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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在国外研究文献中有 50 多种名称来指代语言中的语块现象 （如 multiword chunks， formulaic language 等

等），目前 formulaic languages作为一个通称（cover term）被广为接受（Conklin & Schmitt 2012）。在国内的众多研

究文献中，语块现象也有多种名称，使用最广的是“语块”或“词块”。后者容易使人把语块现象限定于连续的

词汇组合这一范畴内，但研究者认为语块包括连续和非连续词语组合（Wray, 2002），而且也有研究者认为语篇层

次也有语块（钱旭菁，2008）。此外，有些情况下用词块似乎也不符合汉语语感。从词语的涵盖范围和使用接受

度上考虑，我们认为“语块”一词更合适。本文使用语块一词来对应指代 formulaic language一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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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些年，语块已成为一个跨学科多领域的前沿研究热点。本文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

回顾梳理最近十五年的对外汉语教学语块研究。分析发现汉语语块分类的理论探讨较多，但分类

视角窄且分类标准存在较多问题。实证研究数量增加较快，方法也更多样化。其中，语块的心理

语言学研究进展明显，但不同类型语块及其习得机制的教学与习得研究成果有限。结合国内外语

块研究发展趋势，本文分析目前相关研究所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探讨后续汉语语块教学研究可拓

展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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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语块②是在自然话语中普遍存在的一种形式

固定的多词汇单元。国外对语块现象的关注和

研究始自 20世纪初，目前已成为一个跨学科的

前沿热门研究领域，取得了丰富的成果。大

量研究表明，语块具有心理现实性，能整体

储存和提取，因而能减少语言获得、生成

和理解过程中的记忆负担，增加说话者语言

的产出速度和流利性，使表达地道、自然，

对语言交际和习得起着重要作用 （Pawley &
Syder，1983；Ellis，2012；Wray，2002；Conklin &
Schmitt，2012）。语块研究对语言学理论、语言

习得以及二语教学理论和实践都已产生了深远

影响，推动了人们对语言本质、语言习得和加

工的深入认识，语块被认为是语言的必要构建

成 分 而 非 边 缘 成 分 （Arnon & Christiansen，

2017）。
国内的语块研究出现较晚，始自 20 世纪

末国内英语二语教学界对语块理论的引介（杨

玉晨，1999）。之后对外汉语教学界也开始对

语块给予关注和重视，最近十几年内汉语语块

研究越来越多，尤其是实证研究增加较快。

总体上研究面越来越广，方法也更多样化，

有 些 方 面 取 得 了 较 显 著 的 成 果 （周 健 ，

2007；亓文香，2008；钱旭菁，2008；苏丹洁，

2010；薛小芳、施春宏，2013；孔令跃、史静儿，

2013；郑航、李慧、王一一，2016）。另一方

面，因起步较晚，汉语语块很多问题的探讨刚

刚起步，亟待更多关注和深化。基于此原因，

我们认为有必要对这一时期内的汉语语块研究

进行阶段性回顾和总结，以了解研究现状、把

握发展脉络、认识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推动汉

语语块研究。本文基于国内外学术期刊和集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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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发表的 80 多篇对外汉语教学语块研究学术

论文①，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回顾当前的汉

语语块研究。在各部分我们先概述国内外相关

领域的总体研究进展和趋势，在此视野下梳理

汉语语块研究并进行评析。

2. 汉语语块理论研究

从语块研究的发展趋势来看，语块理论研

究在致力于探讨语块性质、界定、分类、习得

和表征加工机制等基本问题的同时，一直努力

推动各领域语块研究的整合，尝试构建系统的

语块理论。例如，Wray（2002）在全面分析语

块的性质、表征加工和交际中的作用的基础上

提出了语块的复形分布词汇模型 （Heteromor⁃
phic Distributed Lexicon model）。该模型中的语

块被看作等词素单元，和其它整体表征的词素

和惯用词按功能而非形式储存在 5个各具独特

功能的子词库中，对语言产出和交际活动产生

不同的影响。在复形分布词库中，句子是以词

条形式存在，不存在传统上的词和语法两分现

象。这意味着语块是语言中的核心成分并按功

能表征。这对我们认识词汇本质、构建心理词

典理论、探讨语块的认知过程和交际作用都具

有重要启发意义。此外，近期也有研究者尝试

探讨把语块纳入到构式理论框架中，试图用统

一的语法理论来解释包括语块在内的不同层面

的语言结构 （Buerki，2016）。而目前对外汉

语语块理论研究除了引介国外语块理论之外，

仍停留在语块分类研究这一层面上，理论整合

还是空白。

2.1 汉语语块分类及其依据

语块有多种分类方法，但基本上都是依据

语块的形式、功能、意义和出处来源 （prove⁃
nance） 这四种特征的一种或多种来进行划分

（Wray，2002），其中形式是最主要的分类依

据，其次是功能，意义和来源常结合其它两个

特征使用。如 Pawlew & Synder （1983） 依据

语块在篇章中的衔接功能分，Nattinger & De
Carrico （1992） 按照形式 -功能划分词汇短

语，Lewis （1993） 则按照词汇内部的语义关

系和句法功能划分等等。需要指出是，每一种

语块分类都不具有完全的适用性，但语块分类

研究能使我们深入探讨语块子类划分的标准，

有助于语块学习和教学。

对于汉语语块，研究者大都是基于形式进

行分类，形式的标准主要包括语块的结构、连

续性和句法层次（词、句、语篇）等。例如，

贾光茂、杜英（2008）根据结构是否可变将汉

语语块分为凝固结构和半凝固结构。吴勇毅等

（2010） 同样根据结构分为固定短语语块、框

架语块、离合语块、动补语块、习语块和即时

语块。钱旭菁（2008）根据语块所属语法层面

把汉语语块分为词级语块 （搭配、惯用语、

成语、歇后语）、句级语块 （谚语、格言、

名言、警旬、会话套语）、语篇语块 （儿歌、

歌词、宗教经文）。

此外，有少数研究进一步以形式和意义间

的关系作为汉语语块的分类依据。如李慧

（2013） 根据汉语语块的结构和构成成分之间

的关联类型把汉语语块分为短语、固定语句和

框架三大类，然后再根据关联类型下分出 11
个次类。薛小芳、施春宏（2013）认为汉语语

块内部形义关系的整合程度具有原型性特征，

据此把语块分为不同层级上的核心和边缘语

块。熟语（如成语）被看作原型核心语块，而

复合关联词及各种插入语（如“除此之外”）

被当作非典型或边缘语块。

最近王凤兰等（2017）基于 50万字的语料

库中出现的多词单元频率（3次以上）和相互

搭配强度（互信息值达到 3）选择语块（长度

为 2-6 个词），分类按语义 （含惯用语、成

语、俗语以及歇后语）、语法（含搭配类和模

① 对外汉语教学领域的语块研究数量众多（其中很大一部分是研究生论文，其中只有 4篇博士论文），发表

在不同级别类别的刊物上，并不能都反映对外汉语教学领域的语块研究最新进展。本文只基于重要学术刊物（期

刊和辑刊，不含硕博论文）上的代表性对外汉语语块研究文章进行综述。重要的学术刊物主要是对外汉语教学领

域内的核心和专业期刊，如《世界汉语教学》、《语言教学与研究》、《语言文字与应用》、《华文教学与研究》、《汉

语学习》、《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对外汉语教学版）》、《国际汉语教育》、《海外华文教育》、《汉语教学学刊》等

等。我们认为这些专业学术刊物上发表的汉语语块文章（总数 80多篇）在各个方面更具代表性，总体上能够较

好反映出对外汉语教学各领域内语块研究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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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结构语块）、语用（含话语标记语和社交客

套语）等多角度进行。

2.2 汉语语块分类中的问题

从上可见汉语语块分类探讨比较多，但视

角仍有明显局限性，大多仅涉及到形式和意义

标准，多角度并结合语料统计的分类研究还太

少。而且，汉语语块分类中还存在以下几个较

明显的分类标准问题。

第一，分类标准不一致，不能清楚区分

分 类 中 的 各 子 类 语 块 。 如 贾 光 茂 、 杜 英

（2008） 的很多半凝固结构语块是成语，它们

也属于凝固结构的中的熟语类语块。杨金华

（2009） 基于“熟语是语言单位，但语块是运

用的产物”这一区分认为各类熟语和复句关

联词语都不是语块。但在其语块中仍然包括

一些熟语 （如“是非曲直”）。另外，王凤

兰等 （2017） 的语用类语块也属于语义类中

的口语习用语语块。甚至一些搭配类口语习

用语语块，如“热烈欢迎”既可以归入到语

用类语块中也可以归入到语义类语块中。

第二，分类标准的合理性缺乏充分论

证，因此，特定的语块分类是否可行值得商

榷。这一点对于基于形式-功能关系的汉语语

块划分更为明显。李慧 （2013） 以构成成分

间的关联类型划分语块，关联体现的是语块

的整体性，关联类型不同则整体性不同。但

是，在文献中语块整体性通常有特定所指意

义，即各类语块在心理词典中的整体表征，

它不存在程度上的不同。因此，语块关联类

型的整体性是否能作为一个标准需要更清晰

的界定，至少应阐明其与语块表征的整体性

之间有何异同，使标准的立论更清晰，避免

理解上的混淆。

另外，薛小芳、施春宏（2013）的分类只

是使用形义整合度这一个外显特征而不是以语

块具有全部特征的多少来划分原型/典型和非

典型/边缘语块，但很明显每一子类语块的不

同个例不一定具有相同的形义整合度和原型性

特征，这会给分类带来很多问题。如典型的成

语语块中，既有形义凝固的成语（如“他山攻

错，背城借一”），也有形义灵活语义透明的

成语（如“积少成多，合情合理”）。其它熟

语类语块也存在着类似情况（如“上气不接下

气/大锅饭”），而且很多熟语使用灵活，形式

可变（如“吹牛皮”变换成“吹～牛皮”、“～

牛皮～吹～”、“吹～牛皮吹～”等），但也有

不能变或变化有限的熟语（如“打下手”不能

变换成“～下手～打～”），这同一类的熟语

语块形义整合度和原型性特征是否一样目前并

未有说明。那么，目前分类中不同层级的语块

似乎需要调整层级。如在目前分类中处于不同

层级上、形义整合度都不高的语义透明成语

（如“积少成多”）、框架式语块（如“在……

上”）、插入语（如“换句话说”）、词汇搭配

（如“挑起矛盾/纠纷/战争”）因其原型性特征

相似应该调整到同一层级上。总的来说，形义

整合度该如何界定、是否具有原型性特征、层

级划分是否合理、该如何调整这些问题都需要

进一步探讨。

第三，语块分类中包含的子类语块是否

合理缺乏充分论证，这导致不同的语块分类

之间存在较大差异，带来了更大争议。钱旭

菁 （2008） 的层级分类中包括语篇语块，而

且词级语块包括各种词语搭配 （自由、有限

和 凝 固 搭 配）。 周 健 （2007） 与 王 凤 兰 等

（2017） 的分类中也包括词语搭配，但绝大多

数汉语语块分类中都不包括自由搭配和语篇

语块。研究者对语篇语块 （儿歌、歌词和宗

教经文） 是不是语块，什么样的词语搭配可

称之为语块有很大的争议。对于语篇语块，

薛小芳、施春宏 （2013） 认为若纳入会导致

扩大语块范围的同时，也许会模糊了语块的

本质属性（结构预制性和整体存取性），而且

对语块研究和教学的作用似乎也有限。

对于词语搭配，我们认为应进一步探讨其

纳入语块范畴的标准。语块已被证明具有整体

加工优势，而组合搭配是否具有这种优势还未

有充分证明。王凤兰等（2017）向前推进了一

步，尝试提出一个频率和搭配强度标准，但这

一标准是否合理，还需要通过实验研究予以验

证。以实验确定的搭配类语块频率为准筛选语

块。比如，从“功能—强大、多样、衰竭、有

限、单一……”等众多搭配中筛选出某一频次

之上能显示整体加工优势的进行优先教学。词

语搭配的数量众多，若没有一定的标准限定，

会导致教学中搭配语块选择和教学上的困难。

综合来看，研究者基于形式、形式-意义

的关系或多维角度尝试对汉语语块进行不同分

孔令跃：对外汉语教学语块研究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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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这有助于深入认识不同类语块的特征并方

便描述，也便于语块分类教学。但由于分类的

标准中存在着不少问题，导致汉语语块分类的

内部效度不够，或者过于扩充语块的范畴，引

发了更大争议。后续研究应加强语块分类标准

合理性的立论研究。

3. 汉语语块实证研究

实证研究是一个世纪以来语块研究越来

越深入且能取得突破进展的根本原因。自上

世纪 70 年代开始复兴的二语语块习得研究，

到 90 年代形成热潮的语料库语块研究、语块

一语习得和二语教学研究，再至本世纪初快

速发展的语块心理语言学研究，均是在实证

研究的推动下取得了显著成果，改变了人们

对语块性质和作用的认识，促进了语块理论

的深化和理论模型的构建，也使语块成为当

代语言学的一个重要前沿研究领域。因应趋

势，当前汉语语块实证研究也越来越多。研

究者使用多种方法对语块的认知、习得和教

学展开实证研究。

3.1 汉语语块的加工和表征

语块认知加工是语块研究的一个核心问

题，其研究发现能为语块的性质、习得、教学

以及语言学理论构建提供可靠的实证证据。总

体来看，国外最近十年的语块认知加工研究进

展迅速，呈现出几个明显趋势。第一，研究方

法已从早期单一传统的行为实验范式扩展到眼

动和事件相关电位技术（ERP）实验，开始使

用ERP技术探讨语块加工的认知神经机制。第

二，研究范围从习语类语块扩展到非习语类语

块的心理表征与加工优势研究，对各类语块的

形音义信息加工异同进行深入对比分析。第

三，研究对象从母语成人扩展到母语儿童和非

母语学习者，研究母语成人和儿童、母语者和

学习者语块表征和加工的异同。最后，对语块

加工影响因素的考察更深入全面，对频率、熟

悉性、交互信息、语言水平、学习者类型等因

素的作用有了更深入的认识。

与之相比，汉语教学领域内的语块认知研

究不多，刚刚起步但能紧跟国际主流研究趋

势。这些研究主要考察了语块的加工过程和心

理表征现实性。孔令跃（2012）使用个案追踪

分析方法分析了高级水平日本留学生语块阅读

理解过程，发现留学生更倾向于借助语境来理

解不认识的语块。孔令跃、史静儿（2013）使

用限制性语境下的自由作答任务，发现二语

者和母语者对汉语语块的识别运用呈现出显

著差异，表明他们的语块掌握数量和质量都

与汉语母语者有较大差异。此外，最近有不

少研究开始使用心理语言学加工实验研究范

式考察汉语语块的整体表征和加工 （Kong et
al.，2016；郑航等，2016；高珊，2017；Yi et
al，2017）。Kong et al. （2016） 发现成分词频

率匹配的汉语复合关联词具有整体频率效应，

表明汉语中形式不连续的框架式组合也具有心

理现实性。其它几个研究更借助于眼动仪技术

考察了自然语言运用中二语者和母语者的汉语

语块加工 （郑航等，2016）、不同汉语水平的

二语学习者句子阅读中的汉语语块加工 （高

珊，2017），以及汉语母语和和二语者的汉语

副词语块加工（Yi et al.，2017）。这些研究都

发现了母语和高级二语学习者加工各类汉语语

块的整体加工优势，证明了语块的整体表征，

为基于使用的语言加工和习得理论提供了更多

跨语言证据，也为语块教学法提供了更坚实的

实验证据。

汉语语块认知研究虽然起步较晚，但在研

究方法和技术手段的使用上已走在前列，并取

得了明显的研究成果，证明了汉语语块的心理

现实性和加工优势。随着汉语语块研究的增多

和理论构建的需要，语块认知研究将会随之增

多，这方面有巨大的发展空间。

3.2 汉语语块的习得

对学习者二语语块的习得情况进行系统考

察，分析语块对二语习得的促进作用是目前语

块研究领域的热点问题，近年来这方面的实证

研究增量最多 （Wray，2012）。研究发现高级

阶段成人二语学习者一般已掌握不少语块，但

语块多样性及数量上的掌握仍与母语者存在着

明显差距，并且过度使用一小部分高频语块

（Nesselhauf，2003；Siyanova & Schmitt，2008）。

对外汉语教学领域的研究或使用问卷调

查、特定加工任务或语料库等方法统计分析学

习者的语块习得全貌，或者在某一类语块上

的习得情况，分析前者汉语语块的使用特征

和偏误类型，对比学习者与母语者语块习得

的异同，探讨可能的原因，对教学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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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洁，2006；孔令跃等，2013；黄理秋、施

春宏，2010；李慧等，2015）。例如，李慧等

（2015）基于语料库检索发现学习者在各类“V
单 + X”语块 （高频搭配、成语、惯用语等）

上的使用次数较少，且与母语者的使用次序基

本一致，其中只有高频搭配类语块上使用次数

较高。研究也发现学习者汉语口语习用语语块

的习得上存在类似情况 （丁洁，2006；孔令

跃，2013、2016）。

此外，基于语料库的语块偏误研究发现

学习者在“V单 + X”语块使用的偏误类型包

括动词遗漏、动词误代、X误代等 （李慧等，

2015），对汉语介词性框架结构的“框”和

“式”整体了解把握不到位导致句法和语意上

的偏误 （黄理秋、施春宏，2010）。对高级水

平汉语学习者的个案追踪研究也发现，高级

学习者在汉语阅读中更倾向于首先从整体上

理解语块，在不能整体理解时才结合语境分

析语块中的字或词来尝试猜测语块的意义，

但依据字面意义理解的方法错误率高 （孔令

跃，2012）。

汉语学习者语言输入（语块理解）和语言

输出（语块习得使用与偏误）方面的研究发现

都表明，学习者的汉语语块习得还存在较多问

题，汉语语块教学应以“整体操练”为主，而

且应加强成语、惯用语之外的各类语块的教

学。目前研究的最大不足在于这方面的研究数

量，以及考察的语块范围和类型都太少，研究

成果对实际教学的影响比较有限。

3.3 汉语语块教学

多学科跨领域的语块研究深刻影响了二语

教学，使语言教学更重视真实语料及语料中各

类语块的作用。为了更有效地进行语块教学，

研究者尝试制订语块大纲，实施语块词汇教学

法，开展语块教学实验和干预研究来探讨各类

语块的教学干预效果和背后的机制。目前，“教

哪些语块、怎么教、教多少”这些问题已有了

较多研究成果，能为语块教学提供一定的参

考。对外汉语教学领域最近也出现了较多研

究，从不同角度探索汉语语块教学的有效途径。

3.3.1 汉语词汇大纲收“语”研究

国外一些学者曾尝试编写以语块为中心的

词汇大纲，以使语块教学进入教学大纲中，解

决教什么语块的问题。不同词汇大纲中的核心

语块不同。Willis （1990） 的主要是高频词的

常见搭配，如包含高频词 way 的“by the way、
the best way of” 等 常 见 短 语 。 Nattinger &
DeCarrio（1992）则把词汇短语（lexical phrase）
当作大纲中的理想单位。Lewis （1993） 的则

包括搭配、固定表达、句子框架之类的语块。

这些学者认为，学习这些类型的语块能促进学

习者掌握程式语知识并培养从中分析抽取语法

知识和规则的能力，所以它们是语块教学的重

点。但是这些大纲如何应用于实际教学却还缺

乏可操作性，因而没能对语言教学实践产生实

质性的影响，即使它们使语块教学理念深入

人心。

目前汉语中并无类似的语块词汇大纲，

也未有相关的编写尝试。虽然各类汉语大纲

都收录了一定量的语块 （固定格式、惯用

语、成语、固定词组等），但研究发现收录

中存在着收“语”数量不足、类型不均衡、收

录标准不明等问题，因而对各类语块实际教学

的指导作用有限 （李红印，2005；刘艳平 ，

2013； 周 小 兵、程燕，2013；孙菁，2014；
张博，2015；孔令跃，张永伟，2015）。李红印

（2005） 建议把各大纲中的语块单独列出，收

录于“语汇大纲”中。但这一设想在词汇和语

块的区分、语块的界定、频率、语义等基础问

题得到充分研究之前很难实现。

3.3.2 汉语教材语块分析

语块研究对教学的一个影响就是使教材编

写更注重真实自然语料的使用，因此教材中会

出现更多的语块，在教学实践中也更重视各类

语块的教与学（Meunier，2012）。这些都会影

响教材中的语块内容设置。目前，只有少数研

究开始对汉语教材中的语块进行分析 （吴小

怡，2010；李慧，2013b；孙园园，2016），发

现口语教材中的语块内容散见于语言点、注释

和练习等部分内，个别教材在前言中略有提及

（吴小怡，2010），或者教材中语块呈现范围有

限、不明晰、不完整，导致学习者汉语语块出

现偏误 （李慧，2013b）。在初级综合课教材

中，词级固定搭配类语块以及语篇固定表达模

式类语块数量最多，句级中只有关联词类语

块，但呈现中存在着语块处理标准不统一，呈

现方式不够合理，复现不及时等问题 （孙园

园，2016）。

孔令跃：对外汉语教学语块研究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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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这些研究显示当前较有代表性的一

部分初、中级口语和汉语教材中的语块呈现

和处理标准存在着问题，这有可能导致学习

者的语块偏误，不利于语块习得。由于这方

面的研究数量少且集中于初、中级教材分

析，这些研究结果的普遍性还有待进一步验

证。但是，至少从实际教学需求来看，今后

有必要扩大教材的分析范围，对各级各类代

表性汉语教材的语块收录进行更系统、详细

的统计分析和描述，并开展教学实验考察有

效的教材语块收录标准，以为教材收“语”

和语块教学提供建议。

3.3.3 语块教学方法研究

语言习得研究表明显性的语块教学必不可

少（Meunier，2012）。首先，二语习得研究表

明“教学”至少能改变二语习得，那么，教学

中教授语块至少是有用的。其次，成功的语言

习得都离不开大量有效的语言输入。大量输入

目标语是语块习得的重要前提，而课堂教学是

一个有效的语块输入途径。此外，目前也已有

大量的语块教学干预实验证明语块教学是有效

的，能够促进学习者语块的掌握（Jones & Hay⁃
wood，2004；Boers，2011）。在具体的教学实

践中，研究者不仅探索具体有效的语块教学方

法，也基于语块理论提出系统的语块教学法并

予以实施。如 Lewis （1993） 提出的词汇法

（The Lexical Approach）已给二语教学带来了新

的理念、方法和冲击，极大地推动了语块教学

研究。但这一教学法目前还面临一些亟待解决

的问题，这影响了它的发展（徐泉，2010）。

在对外汉语教学领域，众多研究者探讨了

语块在汉语学习中的价值并提倡开展语块教学

法，以促进语块教学和学习效果 （周健，

2007； 亓 文 香 ， 2008； 朱 金 平 、 贾 益 民 ，

2009；靳洪刚，2016）。目前已经出现了一些

语块教学方法探索研究。例如，杨金华，

李 恒敏 （2011）、孔令跃 （2013） 和马晓娜

（2014） 等人均以语块理论为指导，探讨汉语

口语或写作课中的语块教学方法。这些方法在

教学实施程序上具有共性，即都包括“语块准

备（准备语块教学内容）、语块注意（强化语

块意识）、语块操练 （语块讲解、练习和运

用）”等教学环节，发现语块教学能够提高语

块的习得。另外，苏丹洁等人提出“构式-语

块”教学法， 按照下述方式进行教学：“首先

展示句式实例并引导学生理解句子构式义，然

后告知学生句子内部的语块组成并做形象展

示，最后让学生记忆语块顺序并做理据解释”

（陆俭明，2011；苏丹洁，2010，2011）。基于

存现句和兼语句的教学实验表明这一方法非

常有效。但是，由于这一方法中的 “语块”

概 念 实 际 上 是 认 知 心 理 层 面 的 “ 组 块

（chunk）”而非一般理解的具有习语性的语块

（formulaic language），有研究者分析认为这一

方法本质上还是“句式－组块”教学法（薛小

芳、施春宏，2013）。

此外，周健等人基于汉语语块在教学实践

中的作用以及对当前汉语教学思路的反思提出

了“语感培养教学模式”，其中一个原则就是

强化语块教学，借此改变目前以语法规则为语

言教学重点的做法 （周健，2007；周健、陈

群，2011）。根据该教学模式也编写了“快捷

汉语”系列教材，以词汇教学为重点，注重固

定搭配与组合语块的教学。在实际操作中以培

养学生的汉语语块意识，强化汉语语块的识

记、运用和记忆为主，要求学生从移动语块改

变语序入手来识别语块，再要求他们练习用语

块造句，以及记忆和背诵交际价值高的语块。

教学实践和教学实验研究证明这种教学比较

成功。

上述研究都发现语块教学法能显著提高

汉语二语学习者语块的运用能力，促进汉语

教学效果。但是正如 Wray 所指出的，仅仅把

汉语教学方法探索停留在对语块习得效果的

简单描述上意义并不大，这方面的研究还需

要探索更精准的目标 （周荣，2015）。后续研

究应重视这一问题并通过更严格的实验设计

来考察特定类别汉语语块的教学干预效果和

背后的机制。

4. 结论

目前，对外汉语教学语块研究已在多个领

域展开。从前述综述可以看出，理论研究方

面，汉语语块分类的探讨较多但分类视角窄且

分类标准中存在较多问题。后续研究需要拓宽

视野，在深化语块分类研究基础之上，进一步

对语块的性质、界定和习得机制等方面展开多

领域跨学科的探索和理论整合工作。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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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对外汉语语块认知、习得和教学方面的

实证研究增加较快，方法也更多样化。其中，

汉语语块的心理语言学研究进展明显，能紧跟

国际前沿研究，但教学实验和习得研究进展缓

慢，大多数研究仍是刚刚起步，成果比较有

限，还不能解决汉语语块习得和教学实践中面

临的很多问题。今后的习得和教学研究需要考

察不同类语块的有效习得机制，探讨更具操作

性的以语块为中心的词汇大纲研制。我们希

望，今后的研究能充分把握当前国际语块研究

的前沿方向和趋势，借助于多种方法和技术手

段，使汉语语块研究取得更多成果和更大

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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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rativity and Its Realization Form in Modern Chinese
Hu Chengjiao

（College of Arts，Anhui Normal University，Wuhu，Anhui 241000，China）

Key words： mirativity；modern Chinese；realization form；nonmorphological method
Abstract：Mirativity is different from the evidentiality，the modality，the counter- expectation and the mood categories. It
should be seen as an independent grammatical category. Mirativity subsumes five semantic types：（i） sudden discovery，
revelation or realization；（ii）surprise；（iii）unprepared mind；（iv）counter-expectation；（v）new information. In different
languages，mirativity presents different distinguishing features in its realization. In modern Chinese，its assumes four typical
nonmorphological forms of realization：giving a specific mood，selecting a commentary adverb，using a discourse marker and
adopting a specific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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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view of the Research on Chinese Formulaic Language
Kong Lingyue

（School of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of Peking University，Beijing 100871，China）

Key words：Chinese formulaic language；theoretical research；empirical research
Abstract：Formulaic language has been a hot issue across disciplines and research areas recently. This paper reviews the
research conducted on Chinese formulaic language in the past 15 years，bother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1） while there is much theoretical discussion on the classification of Chinese formulaic language，the perspectives of
classification are limited in scope and the criteria invoked are fraught problems；2）there is an increasing number of empirical
studies with an increasing diversity of research methodology；3）while progress is obvious in the psycholinguistics studies，
advancement has been slow in studies of the teaching and acquisition of various Chinese formulaic sequences. This paper
further reviews the problems encountered in this research field and points out some areas of exploration for the future study of
Chinese formulaic langu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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