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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海边的卡夫卡》中的

命运和孤独

高瑞芳 汉语国际教育系

2014年优秀毕业论文

指导老师：梁克隆

（原11373字，节选）





       在跌宕起伏、蜿蜒曲折的田村命运主旋律之旁，还有一曲紧密交织的副歌，小学女

教师冈持节子和中田聪的经历也表明了命运的偶然性和必然性。女教师冈持节子的父母

被战争夺走，丈夫也死在菲律宾，她从此孤寡一人，孑然一生。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

日本四国山梨县发生了离奇的“昏睡事件”——小学教师冈持节子带着16名学生到近郊山野

采蘑菇，突然所有孩子莫名昏睡倒地且毫无意识。两个小时后他们都逐渐恢复正常，除了

中田聪，他两个星期后才清醒，但也从此失去记忆并停留在了记忆能力空白的状态。“好

长时间我们就像冻僵在那里，谁也不动，谁也不开口。孩子们的脸没有表情，俨然青铜铸

成的成的脸谱。从这个时候孩子们开始了集体昏睡，而就在旁边的那个世界上，一场凶残的战

争正在进行，不知有多少人在接连死去。何为正确何为不正确，我再无从分辨” 。

      众所周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无数家庭毁于炮火之中，无数生灵涂炭于大地之

上，更有无数人从此过着不如正常人的生活。战争如恶魔的号角，当它吹响之时，个体命

运便如孩童手中的玩偶，几乎所有的生灵在战争面前都只有无奈和被动，它轻而易举地便

夺走了无数鲜活的生命，凝固了流淌跳动的血脉。节子老师由于被战争打破了安宁和平的

生活，失去了丈夫，导致她生理紊乱，在昏睡开始之前她也曾因中田聪发现令她尴尬的事

情而疯狂抽打中田聪，甚至怀疑过这起暴力事件导致了孩子们的“集体昏睡”。

他决定出走而逃离诅咒。然后由于年轻气盛在三岔路口误杀了自己父亲的拉伊俄斯，又破

解了怪物斯芬克斯的谜语拯救了底比斯成而娶了自己的亲生母亲伊俄卡斯特。他逃脱不了

命运的控制，在盛怒下刺瞎自己的双眼自我流放。

           田村的命运也笼罩着俄狄浦斯式的阴影。在他4岁的时候，母亲就带着他姐姐离家出

走，然后他便不明所以地受到父亲的诅咒——将来会杀死父亲，与母亲和姐姐交合。为了

逃脱这个恶狠狠的诅咒，卡夫卡也选择了离家远走。俄狄浦斯的抗争是与命运的抗争，一

些看似偶然实则是必然的事情早就注定。命运是不以人的意念而转移的——“某种情况

下，命运这东西类似不断改变前进方向的局部沙尘暴，你变换脚步力图避开它，不料沙尘

暴就像配合你的脚步似的同样变换脚步，如此无数次周而复始，恰如黎明前同死神一起

跳的不吉利的舞。所以你能做的，不外乎乖乖地径直跨入那片沙尘暴之中，紧紧捂住眼睛

耳朵耳朵以免沙尘进入。” 命运的必然性就在于你再怎么刻意回避，最终还是无济于事。田村

与俄狄浦斯一样选择了抗争，选择了流浪作为自己抗争手段，这种手段既是对命运的抗争

也有对命运的顺应。但他却没有像俄狄浦斯一样仅仅听任命运的诅咒，而是选择了积极

地自我拯救，努力反抗如影随形的厄运。当厄运真的到来之时，他也没有就此沉沦，而是

选择再一次从命运的诅咒中艰难走出来，继续生活下去。换句话说，田村在经过厄运之后

并没有被打垮，而是从中悟出了生命的意义。





给了他姐姐般的亲切感、熟悉感。在甲村图书馆遇到大岛，让他卸下心防能和大岛

恰当交谈，接受朋友间的帮助，给予信任。看到佐伯女士，甚至于让他产生了母亲

的幻觉。村上用入木三分的笔触，描写出一个渴望亲情友情的少年，在物欲横行的

社会，只要遇到一些温情，便难以抑制的内心。田村是一个普通的少年，同时也是

一代年轻人的代表。在物质匮乏的时候，人们渴望充足，当物质泛滥之时，欲望的

暂时解决换来的却是更大的欲望，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对物质的无限追求面前越来

越淡漠，人与人之间脉脉的温情在对欲望的追求之中不堪一击。田村离家出走，是

对父亲恶狠狠的“弑父娶母”诅咒的躲避逃离，更是对自己永远茕茕孑立形影相对父亲恶狠狠的“弑父娶母”诅咒的躲避逃离，更是对自己永远茕茕孑立形影相吊

的“孤独”状态的逃离。对希望的仰望必须建立在能够坚强地承受失望的基础上，

然后田村对爱几乎暗涌而出的期待却更加凸显了他生活中独剩自己的那种“绕树三

匝，何枝可依”的无爱状态。

     整部文本所回响的命运与孤独的旋律也萦绕在其他一些人物之上，在“集体昏睡

事件”之后，中田聪过上了世人皆弃的生活。孤独无助成为他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组

成部分，他只能跟猫聊天，与猫为伴，喧嚣的大千世界里没有一个人能够理解他。

节子老师也是在父母丈夫因战争失去生命后，独自一人寂寞地生活着。甲村图书馆

的大岛，本身作为性别识别障碍者，一路成长过程也并不容易，与常人不同的不舒

服也让他只能自己独自沉溺在阅读的世界，栖身在世外桃源一般的甲村图书馆。甲

村图书馆馆长佐伯女士更是，在恋人被误杀之后便从此孤单一个，不多言不赘语，

生活在别人难以了解的状态之下，难以拾起再爱与被爱的能力。卡车司机星野过生活在别人难以了解的状态之下，难以拾起再爱与被爱的能力。卡车司机星野过着

浑浑噩噩的了无生趣的日子，日复一日重复着机械动作的“空壳”生命。孤独像一

口大钟，笼罩在这个物欲横流的世界，寂寞像可怕的雾霾，控制着所有的生命，天

地间没有人能够躲避，逃脱或者幸免。

       田村常听佐伯女士年轻时发行的歌曲《海边的卡夫卡》——“你在世界的边缘

时，我在死亡的入口，站在门影下，是没有文字的言语。月亮照着熟睡的影子，天

上落下小小的鱼儿，窗外有铁了心的士兵。海边的椅子上坐着卡夫卡，想着运转世

界的轴心。紧闭自己内心世界的时候，无路逃窜的怪兽的影子变成了匕首，贯穿在

你的梦中。沉沦了的少女的手指，触摸着入口处的石头，携起绿色衣裙，望着海边

的卡夫卡”。 世界边缘是村上春树常提到的词，边缘化或者被边缘化的孤独感也是

他常常描写的状态。在世界的边缘，人少，路黑，充满了不可把握和难以确定的不

安全感。窗外是铁了心的士兵，周遭是冷漠强硬的环境，在高墙内安静地孤独着安全感。窗外是铁了心的士兵，周遭是冷漠强硬的环境，在高墙内安静地孤独着，

同时也小心窥探着外部的世界。那些无处逃窜的游离物体，不管是难解的命运也好

是难遣的孤独也好，都刺激着田村的内心。田村可以在他人的目光下掩盖孤独的呈

现方式，却无法在孤独的注视下中掩盖住自己的不适。





蒋佳倚 汉语国际教育系

   近年来，随着孔子学院在世界各地的兴办、国家汉语办公室各式的志

愿者项目开设，派往海外的汉语国际教育教师与日剧增。“汉语热”风

潮的席卷下，海外汉语教师这一职业似乎炙手可热。但从汉语国际教育

的长足发展看来，冷静地认清海外汉语教师文化传播过程中的真实处境

并探讨有效传播中华文化的方式策略更为重要。笔者在文中从海外汉语

课堂实况入手，揭示文化内容被忽视的现状，从跨文化交流、汉语国际

教育与海外教学理论等角度，分析中华文化传播在海外汉语课堂上的必

要性。通过对赴泰汉语教师志愿者的调查反馈的研究，结合笔者在爱尔要性。通过对赴泰汉语教师志愿者的调查反馈的研究，结合笔者在爱尔

兰都柏林大学孔子学院的实习经历，试分析海外汉语教师在跨文化交流

背景下进行文化传播所遇问题并提出笔者自身的思考和观点。

2014年优秀毕业论文

指导老师：符国奕

（原文17398字，节选)

跨文化交流视角下海外汉语国际

教育教师文化传播策略探讨



    孔子学院作为推广汉语、传播中国文化的教育和文化交流机构，秉承孔子“和

而不同”的理念，旨在推动中外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因而赴任他国的汉语国际教

育教师们的要务之一便是文化传播。而海外汉语课堂“厚语薄文”状况体现了大

多海外汉语教师对传播中华文化这一目的认识的不足，将对文化进行深入了解前

必过的“语言关”误作了学生了解汉文化、了解中国的核心。语言作为传播文化

的媒介，为文化传播提供路径与手段，其意义不容小觑，但这并不意味文化传播

应当让位于语言教学。在让外国学生掌握语言能力的同时更应致力于使学生掌握

使用汉语进行交际的文化能力。而强调文化知识的传播教学也并非要求将语言教使用汉语进行交际的文化能力。而强调文化知识的传播教学也并非要求将语言教

学抛诸脑后、脱离语言教学本身，教师也不可能在摒弃汉语的各项要义基础上进

行文化涵义的讲述。因此，教师们应利用文化知识的独特作用，促进语言教学，

实现语言与文化推广的相辅相成。  

    语言是保留和传播文化的主要工具，当由一种文化进入到另一个文化时，人

们所表达的意义也会呈现出不同的形式，在这种情况下，更是需要对目的语文化

知识的了解来帮助跨文化交际顺利进行。因而，海外汉语教师应当有机结合汉语

讲授与中华文化传播，以汉语作为推广汉文化的有效载体，打开学习者客观认识

中国的途径；用中华文化知识辅助汉语教学，为学习者储备文化知识以正确使用

汉语，并锻炼学习者正确运用汉语进行跨文化交流的能力。在汉语言教学中渗透

文化内容的方法多种多样，关键是应注意依循教授对象的学习特点。面对好说好

动的欧美学生群体，其听说能力较强，弱于记写。与其让其逐笔逐画地记认字动的欧美学生群体，其听说能力较强，弱于记写。与其让其逐笔逐画地记认字词，

不如在字形的分解中向学生讲述其中蕴藏的文化渊源。在初步接触汉字这种方块

字时，习惯拉丁字母的欧美学生常会叫苦不迭，因为迥异于其书写习惯的汉字让

他们无从下笔。在爱尔兰都柏林大学的中文课堂上，派出的汉语教师便将汉字的

发展历程连带介绍，向学生展示一些汉字的甲骨文、金文、小篆等象形形体，如

“日、月”分别象太阳和月亮的形貌。这种画图般的书写过程让学生明白汉字的

偏旁部件形成皆是有理有据的，不仅让其生动地记忆汉字的形貌，而且大大提高

了他们辨认汉字词的能力。而针对长于记写弱于听读的日韩学生，除了一味鼓励了他们辨认汉字词的能力。而针对长于记写弱于听读的日韩学生，除了一味鼓励

他们主动开口将汉语融入日常交流中以外，在汉语讲授过程中引入汉语语音背后

的文化历史知识也必不可少。比如在了解到中国古代语言学借用音乐术语“宫



商、角、徵、羽”来描写汉语语音，便不难理解汉语讲究抑扬顿挫的音乐感和节奏

感的缘由；在欣赏到运用于诸多诗词、对联中的押韵后，便会进一步理解汉语拼音

声韵组合的规律。这些将文化知识融于语言学习的教学方式一定程度为海外汉语学

习者提供了学习捷径。

    虽然对于母语者来说，本族语言的使用规则比其他语言的规则更合理，更符合

逻辑，但对于非此语种的人来说则常常显得有些随意和不合理。单纯的语言点讲授

可能让学生难以准确把握其用法，使得交流对象不解其意，这时便需要通过介绍文

化知识来予以规范。笔者在2013年于国内当过一位美国大学生的家教。当教过“马

马虎虎”一词后发现该生常不加区别地滥用此词，无论评论事物，还是描述自身情

况，此生的回答通常都是“马马虎虎”。比如，——“你的书包重不重？”——“马

马虎虎。”在有些时候，笔者还需要反复重读其造出的错误句子才能准确把握该生

的表意。这无疑使此生偏离了正确使用“马马虎虎”一词的轨道，甚至阻碍听者正的表意。这无疑使此生偏离了正确使用“马马虎虎”一词的轨道，甚至阻碍听者正

确领悟其表意。笔者事后就此情况进行了反思，发现在讲授此词时，未将这一成语

的背景故事相并告知。而当向其讲述了该成语背后的文化故事并例举情况加以说明

后，这位学生对此词的使用明显加以约束，能在大多情况下正确使用此词表意。如

此可见，本就缺乏汉语使用环境的海外课堂更应掺入文化知识的讲授，帮助学生在

了解所学语言点的文化背景知识情况下，正确使用汉语。文化知识的讲授于语言的

规范使用意义重大，中国文化知识的讲授与传播在海外汉语课堂中理当占以相当比

重。重。

  ①张占一：《试议交际文化和知识文化》，载《语言教学与研究》，1990年03期，页18

 ②任瑞：《跨文化交际学理论概述》，载《山东外语教学》2009年第一期（总第128期）页3-7

   对外汉语教学的特殊性在于教学双方或者说是交流双方来自不同文化背景，它

是一种双文化甚至多文化交叉的交际。 汉语国际教育这一名词，需摒弃“教外国

人说汉语”这一粗浅、乏准确性可言的认识。一方面，汉语国际教育教师要掌握的

不仅是简单意义上的汉语、英语等语言，更深层次的是将对文化的了解用作教学支

撑。这种“文化支撑”少不了对中、外双方文化的分别熟悉，更少不了跨文化交际

的指导力量。师生间不同文化的碰撞交融，对海外汉语教师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提出

了高水平要求。在之后的具体教学实践中，教师的教学场景设置、教学语言使用、

教学用具选择等，都将建立在其受众——各国学生的文化背景认同基础之上，以避教学用具选择等，都将建立在其受众——各国学生的文化背景认同基础之上，以避

免触犯文化禁忌，引起学生反感，造成教学障碍。
    美国传播学学者伯贡（Judee K. Burgoon）在1995年提出了违反预期理论 。交

际者的行为与预想如有明显偏差,会使人重新审视与交际者之间的关系。对学生文

化背景的熟悉了解能够帮助汉语国际教育教师更可能对学生做出正确的预期，从而

对设计教学风格、设置教学环节有极大帮助。如：欧美文化开放的特点，使得人们



大多性格活泼，对动态式的教学内容更为敏感，针对这样的学生群体，教师可充分

利用影视资料、戏曲民歌欣赏等易让学生生发“触感”的教具来讲述涉及的文化内

容。同时，汉语国际教育教师在对学生本土文化有所了解后势必与学生有更多共同

语言，师生间能搭建起具有多重交合点的交际模式，促进双方跨文化交际的顺利进

行，锻炼学生跨文化交流能力。并且，对学生文化背景的了解还可以为教师在跨文

化教学过程中增加谈资、乐资，进一步强化学生学习中文、了解中国的兴趣点。相

反，如若该教师对学生本土文化知之甚少，面对学生各种提问时不能帮助学生建立

起两种文化间的联系桥梁，使得学生迷惑而不得解，则只会导致学生的预期落差起两种文化间的联系桥梁，使得学生迷惑而不得解，则只会导致学生的预期落差，

造成师生交流的中断。这一点在笔者的爱尔兰交流实习中亦深有感触。一个已学汉

语两年的班级在大三时由一位新派出的汉语教师接手，该教师由于缺乏对涉外文化

的深入了解，面对爱尔兰学生提出的问题，只能从中国人的思维角度去解释。譬如

其对“入乡随俗”的解释是“在什么山唱什么歌”，而不能结合学生母语文化中现

成的“当你到了罗马，就应该像罗马人般行事（When you go Rome ,you do as 

Romans do）”来予以阐释。再加上此班之前的汉语教师正好是“预期符合型”，

两相比较，学生本来对新教师怀以的期待一下深跌谷底。几堂课下来，学生到课两相比较，学生本来对新教师怀以的期待一下深跌谷底。几堂课下来，学生到课情

况明显下降，在课堂上开始呈现散漫的状态。该教师种种试图调动课堂气氛的环节

设计都难以起效，学生的不满反映使得院方最终只得另换老师。这无疑是该教师为

缺乏西方文化知识支撑和缺少跨文化交流理论指导而付出的“沉重代价”。

  ③徐海燕：《对外汉语教师的文化依附矛盾及其对策》，载《文教资料》，2012年23期，页73-74



国文化特点向其展示中国传统文化，以成功获取学生的文化认同应当成为教师们应

把握的基本方向。如若能正确把握目的国的文化核心点甚至其文化风向标，将中国

传统文化的讲授适当揉入该国的文化因素，这对于海外汉语国际教育教师的成功教

学无疑是裨益无穷的。教师可适当引用中外文化间相关联的文化知识制造幽默效

果，作为跨文化交际中打破僵局、缓解紧张气氛的手段，活跃气氛的同时亦增进了

这种跨文化师生的“相遇相知感”。在讲授中国器物等文化知识时，教师在对该国

已有的民俗了解基础上，自然可适当类比，让学生更能理解这一文化知识，甚至带

着这种“类似性”的亲切感进一步深入学习。譬如新西兰毛利人具有同中国古代很着这种“类似性”的亲切感进一步深入学习。譬如新西兰毛利人具有同中国古代很

类似的“玉石崇拜”，在教授该群体的学生过程中，教师若能在讲授中国传统玉石

文化时予以贯穿，便是寻到了两国文化的切合点，自然会消除学生的“本族文化核

心观”的隔膜，顺利进入其认同区域成功地进行文化教学。

 ④ Larry A. Samovar, Richard E. Porter, Edwin R. McDaniel: Communication Between Cultures（sixth edition），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1月，页201-227

    海外汉语教师除了通过言语交流来深入了解学生的文化背景特点以制定适宜的

教学计划外，关注学生的非言语行为同样也能进一步把握他们国家的文化特点。跨

文化交流过程中，或因语言的差异，或因交流对象的特殊等，言语交流难以尽善地

表意，此时非言语沟通便成了交流的重要手段。而且非语言交流往往体现着一种文

化的基本特征，了解非语言行为中的主要文化差异，将有助于掌握非语言行为背后

所隐含的态度和价值观。一般来说，非语言信息大致有两类，一类是主要由身体行

为发出的信息（外表、服饰、身体动作、面部表情、目光接触、触摸、味道和副语

言），另一类是个体同环境相结合所发出信息（空间、时间和沉默）。 利用好在言），另一类是个体同环境相结合所发出信息（空间、时间和沉默）。 利用好在

学生的非言语行为中捕捉到的中外文化的共同性和差异性将对海外汉语教师的课堂

安排大有裨益。例如，研究发现，美国学生在小组讨论时，通常选择坐在其对面的

同学而不是其后面的同学进行讨论。因而，赴美汉语教师在安排汉语课堂座位时便

应摒弃中国“行列式”排布座位习惯，尽量设置圆形、“U”形等座位形式，这样

的课堂环境便于学生交流合作，无论是师生间还是学生间的讨论和操练都极为方便，

学生主体在这种受到尊重的环境下学习，必然会带以愉悦心情获取新知，教师的课

堂任务完成效率也自然会提高。堂任务完成效率也自然会提高。



动过程中领会、理解这些中华文化瑰宝的魅力所在，所以也无法记住这些文化

内容影响下的中国式交际习俗需留意的事项。

      当今正处于传媒技术飞速发展的时代，多样化的传媒技术手段应在海外汉语

课堂上充分加以利用，用以实现最大化、最广化地传播中华文化。课堂上，海

外汉语教师可在课件里展示附有来自赴任国的优秀汉语学习者的学习成果图片

，抑或向学生展示外籍学生学习汉语后能准确自如地与中国人对话交流的真实

记录视频等，这些多样化的传媒手段更易激发学生学习动力，远比传统文化课

堂中老师的“一枝独秀”更有实际意义。

        现代传媒技术资源的丰富也使得教学并不局囿于特定的空间和时间，除了

在课堂上利用多媒体课件向学生传播中华文化知识外，海外汉语教师还可以充

分利用微博、微信等交流平台，把文化知识的传授延伸到课堂之外，甚至浸入

学生的日常生活。在教授个别中华才艺（如剪纸）时，海外汉语教师可将具体

步骤上传至“脸书（Facebook）”等学生积极关注的社交网站，并及时回答学

生存在的问题等，既使得文化知识的传播立体化、迅捷化，也让学生在课后也

有了学习中华文化的途径，弥补了文化课堂缺乏互动性的缺陷。另外，教师们

还可以在微信上建立文化知识交流平台，不仅老师分享中国文化知识来帮助还可以在微信上建立文化知识交流平台，不仅老师分享中国文化知识来帮助学

生积淀背景知识辅助汉语学习，学生自己也可以在该平台分享介绍自己国家的

文化习俗等，以帮助赴外汉语教师深入了解目的国文化底蕴，更恰切地制定教

学内容。











缀玉联珠六十年，谁教冥路作诗仙。

浮云不系名居易，造化无为字乐天。

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

文章已满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怆然。

李忱

　  作为一国之君的皇帝为一位诗人作悼亡诗，这在古代是非常罕见的。
由此可见唐宣宗李忱对白居易其人的器重、对其诗的喜爱，也从侧面表
现出了白居易卓越的才能。
　  诗的首联运用比喻，巧妙概括了白居易一生的艺术成就。“缀玉联珠”
是形容他诗文的艳丽光彩，而“六十年”，则指他的创作生涯。“诗仙”，
是溢美之辞，是对白居易的高度评价。
　　　“谁教冥路作诗仙”一句其悲可见，其哀可闻。唐宣宗是说，对于这
位世间不可多得的诗仙，我敬重不够、仰慕不够呀！你怎么就突然间走
到冥路上去了呢？读到这里，读者似乎可以看到一位多情的皇帝，正眼
含热泪，仰望长天，低声呼唤，令人感动。诗的颔联则表达了诗人无比
惋惜之情。唉！浮云，造化也没有办法挽留住白乐天了，他永远地去了，
我又有什么回天之力呢？接下来的颈联，借白居易的两篇代表作《长恨歌》
与《琵琶行》来赞美他的艺术成就与巨大的影响力。　尾联则进一步直
接表达了作者对白居易的器重、难以割舍和对白居易去世的无比悲怆之接表达了作者对白居易的器重、难以割舍和对白居易去世的无比悲怆之
情。
   全诗语言通俗凝练，感情真挚，既表现了对白居易仙逝的哀痛，又表
现了对他诗歌的赞赏，同时突出了白诗非同凡响的艺术成就。 

【简析】

吊白居易



韩语背景学习者关事介词混淆研究
——以“关于”“对于”和“对”为例

汉语国际教育系  殷婵璐

    指导老师：付娜

（原文9410字，节选）

摘 要:汉语是一种形态变化并不丰富的孤立语，词序和虚词是汉语表示语义

和语法关系的重要手段，介词是虚词中非常重要的一类，在表达相同的语法意

义时有时可互换，有时不可互换，在句中位置多样，是留学生汉语学习的一大

难点。本文采取偏误分析法，在北京语言大学HSK动态作文语料库和暨南大学

华文学院中介语语料库的基础上，对韩语背景学习者“关于”“对于”和“对”

这三个关事介词混淆情况进行分析和研究，并且提出相应的教学对策。首先，

充分了解相关的研究现状，通过《现代汉语八百词》《实用现代汉语语法》《现充分了解相关的研究现状，通过《现代汉语八百词》《实用现代汉语语法》《现

代汉语虚词词典》了解这三个关事介词在汉语中的意义及相互之间的区别。然

后对查询到的“关于”“对于”和“对于”的语料中的混淆偏误进行分析，总

结出现混淆偏误的原因。最后，通过本文对韩语背景学习者这三个关事介词混

淆偏误的分析，从对比教学、教材等方面，提出一些针对韩语背景学习者这三

个关事介词的教学对策。

关键词：对外汉语；韩语背景学习者；关事介词；偏误分析；教学对策

（一）“关于”“对于”和“对”混淆偏误及分析

一、关于和对于

“关于”和“对于”之间的混淆，有两种不同的混淆方向，一种是当用“关于”

而误用“对于”的，我们用“对于→关于”表示；另一种是当用“对于”而用

                               “关于”的，我们用“关于→对于”表示。

                                （一）对于→关于

                                 1.“关于”可以引进某种事物的关系者，                                 1.“关于”可以引进某种事物的关系者，

组成介词结构作定语，并且表示关涉意义，“对于”是指出对象。如“关于很多

人物”可以做“书”的定语，表示关涉意义，“对于很多人物”做“书”的定语

时应该放在句首，不能做动词的宾语。以下误例都是这个原因造成的偏误：



  （1）所以一直到现在现在全求的科学著或者一些公司都很讲究决解对于噪声的

问题。（2）如果我听对于离别的歌的话我容易感到那个歌好像跟我有关系。

（3）对于抬水的事，三个和尚如果能够分工合作，本来应该可以轮流休息，这是

事半功倍的。（4）古代的时候，有各种各样的和尚，我现在想给读者讲的故事，

对于和尚的态度很有意思。

（二）关于→对于

   1.“关于”只能表示“关涉的对象”，而“对于”一词除了这个作用还可以表   1.“关于”只能表示“关涉的对象”，而“对于”一词除了这个作用还可以表

示“针对对象”的情况，此时不能用“关于”：（1）以前关于我的事情也不积

极，可是现在呢？（2）关于这样的法律，有人说这是很过分的法律，有人说这是

很恰当的法律，对我来说这是恰当的。

   2.“对于”除了可以表示“针对对象”的情况，还可以引出动作行为的对象，

表示主体对客体的一种心理态度的情况，此时只能用“对于”不能用“关于”：

 （1）为了更好的生活，我们个个人都应该具有公共道德，这精神是对人类最重

要的，关于公共观念，我们应该有责任意识。（2）现在，世界上的人口更多了，要的，关于公共观念，我们应该有责任意识。（2）现在，世界上的人口更多了，

而日常生活中关于衣食住的要求也更高了。

二、关于和对

“关于”和“对”之间的混淆，也有两种不同的混淆方向，一种是当用“关于”而

用“对”的，我们用“对→关于”表示；另一种是当用“对”而用“关于”的，我

们用“关于→对”表示。

 （一）对→关于

  1.“关于”只表示关涉对象并且“关于...的”作定语时不能省略，而“对”只  1.“关于”只表示关涉对象并且“关于...的”作定语时不能省略，而“对”只

 有在“对...来说/而言”时表示关涉的对象，除了这种情况，只能用“关于”不

 能用“对”：（1）至今，我要讲起对她的故事，觉得十分感慨交集。（2）因

 此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每天晚上父母和孩子对自己的今天的生活谈一谈或者互相

 交流自己的想法，那么肯定父母对孩子，孩子对父母的代沟问题越来越少。

 （3）父母不敢跟孩子直接商量对孩子的问题，孩子也不敢倾诉向父母自己的现

 在心理情况怎么样。（4）我也有特别喜欢的歌，特别喜欢的歌手，也喜欢看对

 他们的资料。（5）我是一个喜欢流行歌曲的人，我心情不愉快时常常听歌曲， 他们的资料。（5）我是一个喜欢流行歌曲的人，我心情不愉快时常常听歌曲，

但我每次听到流行歌曲时，感到一个弊端，歌曲都是对爱情的。



（二）关于→对

  1.“关于”只能表示“关涉的对象”，而“对”一词除了这个作用还可以表示

“针对对象”的情况，此时不能用“关于”：（1）现在要写关于这故事的感想，

很想那时候，很想见那位老师。（2）那关于这名女学生，我觉得真的是不公平。

（3）关于公司２００６年销售目标以及各地区的销售任务作出了估计。

  2. “对”除了可以表示“针对对象”的情况，还可以引出动作行为的对象，表

示主体对客体的一种心理态度的情况，此时只能用“对于”不能用“关于”：示主体对客体的一种心理态度的情况，此时只能用“对于”不能用“关于”：

（1）不过我还可以说，人们吃绿色食品是关于解决饥饿也有所邦助的。（2）不过

为了饥饿我们不能忽视农药关于环境和人们健康的危害。（3）我们随着经济发展，

关于食品要求高了。

三、对于和对

 “对于”和“对”之间的混淆偏误我们在搜集到的语料中只找到应用“对”而用

“对于”的误例，这里用“对于→对”表示。

（一）对于→对（一）对于→对

1.当引进的动作行为的对象是“人”而不是“事物”时，只能用“对”，不能用

“对于”，以下误例都是这个原因：（1）吸烟最不好的结果是对于人的身体引起

各种各样的病。（2）牛奶里含有丰富的营养物，可是我们把这么好的食品加工以

后有了对于人们的身体没有帮助的一些不良的化学物品，那么不管什么样的人吃

了以后有一定的坏处。（3）狭义观点来看，吸烟是对于个人百害无益的。（4）在

对于女博士的偏见上，遇辉迈出了勇敢一步，她用行动说明女博士这样一来，人

们对女博士的印像变了很多。（5）东北的男人很豪放，喜欢喝酒，对于女人往往们对女博士的印像变了很多。（5）东北的男人很豪放，喜欢喝酒，对于女人往往

表现得特别友善（6）我最近对于色盲患者感兴趣。

2.当前面有“会、能”等能愿动词或“也、都”等副词时，只能用“对，

不能用“对于”：（1）因为吃那些用农药的食品会对于健康不好。

（2）就是好像对于这些政治方面好像就是不怎么关心似的。

3.当所接的宾语比较简单时，只能用“对”，不能用“对于”：

（1）就说虽然我日本留学啊,

当然留学是我们啊要去的对于日本当然留学是我们啊要去的对于日本

呢也有反感。（2）我对于工作很认真。



（二）“关于”“对于”和“对”的混淆原因分析

一、母语负迁移

韩语“关于”“对于”和“对”的用法与汉语不同，“关于”在韩语中对应的是

“-에 관하여（관해서）”“-에 관한”，如“关于父亲的病情，他给母亲写

信了。”（그는 아버님의 병세에 관하여 어머님께 편지를 써드렸다.）“对

于”在韩语中对应的是“-에 대하여/-에 관하여”，如“谈谈我对于这个问

题的想法。”（题的想法。”（이 문제에 대하여 제가 생각하는 바를 말씀 드리겠습니다.）

“对”在韩语中对应的是“-에게/-을（를）향하여/-에 대하여/-에 관하

여”，如“对未来充满期待。”（미래에대하여기대가 가득차있다.）所以，

这三个词翻译成韩语后都是格助词，并且“关于”“对于”和“对”都有“-에

 관하여”这个用法，而“对于”和“对”都有“-에 대하여”这个用法，而在

韩语中，“-에 관하여”和“-에대하여”这类词都是放在所关涉的这个对象的

后面，如“关于这件事”和“对于这件事”翻译过去都是“이일에관하여”，

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使韩语背景学习者学习汉语这三个关事介词的难度增加。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使韩语背景学习者学习汉语这三个关事介词的难度增加。

第二语言学习者,在学习目的语的过程中,母语和目的语都会对其产生影响。在初

级阶段，学习者对目的与理解不深，会依赖已知的母语知识,从而把母语中的一

些语言规则转移到目的语中来,我们称这种现象为母语迁移。母语迁移分为正迁

移，负迁移，由于学习者依赖母语，而母语和目的语存在差异性，从而引进偏误

时,就会形成母语负迁移。韩语本身没有介词，而“关于”“对于”和“对”这

三个关事介词在韩语中都属于格助词，并且这三者之间有许多相似之处，所以,

学习者在使用它们的时候是很有可能产生偏误的，尤其是将它们相互误用。例如学习者在使用它们的时候是很有可能产生偏误的，尤其是将它们相互误用。例如

“关于这名女生，我觉得真是不公平”，在这个语料中韩语背景学习者将“对”

误代为“关于”，因为在韩语中，“对这名女生”翻译为“이 여자에 관하여”

                            而“关于这名女生”在韩语中这样翻译，所以

                                    韩国学生将母语中“关于”和“对”

                                       的这种相似之处带到了学习目的语

                                           的过程中。

                                             二、教材影响                                             二、教材影响

                                           教材在学习者的语言学习过程

                                       中非常重要。在《汉语教程第三册



（下）》[1]中有“关于”的语言点，仅仅在后面标了“about，on”这两个英文对

应词，并没有详细介绍“关于”的用法，更没有提到这三个关事介词之间的区别；

在《汉语教程第三册（上）》[11]中“对于”的语言点只注明“对于多用于名词前，

很少与动词、副词组合”，虽然这下面有说明用“对于”的句子都能换用“对”，

但用“对”的句子有些不能换用“对于”，但是并没有详细说明哪些可以换用，

哪些不可以换用。 在《跟我学汉语 综合课本（二）》[111]中介绍“对”的语言点，

仅仅提到是介词，常用于法律、经济和体育比赛中。所以，韩语背景学习者本身仅仅提到是介词，常用于法律、经济和体育比赛中。所以，韩语背景学习者本身

对这些介词的语义特征把握并不好，再加上教材的影响，使得他们在学习过程中

造成一些偏误。例如“当前，世界上人口更多了，而日常生活中关于衣食住的要

求也更高了。”在这句话中，韩语背景学习者没有掌握“关于”的用法，把应该

用“对于/对”引进对待的对象,以表示主体对客体的一种心理态度的情况,误用

成了“关于”。

三、语内负迁移

如果学习者迁移的情况只在一种语言之内,学习者根据所学的目的语规则作了偏如果学习者迁移的情况只在一种语言之内,学习者根据所学的目的语规则作了偏

误的推理,发生目的与规则泛化便是语内迁移。例如，学习者学了“对”有“对

待”的意思，甚至在练习题中强化了这种想法，于是学习者便将这两者等同起来。

“父母不敢跟孩子直接商量对孩子的问题，孩子也不敢倾诉向父母自己的现在心

理情况怎么样。”在这个语料中，学生自然的用“对待”这个意思来思考，自己

认为可以使用“对”，但是这里是表示涉及的范围，是关涉的事物，应该使用

“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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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语母语者和英语母语者被字句

偏误对比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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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老师：张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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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从北京语言大学HSK动态作文语料库11569篇作文，共计424万字的留学生

作文语料中检索到2700个含“被”字符串，笔者从297句偏误句中进行随机抽取，运用

对比分析和偏误分析的理论对这些偏误语料进行分析，总结出被字句偏误的类型并探

求其原因，进而为日语母语者和英语母语者被字句教学提供一些启示和帮助。

        经过分析、归类、检验，本文得到以下结论：

第一，日英学生母语背景不同，但他们的“被”字句偏误类型无显著差异;

第二，日英学生使用“被”字句谓语动词和谓语动词后句子成分偏误比较高；第二，日英学生使用“被”字句谓语动词和谓语动词后句子成分偏误比较高；

第三，日英学生使用“被”字句时都容易出现泛化和遗漏偏误。

关键词：“被”字句；偏误对比；日语母语者；英语母语者

一、日语母语者的被字句偏误

    日语母语者常出现的“被”字句偏误类型如下：   

 (一)遗漏

    1. 对个人而言，可分为两个部分来说明：第一点，吸烟在医学过去研究报告里指出    1. 对个人而言，可分为两个部分来说明：第一点，吸烟在医学过去研究报告里指出

它是造成肺癌的重要因素[1]。

    正：对个人而言，可分为两个部分来说明：第一点，吸烟在医学过去研究报告里被

指出它是造成肺癌的重要因素。

     2. 1985年9月派到日本，在东京情报专门学校学习了一年广告学及广告设计后，第

二年在日本广告公司研修工作。

 正：1985年9月被派到日本，在东京情报专门学校学习了一年广告学及广告设计后， 正：1985年9月被派到日本，在东京情报专门学校学习了一年广告学及广告设计后，

第二年在日本广告公司研修工作。

      
[1]北京语言大学HSK动态作文语料库[DB/OL] http://202.112.195.192:8060/hsk/index.asp



以上两个例子均是遗漏了“被”，主语与谓语动词之间均有被动关系，第1句中吸烟

应该是被指出，而第2句话中，应该是省略的主语人，而此人也应该是被派到日本。

这两句话均是由于施受关系不清所引起的病句，所以在应该用被字句时，谓语动词前

的“被”字不应被遗漏。

（二）泛化

     1 比如说：家居方边很不安静、现代人的心里不安、恐怖等等，这一系列的后果都

是被它造成的。

     正：比如说：家居方边很不安静、现代人的心里不安、恐怖等等，这一系列的后果     正：比如说：家居方边很不安静、现代人的心里不安、恐怖等等，这一系列的后果

都是它造成的。

     2. 因为它们没有被使用化肥和农药，所以它们被害虫吃掉了。

     正：因为它们没有使用化肥和农药，所以它们被害虫吃掉了。     

  以上两个例子均是“被”字句的泛化，第1句用了“是......的”句，学生是想用这种  以上两个例子均是“被”字句的泛化，第1句用了“是......的”句，学生是想用这种

句型来强调施事者，这同这类“被”字句的作用是一致的。总之，可以解释是什么时

候、什么地点、怎么样等问题，在汉语中一般不用“被”字句，而是用“是......的”

句。而第2句的第一个被则属于不应该用“被”而用，他们与使用化肥和农药之间应

该是主动关系，这也是由于施受关系不清所引起的偏误。

（三）错序

     1. 时间过去这么久了，这件事被她们可能忘了。

     正：时间过去这么久了，这件事可能被她们忘了。          正：时间过去这么久了，这件事可能被她们忘了。     

     2.  女朋友被他终于感动了。

     正：女朋友终于被他感动了。

  以上两个例子均是“被”字句的错序，此类问题大部分是受母语负迁移干扰所引起

的。汉语中“被”字句的状语“终于”只能用在被字句之前，此外，在汉语中，能愿

动词应该用在“被”字前面。

（四）“被”字句谓语动词偏误

     1. 如果我爱人被病痛苦，现代的医疗无法救他的生命，而且痛苦得不能睡觉，也不     1. 如果我爱人被病痛苦，现代的医疗无法救他的生命，而且痛苦得不能睡觉，也不

能吃东西，那么索性帮助爱人自杀。

   正：如果我爱人因为病痛而痛苦，现代的医疗无法救他的生命，而且痛苦得不能睡

觉，也不能吃东西，那么索性帮助爱人自杀。

     2. 我的杯子被舍友摔。

 



   正：我的杯子被舍友摔了。

   以上两个例子均是“被”字句谓语动词偏误，第一个例子中病是不及物动词，这句                   以上两个例子均是“被”字句谓语动词偏误，第一个例子中病是不及物动词，这句                

话的语病主要是将不及物动词“病”用于“被”字句。而第二个例子中，“被”字  

句的谓语动词“摔”是光杆动词，在汉语中，“被”字句表示受事者受到某一动作

或行为的影响，所以一般情况下，谓语动词不能用光杆动词充当，由此我们可以发

现，要是句子完整成立，“被”字句的谓语动词后面多有补语或其他成分，如果只

用一个双音节动词，前面就要有能愿动词、时间词语等状语。

二、英语母语者的被字句偏误

    英语母语者常出现的“被”字句偏误类型如下：    英语母语者常出现的“被”字句偏误类型如下：

（一）遗漏

   1.  后来，这件事发现，法院认为大夫行为是杀人罪[1]。

  正：后来，这件事被发现，法院认为大夫行为是杀人罪。

   2. 现代的女人可以像男人一样，可以到社会上工作，自己可以选择自己喜欢做的时 

情。每一位女人都有权利像男人一样看待。 

  正：现代的女人可以像男人一样，可以到社会上工作，自己可以选择自己喜欢做的  正：现代的女人可以像男人一样，可以到社会上工作，自己可以选择自己喜欢做的

事情。每一位女人都有权利像男人一样被看待。 

       以上两个例子均是“被”字句的遗漏，主语和谓语之间是被动关系，比如说第1

句话中，事情应该是被发现，而不是主动发现。而第2句话中，每一位女人都有权利

像男人一样被看待。这句话想表达的意思是被别人看待，所以不应遗漏谓语动词前

的被。

（二）泛化

    1. 我们的寒假作业被做完了。      1. 我们的寒假作业被做完了。  

    正：我们的寒假作业做完了。

    2. 就这样，最后他们都被渴死了。

    正：就这样，最后他们都渴死了。

    以上两个例子均是“被”字句的泛化，这两个句子是一般的受事主语句，汉语是    以上两个例子均是“被”字句的泛化，这两个句子是一般的受事主语句，汉语是

一种较少使用被动句式的语言，就算使用，也一般尽可能使用无标记被动句式。如

例2，如果使用“被”，句子就暗含“被某人蓄谋、故意将他们渴死”的意思，如果

不使用，句子则表达“他们是由于没有水喝而渴死，而不是被认为渴死的”意思。

由于学习者在学习“被”字句时，掌握了一部分“被”字句的语法规则，但凡遇到

[1]北京语言大学HSK动态作文语料库[DB/OL] http://202.112.195.192:8060/hsk/index.asp



被动语态的例子，就全部使用“被”字句，因此造成了被字句的泛化。

（三）错序

  1. 别的和尚都在睡觉时，第三个和尚醒了，因为，他想喝水。然后，他喝光了最后

的水后又去睡了，过一个小时以后，第二个和尚起来想喝水，但是哪有水，被第三个

和尚不是喝光了吗。

    正：别的和尚都在睡觉时，第三个和尚醒了，因为，他想喝水。然后，他喝光了最    正：别的和尚都在睡觉时，第三个和尚醒了，因为，他想喝水。然后，他喝光了最

后的水后又去睡了，过一个小时以后，第二个和尚起来想喝水，但是哪有水，不是被

第三个和尚喝光了吗。

  2. 干嘛我要              为别人办事，我可不想被占我的便宜呀。

  正：干嘛我       要为别人办事，我可不想我被占便宜呀。

以上两个           例子均是“被”字句的错序，在汉语中，一般情况下，大部分状语都以上两个           例子均是“被”字句的错序，在汉语中，一般情况下，大部分状语都

必须放在        “被”字结构的前面。另外，可能动词和表否定、时间等的副词只能置              

于                   “ 被”字结构前。[1]

（四）          “被”字句谓语动词偏误

  1. 对于           这件事他有些被后悔了。

  正：对于这件事他有些后悔了。

  2. 正是因为这些原因，流行歌曲才会被深受大家喜爱。

  正：正是因为这些原因，流行歌曲才会被大家喜爱。  正：正是因为这些原因，流行歌曲才会被大家喜爱。

    以上两个例子均是“被”字句谓语动词偏误，第1句中，虽然被字句的谓语动词比

较宽泛，但是也不是所有的心理认知动词都能进入被字句中充当述语，例如：怕、后

悔、小心、遭受、勇于、免得、可以等词，是不能进入被字句的动词。第2句中，被

和深受所表达的意义相似，同时使用显然是画蛇添足，完全没有必要，所以在深受和

被中选择一个即可。                            

三、日语母语者和英语母语者被字句偏误的异同

（一）相同之处（一）相同之处

从日语母语者和英语母语者的被字句偏误中，可以看出，他们的被字句偏误存在很大

的相似之处。1.通过对北京语言大学HSK动态作文语料库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就

被字句而言，日语母语者和英语母语者的偏误类型基本一致，都包含遗漏、泛化、错

序和“被”  字句谓语动词偏误等。2.在褒义语境中日语母语者和英语母语者可以使用

“被”字句。在汉语中，被字句一般表示不如意、不顺心或不希望发生的事情[2]，而

[1]黄伯荣.现代汉语[M].增订4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90-100
[2]黄伯荣.现代汉语[M].增订4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90-100



                                              在日语和英语中则一般无语境限制，比如说she is respected                                          

by                                    by her student。留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直接将母语翻译成目的语

从而造成被字句的偏误。

   3.不论是日语母语者还是英语母语者，他们“被”字结构的错序大部分情况下是           3.不论是日语母语者还是英语母语者，他们“被”字结构的错序大部分情况下是        

受到母语负迁移的影响。留学生出现“被”字结构的错序是因为留学生未能正确理解          

汉语的被字结构，将自己母语的被动句等同于汉语的被字句，从而造成了被字句的负       

迁移，引起了被字句的偏误。4.通过上述对比，我们可以发现，日语母语者和英语母

语者的错序均是由于状语、可能动词和表否定、时间等的副词放错位置。在汉语中，

一般情况下，大部分状语、可能动词和表否定、时间等的副词一般只能置于“被”字

结构前，而日语母语者和英语母语者则大多数是放在“被”字结构之后。5.通过对北

京语言大学HSK动态语料库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日语母语者和英语母语者“被”京语言大学HSK动态语料库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日语母语者和英语母语者“被”

字句谓语动词和谓语动词后句子成分偏误比较高。

（二）不同之处

    除了相似之处，日语母语者和英语母语者的“被”字句偏误也存在相异的地方。

    通过对北京语言大学HSK动态作文语料库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就被字句而言，

与英语母语者相比，日语母语者的遗漏数量更多，在67句遗漏句中，日语母语者的遗

漏数量占37句，英语母语者的遗漏数量占30句。而英语母语者的错序数量比日语母语

者更多，在75句错序句中，英语母语者的错序数量占43句，日语母语者的错序数量占

32句。

      四、 对日语母语者和英语母语者习得“被”字句的教学建议

日语母语者和英语母语者在使用“被”字句的过程中，由于母语负迁移、社会环境、日语母语者和英语母语者在使用“被”字句的过程中，由于母语负迁移、社会环境、

目的语迁移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产生偏误是不可避免的，但关键是如何采取有效的

方法纠正这些偏误，使留学生逐步了解和掌握正确的用法，以便更好地促进“被”字

句的学习。针对日语母语者和英语母语者常出现“被”字句偏误的情况，本文提出以

下浅见：(一)从教师的角度来说，理论是实践的基础，对外汉语教师必须真正的掌握

“被”字句，并加强对“被”字句的本体研究，

 充分而全面的掌握“被”字句的使用环境，

语法规则等。根据第三部分的异同点，我们语法规则等。根据第三部分的异同点，我们

可以从两个方面对日语母语者和英语母语者

的被字句偏误给出合理建议。第一，针对日语母语者和英语母语者的



相似之处，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不断向学生属于目的语被动句的使用规则。同时，

也应不断强化汉语中“被”字句多数被用来表示不愉快，不愿意发生或者不顺心的事

情，对日语母语者和英语母语者的相同之处要替他们理清偏误，使教学更有针对性。

第二，对于两者的不同之处，教师要注意由于日语、英语在使用被字句时套用母语的

模式和规则所产生的错误。同时，在教学中要注意强调日语的被动语态对施事者有所

限制，以及日语母语者和英语母语者的语言结构和思维方式的差异。针对这些差异，

教师应在具体语境中给出范例，引导学生根据例句，总结“被”字句的语用、语义等

特点，然后让学生有所侧重的进行大量的练习。只有自身全方位的掌握的“被”字句特点，然后让学生有所侧重的进行大量的练习。只有自身全方位的掌握的“被”字句

的相关知识，才能更好地为“被”字句的对外汉语教学打下良好的基础。第三，由于

日语母语者和英语母语者在习得被字句时，受母语负迁移的影响，以及不清楚这些 “

被” 字句的真正含义是什么, 不了解 “被” 字句内在的语义规则, 也不知道在什么语

言环境中使用这些 “被” 字句, 对“被” 字句的使用区别认识模糊，所以对外汉语教

师要针对学生学习中的困惑和疑难点进行了解，以便更好地促进“被”字句教学。

   （二）针对教材而言，要认真编写教材，教材知识点的编排应该遵循循序渐进、重

点突出、结合难点的原则。因为与英语母语者相比，日语被动句的施动者必须是表示

集团和生物的名词句，或是像自然现象、机械等有动态特征的名词句。这也就是说，

日语的被动语态对施事者有所限制。在日语中，一般第一人称“我”或者无生命的。

所以，教材的编写应该分门别类，对于日语母语者和英语母语者被字句使用的不同之

处加以区分。不仅如此，还要让留学生更好地了解和掌握“被”字句的突出特点，避

免因为教材原因造成留学生学习的偏误。另外，对于不同学习阶段的学生，教材的难

易程度应有所区别。除此之外，教材篇章之间的衔接、知识点的反复也要多加注意。易程度应有所区别。除此之外，教材篇章之间的衔接、知识点的反复也要多加注意。

因为虽然日语母语者和英语母语者的基本被字句偏误是相似的，但在细节方面还是有

所不同，所以在编写教材时，这些方面都要格外注意。

   （三）根据第三部分的异同点我们可以看出，在教学过程中，由于日语被动句中施

动者不出现就没有被动标识，这已作为一种语法常识被广泛认可。所以在给日语母语

者讲解被字句时要格外注意，特别强调。因为在汉语的被字句和英语被字句中即使不

出现施动者也可以有被动标识。另外，教师为巩固这“被”一句式的用法, 可以让学

生反复进行“被” 字句的替换练习, 孰能生巧，正如在学习英语、韩语或其他小语种

的时候，我们常常会使用一些相对来说比较容易或者说是我们比较熟悉，能够驾驭的

句子，留学生在学习汉语的时候也不例外。因此，他们对一些不容易掌握或者比较容

  



 易犯错的句式会较少使用，逃避使用，甚至不使用。在这种

情况下，就要加强课堂练习或者采用图画等方法让他们多加

练习，多次使用，增强语感，通过多次练习，让他们发现自

身的问题所在，更好的掌握“被”字句，更擅长使用“ 被字

句。此外，机械的替换练习有利于学生更好地掌握“被”字

句的用法。但应避免大量的机械训练，忽视了学生的主观能

动性，应尽可能做到机械练习和有意义练习相结合。   

   （四）留学生在经过一段时间的系统学习后，他们已经基本掌握了“

被”字句的使用方法，但对这种容易出现偏误的句式经常会采取回避

的态度，针对此类问题，对外汉语教师要引起高度重视。对于留学生经常回避比较复

杂句式的问题，对外汉语教师要进行针对性的讲解和训练，尽可能的详尽、细致。另

外，在教学过程中，教师所举的例子应尽量贴近实际生活，选取留学生们感兴趣又容

易掌握的例句，增强他们的兴趣，培养他们的语感。比如说，笔者在人大实习的过程

中发现，英语国家母语者本身对语法就不太感兴趣，一提到学语法，他们就会觉得很

麻烦不愿意去学，这就要求对外汉语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选取贴近实际生活的例子，

让学生在学习这种贴近生活的例子中，慢慢掌握疑难句式，不仅如此，学生还可以将

自己在课堂中所学的句子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特别是当这些留学生在中国学习汉语的自己在课堂中所学的句子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特别是当这些留学生在中国学习汉语的

时候，他们可以将自己的所学运用在与中国学生、老师等的日常交流中，这样对他们

来说也是一种进步和提升。

      （五）对外汉语教师在教学中还应采取灵活的教学策略，充分发挥自身的主观能

动性，从而在教学中更好地调动留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此外，在“被”字句教学过程

中，对外汉语教师除了通过对比分析预测出学生可能出现的偏误外，还应多与学生进

行沟通，在教学中，对不同国家的学习者在学习“被”字句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给予充

分的讲解，因为日语母语者、英语母语者所出现的偏误点有相同之处，但也有不同之

处。还需注意的是，教师也要在适当的时候也应该设置被字句的情景练习，通过多次

的机械练习，慢慢让学生掌握被字句的基本规则，逐步变为有意义的练习，从而让学

生更好地掌握被字句，不能让学生总是在生更好地掌握被字句，不能让学生总是在

被动的学习，要不断将学生的被动学习转化为主动学习。

       （六）俗话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所以兴趣对留学生学习

汉语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针对日语母语者和英语母语者兴趣的不同之处，要采取不

同的方法和策略。日语母语者一般语法掌握的比较好，所以可以多向学生讲解一些



汉语使用的规律，促进他们更好地学习中文，学习和了解疑难句式。而对于英语母语

者则可以多给他们讲一些中国历史、地区文化习俗、风土民情等，这样不仅有利于活

跃课堂气氛，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同时，有利于留学生更好地与此同时，教师也

应该多加注意因材施教，针对不同学生的不同情况、不同问题采取不同的方法，进行

有针对性、详细的解答。另外，对外汉语教师在教学中也要不断培养学生的语感，从

而更好的促进学生的学习汉语，学习被字句等疑难句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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