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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goal of the article was to develop Mandarin vocabulary teaching material for Indonesian people and 

foreigners. Teaching material was developed by cutting vocabulary, called Chunk theory. Article clarified Chunk theory, 
basic strategy of teaching Chunk theory, and the basic idea of teaching Chunk theory; gave opinions and some important 

factors related to Chunk theory. It can be concluded that there is a significant factor in teaching Chunk theory, that is, a 
meaning transformation process to different context. It can be more (Chunk Up), less (Chunk Down), and similar (Chunk 

Later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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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摘要：词汇在语言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词汇教学是语言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人们越来越意
识到词汇在对外汉语和华文教学中的重要性，于是开拓了很多词汇教学的新思路，但是词汇教学仍然存在缺
憾。本文引进词块教学理论以期望能够提高对外汉语和华文词汇教学质量。本文将介绍词块理论知识，阐述词
块教学策略的理论基础和词块教学的基本思路，提出词块教学建议，以及提出词块	 教学中应该注意的一些问
题，最后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概括了词块教学法的优点。

关键词：语感,	形成,运作机制,	判断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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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关于语感达主观态度。语言学家	Wilkins(1972	

)在	Linguistics	in	Language	Teaching一书中论述

了词汇在交际中的重要性：“没有语法，能表达的

内容很少；没有词汇，则什么也表达不了(Without	

grammar	 very	 little	 can	 be	 conveyed，without	

vocabulary	 nothing	 can	 be	 conveyed)。”词汇在

语言中占有这么重要的地位，词汇教学自然成了语言

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人们越来越意识到词

汇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重要性。一些学者提出了“语

言教学应以词汇为中心”。然而当前对外汉语词汇教

学的现状并不令人满意，于是开拓词汇教学的新思路

以提高对外汉语教学的质量便成为了对外汉语教学界

的共识。“与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

学几乎是同时产生的教学法是词本位教学”，

之后各种词汇教学思路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如字本

位教学、“语素法”的词汇教学、篇章层面的词汇

教学、网络化词汇教学、集合式词汇教学法[2]、词

汇—语法教学，但是词汇教学依旧显得薄弱。

词汇教学现状及目的

目前课堂上大多数还是采用传统的词汇教学

法，这种传统的词汇教学表现为三个基本特征：一是

词汇教学在语法的框架内进行，语法是学习语言(包

括词汇)的前提和重点。二是词汇教学往往注重的是

词义教学。教学的重点多放在让学生掌握并熟记生词

的词典意义。词汇学习变成了孤零零的单词记忆，忽

略了产出性运用，忘记了学习词汇的目的是为了提

高语言运用能力，为了更好地交际。这样，学习者

在说话、写作、阅读等交际过程中就面临多方面的

问题：1.使用时搜索不到所需词汇；2.词汇使用不

恰当、不得体；3.词汇使用不符合语言习惯、不地

道；4.搭配不当、句子程式错误，语言使用环境不

当，滥造词语。三是这种词汇教学法一味地追求词汇

的广度和数量，忽视了词汇知识的深度和质量。同

时，这种教学法把应作为整体的固定组合形式拆散，

在交际过程中需要时再根据语法规则进行临时的组

合，这样也必然影响到语言输出的流利性。例如，彭

志平编写的第二册《汉语阅读教程》仍然贯穿着这样

的教学思想，其“生字”部分把固定组合形式拆散。

其实，没有必要列出“生字”部分的，因为“字——

词（词组）”部分已经包含了生字。我们认为应该把

这部分省掉，同时丰富“字——词（词组）”部分中

的常用搭配，不仅可以节约篇幅，还有利于词汇教

学。

很显然当前的词汇教学状况不尽人意，很难达

到对外汉语和华文词汇教学的目标那么如何改变这一

现状，以适应对外汉语和华文教学的需要？我们有必

要借鉴英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中词汇教学的成果，引

进词块理论。

词块的定义

词块是词与词的特殊组合，它的特殊性在于“

词语的搭配和同现一旦成为常态，它们之间便可能因

结合上的惯性而产生一定的黏聚力，并最终使它们

的组合具有类格式化的倾向。”[5]它是一种预制的		

言语单位，要使用时只需稍微加工就可以组成符合语

法的句子，变成流利的语言。

词块分类

1992	年Nattinger	和	DeCarrico	直接将多词

现象和语言教学联系起来，强调了它们在语篇中的衔

接功能，并将其分成四类：多词词组、程式性话语、

限制性短语、句型框架。1994	 年Lewis	 重新对词汇

进行了定义，把词汇分成四种：单词和多词结构、习

惯搭配、惯用句型、句子框架和引语。我国学者对汉

语语块的分类各有千秋。周健（2007）结合汉语和汉

语教学的实际，把汉语词块粗分为三：1.词语组合搭

配语块，如“引起＼产生	 -	 强烈的共鸣	 ”。2.习

用短语，包括习惯用语、熟语等，含固定形式和半固

定形式。尤其是那些平时常说的、词典里又多半查找

不到的短语，如“撒腿就跑	 ”。3.句子中连接成分

等类固定结构，如“既然	……就”、“非但	……反

而”等。贾光茂（2008）根据结构是否可变这条准则

将汉语语块分为“凝固结构”和“半凝固结构”。“

凝固结构”包括：日常用语，熟语、名言警句、诗句

名篇、宣传语＼术语、广告词、歌词＼戏曲词、经典

台词。半凝固结构相当于限制性短语和句型框架，结

构可以变化。王慧（2007）从形式的角度将汉语词块

分为四类：1.句子层面的固定语块；2.句子层面的带

空语块；3.短语层面的固定语块，4.短语层面的带空

语块。杨金华（2009）把各类熟语和复句关联词排除

在语块之外，将语块分为三类：1.内部成分不变的组

合，如“三位一体”；2.不变成分加可变成分的组

合，如“大家(众人、上下、彼此)一条心”；3.框式

组合，如“吸引……的眼球”。

从以上学者的各种分类可以看出词块的某些特

性，它既区别于习语又不同于自由搭配。习语的结构

不容任何变动，因而无创造的空间，自由搭配属临时

的组合，缺少预测性，不易掌握，而词块正好是介于

这两者中间的半固定搭配。另外，词块分类还显示出

这样一个显著的特点，从词汇层到句子层，词块构成

成分之间在结构上的离散性增大，即词块内部可供语

用变化的空间越来越大，这正是创造性使用词汇的空

间。这些也正是对外汉语和华文词汇教学亟待开发的

空间。

对外汉语教学新策略—词块教学

（一）语块教学策略的理论基础

所谓的语块教学策略，就是教师在教学过程

中，运用语块理论，对汉语中一些固定词语、类固定

短语和固定用法等语块加大教学力度，让学生掌握其

语法、语境和语篇意义，然后通过对大量语块的反复

教授和练习，充分调用学习者已有的语言知识和认知

能力，把词汇学习和语法学习结合起来，从而提高学

习者语言综合运用能力的一种教学方法。这种教学法

的提出不是凭空而来的，而是有一定的语言学理论基

础和语言习得理论基础。

（二）语言由语法化的词汇组成

语言传统上分语音、语法和词汇三部分。但

是，近年来这一观点受到挑战，无论是从语言研究

角度还是从教学角度都被认为是不妥当的，主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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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语法和词汇。Michael	 Lewis	 (1993)在论述语

法和词汇的关系时指出，语言由语法化的词汇组成，

而不是由词汇化的语法组成。(Language	 consists	

of	grammaticalised	lexis,not	lexicalised	gram-

mar.)	 Widdowson	 (1993	 )也指出语法服务于词汇。

其实，早在	 1978	年Halliday	就阐明词汇也是最精

细的语法这一观点，他干脆把词汇、语法合在一起	

，统称为词汇语法(lexicogrammar)。语法和词汇之

间的关系实在是太密切了，它们的界限有时候很难划

得很清楚，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也可以说语法不仅

仅是一套组词造句的规则，还应该包括词汇在内[6]

。它们之间的关系应该是：语法是为词服务的，语法

在词与意思之间起着中介作用，是达到交际的一种手

段。而传统的语法教学正相反，词只是为了举例而

用，词为语法服务，而不是语法为词服务。我们认为

传统的语法教学在处理语法和词的关系方面存在着方

向上的颠倒。

（三）并非只有语法具有生成性，词块也具备生成功

能

Halliday(1978	 )认为词汇系统并非是事后填

入由语法所定义的一组空位(slot)的某些东西。词汇

的语法性还表现在开放性词类也能充当语法功能，因

而也具备一定的生成功能。这类词在语言中占大多

数。这种观点克服了词汇与语法对分的传统观的刻板

性，表现出了一种更为辩证的语言观。在书面语篇教

学中，周健提出过“框架化范文展示，学生填充式模

仿”的教学方法，这正体现了词块的语法功能，即根

据一定的语法规则和语块构成形式，能成批地生成若

干同类短语。先看范文：中国人的姓氏到底有多少

呢	 ?	 据最近的调查，中国人的古今姓氏实际上多达

22000	 个。当代中国人使用的姓氏约有	 3500	 个左

右。其中李、王、张、刘和陈是中国的大姓。如果把

这五个大姓的人口加起来	 ，估计就有三亿五千多万

人	，几乎占了中国全部人口的三分之一。

（四）语言输出重在“知其然”

学习一门语言，目的在于培养学习者使用这种

语言的能力，使学习者养成正确运用这种语言的习惯

和语感。语言课是技能课，不是理论课或知识课。

语言知识讲解的重点应是在特定的交际语境中该“

说什么	”、“怎么说	”、“限定条件是什么	”。

对于第二语言学习者来说，“知其然”往往比“知

其所以然	 ”更重要。例如，汉语的词语搭配，有些

易于理性辨析，有些就不容易说清楚。比如只能说“

不可思议”或“难以思议”，就不能说“可以思议”

或“易于思议”；“方方面面”能说，“地地方方”

就不能说……还有大量的、一般中国人都不明其理的

习惯性说法，与其做烦琐的理据分析，不如就让学生

记住固定搭配，反复操练使用，形成语感。Krashen

曾指出过，有计划的、循序渐进的语法教学不能促进

学习者的语言表达能力；Lewis(1993)指出没有任何

证据可证明明晰知识有助于语言表达；Nattinger和

Decaricco（1992）语言输出的流利程度不取决于学

习者大脑中储存了多少生成语法规则，而取决于词汇

组块储存的多少，是词汇组块使人们流利地表达自

我。这些预制组块具备有效提取的优点，同时还能使

说话者的注意力集中在语篇的层次结构而不是局限于

单个的词上。他们的这些观点得到后来的一些语料库

语言学及语言习得研究的验证.

（五）词块教学策略的实施

1、	词块教学策略的基本思路

词块教学策略实施的基本原则和途径与其他教学

法相似，总体流程也是包括信息输人和信息导出

两个环节。所谓的信息输人，就是教师充分发挥

能动性，首先要在制定教学方案和教学计划以及

备课时都要对对外汉语教学中的语块知识点进行

总结分类，然后通过系统地课堂讲授帮助学生来

识别各种语块，对各种语块的功能、语法特点和

使用环境进行详细分解，完成学生对知识的接受

过程。在信息输人结束以后，信息的导出则要发

挥师生的互动作用，一方面教师要组织和提供大

量的范例，对学过的语块知识点进行针对性的练

习，通过教师的有向导出来巩固学生学过的知识

并为己所用。

2、	词块教学建议

强化词块意识，注重词块教学，提高学生使用词

块的能力。王慧（2007）通过实证研究的方法指

出汉语学习者掌握和使用语块的情况并不好；从

词块使用的实际情况来看，留学生主要是使用

连接性语块和搭配语块，很少使用熟语语块和插

入性语块。也就是说学生的语块意识还不强，没

有将最能体现汉语特色的语言当作一个整体来

学习。因此，对外汉语教师应该强化语块教学意

识，将语块教学贯穿到语言学习的各个环节中

去。

3、	加强汉语虚词语块的教学

汉语是缺乏严格意义上的形态变化的语言，主要

是靠语序和虚词来表现语法关系。虚词更多的是

体现一种语法意义，而语法意义是体现在与之共

现的横向或纵向的词语搭配中的，因此虚词教

学不能单独进行，而是要将之放到整个语言中

去教。例如，“对”主要出现在以下语块中，“

对……说”、“对……感兴趣”、“对……来

说/而言”、“对……了解/清楚”、“对着+地

点”。因此，我们在讲“对”的时候，应该将“

对”组成的语块以整体的形式告诉学生。又如“

从来”一词，我们应将组合成“从来没有”、“

从来不”语块来教学。

4、	实施语块教学应该区别对待。

区别对待就是要根据汉语水平这个实际，采取不

同的语块教学策略。对于初学者来说，语块教学

重在固定的实词语块，重视记忆在语言学习中的

作用。而对于中级来说，语块教学重在带空层面

的短语语块。初级者和中级者的语块教学的目的

都是在于打好语言学习的基础。对于高水平的汉

语学习者，语块教学要全面不能偏重任何一种。

语块教学的最终目的是培养他们灵活使用语块的

能力，学会通过语块模板来构建新的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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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重视背诵在汉语词块教学中的作用

“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书读

百遍，其义自现”等名言都证明了读和记忆对语

言学习的重要意义。熟读和反复背诵有利于培养

语感和扩充语言储备，是语块教学得以实现的保

障。对教师的启示就是应重视背诵在语言学习中

的作用。

6、	词块教学中应注意的问题

（1）汉语教学中词块的选择应该是高频率与可

学性、交际影响力三者相结合。如果词块是语言

教学的更佳单位，并且我们的教学目的是培养学

生的交际能力语用能力、汉语语感能力，那么哪

些词块才是最应选择出来进行教学呢?我们认为

汉语教学中词块的选择应该是高频率与可学性、

交际影响力三者相结合。刘慧通过实证的方法，

分析了留学生在语块使用类别的分布状况上的主

要特点：1.句子层面的带空语块使用最频繁，这

主要集中在关联词语的使用上。2.短语层面的固

定语块使用频繁。3.短语层面的带空语块使用也

较多	 4.句子层面的固定语块使用得很少。从整

体上来看，短语层面的语块和带空层面的语块使

用得比较频繁。这主要还是取决于这两类词块的

记忆性和生成性强的自身优势，因此可学性也

强、交际影响力也大。

（2）汉语教学中单词与词块是不能偏废的两个

方面。词块的基础是单词，单词是词块不可缺少

的组成成分。例如：“引起(产生)(强烈的)共鸣	

”中包括“引起”和“共鸣”两个单词，但一起

出现的频率相当大。词块更注重的是词与词之间

的共现关系，是词汇的语用功能。如果放在一

起记忆使用时就不必花费时间考虑“共鸣”前该

用哪个动词了。如果说传统概念中的单词是“砖

块”的话，词块则好比预制件，拼在一起就是一

幢完整的房子，单词与词块是不能偏废的两个方

面。因此，词汇教学中单词的字音、字形以及最

基本的词典意义等是不能省略的，但是在夯实单

词记忆的同时，我们的注意力要过渡到词汇学习

更大的单位——词块，帮助学生运用地道的汉语

进行交际。

词块教学策略的作用和价值

词块兼有语法和词汇的特征，是一种语言使用

惯例，暗含着一定的潜语境，同时具有相对固定的形

式和可预测的性质，能缩小期待的范围，预测语篇

的内容。另外，词块还是记忆的理想模式。词块是较

大的言语单位，有时甚至是整个句子，所以一次性

记忆的单词量增大，可是记忆的容量增大并没有加大

记忆的难度，因为词块的意义是置于特定的语境，所

以比脱离语境单独背词汇更容易记住，而且不容易遗

忘，因而词块往往作为整体被学习、使用，并保留在

记忆中。词块的重要性还突出表现在以下方面，“即

汉语语序的单位，严格来说，并不是词，而是语块，

句子内的顺序是‘语块序列’而不是‘词序’”。正

因为词块有着独特的性质，因此词块教学也有着独特

的优势。关于词块理论在语言习得和教学中的作用和			

价值，已有很多人研究论述过。

结语

综上所述，以词块为单位进行词汇教学，有着

很大的优越性。它符合语言学习的规律，能极大地促

进第二语言学习者交际能力的提高。但是任何一种教

学法都不能单独地完成对外汉语和华文词汇教学的任

务。在对外汉语词汇教学中应该倡导多重教学思路，

将语素法教学、词本位教学、语块教学法结合起来。

同时，我们更应该注重语块教学，因为汉语语块仍旧

是待开发的资源，而且我们要走的路还很长。吕必松

指出“一种新理论从提出到试验再到推广应用需要一

个相当长的周期，我们主张把可供应用的理论及时应

用到教学中来，就是希望尽可能缩短这个周期，也就

是尽可能缩短理论发展和教学发展之间的时间差，只

有这样，才能加快对外汉语教学发展的步伐。”[9]

因此，我们希望有更多的专家学者对汉语词块进行深

入的、突破性的理论研究和教学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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