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学输入与学习者的语言输出

温晓虹

提要 本文从三个方面探讨了语言的输入与输出的关系。首先从理论研究的角度讨

论了从语言输入到语言输出的习得过程。实验研究表明, 输入的语言素材必须被学习者所

接收; 即使接收了的内容也并不会自动进入中介语的体系,而是需要进一步对输入语言进行

分解、归类等分析性与综合性的处理。在语言 内化 的基础上, 学习者的中介语系统才能

够不断地得到重新组合,趋于目的语。另外,学习者在语言输出前和输出时需要调节, 以使

表达准确、流利。建立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了三项教学的关键因素: 1)语言输入

的内容; 2)输入方式; 3)采取各种互动形式帮助学习者消化吸收, 如为学习者提供大量的语

义协商的机会鼓励他们在互动中学习。在语言输出方面,教学活动要有高度的组织性,以滚

雪球的形式,从典型范例开始, 循序渐进, 对学生的表达输出要有明确具体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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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近二十年来,第二语言习得研究越来越密切地与课堂教学相联系, 探讨教学如何引导促

进学习者的语言习得过程。比如很多研究讨论关于语言习得的基本条件 (如 Wh ite, 1991;

Trahey & W hite, 1993) , 语言输入的内容 (如 VanPatten & Sanz, 1995; G ass & M adden,

1985) , 语言形式特征如何引起学习者的注意 (如 Long, 1991; Doughty& W illiams, 1998) ,

及如何使语言的输入转变为学习者的语言输出 (如 V anPatten, 2003; Sw ain, 1995 )。一系

列的理论研究为课堂教学带来了新的理念、新的教学途径与教学方法。

与以往的教学相比,一个实质性的变化是教学理念的不同。以前, 师生都把目的语的学

习当作一个科目,出发点立足于 教 ,从教师的角度研究教什么和怎么教。至于学习者如

何对应教学输入,习得能否产生则成为一种自然的结果:教师教什么学生就学什么, 就会什

么。新的研究成果和教学理论展现给我们的是从学习者的角度出发, 起点立足于 学 。教

不等于学,输入不会自然地变成学习者的输出。教必须建立在学的基础上,从学习者的现有

水平、知识背景、学习方式、学习动机和情感出发。教学内容对学习者必须是能够理解的、教

学活动必须是学习者能够积极参与的, 教 才有可能对学习者有意义, 才有可能被吸收。这

样,我们首先考虑的问题是 学生是怎么学的? 我必须做哪些事情来启发、诱导、促进学生

学习? 什么样的教学内容和课堂互动方式能够更有效地促进学生的积极参与,使教学的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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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转变为学习者的输出? 换句话说, 课堂教学要适应学生的学习特点和学习兴趣, 应和他

们的学习方式, 调动他们积极参与的愿望和努力表达的热情,促使他们有数量多、质量高的

语言输出。教室也不再是一个传统的教语言的地方, 而是一个提供给学生有组织、高效率、

语言输入丰富、语言理解容易、语言运用恰当、语言交际真实的环境。

这种教学理念给教师提出了不同的要求。教师的任务不仅仅是教语言, 更是一个语言

环境的策划者和互动教学的组织者。教师必须首先营造一个鼓励学生参与的互动课堂, 激

发学生积极参与的愿望。学生语言的输出取决于一系列的教与学的因素, 本文从三个方面

探讨语言的输入与输出的过程: 1)语言输入是如何转变为输出的? 2)如何使语言输入 ( in

put)转变为语言吸收 ( in take)? 3)强化性的语言输出 ( pushed outpu t)。

一 语言输入如何转变为输出

V anPatten& Sanz ( 1995) 提出了语言习得中语言转变处理过程的模式。此模式中包括

了 4个概念 3个过程 (见图 1)。首先是语言的输入。语言输入指学习者从不同的方面所接

触的任何语言素材。这些素材可能是从老师那里或书本中来的,也可能是从同学、朋友或非

正式的学习场合听到、看到的。第二,语言的吸收建立在语言输入的基础上, 是输入的一部

分。语言的吸收是通过认知和语言的加工,用一定的方式解码。理解了输入的内容,注意到

了语法形式的特征性,才能进入学习者的中介语系统。第三,学习者的语言发展系统在不断

地组合、重建、发展。学习者每接受到新的语言形式和语言功能都会与自己已有的语言系统

作比较,用大量的语料对语言现象、语法功能进行假设、证实、分析加工。第四, 语言的输出,

即学习的结果,或是以口头或是笔头的形式存在。

I II III

语言输入 语言吸收 学习者中介语的发展系统 语言输出

( =对输入语言的加工处理, =同化、重新组建, =提取、控制、调节 )

图 1 语言习得处理模式 ( VanPatten& Sanz, 1995: 170)

V anPatten和 Sanz的语言习得处理模式从习得理论上解释了语言从向学生输入到学生

自己的输出的转变过程。这一模式有三个特征: 第一, 输入的语言素材必须被学习者所接

收;第二, 接收了的内容并不是自动地就会进入中介语的体系,而是必须加以消化, 进行加

工、分解、归类、综合、总结才能使得学习者的中介语系统不断地组合以逐步趋向目的语; 第

三,在语言输出前和输出时需要调节以使输出的语言正确、准确。

传统的教学所注重的是语言的输出, 即在语言输出时进行大量的练习, 以保证学习者

所产出的语言不出错,如图 2所示。

语言输入 语言吸收 学习者中介语的发展系统 语言输出

大量的练习

图 2 传统的教学模式

新的教学理念把重点更多地放在如何使教学的输入引起学习者的兴趣和注意、使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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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学习者的吸收上,如图 3所示。

语言输入 语言吸收 学习者中介语的发展系统 语言输出

强化语言特征 适合学习者的特征: 提供大量的机会 要求明确

形式与功能的透明度 习得阶段 使学习者意识到语言规则 活动组织性强

学习兴趣方式 不断重组语言系统

大量的对意义与形式的练习

图 3 新的教学理念

换句话说,新的教学理念着重于习得的过程,即语言的输入和如何使输入的内容能够被

学习者接收。学习的结果,即学习者语言的产出也很重要,但如果只是强调最后一步就为时

过晚了。学习者如果不能够对学习的内容分析、加工、吸收,即使产出正确的句子也很可能

是机械性的。

二 如何促进使语言输入转变为语言吸收

促进教学的语言输入转变为学习者的语言吸收, 这是建立在对语言输入如何转变成语

言输出的认识上。在上节对语言习得理论的讨论中可以总结出三个关键的因素:一是在语

言输入内容上下功夫;二是在输入方式上做努力;三是采取灵活多样的互动形式帮助学习者

消化吸收,如为学习者提供交流互动、语义协商 ( negotiat ion of mean ing)的机会,鼓励学生总

是在互动中,或是自己与学习内容的内在互动, 或是学习者与教师或同学的外在互动。

2. 1输入的内容与方式

输入内容。内容要以意义为基础, 易于理解, 有选择地提供适合学习者水平的语言形

式。Sav ignon( 1983)提出语言的交际应该包括三个方面:理解 ( interpretat ion)、表达 ( expres

sion)和语义上的协商沟通。理解是前提, 有了理解才有语义上的协商, 信息方面的交换, 意

思上的表达。易懂输入的内容往往来源于日常生活。这些内容不但包括学生的校园生活,

更包括当代中国社会文化热点,即学习者所关心的社会现象、文化习俗、中西文化的比较及

现代与传统文化的对比。因为它是来自于学习者的日常生活 (如打招呼、问地方、约时间、

打电话、谈价钱、交朋友 ), 是他们所熟悉的内容,就有兴趣; 学习者感兴趣的内容也易于理

解,而文化内容往往是语言学习者所感兴趣的。把学生感兴趣的如社交礼节、当代文化热点

搬进教室,教室就成为一个室内小世界, 变成一个容易交流的自然环境。在这种环境下, 内

容来自于学习者的生活经验与交际的需要,他们就能有说话的意图,且言之有物。

大量的信息输入 ( input flood) ,循序渐进, 组织严密 ( w ell structured input)。输入的内

容要得到充分的、从易到难的互动,学习者才能有机会用自己的经验注意到其语言形式的特

征。课堂组织方式和对每一个活动的要求都是有目的、有组织、细心策划的。比如, 组织方

式从输入下手。一个句型的输入以板书的形式把结构特点简明醒目地展现出来,并用典型

例句帮助学生理解如何运用这一语言形式。把起点放在单句上, 学习者容易对其句式结构

进行观察理解。对于句式结构和范例,教师可以先示范用全班 大合唱 、小组 小合唱 、个

人 独唱 的方式带领学生掌握。然后用问答、替换、提供具体语境完成句子等形式来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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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习, 让学生进一步意识到语言的形式和语用的特点。在会说单句的基础上延伸,以段落进

行交际。这时语言的形式、内容便与语用功能溶为一体,自然地被学习者掌握了。课堂上的

内容既来自于课本中,同时又超越了课本而来自于学习者自己的生活中, 是鲜活生动的, 有

很强的交际性。练习以句子为单位、以师生互动的输入开始, 经过以对话为单位、反复的输

入与练习,最后到学生与学生之间的互动,输出以段落 /对话为单位而结束。

例 1就是一个典型范例。从这个例子里可以看到,首先教师所提供的输入醒目,让学生

知道整个句子的结构特征和用法,同时用例句让学习者进一步明白并且熟练地掌握。紧接

着教师用交际性的提问和替换的方法进行语义上的协商与语言形式上的再练习。然后进行

第二轮输入由单句发展为对话,形成一个语境篇章,进一步加强了交际的内容和对语言功能

的运用。这样的循序渐进给学习者众多的机会来理解意思,注意句子的结构特征, 并意识到

其形式和功能的关系。

例 1: 输入

Sub.j 是 Mod. (的 ) N. 之一。火药是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之一。

1) 教师可以先示范用全班 大合唱 、小组 小合唱 、个人 独唱 的方式带领学生流利

地说会例句。2) 接着可用师生互动的方式继续练习例句 1。如教师先问全班然后个人:

造纸呢? 指南针呢? 印刷呢? 算盘呢? 中医呢? 电灯呢? 唱片呢? 蒸汽机

呢? 老花镜呢? 3) 在熟练掌握单句的基础上教师用对话给学生继续示范说明。输入方式

可以是口头,如用两个小木偶对话,也可以是笔头, 如把对话投影在黑板上。教师仍然用全

班 大合唱 、小组 小合唱 、个人 独唱 的方式带领学生流利地说会典型范例对话: 你知

道长江吗? / 知道,长江是中国的两条大河之一。 / 你知道 Thomas Ed ison吗 / 知道, 它

是美国最有名的发明家之一。 4) 生生互动, 要求学生两人一组在范例对话的基础上用句型

生成一个对话。下面是一对学生所做的: 你知道 G eorgeW. Bush吗? / 知道,他是美国

最喜欢战争的总统之一。 / 我想他是最保护美国人的总统之一。 / 什么? 你有病?!

输入应采用视听双形式。首先,学习者接收输入的方式不同, 比如有的以听为主, 以看

为辅; 有的以看为主, 以听为辅。有的学习者对图片美术的输入形式情有独钟,能够一目了

然; 有的则喜欢用听的途径, 过耳不忘。为了服务于学习者不同的学习方式,教学中口头和

书面的输入都应该有,以多种形式来应和学习者不同的学习特点, 使他们能够以适合自己

的、最有效的方式理解语言内容,注意到语法结构的特征。

比如上面对例句 1的输入应该有板书展现句型结构和典型例句 ( Sub.j 是 Mod. (的 ) N.

之一。火药是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之一。)除了大量的口头输入和练习外, 笔头也不可少。

这个句型的一个难点是词序,它和学生的母语 (英语 )的词序不同, 所以练习重点放在词序

上。如让学生用 3- 5分钟做下列笔头练习,让学生把所给的词组成句子或填空练习。

例 2:注意结构特征

(一 )把每行的所给词组写成句子。

1)美国 最受人 尊敬的 华盛顿 总统 之一 是

2)最 有名 的 林肯 总统 之一 是 美国

3)老花镜 Fank lin 发明 的 最 重要 之一 很多 是

(二 )用适当的词填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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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火药是 ________ ________的 _________ ________之一。

2)造纸技术是 ________ ________的四大发明 ________。

3)唱机是美国科学家 Edison的 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

4)张艺谋是 ______________的 ______________之一。

5) ______________是 ______________的 ______________之一。

2. 2对输入内容的互动吸收

对输入的互动练习应新颖多样。只有这样才能服务于学习者不同的学习方式, 使教学

高效率,生动有意义。教师应该用不同的技巧来组织教学情景和语境以引起学习者对目的

语结构的注意,如句型练习与交际对话,个人练习与双人 /小组练习,模拟面谈、采访、角色扮

演、口头与笔头练习等方式。

输入需要有大量的不同角度的反复练习,比如, 教师的非言语 ( non verba l)行为, 如手

势、动作、表演、图片 (或是生词卡片和图片, 或使用电脑以多媒体的方式投射在银幕上 )都

是很好的输入方式,几乎在每节语言课中都需要。其优点, 第一, 节省教师说话的时间。在

一堂语言课中教师说得越少越好,以把时间留给学生使他们有大量的机会做语言实验活动,

让他们来积极参与。第二, 高效率。以手势、动作,以图代话可以快速灵活地向学生提供各

种语境、情景、提示或句型替换内容。比如在练习、检查学生词汇时用生词卡片, 在句型练习

时迅速地用手势或图片给学生以提示输入,在做阅读前的导读时首先展现出源于学生所熟

悉的生活内容而且与本课阅读紧密相关的图画,在学生做任务型练习前先给他们展示几张

生动的图片,以在内容、构思和语境、情景方面给他们理解上的启发与引导。仍以例 1的练

习为例。教师可以一边口头说 指南针呢? 一边展现学生一张指南针的图片, 图片上既有

画又有汉字与拼音。这样学生马上明白指南针的意思,就能较快地说出 指南针也是中国古

代的四大发明之一 。第三, 互动性强。以手势动作, 以图代话自然要求学生抬头, 或是看

老师或是看同学,都是面对面的互动交流。其输入的内容或是一个句式结构与一个典型例

句,或是一个要讨论的话题与相关的语言情境,或是学生表达时会用到的句式和内容的提

示,它们都是学生在面对面的交际中能够很方便地用到的。

输入练习的多样化也表现在组织活动的形式上。不论班级的大小,教师都能够做到让

所有的学习者时时刻刻积极地参与。学生之间的互动可根据班级的大小、人数的不同来变

换练习方式。其目的是让所有的学习者时时刻刻都在积极地互动。如两人一对的会话练

习,然后请几对在班上表演;或是分别请学生上教室前边接受采访,回答其他同学的提问; 或

是让他们做记者 (同时也是被采访者 )去采访别的同学然后在全班汇报; 或是请学生做 侦

察员 调查询问别的同学的日程安排; 或是让学生猜测说出听力或阅读输入中的人名、地

名、事件等; 或是给学生设计密切结合语言形式和内容的各种游戏在互动中学习;或是给学

生和生活相联系的主题与语境,要求学生做任务型的活动。不论是很小的对话, 还是较大的

任务, 都让学生觉得时时有新意,使他们愿意参与语言活动, 积极地注意输入的素材, 进行加

工处理。

由于教师的精心策划组织,提供给学习者多种形式的输入与不同方式的活动,学习者就

有可能和有兴趣互动,进行语义上的协商、信息上的交流。每个星期的语言输入形式和输入

的练习方式都与上个星期不一样, 有大量的对语言形式的重复练习。但是由于方式方法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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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多样,师生都觉得有意思、不枯燥。

教学难度要跟学生习得的不同阶段和语言水平联系起来。 E llis ( 2002)提出在学生学

习的最初阶段要有计划地提醒、启发诱导,让学生能够观察, 从大量的语言素材中体验、积

累语言经验。语言习得实验研究结果 (如 VanPatten, 1991; Bardov iHarlig, 2004)表明,学习

者在最初阶段吸收的是以词汇为主的内容。他们在大量的语言输入中寻找的是词组、短语,

希望从中涉猎语义、明白意思。那么这个阶段的教学就应该从词汇结构入手,重点先不放在

对语法的操练上,应向学习者提供、组织他们练习定式词组、短语、定式结构, 让他们能够吸

收大量的可懂语料。比如 新实用汉语课本 (刘 等, 2002: 1)的作者提出的一个特色正是

这样: 第一册前六课,在集中学习语音的同时,通过掌握简易的口语会话, 让学习者先接触

多种基本句式,但暂不做语法的系统讲解;第一册的后八课及第二册 12课共 20课, 是语言

结构教学的第二次循环,逐个介绍并练习主要句型结构。

在学习者稍积累了感性认识, 并有一定的词汇量、能理解后,开始加强对语言形式的精

讲多练。这个阶段教学的重点从学生前期的理解逐步转入吸收, 转向对内容与形式互动的

融会贯通。这个阶段的学习仍然要在一定的指导和要求下进行 ( gu ided tasks) ,学习者可以

容易地有规可循,从单句开始到能够成段地表达, 并能够用较复杂的结构表达。比如,例 3

的活动是故意给两个学生信息方面的差异,让他们去向对方寻找信息, 并进行理解和语义上

的协商。例 3活动除了对阅读输入的理解,并在理解的基础上做分析、提纲挈领把大意写出

来外, 还包括跟同学的讨论,双方都必须表达和协商以咨询到自己所需要的内容,并用逻辑

思维把获得的内容组织起来,觉得对方说的部分和自己读的部分能合理地连在一起, 在自己

满意的情况下,完成作业,然后在班上做汇报讲演。这一活动包括了 5项互动任务, 练习了

4个语言技能。

例 3:互动活动 语义协商

活动目的:寻找信息做语义上的协商, 练习分析总结能力。

任 务: 1)阅读理解。2)写出阅读的段落提纲。3)和同桌做口语语义上的信息交流

活动。 4)获得信息后完成全部的阅读提纲。 5)以小组的形式向全班汇报所

获得的内容。

语言功能:语义交换。

步 骤: 1)家庭作业:学生分为 A、B两组,各发给同一个题目的不同的阅读内容, 如

高薪穷人族 ( 新实用汉语课本 第 3册, 151页 ) ,把文章从意思上分成两

部分分别发给 A、B两组。再发给每个学生一份阅读理解提纲, 让他们把阅

读后的内容大意写在提纲上。把阅读中没有的内容空下。 2)生生互动。上

课的时候 A、B两组每两个同学一对互相咨询,向对方寻找自己没有的内容,

把没有写完的阅读提纲做完。 3)老师可以对 A、B两组向对方咨询来的内容

进行测验。 4)然后让学生向全班作讲演, A、B分别表达他们从对方咨询到

的内容。

三 强化性的语言输出

以内容为主的易懂输入 ( comprehensible input)和以语义协商为内容的课堂互动活动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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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了广大语言习得研究者和教师的认同。语言的输出,即学习者的表达, 同样是语言习得

的重要的一部分。Sw ain ( 1985) 提出,仅有易懂输入不足以使学习者的语言能力达到高水

平,应该提倡强化性的可理解输出 ( pushed outpu,t comprehensib le output), 给学生提供机会,

创造语言情境,促进他们的语言表达成句、成段、成章。她指出:输出能激发学习者从语义为

基础的认知处理转向以句法为基础的认知处理。前者是开放式、策略性的、非规定性的、在

理解中普遍存在,后者在语言的准确表达乃至最终的习得中十分重要。因此,输出在句法和

词法的习得中具有潜在的重要作用。 ( Sw a in, 1995: 128)

输出能够引起学习者对语言形式特征的注意 ( notic ing trigger)。在有意义的语言表达

时,学习者有可能警觉、意识到自己的语言和目的语的差异。语言习得过程是不断地对语言

形式作出假设, 并不断地对假设进行检验、比较、修正, 使之趋于目的语的过程。学习者表

达中的偏误表明他们对目的语的语言形式做出自己的假设。对假设的验证通过不同的方式

进行, 而输出则是其中最常用、有效的一种。比如通过语义协商, 说话双方互相进行内容上

的澄清 ( clarif ication) , 理解上的核实 ( conform ation), 交际上的修补回应, 互相给予反馈, 各

自得到了对自己的假设加以检验、判断的机会。此外,学习者在进行输出表达时会对语言的

形式进行反思、分析, 强化对语言结构本身 (metalingu istic funct ion)的理解。这样学习者有机

会更多地、有意识地参与句法认知处理,体会语言结构的特征,从而促进语言的习得。

要达到学习者产出的语言准确、得体、流利和高质量, 需要在语言训练各方面努力。在

此提出三点: 1)教学活动要有高度的组织性 ( w ell structured) ,以滚雪球的形式,从典型例句

开始, 循序渐进, 以段落结束; 2)在不妨碍意思表达和语义协商的原则上,对于学生的输出

要求尽量明确、具体; 3)采用任务型的活动来促进学习者的积极参与, 自觉学习, 大幅度地

输出。

3. 1教学活动要有高度的组织性。本文中的例 1 3都是这样的例子。例 1从输入练

习一个句式结构开始,在教师的带领下用交际性的提问和替换进行语义上的协商和语言形

式上的再练习。然后进行第二轮输入,由单句发展为对话,形成一个语境篇章。最后, 活动

由学生两人一对, 把自己做出的、包括所练习的目的语语法结构在内的会话表演给全班同

学。例 3从学生阅读回答问题、梳理出提纲开始, 到学生之间的互动练习, 咨询内容进行语

义协商,并且把全文的提纲写出来,最后向全班汇报从对方咨询到的内容。从个人阅读到二

人交谈, 从梳理提纲到向全班做报告,体现了由简到难、循序渐进的原则。

对最后的成段表达所要做的铺垫工作很重要。铺垫除了包括目的语句式结构外, 也要

考虑可能用到的词汇学生是否熟悉, 语境是否容易让学生产生联想,使他们在语用方面恰当

表达。交际活动的铺垫往往是以对词汇与句式结构的大量练习为前提的。这样学生在做成

段表达时就能流利、准确。所以一个课堂活动总会由若干个步骤组成, 且步步紧跟, 环环相

扣,为下一步难度更高的语言表达架桥修路,引导学生逐步用更复杂的句式做成段表达。

3. 2对学生的表达输出,要求要明确具体。在不妨碍意思表达、语义协商的原则下, 教

师给学生的要求应具体。这些要求往往是针对语言的结构提出的, 并且应在给学生布置练

习或任务时就交待清楚。这样可以避免学生回避重点或难点句型。比如在练习单句结构

时,要求学生说整句而不是一个词组。如果教学的目的是练习复句, 产出较长的句子, 如对

教师的提问: 除了中文以外,你还学过什么外语? 就应该是用整句回答,而不是简单的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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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如果教师对学生的输出有具体的要求, 学生就会把句子说完整, 用复杂的结构来表

达。即使在生生互动语义交流的练习中,教师也可要求学生 用整句提问, 整句回答 。

在学生进行交际输出时,不管会话还是段落篇章表达,对学生的要求应该具体。比如以

交际题目 找工作 为例。在学习了语法结构 是 的 和动词后缀 -了、-过 及句

尾 了 句式结构后,让学生写一个找工作的申请信, 申请W alM art在北京的一个分店的经

理职位。可先给学生一份此工作的广告, 最好是真实语料, 可把其中个别的生僻专用词稍

作改动。学生在阅读了广告后,写一封申请信, 对广告中所要求的学历、工作经历、生活经

验、兴趣等内容条件一一做应答。在广告对内容有所要求的基础上,教师对语言形式则要有

更具体的要求。比如对段落的长度和运用某些词汇和句式结构的明确要求。如 根据广告

内容, 请写一封求职申请信,信中最好用到下列句式结构 :

( 1)是 的

( 2) Sub.j V.过

( 3) Sub.j V. (Ob.j V )了 period o f tim e (了 )

( 4) Sub.j V.了 period of time (的 ) N

( 5)时间短语: 以前, sentence / 以后, sentence /已经

( 6)连词:虽然 但是 /因为 所以

下面是一个二年级学生所写的:

人事经理:

我对经理的工作在北京的 WalM art很有兴趣。我明年五月要毕业。我是在修士

顿大学学的中文。我学中文已经学了两年了。我要学中文学三年。我去过中国。我去

年夏天在北京学习了一个月。我去北京以后, 我知道我以后还要去。虽然我在 W al

M art没有工作,但是我在 Kroger商店工作过。在 Kroger以后我也在很多商店工作过。

因为我很喜欢中国,所以我要去中国工作。

毕利沙

不仅是书写,口语练习也要给学生具体的要求。在交际过程中,学习者必须把自己的语

言表达准确、清楚、连贯,以使别人容易听懂。比如继续上一个活动,可前一天先给学生写工

作申请信的家庭作业。第二天在课堂上四人一组请他们模拟工作面试, 一人申请, 三人提

问。教师的要求仍然是要用上边的 6个语言形式与词汇, 学生的提问就会包括所要求的 6

个语言形式。如:

( 1) 你是在哪儿上的高中? ( 2) 你学中文学了几年了?

( 3) 你学中文以前学过什么外语? ( 4) 你去过中国吗?

( 5) 你是什么时候去的中国? ( 6) 你为什么申请这个工作?

3. 3对输出的要求建立在给学生提供大量的具体引导 ( facilita ting )的基础上。以写作

输出为例。写作是一个综合性的表现技能。写作表达涉及的技巧范围比较广, 除了在语言

运用方面要求准确、得体、文体一致外,在内容上要求清楚、意思完整、构思有条理、上下文呼

应。众多的技巧是对学习者能力的挑战, 同时也对教师提供引导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教师可根据课堂教学目的,采用多种形式提供给学生不同的途径与内容,引导学生的想象力

和逻辑思维。要深入浅出、循序渐进,以化解写作输出的困难。罗青松 ( 2002、2006)提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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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系列帮助学生写作表达的具体措施,根据不同的内容写不同文体的习作。如组画写故事,

根据漫画写评论,根据音像材料写作 (电影片段、录像、记录录音、观后感、小评论 ) , 根据语

言材料 (仿写、改写、回信、内容概述、读后感 ), 根据语言点 (关联词语、句型、引导词语 )的提

示写作等。下面一个例子 (罗青松, 2006: 3)是根据对话写故事:

小马看球记

要求:叙述故事时尽量保留对话中的画线部分; 发挥自己的想象,使得内容更加丰富有

趣;适当用上表示承接关系的关联词语。

大明:昨天北京青年足球队跟上海队的足球比赛怎么样?

小马:北京队踢得不错,一比零赢了。

大明:是吗? 谁进的球?

小马: 3号王东。遗憾的是我没看到这个全场唯一的进球。

大明:为什么?

小马:路上堵车, 我到球场的时候上半场已经快要结束了。本来从学校去体育场骑车也

只要半个小时, 可昨天我坐公共汽车路上足足花了一个小时。

大明:真遗憾,你要是骑自行车去就好了。

小马:是啊, 我本来也想骑自行车去, 可我的自行车被一个朋友借走了。

大明:那后半场怎么样,也一定很精彩吧?

小马:确实很精彩! 北京队的王东和成强踢得很好,王东跑得快,成强传球传得很准。

大明:上海队的李军怎么样? 我很喜欢看他踢球。

小马:他确实不错,可是昨天他因为腿伤没完全好, 没有上场。

大明:下个星期这两个队还要赛一场,到时候我们一起去看吧。

小马:行! 这次我好不容易买到了足球票,可只看到了半场球。下次咱们可要早点儿出

发。

小马看球记 有 5个特点: 第一, 提供了有主题有情节的内容, 化解了写作输出的难

度。第二,鼓励了创作力与想象力。学生的输出源于对话却远远超出了所提供的内容,引导

了学生自己的构思写作。第三,要求具体明确, 特别是对语言形式的要求,注重了句式的结

构 ( 保留对话中的画线部分 )和表达的句式长度与复杂性 ( 用上表示承接关系的关联词

语 ),有助于语言的习得。第四,实现了语言内容 (日常生活交际主题: 球赛 )、功能 (叙述描

写、称赞、惋惜 )和形式 (动补结构、连动结构、被动结构、点式与段式时间状语 )的统一。第

五,练习了两个技能 (读、写 ), 引导学生意识到读与写在文体上的不同。

3. 4任务型的活动:促进学习者的强化性的输出。强化性的输出仍然在交际语言教学

的框架下进行。任务型教学是 20世纪 80年代兴起的一种强调 做中学 的语言教学方法。

所谓任务实际上就是一个鼓励学生积极地用语言进行交际的手段。其优点有三: 第一, 在

做中学 的过程中, 学习者容易被活动所吸引, 想参与, 处于一种积极主动的学习心理状

态;第二,在完成任务过程中,学习者一定要与别的同学接触,或是解释咨询,或是小组活动,

他们之间一定是有意义的互动;第三, 任务型 的学习过程提供了学习者自然地有意义地

运用语言环境和资源的机会,在这一过程中,学习者会调动各种语言和非语言的可及资源来

解决问题,完成任务。总之,任务型的活动建立在学生的积极参与、体验、独立思考、合作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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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和有意义学习的基础上,给学习者充足的机会进行口头和笔头的输出。

任务型活动的设计组织很重要。首先,要顾及到学习者之间所进行的不是单向而是双

向的信息交流。双向的信息交流更能激发语义协商, 更接近于真实交际。 ( Long, 1981) 第

二, 活动中应体现信息交换的必要性。由于信息交换是必须的, 语义协商就会大量地出现

于其中。( Doughty& P ica, 1986)第三, 应该给学生提供大量的强化性的可懂输出的机会。

只有通过这样的机会,学习者正在形成的语言能力才能被强制运转起来。 ( Sw ain, 1985)

任务型的练习在于教师的策划。教师的任务是营造一个学生可以进行真实交际的语境

与情景。教学活动既可在低年级、又可在高年级进行, 不同的是, 随着语言水平的提高学生

要做的任务也随之复杂起来。比如中文方位的表达法对说英语的学习者来说不容易。不容

易的原因不仅仅是因为中文的方位表达词序与英文不同, 而且空间概念从认知角度来讲就

比较抽象,再加上方位处所的表达法中常常涉及到介词,而介词的运用又受制于不同文化所

影响的感观造成的不同概念上的表达。 ( Bow erman, 1989)下面是任务型的方位表达的练习

举例。

1) 发现性的学习。老师告诉学生: 老师把 20多样东西 (铅笔、纸、笔记本、表、中国邮

票、苹果、香蕉、梨等等 )放在教室里了,你能帮老师找着吗? 你找着的每一个东西都

要用 2- 3个方位词来描述它在哪儿, 如 这个笔记本在那把椅子的上头, 桌子的下

头, 窗户的旁边。每个同学最少要找着两样东西, 然后向全班汇报你是在哪儿找着

的。这是有奖活动:你可以选一样你找到的东西自己留起来。

2) 识别性的学习。请详细地描述一个大家熟悉的校园的楼房 (如图书馆、书店 ) , 用口

述的方式让大家猜猜你说的地方。同样的练习也可以描述本市大家都喜欢的一个

饭馆儿的位置,美国一个州的位置, 世界上一个国家的位置, 请大家猜猜你描述的

地方的名字。

3) 看地图说话。你在新生指南办公室工作,你的主要工作是帮助新生找他们要去的地

方, 并告诉他们怎么去那儿。

4)小组活动。你是一个房屋建筑设计者,请你设计一幢你非常喜欢的房子, 并告诉你

的同学这幢房子的社区位置和环境及房子里的每个房间的位置。

上述 4个例子难易程度不同,可循序渐进, 也可在同一个课堂同时用于汉语水平程度不

同的学习者。另外在给学生布置任务时,教师可以对学生要用到的语言的形式结构给出具

体的要求, 以使学生的输出中不仅包括例句的句式结构, 而且句子要有一定的长度和复杂

性。即使是任务型的活动,教师也应该用不同的教学技巧来组织教学情景与语境,以引起学

习者对目的语结构的注意、分析、比较与内化。

3. 5用交际情景、任务活动来化解学生程度不齐的难题。高年级课堂上语言输出面临

的一个挑战是学生的背景不一、程度不齐。这一挑战恰恰反映了真实的语言社区中人际交

流的特点:人们的语言水平交际能力都是参差不齐的。教师的任务就是要通过不同的教学

活动内容和教学技巧把课堂变成一个语言交际场所, 不同背景和不同程度的学生被交际任

务自然地联系在一起,以互动的方式表演着不同的角色。每个学生都有自己的强项。在这

种环境下,学生能自然地互助学习。语言的输入不仅仅来自教师和课本, 更来自于同学、伙

伴,学到的语言更鲜活、更有生命力。 ( Sw a in, 1997; B arnhard,t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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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型的教学要求高度的组织性。在策划与设定活动的内容和方式时要顾及学生不同

的语言背景,让每个学生都积极地参与进来;让程度高一点儿的学生仍然觉得有一定的挑战

性,程度低一点儿的学生觉得能跟上且有意思。Shih ( 2006)介绍了一些任务型教学法, 如

运用综艺节目和辩论的形式,从难度较低的寒暄问好、主持会议、介绍来宾到难度较高的正

式讲演、辩论等, 不同语言水平的学生按照角色的难易程度相配合, 各演所长。语言教室转

变成一个说中文的小社会, 共同的任务活动自然而然地把背景和程度不齐的学生融合在一

起,提供给每个学生取长补短、各尽所能的机会。

Shih ( 2006)认为在口语教学中, 不论是在语言的内容还是形式上,体现的是一个灵活

多样的原则。活动形式要有高度的组织性、给学生练习的机会要频繁众多, 并用不同的方式

来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同样的任务常常会有不同的语言内容,用不同的方式来完成;同样的

问题往往有各种各样的回答;即使是同样的话题也会引出完全不同的内容。教学的起点要

根据学生的具体情况来定,可高可低。一堂课应有多层次的活动, 把容易的留给水平较低的

学生。而对水平高的学生尽量给他们发挥的机会,鼓励他们的创造性。随着学生水平的提

高,每个学生的任务和扮演角色进行轮换,教师的要求也随着不断地调节、提高。对学生输

出的要求只有最低限度,没有最高标准,以鼓励他们不断地对自己提出新的更高的要求。

四 结语

本文从三个方面探讨了语言的输入与输出的关系。首先从理论研究的角度讨论了从语

言输入到语言输出的习得过程。实验研究表明输入的语言素材必须被学习者所接收; 即使

接收了的内容也并不会自动进入中介语的体系, 而是需要进一步对输入语言进行加工、分

解、归类等处理。在语言 内化 的基础上,学习者的中介语系统才能够不断地得到重新组

合,趋于目的语。另外,学习者在语言输出前和输出时需要调节,以使表达准确、流利。建立

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了三项教学的关键因素: 1)语言输入的内容; 2)输入方式;

3)采取各种互动形式帮助学习者消化吸收,如为学习者提供语义协商的机会鼓励他们在互

动中学习。在语言输出方面,笔者提出教学活动要有高度的组织性,以滚雪球的形式, 从典

型范例开始,循序渐进,对学生的表达输出要有明确具体的要求。此外教师应该提供灵活多

样的引导,比如用任务型的活动来促进学习者的积极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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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sue bounded variation . M ore spec ifically, themean ing structure of the b construction is a

compound propositional sty le w ith d istinct gradation, the outer layer of wh ich is a subjective

qua litat ive proposit ion to cause issue bounded varia tion , them iddle layer a compound propo

sition expressing cause issue bounded variation , and the inner layer a simp le proposition ex

pressing ob ject ive issues. Seen from the constructiona lmean ing, the b construct ion is an ana

ly ticity ind icative sentence, wh ich subjectiv ity is ma in ly a qua lification comb ined in an indica

t ive sentence and to cause o f issue bounded variation from the speaker. The b construct ion is a

special sentence pattern in Chinese. The study o f it has important value on cogn itive typo logy.

K ey w ords: b construct ion, issue bounded variation, analytic ity indicative, subjectiv ity,

cogn itive typo logy

Natural focus of the descriptive adverbial verb configuration functioning as predicate

XUAN Yue, p64⋯⋯⋯⋯⋯⋯⋯⋯⋯⋯⋯⋯⋯⋯⋯⋯⋯⋯⋯⋯⋯⋯⋯⋯⋯⋯⋯⋯⋯

Th is thesis discusses descriptive adverb ial verb configurat ion to suppo rt the view po int that

themodified verb in an adverbia l verb configurat ion is the natural focus in a sen tence in Chi

nese. Fo llow ing C inque ( 1993), it analyses the modified verb as the most deeply embedded

componen t o r focus in syn tact ic structure. It proves the cla im by using question test and the

contex ts in w hich the configurat ion is used. It accounts for the m isinterpretat ions in terms o f

dist inguishing d ifferent leve ls o f syntact ic un its, contrastive focus, semantic focus and natural

focus. F inally, a long the same line of reason ing, it is held tha t the predicate o r the mod ified

verb fo llow ing the b construction is the natura l focus in a sentence.

K ey w ords: focus, na tura l focus, descrip tive adverb ial verb configurat ion

Synonymy, near synonymy and confusable word: A perspective transformation

from Chinese to interlanguage ZHANG Bo, p98⋯⋯⋯⋯⋯⋯⋯⋯⋯⋯⋯⋯⋯⋯⋯⋯

Driven by the needs o f teach ing Ch 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the traditional research on

the relat ionships of synonyms is expanded to those of near synonyms in its broad sense and to

the d iscrim inat ion of confusab lew ords in the framew ork o f near synonyms. It is argued, in this

paper that th is expansion w ou ldm ake the lim its of near synonym s b lur andmake lo ts o f confus

able w ords igno red because seman tica lly they are not sim ilar to each o ther. Therefore, the con

ventional princ ip les o f synonymy and near synonymy shou ld be g iven up andm ethods a imed at

avo id ing or reducing errors in interlanguage shou ld be adopted in d iscrim inating con fusable

w ords in teaching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Confusion occurs when a second language

learner uses o r understands Chinese bo th in speak ing orw riting as w ell as in read ing or listening

comprehension. A ccord ing to the factors that may cause confusion, w e categorize con fusable

w ords in Chinese interlanguage into severa l types and put forw ard several po in ts w hich shou ld

be paid attent ion to in the study o f confusable w ords.

K ey w ords: synonymy, near synonymy, confusable wo rds, w ord d iscrim ination

Instructiona l input and learner s output X iaohong SharonWEN, p108⋯⋯⋯⋯⋯⋯⋯

The present study exam ines the process of instructional input and learner s outpu.t Draw

ing upon the theoretical basis o f learning processes, the study d iscusses how input can be per

ce ived, categorized, and synthesized to become the intake o f the learner, and how instruct ions

can promo te learners to be aw are of d istinctive lingu ist ic fea tures embedded in the inpu,t and



thus, fac ilitate language acqu isition. The ana lysis of how learners can produce language com

mun icatively in forma l instructiona l settings is presented. It is proposed that con tents and pres

entat iona lmanners of the instructional input are of primary impo rtance. Instructors shou ld cre

ate a var iety o f communicative top ics, daily life situations, and task based activities for learners

to negot iate mean ing in interactive w ays. C lassroom activities should be w e ll planned and co

herently structured w ith c lear requ irements. In th is w ay, learners are provided ample opportu

n it ies to use the language funct iona lly to produce pushed language output .

K ey w ords: language acqu isition, language inpu,t language outpu,t interactive c lassroom

activ ities

Australia s language po licy and ecology of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Joseph Lo Bianco and Guo qiang L iu, p120⋯⋯⋯⋯⋯⋯⋯⋯⋯⋯⋯⋯⋯⋯⋯⋯⋯

In order tom ax im ise its geograph ic advantages in re lation to and expand its econom ic ties

w ith A sia, Australia, in m id 1980s, embarked on the development and subsequent imp lem en

tation o f a national language po licyw hich a imed at encourag ing and promoting teach ing of some

ma jo rAsian languages, inc lud ing Ch inese.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eco logy ofCh inese language

educat ion in Australiamou lded and influenced by this nat iona lpolicy. It discusses Ch inese lan

guage educa tion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this national language policy and the impact of a

change in this po licy at a later stage, and ana lyse issues encountered in Ch inese language edu

ca tion in various settings, .i e. in the school systems, at un iversities and in commun ity Ch inese

language schools.

K ey w ord s: language po licy and p lann ing, language eco logy, languagema intenance, Chi

nese language education, commun ity language

The preference order of adverb acquisition in early children: A case study of

adverbs acquisition of a Be ijingM andarin speaking child

ZHANG Yunqiu and ZHAO Xuebin, p132⋯⋯⋯⋯⋯⋯⋯⋯⋯⋯⋯⋯⋯⋯⋯⋯⋯⋯

Taking a case o f a B eijingM andarin speaking ch ild, this paper focus on the preference or

der o f adverb aqu isition is early childhood w ith in the framewo rk of functionalist acquisition theo

ry. Through a case study of a Be ijinghua speak ing ch ild, w e reached som e inclined rules: se

mant ica lly, the semant ic range ind icated those adverbs o f acquisit ion prio rity is re lat ive ly sim

ple, that is to say, easy to process cognitive ly, so they can be understood and used easily. In

terms of syntax, adverbs that canm ake a relatively simp le syntactic construct ion w ith the verb

re lated w ill be acqu ired w ith prior ity. In terms o f frequency, adverbs of h igher occurrence in a

dult language en joy acqu isition priority ( includ ing the frequency of the acquired inclined fea

ture and that of the general adult language data ). U nder the sam e or sim ilar cond ition m en

t ioned above, the acqu isition sequence of adverbs w ithin one and the sam e semantic h ierarchy

is a lso restricted by phonet ic features such as the pronunciat ion, tone and the structure com

plex ity o f a sy llable, and the degree of cohesion. In add it ion, our observations show that the re

stricting cond it ions at every leve l have significan t positive correlations.

K ey w ords: early ch ildren, adverb acquisition, preference ord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