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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说明

《对外汉语教学实用语法》一书自 1996 年出版发行后，全国有不少学校把

它作为对外汉语教学的语法教材，外国学生将它作为汉语学习和汉语水平考试的

重要参考书目之一，它也成为不少从事对外汉语教学的教师、研究生的重要参考

书之一。至 2010 年该书印刷已达 15 次。2007 年该书被批准为“普通高等教育

‘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继而开始全面修订工作，于 2011 年 5 月再版。修

订本《对外汉语教学实用语法》，继续保持了原书突出针对性、实用性，在体例

上不面面俱到，而是择要而选，一般问题从略，讲解浅白，讲练配合的基本风格

与特色，在此基础上，增加了一定的必要知识和少量解释，针对语法项讲解，安

排了专项练习，使讲练得到有机配合，以加强知识的重点强化、整合理解与实际

应用。

为辅助广大使用者自学以及提供教学参考，我们继续对该书的练习部分提供

了参考答案和参考答案要点解释。为了通俗易懂，所有解释都力求简明扼要，针

对要点作简单浅显的解释，故而本书取名“要解”。使用者应尽量参考教材来看

解释，这样会更加清晰明白。《要解》是针对具体的语法现象的解释，相信它会

帮助广大使用者对《对外汉语教学实用语法》一书作更具体和更有针对性的理

解，会为广大使用者带来更多的方便、帮助和参考。

参加本书的编写人员为：卢福波、韩志刚、刘岩、彭飞、顾倩。各部分主要

编写者为：刘岩：第一、五、六、八单元；顾倩：第二、三、四单元；彭飞：第

七、十三单元；韩志刚：第十、十一、十二单元；卢福波主要编写第九单元和汉

语语法水平测试卷以及审定修改全书的练习参考答案及答案要解。书中肯定会有

许多不尽人意之处，恳请广大读者谅解并提出宝贵意见。

卢福波

于南开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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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 案

（2）王力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去南方旅游了一圈。

（3）大娘，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4）明明病了，有两三天没来上学了。

（5） 图书馆上个月进图书 300 册，这个月进了 900 册，这个月比上个月多

进了两倍。

（6）春节前后他想回老家一趟。

（7）我有十来个中外朋友。

（8）他每月工资有五千多块钱。

（9）我已经在这里学习八个月左右了。

（10）我两个朋友的年龄都是二十多岁（或“都是二十岁左右”）。

（11）这个城市很小，只有二十多万人。

（12）她找了十三四天才找到。

（13）我已经攒了七八万块钱了，可以买汽车了。

（14）这个礼堂可以坐两千人左右。

（15）他一个月左右就回来了。

（16）他一共用了两个半小时的时间。

第七课　量词

练习一　用适当的个体量词填空

两把椅子   一顶帽子   几朵花儿   三篇论文   一间屋子   两封信

一块绸布   两颗钻石   一根针    几粒药    一条围巾   两把剪子

练习二　用适当的集合量词填空    

一套教材      一群学生    两套西服   几双筷子

一沓（dá）信封   一批货物    一副眼镜   一伙流氓

几双拖鞋      一对恋人    两副手套   三排 / 套桌椅

练习三　用适当的度量词或不定量词填空

几斤苹果   两尺布   身高一米六   十里路   几亩地

十平方米的屋子      二两饺子    二十吨汽油   
他给我们出了好些主意。  少吃一点儿吧。

第三单元
数词、量词及数量短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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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汉语教学实用语法

练习参考答案及要解

练习四　用“一点儿”或“有点儿”填空

（1）一点儿      （2）一点儿     （3）有点儿   
（4）一点儿 一点儿  （5）有点儿     （6）一点儿

练习五　选择适当的量词填空

（1）  B  （2）  C  （3）  A A  （4）  C      （5）  A   
（6）  B  （7）  C  （8）  A     （9）  C B   （10）  C B（或 B C）

练习六　用适当的借用名量词填空 

三杯牛奶   一屋子客人  一脸泪水  一箱子东西  两书架书

一身新衣服  一头汗    一墙画儿  五盒糕点   一头黑发

两桌酒席   贴了一墙照片

练习七　用适当的专用动量词填空

下了一场雨    参观了一次   刮了一阵大风   去了一趟  
吃了一顿西餐   批评了一顿   听过三遍     打了一顿

仔细检查一遍   讨论一番    演了三场     帮我抬一下

练习八　将下列句子换成带有动作量的表达形式

（1）儿子每天去医院，为母亲送三趟饭。

（2）王师傅把机器全部检查了一遍。

（3）奶奶劝了她一番。

（4）昨夜下了一场大雨。

（5）我们下午分别跟二班、四班进行了两场篮球赛。

（6）忽然吹来一阵凉风，人顿时清爽许多。

练习九　用适当的借用动量词填空

瞅了一眼   踢了两脚   吐了一口      切了一刀   射了一箭  
剪了一剪子  砍了几斧子  舀了两勺 / 瓢  打了两巴掌

练习十　根据句义，用借用量词改写下面的句子

（1）他穿了一身新衣服。

（2）撒了一地水。

（3）装了一暖水瓶水。

（4）摆了一桌子礼品。

（5）养了一缸子金鱼。

（6）塞了一书包东西。          

练习十二　根据图画内容，用适当的量名组合或动量组合进行表述

  1. 一盆花  2. 两朵花  3. 一群羊      4. 两只黑天鹅

  5. 一架飞机 / 几朵白云   6. 两把雨伞  7. 两只燕子 / 几根柳条

  8. 一套新衣服  9. 一把钥匙    10. 一杯茶 / 一把壶  11. 砍几斧子

12. 盛一碗 / 盛两勺          13. 喝了一瓶水 / 喝了一肚子水 
14. 流下两行眼泪 / 流了一脸泪  15. 一副对联 / 两个可爱的孩子

第八课　 量词短语　数量词重叠　时间表示法

练习一　选择形容词填入下列短语中（不必填的可以不填）

一 × 把伞       一大群工人       两小／大把土    
一 × 家商店   三大／小间屋子   一小／大 块月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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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 案

练习十一　改病句

（7）种了一盆花。

（8）砍了两斧头木头。

  （9）打了三拳。

（10） 剪了两剪子就剪出一个窗花

来。

（1） 他肚子疼，吃了几片药，好

了一点儿。

（2）这座立交桥共有三层。

（3）他们之间发生了一些矛盾。

（4）  A：去了多少人？

 B：去了三车人啊。

（5） 对这些人生大事，我有些明

白了。

（6）他打了我一拳（巴掌）。

（7） 这一册风景照是朋友送给我

的。

（8） 这家旅游公司有二十五六辆

大客车。

（9）他们每个学期写两篇文章。

（10） 通过这两次失败，我真正懂

得了实践的重要。

（11） 这些照片有的照得好，有的

照得不好。

（12） 听朋友说，那部电影很有意

思。

（13） 为这事，妈妈还狠狠地说了

我一顿。

（14）他已经来中国三次了。

（15） 很快我们俩就成了一对好朋

友。

（16） 天气有点儿冷，所以她又加

了一件毛衣。

练习十二　根据图画内容，用适当的量名组合或动量组合进行表述

  1. 一盆花  2. 两朵花  3. 一群羊      4. 两只黑天鹅

  5. 一架飞机 / 几朵白云   6. 两把雨伞  7. 两只燕子 / 几根柳条

  8. 一套新衣服  9. 一把钥匙    10. 一杯茶 / 一把壶  11. 砍几斧子

12. 盛一碗 / 盛两勺          13. 喝了一瓶水 / 喝了一肚子水 
14. 流下两行眼泪 / 流了一脸泪  15. 一副对联 / 两个可爱的孩子

第八课　 量词短语　数量词重叠　时间表示法

练习一　选择形容词填入下列短语中（不必填的可以不填）

一 × 把伞       一大群工人       两小／大把土    
一 × 家商店   三大／小间屋子   一小／大 块月饼  

第三单元
数词、量词及数量短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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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汉语教学实用语法

练习参考答案及要解

（9）  “左右”表示概数时，如果是“数 + 量 + 名”结构，应放在名词后。该

句应改为：八个月左右。

（10）  “多”和“左右”是两个表示不同概数意义的词，不能共用于一种情

况。该句如要表示超过“二十岁”，可选用“多”；要表示跟“二十岁

上下”的数，可选用“左右”。

（11）  “多”表示概数超过 10 的，应以“0”结尾。“二十二”不是以 0 结尾。

应改为：这个城市很小，只有二十多万人。

（12）汉语中，两个相邻数字连用可表示概数。“多”也可表示概数，但意义

不同。此处是“十三、十四”，可选用数字连用形式，应改为：她找了

十三四天才找到。

（13）表示七万或八万可采用数字连用的形式，应改为：攒了七八万块钱了。

（14）这里的“人”是“人次”的意思，可表量，所以应改为：这个礼堂可

以坐两千人左右。

（15）此句应构成“数 + 量 + 名 +‘左右’”的结构，改为：他一个月左右就

回来了。

（16）在有整数时，“半”应该用在整个数量后。应改为：他一共用了两个半

小时的时间。

第七课　量词

练习一 — 三 略。　

练习四　用“一点儿”或“有点儿”填空

“一点儿”和“有点儿”功能不同，所以在句中的位置也不同。“有点儿”是

副词，出现在谓词性词语前，如（3）、（5）；“一点儿”是数量词，多出现在谓词

性词语后或修饰名词性词语，如（1）、（2）、（4）、（6）。

练习五　选择适当的量词填空

（1）对老先生应当尊敬，所以选用有尊敬色彩的量词“位”。

（2） “帮”“伙”是用于计量人的，“群”可以计量人，也可以计量动物。这

里是动物，所以选用“群”。

（3）  “批”跟批量地进出有关，“群”主要用于无目的性集聚的群体，“帮”

可用于为一定目的而结合的群体，所以这里选用“帮”比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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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单元
数词、量词及数量短语

要 解

（9）  “左右”表示概数时，如果是“数 + 量 + 名”结构，应放在名词后。该

句应改为：八个月左右。

（10）  “多”和“左右”是两个表示不同概数意义的词，不能共用于一种情

况。该句如要表示超过“二十岁”，可选用“多”；要表示跟“二十岁

上下”的数，可选用“左右”。

（11）  “多”表示概数超过 10 的，应以“0”结尾。“二十二”不是以 0 结尾。

应改为：这个城市很小，只有二十多万人。

（12）汉语中，两个相邻数字连用可表示概数。“多”也可表示概数，但意义

不同。此处是“十三、十四”，可选用数字连用形式，应改为：她找了

十三四天才找到。

（13）表示七万或八万可采用数字连用的形式，应改为：攒了七八万块钱了。

（14）这里的“人”是“人次”的意思，可表量，所以应改为：这个礼堂可

以坐两千人左右。

（15）此句应构成“数 + 量 + 名 +‘左右’”的结构，改为：他一个月左右就

回来了。

（16）在有整数时，“半”应该用在整个数量后。应改为：他一共用了两个半

小时的时间。

第七课　量词

练习一 — 三 略。　

练习四　用“一点儿”或“有点儿”填空

“一点儿”和“有点儿”功能不同，所以在句中的位置也不同。“有点儿”是

副词，出现在谓词性词语前，如（3）、（5）；“一点儿”是数量词，多出现在谓词

性词语后或修饰名词性词语，如（1）、（2）、（4）、（6）。

练习五　选择适当的量词填空

（1）对老先生应当尊敬，所以选用有尊敬色彩的量词“位”。

（2） “帮”“伙”是用于计量人的，“群”可以计量人，也可以计量动物。这

里是动物，所以选用“群”。

（3）  “批”跟批量地进出有关，“群”主要用于无目的性集聚的群体，“帮”

可用于为一定目的而结合的群体，所以这里选用“帮”比较好。

（4）  “系列”只能跟“一”结合（“一系列”）；“点儿”不能跟具有“多”义

的“好”结合，因为它本身只有“少”的意义；“些”可以跟“好”结

合（“好些”），表示“多”的意义。

（5）  “副”表示两个成对的东西，跟它具有的整体性有关，因过去常将两只

手套用一根带子连结起来，这种情况跟眼镜很相似，所以它常用“副”

来称量。

（6）  “趟”跟往返移动动作有关，此句是往医院跑，所以应选“趟”。

（7）  “座”是从事物外形高大的、固定不动的方面来说的；跟经营有关的地

方可用“家”来计量。这里是“饭店”，所以应选“家”。

（8）句中说到“一共五张”，说明应选用集合量词。邮票如果多张在内容上

有关联而形成一体的话，便组成“套”。所以应选“套”。

（9）  “累”是形容词，出现在它前面的词，表示微量程度，应选择“有点

儿”；出现在动词“休息”后的量词，表示休息的时间长度，应选用

“一会儿”。

（10）前后两个空儿都可选用“B”或“C”，都有不大的程度或量的意义。

练习六　用适当的借用名量词填空 

某些名词之所以能被临时借用为量词，是因为它跟称量的事物发生了盛、载

等关系。
●   牛奶可以用杯或瓶盛，所以“杯”或“瓶”可临时借用为“牛奶”的量词。
●   屋子里或车里可承载很多客人，可临时借用“屋子”“车”为“客人”的

量词。
●   泪水挂在脸上，可把“脸”作为“泪水”的量词。
●   东西可以放在箱子里、筐里、桌子上等，“箱子 / 筐 / 桌子”都可临时作

为“东西”的量词。
●   书可放在箱子里、书架里、桌子上等，“箱子 / 书架 / 桌子”都可临时作

为“书”的量词。
●   衣服可以放在箱子里、穿在身上，“箱子、身”可以临时作为“新衣服”

的量词。
●   汗出在头上或身上，“头”或“身”就可以临时作为“汗”的量词。
●   画儿可挂在墙上，“墙”就可以临时作为“画儿”的量词。
●   用盒子或盘子盛糕点，“盒”或“盘”就可临时作为“糕点”的量词。
●   头发长在头上，“头”可临时作为“黑发”的量词。
●   酒席、饭菜等可放在桌子上，“桌”可以临时作为“酒席”的量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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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片可以挂在或贴在墙上，“墙”可以临时作为“照片”的量词。

练习七　略。

练习八　将下列句子换成带有动作量的表达形式

（1）  “去医院送……”是移动的动作，可选用动量词“趟”。

（2）  “检查”是由开始到结束的完整过程，应选用动量词“遍”。

（3）动作表现为不易的、经过努力的、花费时间的，可选用动量词“番”。

（4）表示时间长的、完整的一次雨雪过程，可选用动量词“场”（读cháng）。

（5）有场次的文娱、体育、报告、会议等活动，可选用动量词“场”（读

chǎng）。

（6）表示骤发的、短时的动作，可选用动量词“阵”。

练习九　用适当的借用动量词填空

某些动作要借助某些工具或人体的某个部位才能完成，被借助的事物就可以

临时作为称量的量，这就是借用量词。
●   “看”的动作要用眼，所以“眼”可临时作为“看”的借用量词。
●   “踢”的动作要用脚，所以“脚”可临时作为“踢”的借用量词。
●   “吐”的动作要通过口，所以“口”可临时作为“吐”的借用量词。
●   “切”的动作要用刀，所以“刀”可临时作为“切”的借用量词。
●   “射”的动作要用箭，所以“箭”可临时作为“射”的借用量词。
●   “剪”的动作要用剪子，所以“剪子”可临时作为“剪”的借用量词。
●   “砍”的动作要用斧子，所以“斧子”可临时作为“砍”的借用量词。
●    “舀”的动作要用勺子或瓢，所以“勺”或“瓢”可临时作为“舀”的借

用量词。
●   “打”的动作可用巴掌，所以“巴掌”可临时作为“打”的借用量词。

练习十　根据句义，用借用量词改写下面的句子

（1）新衣服穿在身上，可借“身”为临时量词，即：他穿了一身新衣服。

（2）水撒在地上，“地”成了承载水的地方，可借“地”为临时量词，即：

撒了一地水。

（3）暖水瓶是盛载水的工具，可借“暖水瓶”为临时量词，即：装了一暖

水瓶水。

（4）礼品摆在桌子上，“桌子”是承载礼品的地方，可借为临时量词，即：

摆了一桌子礼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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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缸子是装载金鱼的地方，可借“缸子”为临时量词，即：养了一缸子

金鱼。

（6）  “书包”是装东西的工具，可借“书包”为临时量词，即：塞了一书包

东西。

（7）花盆是装载花的地方，可借“盆”为临时量词，即：种了一盆花。

（8）  “斧头”是砍的工具，可借“斧头”为临时动量词，即：砍了两斧头木

头。

（9）  “拳头”是打的工具，可借“拳”为临时动量词，即：打了三拳。

（10）  “剪子”是剪的工具，可借“剪子”为临时动量词，即：剪了两剪子就

剪出一个窗花来。

练习十一　改病句

（1）该句有两处不当：一是根据药的形状不同，可以选用“片、粒、丸”

等不同量词，不应该用“个”；二是“一点儿”应放到形容词后，表

示低的量度。

（2）该句有两处不当：一是立交桥是高大而固定不动的建筑，应选用“座”

为量词，不应该用“所”；二是“个”“层”都是量词，不应连用，这

里应是“层”。

（3）  “有些”不能作为宾语的修饰语，应改为“一些”，即“发生了一些矛

盾”。

（4）问句是问有多少人去了，答句也应回答有多少人，而不是多少车，车

是承载人的工具，可借为临时量词，改为“去了三车人”。

（5）  “一些”不能修饰谓语，修饰谓语可用“有些”，即“有些明白了”。

（6）用手打人，可能是用拳头，也可能用巴掌，而不是“手”，另外，表人

宾语要放在动量词前。应改为：他打了我一拳（或“巴掌”）。

（7）  “些”是个不定的“量”，而“册”又是个确定的“量”，所以是矛盾

的。改这个句子的方法是“些”和“册”取一个就可以。

（8）旅游公司有多少汽车，是在说它怎么样，而不是说高大的外形，所以

不能用“座”，而应该用“家”作为量词。

（9）  “个”和“篇”都是量词，不应连续用两个不同的量词。“文章”的量

词是“篇”。

（10）表示反复的动作的量应该用“次”，不能用“个”，所以应改为：通过

这两次失败，我真正懂得了实践的重要。

（11）  “有的……有的……”是用来代指不同照片的，是一种定指的用法，无



140

对外汉语教学实用语法

练习参考答案及要解

需用“张”。应改为：这些照片有的照得好，有的照得不好。

（12）  “电影、著作”等用“部”做量词，不是“片”。

（13）动量词“下”表示时间短、强度不大的动作，或者带有轻松的语气。

句子里的“说”是训斥的意思，“狠狠地说”表明训斥达到一定量，所

以动作量不应是“一下”，而应是“一顿”。另外，表人宾语应放在动

量词前。应改为：为这事，妈妈还狠狠地说了我一顿。

（14）  “三次”是动作“来”的数量，“已经”表明动作达到了某数量，所以

应将“三次”放到“来中国”后，改为：他已经来中国三次了。

（15）  “我们俩”是复数意义，“个”是单数个体量词，它们搭配在一起相互

矛盾。“一对”是复数意义，跟“我们俩”的数相吻合，所以应改为

为：很快我们俩就成了一对好朋友。

（16）该句有两处错误：一是，表示“冷”的微量程度，应该用“有点儿”，

放在形容词前；二是，所有在上身穿的衣服都应该用“件”，“毛衣”

是上身穿的衣服，当然也应该用“件”。

练习十二　略。

第八课　 量词短语　数量词重叠　时间表示法

练习一　选择形容词填入下列短语中（不必填的可以不填）

●    “一把伞”“一家商店”中的量词是专用量词，不是可分切事物，不是集合

量词，也不是借用量词，所以数量词间不能加进“大、小”等形容词。
●    “一群工人”的“群”是集合量词，表示“多”。数量间一般只用“大”，

不用“小”。
●    “两把土”“三间屋子”“一块月饼”“一片草地”，其间的量词都是集合量词，

或事物都是可分切事物，所以数量词之间可加进“大、小”等形容词。
●    “两杯咖啡”的“杯”原本是名词借用成量词，可根据杯子的大小，在数

量间加进“大”或“小”等形容词，也可以根据装满的情况，加进“满”

这个形容词。
●    “一勺盐”的“勺”同样是名词借用成的量词，可以根据勺的大小，在

数量间加进“大”或“小”等形容词，也可以根据装满的情况，加进

“满”“平”等形容词。
●    “一头汗”的量词“头”是借用量词，但数词“一”表示的是“满”的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