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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ese adverbs belong to a teaching difficulty in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The number of adverbs is 

large, and there are great differences in the use of each adverb, which is also a learning difficulty for foreign students.In this paper, 

a general description of the errors of the adverbs of foreign students in Thailand is made by searching the study of the bias of the 

adverbs of the foreign students in Thailand, and the wrong type of the adverb acquisition, the cause of the bias and the 

countermeasures of the deviation are summariz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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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摘要摘要：：：：汉语副词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属于一个教学难点。副词的数量多，每个副词在使用上有很大的差异，这对于留学

生来说也是一个学习难点。本文通过检索泰国留学生副词偏误研究的文章，对目前泰国留学生副词偏误研究做一个总

体说明，并归纳出副词习得的偏误类型、偏误成因及偏误对策。 

关键词关键词关键词关键词：：：：泰国留学生，副词，偏误分析，教学建议和对策 

 

1．．．．引言引言引言引言 

目前国内对外国留学生副词习得偏误所做的研究不

少，并且还有针对国别化的副词习得偏误研究。副词并不

是汉语所特有的，泰语中也有副词。因此，对泰国留学生

来说应该不陌生，但汉语和泰语毕竟属于不同的语系，所

以在具体的使用上还是有不同之处。我们在中国知网上进

行筛选过后，找到三十篇关于泰国留学生副词习得偏误分

析的文章，通过对这些文章的整理，为今后进一步的研究

积累相关的资料。 

2．．．．汉语副词汉语副词汉语副词汉语副词 

汉语副词，自《马氏文通》以来现代汉语中对副词的

定义都有所不同，我们用朱德熙先生话来说就是只能充任

状语的虚词[1]。但也有人把副词分到实词一类，例如，黄

伯荣、廖旭东版的《现代汉语》就把副词归在实词里，关

于副词的虚实归属，大家都有不同的看法。除此之外，所

框定的副词范围也有不同，关于副词数量的多少也没有一

个准确的定论。可见，副词本身是很复杂的。副词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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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没有定论，但至少也有上百个，并且它们之间的用法

都有差异。因此，对于留学生而言，副词也是比较难学的。 

副词是二语习得中不可缺少一类，从《国际汉语教学

通用教学大纲》中我们可以知道，在一、二、三级语法项

目中都有所涉及。从上世纪90年代起，我国就开始了二语

习得中副词的研究。例如赵淑华的《句型研究与对外汉语

教学》（1992）其中就提到运用语用来分析歧义句式即“才”

字句[2]。另外，王建勤的《“不” 和 “没” 否定结构的习

得过程》（1997）马真的《表加强否定语气的副词 “并” 和 

“又”》（2001）；王黎的《“连”和“连连”》（2003）等[3]，

也是对单个副词的研究。 

3．．．．偏误研究偏误研究偏误研究偏误研究 

偏误研究中最常用的方法就是偏误分析。所谓偏误分

析，就是对学习者在第二语言习得过程中所产生的偏误进

行系统的分析，研究其来源，揭示学习者的中介语体系，

从而了解第二语言习得的过程与规律[4]。是目前比较成熟

的一种偏误研究方法。我们将知网上搜索到的文章进行分

类，将其分为八小类，并进行分类详述。由于副词“也”和

“就”属于比较复杂的一类，所以将它们单独分为一类。 

3.1．．．．副词偏误类别副词偏误类别副词偏误类别副词偏误类别 

3.1.1．．．．时间副词时间副词时间副词时间副词 

时间副词在泰国留学生副词习得偏误分析中所占比

重较大，主要是因为时间副词在副词中所占的比重大，占

比约为30%，所以这是一个比较值得研究的一类。我们将

其中的偏误类型进行整理，发现偏误的类型大都是遗漏、

误加、错序、和误代，虽然所用术语有不同，但总结起来

就是这四类。关于时间副词的研究也有不同，有的是选取

常用的时间副词,例如：正和正在、就和才、刚和刚刚等

等[5]。有的是选取一组副词，例如：在、正在和正[6]。 

3.1.2．．．．程度副词程度副词程度副词程度副词 

程度副词的偏误分析主要集中于“很、太、真”这几个

高频程度副词，并且将其与泰语的“มาก”和“จริงๆ”进行对比

[7]。偏误类型的主要是误代、误加、错序、杂糅和遗漏，

误代偏误率最高。在汉语习得等级中，初级和中级程度副

词“很”和“太”的偏误集中在误代，高级阶段的偏误集中在

修饰并列结构的偏误上。偏误原因主要包括教师理论知识

不足、教学方法单一；教材和工具书安排不合理、教材编

写不当；母语负迁移、目的语知识不足等。 

3.1.3．．．．否定副词否定副词否定副词否定副词 

否定副词的偏误研究集中在“不”和“没（有）”这两个

高频词。研究的出发点也有不同，有的文章从词性、语义、

否定词在句中位置出发，将汉语的否定副词与泰语的否定

词“ไน”相对比[8]，来分析泰国留学生习得汉语副词时产生

的偏误、原因并提出相应的对策。有的对单个的“不”和“没

有”进行偏误分析[9]，也有利用问卷调查来进行分析的。

偏误的类型有误代、回避、错序、遗漏、添加。偏误的成

因有泰语和英语的负迁移、外部语言环境的不同、学习策

略和交际策略的不同等方面。 

3.1.4．．．．语气副词语气副词语气副词语气副词 

语气副词的偏误研究分别是“毕竟、究竟、到底”，“终

于、最终、总算”，“始终、早晚” 这三组语气副词。调查

对象分为初级、中级和高级，以问卷调查和数据分析的方

式分析出偏误的类型主要为误解、近义词区分不当、错序。

偏误的原因主要是母语负迁移、教学误导、训练不足等。 

3.1.5．．．．频率副词频率副词频率副词频率副词 

频率副词的偏误研究主要集中在“又”和“在”，也包括

一些常用频率副词的研究，例如：常常、往往、总是等。

从泰国学生习得这些频率副词的难易顺序以及所出现的

偏误出发，运用统计学的相关知识，得出泰国学生在学习

频率副词的时候是有习得顺序的结论，这与学习者学习汉

语的时间和水平不同相关[10]。有的将汉语频率副词“还、

又、再”与泰语“อีกครั� ง”和其他对应词相比较，从语义、语法

结构、语义功能出发，得出偏误的类型主要是“还” 、“又”

误用为“再”。习得频率副词的偏误还表现在误加和错序上

[11]。主要在于对它们的用法掌握不足、母语和目的语在

词义上出现交叉、教学误导、教材不全面。 

3.1.6．．．．副词副词副词副词“也也也也” 

将副词“也”与泰语的“กี”相对比，从两者的共同意义和

不同意义出发进行研究。得出偏误的类型有误代和错序，

主要原因在于母语负迁移[12]。 

3.1.7．．．．副词副词副词副词“就就就就” 

副词“就”的使用频率很高，是留学生学习汉语的难点

之一。有的文章以初级阶段中对副词“就”习得情况的分析

来进行研究，发现副词“就”的习得偏误表现在遗漏、与“就”

相关的句式使用上的混淆[13]。提出对副词“就”进行教学

的教学原则包括：内容系统但是不冗杂；教学过程中逐一

讲解和综合教学；教学方法灵活多样、丰富有趣等。也有

将泰语的“ก๊”和“就”的进行对比研究[14]。习得副词“就”的

偏误类型有：遗漏、误加、错序、错选等。偏误的原因包

括母语负迁移、目的语知识泛化、副词“就”本身承载语义

过于繁复、教师教学的不当、教材编写不当等。 

3.2．．．．副词偏误策略副词偏误策略副词偏误策略副词偏误策略 

3.2.1．．．．时间副词偏误策略时间副词偏误策略时间副词偏误策略时间副词偏误策略 

根据所选文章来看，时间副词的偏误教学策略，共分

为教师、教材和学生三方面： 

（1）教师：第一，教学上，加强对比教学，加强语

境教学，运用点拨式教学、加强语用教学、针对学生特点

因材施教、要注意讲解的详略得当。 

第二，练习上，加强有效的练习设计、大量练习。 

第三，及时归纳总结学生的偏误、安排时间副词的专

题讲解。 

（2）教材：教材中时间副词的编写要遵从教学难度

等级，教材中时间副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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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词类中的小类要明确划分。 

（3）学生：克服母语负迁移的干扰，学会对比归纳，

创造交流的机会、多记忆。 

例如在教留学生时间副词“正”和“正在”的时候，可以

先列出两组关于“正”和“正在”的句子，让学生感受两组句

子的不同，再通过对比总结出两个时间副词使用上的异同，

接着可以让学生自己来造句子，看看存在什么样的问题，

并写下了让学生自己发现问题。最后，将学生出现的问题

进行总结分析，再次归纳出“正”和“正在”的使用规则。 

3.2.2．．．．程度副词偏误策略程度副词偏误策略程度副词偏误策略程度副词偏误策略 

程度副词主要集中在“很、太、真”这几个副词上，偏

误策略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 

（1）教师：第一，将难点作为教学特点、采用对比

教学法、结合实际具体实例举例。 

第二，吸收科研成果、预测教学难点。 

第三，营造汉语氛围、进行情景教学。 

第四，结合学生汉语水平、注重知识点复现。 

第五，重视程度副词系统内部的异同辨析。 

第六，加强练习和巩固建立习题库。 

（2）学生：第一，克服母语的干扰、学会对比的方法。 

第二，创造交流的机会。 

第三，充分运用学习优势，采用正确的学习策略。 

（3）教材：优化教材及工具书。 

3.2.3．．．．否定副词偏误策略否定副词偏误策略否定副词偏误策略否定副词偏误策略 

与前面两种副词类型不同，否定副词的应对策略主要

是关于教师方面的。例如，教师要提高自身水平并且要系

统的掌握汉泰否定词语的意义和用法的异同、加强对汉语

否定词语的基本用法和固定表达格式的教学、消除或减少

学生对“对等词”的依赖、采用有效的练习方法、督促学生

养成自觉学习和有效记忆的习惯。学校要加以重视，建立

良好的汉语语言学习环境。 

例如，在教泰国留学生副词“不”和“没”的时候，可以

将这两个词与泰语中否定词“ไน”相对比，因为这是两组不

同语言的词，所以这就要求汉语教师有相关国家的语言学

习背景，这样才能进行有效的对比。对比之后，同样是总

结两种语言中否定表达的异同，通过与母语的对比，会进

一步加深对该组词的理解，起到比较好的教学效果。 

3.2.4．．．．语气副词偏误策略语气副词偏误策略语气副词偏误策略语气副词偏误策略 

语气副词的教学策略主要包括教师及学生两方面，一

方面教师要对词语难点进行等级划分、要有清晰的教学步

骤；另一方面，学生也要在课前提前预习、课堂上多做练

习，并且敢于提问、敢于回答问题。 

3.2.5．．．．频率副词偏误策略频率副词偏误策略频率副词偏误策略频率副词偏误策略 

频率副词的应对策略是教师要注意区分同义副词的

具体语法、语义上的异同，完善教材、编写国别化教材、

加强互动教学等。例如：常常和往往这一组词，泰国留学

生在使用的时候，会出现“我往往去那里吃饭”这种句子，

应该改为“我常常去那里吃饭”。所以，在教留学生这一组

词的时候，就要先区分两者的异同。吕叔湘在《现代汉语

八百词》中提到“常常表示行为、动作发生的次数多”，而

“往往表示某种情况经常出现”。所以两个词的不同点在于

前者表示动作的重复，不一定有规律，可用于将来；而后

者则表示对出现情况的总结，有一定的规律性，与主观意

愿无关，不可用于将来时[15]。因此，通过对两者用法的

比较，可以有效提高留学生使用两个词的正确率。 

3.2.6．．．．副词副词副词副词“也也也也”的偏误策略的偏误策略的偏误策略的偏误策略 

副词“也”的教学策略主要是运用对比分析的教学方

法，遵循由繁到简、由易到难的教学原则，按照实际运用

情况，将副词“也”分为不同的等级，分别列出不同等级的

句子，让学生在实际运用中掌握“也”的用法。 

3.2.7．．．．副词副词副词副词“就就就就”的偏误策略的偏误策略的偏误策略的偏误策略 

副词“就”的教学策略主要包括教师应重视对比教学、

提高自身的专业知识、对教材内容能进行合理的选择与调

整。教学方法主要是对比教学和情景教学。采用机械练习、

有意义的练习和交际练习相结合的练习方法。 

4．．．．总结总结总结总结 

从以上的副词偏误分析中，我们可以发现副词偏误分

析的种类比较齐全，几乎囊括了所有的副词种类。偏误分

析的类型主要是遗漏、误加、误代和错序。在进行偏误分

析的时候大多数都运用了对比分析的方法，所以在进行偏

误分析的时候，最好能掌握相关国家的语言，这样不仅有

利于教学同时也便于发现教学中出现的问题。教学策略上

主要是从教师、教材和学生这三方面出发，因为这些文章

的作者大多数都有对外汉语教学的经验，所以他们所提的

教学策略都有很大的可行性。不过其中也存在一些问题和

不足之处，虽然目前对泰国留学生偏误分析的文章不少，

但对副词习得偏误的文章还不是很多，一方面表明目前泰

国留学生在副词习得上的偏误不是很多，另一方面也说明

目前对副词习得偏误的挖掘不够深。除此之外，还有不同

副词习得偏误的研究也不是很多，例如语气副词研究的还

很少。在以后的研究中，可以多留心泰国留学生在副词习

得上的偏误，最好在平时交流和上课的过程中多收集一些

日常对话，为进一步的研究打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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