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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疑解惑

242  “董华的叔叔”和“董华叔叔”一样吗？

“的”字区别结构与意义的功能 

“董华的叔叔”和“董华叔叔”相同吗？

为了弄清这个问题，得先来分析一下它们的结构：“董华的叔叔”是偏正词组，结

构助词“的”用在“董华”之后表示领属关系；“董华叔叔”就不是偏正词组了，“董

华”是“叔叔”的同位成分。如果分别用它们造句，就能明显地看出两个句子所表达

的意思不同。例如：

a 我找董华的叔叔。（指我找的对象是董华的叔叔，而不是董华本人。）

b 我找董华叔叔。（指我找的对象就是董华本人。）

可见，结构助词“的”既有区别结构的功能，又有区别意义的作用。

原刊标题：“的”字用法三问（作者：王仁丰） 
原载《学汉语》1988 年第 1 期（总第 6 期）

243  “中国的朋友”和“中国朋友”一样吗？

“的”字在句法结构中的功能 

加拿大留学生欧达丽小姐的“汉语习作”《你想家吗？ 》中有一句话是这样的：

在学习期间，不少中国的朋友不断地问了好几次我：“欧达丽，在中国你想家吗？”

对这句话，李增吉先生评点说：“不少中国的朋友”改为“不少中国朋友。” （《学

汉语》1991 年 7 期 31 页）

这是因为，在汉语中：

中国朋友≠中国的朋友

“中国朋友”指的是中国人。例如说：

a 欧达丽小姐有许多中国朋友。

解析重点

解析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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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汉语》 25周年精选

而“中国的朋友”则是对中国友好的外国人。例如：

b 欧达丽小姐是中国的朋友。

与“中国朋友”和“中国的朋友”同类的语言事实是很多的。例如：

c青岛啤酒≠青岛的啤酒

小孩脾气≠小孩的脾气

老张师傅≠老张的师傅

李莉老师≠李莉的老师

加了“的”字的，是自由短语，表示领属关系。不加“的”字是凝固结构。因

此，并不是所有青岛啤酒都是青岛生产的，而青岛生产的啤酒也并不都是青岛啤酒，

可见没有“的”字的凝固结构往往有特定含义。

一般说，加了“的”字，结构松散一些，不加“的”字结构紧凑一些。“的”字

的有无是划分句法结构层次的一个标志。例如：

大的　学生　书包	

大　学生　的　书包

因此，“大的学生的书包”便有两种层次划分的可能性：

A		大的　学生的　书包

B		大的　学生　的　书包

因此，这个小小的“的”的有或无，是我们区别句子不同含义的一个重要手段。

同时，“的”的有无，也区别了停顿的长短。凡有“的”的地方，可以作稍长一

点儿的停顿。而没有“的”字，则应尽量少停顿，一口气读完。

原刊标题：谈“的”话（作者：王希杰）

原载《学汉语》1992 年第 11 期（总第 6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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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疑解惑

244  “看不上”和“看不起”一样吗？

“看不上”与“看不起”的用法差别 

马老师：

在我们的阅读课文里有这样一句话，“他们知道老师和家长看不上他们，认为他

们不如五六十年代的学生。”练习里有三个句子，让我们选择一个跟这个句子意思一

样的：

A 老师和家长对他们不满意。

B 老师和家长不想看见他们。

C 老师和家长看不起他们。

很多同学选择了 C，我只知道 B 是错的，在 A 和 C 当中我无法确定是哪一个。

我有一点不明白，C 中的“看不起”与原句中的“看不上”一样吗？如果不一样，它

们的区别是什么？请老师告诉我。谢谢！

 学生　山本

山本同学的这个问题很有意思。词典和课本里边，都没有对“看不起”和“看不

上”作解释，特别是没有把它们进行比较。原因是，一般中国人使用这两个短语时完

全是凭直觉，不会有人提出山本同学这样的问题。但对留学生来说，分清楚“看不

上”与“看不起”的确不是件容易的事。

我们可以用“我看不上他”和“我看不起他”作比较。在一般情况下，“看不上”

是表示未达到某种标准和要求，也就是没有达到令人满意的程度；“看不起”则是表

示一种轻视的态度，根本说不上满意与不满意。再进一步说，“看不起”只针对人，

而“看不上”既可以针对人，也可以针对物。比如：

① 我最看不起的就是这种好吃懒做的人。

② 妈妈给我介绍的男朋友我看不上。

③ 我看不上这套衣服，别买了。

另外，与“看不起”有关的词只有“看得起”一个，而与“看不上”有关的除

“看得上”以外，还可以说“能看上”、“看上了”、“没看上”等等。

解析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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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山本所说的三个句子中，只有 A 是正确的，即：老师和家长对学生们不满

意，而并不是轻视他们。

原刊标题：“看不上”等于“看不起”吗？（作者：佚名）

原载《学汉语》1998 年第 4 期（总第 129 期）

245   “南方人、北方人”与“东方人、西方人”

有什么不同？

汉语词汇的不对称现象 

日本金星堂出版的《中文课本》 （应用编）中有一课，题为《各地风味》，讲的是

中国各地在菜肴方面风味的不同：南方人爱吃甜的，北方人爱吃咸的，山东人爱吃辣

的，山西人爱吃酸的。最后总结出一句话：“南甜、北咸、东辣、西酸。”

在复习课上，我向学生提了一个问题：“什么叫‘南甜、北咸、东辣、西酸’？”

一位同学回答说：“这句的意思是说，南方人爱吃甜的，北方人爱吃咸的，东方人爱

吃辣的，西方人爱吃酸的。”这个回答引出了一个问题，即“南方人、北方人”这

种说法在此句中是恰当的，但“东方人、西方人”在此句中却是不妥的。这是为什

么呢？

在中国，一般习惯上称长江以南的地区为南方，该地区的人自然称作“南方

人”；长江以北的地区称北方，该地区的人则称作“北方人”。但是东部地区和西部

地区却不称作“东方”和“西方”，所以这两个地区的人也不称作“东方人”和“西

方人”。那么，汉语中有没有“东方”和“西方”呢？有，但前者指亚洲，后者指欧

美。所以，“东方人”指亚洲人，“西方人”指欧美人。

这种现象很有意思。这就是语言中的不对称现象。语言中的不对称现象带有一定

的普遍性。举例来说，汉语中以“小”为语素构成的词，往往有与它对立的由“大”

构成的词。例如：小名 – 大名，小米 – 大米，小肠 – 大肠，等等。但也有许多由“小”

构成的词，却没有与之相对立的由“大”构成的词。请看：

解析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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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疑解惑

小白脸儿　　小不点儿　　小产　　　小炒儿

小吃　　　　小聪明　　　小动作　　小贩

小费　　　　小伙子　　　小九九　　小看

语言中的不对称现象告诉我们，在学习词汇时不能简单地类推。像上文所说，中

国人有南方人，有北方人，却没有东方人和西方人。

原刊标题：语言不对称现象之一例（作者：宋玉柱） 
原载《学汉语》1998 年第 3 期（总第 128 期）

246   “我们走在大路上”究竟能不能说？

诗歌散文中介词短语的位置

六十年代初，中国曾流行一首著名歌曲，歌名就叫《我们走在大路上》。开头两

句是：

我们走在大路上，

意气风发，斗志昂扬。

记得儿时还唱过一首叫《渔光曲》的歌，开头两句是：

云儿飘在海空，

鱼儿藏在水中。

现在要说的是，像“我们走在大路上”和“云儿飘在海空”这样的句子，只能出

现在诗歌（包括歌词）中，在一般散文作品中，尤其是在口语中是不会出现的。在散

文和口语中，这两句应该说成：

我们在大路上走（着），

云儿在海空飘（着）。

但是，“鱼儿藏在水中”却是散文和口语中能说的句子。这是为什么呢？

原来，汉语的动词可以分为动作性动词和非动作性动词。而动作性动词又可分为

解析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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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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