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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教学中的语音语调教学 2 

 

普通话的声调：高低升降 

梁宁辉老师：各位老师，晚上/早上/下午好！很荣幸邀请到著名语言学家石锋老

师今天来群里给大家就语音教学问题进行指导答疑！ 

 
石锋老师：各位老师好！有的老师已经发现，我报告的内容有些是书上没有的，

或者是跟书上不一样的。这就是不以书为据，而以事实为据。所以对现有的书

要做一个评判。首先看他的体系是不是合乎事实。是不是简明合理？然后才是

其中的方法。方向错了，方法越好，给学生造成的损害越大。就像很多老师辛

辛苦苦的让学生练会 214，把学生教成洋腔洋调。不唯书而唯实，这是最重要的，

也是最难的。需要我们大家一起努力。 

 
胡龙华老师：好的，谢谢梁老师。石老师，我想请问一下，第四声的起始点，

您是否曾经通过实验发现或证明，其实不像我们之前所认为的是 5，而是更高的

起点？ 

 

石锋老师：你的感觉很正确。第 4声的起点是 4个声调当中最高的。 

 

张霓老师：@石锋-南开大学 石老师，请教一下，您说的“第四声起点最高”，好

像感觉并不是这样，电脑波纹显示也不是最高。如：“他在天津住过六年，最后

去四川定居了”；“我现在要坐飞机到新加坡去”。这几句中，似乎第一声都比第

四声高。 

 
石锋老师：张老师说的对。在句子当中，有轻有重。焦点的位置要重读，重读

的时候会高一点。非焦点的字音要读得轻一些，声调也要适当弱化。另外一个

句子还有音高下倾的现象。就是句子开始的时候高一点。逐渐下落，到句子末

尾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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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宁辉老师：这是我上次说的“大胆创新”几个字的波纹，似乎第四声起点比第

一声高 

石锋老师：……不过，一般在同样条件下，是第 4声起点比第 1声高。这样说就

比较完全。 

 
胡龙华老师：我觉得张霓老师觉得那两个例句中的第一声之所以听起来高过第

四声是个石老师所说的焦点与非焦点的问题。‘去四川定居了‘’中‘的‘川‘字得重读

（因为‘定居了’得弱读），所以听起来比较高，第二句中的‘到新加坡去’，因为

‘去’弱读了，所以‘坡’听起来就高了。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石锋老师：是的。在句子中影响声调的因素就有：结构的单位，韵律的平衡，

焦点的位置，语气的表达，等等多种因素影响。 

 

张霓老师：@石锋-南开大学 石老师，您在文章中说到去声的听感也有 41。我看

到电脑声纹常显示的去声是较为低位的，41，甚至 31，而不是高起点的 51。 

 

石锋老师：张老师的观察很仔细。这就是我所说的调位的问题。第 4 声的调位

变体有 54，53，52，51，43，42，41，31等，都可以听成为第 4声。其中标准

的是 53。 

 
梁宁辉老师：所以还是应该像石老师倡议的得在连续语流中训练发音，有的时

候学生四声发得都很标准，但听起来还是很怪不自然，就是没有掌握好句中焦

点所在。 

 

石锋老师：第 1声其实不是 55而是 44。 

 
胡龙华老师：那太好了，那请问老师，我们是否应该重新设计我们用了多年的

五度二码的图像？ 

 

梁宁辉老师：我也感觉 1声其实没那么高。 

 
熊非老师：我也有同感，总是跟学生说第四声起得不够高，但我都没想过其实

是比第一声还高 

 

石锋老师：声调跟音位是一样的调位。音位有变体，调位也有变体。55，44，

33，都是第 1声的变体。 

 

胡龙华老师：另外，如果第一声是 44 （或 55/33）的话，那么第二声的终点跟

第一声是否一样高？我感觉是跟一样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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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丽老师：是的，方言比如东北话一声可以是 3，但其他声调不受影响。 

 

石锋老师：第 2 声的终点，也是一个范围，如 35，34，24，25，都可以听成为

第 2声。第 2声的变化范围比较大。第 1声，北京人说的比较高。其他地方的人

稍微低一些。 

 
胡龙华老师：哦，北京人第二声的结尾是不是也比别人高？我总感觉他们说二

声时比较‘夸张’些。 

 

石锋老师：是的，北京人说的声调普遍比较高。第 1声第 2声，非常明显。 

 

石锋老师：其实普通话的声调，不是分为 5 级，而是两级或三级。就是我在报

告中的那 4个图：高低升降，就可以。 

 

 
 
石锋老师：所以普通话的声调是最简单的一种，两两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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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音的轻重强弱 

胡龙华老师：是是，谢谢石老师。再请问一个问题：在连续弱读的情况下，如‘’

我把椅子搬出去了‘’中最后三个音节，我总是跟学生说强调了前面那个字‘搬’就

很容易说出一连串弱读了，我这么说对吗？又，这三个弱读的‘弱度’或‘强度’是

否一致，还是有高低之分？ 

 
石锋老师：每一个句子都有轻重。也就是句子的焦点的位置要重一些。这个句

子的焦点是搬，没有问题。搬后面三个字越来越轻。 

 
熊非老师：石老师，我的学生最难说得好的声调是轻声。 

 
石锋老师：你就让他们练习酸的，甜的，大的，小的。前面重读，后面轻读，

多练几次。告诉他们就像英语的重音一样。轻声就是非重音。 

 

声调教学的重要性 

程伟民老师：@石锋-南开大学 石老师您好，北方官话区内部，语音系统最大的

区别是声调系统吧，或者就以天津话和北京话为例是这样。实际教学中我也觉

得，洋学生只要声韵母准确，声调语调不准时并不怎么影响交际效果，就好像

“倒插笔”不必然影响汉字最终的呈现一样。有学生课上还曾发表过这样的看法：

就是声调和笔顺看起来很重要，可是没什么实际用处，不久前还有痴迷发音的

学生问起“我的学生问过这样一个问题“What is the best way to differentiate the 

tones when spoken through different dialects? ” 像这样的结论和问题，作为汉语

教师我当然觉得匪夷所思，有没有什么好的理论来解释，或好的方法来避免学

生这种置疑呢？ 

 

石锋老师：声调在汉语中的重要性远远胜于声母和韵母。你就用妈麻马骂，4个

字就可以证明。声调错了，意思就完全错了。 

 
程伟民老师：我用买卖来解释。 

 
胡龙华老师：我记得我看过几篇研究报告，证明声调错误对沟通的影响远远超

过声母韵母的错误，因此如果学生错误一大堆，只能挑重点改正的话，该先改

声调。我也完全同意这种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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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锋老师：是的。声母有 22个。韵母有 36个。错一个，只是二、三十分之一。

声调只有 4个。错一个就是，1/4的话语产生错误。 

 
程伟民老师：我觉得声调只有几个，所以和十几个元音几十个辅音比起来，出

错率易高，可是容错率也高。 

 
石锋老师：声调的容错率比较高。这就是我讲的调位变体的问题。还有就是普

通话的调级实际上只分为两级和三级就可以。 

 

如何纠正声调错误 

梁宁辉老师：想请教石老师和其他老师，课堂上对语音语调的错误怎么处理为

好。是有错必纠，还是挑重要的纠？还有是死纠不放不说对了绝不放过，还是

点到为止？ 

 
石锋老师：对声调的错误一定要纠正及时。但是实际上是要发准声调的特征，

也就是高低升降。 

 

在语流中训练 

胡龙华老师：我想请问石老师，我们必须加入 glottal stop （喉塞音）的情况包

括哪些？除了‘西安’、‘语音’、‘电影’这些例子以外，还有没有别的情况我们一般

老师没有注意到的？ 

 

石锋老师：@胡龙华 - 布朗大学 喉塞音不是一个必需的音位。不用特意去训练。

所有的零声母位置，只要告诉学生，这里要空出来，不能连读。就没有问题了。 

 

胡龙华老师：但是学生经常就会停顿下来，听起来不顺，像是在说‘电..影’。 或

者要说‘西安’但说出‘先’，‘电影’说成‘点拧’。 

 
石锋老师：如果是他停下来，再告诉他，要连起来。不同的学生可能会有不同

的理解，所以要因人而异。如果是他连起来了，就要告诉他不能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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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锋老师：这就是汉语和英语不一样的地方。英语到这样的地方都是要连读的。

一个苹果。好主意。都要连起来。汉语就不行。连起来就错。 

 

胡龙华老师：是，我多年前曾听过一个发音相当好的学生说‘长城真穷伟’，其实

想说的是‘真雄伟’，但是他把'n'和'q'拉到一块儿了。*应该说把‘n’和‘x’ 拉到一块

儿了发成了‘q’. 这里是因为他加上了一个't', a voiceless stop insertion。 

 

胡龙华老师：@石锋-南开大学 @张霓-GWU 我记下来的是：语流中训练，多听

再开口，把握高低升降轻重的特征，即时纠错。 儿化韵也是个难点，哪些韵尾

脱落哪些韵腹合一？ 二和儿的发音，除了调不同，元音也不一样。 

 

石锋老师：@程伟民-北京清华大学 儿化韵是派生音系。一般可以先不教儿化韵。

只教儿音。 

 
张霓老师：关于声调教学，我也一直主张在短语和句子里练习声调。我觉得重

复多听（而不是急于跟着说）是最自然轻松的培养语感的办法，重复几次就会

产生“回旋”效应，如 phonological loop 的作用，学生想"摆脱"这个回旋效应都不

行。就如”吃水果去“那个 4分钟短片，我只播放了两次（两个班各一次），结果

我自己半夜里就被这个回旋弄醒了，挥之不去，音乐感的效果非常强大！所以，

我们初级班计划每天在上课前一分钟反复播放一个句子，“每日一句”sentence of 

the day", 每周就能听四句话，组成一个连续的小段也不错。相信这样直观地“听

着学”，一学期下来，很多句子就朗朗上口了。 

[tsh] & [s]  

张正生老师：还有一个谜，请教石老师。很多英语背景的学生把意思发成意次。

这是怎么回事？是不是因为思不如次容易发？ 

 

胡龙华老师：张正生老师，我觉得应该也跟学生加了't', voiceless stop insertion 

有关。这种现象也经常发生句首，学生要说 ‘三年前，我...’,有时会说出‘参年

前,....’的声音。可能他们的舌头在休息状态下是处于一个接近‘t’的发音部位？ 

 

石锋老师：@张正生，圣地亚哥州立大学 @胡龙华 - 布朗大学 这是擦音和塞擦

音的混淆。我都是用发音器官图帮助学生分清两种发音动作。塞擦是舌尖先接

触上腭再离开一条缝，擦音是不接触上腭，只留一条缝。 

 

胡龙华老师：谢谢石老师，我觉得学生之所以会发‘错’音，会不会是因为他们的

舌头在发完'n'，要发‘x’之前，会划过发‘t’的部位，因此连带把‘t’加到下面一个音

节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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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锋老师：有可能。 

 

胡龙华老师：英文中的‘prince’ ‘prints’发音相同就是这个原因。 

 ‘answer’, 'pronunciation'等等，中间的's'听起来就像 ts。 

 

刘芳老师：@胡龙华 - 布朗大学 这样的情况，一般纠正就能改过来吧？ 

 
胡龙华老师：聪明的学生也许可以，不过多半得反复提醒，有点像练习半三声，

得反复提醒。 

 

刘芳老师：三和参混是 S和 C不分的结果吧？@胡龙华 - 布朗大学 

 

胡龙华老师：应该不是，‘三’这个字，学生很清楚是‘san’,但为什么会说出‘can’？ 

 

刘芳老师：我不少学生就是 C发不出来！ 

 

胡龙华老师：这是两个问题哦。发不出‘c’的同学，比方说‘我很喜欢吃中国在’，

可以让他们想像要说中国 tshai,特别强调那个 h, 好像要说嗨，这招一般奏效。 

 

石锋老师：C的发音有三个要素：塞、擦、送气。是有点儿复杂。 

 

胡龙华老师：我记得 Youtube上有一位教播音的老师说，发‘c’, 重要的两个字是

‘通透’。美国学生一般发成‘z’,无论我们怎么跟他们说舌位，送气，他们就是把它

说的‘死死的’，我觉得应该就是不够‘通透’。 

 

刘芳老师：如果会发三，而说不好三年，那就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了！@胡

龙华 - 布朗大学。@胡龙华 - 布朗大学 “通透”，咋解释？ 

 

胡龙华老师：如果是句首，我觉得是跟学生一般要开口说话前的‘’准备动作‘’有

关，他们好像的确是习惯把舌头放在‘t’的位置。 

 通透，应该就是不要堵得死死的，我们模仿一下学生说中国在的在，是

不是就是因为那个‘z’太死，气流出不来？ 

 

石锋老师：@刘芳-Oberlin College @胡龙华 - 布朗大学 练习送气就让他们吹火

柴，吹纸。 

 
胡龙华老师：是，石老师，但是有些学生就是吹不出来，火柴也吹不灭是纸也

纹丝不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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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这个可能也跟英文经常把‘h’音省略有关。 

 
石锋老师：让他们比赛吹火柴。 

 

刘芳老师：@胡龙华 - 布朗大学 你的土法炼钢的招是啥？比如“菜、草”，但好像

说，“错”等有好些，什么原因？@石锋-南开大学 

 

胡龙华老师：我练'c' 的‘土法’就是前面说的让学生想像要说‘tsHai4’, 'tsHao3', 让

他们想像要说‘‘好‘’，但是前面加上一个‘’ts’。 

 我让他们想像有个 h 在那里的时候，还常说一句话‘You can't overdo it.’ 意

思不是‘不要 overdo it’，而是‘送再多气都不会错，越多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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