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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uan: Common Mistakes Made in Learning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对美国学生在汉语学习中常犯的语法语用错误的简析及教学建议
Alex Yuan
Utah Valley University
摘要：本文基于作者多年的对外汉语教学经验，列举了美国学生在汉语学习中因受其母语
——英语——的干扰影响而常犯的错误，并对其做了简单的分析和总结。 最后作者对如
何避免这些英式汉语错误以提高美国学生汉语学习水平对美国的对外汉语教学提出了自己
的建议。
关键词：中文二语教学，常见错误，母语英语者

A Brief Analysis on the Common Mistakes Made by American Students in
Learning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Abstract
From a practical perspective, this article roughly listed and briefly analyzed the common
mistakes made by American students in Learning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due to the
interference from their native English language. Through the presentation and analysis, it is
expected that teaching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to native English speakers should receive
adequate attention, and more research in this filed is highly recommended for a continuing
development in teaching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Keywords: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common mistakes, native English speakers

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第一语言对第二语言习得的影响就成了语言学家和语言教育者
们的一个热门研究课题。他们从语音、语法、词汇、句式和语用的文化背景等方面来研究
第一语言对第二语言习得的影响 （Lado, 1957; Swan, 1997）。但是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
英语作为第二语言习得过程中受到其他第一语言（母语）的影响所遇到的问题和困难，所
以在英语中就有了 “Spanglish” （Spanish English）、“Chinglish” （Chinese English）等这
样的单词了。而对于英语作为第一语言（母语）的学习者在学习第二语言的过程中所遇到
的困难和挑战则研究得不多，尤其是对汉语作为他们第二语言的习得和教学过程中所遇到
的问题更需要进一步的探讨和研究。
一、汉英差别和对外汉语教学
汉语和英语分属不同的语系，加之各自在人文，历史，社会等方面的差异，使中英文
在语言和语用学上都有很大的差别。但本文只探讨美国大学生在汉语学习中因受其母语-英语的影响所常犯的语言语用错误。传统的对外汉语教学，虽然注重语音、语法、词汇、
汉字读写等语言项目训练，而对学习者的母语及其对学习者的汉语学习的影响等语言、语
法、语用等问题没有足够的重视和分析。对外汉语教学要求对外汉语学习者在掌握汉语语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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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语法、词汇和汉字读写之外，还要学会这些语言的要素是怎样在汉语本族语人之间使
用的，并能在运用汉语表达他们的思想时，力求克服其母语—英语对他们汉语表达的影
响，使他们的汉语表达尽量符合汉语本族人的语言及社会文化心理习惯。
二、美国汉语学习者的偏误凡例
本文旨在考察美国学生汉语学习中在汉语语言语用上由于受其母语—英语的影响而常
犯的错误。学习汉语的美国人在语言语用上的失误可以分为语言—语用失误和社交—语用
失误两大类型。虽然二者都是语用的不得体，但前者是在使用句式和词语时由于思维方式
和习惯或观察事物的角度和范围的差异等原因所造成的不得体性；后者则指在社会交往中
学习汉语的美国学生出现的不符合我国社会习惯和文化心理的语用失误。而本文要讨论的
重点是美国学生的语言—语用错误。
（一）美国学生由于受其母语英语的影响，在功能词及结构上会出现的 Englinese （英式
中文）式的语用错误
1. 时间地点状语在句子中位置的英式化
a. 我吃饭在餐馆昨天晚上。（英文：I ate in the restaurant last night.）
正确的句子应该是：我昨天晚上在餐馆吃饭。
b. 今天上午我看书在图书馆。（英文：This morning I studied in the library.）
正确的句子应该是：今天上午我在图书馆看书。
c. 我学习汉语在北京去年。（英文：I studies Chinese in Beijing last year.）
正确的句子应该是：我去年在北京学习汉语。
2. 动词“是”的误用
a. 我是累。 （英文：I am tired. ）（此句不表示“强调”）
正确的句子应该是：我很累。
b. 你家是大。（英文：Your house is big.）（次句不表示“强调”）
正确的句子应该是：你家很大。
由于受英语和其英语思维的影响，这些美国学生往往潜意识地把英文中的 “to be” 直
接翻译成汉语中的 “是”，而当“to be” 接的是形容词时，这样的表达方式是不规范的，除
非是用在一个强调句中强调形容词所要表达的意思。如：别人说“你的朋友一点儿都不漂
亮”，可你反驳说，“我的朋友是很漂亮”。
3. “和” 字的误用
a. 我叫王鹏，和我是中国人。（英文：My name is Wang Peng, and I am Chinese.）
正确的句子应该是：我叫王鹏。我是中国人。
b. 我在街上看见一条小狗，和它快要死了。（英文：I saw a little dog on the street, and
it was dying. ）
正确的句子应该是：我在街上看见一条小狗。它快要死了。
汉语中的“和”只用来连接两个字，词或者词组。两个单句之间不用“和”来连接，只用逗号
或者句号即可。这与英语中的句式是完全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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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对汉语中“量词”的困惑
a. 我有四朋友。 (英文：I have four friends.)
正确的句子应该是：我有四个朋友。
b. 我有一双裤子。 （英文：I have a pair of pants.）
正确的句子应该是：我有一条裤子。
汉语中不仅常常在名词前使用量词，名词的单复数变化常常是由其前面的数词和量词
的变化来表示的，而且汉语中常常用不同的量词和不同的名词使用搭配，这就更增加了美
国学生学习理解量词使用的难度。由于中英思维的方式不一样，对事物的理解认知不同，
往往使用不同的量词来表述同一种事物。如上述例句所示：汉语中说“一条裤子”，而不是
“一双裤子”。
5. 一般疑问句中的“吗”与特殊疑问句的混用，以及特殊疑问词在句中的位置
a. 你的父母住在哪里吗？（英文：Where do your parents live in? ）
正确的句子应该是：你的父母住在哪里？
b. 什么老师告诉你了？（英文：What the teacher tell you? ）
正确的句子应该是：老师告诉你什么了？
c. 谁的照片那是？（英文：Whose picture is that? ）
正确的句子应该是: 那是谁的照片？
d. 谁是那个女孩子？（Who is that girl? ）
正确的句子应该是：那个女孩子是谁？
e. 谁是美国人？（Who is American? ）
汉语中特殊疑问词在特殊疑问句中的位置是让美国学生头痛的问题。在英语中，特殊
疑问句的语序结构一般是“特殊疑问词 + 一般疑问句” 的语序，而在汉语中，特殊疑问词
的位置是不定的，其位置主要是由它在特殊疑问句中的功能成分决定的。例如： “那个女
孩是谁？”中的“谁”在句子中做动词“是”的宾语，所以放在动词“是”的后面；而在句子“谁
是美国人？”中， “谁”在该句中做主语，按照汉语句子结构“主 + 谓 + 宾”的语序，“谁”就
放在了句首。
6. 对“不”和“没（有）”的混淆
a. 我不有哥哥。 （英文: I do not have elder brothers.）
正确的句子应该是：我没有哥哥。
b. 我的女朋友没漂亮。（英文：My girlfriend is not beautiful. ）
正确的句子应该是：我的女朋友不漂亮。
c. 我昨天晚上不喝啤酒。（英文: I did not drink beer last night.）
正确的句子应该是：我昨天晚上没（有）喝啤酒。
d. 我没喝酒。 （英文: I do not drink.）
正确的句子应该是：我不喝酒。
在汉语中，虽然“不”和“没”是两个最常用的否定词，但它们的用法是有区别的。“不”
既可以用来否定形容词和副词，也可以用来否定动词，但是 “不”不能和“有”搭配使用，
不能说“不有”。 “没”只用来否定动词，也常常与“有”搭配使用，构成“没有”。例如：“没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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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思”。“不”和“没”否定一个动词时，他们所要表达的意思往往是不一样的。例如：句
子“我没喝酒。”是说我过去没有喝过酒（I did not drink.）；而“我不喝酒”是说我没有喝酒
的习惯或能力，也可能说由于某种原因，在某种场合我不能喝酒 ，比如说今天我的身体
不舒服、不喝酒了，或者说饭后我还要开车、不能喝酒、不能酒驾，等等。
7. 助词 “的”和形容词词组的组合用法
a. 我有一个漂亮家。（英文：I have a beautiful home.）
正确的句子应该是：我有一个漂亮的家。
b. 她有一双大大眼睛。（英文：She has two big beautiful eyes.）
正确的句子应该是：她有一双大大的眼睛。
当单个形容词修饰一个名词或代词时，在形容词和其所修饰的中心词之间，可以省略
助词“的”，如“大房子”、“好心情”等。但是当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词构成的形容词词组做修
饰语时，在形容词词组和其修饰的中心词之间必须加助词“的”，如“漂亮的房子”、“五颜
六色的衣服”、“整整齐齐的宿舍”、“干干净净的校园”、“聪明伶俐的孩子”，等等。
8. 对“动 + 宾”结构的误用
a. 我的爱好是读。（英文：My hobby is reading.）
正确的句子应该是：我的爱好是读（书）。
b. 我只喜欢吃和睡。(英文：I only like eating and sleeping.)
正确完整的句子应该是：我只喜欢吃（饭）和睡（觉）。
中文中这样的动词还有“看”：看书、看电影 ；“唱”：唱歌；“跳”：跳舞、跳芭蕾舞;
“做”：做饭、做美国饭，等等。这些动词后面一定要带一个宾语，作为动作的对象。这一
点在结构上有别于英语中的动名词，但在意义上它们又非常接近。
经验表明，美国学生在中文学习过程中所犯的语法语言错误远不止以上列举的这几个
典型错误。
（二）受母语句子结构和本文化思维模式的影响，美国学生在句子结构和表达方式方面常
犯的错误
1. 你的汉字写很好。（英文：You wrote Chinese Characters very well.）
正确的句子应该是：你的汉字写得很好。
结构助词“得”是补语的标志，连结表示程度或结果的补语。本句中后补短语“很好”与中心
语“讲”之间缺少一个辅助性的连结成分，需要借助于结构助词“得”。
2. 我突然发现他伤了很厉害。（英文：I suddenly found him badly injured.）
正确的句子应该是：我突然发现他伤得很厉害。
动态助词“了”表示动作行为或性质变化或已经完成。但在表示程度的补语“厉害”与中心语
“病”之间应该用结构助词“得”，理由同句 1）。
3. 李友唱歌得很好。（英文：Li You sings very well.）
正确的句子应该是：李友唱歌唱得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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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助词“得”与动宾结构的动词词组搭配使用时，一定要重复动宾词组中的动词，再接助
词“得”。例如：“打球打得很好”、“跳舞跳得很好”、“游泳游得很好”，等等。
4. 刚到教室以后就上课了。（英文：As soon as I arrived in the classroom the class started.）
正确的句子可以是（1）：刚到教室就上课了。
正确的句子也可以是（2）：到教室以后就上课了。
时间副词“刚”可以用在动词前作状语，表示动作行为发生在说话前或某一时间前不久。
“以后” 表示比现在或某一时间点晚的时间。但在修饰某一个具体表示时间的动词时，二
者不能同时使用。
5. 老师，我们聊天聊天就回宿舍。（英文：Professor, we will go to the dorm after we have a
chat.）
正确的句子应该是：老师，我们聊聊天就回宿舍。
述宾式离合词（“聊天”）在表示时间短或轻微、舒缓、委婉的语气时，只能重叠第一个音
节（“聊”）。如果重复整个述宾词组就错了。
6. 女儿一边吃饭，一边说说，爸爸生气了。（英文：The Dad was unhappy because his
daughter was talking while she was eating.）
正确的句子应该是：女儿一边吃饭，一边说话，爸爸生气了。
表示并列的关联词“一边……一边……”表示几个动作同时进行或几种情况的同时存在。因
此其谓语动词必须是表示持续含义的动词。而重叠式动词“说说”表示时间很短，用在这里
不合适。再者，并列关联词要求其后的词句结构应该是并列平行的。
7. 昨天他来我家时我没看着书。（英文：I was not reading when he came to my house
yesterday.）
正确的句子应该是：昨天他来我家时我没有看书。
动态助词“着”表示某种动作行为或性状变化的进行或持续。在表示否定时，不能和“没
有”、“没”等词同时使用。
8. 他的中文比别的同学最好。（英文：His Chinese is better than any of his classmates. ）
正确的句子应该是：他的中文比别的同学都好。
在此“比”用于比较性状和程度，而副词“最”表示极端，胜过其余。在描述同一事物的某一
性状时，不能同时使用。
9. 老师把他的行为注意了一下。（英文: The professor noticed his behavior.）
正确的句子应该是：他的行为引起了老师的注意。
“把”字句一般表示处置义，即针对某个确定的事情，有某种行为动作或活动使其受到某种
影响，发生某种变化，产生某种结果，或呈现某种状态。动词“注意”缺乏较强的动作性，
而且对受事宾语“他的行为”没有积极的影响，即没有处置义，因此不能用“把”字句。
10. 他把美国学生教汉语。（英文：He is teaching Chinese for American students.）
正确的句子应该是：他给美国学生教汉语。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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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学生”是谓语“教”的对象，应该用表示关涉对象的词，如“给”、“为”等。本句没有处
置义，应该用非“把”字句。
11. 老师的话把同学们哄笑起来。（英文：The teacher’s talk made everyone laughing. ）
正确的句子应该是：老师的话把同学们逗乐了。
“把”字句的谓语一定是及物动词，而且一般是能支配或影响介词“把”的宾语的。本句中的
“哄笑”为不及物动词，应该用“逗乐”或其它及物动词替换。
12. 这些汽车都是被日本制造的。（英文：These cars are made in Japan. ）
正确的句子应该是：这些汽车都是日本制造的。
这是一个意义上的被动句。即主语是有定的事物，在一般情况下，它不会发出动词所表示
的动作，而后面的动词谓语本身就有被动的意思，不需要特别注明施事者，一般不用介词
“被”。
从以上例句可以看出，美国学生常犯的语法错误具有多样性，有些是由于语言的负迁
移，有些是由于中英文差异、或者是汉语学习者的年龄差别、汉语水平的差异等造成的。
但总的说来，这些错误都是由于受他们的母语影响而犯的错误。据此，我们可以学习理解
美国学生的语言文化，并特别注意这些美国学生因受其母语及其文化影响所犯的错误，并
将这些错误进行归类和对比分析，教学时做到有的放矢，各个击破，让对外汉语的句法语
法教学不再成为一个难题。
（三） 美国学生由于不了解汉语的文化语境而犯的语用错误及范例
1. “东西”这个词的误用
老师：“东西”这个词只能用来指一个物体，一件事物，不能用来指人。
学生： 我们懂了。我们都不是东西，您也不是东西。
以上的对话并不仅仅只是一个笑话，而是一个常常出现在我的汉语班级的一个语用错误。
出现这样的错误，是因为学生只了解“东西”这个词的字面意思的使用，而不了解它暗含的
语境中的语用意思。他们不知道“我们都不是东西，您也不是东西。”不能只从字面去理
解，还暗含着骂人的意思。
2. “约会”（appointment）这个词的误用
今天下午我和我的医生有一个约会，不能来上中文课了。（I will have an appointment
with my doctor this afternoon, so I cannot come to your Chinese class. ）
正确的说法应该是：今天下午我要去看医生（病），不能来上中文课了。
英文中的“appointment”和 “date” 都可以，而且常常翻译成汉语中的“约会”。而汉语中的
“约会”一词使用的语境往往要窄得多，常常用于情人或恋人之间的会面。美国学生往往并
不知道 appointment 在具体的语用环境中常常与 “date” （约会）同义，于是也就出现了上
述的语用错误。
3. “爱” 这个词的误用
我太爱中文了。（I like Chinese so much.）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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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的说法应该是： 我太喜欢中文了。
这是一个很典型的语用错误。之所以出现这样的语用错误，主要是因为美国学生对“爱”和
“喜欢”这两个词在程度上的差别了解得不够。在英文中，love 和 like 两个词在使用中往往
是可以互换的，而汉语中的“爱”和“喜欢”在具体的语用中就有程度上的差异了。
4. 对习语的误用
老师，我不知道汤姆上哪儿去了。他前天下午就休一个法国假了。（Professor, I do
not know where Tom is. He took a French leave the day before yesterday.）
正确的说法应该是：老师，我不知道汤姆上哪儿去了。他前天下午就不辞而别了。
这也是一个典型的习语误用。所谓“习语”，就是一种简练的语言文化载体，是一种特
定的语言在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下的语用现象。它包括成语、俗语、格言、歇后语、谚
语、俚语、行话等。如果不了解其产生发展的历史文化背景，就会常常出现误用滥用的现
象。没有受过一定的英语教育的中国人，可能不了解什么是“法国式的离开”，不知道
“French leave” 和汉语中的 “不辞而别” 相似。如果把它从英语中直接翻译过来使用，就会
让人误解。
所以，任何一种语言的产生和发展，都是与其产生发展的会文化环境及其历史背景密
不可分的。换句话来说，语言的学习和应用不能脱离其产生发展的社会与文化。在对外汉
语教学中，除了教授学生语音、语法、词汇、汉字读写等语言项目外，也要重视汉语的语
用学习，也就是要学习这些词句在具体的社会文化背景下是如何应用的，这样才能尽可能
避免那些由于缺乏对其社会文化和生活背景了解而出现的语用错误。
三、发生语用失误的根源以及防止语用失误的对策
从中介语理论看，美国人学习汉语的偏误，是指他们所说或写的汉语与汉语为母语的
中国人之间的差距。而这些差距除了表现在语音、句法、语法等语言形式方面，更主要表
现在汉语的语用方面。语用失误是更深层的偏误。探究起偏误产生的根源，主要是受其母
语—英语的语用规则及英语文化的影响和干扰产生的。由于美国学生的英语语用规则和文
化因素是自幼习得的，已经是他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准则，在他们学习汉语时这些因素就
会与汉语学习发生冲突，形成干扰。所以对外汉语教学应该有意识地、有计划地、充分地
反映汉语语用规则和文化，尽量帮助学生减少其母语及其本土文化对汉语学习的影响和干
扰。
由于这些语用失误是与学生的英语思维方式和他们的社会文化准则等文化因素密切相
关的，对外汉语教学必须强调汉语语言和文化的密不可分性，汉语教学中既要强调语言学
习，又要重视汉语文化的学习。汉语学习的学生应该懂得世界上任何一种文化都是其人民
在长期的社会实践和社会发展中创造出来的，并随着其社会的发展而变化的。文化本身没
有好坏，没有优劣之分。对文化的学习应该是积极的、主动的。我们可以学习借鉴世界上
任何对我们有益的民族文化。有了这样一个积极的态度，才能把汉语学好，才不会出现上
述“老师不是东西”这样的语用错误。这样也可以避免由于不同文化和不同语用规则引起的
心理障碍而造成的语用失误。
四、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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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针对这些错误，我们应该在对外汉语教学中有意识地强调中英两种语言在
语法、句型结构、表述方式等方面的差异，并注意中美历史、文化习俗的不同而导致的不
同价值观、世界观以及对世界、对社会不同的认识观和思维表达方式，积极主动地、有意
识地把汉语语言学习和汉语文化学习有机地结合贯穿起来，把汉语学习放在汉语文化中实
践，让汉语文化在汉语学习中得到体验。在具体教学中多一些情景对话，也可把学习材料
有意识地翻译成中式英语（Chinglish），以加深学生对中英两种语言以及中美两国文化的
不同价值观及其不同表达方式的理解和学习，等等。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文化习俗和
思维方式对语言学习的影响以及由之而来的语用学在对外汉语教学领域重要价值。若我们
在语用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准确地描写汉语的语用规则，进而对中英文语用规则进行比
较学习，一定会提高对外汉语教学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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