的宾语“他的房间”应放在“去”的前面 。

3.10 初级阶段语料中“动词+复合趋向补语(引申义)+宾语”一共 6 例 ,其中 1例是错

误的 ,错误率约为 16.7%,例如:

(84)所以我想起来一个人 。

(85)我想出来一个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86)他想起来一个好办法 。

(87)所以我想起来这样的恶作剧。

例(84)、(85)、(86)的“想起来一个人” 、“想出来一个办法”和“想起来一个好办法”都是正确

的 ,例(87)“想起来这样的恶作剧”是错误的。

表面上看 ,初级阶段该项目出现的错误率比较低 ,好像习得得比较好 ,但是实际上并非

如此。因为五例正确的用例中 ,“起来”就占了四例 , “出来”占一例 ,其他复合趋向补语的引

申用法都没有出现 ,而且“起来” 、“出来”使用的都是最常用的引申义项。

中高级阶段“动词+复合趋向补语(引申义)+宾语”语料中只有 1例 ,而且是正确的 ,错

误率为 0。例如:

(88)他们都恐怕别人看出来他们是美国人。

例(88)的宾语“他们是美国人”位置显然是正确的 。

3.11综观上文 ,初级阶段和中高级阶段趋向补语 10 个被考察项目的习得情况大致如

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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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2

趋向补语类型

习得错误率 错误类型

初级
阶段

中高级
阶段

初级
阶段

中高级
阶段

动词+简单趋向补语(本义) 3.8% 0

动词+简单趋向补语(引申义) 0 0

“动词+简单趋向补语(本义)”带宾语 41.6% 39.1% 1.宾语位置错误
2.结构杂糅

宾语位置错误

“动词+简单趋向补语(引申义)”带宾语 11.1% 7.7%

动词+复合趋向补语(本义) 2.1% 8.3%

动词+复合趋向补语(引申义) 28.9% 29.2% 搭配错误 搭配错误

动词+趋1+宾语+趋2(本义) 29.6% 0 类推泛化

动词+趋1+宾语+趋2(引申义) 0 33.3%

动词+复合趋向补语+宾语(本义) 100% 100% 宾语类型错误 宾语类型错误

动词+复合趋向补语+宾语(引申义) 16.7% 0

四　趋向补语习得分析及习得顺序构拟

从表 2可以看出 ,有的项目初级阶段就完全掌握了;而有的项目初级阶段习得得比较

好 ,但并没有完全掌握 ,到了中高级阶段才完全掌握;还有一些项目初级阶段习得得不太好 ,

中高级阶段的习得虽然有所进展 ,但仍然不太好;有个别项目初级阶段完全没有掌握 ,到了

中高级阶段仍然完全没有掌握 。下面我们就来具体分析一下初级阶段和中高级阶段各项目

的习得情况。

4.1 “动词+简单趋向补语(本义)”初级阶段习得错误率是 3.8%,错误率很低 ,可见习

得得非常好 ,但还没有完全掌握 。中高级阶段该项目的习得错误率是 0 ,说明已经完全掌握

了。这些情况说明 ,该项目初级和中高级两个阶段习得得都非常好 ,也说明该项目属于比较

容易习得的项目 。

4.2 “动词+简单趋向补语(引申义)”初级阶段的习得错误率是 0 ,中高级阶段的习得错

误率也是 0 ,那么是否说明这两个阶段该项目已经完全掌握了呢 ?显然不是的。主要是因

为这两个阶段出现的用例太少(两个阶段一共出现了 10例),不能反映出学生习得的全貌。

但考虑到 3.4节中“动词+简单趋向补语(引申义)”带宾语的习得比较好 ,因此可以肯定地

说“动词+简单趋向补语(引申义)”在初级阶段和中高级阶段也习得得比较好。因为“动词

+简单趋向补语(引申义)”带宾语的是“动词+简单趋向补语(引申义)”的扩展形式 ,前者的

使用必须建立在会使用后者的基础上 ,既然前者习得得比较好 ,那么也就意味着后者的习得

也会比较好 ,甚至会更好 。

4.3 “动词+简单趋向补语(本义)”带宾语的 ,初级阶段的习得错误率是41.6%,比例相

当高 。中高级阶段 ,习得错误率仍高达 39.1%,与初级阶段几乎持平。不仅如此 ,这两个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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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的错误类型也有共同之处。这说明初级阶段该项目习得得不太好 ,到了中高级阶段仍没

有多大进展。这种情况一方面表明该项目比较难习得 ,是母语为英语的学生习得时的一大

难点;另一方面也表明 ,该项目习得时容易出现“化石化”现象 ,即学生容易把初级阶段的错

误带到中高级阶段。

4.4 “动词+简单趋向补语(引申义)”带宾语的 ,初级阶段的习得错误率不太高 ,只有

11.1%,不仅如此 ,该阶段表示引申意义的趋向补语的搭配范围比较广 ,趋向补语的使用面

也比较广 ,而且同一个趋向补语多个引申意义也都出现了 ,这些情况说明该阶段的“动词+

简单趋向补语(引申义)”带宾语习得得比较好 。

该项目中高级阶段的错误率为 7.7%,与初级阶段相比 ,错误率有所下降 ,但进展并不

大 ,说明该项目的习得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学生汉语水平的提高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4.5 初级阶段“动词+复合趋向动词(本义)”的习得错误率是 2.1%,错误率很低 ,说明

习得得非常好。但中高级阶段错误率却达到了 8.3%,呈现上升的趋势 。出现这种情况虽

然不排除偶然的因素 ,但也说明到了中高级阶段该项目的习得还有一些问题。

4.6 “动词+复合趋向动词(引申义)”初级阶段的习得错误率是 28.9%,中高级阶段是

29.2%,几乎持平 ,而且错误率也都很高 。另外 ,这两个阶段的错误类型也完全一样 ,都是搭

配上的问题。可见该项目的习得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学生汉语水平的提高并没有实质性的

改善 ,也存在一定程度的“化石化”现象 。这些情况也说明该项目比较难习得。

4.7 “动词+趋1 +宾语+趋2(本义)”初级阶段习得错误率为 29.6%,错误率很高 ,说明

该项目初级阶段很难习得 。中高级阶段 ,该项目的习得错误率是 0 ,这是不是意味着该阶段

“动词+趋1 +宾语+趋2(本义)”的习得就没有问题了呢 ?显然不是这样。这是因为中高级

阶段该项目出现的用例太少(只有 2例),很难反映出学生习得的真实情况 ,鉴于初级阶段该

项目的习得错误率很高 ,因此我们认为中高级阶段该项目的习得仍有一些问题 。

4.8 初级阶段“动词+趋1 +宾语+趋2(引申义)”的习得错误率为 0 ,好像该项目学生完

全掌握了 ,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这是因为该阶段这一项目的用例太少(只有 2例),很难反

映出学生习得的真实情况 。中高级阶段该项目的习得情况就是一个很好的佐证 ,因为中高

级阶段该项目的习得错误率高达 33.3%,尽管中高级阶段该项目的用例也太少(只有 3

例),其错误率也未必反映了学生习得的真实情况 ,但是这足以说明 ,该项目无论在初级阶段

还是在中高级阶段习得时都有一些问题 。

4.9 无论是初级阶段 ,还是高级阶段 , “动词+复合趋向补语(本义)+宾语”的习得问题

都是十分突出的 。该项目两个阶段的习得错误率都是 100%(这种情况不排除某种巧合 ,因

为初级阶段和中高级阶段该项目的用例太少 ,一共只有 11例),而且错误类型也完全一样 ,

这说明该项目的习得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 、学生汉语水平的提高而有实质性进展 ,因此可

以说该项目是母语为英语的学生趋向补语习得中的最大障碍。该项目不仅很难习得 ,而且

容易产生“化石化”现象。过去 ,我们一般都认为“动词+复合趋向补语”带宾语很难习得 ,现

在看来这种看法是不准确的 ,对母语为英语的学生来说 ,“动词+复合趋向补语+宾语”很难

习得 ,而“动词+趋1 +宾语+趋2”却要容易得多 。前者很难习得 ,有着认知上的原因。标记

理论认为 ,无标记项一般先习得 ,也比较容易习得;而有标记项则相反。从标记理论来看 ,

“动词+复合趋向补语+宾语”是一种有标记形式 ,而“动词+趋1 +宾语+趋2”是一种无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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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形式 ,因为前者的宾语有很大的限制 ,而后者的宾语则没有什么限制。正因为如此 ,所以

母语为英语的学生习得前者自然就更困难一些。

4.10 “动词+复合趋向补语(引申义)+宾语”初级阶段的习得错误率是16.7%,错误率

也不低 ,说明该阶段这一项目没有完全掌握。中高级阶段该项目的习得错误率为 0 ,但这并

不意味着学生就完全掌握了该项目 。主要是因为中高级阶段该项目的用例太少(只有 1

例),不足以反映出学生习得的真实情况 ,考虑到 3.6.2中“动词+复合趋向补语(引申义)”

的习得不够好 ,而“动词+复合趋向补语(引申义)+宾语”的运用又是以会运用前者为前提

的 ,因此我们认为中高级阶段该项目习得中仍有一些问题。

学生使用某一语言项目错误率越低 ,说明习得得越好 ,一般情况下也说明该项目容易习

得;反之使用某一语言项目错误率越高 ,说明习得得越差 ,也说明该项目不易习得 。基于这

种认识 ,并综合上文的分析 ,我们可以大致构拟出以英语为母语的学生趋向补语的习得顺

序 ,这种顺序大致如下:

1)动词+简单趋向补语(本义)

2)动词+简单趋向补语(引申义)

3)动词+复合趋向补语(本义)

4)“动词+简单趋向补语(引申义)”带宾语

5)动词+趋1 +宾语+趋2(本义)

6)动词+趋1 +宾语+趋2(引申义)

7)动词+复合趋向补语(引申义)

8)动词+复合趋向补语(引申义)+宾语

9)“动词+简单趋向补语(本义)”带宾语

10)动词+复合趋向补语(本义)+宾语

五　结语

5.1本文详细讨论了母语为英语的学生习得趋向补语的情况 ,并据此构拟出了趋向补

语的习得顺序。这种习得顺序虽然是倾向性的 ,并不是绝对的 ,但毫无疑问它不仅有利于课

堂教学 ,而且对教材编写以及语法等级大纲和语法教学大纲的制定等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

值。

5.2赵德麟(1985)曾对三十二位不同母语的汉语学习者研究后发现 ,有 13个句法结构

或语法词的习得顺序几乎完全相同。 24通过对比我们发现 ,母语为英语的学生习得趋向补语

的顺序与日本学生习得趋向补语的顺序大体上也是一致的 ,这又一次证明不同母语的学生

在习得某一语言项目时 ,习得顺序基本上一致 ,母语的干扰并不十分明显 。

5.3不过 ,我们的习得顺序与钱文的还有一些不同 ,钱文的习得顺序比较细 ,而我们的

比较粗 。钱文中没有区分“动词+趋1 +宾语+趋2”和“动词+复合趋向补语+宾语” ,它们

的习得顺序也没有体现出来。通过考察我们发现 ,这两个项目的习得顺序还是有差别的 ,无

论是初级阶段还是中高级阶段 ,后者的习得错误率都极高 ,因此其难度要超过前者 ,习得过

程也比前者长 ,它们的习得顺序显然不在同一个层次 ,后者的习得要更靠后一些。另外 ,钱

文认为 ,趋向补语表示引申意义时其习得都靠后 ,但我们的习得顺序并非如此。从某种意义

63

杨德峰:英语母语学习者趋向补语的习得顺序———基于汉语中介语语料库的研究



上说 ,表示引申意义的趋向补语 ,特别是单音节的趋向补语 ,其习得难度并不比“动词+趋向

补语”带宾语的项目难。表示引申意义的趋向补语有的之所以比较靠前 ,有其客观的原因。

一般情况下 ,这种补语与动词结合以后常常具有熟语性 ,特别是单音节的趋向补语与单音节

的动词组合所形成的结构 ,这样学生习得时就可以把它们当作一个整体来掌握 ,因此就不容

易出错 。此外 ,钱文还考察了表示引申意义的趋向补语的习得顺序 ,但我们却没有加以考

察 ,主要是因为语料太少 。不过 ,从现有的语料来看 ,这种习得顺序的脉络还是很明显的 ,一

般情况下与趋向补语的引申意义的抽象程度成正比 ,趋向补语的引申意义越抽象 ,习得起来

就越难 ,反之 ,就越容易。

附注
①“趋1”指复合趋向动词的第一个语素 , “趋2”指复合趋向动词的第二个语素。下同。

②钱文的习得顺序是:动词不带宾语的简单趋向补语※动词不带宾语的复合趋向补语※动词带一般

宾语的简单趋向补语※“起来”表示开始(不带宾语)※动词带处所宾语的趋向补语(理解)※动词带一般宾

语的复合趋向补语※“出来”表示暴露※动词带处所宾语的趋向补语(表达)※“下去”表示继续※“起来”表

示评价※“过来”表示恢复※“过去”表示失去※“下来”表示开始※“起来”引申带宾语※“起来”表示集中。

③本文所说的“正确”是指趋向补语使用正确 ,并不是指整个句子正确。如果一个句子趋向补语使用

正确 ,但该句中还有其他的语法错误 , 那么该句仍是“正确”的。下同。

④该句中的“的”应改为“地” 。

⑤该句中的“过去了”中的“了”应删去。

⑥该句中的“已经”应放在“两年”的前面。

⑦该句中的“远”应改为“远处” 。

⑧该句的“对”应改为“给” 。

⑨实际上“起了床来”应改成“从床上起来了” ,但考虑到后面还有中心语“时候” ,所以“了”要删去。

⑩该句中的“不”应改为“没” 。

 11该句中的“难以”应改为“难” 。

 12该句中的“在”应改为“到” ,“你”似应为“他们” 。

 13该句中的“兔”应改为“兔子” ,“小吃”应改成“吃” 。

 14该句中的“的”应改为“个” 。

 15该句中的“带”应为“戴” 。

 16该句中的“受到”应改为“记住” ,“一个”应改为“这个” 。

 17该句中的“象”应改为“像” 。

 18该句中的“他”应改为“他们” 。

 19该句应改为“我把泰国和马来西亚进行比较 ,用来解释这个现象” 。

 20该句中的“一个左右分钟以后”应改为“大约一分钟以后” 。

 21该句的后一个分句应改成“中国的人口是大巫见小巫” 。

 22该句中的“好象”应改为“好像” 。

 23该句中的“姐妹弟们”应改为“姐姐 、妹妹和弟弟” 。

 24转引自王培光(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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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第二届现代汉语语法国际研讨会暨第八届现代汉语语法研讨会于2003 年4 月 11 日至 14 日在

广州暨南大学召开。此次会议由暨南大学中文系与香港大学语言学系联合主办。香港理工大学中文与双

语学系 、香港城市大学中文 、翻译及语言学系 、香港城市大学中国语言研究中心以及北京大学汉语语言学

研究中心合办。出席此次会议的有詹伯慧 、陆俭明 、邵敬敏 、萧国政 、陆丙甫 、尹世超 、沈阳 、戴耀晶 、周国

光 、周小兵 、李葆嘉 、张谊生 、陈昌来 、彭小川 、杨启光 、吴长安 、石定栩 、潘海华 、胡建华等 60 余位海内外学

者。此次会议还资助了 20 名年轻学者参加会议 , 这在国内语言学界尚属首次。

开幕式由暨南大学邵敬敏教授和北京大学沈阳教授主持。会上宣读了香港大学语言学系陆镜光教授

的贺信。暨南大学副校长贾益民教授 、文学院院长陈伟明教授 、中文系主任费勇教授以及广东省语言学会

副会长 、中山大学唐钰明教授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欢迎辞。出席开幕式的嘉宾还有曾宪通 、施其生 、傅雨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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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论题进行了专题讨论。闭幕式由复旦大学戴耀晶教授主持。 萧国政教授作了简短而热情的讲话 , 邵敬

敏教授作了会务报告。会议还举行了颁奖仪式 , 向 20 名获奖的年轻硕士或博士颁发奖状 , 其中北京大学

的詹卫东博士和浙江大学的税昌锡博士荣获一等奖 , 并获得相应的奖金。 (周娟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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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retic grammar and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SHI Dingxu , p5…………………………

It is argued in this paper that the morpheme shì in an emphatic sentence is not a copula

and the morpheme de in the same sentence is no t a marker for nominalization.Verbs and verb

phrases in Chinese can be nominalized , but there is no overt marker fo r it.These complicated

issues of ten show up in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and Chinese teachers should have some

know ledge of theoretic g rammar.

Key words:emphatic marker shì 　emphatic marker de 　nominalizat ion 　 theoretic

g rammar and language teaching

The effect of the quantity properties of adjectives on their syntactic behaviors

　 SHI Yuzhi [ Singapore] ,p13…………………………………………………………………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addresses the relationship betw een the quantity propert ies of ad-

jectives and their syntactic behaviors.Quantity is one of the dispensable factors of human cate-

go rization , which to great ex tent determines the syntactic behavior of the related lexical item.
As a result , natural language contains many sophisticated mathematical thoughts.Acco rding to

their quant ity properties , adjectives have been classified into four types:1)deg ree wo rds;2)
limit ;3)percent;and 4)posit ive-negative , which differ f rom one another syntactically.In ad-

di tion , by using English examples , we have shown that the same semantic categorization might

possess different quantity properties due to dif ferent angles of cognit ion and thus could vary

syntactically.
Key words:categorization　quantity property 　cognit ion 　 adject ive 　 syntax

Sequence of acquiring the directional complement by English-speaking learners of

　Chinese YANG Defeng ,p52…………………………………………………………………

Based on the interlanguage data of the directional complement from the Chinese Learners'
Interlanguage Database , this paper compares the acquisi tion of English-speaking learners at the

elementary stage w ith that at the intermediate high stage , and analyses the factors that af fect

the mastery of the di rectional complement , and finds out the sequence of acquiring the direction-

al complement by these learn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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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 words :acquisition sequence 　interlanguge　 fossilization　overgeneralization　 in-

terlingual t ransfer

The intermediate Chinese learner' s awareness of lexical structur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reading competence FENG Liping ,p66…………………………………

Compound words constitute a considerable part of Chinese vocabulary.It is found that the

lexical st ructure has inf luence on the lex ical cognitive processing and that one' s native language

plays a role in his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Now we have two questions:1)Are these tw o as-

pects more t rue to learners w hose native languages are typically inflectional? 2)Do these learn-
ers have lexical st ructure aw areness when they study Chinese ? In an at tempt to f ind the an-

sw ers , we designed two experiments to examine the role of lexical structure awareness of Chi-
nese natives who study Chinese as their mother tongue and that of learners of Chinese as a sec-

ond language.The result of these experiments show that in bo th cases , lexical structure aware-
ness does play a role , and there exists only quanti tative , but no t quali tative dif ference betw een

them.To enhance the lexical st ructure awareness , we suggest that morpheme teaching should

be involved as an impo rtant part of teaching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Key words:intermediate Chinese learners　 compound wo rds 　 lexical st ructure aware-

ness

How is the acquisition of Chinese characters by learners from the non-Chinese
　character cultural sphere affected by stroke numbers , component numbers and

　topological structural patterns YOU Haojie ,p72……………………………………………
Based on Chinese Learners' Interlanguage Database , this paper analy ses some of the fac-

tors that af fect the Chinese characters learning by learners f rom the non-Chinese character cul-
tural sphere.The results have been further verif ied by experiments.An analysis of the statistic

data leads to the follow ing conclusion:1)they process high f requency Chinese characters in two

steps:st rokes—characters , while they do the low frequency ones in three:strokes—compo-

nents—characters.And the processing is serialized , but not parallel in nature;and 2)the lef t-

right st ructure is the most dif ficult in the four structures of Chinese characters.The first con-
clusion inspires us to suggest that character learning should be carried out in two stages.

Key words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Chinese character learning 　 teaching strokes

　 teaching components

Paralleling spoken and written Chinese in separate courses and balancing

　intensive and extensive reading LU Jianji ,p82………………………………………………
During the last 20 odd years , the basic mode of curriculum fo r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 r-

eign language at the elementary level consists of a general t raining course w ith listening compre-
hension , character reading/w riting and reading comprehension as its companions.This paper

examines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this mode , in the light of the past teaching prac-
tic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language teaching theories.It points out that the general t raining

course is not clearly defined and overstuffed , and that , in a w ay , is a holdback for the devel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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