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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琐细处见精微序 崔希亮

	北京语言大学教授、校长

《学汉语》杂志是一本小杂志，里边刊登的文章也都是短小精

干的，都是就汉语学习过程中发现的一些问题进行讨论，既有趣又

有用。上个世纪 90 年代我也经常给《学汉语》写稿子，这些年虽

然不再给《学汉语》投稿了，但是仍然是这本杂志的忠实读者。今

年是北京语言大学建校 50 周年，《学汉语》杂志创刊 25 周年，编

辑部的同事们准备编写《〈学汉语〉25周年精选》，我觉得这个主意

非常好。汉语教学一线的老师可以把它作为一本参考手册，留学生

可以把它作为一本参考书，研究者可以到这里来发掘问题。

《学汉语》刊登的很多问题都很有意思，例如我们为什么不

说“很雪白”、“干干净净衣服”、“别的同学们”、“金鱼身体好吗”、

“外国人都想汉字很难”、“他汉语说得比我很好”？这些问题都是

我们在课堂教学中经常遇到的，它们是语法问题。也有一些语用问

题，如“老师，你媳妇在家吗？”这句话，语法上没错，但是不得

体。还有些问题属于词汇问题，比如“难过”和“难受”有什么区

别？“偏”和“偏偏”有什么区别？“刚”和“刚刚”有什么区别？

“常常”和“往往”有什么区别？“来到”和“到来”有什么区别？

“故事”和“事故”有什么区别？等等。留学生常常会拿这些问题

来“难为”老师，而我们的老师往往会被这些问题问住。有些问题

既是词汇问题，也是语法问题，比如“还”和“又”“再”有什么区

别？学生说“老师，明天我还来。”这句话好，学生说“老师，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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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我又来。”这句话不好。为什么？学生说“老师，明天我再来。”

这句话是有歧义的，可以是“今天来了，明天还要再来”的意思，

也可以是“今天没来（不来），明天再来”的意思，但这两个意思

重音位置是不一样的，学生还不能体会到这么精微之处。前者重音在

“再”上，后者重音在“明天”上。如此这般，《学汉语》精选的问题

都是这一类的。这些问题散见于《学汉语》各处，能够把它们集中在

一起善莫大焉。

《学汉语》上的文章没有长篇大论，没有理论阐发，它们都是

就事论事的，读起来并不困难，但是这些文章所涉及的问题并不简

单，有的时候并非一篇几百字的文章就能解决的。文章的作者大多

是一线教师，他们对问题有着天然的敏感，对如何解决问题有着丰

富的经验，因此才能够做到四两拨千斤。文章所谈的问题都不是凭

空想象出来的，这些问题来自于课堂，来自于学生的第二语言习得

的过程中。有很多问题其实大有继续研究的空间。尽管作者在这里

点到为止了，但是他们所带给我们的启发是多方面的。这些问题看

似琐细，可是我们仍能从琐细中看到精微，从外国人的眼中反观我

们的母语往往会有意外的发现，这就是《〈学汉语〉25 周年精选》

的价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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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
推荐

在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中，学生经常冷不丁提出一些

教师毫无准备的问题，如：“‘看不上’和‘看不起’有什么不

同？”“‘我的猫是彩色的’为什么不对？”“‘哪儿跟哪儿啊’是什

么意思？”“为什么不能说‘我的班’？”等等。这些问题看似简单，

但是要即时给出一个准确的、学生可以理解的说法，也非易事。即

使事后去查词典、工具书，也往往找不到答案。因为汉语词典、工

具书大都是为本族人编的，基本上没准备回答第二语言学习者的问

题。因此常常是老师花了不少工夫，也还是找不到满意的答案。特

别是一些新教师，更容易为此陷入尴尬，甚至乱了上课的套路。

现在我们“得救了”。这本《学汉语》杂志 20多年积累下来的

400 多篇短文，给我们提供了这类问题的答案。虽不能说是“有问

必有答”，但是学生课堂内外提出的很多常见问题，都可以从这里

找到有经验的汉语教师提供的、适合学生理解水平的答案。翻检此

书，可以使你从容应对学生提出的大部分你没有准备、也不容易找

到答案的“怪问题”。

本书的以下特点，足以引起汉语教师的兴趣：

一、有用。

本书中讨论的汉语问题，都是“真问题”，是在汉语教学中学

|《学汉语》告诉你为什么
崔永华

	北京语言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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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提出的、教师遇到的问题，不是研究者为说明自己的看法假设的

问题，更不是“无病呻吟”，为写文章而提出的问题。

二、针对性强。

由于是为了解决、回答学生的问题，因此对问题的回答和回答

问题所用语言须适合学习者的语言水平和对汉语的认知水平。除少

数理论性较强者外，这些短文都是直接面对问题，单刀直入，且语

言简单明了，不躲躲闪闪，不绕来绕去，不堆积术语，不因贪大求

深，适合学生和教师的迫切需求。

三、质量高。

这些短文大多出自经验丰富的汉语教师之手。他们在教学或接

受学生的提问时，发现学生理解、运用中的问题，经过自己的分

析、研究、思考，再以便于学生理解的方式表达出来。

这些文章的作者有老一代对外汉语教学专家，如王还、程美

珍、赵淑华、施光亨、李珠、王志武、杨寄洲、王碧霞等；有新一

代学术带头人，如李晓琪、李泉、罗青松、马燕华、朱志平、吴中

伟、陆庆和、熊文、张宝林、李绍林等；还有成就卓越的语言学者

史锡尧、宋玉柱、易洪川、崔希亮、杜永道等。

由此我们可以说，这些短文是解答学习者相关问题的最佳答案

和回答方式。这再次提示我们，大学者可以写小文章，小文章同样

有高价值。汉语教师和学习者需要这种直面问题、简捷明了、适合

学习者水平的小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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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有启发性。

这些小文章为观察汉语提供了新的角度。这个新角度就是外国

人怎么看汉语。第二语言学习者提出的问题，常常是学习者有意无

意地跟自己的母语进行比较后提出的。这些问题可以帮助我们认识

汉语的特点。汉语研究者讲汉语特点，讲语言形式的较多，且流行

从负面讲，例如汉语没有形态变化，汉语词类跟句法成分之间不存

在简单的一一对应的关系等。从本书讨论的问题看，外国人学习汉

语的难点至少还包括汉语补语的复杂情况、形容词直接做谓语、大

量的习惯用语等，其实这些也正是汉语的特点所在。

五、好用。

本书编者对文章进行了处理，突出了文章层次和例句，删繁就

简，标题直截明了，解析重点归纳到位，让一篇篇分散的老文章，

汇聚成一本一目了然的参考书，查阅方便。

当然，这些短文中有些观点也有所欠缺，但它们可以为我们解

答相关问题提供参考和启发。

本书编者做了大量的整理工作，嘱我提提意见，写点感想。拿

到书稿后爱不释手，读完之后，写了以上感想，算是给同行们做个

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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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杂志除了自身的价值外，还必然记录一段历史，一串记

忆，一份情感。《学汉语》这本带有一定学术性的应用型通俗刊物，

即是如此。《学汉语》不仅对汉语作为外语教学的学科发展和教学

实践的深入做出了独特的贡献，也记录了学科建设特别是教学实践

发展的一段历史，珍藏着作者、编者和读者的一串记忆，联系着对

外汉语教学界同仁的一份情感。

难忘的是，恰在我投身对外汉语教学事业的 1987 年，《学汉语》

创刊问世，这种缘分让我颇感幸运。《学汉语》已然伴我在对外汉

语教学这个领域学习、工作和生活了 25 年。多年来，我对《学汉

语》心存感激，我从前辈师长和同龄朋友的文章中学到了很多汉

语知识和教学方法，特别是在我最初从事对外汉语教学的那些岁月

里。我曾给它投过稿，向它推荐过留学生的汉语习作，也曾向同行

和留学生推荐过它。所以，当编辑部同仁让我为这个刊物 25 周年

的精选本写份推荐时，我虽有些犹豫，但没有坚决婉拒，而是感到

又一次触摸了缘分和幸运。因此，尽管我并不适合做这份美差，但

对这个刊物的感恩之心，让我暂时忘却其他理性的考虑。

专家
推荐|好风凭借力 李　泉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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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学汉语》的这个“精选本”，至少可以给青年教师和

准备从事国际汉语教学事业的青年朋友、对外汉语教学方向的硕士

生和博士生以下几个方面的启示和助益：

其一，可以更好地了解汉语的某些特点。一名汉语教师新手往

往由于缺乏教学经验，加之对汉语自身的特点习焉不察，而不了解

学习者在汉语学习过程中的问题所在，想象不出他们会说出或写出

“他们三位人”“你去，也我去”“他讲得很好，你们应该听起来”“老

师说话一点儿快”这样不可接受的句子。而了解学习者的汉语偏误

现象是了解汉语特点的重要“端口”，只有全面、深入、细致地了

解和把握汉语的结构规则、组合规则和使用规则才能更有针对性地

开展教学，才能更好地解释学习者的语言偏误现象。“精选本”中

的绝大多数文章都是基于学习者的汉语偏误写成的，阅读这些小文

章可以让我们对汉语的某些特点有一个更真切的了解和体会，并可

进一步促使我们对相关语言现象进行深入思考。

其二，可以从中了解教学的重点和难点。“精选本”中的400篇

小文章集中展示了汉语学习者在汉语词语、习惯用语、短语结构、

格式等方面经常会出现的理解和使用偏误，并结合教学实践进行了

分析和阐释。而学习者理解、运用有误或根本就不理解、不会用的

语言现象，无疑也就是教学的重点和难点。阅读“精选本”中的相

关文章，不但可以了解到不同教学阶段汉语教学的一些重点和难点

问题及其相关的阐释和处理意见，而且也为我们分析教材提供了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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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方向，为我们备课和编写教案提供了基于教学实践的参考意见。

其三，可以为我们开展汉语研究提供线索。尽管方法的重要性

毋庸置疑，但汉语教学的最难处不在于教学方法的运用，而在于对

学习者汉语偏误的分析，特别是对偏误成因的阐释和对相关现象所

包含的汉语结构、组合和运用规律的概括。而汉语教学过程中大量

的语言偏误现象及其所蕴涵的“汉语问题”，绝大多数都没有现成

的答案。“精选本”的价值不仅在于它为我们提供了汉语教学中必

然会涉及的一些重点和难点问题及其“参考答案”，更在于它可以

启发我们对这些语言问题做进一步的思考和研究，特别是启发我们

对教学中遇到的其他各种各样的语言偏误、语言问题的敏感、思考

和研究。

不仅如此，一名汉语教师新手如果能认真阅读“精选本”上的

这些文章，还可以在相当程度上了解“对外汉语教学是怎么回事”，

了解学习者是怎么学的，前辈们是怎么教的；可以了解在汉语教学

中应该注意哪些问题以及如何教授这些问题；可以不断反思课堂教

学的得与失。优秀的汉语教师应该是集学习型、反思型和研究型的

于一身的。好风凭借力，我相信“精选本”会在青年教师“走向从

容、走向卓越”的过程中助一臂之力。也祝愿《学汉语》与时俱

进，为国际汉语教学事业的发展再立新功。



词语运用

Langu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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栏目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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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语运用  词语类

词 语 类

001  吧 呢

语气助词“吧”和“呢”的各种非疑问用法

“吧”和“呢”都是语气助词。它们除了用来表示疑问以外，还有其他一些用法。

1. 先说“吧”。

（1）可以用在祈使句末尾，表示命令、请求、催促、建议等。有些句子与正反疑

问句形式相仿，但它们是祈使句而非疑问句。如：

a 你到底来不来吧！（你到底来不来，你说吧。）

b 你承认不承认吧。（你承认不承认，你说吧。）

这类句子使用句号或感叹号应根据具体的语境来判断。

（2）用在问句末尾，不单表提问，还有揣测的语气，表示不敢肯定，但并不要求

答复。如：

c 您不会不知道吧？

d 他是北欧人吧？

（3）用在“行”、“好”、“可以”等后面表示同意，构成应答语。如：

e A：你们明天再来办吧。

B：好吧。

（4）用在句中停顿处，可表示举例、让步等，也可用于交替假设，有左右为难、

犹豫不决的意思。

f 就拿去年来说吧，销售人员减少了，而公司的利润却增加了。

g 就算你对吧，那也不能骂他呀！

h 去吧，要花很多钱；不去吧，别人又会说闲话。

解析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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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汉语》 25周年精选

（5）用在“动词 + 就 + 动词”的句尾，表示同意、认可或没关系、不要紧。如：

i 多住一天就多住一天吧，反正回去也没事做。

j 不来就不来吧，我们三个人也够了。

（6）带有号召和祝愿的味道。如：

k 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

l 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同创造美好的明天吧。

2. 再看“呢”。

（1）指明事实而略带夸张或赞美。如：

1） 可 + 形容词 + 呢

m 这塘里的鱼可大呢！

!4 他们的汉语水平可高呢！

2）才 + 动词 + 呢

!5 电影八点才开始呢！

!6 飞机十二点才起飞呢！

3）还 + 动词 + 呢

!7 他还会作诗呢！

!8 亏你还是个大学生呢！

（2）用在叙述句的末尾表示持续的状态。常和“正”、“正在”、“在”或“着”等

搭配。如：

!9 外面下着雨呢！

@0 他还在睡觉呢！

（3）用在句中停顿处。

1）用于主语之后，含有“至于”、“要说”和“关于”等意思。多用于列举或对

举。如：

@1  我们几个都挺忙：老王呢，在帮女儿带孩子；老李呢，在忙着写自传；我

呢，帮儿子照顾生意。

@2 高兴呢，就出去散散步；不高兴呢，就待在家里睡大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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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语运用  词语类

2）用在假设小句的末尾。如：

@3 你要是饿了呢，就自己做点儿吃。

@4 你要是困了呢，就趴在桌子上歇一会儿。

3）用在其他成分之后。如：

@5 其实呢，他不来也好。

@6  还是在我这儿住几天吧，一来呢，咱们俩可以聊聊天，二来呢，也让儿女

们方便点儿。

4）表转折。如：

@7 老板告诉我们等他回来，而他呢，却跟朋友喝酒去了。

@8 说是来买，钱呢，一分也没见。

原刊标题：“吧”和“呢”的非疑问用法（作者：张少云） 
原载《学汉语》1999 年第 8 期（总第 145 期）

002  把

量词“把”的语义特征

在现代汉语中，名词都有特定的量词，不能随意组合。但是，有的量词用法比较

多，掌握起来很难，如果能找出它的一些规律，学起来就容易多了。“把”字就是其

中的一个。

1. “把”作为个体量词，多用于有把手的器具或物品。最常用的有：一把椅子、

两把伞、三把刀子；像叉子、勺子、茶壶、剑、手枪、锁、钥匙、牙刷、梳子、扇

子、剪子、铲子等都用“把”作量词。

2. “把”也可以作不定量的量词，表示一部分物品，大约能用一只手抓起或拿得

了的量，跟手有密切的关系。糖的量词是“块”，我们说“一块糖”，如果说“他从糖

盒里抓了一把糖”，那么这“一把糖”可以是十块，也可能是更多一些。所以我们说

“把”表示不定的量。我们常用“一大把” 表示多，“一小把” 表示少。

这类物品的体积都比较小，又容易拿，像米、面、花生、瓜子、沙子、土、枣、

解析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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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汉语》 25周年精选

豆子等。而有的物品比较大，又不好拿，就不能用“把”了。不能说“一把苹果”、

“一把梨”、“一把西瓜”。

口语中还有一些抽象的事物，也用“把”作量词来表示不定的量。这种量比“一

点儿”表示的程度要强。请看下列对比：

加点儿劲　出点儿力　用点儿力气

加把劲　　出把力　　用把力气

有时在比喻句中，这种强调作用就会更明显了。如：

a 妈妈一把屎一把尿把我养大，多不容易。

b 她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哭得很伤心。

3. “把”还可以表示动作的次数或量。大部分用于手的动作，如：拉、帮、推、

拽、搭、抓等，用法跟“次”、“下”、“回”相近。

可是，在现代汉语中，表示动作的量的意义有所扩展，这些动作与手关系不大。

如：表现一把、玩一把、练一把等，最流行的一个词就是“过把瘾”。这个词是电视

剧《过把瘾》上映后流行起来的。

原刊标题：量词“把”的用法（作者：永顺）

原载《学汉语》1995 年第 5 期（总第 94 期）

003  帮忙

离合词“帮忙”实际应用案例

米兰娜和玛丽是一对非常要好的朋友，这是她俩一段有趣的对话。在她们的对话

中，每次都离不开“帮忙”二字，只是表现形式略有不同，请你认真读一读，也许对

你进一步加深对这个词的理解和运用会有所帮助。

米兰娜：玛丽，请你帮帮忙，好吗？

玛　丽：帮什么忙？

米兰娜：我买的东西太多了，请你帮忙送我一趟。

玛　丽：那我可帮不了你什么忙。

米兰娜：为什么？你我都是老朋友了，这么一点儿忙也不肯帮呀？

玛　丽：你看，我买的东西比你还多，怎么能帮得了你的忙呢？

解析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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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兰娜：你不是有汽车吗？请你帮个忙，开车跑一趟。

玛　丽：那我也请你帮一帮忙，把我的汽车修一修，它出毛病 a 了。

米兰娜：你骗人！昨天还好好的呢，今天怎么就坏了？这个忙你到底帮不帮？

玛　丽：开个玩笑嘛！老朋友了，哪能见死不救呢！你放心，这个忙我是帮定了！

米兰娜：这还差不多。总之，这个忙你一定得（děi）帮，帮得（de）了得（děi）

帮，帮不了也得（děi）帮！

（到了米兰娜宿舍楼前）

米兰娜：谢谢你，玛丽，今天你可帮了我的大忙了！你还有事，快开车走吧！

玛　丽：不！帮忙就要帮到底，我帮你把东西送到楼上去。

米兰娜：你瞧你，毛手毛脚 b 的，把我的香水弄翻了，这下可帮了倒忙 c 了！

注释：

a出毛病：指汽车发生了故障。

b毛手毛脚：做事粗心大意。

c帮倒忙：本来要帮忙而实际上反添了麻烦。

原刊标题：谈“帮忙”  （作者：汪宗虎） 
原载《学汉语》1993 年第 5 期（总第 70 期）

004  不

否定副词“不”的非否定用法

“不”这个词我们几乎每天说话都离不开它，写文章也一定少不了它。初学汉语

的人，一看到它会马上想到它是个表示否定意义的副词。这是很自然的，因为“不”

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包含否定意义。例如“小王不去看电影”“这件衣服不太漂亮”

等等。但“不”也有不表示否定的时候。例如：

a 我等了不一会儿阿里就来了。

b 休息了不一会儿，我们又继续赶路。

c 他俩说了不一会儿就睡着了。

d 灯亮了不一会儿又灭了。

显然，这几个句子里的“不”都没有否定的意思，“不一会儿”和“一会儿”一

解析重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