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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真实的
教学案例

• 生：你的裙子在哪儿买了？
• 师：要说“你的裙子在哪儿买的”？
• 生：（皱眉）有什么不同？
• 师：你别问有什么不同，这种情况下就用“的”，
不能用“了”。

• 生：（情绪更急躁）摇头
——不具语法知识，没有研究意识

• “究竟”是个副词，用在疑问句中表示追问。例如：
地球上濒临灭绝的生物究竟有多少？

——没有二语教学意识，不具有教学能力



• 扎实的基础、研究意识+教学能力

•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主要内容

研究：如何从教学中来？

教学：如何到教学中去？



研究：
如何从教
学中来？

• 抓住关键性偏误，打蛇打在七寸

• 珍惜每一个被问到脸红的机会

• 基于丰富的语料提炼，语言敏感，不满足于
就事论事，善于推翻自己，做到举一反三！

• 关注相关理论和语法研究方法：
句法学

语义学

语用学

功能语言学

社会语言学 ……



抓住关键性偏误，打蛇打到七寸：会和 能



•会

通过学习掌握某技能：会开车

主观判断推测：明天会下雨。

•能

主客观条件允许：喝酒不能开车。

能力恢复：她出院了，又能走路了。

效率：我一分钟能写20个字。



图片法：会

他会游泳。
Sb会V
她呢?她会游泳吗?

她不会游泳。

Sb 不会 V

你呢? 你会游泳吗？



能 和 会

鱼会游泳，鸭子也会游泳，但鸡不会游泳。鸭子会游泳，可今天不能游泳。



他会开车。 他会开车，但今天喝酒了不能开车。



• 老师喝完了。

• 你的⽔喝完了吗/没有？

• ⼤卫的⽔没喝完。

筷子夹花生

•你会用筷⼦吗？

比赛：半分钟能夹几个？

•我会用筷⼦，半分钟我能夹20个。



*这衣服无论很远,我都要去。

*无论明天下雨,都我会来。

无论 + Q/？ +（sub)都……
多+Adj
是否+V
V不V
A还是B

谁/什么/哪儿/怎么

抓住关键性偏误，打蛇打到七寸：无论……都



珍惜每一个被“问倒”的机会：“是……的”句

* 你的裙子很漂亮，在哪儿买了？

*（面对面问一个刚来的人）你什么时候来了？

*老师，你怎么来了？

……的 和 ……了 有何不同？



情景：讲述已经发生的一件事

• 师：你昨天去哪儿了？
• 生：我昨天去商场了。
• 师：你（是）什么时候去的？
• 生：我（是）上午去的。
• 师：（是）和谁一起去的？
• 生：（是）和朋友一起去的。
• 师：买什么了？
• 生：买衣服了。

• 师：（是）给谁买的？
• 生：给我自己买的。
• 师：什么时候回来的？
• 生：晚上8点回来的。
• 师：你们怎么去的？
• 生：我们开车去的。



图示：“了”和“是……的”句

？

未知

？
未知

他去年退休了。

未知信息
他是去年退休的。

未知信息



摆脱就事论事，提炼上升：宾补争动

1.*我做作业完了。
2.*妈妈洗衣服得干干净净。
3.*她放衣服在柜子里。
4.*他打球得特别好。
5.*我听京剧不懂。
6.*她洗衣服得腰酸背疼。
7.*我学汉语了半年。
8.*我这一星期游泳了三次。
9.*大卫跑步累了。

动 宾 补同现一句

貌似无规律



宾补争动

1.我做完作业了。 作业我做完了。
2.妈妈把衣服洗得干干净净。
3.她把衣服放在柜子里。
4.他打球打得特别好。
5.我听不懂京剧。
6.她洗衣服洗得腰酸背疼。
7.我学半年汉语了。
8.我这一星期游了三次泳。
9.大卫跑步跑累了。 大卫跑累了。

1.*我做作业完了。
2.*妈妈洗衣服得干干净净。
3.*她放衣服在柜子里。
4.*他打球得特别好。
5.*我听京剧不懂。
6.*她洗衣服得腰酸背疼。
7.*我学汉语了半年。
8.*我这一星期游泳了三次。
9.*大卫跑步累了。



特点

• 宾语位置多样化，但补语都紧跟着动词，“动词和宾语的线性距离要尽量接近”（黎锦熙1924 ；

屈承熹（1984）汉语的词序及其变迁）

• VCO： 做完作业了。 我听不懂京剧。

• 把字句：妈妈把衣服洗干净了。 我把衣服放在柜子里。

• 重动句：他打球打得特别好。 她洗衣服洗得腰酸背痛。

• 话题句：衣服洗脏了！ 王老师的作业我做完了，但张老师的还没做完。
她现代舞跳得特别好。



摆脱就事论事2：汉语语序的特点

*我学习汉语在北京。
*我起床七点。
*你要学习认真。
*我们去天安门坐地铁。
*她学习在图书馆每天。
*哥哥高比我。
*我告诉你如果她不去。

有没有更高层次的规律？



自然顺序
汉语 英语

从大到小，从整体到个体 自然顺序 从小到大，从个体到整体 逻辑顺序
时间：2020年6月28日 28，06，2020

地点：北京海淀区北京语言大学 BLCU，haidian district ,Beijing. 

名字：杨玉玲 Yuling Yang                                                                     

定语：北京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 Beijing is one of the biggest cities in the world.     

书架上的那本书 the book on the shelf

状语：我每天早上在外面大声地朗读。 I read aloud in the open in the morning everyday. 

我们每天在教室认真学习汉语。 We study Chinese hard in the classroom everyday. 

我坐飞机去北京。 I’ll go to Beijing by air. 

补语和状语：你要认真学习。她学得很认真。 You

比字句:他比汤姆高。 He is taller than Tom. 

复句：我一知道就告诉你。 I will tell you as soon as I know.

修饰+核心（从大到小） 自然顺序 核心+修饰（从小到大）逻辑顺序



灵活运用语言研究理论：语用意识

*这两本都很有意思，但我没很多钱，我宁可买这本也不买那本。

*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

宁可A，也要B：他宁可离婚，也要把父母接来。

她宁可和父母断绝关系，也要和他在一起。

宁可A，也不B：我宁可饿着，也不去和她一起吃饭。

他宁可当乞丐，也不愿意吃软饭。宁可玉碎不为瓦全

选择了A，并不是A很好，而是为了强调特别想做B或者特别不想做B



灵活运用语言研究理论：语用意识

*这个公园小是小，就是很漂亮。

*这条裙子很贵是很贵，就是很舒服。

A是A，就是…… ：这公园漂亮是漂亮，就是有点小。
这条裙子舒服是舒服，就是很贵。



用法对比 例句
忽

然

adv 忽然+V/adj 那只狗忽然跑过来，吓我一跳。

突

然

adj 突然的N；

很+突然；

突然+V/adj

突然的变故让我们不知道怎么办。

这件事发生得太突然了。

他的身体一直很好，突然就病倒了。

*这件事发生得太忽然了。

敏锐发现，灵活应用：词性



用法对比 例句

都 adv S+都+V/Adj 那些老年人都去了。

所

有

adj 所有+(的)+N 所有（的）老师都去了。

他承担了所有任务。

*都的同学来了。

敏锐发现，灵活应用：词性



用法对比 例句
互

相

adv 互相+V; 

*V+互相

你们要互相帮助，互相关心。

彼

此

pron 彼此+V

彼此+的+N

V+彼此

彼此彼此！

你们要彼此关心。

要理解彼此的感受和想法。

你们要多关心彼此。

他俩关系很好，不分彼此。

A:恭喜恭喜！ B:彼此彼此。

*他们互相的感情很好。

敏锐发现，灵活应用：词性



用法对比 例句

至

少

adv 口语/书面语；最少的数量

状语：至少+V(num)

要成立公司，至少得准备100万。

这本书我至少看了三遍了。

起

码

adj 口语；最低标准、程度

状语：起码+V(num)

定语：起码+的+N

最+起码

这是起码的要求，并不算过分。

作为学生，你起码得做作业吧。

最起码你也得来看看。

*最至少的要求没达到。

敏锐发现，灵活应用：词性



用法对比 例句

互

相

adv 互相+V（双音节） 你们要互相帮助互相关心。

互相尊敬、互相爱护

互

adv 互+V（单音节）

互不V（双音节）

他们互帮互助。

从此以后我们互不往来。

*他们两个刚到北京就互相爱了。

敏锐发现，灵活应用：韵律



*我爷爷喜欢种植菜。

用法对比 例句

种

植

v 书面语；前后搭配双音节词语；

可作定语、带定语；

种植+果树/面积/技术；蔬菜/果树+种植

他们买了一块地，打算种植果树。

他们种植技术不行，水果产量低。

种

v 口语；后面可搭配单双音节词语；

不可作定语，也不可带定语；

种+田/花/树/蔬菜；

*种+技术；*蔬菜+种

只有科学种田，才能有好收成。

这片地种花，那片地种树。

敏锐发现，灵活应用：韵律



用法对比 例句

学

习

v 口语、书面语；单独做谓语；

主宾语：学习结束/喜欢学习；

学习+O（非单音节）；

学习+N（方法/效率/时间/动机等双音节）

认真/努力/积极+学习；

*学习+（不）+会/完/好。

她在学习，你别打扰她。

她喜欢学习。学习结束了/很好。

她在学习厨艺。 ？孩子在学习爬。

她的学习方法很好，学习效率很高。

你要努力学习。

*太难了，我学习不会。

学 v 口语；一般不单独做谓语；

一般不单独做主宾语；

学+O（音节不限）

学+（不）+会/好/完；

？她在学。

？她喜欢学。 学结束了。

她在学汉语。 孩子在学爬。

我学不会。

*太难了，我学习不会。

敏锐发现，灵活应用：韵律



用法对比 例句
稍

微

adv 前后必须有表示数量少的词语 稍微一马虎就会出错。

稍微快一点，稍微有点快

您稍微等一会儿，我马上就来。

稍 adv 更书面；后面的词语没有限制，可

以是简单一个词，也可以复杂。

您稍等一会，我马上就来。

您稍等，我马上就来。

*请你稍微等，经理一会就下来。

敏锐发现，灵活应用：简单和复杂



用法对比 例句
但是 conj 主语前 我们都想早点下课，但是老师不同意。

却 conj 主语后 我们都想早点下课，老师却不同意。

*请你稍微等，经理一会就下来。

敏锐发现，灵活应用：句中位置



*你万万要小心点。

用法对比 例句
千

万

adv 用在否定句和肯定句；

只能用在祈使句。

下雨的时候开车，千万要小心。

千万不能做违法的事情。

*他千万没想到事情会这么严重。

万

万

adv 只能用在否定句；

可以用在陈述句、祈使句；

*下雨的时候开车，万万要小心。

他万万没想到事情会这么严重。

雪天路滑，开车万万不可大意。

敏锐发现，灵活应用：肯定和否定



*她从来帮助我。

用法对比 例句

从

来

adv 一般只用在否定句：

从来不/没V过O ；

偶尔用：从来+就+……

不可以和时间词共现。

她从来不喝酒。

我从来没喝过酒。

他从来就是这么骄傲自大。

*她昨天开会从来没说话。

一

直

adv 可用在否定句、肯定句：

一直+（不/没）V

可以和时间词共现。

他一直生活在这个小区。

她一直不喝酒。

他昨天开会一直没说话。

敏锐发现，灵活应用：肯定和否定



如何到教学中去？

不讲“语法”：雕虫小技

三个平面

防患于未然



不讲“语法”

• “究竟”是个副词，用在疑问句中表示追问。
例如：地球上濒临灭绝的动物究竟有多少？

• 手中无剑，心中有剑！隐性语法教学

• 老师不讲“语法”，不等于说老师可以不懂
语法。

• 不讲“语法”依然可以把语法教会教好。



不讲“语法”怎么教语法？

大卫·库伯（David Kolb） 80年
代提出“体验式学习理论”，强
调学习从体验开始。

300多年前，捷克教育家夸美纽斯
在《大教学论》中提出：

“一切知识都是从感官开始的”。



记忆效率：3小时 3天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