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วารสารศลิปศาสตรป์รทิศัน์ 33

การวเิคราะห์การเรยีนรูร้ปูประโยค “shi…de” 
ของนกัศึกษาไทย

Lin Caijun*

บทคัดย่อ
	 งานวจิยันีใ้ช้ข้อมลูพืน้ฐานจากการสอบเขยีนเรยีงความและการเขยีนบนัทกึประจ�าสปัดาห์
ของนักศึกษาช้ันปีท่ี	2	สาขาวิชาภาษาจีนธุรกิจและสาขาวิชาการสอนภาษาจีน	มหาวิทยาลัยแม่
ฟ้าหลวง	โดยอ้างอิงจากเกณฑ์ความถูกต้อง	(accuracy	criterion)	และหลักการความถี่สัมพันธ์	
(relative	frequency	method)	โดยเริ่มวิเคราะห์จากการเรียนรู้และการใช้รูปประโยค	“shi…de”	
ของนักศึกษาไทยระดับภาษาจีนขั้นต้น	
	 ผลการวจิยัพบว่า	โดยภาพรวมของนกัศกึษาไทยระดบัภาษาจนีขัน้ต้นนัน้ยังไม่สามารถใช้
รูปประโยค	“shi…de”	ในลักษณะต่างๆ	ได้ตามเกณฑ์มาตรฐาน	ล�าดับการใช้รูปประโยคของ
นกัศกึษาคอื	S1[ประธาน+是+บทขยาย+กริยา+กรรม+的] ＞	S5[ประธาน+是+กรยิา+的+กรรม]	
＞	S9[ประธาน+是+ค�าคุณศัพท์	(วลี)	+的] ＞	S2[ประธาน+是+บทประธานและภาคแสดง+
的] ＞	S3[是+ประธาน+กรยิา+的+กรรม]	＞S6[ประธาน+是+กริยา	(วล)ี	+的] ＞	S7[ประธาน+
是+(ค�ากรยิานุเคราะห์ท่ีแสดงถึงความสามารถ	ความปรารถนา	การอนญุาต	การยนิยอม)+กรยิา
+的] ＞	S4[ประธาน+是+กริยา+(กรรม+ซ�้าค�ากริยาแรก)+的]	=S8[ประธาน+是+กริยา+บท
เสริมภาคแสดงที่บอกความเป็นไปได้+的]และผลล�าดับการใช้รูปประโยคนี้มีความสัมพันธ์อย่าง
มากกับลักษณะพิเศษของวิธีการใช้รูปประโยค	“shi…de”	ของนักศึกษา

*	อาจารย์ประจ�าส�านักวิชาจีนวิทยา	มหาวิทยาลัยแม่ฟ้าหลว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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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学生“是……的”句之习得考察

林才均

提要

	 本文以皇太后大学商务汉语专业和汉语师资专业二年级学生的考试作文及周

记为

	 自然语料，主要依据准确率标准与正确使用相对频率法，初步探讨了在泰初

级汉语大学生“是……的”句之习得情况。研究结果发现，总体上，泰国初级汉

语大学生对“是……的”句各结构的习得未达到习得成功的标准。其大体习得顺

序为：S1[主语+是+状语+动词+

	 宾语+的]＞S5[主语+是+动词+的+宾语]＞S9[主语+是+形容词（短语）+的]

＞S2[主语+是+主谓结构+的]＞S3[是+主语+动词+的+宾语]＞S6[主语+是+动词（

短语）+的]＞S7[主语+是+（能愿动词）+动词+的]＞S4[主语+是+动词+（宾语+重

复动词）+的]=S8[主语+是+

	 动词+可能补语+的]。而这一习得顺序跟泰国初级汉语大学生使用和习得“

是……的”句的特点密切相关。

关键词：泰国学生；是……的；使用频率；习得顺序；习得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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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对外汉语语法教学中，“是……的”句是一个重要的语法点，其使用频率也非常高

（柴世森,1981）。同时，根据北京语言大学HSK动态作文语料库统计，在所有重要

	 特殊句式中，“是……的”句的偏误率最高，可见，“是……句”是对外汉语语法教

学中的一个难点。也因此，有越来越多的研究者针对外国留学生（如：杨素英,2008；谢福

2010等）或特定国籍学生（如：狄昌运,1993；张井荣,2009等）使用“是……的”句的

	 情况加以探讨。然而，据我们在中国知网和泰国TCI（Thai-Journal	Citation	Index）

检索统计发现，专门针对泰国学生，特别是在泰汉语学生“是……的”句的习得方面的

	 研究却不多。但笔者在多年的对泰汉语教学实践中，特别是在学习者的作文中时常发

现“是……的“句使用之偏误。同时，习得顺序一直是第二语言习得研究中广泛关注的

	 一个问题，它对第二语言习得与教学研究具有极大的推动作用。有鉴于此，笔者认为

专门针对在泰汉语学生进行“是……的”句的习得研究是有其必要性的。

一、研究语料与方法
	 本文的研究语料来自泰国皇太后大学师资专业与商务汉语专业共447名二年级学生的周

记与期中期末考试作文，他们已在汉语基础课与语法专题课学过“是……的”句。在处理

语料时，为了便于统计，我们将“是”与“的”的隐去一律视为未隐去。并参照刘月华等

（2001）与谢福（2010）的“是……的”句之分类标准，将各语条归入9个结构小类：S1：

主语+是+状语+动词+宾语+的；S2：主语+是+主谓结构+的；S3：是+主语+动词+的+宾

语；S4：主语+是+动词+（宾语+重复动词）+的；S5：主语+是+动词+的+宾语；S6：主语+

是+动词（短语）+的；S7：主语+是+（能愿动词）+动词+的；S8：主语+是+动词+可能补语

+的；S9：主语+是+形容词（短语）+的。其中，S1-S5是“是……的”句（一），S6-S9

是“是……的”句（二）。结果，我们从628篇周记与526篇考试作文，约288803个字符

中，获得393条使用“是……的”句的自然语料（natural	data）*。

	 在研究方法方面，准确率标准（accuracy	 criterion)是最常用的习得标准之一，在语

言习得研究领域里可以说是占主流（张燕吟,2003）。一般认为，准确率高的语法项目被认

为是先习得,准确率低的为后习得。其他比较有代表性的实验性研究（孙德金,1999；王建

勤,1997；钱旭菁1997等）对此也有同样的论述。而正确使用相对频率法（relative	

frequency	 method）是为解决语料分布不均，且有些句式样本容量小，无法进行等量随机

抽样的问题,	 从而使数据具有可比性。该方法的优势首先在于不再以目的语规范作为参照

标准，而是将语法结构的使用置于学习者的中介语系统中加以考虑，其次通过频率变化的

描写可以揭示语法结构被逐渐习得的过程（冯丽萍、孙红娟,2010）。

	 我们将通过上自然语料，主要依据上述准确率标准与正确使用相对频率法，采用

	 描述统计的方法重点探讨在泰初级汉语学生“是……的”句之习得顺序及习得特点。

以期有利于促进对泰汉语学生，特别是初级汉语学生	“是……的”句之教学水平。

二、考察结果与讨论
	 2.1“是……的”句的使用情况分析

	 从自然语料中获得的语条总数来看，我们从447名泰国汉语学生共1154篇作文中仅获得

393条语料。可见泰国学生对“是……的”句的总体使用率比较低。也就是说，泰国学生较

* 在统计语料时，同一句子，如：“我是吃的面条，不是吃的包子”。我们算作使用“是……的”句的两条语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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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使用此结构句式。我们认为，这与泰国学生母语中并无“是……的”这种对比焦点

（contrastive	focus）句有关。Teng	Shou-hsin（1998）指出，当学习者母语中无汉语之

对应结构时，该语法点的困难度就高。而困难度高会直接导致使用频率低，即“回避”之

现象。同时，杨素英等（2008）认为，“是……句”句型虽然极为常用，但是并不是

	 最基本的句型，所以很难从低中级学生那里得到可用的语料。我们对此表示认同。

	 我们在将393条自然语料归入S1-S9各结构后发现，S1-S9各结构的使用频率按照由高到

低的顺序排列表现为：S1＞S5＞S2＞S9＞S3＞S6＞S7＞S4=S8。从图1可知，各结构的使用

频率出现了“两极”现象，即S1结构的使用频率非常高且远远高于其他结构，占58%。而S8

和S4结构的使用频率极低，均仅占0.3%。在不考虑本文的S5结构时，我们将排序结果与邢

红兵、张旺熹（2005）针对汉语母语者使用“是……的”句频率排序（S1＞S6＞S2＞S9

＞S7＞S3＞S8＞S4）和谢福（2010）针对留学生使用“是……的”句频率

	 排序（S1＞S2＞S9＞S8＞S3＞S7＞S6＞S4）的研究结果对照比较后发现，泰国汉语学

生与汉语母语者、留学生在使用“是……的”各结构上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即S1的使用频

率明显最高，S4明显最低，S2和S9较为靠前。也就是说，泰国汉语学生等非汉语母语者与

母语者在使用“是……的”句时，都常常将状语作为句子的焦点，这与杨素英等（2008）

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但具体到各结构使用频率来看，泰国汉语学生各结构使用频率除了

S1明显高于留学生与汉语母语者外，其各结构使用频率之差距性明显高于汉语母语者与留

学生。因此泰国汉语学生在选用“是……句”各结构时的单一性与同一性就表现得更加突

出。这也是导致各结构使用频率明显不均衡的重要原因。

图1：泰国学生、留学生与汉语母语者“是……的”句各结构使用频率之比较

 

	 另外，我们还注意到，泰国汉语学生在使用“S1：主语+是+状语+动词+宾语+的”

结构时，同样出现了分布不均衡的现象。从图2可知，泰国汉语学生在使用S1结构时，状语

部分主要为时间、处所和方式，分别占S1结构的38.2%、27.2%、24.6%。也就是说，泰国汉

语学生使用“是……的”句S1结构主要用来强调动作的时间、处所与方式，极少用于强调

动作的目的、对象、工具与条件。这与杨素英等（2008）针对英语组和日语组

研究结果是基本一致的。换言之，泰国汉语学生这一点上与其他非汉语母语者是基本相同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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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泰国学生	“是……的”句S1结构各状语使用频率

 

	 同时，我们还发现，泰国汉语学生在使用S1结构时，如果有宾语出现，则存在两种结

构形式，即S1a“主语+是+状语+动词+宾语+的”(如：她是为了学汉语来中国的)与S1b“主

语+是+状语+动词+的+宾语”(如：我是在皇太后大学学的汉语)。其中，S1a结构21条，S1b

结构61条，分别占整个S1结构的9.2%、26.8%。所以泰国汉语学生使用S1结构时，宾语出现

的频率为36%。也就是说，多数情况宾语是不出现的。而如果出现宾语，则多数情况以S1b

结构形式出现，且据统计，此时的动词多为去、买、吃、学习、上课、

	 起床、洗澡、睡觉、见面、毕业、结婚、跑步等与学生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动词。关

于

	 选词趋同这一点，在S5结构中表现得更加明显。据我们统计，泰国汉语学生使用S5结

构的语料共有49条，这些语条共使用了13个动词，其中“吃、学、喝”就分别占了34.7%

、12.3%、10.2%，其次是“考”和“买”都占了8.2%。可见，学生在使用S5结构时，在

动词选用方面比较集中且与其学生身份的日常生活关系密切。

	 由上可知，泰国汉语学生在使用“是……的”的各结构时，主要将状语作为句子的

焦点，但无论是各结构之间还是各结构内部在强调与选词方面均呈现出不均衡状态，凸显

出明显的单一性与同一性。我们认为，这与学生汉语水平程度总体上相差无几、日常生活

情境相似、“是……的”句本身的难易度密切相关。

	 2.2“是……的“句的习得顺序与习得特点

从自然语料中，我们共获得393条有效语料。据统计，泰国汉语学生使用“是……的”句的

总的准确率为82%，总体上略高于施家炜（1998）80%而低于Brown（1973）90%的习得成功

的标准。从总体准确率来看，泰国汉语学生似乎对“是……的”句掌握得不错，似乎已经

成功习得了“是……的”句。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我们发现，各结构的使用

频率与使用的准确率差异显著，存在着明显的不均衡的现象。具体如图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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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泰国学生使用	“是……的”句各结构之准确率与使用频率对照图

 

	 从图3可以看出，总体上，泰国汉语学生习得“是……的”句的准确率与其各结构的使

用频率成反比。若按照准确率排列各结构的习得顺序，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结果：S4=S8

＞S3＞S9＞S5＞S7＞S2＞S1＞S6。然而这样的习得顺序是有待商榷的。如各只有1条语料的

S4、S8的使用频率最低，但其准确率却最高，均为100%。而使用频率前三的S1、S5、S2结

构，其准确率却分别位列第8、5、7。也就是说，因为出现频率低，其准确率

	 反而相对提高了，结果造成了习得成功的“假象”。

	 为了弄清使用频率与准确率的相关性程度，我们运用SPSS计算出两者的Spearman等级

相关系数。具体如表1所示：

表1：使用频率与准确率之斯皮尔曼等级相关系数矩阵

Correlations

	 从表1	来看，两者的等级相关系数值P=-0.563，介于-1和0之间，也就是说两变数为负

相关。也就是说，当使用频率增加时，准确率趋向于降低；反之，准确率趋向于升高。很

明显，我们不能认为泰国汉语学生掌握了或对S4、S8结构掌握得就好，更不能认为

	 这些结构对泰国汉语学生来说就容易。因为施家炜(1998)	早就指出，使用频率与习得

	 效果密切相关。他认为容易的语法点一般使用频率高，且掌握的正确率也高。Teng	

Shou-hsin（1998）也指出，困难度低的语法点具有使用频率高的特点，而使用频率低是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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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度高的语法点的特点之一，且困难度高会使让学生常常回避使用。由此看来，由于使用

频率、语料分布不均等原因，我们暂不能认定泰国汉语学生是否真正习得了S4、S8结构。

如果不考虑这两种结构，泰国汉语学生使用“是……的”句的总的准确率将从原来的82%降

为76.3%，总体上低于施家炜(1998)80%与Brown(1973)90%的习得成功的标准。也就是说，

总体上泰国汉语学生并没有成功习得“是……的”句。

	 为了解决语料分布不均，且有些句式样本容量小，无法进行等量随机抽样的问题,

	 我们有必要来看泰国汉语学生使用“是……的”句的正确使用相对频率。计算方法

是：

	 各句式结构的正确使用相对频率=各句式结构的正确使用频次/所有句式结构出现频次

之和。具体如图4所示。

图4：泰国学生使用	“是……的”句各结构之正确使用相对频率

 

	 由图4可以看出，泰国汉语学生习得“是……的”句呈现为非均衡状态。几乎出现了“

两极”现象，即S1与S4、S8的正确使用相对频率差距甚远。按照施家炜(1998)	的假设：在

语料库出现的语料中，句式结构的正确使用频次或正确使用相对频率越高，就越容易，越

早习得。根据图4，我们就可以得到泰国汉语学生习得“是……的”句的习得

顺序：S1＞S5＞S9＞S2＞S3＞S6＞S7＞S4=S8。这一习得顺序进一步体现为三个区间的

习得等级。我们以相对频率0.07和0.02为界限划分出三个区间：

表2：自然语料之“是……的”各结构习得区间划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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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表2可知，区间（I）前两种结构的正确使用相对频率都比较高，表现为完成或

半完成态的习得状态，而后一种结构的正确使用相对频率几乎接近划分界限，表现为非

完成态之习得状态；区间（II）各结构折线走势基本呈下降趋势，但前两种结构的正确

使用相对频率相对较高，表现出正在经历态的习得过程。而后一种结构正确使用相对频率

同样几乎接近划分界限，因此表现为次经历态的习得过程；而区间（III）各结构相对

频率普遍很低，而且基本呈下降趋势，除了前一种结构接近分界线正步入次经历态过程

外，其他两个结构基本处于未被激活的初始态的习得状态。我们发现，出现上述分布态势

并非偶然。我们结合各结构的准确率来看（排除S4与S8两种结构），处在区间（I）的各

结构的准确率平均在77.4%，未达到Brown(1973)	 90%和施家炜(1998)	 80%的习得成功的标

准，而处于正在习得的过程中；处于区间（II）的各结构的准确率平均在74.8%，显然不符

合习得成功的标准，但也处于正在习得的过程中；处于区间（III）的除S4、S8结构外的S7

结构的准确率为78%，也低于习得成功标准，学生基本上处于正在习得的过程中。可见，就

区间（I）和（II）来看，准确率标准与正确使用相对频率基本上成正比。也就是说，准确

率高且正确使用相对频率高的结构，为学生较早习得的结构，反之，则为未

完全习得或未习得的结构。再结合图3我们还可以发现，总体上结构使用频率越高，正确使

用相对频率就越高，就越易习得。这也符合Teng	 Shou-hsin（1998）关于使用频率与偏误

率跟语法困难度关系的语法点困难度评定标准。同时，我们还可以发现，区间（III）的各

结构正确使用相对频率呈现出同水平的普遍较低趋势，这是“僵化（fossilization）”现

象的体现，是习得难点。也就是说，学生不易习得这些结构。

	 为了进一步探析泰国汉语学生与其他国家之汉语学生习得“是……的”句的异同点，

找出泰国汉语学生习得“是……的”句之特点。我们将泰国学生“是……的”句的习得

顺序与陆一(2014)、唐文成(2010)、谢福（2010）分别针对印尼学生、越南学生和留学生

之研究所得的习得顺序结果比较如下：

表3：各国学生“是……的”句习得顺序对照表



วารสารศลิปศาสตรป์รทิศัน์ 41

	 从表3可知，由于各研究者所研究之“是……的”句的分类标准不同，因此所得习得顺

序之结论也略显不同，不便比较。于是我们在排除所有“未涉及”项目后，重新做相应的

排序调整，结果发现，虽然各国在各结构之具体习得顺序上细微的差异性大于相似性。但

总体上其他外国学生对于S1、S2、S9结构习得效果较好，而S6、S7、S8结构对他们来说不

易习得。这与我们的研究对象泰国汉语学生习得“是……的”句的整体情况是一致的。而

具体来说，我们关于泰国汉语学生习得“是……的”句的习得顺序与谢福（2010）关于留

学生相关习得顺序之研究结果是比较一致的。若不考虑S5结构，在排序上两者有5个顺序值

是一样的。而与印尼、越南学生相比，顺序值之差异性明显大于相似性。也就是说，泰国

学生与他们相比，在习得“是……的”句时，存在着与之不同的特点。这就要求我们在针

对具体教学时，既要承认外国学生习得“是……的”句之共性，又要兼顾到泰国学生习得

之特殊性。

三、结语

	 在过去的研究中，针对在泰汉语学生“是……的”结构的习得研究并没有得到足够的

关注与重视。本文在我们对泰实际汉语教学过程中收集到的自然语料的基础上，初步探讨

了泰国初级汉语学生“是……的”句的习得顺序与特点等问题。研究结果发现，总体上，

泰国初级汉语学生尚未成功习得“是……的”句，而正处于习得的过程中。泰国初级汉语

学生习得“是……的”句的大体顺序为：主语+是+状语+动词+宾语+的＞主语+是+动词+的+

宾语＞主语+是+形容词（短语）+的＞主语+是+主谓结构+的＞是+主语+动词+的+宾语＞主

语+是+动词（短语）+的＞主语+是+（能愿动词）+动词+的＞主语+是+动词+（宾语+

	 重复动词）+的=主语+是+动词+可能补语+的。同时，泰国初级汉语学生在习得“

是……的”句时，呈现出了各结构使用上的非均衡现象、结构使用与用词上的单一性与同

一性、某些结构可能“僵化”、与其他非母语者在习得上共性与差异性共存等特点。这一

研究结果

	 告诉我们，在针对泰国汉语学生的中高级教学阶段，还应当重视“是……的”句之教

学，并且在整个“是……的”结构之教学安排中，应该遵循泰国学生“是……的”句之习

得

	 顺序之规律，循序渐进地安排相关内容的教学。同时还要结合泰国学生习得此结构之

特点，以便有的放矢，取得“是……的”句教学之最佳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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