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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习得研究四十年

赵  杨 北京大学对外汉语教育学院

提  要  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习得研究与改革开放同步，迄今已经取得丰硕成果。本文首

先选取一些关键节点和重要文献，特别是早期文献，对这一进程做简单回顾，特

别关注研究方法的演进。随后以界面假说为例，阐述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习得研

究对学科发展的贡献。文章最后对未来发展做出展望：将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习

得研究纳入二语习得的学科框架；增强理论意识，挖掘汉语作为第二语言习得的

规律和特点；关注线上学习行为研究。

关键词  汉语 第二语言（二语） 习得 研究

Abstract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studies of Chinese started as China opened to the outside world and 
have achieved significantly ever since. The present article provides a brief review of L2 Chinese 
studies in the last 40 years, based on critical developmental points and important literature with 
a special focus on research method evolution. It then exemplifies the contribution of L2 Chinese 
research to the discipline of SLA. The author lists three aspects of L2 Chinese research in the 
future: to put it in the framework of SLA discipline, to strengthen theoretical consciousness and 
explore the rule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and to carry out 
research into online Chinese learning.

Key words Chinese;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research

第二语言习得研究

* 本研究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界面关系习得研究”（项目编号 13BYY092）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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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学科的蓝图是由经线和纬线编织而成：经

线是共时现状，包括构成这个学科的概念、理论体

系及其相互联系、与其他学科的关系等；纬线是指

历时演变，包括核心概念的产生和发展、假说和理

论的更迭等。要梳理过去四十年汉语作为第二语言

（以下简称“二语”）的习得研究，也要理清它的经

线和纬线，即共时和历时两个方面。此外，还要把

它放在二语习得学科框架下考察，只有这样，对一

些问题才能看得更清楚。

回 顾 总 结 汉 语 作 为 二 语 的 习 得 研 究 或 学 习

理论的文章，国内外期刊已经发表了几篇，如陈

前瑞、赵葵欣（1996）、徐子亮（2004）、施家炜

（2006）、梁德惠（2012）、宋扬（2014）、Zhao（2011）

等，最近的一篇论文是徐婷婷等（2018）不久前发

表的。这些文章或对不同时期国内发表的研究成果

按照语言次系统（语言、词汇、句法等）归纳总结，

或把研究成果放在二语习得总体框架内考察。

上述文章对不同阶段汉语作为二语的习得研

究做了较详尽的归纳、分析与总结。为避免重复，

本文不做量化统计，而是把重点放在历时描述上，

选取一些关键节点和重要文献，特别是早期的一些

文献，对汉语作为二语的习得研究历史发展做简要

介绍，尤其关注研究方法的演进。本文另一个重点

是，以界面假说为例，考察汉语作为二语的习得研

究成果对已有的主要基于印欧语言的习得假说提出

的挑战。上述回顾文章大多对国内研究现状予以展

示。本文打通国内与国外，把汉语作为二语的习得

研究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考察。

一、汉语作为第二语言习得的发展脉络

二语习得研究产生于外语教学。虽然外语教

学历史悠久，但是二语习得作为一个研究领域的

历史却很短，可以说是最年轻的学科之一。如果

把 1972 年 Selinker 提出“中介语”概念看作是这

一学科确立的标志，那它只有四十多年的时间。

如果把 1957 年 Lado 提出对比分析假说看作是起

点，它也只有六十年的历史。即使从 1916 年“习

得”（acquisition）这个术语出现在《现代语言期刊》

（Modern Language Journal）时算起，其历史也不过

一百年多一点。

汉语作为二语的习得研究与改革开放同时起

步，历史更短。《语言教学与研究》于 1979 年创

刊，是第一本“研究对外国人进行汉语教学的学术

刊物”（《发刊词》）。“汉语作为外语教学”和“汉

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这两个概念于 1980 年首见

于《语言教学与研究》（李英哲，1980；王靖宇，

1980）。当年该刊共发文 83 篇（包括简讯等），跟

对外汉语相关的文章 27 篇，包括汉字和词汇教学、

病句分析、教材编写、课型教学、翻译和汉外对

比、国外汉语教学和教学法介绍等，其中汉外对比

文章有 6 篇，国外情况介绍 4 篇，质化研究和量化

研究尚未出现。这些文章大多从经验出发，只是提

出某个现象或者请学界关注某些问题，比如基础汉

语教学或成人汉语教学等。6 篇汉外对比文章只是

对汉语和其他语言中存在的现象做客观比较，并未

联系教学。这些文章没有提及对比分析假说。当时

的学术写作，在引文标注上要求不严格，因此这些

文章是否与对比分析假说有关联，不得而知。也有

一种可能：对比是研究外语教学的一个自然过程，

汉外对比研究并不是由对比分析假说引发的。

1982 年，吕必松在《关于语言教学法问题》

一文中，介绍了“习得”和“学习”概念，并对二

者进行了区分，认为“习得”是过程，“学习”是

行为（转引自孙德坤，1989）。1983 年，吕必松发

表长文，提出几个与二语习得相关的概念和论述，

指出了对外汉语教学的研究对象。该文提出三个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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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观点：其一，对外汉语教学是二语教学，二语学

习的特殊性决定了二语教学的特点。第二语言有自

己的特点，和第一语言（以下简称“一语”）的学

习环境和学习方式不同，习得过程也不同。其二，

对外汉语教学是外语教学，外语学习的特殊性决定

了外语教学的特点，相对于针对民族语言教学的二

语教学，学习者的文化背景不同，学习外语的目的

和动力不同。其三，对外汉语教学是汉语教学，汉

语本身的特殊性决定了汉语教学的特点。该文“把

通过学习而获得语言的过程叫作语言习得过程”，

指出“这是心理语言学研究的对象”，“无论学习第

一语言还是学习第二语言， 习得一种语言现象至少

要经过理解、模仿、记忆和应用这样几个阶段。这

几个阶段大致可代表一个语言现象的习得过程”。

这篇文章在区分“二语”和“外语”的同时，指出

了语言习得的几个阶段，是最早一篇把习得与对外

汉语联系起来的文章。

第一位用中介语理论分析汉语作为外语的偏

误的学者是鲁健骥。1984 年，他在《语言教学与

研究》上发表题为《中介语理论与外国人学习汉语

的语音偏误分析》一文，介绍了中介语理论和偏误

分析假说，在 Selinker 列举的中介语的五个成因基

础上，分析了汉语学习者在语音上的偏误成因，包

括母语的负迁移、目的语知识的负迁移和训练问

题，随后特别强调了中介语的“顽固性”，即“石

化现象”（fossilization）。这篇文章的参考文献列举

了《中介语》《偏误分析与第二语言策略》《语言学

习与教学原则》和《中介语音系的音节结构的影响

因素》，说明当时的研究开始与国际学术界接轨。

虽然这篇文章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质化或量化研究，

但作者尝试用新理论新方法研究汉语，给学界吹进

了一股新风。

1984 年，梅立崇等第一次把“习得”这个术

语用在了文章题目中，他们分析了出现在学习者语

言中的 900 多个语法、词汇偏误（文中使用“错误”

一词），认为其中一半偏误的成因是由迁移、类比

或教学诱发的。

1987 年，《世界汉语教学》创刊，当年有 2 篇

文章的题目含有“习得”，一篇从习得规律看教学

法的改进（田士琪等，1987），把语言学习看作是

有意识地研习语言规则、使之自觉地内在化的过

程，把语言习得看作是在实际的交际活动中使语言

规则自然地内在化的过程。作者因此提出，语言习

得对于学习者获得口语能力，达到口头上的熟巧有

十分明显的作用。这篇文章中的“学习”与“习

得”区别说，与 Krashen（1982）的提法相符。另

一篇文章是《散论语言习得中的“自我表现”》（周

继圣，1987），该文借用“习得”这个术语，泛指

语言学习。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国内期刊开始全面介绍

二语习得理论。1992 年，温晓虹、张九武连载 2

篇文章，对语言习得及相关领域做了系统介绍，包

括行为主义心理学、传统心理语言学、认知心理

语言学、Krashen 的监控模式等，以及这些领域和

假说在语言本质、语言能力、语言习得方法、母语

与二语的关系上的不同看法。文章参考了约 60 部

文献，除 1 篇汉语文章外，其余均为英文专著或论

文，是对西方理论的一次全面介绍。温晓虹（1992）

在另一篇文章中，对一语习得和二语习得做了系统

的比较。1994 年，王建勤对中介语产生的诸因素

及其相互关系做了较为详细的阐述。1995 年，袁

博平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对比分析开始，对二语

习得研究做了回顾与展望，特别强调生成语法与语

言习得研究的关系。如果说温晓虹、张九武更多从

共时角度对二语习得学科做了全面介绍，袁博平

则是从历史发展角度梳理了二语习得的脉络。1997



95

第二语言习得研究 ／ 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习得研究四十年

年，靳洪刚撰写的《语言获得理论研究》出版，是

国内第一部介绍二语习得理论的著作。上述学者把

国外的理论和研究方法介绍到国内，对国内二语习

得研究，特别是汉语作为二语的习得研究，发挥了

重要的促进作用。

与此同时，思考汉语学习理论的文章开始出

现。吕必松（1993）指出汉语中介语研究有三个目

标：其一，发现汉语中介语系统并进行系统描写；

其二，揭示汉语中介语发展规律，包括汉语习得的

阶段性和条件，以及汉语中介语发展的群体特征；

其三，提出作为第二语言的汉语学习和汉语教学中

需要优化的因素及优化的办法。刘珣（1993）认为，

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学习理论研究有三个重点：发

现第二语言学习过程和“内在大纲”；考察语言学

习环境对语言学习的影响；揭示学习者个体因素所

起的作用。文章特别提出，要进一步研究第二语言

教学中学习与习得的关系，正确评估课堂教学的作

用，充分利用语言环境，建立课堂学习与自然习得

相结合的新型教学体系。

在介绍第二语言习得理论、提出汉语学习理

论的同时，出现了第一批量化研究成果。1993 年，

靳 洪 刚 发 表 英 文 论 文 Pragmaticization and the L2 

Acquisition of Chinese Ba Constructions 和中文论文

《从汉语“把”字句看语言分类规律在第二语言习

得过程中的作用》，是较早的实证研究论文。1995

年，温晓虹采用量化研究方法，考察汉语主题突出

特征与汉语存在句的习得。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该

文采用了推论统计，而不仅仅是以往研究所采用的

描述统计。这一时期，Jin（1994）和 Yuan（1995）

在《语言学习》（Language Learning）发表论文，

是英文主流期刊发表的最早的汉语作为二语的习得

研究成果。这些量化研究所使用的工具大多是语法

判断或句子可接受性判断。

量化研究使用的另一个工具是语料库。1995

年 11 月 15 日，汉语中介语语料库系统通过专家鉴

定，该语料库包含 9 所高校 740 名留学生写作的

1731 篇作文和练习材料，共 1,041,274 字。中介语

语料库的建立，为汉语作为二语的习得研究开辟了

新通道。1999 年，王建勤利用汉语中介语语料库，

对英语母语者习得表差异比较的汉语否定结构情况

进行量化研究。2002 年，孙德金利用语料库中的

语料，对“得” 字补语句的习得情况进行考察。这

些是利用语料库所做的较早的一些研究。此后，借

助语料库的研究一直处于重要地位。  

偏误分析指研究者关注学习者语言中出现的

偏误，由此得出的结论难免以偏概全，这也是提出

中介语概念的原因：把学习者语言当作一种自然语

言看待，而不仅仅关注偏误。借助语料库，研究者

能够全面考察学习者对某一结构的习得，纠正了只

关注偏误的情况。但值得注意的是，借助汉语中介

语语料库的研究大多以分析偏误为主，落脚点仍是

偏误，而不是中介语的整体特点。此外，这类研究

大多依托 HSK 动态作文语料库，通过分析汉语学

习者作文发现中介语的一些特点和规律。这样的语

料库因为作文题目的限制，学习者选择的词汇或句

型自然会呈现某种偏好。以此为基础对中介语进行

分析，偏误会愈发凸显。此外，语料数量也是一

个问题，量越大，越接近语言使用的实际情况。即

使像英国国家语料库（British National Corpus）和

柯林斯英语语料库（the Bank of English）这样宏大

的语料库，二者统计的词频也有差异（Schmitt & 

Dunham，1999）。利用 HSK 动态作文语料库这样

的专题语料库进行统计分析，研究者应清楚专题

和语料数量对研究的制约，从而对结论持谨慎态

度。正如郑艳群（2018）所指出的那样，语料的平

衡性和代表性，是利用语料库进行研究必须考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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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无论是采用可接受性判断测试的问卷调查，

还是利用语料库进行的研究，都属于离线研究。近

年来，把反应时作为变量的在线研究呈现迅猛增

长势头，出现了一些利用 E-Prime 软件和眼动技术

的研究成果。二语在线研究是把心理学和神经科

学采用的研究手段应用到二语研究中，目的是发

现二语中无法直接观测到的现象（Felser，2005）。

眼动技术早在三十多年前就已经应用于语言研究，

1983 年，Eye Movements in Reading: Perceptual and 

Language Processes（Rayner，1983）出版，之后出

现了大量利用眼动技术的研究成果，早期主要用于

阅读研究，考察母语者的加工策略。近年来，眼动

技术大量用于二语加工策略研究。2005 年，《第二

语言研究》（Second Language Research）第 2 期设

在线研究专刊，其中就有利用眼动技术所做的研

究。2012 年以来，仅发表在《第二语言习得研究》

（Studies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期刊的利

用眼动技术的文章就有 23 篇，该刊 2013 年第 2 期

出了眼动研究专刊。

近年来，汉语作为二语的习得研究也开始采

用在线研究技术。于鹏、焦毓梅（2008）就韩国大

学生阅读不同主题熟悉度汉语说明文做了眼动实

验，发现熟悉篇章主题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韩国

大学生的汉语阅读理解水平。白学军等（2011）通

过眼动实验，考察词切分对日—汉双语者汉语阅读

的影响，发现被试阅读汉语词间空格文本和正常无

空格文本一样容易，对被试汉语阅读的词汇识别，

词切分有促进作用，词是汉语阅读中重要的加工

单位。白学军等 (2012) 在另一项研究中以美国学

生为被试，探讨空格在学习汉语新词中的作用，发

现与正常无空格句子相比，被试在词空格文本中学

习新词更容易，表明对汉语学习者进行阅读词空格

文本的训练可以促进他们对新词的学习。Shen 等

（2012）以来自美国、韩国、日本和泰国的留学生

为被试，探讨空格在汉语阅读中的作用是否受被试

母语文本呈现方式的影响，发现不管被试母语文本

中有无空格，是拼音文字还是表意文字，词间空格

都会促进留学生阅读汉语文本，并且这种促进作

用不受被试母语文本呈现方式的影响。余香莲等

（2015）通过文献检索，搜集了 21 篇文献，运用元

分析方法，考察词空格在汉语文本阅读中的作用，

发现外国学生平均注视时间、首次注视时间、凝视

时间、局部注视时间和局部注视次数的词空格效果

量显著高于中国学生。高珊（2017）以包含语块和

相对应非语块汉语句子作为实验材料，以中级、高

级汉语第二语言学习者和汉语母语者作为被试，考

察阅读过程中语块与非语块加工的差异，发现在目

标词组、目标词组末尾字、目标词组后位词和整句

四个兴趣区，汉语母语者和第二语言学习者都表现

出稳定的语块加工优势。

最近几年，随着认知科学和神经语言学的兴

起，“事件相关电位技术”（ERP）越来越多地应用

于语言研究中，探寻语言外在表现的心理机制，如

对汉语话题回指与动词语义关系的研究（徐晓东等，

2017）、汉语被动句中 NP 语迹和话题句中变项的

神经加工机制（刘涛、杨亦鸣，2016）、汉语关系

从句使用频率与加工难度的研究（王慧莉、邴文铎，

2013）等。笔者预测，事件相关电位技术很快将进

入汉语作为二语的习得研究中。

二、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界面关系习得研究

汉语作为二语的习得研究是二语习得学科的

组成部分：一方面它受制于二语习得的普遍规律，

另一方面它要对二语习得学科的理论建设有所贡

献。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汉语作为二语的习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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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与国际主流学术界接轨，与二语习得学科产生

互动。本小节中，笔者以界面假说为例，考察汉语

作为二语的习得研究对二语习得学科的贡献。

界面假说的核心思想是，语言习得困难可归

因于界面，接近目的语母语者语言水平的外语学习

者，如果对目的语还不能完全掌握，问题一定出在

界面上。界面假说有两个版本（White，2011）。根

据第一个版本（Sorace，2005），二语学习者只能

习得纯句法，不能习得界面关系。根据第二个版本

（Sorace & Filiaci，2006），纯句法以及语法范畴之

间构成的界面（称为“内界面”，如句法—语义界

面）可以习得，但句法与语法之外的范畴构成的界

面（称为“外界面”，如句法—语篇界面）无法最

终习得。

根据“非宾格假说”（Levin & Rappaport Hovav，

1994），不及物动词可以细分为非宾格动词（如

“sink”和“沉”）和非作格动词（如“jump”和“跳”），

两类动词由语义决定，具有相应的句法表现，构成

句法—语义界面。就深层句法位置而言，非宾格动

词所带论元位于动词短语内部，非作格动词的论元

位于动词短语外部（赵杨，2006a）。表层结构上，

英语非宾格动词的论元提升至主语位置（例：A 

boat sank.），汉语非宾格动词的论元如果是非特指

的名词短语，可以保留在宾语位置（例：昨天沉了

一艘船。）。但是作格动词的论元，无论在英语中还

是在汉语中，都必须出现在主语位置，否则就会产

生不合语法的句子（例：床上跳几个孩子。）。汉语

学习者如果能够区分非宾格动词和非作格动词，说

明句法—语义这个内界面是可以习得的。

Yuan（1999）通过口头描述图片任务和可接受

判断测试对非宾格动词和非作格动词在汉语作为二

语中的表现做了实证研究，主要考察汉语学习者是

否允许非宾格动词的论元出现在宾语位置，而拒绝

非作格动词的论元出现在该位置。结果显示，中介

语语法经过了一个母语干扰和二语规则过度概括的

阶段，接近汉语母语者水平的汉语学习者能够区分

两类动词，表明汉语非宾格动词和非作格动词构成

的句法—语义界面能够习得。这个结论支持第二版

本，不支持第一版本。

汉语特殊疑问词可以话题化，但只有与语篇

相联系的特殊疑问词才能话题化，如“哪个菜你没

有吃？”，其中“哪个菜”是指语篇中提到的一种

菜，之所以有这种解读，是因为否定词“没有”蕴

含“还有其他的菜”。与语篇没有联系的特殊疑问

词不能话题化，如“谁你喜欢？”不符合汉语语法，

因为“谁”不能指语篇中的实体。与之相对照，“谁

你最喜欢？”就是一个合法的句子，因为这句话蕴

含语篇中还有其他人，“谁”只是一些人中的一个。

由此看，特殊疑问词话题化涉及句法—语篇界面。

Yuan & Dugarova（2012）采用可接受性判断测试，

对英语母语者习得汉语特殊疑问词情况做实证研

究。结果显示，二语者能够区分有语篇联系的特殊

疑问词短语和没有语篇联系的特殊疑问词短语在话

题上的不同表现，说明句法—语篇界面可以习得。

这一结论不支持界面假说，因为无论是第一版本还

是第二版本都预测，句法—语篇这样的外界面不能

够习得。

汉语特殊疑问词除了可以话题化外，还有另

一个特征，即可以充任不定代词。汉语特殊疑问词

充任不定代词，必须有允准语，这些允准语包括否

定词（例：我们没看见什么人。）、非事实动词（例：

我还以为什么人丢了手表。）、推测副词（例：李明

可能丢了什么。）、条件连词（例：如果我们弄坏了

什么东西，老师会很生气。）、疑问词“吗”（例：

你喜欢谁吗？）、句末助词“了”（例：张红爱上什

么人了。）和正反问句（例：你要不要吃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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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疑问词充任不定代词包含句法—语义界面，即

由语义决定，有句法表现。Yuan（2010）通过可接

受性判断测试，考察母语分别为英语和日语的汉语

学习者习得特殊疑问词充任不定代词情况，发现学

习者能够习得否定词、非事实动词、推测副词和条

件连词作为允准语，不能习得疑问词“吗”、句末

助词“了”和正反问句作为允准语。由于可习得的

四项允准语都是自由语素，而不能习得的三项允准

语都是黏着词素（“了”和“吗”）或包含黏着词素

（正反问句），因而这一结果说明，包含功能语类或

虚词的允准语无法习得。史静儿、赵杨（2014）对

泰语母语者习得汉语特殊疑问词充任不定代词的情

况做实证研究，得出了相同结论，即习得困难可以

归因于功能语类。Yuan 认为，句法—语义界面能

否在中介语中建立，受制于多种因素，如二语语法

中界面关系的内在难度以及所涉及成分的词类性

质、二语学习者接触到的汉语语料、一语迁移等。

特殊疑问词充任不定代词的实证研究，不支持界面

假说，无论是第一版本还是第二版本。

检验界面假说的汉语作为二语的习得文章还

有 Yuan（2012）就“特殊疑问词 + 到底”所做的

研究，Zhao（2012，2014）就空主语和空宾语所做

的研究，Dugarova（2014）就俄语母语者习得汉语

特殊疑问词话题化所做的研究。这些研究未能证实

界面假说，对基于印欧语言的二语习得假说提出

挑战，有些研究还提出了新假说，如 Yuan（2014）

提 出 的“ 休 眠 特 征 假 说 ”（Dormant Features 

Hypothesis）。

三、小结与展望

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对比分析假说和偏

误分析假说，到七十年代初中介语概念的形成，二

语习得经历了一个快速发展的阶段，也是理论酝酿

阶段，产生了一些经典论著，如 Corder（1967）的

The Significance of Learner’s Errors 和 Selinker(1972)

的 Interlanguage，直至今天仍有启发意义，尽管这

些论文既不是量化研究，也不是典型的质化研究。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汉语作为二语的习得研究有

类似经历，前辈学者如吕必松（1983）等提出了一

些宏观思想，对之后的研究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中介语概念的提出，是二语习得学科发展的

分水岭，二语习得开始探讨习得机制，在方法上开

始采用量化研究。量化研究的出现也是汉语作为二

语的习得研究转折点，它摆脱了以往完全依赖经验

的研究方法，把结论建立在数据基础上。此外，随

着量化研究成为主流，二语习得关注的不再是以

前那种宏大的问题，而更多关注一些微观层面的

问题。当中介语成为研究对象后，这种转变是必然

的，符合二语习得学科的发展趋势：由宏观向微观

转变，量化研究成为主流（赵杨，2006b）。只有当

习得机制研究越来越受重视的时候，汉语作为二语

的习得研究才能作为一个学科确立起来，因为此时

它已不再是语言教学的附庸，尽管服务教学仍是其

目的之一。

虽然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开始，量化研究开

始涌现，但在国内的对外汉语教学界或者说之后的

国际汉语教育界，严格意义上的汉语作为二语的习

得研究一直是小众。这里所说的“严格意义”有两

方面含义：一是回应二语习得界关心的问题，二是

采用量化或质化的研究方法。之所以是小众，可能

有两个原因，一是学界对习得机制研究的认可度不

高，认为只要是对外汉语研究，目的只有一个：服

务教学；二是二语习得研究有严格的研究范式，对

结果的处理往往借助统计工具，这些都需要研究者

经过严格的学术训练。

像其他人文社会科学一样，汉语作为二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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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得研究也有国内和国外两个阵地。当量化研究成

为主要研究方法后，这两个阵地的差别显而易见。

国内期刊发文，偏误分析类一直是主流（徐子亮，

2004），一些文章的观点比较老旧，谈起母语迁移，

采用的还是“正迁移”“负迁移”这样的概念，对

迁移的复杂性研究不够。很多文章采用的假说还

局限在对比分析和偏误分析，对一些新假说，如

“特征重组假说”（Feature Reassembly Hypothesis）

（Lardiere，2009），缺乏了解，更谈不上应用于实

际的研究中。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国际主流期刊发

表的汉语作为二语的习得文章，一直处于学科前

沿，虽尚未提出基于汉语事实的引领性假说，但是

一直在学科大背景中寻找自己的位置，一直与二语

习得学科互动。最近几年，国内期刊发文质量虽有

显著提高，但与国际主流期刊尚有差距。

笔者认为，未来汉语作为二语的习得研究应

特别关注三个问题。

第一，将汉语作为二语的习得研究纳入二语

习得的学科框架，以林观木，以木观林，避免自说

自话。国内期刊论文，有些数据翔实，方法得当，

但因为没有放在学科大背景下考察，没有找到明确

的“靶子”，只是描述自身的研究，使研究价值大

打折扣。

第二，要有理论意识，挖掘汉语作为二语的

习得规律和特点，对二语习得理论有贡献。当前的

假说，大多是基于印欧语言的习得提出的，汉语作

为二语的习得研究，即使与国际主流学术界接轨，

研究成果也多是对已有假说提出挑战，但进一步提

出新假说的很少。要提出基于汉语二语习得的假

说，一是要有理论勇气，二是要认真研究汉语的特

点。实际上，很多基于印欧语言的习得研究结论，

从汉语的角度考量，都会产生新问题。比如对印欧

语言时间表述的习得，按照语用、语词和语素的顺

序发展（Bardovi-Harlig，2000），语用阶段主要是

利用上下文、对比事件以及说话人之间的关系，语

词阶段借助时间副词、连词、日历时间以及表示起

始、终结的动词，语素阶段是使用动词的时和体。

汉语缺少屈折变化，那么汉语作为二语的时间表述

会呈现什么样的发展规律，就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

题。也许由于汉语的特点，时间表述不会造成学习

者习得困难。但无论有什么样的结论，都是对现有

理论的修正，在更高层面提出新问题。

第三，要关注线上学习行为研究。互联网已

经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人们可以轻松获取线上

资源，通过互联网学习汉语，语言学习形式发生了

根本改变，学习者的学习行为也相应发生改变。线

上语言学习将成为未来研究的一个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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