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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欢迎辞

各位国际会议代表、贵宾、朋友：

 欢迎大家出席由新加坡新跃社科大学（SUSS）举办的第22届中国语言与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暨新

跃中华学术中心成立十周年庆典！

 作为东道主，有机会承办亚太地区颇有影响力的“中国语言与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有机会为国

际同行提供一个增进学术交流的论坛，有机会给各国学术同仁推介新加坡语言政策与规划、华语教育、

双语教育的成果，我们倍感荣幸。

 这次大会的主题为：【共存与发展: 语言政策与语言多样性之新视野】。在这一主题的指导下，来自

世界各地的代表们，提交了一百多篇论文，经过海内外专家评阅，最后筛选出九十多篇论文在大会呈献。

总体而言，这次会议有以下几个特点：

 1. 参加这次国际研讨会的一百多位代表，来自东亚以及欧美十个国家和地区，计有韩国、日本、

  中国、台湾、香港、美国、德国、法国、印度尼西亚和新加坡；

 2. 论文内容丰富多样，话题开阔包容，举凡语言政策与规划、濒危语言保护、语言与身份认同、  

  语言与翻译、语言比较、汉语本体研究、华语作为第二语言教育、语文教学法等多个领域，  

  都有涉及；

 3. 代表中，年轻才俊占大多数，高校年轻教师、硕士生、博士生参与度很高，分别针对疫情  

  之后的语言教育、东南亚华语的存在与发展、中韩语言教育的对比等，进行了多视角的分析，  

  成果令人耳目一新。

我们期待代表们通过两天的会议，互相切磋，深入交流，共同促进语言与文化的教学与研究。

 说来话长。这次国际会议的举办实属不易！原本设定在2020年夏季举办会议。但一场突如其来的冠

病疫情（Covid-19），把好端端的国际会议冲击得七零八落，整整两年时间，无法启动。唯有疫情在新

加坡的情况稍有好转时，我们才小心翼翼得以重新征集论文，重新确认代表名单，重新寻找场地和重新

张罗预算。虽然规模比原来缩小了一些，会期也从两天半改为两天，但是，国际会议的精神和精髓不变！

现在，我们终于迎来了疫情肆虐之后的、难得的实体与线上结合的国际盛会！

 最后，感谢新跃社科大学各级领导的支持与关怀！感谢国际会议理事会们的大力帮助与支持！感谢

本地热心语言文化事业的社会机构慷慨赞助，特别是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中华语言与文化基金和华文

教育学会，感谢各位主题演讲嘉宾的大力支持，也感谢会务组的每位同事！

 祝大家好好享受这场文化盛宴！

第22届中国语言和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ICCLC-22）组委会

联合主席

符诗专副教授，新跃中华学术中心主任

罗福腾副教授，新跃社科大学中文部主任

3



二、中国语言与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简况

1、 会议创立和理事会

 中国语言与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由亚太地区11所著名大学发起并参与，旨在推动该地区中国语言

与文学的地域和文化因素之关系研究，加强相关专家和青年学者的国际学术交流，每年进行具有国际水准

的学术会议。这些大学包括: 韩国汉阳大学、中国澳门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湖南大学、华东师范大学、

四川师范大学、厦门大学、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印第安纳大学等等。

 ICCLC国际学术研讨会理事单位和理事如下：

国家 理事单位 理事

韩国 汉阳大学 严翼相教授

美国 亚利桑那州立大学[ASU] 吴英均教授

 印地安那大学[IU] 陈雅芬教授

新加坡 新跃社科大学 罗福腾副教授

中国 澳门大学 徐   杰教授

 澳门科技大学 张洪明教授

 北京师范大学 张维佳教授

 华东师范大学 左思民教授、郑伟教授

 厦门大学 李无未教授

 四川师范大学 汤   洪教授

 湖南大学 彭建国教授 、彭兰玉教授

届别 日期 举办国家和城市
第一届 2007.11.29-30 韩国首尔

第二届 2008.8.7-8 美国 Bloomington, IN

第三届 2008.10.19-20 中国成都

第四届 2009.6.23-24 韩国首尔

第五届 2009.10.17-18 中国上海

第六届 2010.4.30-5.1 韩国首尔

第七届 2010.10.16-19 中国厦门

第八届 2011.8.24-27 中国北京

第九届 2011.11.24-25 韩国首尔

第十届 2011.5.21 韩国汉阳

第十一届 2011.9.24 韩国汉阳

第十二届 2012.6.29-30 韩国首尔

第十三届 2012.11.10 韩国汉阳+

第十四届 2013.6.15 韩国首尔

第十五届 2013.11.2-3 中国长沙

第十六届 2014.12.6-7 中国上海

2、 历届国际会议

 中国语言与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举办周期为每年一次，会期两、三天不等；参与国家最少4个国

家或地区以上（港澳台地区个别计算，但同一个单位不能超过1/3以上发表者。）；会议语言为华语为

主，但中英文文章皆可。会议联系人为每年轮值理事长。先后在中国（北京、上海、成都、厦门、天

津、长沙、澳门等）、韩国（首尔等）、美国（伯明顿、麦迪逊等）多地成功举办了二十一届国际学

术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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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届 2015.12.14-15 中国澳门

第十八届 2016.10.21-22 中国成都

第十九届 2017.7.10-11 中国天津

第二十届 2018.5.4-9 美国Madison & Bloomington

第二十一届 20197.20-21 中国北京

第二十二届 2022.7.21-22 新加坡

3、 出版学术成果

 前21届会议共出版论文集等成果如下：

 （1） 严翼相、梁世旭主编. 2008.《中国北方方言与文化》 首尔：韩国文化社.

 （2） 李光哲、吴秀卿主编. 2008.《中国北方文学与文化》 首尔：韩国文化社.

 （3） 李光哲、吴秀卿、严翼相、徐元南主编. 2010.《多视角下的中国语言与文化探讨》 

  首尔：韩国文化社.

 （4） 严翼相主编,陈雅芬、信世昌副主编. 2010. Perspectives on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华语与文 化之多元观点》）台北: 文鹤出版社.

 （5） 严翼相主编. 2011.《中国方言中的语言学与文化意蕴》 首尔：韩国文化社.

 （6） 吴秀卿、崔亨旭主编. 2013. 《多视角下的中国戏剧研究》 首尔：韩国文化社.

 （7） 严翼相、高光敏主编. 2013. 《中国东南方言与中韩文化》 首尔：韩国文化社.

 （8） 张维佳主编. 2014.《地域文化与中国语言》 北京：商务印书馆.

 （9） Eom,Ik-sang & Zhang Weijia. 2016. Language Evolution and Changes in Chinese.
  JCL MS #26.

4、 第22届中国语言与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组织构架和主题

 第22届中国语言与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原本计划于2020年秋季于新加坡新跃社科大学举办，但

是，受新冠病毒疫情（Covid-19）爆发的影响，一再改期，最终决定2022年7月21日至22日举办。鉴于

疫情持续流行，国际代表无法实体参与会议，最终以现场实体与在线虚拟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 会议组织构架
  a) 主办:新加坡 新跃社科大学

  b) 承办:人文与行为科学学院、新跃中华学术中心

 （2） 会议主题
  华文 : 共存与发展: 语言政策与语言多样性之新视野

  英文 : Coexist and Evolve:New perspectives of Language Policy and Language Diversity

 （3） 会议论文报告主题，包括以下课题（但不限于）: 
  a) 语言政策、规划、保护研究； 

  b) 语言与文化、语言与社会、语言与移民、语言与经济等的关系、变迁研究； 

  c) 语言应用、二语/双语教学、语言翻译、语料库建设等的研究； 

  d) 华语和方言的本体研究(包括语音、词汇、语法、方言、音韵、训诂、汉字等的研究；

  e) 东南亚以及其他地区的华人、华语与方言研究； 

  f) 与中华语言和文化有关的其他课题（如个案、报道）的研究，等。

 （4） 会议时间及地点
  a) 报到时间:2022年7月21日09:00--09:30

  b) 报到地点: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远东机构，九楼

  c) 会议时间:2022年7月21--22日，为期两天。

  d) 会议地点:

  开幕礼: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九楼  

  大会分组报告:新跃社科大学校园，教学楼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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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第22届中国语言和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筹备委员会
  

  顾问 郭振羽教授 陈爱强副教授

  联合主席 符诗专副教授 罗福腾副教授

  委员 李伟雄博士 陈庆铃 洪秀玲 周彥生

 （6）论文摘要评审专家名单

6

雷    婷博士 李美京教授 林进展博士 罗福腾副教授 罗庆铭博士

罗自群教授  彭建国教授     石绍浪博士 王红娟博士 王帅臣博士

王燕燕博士 吴宝发博士 吴思敏博士 许培新博士 许  芸副教授

严翼相教授 张进凯博士 张丽妹博士 张胜昔博士 张维佳教授

张曦姗特教 张晓曼教授 赵学玲博士 周雁飞博士 左思民教授



会场地图简示

 1) 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交通示意图

 2）新加坡新跃社科大学交通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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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跃社科大学介绍

 新跃社科大学（Singapore University of Social Sciences, SUSS）是一所新型大学，在开发终身教育

和通过应用社会科学改造社会方面，拥有丰富的传统和经验。

 追溯大学的成长历史，可以看出大学在为新加坡成人教育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早在1992年，新加坡

管理学院（SIM）受教育部（MOE）指派，与英国开放大学合作开设开放大学学位课程。2005年，新加

坡管理学院获得教育部授权，开办一所面向在职成年人的私立大学 – 新跃大学 (UniSIM)，这是本地第一

所也是唯一一所致力于成人学习者的大学。2017年，更上一层楼，新跃大学更名为新加坡新跃社科大学 

(SUSS) ，并成为新加坡教育部属下的第六所公立大学。自改制为公立大学以来，大学的发展进入了突飞

猛进的快车道。截止目前，大学提供八十多个本科和研究生专业课程，提供灵活、模块化和跨学科的全日

制和非全日制学习模式，适合应届毕业生和成人学习者。 除此之外，大学还提供较小的学习块、可堆叠

到较大证书的证书、与工作相关的模块或面向临时学习者的模块。出于这个原因，我们建立了终身和体验

式学习学院，作为在生活的各个阶段提供学习的门户。

 目前，大学有若干研究中心以及五所学院，这些学院包括人文与行为科学学院、商学院、SR 

Nathan人类发展学院、法学院、科技学院等。迄今为止，超过 42,000 名毕业生体验了大学独特的教育

品牌，每年有超过 17,000 名学生在这里进行全日制和非全日制学习。详情请浏览跃大网站 www.-

suss.edu.sg。

承办单位：人文与行为科学学院

 人文与行为科学学院是大学最早成立的学院之一。自成立以来，学院一直坚持提供多样化的课程，

提升学生对各族裔语言和文学、行为科学和翻译的理解和欣赏。所开设的人文、社会科学等课程，注重实

用的专业技能和专业知识，以帮助毕业生实现他们的职业发展目标。目前全院提供的课程包括学士学位、

硕士学位等，例如：英国语言与文学、马来语言与文学、淡米尔语言与文学、中国语言与文学以及中英翻

译、传播学、心理学、社会学、电影学、国际关系与政治、公共安全等等，涵盖人文与社科多个领域。

 承办单位：新跃中华学术中心

成立于2012年1月的新跃中华学术中心致力于促进不同文化背景的新加坡人对中华 语言、文化和当代课

题的了解和认识。置身于环球化的21世纪，搭建本地华人 社会和其他华人地区的文化桥梁，建立彼此间

的互信和情谊更是中心努力的方向。透过与国 内外学府以及专家、学者的合作，从事研究、出版、教学

和举办面向大众之项目等不同知识 层次的活动，中心致力于为国人开启一扇扇对文化中华理性认识、感

性了解和知性感悟的 学习之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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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会特邀主宾、大学校长介绍

陈 振 声

教 育 部 长

新 加 坡 共 和 国

 陈振声先生于2021年5月15日受委为新加坡

教育部长，并从2018年5月1日起，接管了总理

公署属下的公共服务署。

 

 从2018年5月1日至2021年5月14日，出任

贸工部长负责推动新加坡经济和工业的发展。在

贸工部完成了新加坡对多项自贸协议的核准，也

加深了针对数码经济的国际经贸联系。从2015年

10月1日至2021年5月14日，担任人民协会副主

席负责领导多项促进社会凝聚力的全国性计划。

 在此之前，陈先生曾出任社会及家庭发展部

长（2013至2015年）、社会发展、青年及体育

部代部长（2011至2012年）、国防部第二部长

（2013至2015年）、新闻、通讯及艺术部政务

部长（2011至2012年）。也 曾 任 职 总 秘 书 长

（ 2 0 1 5 至 2 0 1 8 年 ） 以及新加坡武装部队陆军

总长（2010至2011年）。自2011年当选为丹戎

巴葛集选区国会议员。

 张起杰教授，是新跃社科大学（简称跃大）

创校校长。自2005年以来，在他的领导下，跃

大为在职工作人士、初级学院和理工学院毕业

生开启了多渠道、多领域的学习之路。

 在此之前，张教授于1986年加入南洋理工

大学，先后担任多个学术与行政职位，包括出

任土木与环境工程学院院长、南洋理工大学副

校长等。他倡导终身学习的理念，主张给不同

年龄、社会、经济和教育背景的人士学习的机

会，进而发挥他们之所长。

 张教授曾在多个高等教育学府、法定机构

和公用事业委员会的董事会任职，更积极参与

新加坡国外大学的认证与学术审核工作，并且

是新加坡工程认证委员会的成员。同时，他也

是新加坡神学院的董事主席。

 张起杰教授毕业于阿德莱德大学和伦敦帝

国理工学院。他是注册专业工程师（土木）以

及新加坡工程师学会和新加坡工程师学院的资

深成员。

张 起 杰 教 授

新 跃 社 科 大 学 校 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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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历】

 郭振羽教授，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传播学院创院院长 (1992-2003)，终身荣誉教授；亦曾任南大人

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创院（署理）院长(2003-2005)，协助完成该校由理工型大学扩展为综合性大学的转变。

在此之前， 郭教授曾任新加坡国立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及高级研究中心主任。2008年受邀任新加坡新跃大

学 (新跃社科大学前身) 学术顾问，并于2012年创办新跃中华学术中心，担任首任中心主任，至2016年卸

任。现仍担任新跃社科大学学术顾问兼学术委员。

 郭教授早年毕业于台湾政治大学新闻系，随后赴美就读于夏威夷大学和明尼苏达大学，先后获得社

会学硕士和博士学位。早期研究以语言社会学为主，近年则专注于传播社会学，以及多元社会中之民族、

语言、文化、教育以及传播等研究课题。曾于1990年创办英文《亚洲传播学刊》(As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英国Routledge 出版，列入SSCI索引），并担任主编至达20年。2000-2004年任

国际媒体传播研究学会（IAMCR）副会长；2007年获颁亚洲媒体信息中心AMIC《亚洲传播奖》(Asian 

Communication Award, 2007) 。

【演讲摘要】

 1965年，新加坡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被迫脱离马来西亚联邦而独立成一个新的国家。独立之初，

新加坡族群多元（华、巫、印等），社会多元（包括民族多元、语言多元、宗教多元、文化多元等），

既无新加坡族，也无新加坡语，更无统一的新加坡文化和长远的共同历史。在这样松散复杂、各自为政

的国情下，如何建构全民共有的国族意识和国家认同？

 独立伊始，新加坡政府通过《宪法》《信约》等宪制文件誓言尊重多元并存，尊重各族语言、文化、

宗教，同时确立四种官方语言和国语地位，在法理上平等对待各个族群的民族语言和语文。独立之后，政

府施行的诸种治理方略，试图在多元之中，建立国家共识。从早前殖民地时期“分而治之”的治理方针，

开始转采“合而治之”的策略。一方面尊重各个族群的文化传统，保留母语，另一方面通过国民教育体

系的转型，培养以英语作为共同语的社会环境，进而谋求建立“多元一体”的新加坡国族。

本次主题发言，将专注分析新加坡独立以来和语言相关的教育政策、文化政策、社会政策在建构国族认

同方面的作用，并由相关的统计整理分析半世纪以来在教育语言、家庭用语以及识字率等方面各种语言

的消长兴衰，分析、展望其未来发展趋势。

郭 振 羽 教 授

新加坡新跃社科大学学术顾问/南洋理工大学终身荣誉教授

【演讲主题】

从多元到统一：新加坡语言规划和国族建构之路

五、大会主题演讲嘉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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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历】

 国立台湾大学中文系学士、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语言学博士，曾任南洋理工大学国立教育学院亚

洲语言文化学部教授兼主任，现任教育研究院语言学暨语言教育教授。亚太地区国际汉语教学学会轮值

会长、世界汉语教学学会第十一届常务理事。除了曾担任校内学术委员会委员，博士、硕士学位论文的

指导教授等职位外，也受聘为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日本、美国、南非、马来西亚、印尼、新加坡等

国内外公私机构理事、课程校外评委、学术顾问、学术委员会委员、编审顾问、高级学位考试委员等。

研究领域包括：国际中文教育、全球汉语与汉语变体、汉英语言政策与语言教育、汉英对比与翻译研究、

华裔研究、教学科技应用等。中英文著作发表于国内外著名核心刊物。

【演讲摘要】

 新加坡华人从祖籍地中国移居到 “星洲”，积极融入居留地生活，成家立业，繁衍后代，入籍成为

新加坡公民。经过新加坡政府五十多年来积极推动两制(双言制+双语制)语言政策，不仅使新加坡华族社

会出现两型(族裔语型+本土语型)华裔语言形态，而且还建构出两型(“落叶归根”型+“落地生根”型)华

人身份认同。随着新加坡华族家庭常用语出现“脱华入英” 大转变，同时因中国复兴成为世界第二经济

体，中文也继英语之后俨然成为第二个全球通用语言。身处海外华人区的新加坡华裔，必须顺应内外形

势的新变化，重新定义新加坡华裔语言教育，推行(族裔华文+国际中文)双轨制模式，以取得本土华裔身

份认同与外在中文国际接轨的平衡。

 关键词： 双言制+双语制; 族裔语型+本土语型; “落叶归根”型+“落地生根”型； 族裔华文+国际

中文

吴 英 成 教 授

南洋理工大学国立教育学院

【演讲主题】

对内华语+对外中文：重新定义新加坡华裔语言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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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历】

 汉阳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导，从事研究汉语音系学、音韵学、汉语教学、语言政策、韩汉音韵比较

等。先后出任韩国中国语言学会顾问、韩国文化部语文规范委员会委员、国立国语院公共语言政策委员

会委员、汉阳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图书馆长、出版社长、国际语学院长、韩国中国语言学会、韩国中国

语教育学会、汉字音研究会 前任会长等。亦曾任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加州大学尔湾分校、韩国江原大

学、淑明女大教授。美国印第安纳大学东亚系博士，韩国延世大学中文系学士、硕士。

 

 曾因为韩国首都取名“首尔”而获得李明博市长授予的“首尔政策人大奖”、汉阳大学优秀研究教

授奖。

【演讲摘要】

本文要探讨韩国语言政策中，涉及有关汉字和汉语应用的问题。主要内容要包括如下小题：

全用韩文政策和汉字教育问题

中国人名和地名韩文标记问题

来自汉语的其他外来词韩文标记问题

韩国人名和地名中文翻译问题

其他韩语固有词中文翻译问题

严 翼 相 教 授  

韩国汉阳大学中文系

【演讲主题】

韩国语言政策中有关汉语和汉字应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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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历】

 香港城市大学荣休讲座教授,香港科技大学专任教授,比利时皇家海外科学院院士。 长期从事语料库语

言学与社会语言学研究。 1995年创建LIVAC泛华语区(北京、香港、澳门、上海、新加坡、台北)华语共

时语料库,至今语料累计處理超过六亿字。 惠及多本词典,包括:《牛津英汉汉英大词典》(2010)、《全球

华语新词语词典》(2010)、《全球华语大词典》(2016)、《中华汉英大词典》(2015) 等。 2018年创建

中英科技复合词平台与翻译教学机器辅助系统 (https://patentlex.chilin.hk)，同时亦推出科技中英双

语平行句对大数据库。

 专著(包括合著)有 《汉语与華人社会》 (2003)、《语言接触论集》(2004)、《社会语言学教程》 

(2004)、《汉语计量与计算研究》 (1998)、《汉语语料库及语料库语言学》(2015)、《粤语四字格惯用

语:传承与创新》 (2017)、Oxford Bibliographies (牛津书目) : Sociolinguistic Aspect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2019)等, 并身兼多个国际期刊编委。 参与研究与编辑之《中国语言地图集》于

1998年获中国社会科学院一等研究奖。近年他致力于以大数据和计算语言學推动跨语言多方面研究。

 为香港城大应用语言学系(现为翻译与语言学系)创系主任。为多地院校访问教授, 包括2001年南洋理

工大学「陈六使」访问教授。

【演讲摘要】

 过去半个世纪以来，即从二十一世纪前起，中国大陆语言文化受境外的影响固然颇大，但比起二十

一世纪开始后，境外泛华语地区语言文化受大陆的影响则更为广泛。这种影响与源于地区经济的发展不

无关系。在此「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情况下，主导和受导身份产生巨变，语言本体也出现了大变化。

新出现的语言现象，对探寻近二十年以来泛华语地区语言文化发展何去何从，对制订今后华语教育和语

用 政 策 等 问 题 ， 会 有 何 可 取 的 经 验 或 启 示 ？ 我 们 将 试 图 由 香 港 出 发 ， 凭 借 客 观 的 大 数 据 库 

(https://en.wikipedia.org/wiki/LIVAC_Synchronous_Corpus)，从词汇衍生数量和结构演变等各方

面作初步分析，以探讨泛华语地区语言社会发展的新路向。

 参考数据： 《汉语语料库及语料库语言学》，《中国语言学报》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5年 Oxford Bibliographies(牛津书目)：Sociolinguistic Aspects of 

Chinese Language，牛津大学出版社，2019年

邹 嘉 彦 教 授  

香港城市大学荣休教授/香港科技大学专任教授

【演讲主题】

从大数据库看泛华语区语言社会何去何从：从香港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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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历】

 张屏生教授是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研究所博士，现任台湾国立中山大学特聘教授，专门研究中国

声韵学、汉语方言学，主攻闽南语研究、客家话研究，专著有《台湾客家之区域语言调查：高屏地区客

家话的多样化现象研究》和《高屏地区客家话语汇集》等。

【演讲摘要】

 台湾客语除了官方规划的四县腔、海陆腔、大埔腔、饶平腔、诏安腔(简称「四海大平安」)为主流

的推广客语之外，还有一些鲜为人知的客语次方言，如永定腔、丰顺腔、长乐腔(五华腔)、武平腔、平远

腔……(底下简称「少众客语」)，这些少众客语目前都已经进入濒危状态。这些少众客语的濒危有几个因

素：

一、 目前使用人口逐渐萎缩，包括少子化现象以及该族群的中、青年层已经不会说；

二、 来自于和国语、闽南语以及其他主流客语的接触，使得该语言越来越失去原有的语音、词汇和语法 

 特点；

三、该族群的「语言忠诚度」(language loyalty)逐渐流失；我们发现整个大环境语言生态强弱的影响 

 ，是造成濒危语言的主要原因；然而台湾的教育部和客委会在语言政策上只选取主流客语来推广， 

 而漠视少众客语族群的存在，更是使濒危语言加速走向濒绝的无形杀手。本文讨论重点如下：

一、 陈述台湾客语濒危的现况：

 (一) 完全消失。

 (二) 所使用的客语中有较多当地闽南语借词。

 (三) 所使用的少众客语中有较多当地优势客语的渗透。

二、 提出濒危语言的维护和保存的策略。

 (一) 建立统筹处理濒危客语存续的专责机构。

 (二) 提升客语族群的「语言意识」。

 (三) 建构优质的「客语生态」环境。

 (四) 开拓客语「语言资源」的多边效益。

 (五) 设置「客语博物馆」来典藏各式影音材料。

 (六) 刻不容缓的田野调查记录。

 要抢救濒危客语，语言族群、语言专业工作者、政府组织必须通力合作。当前迫切的作为就是快速 

 建立起强有力的公家机制，来整合各种不同面向的人力、物力做适当的运用，使客家族群在保护濒 

 危语言的努力中，充分发挥其重要作用。

张 屏 生 教 授  

台湾国立中山大学

【演讲主题】

台湾濒危客语语言资源保护的学术构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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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历】

 北京语言大学语言科学院教授，北京语言大学章黄学术理论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兼任天津大

学语言科学中心首席教授，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言及文学系荣誉教授。受业于宾夕法尼亚大学拉波夫教

授，专攻西方语言学，获得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语言学系博士学位。曾

任北京语言大学长江学者讲座教授（2005年），美国堪萨斯大学东亚系副教授，哈佛大学东亚系汉语应

用学科教授及中文部主任。研究兴趣包括章黄学术思想研究、乾嘉“理必”思想史、训诂学、韵律语法

学、语体语法学、汉语历时句法学、中国古代韵律文学，出版学术专著10部（含英文2部，另被译成英文

和韩文2部），发表中英文学术论文120余篇。现为《韵律语法研究》联席主编和《中国语言学报》（

JCL，SSCI索引）联席主编。

【演讲摘要】

 该主题演讲将从韵律和语体两个方面探讨中国“语言和文化”的独特性，提出（1）韵律是造成中国

语言“中国特色”的关键要因素，而语体则是触发中国文化“中国特点”的重要机制。

 首先从汉语特点上发掘韵律的作用，如语音（声调、音节[介音不押韵、韵母音段不过三]等）、构词

（音节数量小不减二、大不过三等）、句法（流水句、意合法、一句一调等），都是韵律作用的结果。

本文还将从汉语的历时发展中，择例分析韵律如何让汉语成为今天的样子（如并列结构、动补结构等）。

 其次，从语言文化的特点上揭示语体的功能，如汉语诗歌，上古有“风雅颂”之别，中古有“律诗、

古诗”之分，明清以来又形成“词曲”之异的文体艺术，均可视为语体三分的机制所致（即口语体、正

式体、庄典体）。本文进而还将从称谓文化中的“谦称敬语”、交际文化中的“远近亲疏”、外交文化

中的“卑亢辞令”（及其他范畴）的分析中，看语体如何促发词汇化、结构化和句法化运作的文化语言

现象及其规律。

 最后指出：如果说形式句法为人类的语言提供了普遍的机制，那么韵律语法就是普遍机制中的致变

参数，而语体语法则基于人类的交际本能，与前两者并二为三，构成“形式语用”范畴中的“三维语法”

系统。

冯 胜 利 教 授   

北京语言大学/香港中文大学

【演讲主题】

韵律、语体：中华语言文化中的两个关键因素

15



六、会议议程安排

1、日程概览

第一天会议结束

时间 项目/活动 备注

9:00am – 代表与嘉宾注册、早餐 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远东机构

9:30am  表演厅，九楼

9:30am – 校长致辞 新跃社科大学 张起杰校长 

9:40am  

9:40am – 中国语言与文化国际会议 韩国汉阳大学 严翼相教授 

9:50am 理事会代表致辞  

9:50am – 新跃中华学术中心成立十周年庆祝仪式 视频呈献

10:00am 新书发布会  

10:00am – 第一场主题演讲： 郭振羽教授 
11:00am 从多元到统一：新加坡语言规划和国族 新跃社科大学学术顾问

 建构之路

11:00am  新加坡教育部部长 陈振声先生莅临会场并致辞

11: 30am 

11.30am – 

1:30pm

2:00pm – 第二场主题演讲 吴英成教授

2:30pm 对内华语+对外中文：重新定义新加坡 南洋理工大学国立教育学院

 华裔语言教育

2:30pm – 第三场演讲

3:00pm 韩国语言政策中有关汉语和汉字应用 严翼相教授  韩国汉阳大学

 的问题

3:00pm – 茶歇 

3:10pm

3:10pm –  

5:30pm

第一天，7月21日，实体、线上会议

午餐招待：十楼
（午餐后，大会专门有交通安排，代表乘大巴去新跃社科大学校园）

现场分组呈献
（6个平行组同时进行：A组、B组、C组、D组、E组、F组，24篇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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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体会议结束

时间 项目/活动 备注

8:30am – 第四场大会主题演讲： 邹嘉彦教授

9:00am 从大数据库看泛华语区语言社会何去何从： 香港城市大学；香港科技大学

 从香港说起

9:00am – 第五场大会主题演讲： 张屏生教授  台湾国立中山大学

9:30am 台湾濒危客语语言资源保护的学术构思

 

9:30am –

11:30am

12:10pm –

1:30pm

 

1:30pm –

3:30pm

3.30pm –

3:40pm

3.40pm – 第六场大会主题演讲： 冯胜利教授  北京语言大学

4:40pm 韵律、语体：中华语言文化中的 主持人：

 两个关键因素 严翼相教授  韩国汉阳大学

4.40pm – 大会闭幕礼 主持人：

5:00pm 1、大会总结：罗福腾博士（5分钟） 严翼相教授  韩国汉阳大学

 2、第23届讨论会主办方代表发言（5分钟）

 3、代表自由发言（5分钟）

 4、宣布研讨会闭幕 

第二天，7月22日，线上会议

午餐、休息

茶叙时间

在线分组呈献

（6个平行组同时进行：A组、B组、C组、D组、E组、F组，38篇论文）

在线分组呈献

（6个平行组同时进行：A组、B组、C组、D组、E组、F组，30篇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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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第22届中国语言与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
议程详细安排

开 幕 礼
2022年7月21日，星期四，上午

时间 会议议程 场地

9:00am–9.30am 会议代表、特邀贵宾注册、早餐

 

9.30am–9.40am 大学校长致辞：

 新跃社科大学校长  张起杰教授 

9.40am–9.50am 中国语言与文化国际研讨会理事会代表

 韩国汉阳大学  严翼相教授致欢迎辞 

9.50am–10.00am 1、新跃中华学术中心成立十周年纪念仪式

 2、新书首发式：《多元和统一： 

       新加坡的语言与社会》 

10.00am–11.00am 大会主题演讲之一：

 《从多元到统一：新加坡语言规划和国族

 建构之路》

 郭振羽教授  新跃社科大学/南洋理工大学

 主持人：罗福腾副教授  新跃社科大学 

11.00am–11.30am 大会特邀主宾

 新加坡教育部部长  陈振声先生

 莅临会场并致辞 

11.30am–1.00pm 午餐招待 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 

  十楼

1.00pm–1.30pm 中午1:00, 代表与非代表到华族文化中心 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

 一楼大门口乘坐大会安排的专门巴士， 一楼门外

 去新跃社科大学校园，金文泰路

九楼

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

远东机构表演厅,

九楼

（所有zoom等链接

见另外的文件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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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7月21日下午
大会主题报告 + 分组报告

2:00pm–

2.30pm

2:30pm–

3.00pm

3.00pm–

3.00pm

3.10pm–

5.30pm

3.10pm–

3.30pm

平行分组报告会 （共6组，24篇论文）

平行分组

课室地点

分组主持人 主持人:
林尔嵘博士

主持人:
张曦姗特教

主持人:
吴宝发博士

主持人:
罗庆铭博士

主持人:
徐峰博士

主持人:
庾潍诚博士

A组 B组 C组 D组 E组 F组

大会主题演讲报告二:

南洋理工大学国立教育学院  吴英成教授：

华裔华文+国际中文: 重新定义新加坡
华裔语言教育
讲堂：BLK B， LT B.2.17

大会主题演讲报告三:

韩国汉阳大学  严翼相教授:

韩国语言政策中有关汉语和汉字应用的问题
讲堂：BLK B， LT B.2.17

主持人：

符传丰博士

南洋理工大学新加坡

华文教研中心  院长

新跃社科大学中文部

顾问委员会  主席

茶叙

谭国勇

新加坡南洋理工

大学新加坡华文

教研中心

论析新加坡华人

华语及身份认同

的变迁

3.30pm–

3.50pm

张建立、张建平

新加坡国家初级

学院

张曦姗 新加坡

华文教研中心

GRR教学模式

的实践与反思—

—以新加坡H2

华文与文学新诗

教学为例

叶语銮、徐小

红、吴玉凡

新加坡崇文中

学

基于SLS平台的

E晨读差异教学

模式探索---- 新

加坡崇文中学

的实践经验

许润芳

南洋理工大学国

立教育学院研究

生

13—19世纪朝

鲜半岛汉语教学

对当代汉语国际

教育的启示

蒋一鸣

南洋理工大学国

立教育学院研究

生

探究以英语为母

语的汉语学习者

常见的母语迁移

及教学对策

许琳皎

南洋理工大学国

立教育学院

研究生

中华文化符号海

外传播的机遇与

挑战——以北京

冬奥会吉祥物“

冰墩墩”为例

李国樑

独立民间文史研

究员、

民间文史顾问

新马地区私会党

的行业隐秘语

唐佑彬、潘旭、

李俊贤、郝德奕 

淡马锡初级学院

张曦姗 

新加坡华文教研

中心

新加坡高中文学

教学提问策略的

探讨--QUILT 框

架下的教学设计

与实践

盛丽春、韩爱

玲、幸锦龙、

胡晓苏

四德女子中学

课例研究：放

声思考在阅读

教学中的策略

与设计

周欣然

南洋理工大学国

立教育学院

研究生

反义词“前”“

后”的平衡与不

平衡研究

夏雪

南洋理工大学国

立教育学院

研究生

信息通讯技术运

用于国际中文教

学的实践及反思

杨念

南洋理工大学国

立教育学院

研究生

国际中文志愿者

项目国别性/区

域性分析—以缅

甸为例

主题演讲与分组详情 七、论文摘要

试析因果连词“因而”“从而”“故而”
安美璇  北京师范大学

【摘要】“因而”“从而”与“故而”是表示因果关系的一组连词。经考察发现，三个词的生成方式均属
于跨层结构的词汇化，源头可以追溯到先秦文献语言。古代汉语句法结构模式的弱化和消失是促成三者词
汇化的重要动因，因此立足于古代汉语，结合词素“从”“因”“故”的词义及特点，考察并解释连词“
因而”“从而”“故而”在现代汉语中存在的使用差异，可以得到三者的区别特征。具体表现为：“因而
”强调因果之间的联系，依据前者推测出后者，后者可以是有所依据的推论；“从而”强调两个事件的发
生存在先后顺序，表达因果关系时，需要首先在语境上满足因果逻辑，通常更强调结果；“故而”所连接
的“原因”与“结果”均是已经发生的既定事实或客观存在的现实情况及惯例，通常更强调引出结果，但
也关注对原因的追溯。
【关键词】因果连词、词义特点、区别特征

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口语流利性评价指标效度研究
鲍杰 北京语言大学
 
【摘要】口语流利性是衡量二语学习者口语水平的重要标准，然而学界对于是否有必要从多个维度对其展
开评价尚没有明确的回答。研究以78份韩国汉语学习者的HSK口语测试录音为研究对象，以专家评分作为
参照，从时间、表达、语言（包括句法、词汇、语音）三个维度选取24项指标作为评价依据，来考察各
项指标对考生口语流利水平评价的效度。研究结果表明（1）所选取的指标中，与口语流利成绩相关的指
标共13项，可以解释口语流利成绩74.4%的方差；（2）在13项指标中，有5项时间维度指标、2项表达维
度指标和5项语言维度指标（句法指标1项、词汇指标4项）能够区分考生的口语流利水平。以上结果说明
在对汉语学习者的口语流利性进行评价时，有必要提取多维度特征。
【关键词】口语流利性、评价维度、指标效度、韩国汉语学习者

潮汕方言陈述语气词“哗（还）”的用法及其语法化
陈楷森  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摘要】在潮汕方言中，“哗[hũã33]”是表示确认某个事实的陈述语气词，由“哗”所构成的“VP哗
[hũã33]”可根据语境还原为“VP1□[hũã33]VP2”，还原式中“□[hũã33]”这个语音形式不再能分
析为语气词“哗[hũã33]”，而应分析为副词“还[hũã33]”。文章在考察语气词“哗”和副词“还”的
基础上，指出语气词“哗”的本字是“还”，语气词“还”由副词“还”语法化而来，其“确认”义来源
于副词“还”的“延续”义，虚化环境是根据语境省略了VP2从而使副词“还”处于句末位置的“ V P 1
还 ” 。 这 种 确 认 功 能 在 语 用 类 推 的 作 用 下 ， 最 终 固 化 为 语 气 词 “ 还 ” 的 语 法 意 义 。
【关键词】哗、还、语气词、潮汕方言

湖南平江赣语能愿动词“要”的脱落及长音现象考察
陈山青  邹珊珊 湘潭大学
 
【摘要】湖南平江赣语能愿动词“要”在语流中可脱落，使前音节读音补偿性加长，从而形成“脱落→长
音”音义互动现象。除了单一脱落外，“要”还可与副词“也”形成双重和选择性脱落。实验语音分析显
示，长音具体表现为音节的主要元音发音明显加长，声调调值变为[原调值+4]，声母不发生改变。语言经
济原则和韵律法则是该现象形成的动因和机制。能愿动词“要”的脱落代表了汉语音节脱落的一种类型，
提供了一种句法创新的途径。   
【关键词】能愿动词、要、脱落、长音、音义互动、韵律法则

中国古诗与其印尼语译文比较研究——以唐诗的韵律问题为中心
陈衍宏(Clement Tanaka) 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摘要】经过调查发现，目前中国古典诗词的印尼语译本数量不多，此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印尼上世纪
50年代至90年代的“禁华”政策所影响。诗歌翻译主张“三美论”，韵律是诗歌创作的重要因素之一，
韵律的转译应当被重视。本文梳理约有7种唐诗印尼语译本之后，发现周福源译文尤其重视“音美”部分。
本文根据译文的用韵情况与印尼古代诗歌类型进行对照，将周福源译文分为五种类型。然而，受到语言差
异的影响，多数诗作经过翻译后，在词语数量方面难以呈现形式上的一致，仅有少数情况或巧合原因达到

词数相同，如《十五夜望月寄杜郎中》原文与译文均有7个字（汉）、7个词（印尼），此现象或许为周
氏无法满足押同韵情况之下，对字数采取了一定的“补救”措施。最后，为了提高中印尼韵文作品翻译的
水平，本文提出了从宏观及微观层面的相关建议。
【关键词】唐诗、韵律、印尼语译本、比较

字本位理念之华语文教育生态系统教学效能分析
陈信助  台湾中国文化大学
张胜昔  中国华东师范大学

【摘要】本研究依据差异化教学与适性化教学理论探讨华语文教学生态系统中「字本位 理念」的教学效
能的重要性。透过台湾某大学华语文中心的初级华语文课程进行实验研 究。本研究采用开放式行动研究
法，辅以文献资料分析法、经验总结法和调查访谈法。研究过程包括「计画-实施-观察-反思」四大环节，
首先依据学习者背景之差异与需求， 适度安排（调适）总体教学方案及课程；再透过华语文「听、说、读、
写」并重的「综 合教学法」推进新的班级经营，以字本位理念及教育生态系统为基础重新设计和安排课 程；
然后依据学习者对课堂教学环节的感知进行反思与检讨，进行行动研究。研究结将提供对外华语文教学与
研究参考使用。
【关键词】差异化教学、适性化教学、字本位、教育生态系统、综合教学法

六何法的教学局限及其对策
龚成 王娟 郑文佩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六何法”能帮助学生快速找出文章的主要信息，经常被用在阅读教学中。很多教师在写作教学
中也常使用六何法指导学生构思，列出写作大纲。六何法在阅读教学中的优点较为明显，但在写作教学中，
却有其教学方面的局限。因为使用六何法进行选材，其实只是对选材信息进行罗列的手段，它是选材的结
果，而并不是选材的方法。至于如何确定“六何”中的诸多信息，为什么是此信息而不是彼信息，正是学
生特别需要得到辅导和训练的地方。而这个思维的过程，较少在课堂教学中得到显性训练。本文以写人和
写事的记叙文为例，通过思维过程的角度分析六何法在写作选材上的局限和不足，并尝试提出相应的解决
办法，帮助学生利用六何法进行最优选材。
【关键词】六何法、写作教学、教学局限、对策

法汉翻译中的名动词类转换
成萌 法国索邦大学

【摘要】词类转换是 J.-P.Vinay 和 J.Darbelnet (1958) 在《法语与英语文体学对比》中，通过对法英
文本的比较分析，提出的翻译主要手段之一：“ 在不改变信息含义的前提下，一种词类替换另一种词类
的过程。”由于法语与汉语在词汇和语法功能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在翻译实践中，译者往往采用该手段使
翻译变得更精准地道。该研究将基于对法国文学作品《红与黑》原文与三个中文译本的对比而进行词类转
换的相关分析。本文中我们将主要介绍在法汉翻译中出现的法语名词转换为汉语动词的现象。比如，法语
中紧随时间介词的动作名词常转换为汉语动词；又如，法语时间名词后的动作名词或情感名词可转换为汉
语动词，等等。通过对比，我们将发现汉语更习惯于用动词来表达时间含义。
【关键词】 词类转换、 法汉翻译、名词、动词。

中韩小说的机器翻译与人工翻译对比—以中国当代代表作家余华的作品为例
崔贤植 上海商学院

【摘要】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飞跃发展，神经机器翻译取得了巨大进展。机器翻译能否取代人工翻译？机
器翻译能否翻译小说？以上议题已成为翻译学界的热门话题。本文以中国当代先锋派代表作家余华作品的
韩译实例，选用中韩两国具有代表性的机器翻译引擎百度翻译和Papago，从文化负载词、长难句、超
句翻译单位等层面对比分析机器翻译和人工翻译，探讨机器翻译存在的问题以及前景展望。
【关键词】机器翻译、人工翻译、中译韩、小说

基于语料库的对外汉语同义词辨析—以“一定”和 “肯定”为例
崔香兰·朴兴洙  韩国外国语大学
 
【摘要】本文希望通过语料库的实证研究，探索出同义词“一定”和“肯定”的异同点和搭配对象的互补
性，以更好地理解并使用。 一般的同义词辨析大都通过字典等工具，依靠直觉经验和内省的方式。虽然

字典具有权威性，但仅仅依靠字典来辨析同义词存在许多不足之处。大型语料库以及先进的检索工具以其
特有的优势为同义词辨析提供了新的方法。本文基于先进的北京语言大学大数据与语言教育研究所的
BCC语料库，采用定量和定性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以同义词“一定”和“肯定”为例，分别从语域
分布、类联接、搭配特征及语义韵方面进行了同义词辨析的实证研究。 综上所诉，本文立足于对外汉语
教学视角，旨在探讨如何帮助学习者更加直观、有效的辨析近义词“一定”和“肯定”。尽管在内容上还
有许多不足之处，但仍然希望可以为汉语同义词教学提供一个可参考的依据。 
【关键词】 同义词、对外汉语教学、语料库、词语搭配、类联接

《岳麓书院藏秦简（伍）》部分字词研读
高婷婷  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

【摘要】《岳麓书院藏秦简（伍）》包含秦代大量律令档案材料，内容丰富，史料价值 高。本文提出五
则字词释读、断句意见，如简 131-132“劾”如字读、“失道” 当指偏离目的地、“回留”应断读开；
里耶秦简 8-777 号简当断读作“从人论、 报、择（释）免归致书具此中。”“简 163“私属免婢”当断
读开；简 199“率” 有劝勉之意；简 225“均”读为“徇”，巡视之意等。以期进一步疏通文义，为 学
界后续利用该文本提供便利。 
【关键词】岳麓秦简、字词释读、断句

语法训诂浅议：基于三个平面的“新描写”
高扬 浙江财经大学

【摘要】利用语法进行训诂实践最为关键的一步，是对疑难词句进行细致的结构描写。传统结构主义成熟
的描写方法的确解决了大量的问题，但是古代汉语，尤其是上古汉语作为一种综合性倾向的语言，存在大
量同形异构、一种形式表示多种功能、多种结构表示一种功能的现象，传统成分分析的方法在描写时还是
显得捉襟见肘。想要精准的描写就必须高度重视语言学理论工具，将不冲突的理论加以融合，将解释与描
写加以统一。因此我们的主张是：语法训诂应该基于古代汉语综合性的倾向，充分利用语言学理论，以考
察分布为核心，剥离语言外证据，根据需要在语法、语义、语用三个平面展开研究，在描写中加深解释，
在解释中深化描写，从而对待考词句的显性和隐性结构都做出最细致的描写，进而考察句例分布，求得达
诂。如在语法层面，除了关注最表层的成分组合外，也应该注意到，长期被忽略的汉语韵律，实质上就具
有形态的功能，利用这一形态，可以很好地解释一些传统结构语言学无法解释的问题，进而对结构做出精
细描写，解决争议。再如语义层面，上古汉语缺少形态变化，其他语法形式也比较隐蔽，位于深层的语义
层面研究涉及到语义特征、语义指向、义素分析、语义场等。如能充分利用，则可通过充分解释，对结构
做更准确的描写。而语用理论，可以帮助解决句与句之间的问题，适合处理一些重复、句读争议；而鉴于
语言普遍存在的语用诱发机制，这个层面的研究更是在描写时不能或缺的。
【关键词】语法、训诂、新描写主义、解释

皖北中原官话区淮北方言的疑问句
郭迪迪  郭辉  亳州学院中文

【摘要】“淮北”指安徽省北部的淮北市，辖相山、烈山、杜集三区和濉溪一县。按《中国语言地图集》
（2012）的分区，三区和濉溪分属中原官话徐淮片及商阜片。淮北方言疑问句有是非句、特指句、选择
问、反复问句四类。是非问是在陈述句末尾加上扬的语调“↗”表疑问。特指问常在句中用“啥子、咋的、
咋着、哪来”等代词作疑问点，要求对方就疑问点作出回答。选择句常用“是/ｖｐ还是ＶＰ”的选择格式作
疑问的焦点，句末常用语气词“昂”。文章主要描写分析了淮北方言的“可ＶＰ、ＶＰ不/没ＶＰ、ＶＰ
不(啵)/没有”三种形式的反复问句，并讨论了“ＫＶＰ、ＶＰ－neg、ＶＰ－neg－VP”的历史层次及
“可ＶＰ、还ＶＰ”的来源。
【关键词】皖北中原官话、淮北方言、疑问句

欧化影响下表范围限定的方位结构“NP抽象上”
郝锐  首都师范大学

【摘要】受欧化影响，早期现代汉语中表范围限定的方位结构“NP抽象上”集中大量出现。新中国成立
以来中期现代汉语中这一结构呈现新的发展态势。使用方面，表范围限定的“NP抽象上”成员有增有减、
有“潜”有“显”，但“增”和“显”是主流，既有量的增，也有类的显。语法功能方面，早期现代汉语
中“NP抽象上”可以充当状语、定语、补语，中期以来则发展出了“句首修饰语”的功能。具有人际功
能的“NP抽象上”成员正是从做句首修饰语的位置上进一步转变而来，且逐渐发展出全句评注、传信和
情态、衔接连贯以及焦点凸显等功能。

【关键词】欧化、NP抽象上、历时演变、表达功能

华语综艺节目对新加坡华族学生之影响的调查—以南洋理工大学为例
洪玮嬣  许润芳  南洋理工大学

【摘要】随着新媒体覆盖面的不断扩大和华语综艺质量的逐步提高，两岸三地和新马的华族年轻人对综艺
节目的关注度不断上升，由于没有语言壁垒、更新及时、内容有趣、种类丰富，新加坡华族青年大多对华
语综艺节目有所了解，部分学生更成为了资深观众。本文通过对本地华族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掌握其观
看华语综艺节目的频率、动机和偏好，两岸三地及本地华语最受欢迎节目的播放渠道、类型、主题、播放
平台和制作地点，华语综艺及相关对新加坡华族大学生华语使用水平、文化素养等方面产生的影响，了解
大学生在观看过程中感受到的文化、思维差异及对节目内容制作方向的期待，总结华语综艺对华族大学生
的影响及其走向华语中圈的可改进之处，为两岸三地及新加坡本土华语综艺节目发展方向提供参考，探讨
综艺节目等文化项目应用于汉语国际教育的可能性。
【关键词】汉语国际教育 综艺节目 华语 口语教学

短视频技术应用于听障初中生汉语教学的研究
洪臻颖  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 

【摘要】媒体技术极大地促进了短视频内容的发展与传播，短视频也成为了前者最常见的应用领域之一，
为身处不同行业的受众提供了信息输出和接收的渠道。而短视频的普及恰恰赋予了听障学生群体公平地接
受信息的机会。目前，以短视频为媒介，对听障学生进行汉语教学的研究仍有较大的发展空间。由于先天
或后天的身体缺陷和特殊的成长经历，听障学生常常会产生严重的自我封闭心态和对陌生环境的抵触心理，
又因与社会接触机会较少，自然地落于信息传输通道的末端。因此，只有将语言与技术二者有效地融合，听
障学生才能在汉语学习的道路上缩短与健全学生间的差距，且逐步实现“信息平权”。本文将以听障初中学
生的汉语学习过程为研究对象，依据认知语言学的相关理论，通过对听障学生的语言获得过程进行语境依赖
方面的研究，提出短视频应用软件参与其汉语习得的改进方案。
【关键词】听障学生、汉语教学、短视频 语境依赖

从康德的文学艺术理论看阅读在提高华文作为第二语言学习的学习兴趣中的作用
黄婉玉  林进展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新加坡以英语为通用语言，学生的华文学习缺乏足够的语言环境和学习动机。华文作为第二语言
的社会地位既定，其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不足的情况既定，仅依靠功利性动机注定无法引起学生学习华文
的足够动力，需要一个非功利性方法来提高学生学习华文的兴趣。康德在其美学理论中提出，由审美判断
所产生的愉悦是无功利性的、无任何利害关系的愉悦。审美活动是一种非功利性的、无利害关系的活动。
他认为阅读是最高级的审美活动，具有审美活动无功利、无利害关系的本质特点，是符合人的自由本质的
最高级的活动。由此看来，阅读是一种无功利性的活动，能够产生普遍的愉悦感受，可以用来提高学生学
习华文的兴趣。而若要阅读能够担当引起学生学习华文兴趣的重任，则需要让华文阅读回归阅读的审美本
质。
【关键词】第二语言学习、无功利性、阅读、学习兴趣

华文写作：微视频的运用策略再探
黄易亭  张水福  郭兰花   新加坡国家初级学院
张曦姗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中学低年级的学生在记叙文写作的内容上总是千篇一律，主题不够鲜明，详略不当，更严重的是
内容缺乏逻辑性，情节不合理。因此，研究团队希望通过微视频帮助学生“乐于用华文作书面表达，能感
受写作的乐趣，丰富写作内容”。微视频教学模式从观看微视频开始，过后通过提问，在科技平台上让学
生思考与分析，同侪间针对视频进行讨论，并和老师一起总结视频内容的主题、人物形象等技能，经过这
一系列的思考与讨论，教师才给出对应的作文题目。这项研究已在本院连续进行了两年（2020-2021），
今年我们以137名低年级学生为研究对象，再优化教学策略，希望持续为中学低年级写作教学提供一个简
易、操作性强的教学方法，以提升学生的写作能力，并加强学生写作的信心。
【关键词】华文写作、微视频、中学低年级
 

汉语二语者动名搭配习得研究
姜晓欣 北京语言大学

【摘要】本文将从研究内容、研究语料、研究结果三部分概述论文内容，具体如下。 一、研究内容 通过
动名搭配中名词宾语的语义类别、错误搭配的类型分布、不同母语背景 二语者动名搭配产出量三个维度
考察二语者与母语者、不同母语背景二语者（日 语、韩语、维吾尔语）HSK 作文中产出的动名搭配是否
存在差异。 二、研究语料 二语者语料我们选取了 2010 年 10 月 HSK 考试作文 90 篇，其中，韩国、日 本、
中国维吾尔族二语者作文各 30 篇。母语者语料是高三及其以上学历的汉语 母语者按照 HSK 作文考试要
求写的同题作文，共 30 篇。 三、研究结果 1、动名搭配中宾语对语义角色的优先选择关系是“受事>对
象>等同>致使> 结果”，二语者与母语者动宾语义类型选择顺序基本相同。 2、动词误用占偏误总数的一
半，是主要的偏误类型。 3、日本二语者与韩国二语者产出正确搭配的比率不存在显著性差异，产出 搭
配总量最多、错误搭配数量最少的是维吾尔族二语者。
【关键词】汉语二语者、书面语、动名搭配

汉语学习者常见的母语负迁移及教学对策
蒋一鸣  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

【摘要】以英语为母语的汉语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常常会受到母语的干扰，这种现象被称为“母语负迁
移”。因英语和汉语具有明显差异，以及学习者受母语思维的影响，“母语负迁移”现象在以英语为母语
的汉语学习者群体中屡屡发生，且有一定的规律性和同质性。研究母语负迁移有助于发现汉语学习的重难
点，指导教师更有针对性地开展汉语教学，从而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增强学生的动力和信心。过往文献
和本项研究显示，常见的母语负迁移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语音、词汇、句法、书写系统及文化背景。本
项研究将对以上五方面进行详细介绍和说明，并提供如下三点教学对策，以减轻母语负迁移对中文学习的
影响：归纳常见错误点并提供配套练习；营造“沉浸式”汉语学习环境；保持耐心并鼓励学生从错误中学
习。
【关键词】母语负迁移、汉语学习、教学对策

韩中后缀“X家”的语义研究 
金梅 ·朴兴洙   韩国外国语大学

【摘要】汉字和汉语最早在商末周初就被箕子传播到了‘朝鲜’， 汉语教学在韩半岛的历史源远流长。
作为汉字文化圈和儒家文化圈的国家，韩国对汉字、汉语和汉文化一直有较强的认同感。 韩国是大约从
公元600年开始，借用相当于汉语中高音的语音和文字。在韩语词语当中汉字词所占比例相当高， 虽然《
训民正音》（1446年）颁布之后， 韩国有了自己的文字， 汉字词的使用早己深入人心。韩语中的汉字词
大多保留唐宋时期的中古音韵， 书写上基本采用繁体字， 因此，韩国是最早接触和吸收汉字汉文化进行
汉语教育的国家。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不管是国家层面还是民间，韩国一直保持着汉语教育的传统。本
文研究的是汉语和韩语中共同使用的后缀“X家”（“X가”）的语义对比，特别是着眼于它的语义特性，
阐明意义差异为研究目的。韩中 “X家”的语义可分为同义，转移，变异的关系。笔者以类后缀“X家”
的语义特征、语用特征等方面来浅析“X家”词缀化产生的原因。韩中两国同处“汉字文化圈”之中，有
着密切的联系。第二语言的习得离不开牢固的第一语言基础。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研究已经成为一门独立的
学科，研究日益精深。各国的汉语学习者，在自身文化特点的影响下，对汉语语言的习得、难易把握、也
有着不同特点。其语言的共性及个性更有着不同于其他的特点，这为中韩语言研究提供了必要性，也为对
韩国的汉语学习者的研究提供了必要性。第一语言对第二语言的影响和干扰，所以常常会使第二语言的学
习者自觉不自觉地要以第一语言为标准来套用所学的语言，因此产生“对等”意识和偏误现象。希望中韩
共同使用的后缀“X家”的语义对比研究，对中韩之间跨语言跨文化研究的引玉之砖。
【关键词】 “X家”、类后缀、语义差异、韩国汉语学习者.

明末西班牙传教士菲律宾漳州闽南话教材古今韵母分合考辨 —以《汉语语法：漳州话语言艺术》（1620）
西班牙巴塞罗那图书馆善本为例
金美  中国厦门大学

【摘要】本文以在菲律宾马尼拉传教的西班牙道明会（又称“多明我会”）传教士撰写于1620年的教材
《汉语语法：漳州话语言艺术》（下文简称“漳州语艺”）西班牙巴塞罗那大学图书馆善本漳州闽南语为
例，对比考察今漳州话（下文简称“今漳州话”）与《广韵》音系韵母（每字所属韵摄开合等次及声调用
小字号标注于每字右下角），查考辨正明末菲律宾漳州闽南话与今闽南话韵母古今分合的历史音变遗存，
颇有启示意义． 
【关键词】 明末西班牙传教士、菲律宾漳州闽南话教材、古今韵母分合

跨语言视角下汉语结束义动词的语法化研究
景高娃  浙江外国语学院 

【摘要】本文采用共时和历时相结合的方法，对汉语结束义动词的语法化过程进行分析，并借鉴语义地图
的方法，描绘结束义动词的多功能性。事件连接功能的产生是结束义动词语法化非常重要的一环，符合类
型学结束义动词语法化的一般路径。在共时平面上，对方言中的结束义动词的关注还不足。“罢”在普通
话中已很少使用，但保留在豫北方言中，进一步虚化，并扩展出表达经历的用法。从跨方言或跨语言的角
度来看，汉语方言和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语言中的结束义动词有相似的从完结到经历的扩展路径。已见报
道的境外语言的结束义动词可以表达“以后”“已经”“完结”“接续”“过去”“完成体”等多种功能。
汉语结束义动词向完成体甚至经历体方向发展，体现了类型学的共性。
【关键词】结束义动词、多功能性、语法化、经历体

认知视域下韩国学生能性述补结构的习得研究
雷婷  中山大学 

【摘要】能性述补结构一般是指“V得/不C”结构，是汉语的一种特殊句法结构，该结构的使用条件相对
比较复杂，在韩语中没有完全相同的对应形式，因此韩国学生在使用该结构的时候常常出现各种偏误。传
统的“V得/不C”结构教学主要偏重于结构形式的描述，学习者虽然能记住能“V得/不C”的结构形式，
但是能准确理解把握并有意识地正确使用该结构的学习者却不多。本文尝试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对能性述
补结构“V得/不C”进行习得和认知研究，试图探索出能性述补结构“V得/不C”的认知加工机制，并以
此为依据帮助对外汉语教师找到更为科学有效的教学策略。
【关键词】能性述补结构、二语习得、认知研究、汉语教学

新马地区私会党的行业隐秘语
李国樑  新加坡独立民间文史研究员、民间文史顾问

【摘要】新马的华人帮会源自中国清朝的天地会，殖民地政府称之为secret society（私会党）。虽然一
些私会党员曾经回国反清，大体上私会党的本质已演变成通过武力争夺地盘，以新客与黄赌毒为主要营收
的社会罪案源头。19世纪末，新加坡私会党被令“解散”后，成立以洪门“廿一”为根基的“天地人神”
派系，行语亦趋向本土化，例如“平中”和“崩角”两大主流招纳新丁时都会“做大戏”和“布袋戏”，
急功好利的私会党老大则“去角”；私会党内部职位有426、415、49等，民间形容“08、24、369，敌
不过999（警方号码）”；一旦“风来了”最好马上把“白鱼”藏起来。此外，“开台”跑码头必须以《
五祖船》对诗，跟“水”相关的隐语甚至通俗化，成为民间方言惯用的俚语。 
【关键词】新加坡、天地会、私会党、行语

关于华文实时在线课堂互动技巧的思考
李静  范静哗博士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COVID-19的疫情导致许多青少年的学习场域从传统的同一物理空间的课堂转到虚拟空间的实时
在线课堂，实时在线教学的互动环境的改变也导致传统的师生互动条件发生了变化。当教师和学生分散在
各自的生活空间，在共享的虚拟学习空间中师生的互动与传统课堂相比，相对缺少非言语交流，这对学习
者的投入和注意保持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教师需要进行专门调整才能发挥在线教学的效果。本文从青少年
心理学的角度探讨注意力及其与在线学习的关系，进而分析在线课堂中的常见任务，并总结在线教学中的
一些互动技巧，目的在于通过形成良好师生关系、积极的学习氛围来加强课堂互动，为学习者赋能。文中
总结的互动技巧主要包括：1.激发学习动机的互动技巧，如提问、反馈、非言语交流等；2.教学过程策略
的互动技巧，如明确学习任务、设计话题以及任务导向教学等；3.差异化教学策略的互动技巧，如应用资
讯科技支持差异化教学、组织统筹课堂中的互动。
【关键词】在线课堂、非言语交流、青少年学习心理、在线互动

关于强调数量“就”的重音形式
李美京 韩国大邱大学
            
【摘要】本文主要以声学的方式针对既可强调数量多又可强调数量少的副词“就” 进行的研究。前人对
此研究已经很多如，在句法、语用、语义演变、语义指向、主观量等方面，但在韵律方面的研究却很少，
且几乎都靠语感来判断“就”是重读还是轻读。本文要对“就”的本体研究与韩汉对比研究同步进行，考
察在有无“就”的单量式结构中重音形式有何区别，还要看中国人和韩国人对“就”句子的音长和音高有
何不同。实验材料选择了《现代汉语八百词》，《现代汉语虚词词典》中的例句及自己调整的例句，一共
20个句子。实验对象为中国人3名，韩国人3名，各读三遍。分析对象一共为360（20*3*6=360）个句子，
57，600（20*160*3*6=57，600）个音节。本文要分析句中有无副词“就”的两种情况下，句中音长和
音高的不同。研究结果大体如下，第一，通过分析音长和音高来看，句中有无“就”时，重音位置有所不

同，没有“就”时，重音放在句末数量单位上，并且各音节的音长相差不大。强调少量时重音既可在“就”
上，也可在“就”后的数量单位上；强调大量时，重音放在“就”前。第二，韩国人不管副词“就”在哪
儿，一般都把重音放在数字上，有些人把它放在动词上。可见，韩国人对句中出现强调数量的副词“就”
的重音格式不太了解。第三，韩国人的每个音节音长区别不大，而重音的表现不太凸显。
【关键词】重音、 副词“就”、音长、音高

东南亚华语早期词汇发展变化研究
李权  北京师范大学

【摘要】本文以《叻报》《新国民日报》为研究对象，分别选取1917-1920（本文称之为“前期”）和
1930年前后（本文称之为“后期”）的等量本地新闻语料进行两点间的词汇比较，主要有以下两点变化：
第一，文言形式减少，白话形式增加。早期华语的语言风格可归纳为“文白相融”，即尚古的文言词和通
俗的白话词并存共用。对比前后期，文言形式有所减少，白话形式有所增加，体现出文言向白话的过渡特
点。第二，由不稳定趋于稳定。表现为如下语言事实：其一是同义形式的选择，如同素异序词，其二是异
形词的选择，包括自源和他源两类。它们均表现出前期词形丰富，且频次相近，后期出现了主要词形的变
化。以上几种变化主要受以下三种因素的影响：其一，早期国语的影响；其二，东南亚本土因素的影响；
其三，外语的影响。从“史”的角度来看，应该将共时和历时的研究思路相结合，多角度考察影响华语发
展变化的因素。
【关键词】东南亚华语、叻报、新国民日报、词汇

基于网络技术支持下韩国高校汉语教育现状
李秀彬 韩国仁荷大学/中国天津师范大学

【摘要】随着网络技术的普及，不受时空限制可以展开汉语教育。在疫情情况下，多数韩国高校采取了基
于网络技术支持下的远程汉语教育。本研究主要考察对象为20所韩国重点高校的汉语教育现状，主要考
察范围为韩国政府的官方文件、高校常用的LMS系统，K-MOOC平台、KOCW高校资源共享平台、高校
的OCW平台、高校官方网站进行了考察。考察得知，1）汉语与其他外语相比，韩国政府对汉语教育方
面的支持力度变化不大，可说明为韩国政府重视汉语教育。2）韩国高校利用LMS系统开展混合式学习以
及远程教育提高汉语课堂教学的绩效。3）通过K-MOOC管理实施策划可以看出，韩国政府重视基于网
络技术支持下的远程教育，以及远程教育有着一定的意义。本文进行了基于LMS系统支持下的汉语课堂教
学设计。LMS系统可以实现以学习者为中心的课堂教学，又可以减少教师的备课时间。基于LMS系统的汉
语课堂教学可以分为三大环节开展不同的教学活动。1）课前环节主要进行资源学习，比如：教师把教学
资源上传到LMS系统让学习者进行自学。2）课中环节可以点击远程会议（ZOOM与谷歌会议）开展远程
教育。3）课后环节利用LMS系统上的练习，考察学习者的掌握度。4)学生互动方面，LMS系统上教师创
建小组之后，不仅可以进行生生互动，还可以线上会议当中可以进行师生讨论。本文的研究工作可以为对
韩国汉语教育的信息化与汉语教学改革工作提供参考并借鉴。
【关键词】汉语教育 、系统

混合式学习模式运用于文学教学的设计与实践—以H2华文与文学小说教学为例
李志元  新加坡莱佛士书院（高中部）
张曦姗  南洋理工大学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随着数码科技的普及，课堂的教学形态及学生的学习方式也有了巨大的改变。混合式学习模式便
是其中一大教育趋势。学生在选读H2华文与文学这门课前，较少接触过文学作品，也缺乏深入分析文本
的能力。因此，如何带领学生深入分析课程中的所有作品，并教授学生分析文本的能力便成了一大教学难
点。本文试图以H2华文与文学课程下的小说教学为例，探究如何将混合式学习模式运用于文学教学上。
首先，本文将介绍研究背景与对象，并阐述新加坡混合式学习模式的概念和理论依据。接着说明运用混合
式学习模式于小说教学上的实践过程。最后，本文通过学生调查问卷、聚焦访谈及教师观察来检视教学设
计与实践的成效，再反思教学过程中所面对的挑战。
【关键词】混合式学习模式、H2华文与文学、小说教学

“年老”对新加坡华族年长病患意味着什么？—以医患门诊会话中的“年老”为例
林鼎勋   林尔嵘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摘要】在公共医院的门诊互动中，时而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一些年长患者会在话语中向医生标榜自己“
年老”的身份，如：“这么老了”、“我岁数有了”、“八十七岁了啦”等等。我们发现，这些以话语标
识自己或他人的“年老”身份不只是单纯的在传达信息。实际上，在不同的会话序列环境中，以话语标识

“年老”作为会话行为能达到不同的话语作用。以新加坡某一家医院的门诊语料为例，我们结合会话分析
（Conversation Analysis）方法与身份类属机制（Membership Categorization Device）的视角，
探讨“年老”这一身份类属在门诊互动中的作用。研究显示，一些华族年长患者会向医生标榜自己“年老”
的身份，以完成特定的话语行为，包括：一、合理化自己的病症；二、拒绝医生的医疗建议；三、辩解自
己身体功能的缺失。通过分析这些年长患者标识“年老”身份类属的互动序列及相关的会话行为，我们旨
在揭示新加坡华族年长患者对于“年老”这样一种身份标签的观念及认识，说明身份类属机制是如何搭建
起交互双方对话语的理解，也为医患沟通研究带来新的启发。
【关键词】会话分析、互动语言学、身份类属机制、年老

维吾尔语、西部裕固语颜色词文化内涵对比研究—以“黑”“白”为例
林雅琛   中央民族大学

【摘要】本文总结对比维吾尔语和西部裕固语“qɑrɑ/�ɑrɑ黑”“ɑq/ɑq白”的义项发现，两种语言“
黑色”既含褒义也含贬义，均有伟大、尊贵、有力、程度深、粗糙、无知、坏、反面的和孝服等义。但维
吾尔族接受了汉族“黑色”代表非法、秘密的认识。维吾尔族和西部裕固族都认为“白色”代表吉祥、善
良。西部裕固语“白色”可指所有奶制品和非宗教职业者，维吾尔族受到其他民族影响，借入了白色“落
后、反动”等贬义。并从社会生产实践、宗教信仰、风俗习惯三方面讨论“黑”“白”文化内涵的异同原
因。
【关键词】维吾尔语；西部裕固语；“黑”“白”颜色词；文化内涵对比

试论对外汉语教材中的拼音教学设计及拼音对教学的辅助作用—以《博雅汉语（第二版）》为例
刘迪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

【摘要】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开始学习汉语，各种对外汉语教材层出不穷。语音教学在语言学习初
期有着重要意义，对于汉语来说，拼音教学是发展其他语言技能的基础。教材是教学的依据，一些对外汉
语教材中对拼音教学的设计缺少科学性和系统性，并且没有较好的利用拼音辅助之后的技能教学。本文共
有五章，以《博雅汉语（第二版）》九册书为研究对象，分别从研究目的和意义、拼音教学设计、拼音练
习安排、拼音辅助其他语言技能教学、研究结论等方面展开论述。《博雅汉语（第二版）》总体而言在拼
音教学方面较为完善，但在发音方法教学和拼音练习方面仍可提升。本文详细分析了教材中拼音部分的优
劣利弊，希望能为其他对外汉语教材的编写完善提供思路，提高对外汉语教学的质量。
【关键词】对外汉语、拼音教学、教材设计

台湾“国语”新义新用的“杀”
刘吉力  长沙师范学院文学院  

【摘要】台湾“国语”的“杀”动形兼备，以动为主，辅以形容词用法。形容词“杀”主要有“狠/酷/低”
三个义项，各义项来源不同；历时考察“杀”，呈现由升到降的发展态势，义项由单到多再到以“低”义
为主，“杀”的发展演变有其内外部原因；对比其他多个华语社区，台湾“杀”与其形成有无之别的新生
差异。新义新用的“杀”充分体现了台湾“国语”的变异性及独特性，因此是研究其最新发展演变的典型
案例之一。
【关键词】台湾“国语”、“杀”、形容词、变异

更好地与文献对话：留学生学位论文转述结构考察与教学
刘锐  澳门大学

【摘要】学术写作中，引用是与已有研究建立联系、创建自身研究空间的重要方式（Swales， 1990）。
因此需要大量地使用诸如“某某发现/认为”、“在某某看来”这类转述结构。学术英语（EAP）研究表
明，二语学习者在掌握转述结构上存在相当的困难（Neff et al. 2003；陈建林，2011）。本研究旨在考
察汉语二语者的学位论文中转述结构的使用情况。本研究从CNKI硕士学位论文库中随机选取了13篇留学
生用汉语撰写的学位论文作为考察对象。由于引用通常集中地出现在文献综述部分，因此考察的重点放在
论文的“研究综述/研究现状/文献综述”部分。我们使用Liu & Wang（2019）的分类体系对转述结构进
行了标注。结果显示，留学生学位论文中使用最多的是过程性转述，其次是话语性转述，最少是发现性转
述、认知性转述。对比成熟写作者的论文（刘锐、黄启庆、王珊， 2021），留学生过度使用过程性转述，
而发现性转述、话语性转述的使用比例偏低。结合不同转述结构的功能来看，留学生在引用中主要关注的
是研究对象、方法，而对结论、成果、作者的观点缺乏足够的讨论和分析。此外还存在以下问题：转述语
的功能类型、种类单一；（2）转述语误用；（3）转述结构滥用，造成无意义的引用。针对这些情况，
本文提出应该对转述结构进行针对性训练，综合使用范文学习、结构控制训练、改写等练习方法，帮助二

语者理解和掌握多样化的转述手段，以提高汉语学术写作的水平。
【关键词】转述结构、学位论文、引用、学术汉语、学术写作

虚拟世界和元宇宙：汉语国际传播的应用现状和未来的可能性
卢文慧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研究生

【摘要】依托现代信息技术和互联网平台在线教育的不断发展，“互联网+”开展汉语教学受到汉语教师
与汉语学习者的共同重视，使汉语国际传播更多样化。虚拟世界是一种持久的在线计算机生成环境，在远
程物理位置的多个用户可为工作或学习进行实时交互。本文首先介绍了虚拟世界的历史发展和元宇宙的概
念。元宇宙是互联网的延伸，允许用户彼此之间以及周围的环境进行互动，包括虚拟现实（VR）和增强
现实（AR)。人工智能（AI）的使用现已成为汉语国际教育的现实。通过特别关注四个特性，虚拟世界或
元宇宙的集成网络在四个领域取得进展：沉浸式现实主义、访问和身份的普遍性、互操作性和可扩展性。
对于每个领域，当前状态和需要的发展，这些特性被认为是可行的多元核心组成部分。本文考虑虚拟空间
在当代汉语国际传播的应用现状，以及元宇宙新技术领域的影响。以当代汉语为对象，以多学科交叉为视
角，结合汉语国际传播的相关实践，虚拟世界利益相关者和开发人员之间未实现的协作，构成人类社会文
化互动的一个引人注目的领域。伴随新技术发展和教学理念变化，在虚拟世界和元宇宙视野下展望汉语国
际传播发展的新思路。
【关键词】元宇宙、虚拟世界、人工智能、汉语国际传播

东南亚华语量词历时发展调查与思考
卢月丽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摘要】本文以东南亚华语为对象，以“史”的眼光观察东南亚华语中量词的历时发展面貌，最终按照“
史”的范式形成比较完整的表述，试图从一些具体的方面展现东南亚华语发展演变的内容及过程。文中把
东南亚华语量词的发展归纳为以下三种模式：上扬式、下行式及曲折式。在对上述语言事实考察与梳理的
基础上，文中得出以下两点认识：其一，东南亚华语量词的发展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其发展不止一种模
式，而是三种交织在一起；其二，华语量词发展演变的原因既有方言、英语的影响，又有其作为祖语具有
保守性的制约。
【关键词】东南亚华语、量词、祖语、历时研究

浅谈国际汉语教学中的跨文化理解 ―以在日教学实践为例
路浩宇  日本关西学院   
陈碧强  中国山东曲阜师范大学

【摘要】笔者以自己在日本大学试行的两次以“友谊”和“孝道”为主题的汉语口语教学实践为例，通过
学习者对“友谊”和“孝道”为主题所作的口头发表，在提升口语表达能力的同时，引导学生了解中国的
文化与哲学思想。通过观察学习者对“友谊”和“孝道”话题的口语课的参与情况，我们发现日本学生对
友谊话题的兴趣更浓厚，对友谊的理解比孝道更深，对友谊价值的认同大于对孝道的认同。日本是原子化
社会，由于个人本位思想在日本的盛行，学生对于跟自己关联紧密的同时代事物表现出更大兴趣。孝道涉
及两代人或三代人之间的关系，复杂程度远大于友谊，故不太容易引起在“核心家庭”的时代背景下成长
起来的当代日本大学生的同情与理解。由此可见，任何一种观念都与它的历史和人文环境有关，是传统延
续和社会生活的产物。由于“孝”涉及到代际关系，日本学生对“孝”的认识相对浅薄，往往是泛泛而谈。
由此引出对教学目标的思考：一，国际汉语教学不应仅仅停留在“术”的层面，而应在锻炼学习者基础能
力的前提下，上升到对学习者的人文关怀与灵性启迪的大道上来。二，知识传授与文化交流是两个层面的
问题，知识传授是无条件性的，而文化之间的融合是有选择性的。国际汉语教学需要在尊重文化多样性的
前提下进行。
【关键词】国际汉语教学、友谊 孝道、人文关怀
  

怒苏语多义词的文化内涵
罗自群  中央民族大学

【摘要】怒苏语是生活在中国云南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福贡县的怒族怒苏支系说的一种语言，属于汉藏语系
藏缅语族彝语支。怒苏语词汇，按照义项来分，有单义词和多义词两类。本文重点从多义词这一方面来分
析怒苏语词汇所体现的文化内涵，通过与汉语、藏缅语族其他语言的比较，来说明怒苏语词汇文化内涵的
特点。文中所用的怒苏语词汇都是来自本人田野调查获取的第一手语料。一、怒苏语多义词的类型：如果
以汉语为参照点，怒苏语中存在一些多义词——一个怒苏语的词，可以有两个及以上的汉语词语和它相对
应。既然是多义词，语音相同，语义相关。根据词性，可以把怒苏语多义词分为两类：1、词性相同的，

2、词性不同的。（一）怒苏语词性相同的多义词  怒苏语词性相同的多义词比较常见的是名词、形容词
和动词。（二）怒苏语词性不同的多义词  怒苏语词性不同的多义词，比较常见的是一个多义词具有两种
不同的词性，当然，也有一部分多义词不止两种词性。二、怒苏语多义词的文化内涵：我们把怒苏语词性
相同的多义词看做是静态相关，而把词性不同的多义词看做动态相关。和汉语比，和汉族比，使用怒苏语
的怒苏人和汉族在认知上存在着诸多差异，汉语的表达显得更精细一些，而怒苏语则比较笼统一些。怒苏
语多义词的这种特点，充分体现了怒苏语的文化内涵。
【关键词】怒苏语 、多义词、文化内涵

汉语二语者书面产出词汇多样性的文本长度效应研究
马庆 北京语言大学

【摘要】词汇多样性是二语表达能力的重要标志，是计算机自动作文评分的重要采集变量，但是词汇多样
性测量指标与文本长度之间存在复杂的关系。本研究从2010年4月HSK写作考试的实测大数据中选取154
份语料，重点探究了汉语二语者书面产出词汇多样性与其文本长度的关系。结果发现：（1）词种数、
TTR、Root TTR 、Log TTR等8个测量指标可作为词汇多样性测量的有效参量，但通过相关分析结果可以
看出，当文本长度过短的时候，很难反映出词汇多样性与作文成绩之间的关系；（2）8个测量指标均存
在文本长度效应，其中MATTR受文本长度的影响较小；其余7个测量指标随着文本长度的变化整体呈现出
线性的变化趋势；（3）当文本长度在60至100词范围内时，除MATTR外，相同文本长度下的LD值均存在
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关键词】词汇多样性测量、文本长度、语言产出、作文自动评分

西南官话中古非晓组字混读的声学考察—以四川中江为例
饶冬梅   西华大学

【摘要】古非晓组字的混读在西南官话中较为常见[1][2]。西南四省（四川、云南、湖南、湖北）方言中
非晓组字的混读主要体现为八种类型（见表1）。本文以四川中江方言的古非晓组字今读作为深度调查对
象（前人调查结果为Type2类型[2][3]），选择10位年龄在55-65岁区间的发音人（男女各5），得到约
9000个语音材料，提取擦音中段20ms的谱重心CoG（Center of Gravity）和标准差SD(Standard 
Deviation)两个参数[4][5]，从声学和感知两个角度考察了四川湘语中非晓组字混读（merger）以及语
音性变读（phonetics variation）的原因[6][7]：非晓组字的混读，跟[f]/[xu]发音的相似性以及感知混
淆有关，和语言接触也有密切关系。四川湘语受强势方言（Type 1）及普通话影响，混读规律出现例外
之外的字有所增多，混读的条件也逐渐走向单一化。
【关键词】四川湘语、混读、语音变读、语言接触

河北方言的“去分阴阳”现象
桑宇红  白茹 河北师范大学 

【摘要】学界对河北地区保定、唐山、秦皇岛地区冀鲁官话保唐片轻声前去分阴阳的现象已有报道，较早
应是《昌黎方言志》（1960），后有李思敬（1995）对宁河方言，接着田静（2007）、刘克龙（2010）对
唐县，后又有郑莉（2014/2019）、白茹（2016）、曹庆改（2018）、李仕颖（2019）、尹凯（2020）等
分别报道了与保定毗邻的石家庄的深泽、无极、辛集及衡水部分地区安平、饶阳也存在“去分阴阳”的现
象。河北方言去分阴阳具体表现为：（1）在单字调层面可以区分阴阳去，如无极和深泽；（2）在连读层面
区分阴阳去；主要分布于保定地区的曲阳、定州、唐县三个县市；（3）仅在轻声前连读时区分阴阳去，
主要分布于保定及石家庄、衡水部分毗邻保定的地区。
【关键词】河北方言、去分阴阳、连调及轻声、保唐片

课例研究：放声思考在阅读教学中的策略与设计
盛丽春、韩爱玲、幸锦龙 、胡晓苏  四德女子中心
张曦姗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为了提高学生在阅读理解、感悟欣赏及延伸拓展方面的能力，本校研究团队通过放声思考阅读策
略(Think Aloud Strategy)进行有系统、有针对性的阅读教学。放声思考策略是将个人内在的无声思考，
用口语表达的方式，将心中所思考的内容说出来。老师能借此了解学生的思维过程并加以引导纠正。放声
思考方式是展示思考能力的有效方法，让思维可视化，同时也能训练学生的口语表达能力。本研究以79
名中二高华学生作为研究对象展开三轮的课例研究。本文首先从研究背景、研究对象和研究目的做一个整
体介绍；接着阐明理论依据和相关概念；再具体介绍整个研究的教学实践过程。研究结束后，通过调查问
卷、教师观察以及学生反馈进行分析，最后再反思教学过程中所面对的难题与挑战。

【关键词】课例研究、放声思考、阅读教学

“洪武赶散”与苏北江淮官话
石绍浪  北京语言大学

【摘要】“洪武赶散”是指明初苏南向苏北平原一次大规模移民，虽然正史没有确切记载，但在苏北民间
普遍流传。苏北江淮官话入声韵有一个较为独特的特征，曾梗摄一二等帮组字读圆唇后元音韵母，并与通
摄合并，其分布与“洪武赶散”的移民范围基本吻合。比较发现，苏北江淮官话的这个音变应是源于苏州
移民的影响。今苏北江淮官话入声韵类突破中古韵摄的格局，发生了简化，也可能是明初苏州方言在苏北
扩散的结果。余论认为，在分析江淮官话与吴语关系时，不能只局限于“同源”的角度，还应考虑明初苏
州苏州方言在苏北的扩散。
【关键词】“洪武赶散”、苏州方言、苏北方言、江淮官话、入声韵

德国语言学家加布伦兹及其《汉文经纬》研究
宋楠  德国国际合作署中德合作中心； 波恩东亚研究院chinnotopia中国论坛

【摘要】本论文第一章介绍了与乔治·加布伦兹有关的史实，包括十七到十九世纪西方汉学的兴起、独立
与发展、加布伦兹家族史和乔治·加布伦兹的汉学之路。 第二章到第四章将《汉文经纬》拆分为“汉语
基本面貌”、“分析系统”和“综合系统”研读与解析，完整展现加布伦兹的语法思想和其构建的古代汉
语语法体系。论文的第五章和第六章，分别探讨了加布伦兹在西方近代语言学历史上所起的作用，以及对
汉语语法思想史的影响、突破和超越。同时在论文结语部分，讨论了中外语言学界对于《汉文经纬》一书
不甚明晰的几个问题。
【关键词】加布伦兹  《汉文经纬》

华文作为第二语言新闻听读教学的文献综述
孙晓颖   张丽妹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新闻听读教学在华文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中更是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本文回顾和介绍了
2001-2021年二十年间华文作为第二语言新闻教学的相关研究，文献主要来源于中国知网 (CNKI) 和Web 
of Science等数据库。本研究的文献综述主要围绕四个研究问题：第一，华文作为第二语言新闻听读教
学的目标有哪些？第二，华文作为第二语言新闻听读教学的原则是什么？第三，华文作为第二语言新闻听
读教学的难点有哪些？第四，华文作为第二语言新闻听读教学的教学策略和方法有哪些？最后，本文结合
新的时代背景提出了华文作为第二语言新闻听读教学的优化建议。本研究的成果和发现对华文作为第二语
言新闻听读教学具有良好的指导意义，同时也为华文第二语言新闻听读教学法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和指引。
【关键词】华文作为第二语言、新闻听读教学、教学目标和原则、教学难点、教学方法 

乙圩壮语多功能语素te∶ŋ1

覃薇  中央民族大学 

【摘要】本文对乙圩村壮语“遭受”义语素“te∶ŋ1”进行全面的调查描写，并刻画出“遭受”义语素
“te∶ŋ1”功能的整体面貌。对“遭受”义语素部分语法功能的语法化过程进行探讨，归纳出其语法化的
路径和机制，为学界了解乙圩壮语“遭受”义语素功能的语法面貌和特征提供新的材料。乙圩壮语的“遭
受”义语素“te∶ŋ1”呈现出多功能性，具备了十三种功能：①“触碰”义动词；②“对、中、合”义动
词；③“遭受”义动词；④“需要、用”义动词；⑤被动标记；⑥“对”义形容词；⑦“致使”义动词；
⑧情态助动词；⑨结果补语；⑩程度/状态补语；⑪“到、轮到”义动词；⑫副词；⑬假设连词。其中，
本文调查到了“遭受”义语素“te∶ŋ1”以往没有被调查描写到的功能为：①程度/状态补语；②“到、
轮到”义动词；③副词；④假设连词。
【关键词】乙圩村、壮语、“遭受”义

祁东湘语多功能词“落”的语义演变与主观化
谭丽亚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西南林业大学外国语学院
陈海宏  云南民族大学民族文化学院

【摘要】湖南祁东湘语多功能词“落”的用法比较特殊，其语义演变属于通过增加新义而产生的多义模式，
它的多个义项在语义上有一定的关联，或直接关联，如“落”作实义动词时的多种语义；或间接关联，如
前加准词缀型小称标记“落”可能是由实义动词“落”的“降生”、“遗留在后面”等义隐喻而来的。“

落”在祁东湘语中还可以重叠，在语义和语用表达上带有一定的感情色彩，可表达说话者对命题的多种主
观态度。祁东湘语“落”语义演变的认知机制主要有类推（隐喻与之相关)、重新分析（转喻与之相关）和
主观化（褒化、贬化与之相关)等等。
【关键词】祁东湘语、“落”、多功能、语义演变、主观化

论析新加坡华人华语及身份认同的变迁
谭国勇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身份认同的建构在国家及其国家层面下的政治、经济及社会发展上有着深远的影响。它可以使人
认可该国家在政治经济及社会层面上的立场及政策，也可以让人民在某种程度上产生了归属感。教育是建
构身份认同的其中一环。据王赓武教授与陈庆文教授所示，新加坡华人身份认同，是最没有代表性，后者
则认为身份认同是有目的性地建构出来的。由此说明了新加坡华人身份认同正等待人们来填补。也正是如
此，新加坡政府通过不同媒介，包括教育政策等手段来灌输和建构自身倾向的华族身份认同，即倾向于文
化上的认同。本文尝试通过1979年讲华语运动及新加坡教育部历来的教育改革报告书，来了解其倾向和
期许。1979年讲华语运动，主要目的是要整合新加坡华族各方言群体。当时，新加坡华人社会有多达12
个华人方言群体，拥有一个共同的语言：华语，促进他们之间的沟通，减少之间的纷争，团结一致。这有
利于营造及实施双语教育政策的大环境，从中促进经济发展。然而，时间的推移，讲英语家庭的增加，使
得讲华语运动有了新的使命，即提升人们对华文的认识。新加坡教育部在报告书中所倡导的文化认识，倾
向于应对华族内部压力和需要。这回应了陈庆文认为华人身份认同是人造的说法。与此同时，随着华人移
民的移入，他们所带来的文化是否再次在原有身份认同上融合或产生分歧，则是未知数。这将会直接或间
接影响新加坡华文华语以及教育发展的走向。
【关键词】新加坡、华人华语、身份认同、教育

新加坡高中文学教学提问策略的探讨— QUILT框架下的教学设计与实践
唐佑彬   潘旭    李俊贤    郝德奕 淡马锡初级学院
张曦姗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在华文文学课堂上，设计优质问题能引导学生进行品读和鉴赏。因此，本研究以主修H2CLL的
61名学生为研究对象，探讨基于QUILT提问框架激发学生学习兴趣与提升学生思维能力的课堂教学模式。
本文首先介绍研究的背景、对象及方法，阐述基于QUILT提问框架的教学理念与理论依据；接着以现代小
说、诗歌、戏剧以及文言文为例，介绍如何基于QUILT的提问框架设计不同类型的问题的提问策略；本文
也根据学生的课堂反应，探讨了QUILT提问框架下不同文学作品教学的几种提问策略和问题设计类型，在
体现以学习者为中心、加强师生互动和凝聚同侪间学习力量等方面的成效。本论文最后将通过前后测的数
据对比分析、学生反馈、教师观察和学生产出检视教学设计的实施成效。
【关键词】文学教学 、提问策略、 QUILT框架、教学设计

楚辞“羌”字句与湘西凤凰方言ʧʰɑ13字句 比较研究
田晓黎  中央民族大学

【摘要】楚辞里的“羌” ，自东汉王逸注释后的1800多年来 ，众多研究者引经据典， 却始终没有确解。
《楚辞》的“羌”字是否有田野遗存？在湖南湘西凤凰方言中存在极具特 色的ʧʰɑ13 1字句。本文从凤凰
方言ʧʰɑ13字句的田野记音开始，逐条分析，总结规律，再与《楚 辞》16 处“羌”字句进行对比研究，
结果显现，凤凰方言ʧʰɑ13字句基本传承着《楚辞》“羌” 字句的语义。 
【关键词】《楚辞》  羌

国际中文学习软件的大型网络游戏化
汪歆玥  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   

【摘要】汉语学习时间长的特点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二语学习者的热情，而当下飞速发展的大型网络游戏新
颖有趣，常令人沉迷。修坝不如引流，把学生们对汉文化和网络游戏的双重兴趣融入到汉语学习的全过程，
将有助于培养学习者持续性的学习兴趣。本研究分析了当下常用汉语学习软件中的游戏模式，结合现有网
络游戏的汉元素部分，提出了将汉语学习软件大型网络游戏化的具体设想。持续化：脱胎于传统的孤立小
游戏，将累计的学习成果作为升级模式，合理地穿插各类支线任务。系统化：学习者通过注册账号建立个
人学习档案，学习任务既包括集体学习，也包括多种自学形式。针对性：以学习者的需求为导向，提供相
应的实用汉语知识。灵活性：及时更新，高度重视用户反馈。允许教师使用游戏程序和知识库，以方便与
线下教学配合使用。
【关键词 】汉语国际教育、学习软件、网络游戏、学习兴趣

“ 打（타）”字的韩国汉字音形成过程考察
王 浩  四川轻化工大学人文学院  

【摘要】“打”字，在《广韵》中有两个读音，都是阳声韵，一个是梗摄、梗韵，开口二等，上声，端母
“德冷切”；另一个是梗摄、迥韵，开口四等，上声，端母“都挺切”。但是在韩国汉字音中，“打”字
读阴声韵타[t�ɑ]。本文从历史语言学和语言接触的角度出发，认为中世韩汉音（15-16世纪）中存在的
타[t�ɑ]和뎍[tiək]这两种读音，其形成主要是中国的影响，由“德冷切”和“都挺切”两种读法，平行
发展而来，“德冷切”变成了“都瓦切”直接影响了타读音的形成；“都挺切”本来是阳声韵，在传入韩
国以后，其阳声韵尾[ŋ]变成了入声韵[k]，实现了“阳入对转”，从而形成了뎍的读音。近代以后，随着
日语词向韩语的大量涌入，“打”字的日语唐音だ[da]与韩汉音中타读 音的高度相似性，使得타读音在
与뎍读音的竞争中，取得了最终的胜利。

汉语方言亲属称谓中的音变
王红娟  山东师范大学  

【摘要】亲属称谓是方言词汇中重要的一类，我们在考察方言间的词汇差异时，亲属称谓往往是重要的参
照项，如《汉语方言地图集 词汇卷》共有203条词汇图，其中涉及亲属谓的就有“爷爷、奶奶、外祖父”
等14条。在对汉语各方言中的亲属称谓进行梳理时发现，汉语方言的亲属称谓中普遍存在音变现象。比
如，山西运城的“弟”，单字音为“ti33”，但在“兄弟”一词中读音变为“thi33”。本文的音变的含
义是指：1.某个字或某类字在称谓词中的读音与其他情况中的读音不同。2.某个字或某类字在称谓词中的
读音于古今演变规律不合。本文讨论的方言亲属称谓中的音变类型主要有以下三种：个别音变、系统音变、
别义音变。
【关键词】汉语方言、 亲属称谓、 音变

乡村振兴背景下民族地区发挥语言经济效能路径的再探讨—基于西藏自治区林芝市M县的个案研究
王娟  陕西师范大学

【摘要】语言能力是重要的人力资本，语言经济效能是语言的重要社会效能，语言扶贫工作作为中国贫困
治理体系的有机构成，在国家脱贫攻坚的重要阶段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
后，民族地区的语言文字工作在扶持对象、政策范围和顶层设计方面也相应需要作出一定的调整。本文试
图在乡村振兴背景下进一步探讨如何继续发挥语言经济效能的路径。
【关键词】乡村振兴、语言扶贫、民族地区

四川方言的音系特征和两个历史层次
王倩  周及徐  四川师范大学

【摘要】 以往的四川方言研究认为，现代四川方言皆为明清时期的“湖广填四川”所带来。我们在近十
年的时间里，在四川作了广泛的方言田野调查。根据实地调查材料，我们提出新的观点：在四川省的岷江、
嘉陵江流域分布着两种不同的官话方言：嘉陵江流域分布着以成都话为代表的以“入归阳平”为特征的西
南官话方言，这是明清湖广移民带来的；岷江流域分布着以大邑话、宜宾话为代表的有独立的入声调的官
话方言，这是明代以前的四川本地方言的后裔。二者分属不同的方言层次而共存于今天的四川。本文以
2019年出版的《岷江流域方音字汇——“20世纪四川方音大系”之一》中语音材料为据，借助实验语音
学方法对成都话与大邑话、宜宾话作音系整理、以Praat软件绘制其声学元音图、声调曲线图，分析其在
音系上的规律性语音差别，说明今天的四川方言不仅具有以成都话为代表的湖广话语音类型，还有更为古
老的另一方言层次——这个音系今天仍具有入声独立、果摄一等字读为-u、麻三精见组读-i、模韵字读为-o
等语音特征。这些语音特征与成都话的湖广话语音类型有明显的差别，独立于成渝片西南官话而存在。 因
此，现代四川方言分为本地和外来两个层次：本地层次叫“南路话”，外来层次叫“湖广话”。
【关键词】四川方言、岷江流域、成都话、大邑话、宜宾话、方言音系

保定方言两字组连读变调及其若干问题
王帅臣  华北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 

在对河北省保定市下辖的24个县市区进行方言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展开本文的分析。首先描写清苑区的
两字组前字连读变调情况，以便对保定核心区域的变调情况有所了解。其次，介绍保定方言中的阴平变调、
阳平变调、上声变调、去声变调的地理分布、调值表现、调类分布等基本情况。再次，重点讨论上声变调
和去声变调。上声变调后的调值情况有一定序列性：一种是前字变调后与本声调系统的阴平接近或合流；

一种是前字变调后与本声调系统的阳平接近或合流。上声变调既有类型学上的原因，也有历史因素在起作
用。去声变调有一类和轻声有关。

西宁方言持续体标记“着”
魏萌  中央民族大学

【摘要】汉语西宁方言的体标记“着”主要表达持续体的语法意义。除单独使用，方言中“着”常与起始
体标记“上”、完成体标记“下/了”等其他体标记叠用。由此，西宁方言的持续体标记“着”多构成
“V着V”、“V着C”或“V着＋从句”三种结构。西宁方言持续体标记“着”常与起始体标记“上”、
完成体标记“下/了”等叠用，且均处于其他体标记之后，即动词后第二位置。叠用中，“着”仍表达持
续体的语法意义，其语义与前一体标记层层套叠，具有一定顺承关系。如与起始体标记“上”叠用时，“
上”的语义指向前面的谓语动词，构成“V＋上”结构；“着”的语义则指向“V＋上”这一整体，表达
动作行为开始并将进一步持续的状态，“着”具有一定未完整体范畴义。“V＋上＋着”结构还可续接其
他动词或补语成分，构成“V＋上＋着＋V”结构。此外，西宁方言持续体标记“着”常以“V＋着＋C”
形式用于述补结构谓语句中。其中，C可为程度、情态、结果、数量等多种类型补语，形式上可由单个形
容词或副词、数量或偏正短语及主谓结构充当。语义层面，“V着＋C”由“V着”与C两个时间过程构
成，C主要由“V着”引发或伴随，即两个过程包含一定的逻辑因果关系，这种关系可以是显性的也可以
隐性的。除构成“V着V”、“V着C”和“V着＋从句”结构外，持续体标记“着”还可用于西宁方言的
存现句和“的字结构”中，其用法具有一定独特性。
【关键词】西宁方言、着、持续体标记

“口”的比较词义探索
吴宝安  湖北大学文学院 

【摘要】“口”这一概念在汉语中主要有“口、嘴”两个词，根据它在汉语、汉语方言以及其他语言中的
用法，我们整理出了12组与“口”有关的共同引申，这些共同引申都可以通过“转喻”和“隐喻”来解
释。 基于转喻的共同引申有7条，如： 与言语功能相关，“口”引申出“说话、话语”义。与饮食功能
相关，“口”引申出“口味”“人口”义。与临近部位相关，“口”引申出“脸、鼻、咽”“口部饰物”
义。基于隐喻的共同引申有5条，如：与形状、位置都相似，“口”引申出“容器等器物通外面的地方”
和“出入的通道”义。与形状相似，“口”引申出“（山谷、水道等）大的豁口”“突出的部分；尖儿”。
这12组共同的词义引申在汉语、汉语方言以及英语、俄语、西班牙语、日语、泰语、印度尼西亚语、壮
语等语言中都以共词的方式出现，因此，我们可以将其看作是“口”在语言中的共同演变模式。
【关键词】“口”  比较词义 、共同演变

新加坡中学华文快捷课程后进生
语文学习的挑战和独立学习能力的培养
吴宝发  张曦姗  周淑君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后进生学习一直是教育工作者关注的课题，新加坡教师也不例外。后进生学习问题复杂，包括语
文基础薄弱；个人学习态度不良；缺乏独立与迁移的学习能力；课堂教与学方法不当等。本文立足于本地
一所中学的校本研究，借助文献研究法、问卷调查法与观察法，对中二快捷班24位后进生的学习特点进
行梳理，由此作出为期六个月对3个单元的教学调整的尝试，旨在分析后进生在课堂中语文学习的挑战以
及探索他们独立学习能力的培养。本研究对2021年新教材篇章里的语文技能做一次系统性的梳理，在课
堂阅读理解教学时，强调对文章理解的元认知策略之字义层次、逻辑层次、概念层次的教学，调动学生的
元认知，以弥补学生因语文基础薄弱带来的教与学问题。
【关键词】华文快捷课程 、后进生、中学新教材、元认知

中韩跨国婚姻家庭双语学习和使用状况及问题研究
吴思敏  闽南师范大学

【摘要】近年来，中韩跨国婚姻家庭日益增多。据统计，来自中国的在韩结婚移民总数在2019年已接近
20万人。中韩跨国婚姻家庭既有别于传统华侨家庭，又有别于普通韩国家庭，在语言文化上具有特殊性。
本研究以在韩中韩跨国婚姻家庭为研究对象，对其双语学习和使用状况展开调研，并针对其问题提出解决
方案。研究分三部分进行：第一部分利用文献分析法整理并分析韩国政府对多文化家庭的政策及多文化家
庭支援中心的相关资料。第二部分利用问卷法、访谈法与参与观察法对中韩跨国婚姻家庭进行相关数据采
集，并对数据进行定量与定性分析，多维度考察多种因子对语言的影响以及因子之间的相互作用及其与内
部、外部环境的交互关系，全面把握中韩跨国婚姻家庭双语学习和使用的特点及问题。第三部分综合考虑

调研结果，针对中韩跨国婚姻家庭双语学习和使用的问题和需求，从内部（中韩跨国婚姻家庭自身）和外
部（社会机构与教育部门）提出解决方案。本研究不仅可为中韩跨国婚姻家庭双语教育提供理论基础和实
践方案，还为以其为对象的双语教材及教学资源提供理论依据，为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跨国婚姻家庭双语教
育研究提供参考。
【关键词】中韩跨国婚姻家庭、双语教育、调研、解决方案

实践与反思：国际中文教学与信息通讯技术之运用
夏雪  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

【摘要】随着教育技术的发展，如何善用信息通讯技术（ICT）来服务于教学，实现以“学生为中心”的
教学实践，成为当今教育研究的热点。在国际中文教学领域，我们也面临着如何有效地将ICT运用于课堂
教学和学生学习的问题。本文即以此为出发点，在现代教育理论的基础上，以新加坡国际学校的非汉语母
语学生为研究对象，结合IB华文课程中的一个主题单元，从课件设计及课堂教学反馈等方面对ICT在国际
中文教育中的实践情况进行探索性研究，总结ICT辅助中文教学的几个原则：包括设计ICT要以学生学习
需求为核心，ICT的课堂使用应避免“喧宾夺主”，并反思教师在ICT运用中的作用，以期对新技术下的
国际中文教学发展提供参考。
【关键词】 ICT、 国际中文、课件设计、课堂实践

The Brief Analysis of Japanese Culture's Absorp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ulture
Hui Xu   Maca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bstract: Cultural exchanges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have a history of nearly 2,000 years. The fine tradi-
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ulture have exerted great influence on almost every aspect of Japanese 
life, such as architecture, clothing and so on. At the same time, Japanese culture has made a series of 
cultural innovations and developments according to its own national conditions while absorbing Chinese 
culture for reference. Starting with the reasons why Japan absorbed Chinese culture and analyzing the 
exchanges between Japan and China from 1972 to 2011, this paper analyzes and concludes that the similar 
cultural background of the two countries is the basic reason for Japan to better learn from Chinese culture. 
Finally, this paper expounds and analyzes Japan's absorp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ulture from 
three aspects: religion, ideology and diet. It is concluded that Japanese culture originated from Chinese 
culture, and before the Tang Dynasty, Chinese culture had the greatest influence on Japanese culture; after 
the Tang Dynasty， Japan began to have a real culture, but it was still influenced by Chinese culture.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and improvement of its own culture, it finally formed its own unique style. 
Key Words: Japanese culture; Chinese culture; Absorb; 

港式中文词汇与普通话的隐性差异
徐涵韬  北京师范大学

【摘要】“隐性差异”的概念及思想适用于全球华语对比研究，文章立足于此，讨论港式中文词汇与普通
话的隐性差异，首先以量词“枚”、动词“怀疑”以及名词“论调”为例，分析其在概念义、语法义、色
彩义等方面的表现；然后举例说明了隐性差异的三种存在形式，即有无之别、大小之别和程度之别，并指
出三者之间联系密切，不能孤立讨论；最后，文章认为未来研究应增强对华语隐性差异的考察分析，拓展
隐性差异的研究内容、语体范围及比较对象。
【关键词】隐性差异、词汇、港式中文、普通话

基本核心词词义的跨语言表现与特点—以61种语言为例
许可  冉启斌 南开大学

【摘要】本文建立了61种语言60个基本核心词词义数据库，从跨语言角度对其进行了细致考察。数据库
中共有义项约11440个，平均每词义项略超3个，最多达21个。平均义项数方面，动词最多，形容词其次，
名词、否定副词随后，数词、代词最少。义项数可能受词与外部世界的关联性、在词汇系统中的基本性以
及概念本身模糊性的影响。对词义引申深度赋值后，看到动词、形容词、名词的词义引申能力分较高，各
词的平均义项数与该分排名不一致。语言、词类对义项数量、引申能力分影响显著。通过网络图谱对词义
进行聚类分析和可视化分析后，基本核心词被分为10类，词类对聚类有影响。动、名、上形成较大词团。
名词[±指人][±身体部位]，形容词[±积极/消极]等特征会使词类内部形成关系更紧密的小类。图谱中，
hand连接动词和身体部位名词；head连接身体部位名词和指人类名词；man连接指人名词与褒义形容
词；one连接指人名词和数词；die、sleep等词连接动词和形容词等。

【关键词】基本核心词、词义引申、数据库、】可视化

冰墩墩的启示：中华文化符号海外传播的机遇与挑战
许琳皎  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

【摘要】北京2022年冬奥会吉祥物“冰墩墩”在国内外社交平台的爆红引起各界讨论。作为一种文化符
号，“冰墩墩”兼具多重内涵，承载着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功能。“冰墩墩”成为“顶流”，不仅
展现了中华文化强大的感召力，也为中华文化符号的海外传播提供了新思考。本研究基于符号学理论，从
视觉和语言两个维度分析符号传播的特点，挖掘“冰墩墩热”的深层原因，并从中得出中华文化符号海外
传播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基于此，笔者从符号传播的原则、内容和方式三方面提出了建议，即：调整传播
心态，着眼他者视角；加强内容设计，挖掘文化内涵；充分利用互联网媒介，引发情感共鸣。以期为中华
文化符号的海外传播提供借鉴，丰富中国文化传播领域的研究成果。
【关键词】中华文化符号、海外传播、文化传播、冰墩墩

韩国国民教育体系中汉语教育的发展与创新
许培新  山东大学

【摘要】本论文结合中韩两国历代交流的传统以及现代社会发展的趋势，在追溯韩国汉语教育发展历程的
基础上，重点考察自中韩建交以来韩国汉语教育的发展脉络，重点梳理并分析韩国国民教育体系中，大、
中小学不同层次汉语教育的发展情况以及出现的问题，总结韩国国民教育体系中汉语教育的主要特点；当
今国际大变局和新态势下，汉语教育发展面临着新情况、新问题，韩国国民教育体系中的汉语教育和学习
也在发生变化。因此基于教育理念升级、教学思路转型与教学模式创新，提出了加强韩国大、中小学汉语
教育的实践性、针对性，以及韩国汉语教育内涵式发展多元化路径的对策和建议。 
【关键词】韩国汉语教育、国民教育体系、内涵式发展

 
13—19世纪朝鲜半岛汉语教学对当代汉语国际教育的启示
许润芳  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

【摘要】朝鲜半岛有悠久的汉语学习历史，从以汉字为本、重视书面语学习到文言并重、对政治商务风俗
文化等不同领域进行全面了解，其汉语学习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汉学界人才辈出，促进了对中国制度、文
化的内化吸收及其本民族政治经济文化的进步。其中，国家层面的空前重视、语言政策的有力支持是不能
忽略的因素。目前流传的朝鲜半岛汉语教科书集中于13-19世纪，恰是两国政局革新、关系进一步密切的
时期，此类教材是今日研究两国历史上人文交往、不同时期汉语口语面貌、汉语教学法种类及影响、汉语
国际教育在半岛发展历程的宝鉴，本文以该时期《老乞大》《朴通事》《学清》等代表性汉语口语教材为
主要研究对象，结合韵书、字书及辞书类汉语书面语教材、《朝天录》《燕行录》与《朝鲜王朝实录》等
官方历史记载为佐证，共时对比同时期中国韵书。探讨官学、私学、司译院、承文院、译学院、质正官等
部门和职务发挥的历史作用，总结该时期朝鲜半岛汉语教学的优点和不足，力求为当代汉语国际教育汉语
人才培养、汉语教材编写、汉语教学法选择和语言政策制定提供一定的参考意义。
【关键词】朝鲜半岛、汉语国际教育、教学法、语言政策

语言赋能：乡村振兴多模态话语战略构建
杨城  浙江大学 

【摘要】语言是促进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乡村振兴中的每一步都离不开语言的力量。研究中首先依托多
模态话语分析综合框架，对余杭、桐庐、淳安三个乡村振兴示范地区的宣传片视频进行分析，总结其文化
、语境、内容、表达四个层面的多模态体现。其次依托质化分析的扎根理论方法，构建语言赋能乡村振兴
的战略模型，在组织、社会、个体三个层面探索赋能方向。最后，基于话语分析和战略模型提出未来语言
赋能乡村振兴的提升路径。研究发现，三个地区的多模态话语具有典型的区域特色，语言赋能乡村振兴需
要凝聚自上而下的多方力量，而国际化视角、内容的精准筹划、赋能视角的联动共振则是未来乡村振兴话
语努力的方向。
【关键词】乡村振兴、语言赋能、多模态、话语分析、战略模型

A Study on the Chinese Classroom of Foreign Students in the Epidemic Period Based on the Inter-
active Perspective
Haifeng Yang1,Daqian He2, Zhuoda Yang3

1. Center for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Wuh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Wuhan， 

2.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Wuh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Wuhan，
3. School of Chinese Studies and Cultural Exchange,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Abstract: Interaction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s affecting the result of online Chinese class teaching. 
By utilizing the method of questionnaire analysis, error analysis and document analysis， this paper selected 
200 international students from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Cultural Exchange of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of Wuh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of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as samples for investigation, including 94 undergraduates, 60 master 
students and 46 doctoral students. Among them, namely 86 in primary stage, 64 in intermediate stage and 
50 in advanced stage based on their HSK marks. The majority are from Asia (45%) and Europe (25%), the 
rest are from Africa (15%), America (10%) and Oceania (5%). This paper finds that the existing interactive 
methods of them include online conference platform, course live-streaming platform and video live-streaming 
platform. 
When using these platforms, we find there are some advantages of them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remote 
Chinese learning: They are convenient for students to preview and review before and after class, and they are 
helpful for the sharing of Chinese learning resources. However, we also find that there are some disadvantag-
es in teacher-student interaction and student-student interaction on these platforms, such as the lack of learn-
ing atmosphere (58% participants agreed) and the unwillingness of turning on the camera and micro-
phone(76% participants agreed). We think the factors causing these problems mainly include external and 
internal factors of teaching. The external factors include the factors of network connection, time difference, 
studying platform and studying resource allocation. The internal factor of Chinese teachers is that they are not 
adapted to the new way of online teaching, which makes them unable to carry out innovative design of class-
room interaction, and still choose the traditional teaching method (66% participants agreed). The internal 
factor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on the one hand, they lack online learning experience, so it is difficult to cope 
with some new challenges in teaching interaction practice. On the other hand, international students must 
overcome certain psychological factors in the interaction process of online Chinese classroom, among which 
anxiety and avoidance are the most prominent (80% participants agreed).
In conclusion, Chinese teachers can improve the interactive effect of online teaching through rational use of 
learning platform, effective allocation of learning resources and innovation of class interaction mode. Before 
teaching, teachers should inform students in advance of the selection of learning platform, registration, login, 
using process and a series of related matters. During the teaching process, teachers can allocate a certain 
proportion of class hours to organize interactive courses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s, such as group presenta-
tion, personal performance and seminar. After class, teachers can design and release questionnaires and 
use the background data statistics and other functions of the learning platform to analyze the frequency and 
quality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participation in interaction. Also, international students should actively adjust 
their learning psychology and improve their learning methods as well. In this way, they can get rid of negative 
psychological factors such as anxiety and avoidance, and focus on classroom interaction and knowledge 
itself, and finally achieve better learning results. Ultimately, teachers and students will collaborate to explore 
a course interaction path, adapting to the new mode of online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in the post-pan-
demic era. The research on this issue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enrich the theories of linguistics, psychology 
and pedagogy related to Teaching Chinese to Speakers of Other Languages. Also it can improve the teach-
ing efficiency of teachers and enhance the sense of gaining knowledge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Keywords: Interaction; Online Chinese Classroom; Chinese Teaching

国际华文推广的重要部分：志愿者项目的国别性/区域性分析—以缅甸为例
杨念  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

【摘要】2004年“国际中文教师志愿者项目”经中国教育部批准实施。直至疫情前，全球大约有7000名
志愿者在全球一百多个国家进行中文教学，其中大约3000名志愿者在东南亚各国任教，成为东南亚华文
教育重要力量。缅甸志愿者项目于 2009 年开始实施，至今已经有十年有余，到疫情前每年有一百多名志
愿者在缅甸各个城市甚至乡镇进行中文教学工作。十多年来，志愿者项目对缅甸华文教育发挥着重要作用：
为缅甸华文教育贡献了新的力量，弥补了缅甸华文师资的不足，促进了缅甸中文教育的合法化进程等。然
而，该项目也存在着一些问题，本人通过实地了解以及问卷的方式，深入分析了志愿者项目在缅甸的实施
情况，并针对性地提出几点建议，促进该项目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国际中文教师志愿者、华文教育、缅甸志愿者项目、参考

基于SLS平台的E晨读差异教学模式探索— 新加坡崇文中学的实践经验
叶语銮    徐小红   吴玉凡  新加坡崇文中学

【摘要】为了营造书香校园，培养学生的阅读兴趣和提高阅读水平，我校研究团队借助SLS平台，以110
名中三学生为研究对象，在全校进行E晨读研究计划。E晨读依据差异教学理论，照顾学生的个体差异，
所选篇章分年级、分主题、分文体，并结合各单元技能训练，设计不同程度、风格的晨读活动。学生借助
个人数码学习工具，选读纯文字或拼音版的、带声音和可查字典的篇章，通过SLS自测，在阅读护照上完
成任务。此外，高准备度的学生还可阅读更有挑战性的文章，并完成相应的挑战任务。研究结束后，团队
通过定量与定性研究检测学习成果。初步结果显示，基于SLS平台的E晨读差异教学模式，在一定程度上
激发了学生的阅读兴趣，也促进了教师的专业发展。
【关键词】SLS平台、E晨读、差异教学

Nasal Codas Merger in Chinese dialects: Modified Contrastive Specification and Sisterhood Merger 
Hypothesis
Jihye Yun  Asia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 Madison

Abstract：Chinese linguists have long debated about the directionality of nasal coda merger in Chinese 
dialects since the 1970’s. Some believe that the merging process is unidirectional (anterior to posterior) ,but 
others assert that alveolarization of nasal codas (-m>-n and -ŋ>-n) is the major trajectory. Previous studies 
failed to make a reasonable prediction about the further direction of the merger in addition to a lack of 
phonology-based analysis. This research analyzes the merging process on basis of Contrastive Hierarchy 
(CH) and Sisterhood Merger Hypothesis (SMH). The two theoretical frames make us draw two types of 
contrastive hierarchies: [Dorsal]>[Labial]，[Coronal]>[Labial]. That is，the merger between the alveolar 
and the velar nasal codas will occur after the completion of the merger between the labial and alveolar ones. 
Alternatively， the alveolarization of the velar nasal coda will happen after the completion of the merger 
between the labial and velar ones because the structure merger takes place on sister node of contrastive 
hierarchy. In conclusion， the final phase of the nasal coda merger will be the alveolarization of the velar 
nasal coda. The data of Chinese dialects and markedness theory both buttress the conclusion.

Keywords: Nasal codas，Chinese dialects，contrastive hierarchy，sisterhood merger

《易经》归纳、演绎思维在母语教学中的课堂实践和应用
庾潍诚  新加坡伟源中学

【摘要】作者根据自己长期研究《易经》的经验，提出和认为：《易经》作为中华古代的文化典籍，归纳
和演绎思维是它的最重要核心思想之一。同时，作者结合了自己多年的新加坡课堂教学实践，发现：《易
经》的归纳、演绎思维可以有效实践应用在现代的母语教学当中。归纳，是引导学生化繁为简，迅速掌握
教师布置的课堂指令或內容；演绎，则是学生有效应用课堂所学知识进行复述和重构。本文列举具体的课
堂实践应用例子，就是：(一)课堂的指令语言“ABCD”；（二）思维图的教学应用；(二)作文教学实践
的“DEEPAI”（细节描写）自创理论。作者最终观点认为，《易经》思想可以古为今用，实践应用到课
堂母语教学，从而达到提升学生的母语学习效果。
【关键词】易经、归纳、演绎、教学实践应用

中国古代建筑文化的汉字演绎
袁忠  中国华南理工大学

【摘要】中国古代建筑文化的丰富思想很多都凝结在一个个的汉字中。在汉字的构形、本义、转义、暗喻
等不同的运用中，存在着古人有关建筑活动、建筑形象、建筑心理等蕴含，很多汉字就是一个空间概念、
一个居住范畴。古人对中国古代建筑的感知的原初意识首先凝固在古汉字中，古代建筑的最初“文本”可
求诸古汉字，作为象形文字的古汉字与作为现实空间的古建有着天然而内在的通贯性。本文通过考察汉字
的字符构形及作为词或词素的单个汉字所展示出的建筑文化意象，探究作为表形文字、表意文字的古汉字
在其构形、组词、使用、书写等多方面体现的古代建筑文化意义。
【关键词】汉字、中国文化、古代建筑

GRR教学模式的实践与反思——以新加坡H2华文与文学新诗教学为例
张建立   张建平  新加坡国家初级学院    
张曦姗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2021年新加坡H2华文与文学新课程引进课外文学作品赏析的部分，与旧课程标准相比，这对学
生是具挑战性的变革。为应对该挑战，我院以新诗为切入点，设计了从指定文本到课外文学作品的教学实
践配套。该实践以“新加坡课堂教学实践要领”(STP)为指导，依据探究式学习（IBL）理论，采取“教、
扶、放、收”四个阶段的“渐进释放责任直接教学模式”（GRR），旨在逐步培养学生独立鉴赏文学作
品的能力。实践证实，这一教学策略增强了学生的信心和赏析能力；同时，也发现了一些有待进一步充实
和深入探索的空间。本论文将阐述该实践所采用的教学理论、教学策略、教学流程、教学成效及反思。
【关键词】  GRR教学模式、H2华文与文学、新诗教学    

“V走”和“V去”互换性的多重对应分析
张进凯  中国兴义民族师范学院 文学与传媒学院

【摘要】  本文在“原型—样例连续统”理论指导下，通过基于用法的多重分析方法探讨表征“位移运动
事件”的“V走”和“V去”的变异性和互换性。研究发现：“V走”主要表征位移方向不明确、没有位
移目的地的位移运动事件；“V去”主要表征位移方向明确、位移目的地可预测的位移运动事件，因此
“V走”和“V去”处于位移运动事件“原型—样例连续统”的不同位置，“V去”较“V走”更接近位移
运动事件的原型。“V走”和“V去”在表征位移运动事件原型特征和典型样例时不存在概念重合，在表
征位移运动事件非典型样例时，在概念变量特征的交互作用下表现出概念重合。
【关键词】多重对应分析  位移运动事件  概念变量  互换性  变异性

书面语言复杂度对华语二语者写作质量的影响研究
张漫莉  北京语言大学  

【摘要】本研究基于韩国学生的HSK写作测试语料，采用若干典型指标，对华语二语者的书面语言复杂度
与写作成绩之间的关系进行了量化分析，考察了词汇及句法复杂度指标对学生写作质量的影响。研究结果
表明：词汇复杂度和句法复杂度指标与学生的写作质量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Guiraud指标、虚词
使用比率、连词使用比率、复杂词使用比率、话题链数量、话题链分句数、零形成分数量和T单位数量等
指标对写作质量具有较强的解释及预测效度。
【关键词】语言复杂度、汉语二语、写作质量
  

基于树库的汉语二语写作句法复杂度研究
张婉莹  北京语言大学

【摘要】句法复杂度（Syntactic Complexity，简称SC）在评价二语者语言水平、语言动态发展及写作
质量中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吴继峰，2018）。已有的研究侧重于SC对日语、韩语等母语者的汉语写作
评估的有效性问题，研究结论未必适合少数民族母语背景的汉语二语书面语评价。基于此，本研究以参加 
HSK（高等）考试的维吾尔族考生的作文语料为研究对象，基于自建的汉语二语句法标注语料库，从粗粒
度和细粒度两方面指标体系入手进行以下四个方面的研究：（1）通过预处理构建小型依存句法树库（
Dependency Grammar Treebank），作为句法复杂度研究基础；（2）通过小句切分和搭配抽取研
究粗粒度指标和细粒度指标的分布特征；（3）针对不同写作水平的被试SC指标进行对比研究；（4）基
于典型SC指标体系探讨二语写作水平动态发展特点。研究发现，基于T单位等粗粒度句法复杂度指标在区
分学生写作水平和预测写作成绩方面的解释力较弱，而基于短语层面的细粒度句法复杂度指标能够有效区
分写作水平和预测写作成绩。
【关键词】树库、 二语、语法

阅读与抒情文写作教学的有机结合—以华侨中学（高中部）语文特选课程为例
张薇  王健仲  华侨中学（高中部）

【摘要】抒情文写作一直是学生的弱点，也是教师的教学难点。由于没有经过有系统的抒情文写作训练，
高中生很容易将抒情文、记叙文或议论文混为一谈，对抒情文的写作手法更是一知半解。再加上学生缺少
生活历练，要让他们短时间内掌握抒情文写作手法，并进行创作，无疑难度极大。有鉴于此，我们决定在
现有的教学内容上融入抒情文写作教学，尝试结合REAP的阅读理论与教学实践，将阅读与抒情文写作教

学有机结合，以39位高一H2华文与文学的学生为对象，引导他们建构抒情文概念，了解并掌握抒情方式
与写作手法，从而进行写作实践。最终，通过调查问卷、课堂观察和学生作品，梳理和分析了阅读与抒情
文写作相互融合的方法及其有效性。
【关键词】抒情文写作、阅读教学、REAP阅读方法、语文特选课程

地名中的关中方言
张文丽  陕西学前师范学院文学院

【摘要】关中方言，曾经作为汉民族共同语基础方言，对周边地区方言、其他地区方言和民族共同语产生
过重要影响。地名是人们用以区别个体地物的语言符号，而作为纪录地名的语言符号包含形、音、义三个
部分。关中方言区的地名，尤其是地名用字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关中方言的特点。本文从关中方言
区中的代表性地区——西安入手，整理分析其地名，得出如下结论：1.声母 （1）古全浊声母清化，平声
送气，仄声归并关中方言中存在差异，西安归不送气，例如“中官亭/中官厅”、“安居巷/钱局巷”。
（2）古知系开口字按照等分化，知系二等、庄组、章组止摄字与精组合流，读ts、tsh、s，例如“三里
村/山李村”。（3）古泥、来二母在洪音前混用，尤其是在洪音鼻音前，泥母混入来母，读l，例如“新
农田/兴隆庄”。2.韵母 （1）前后鼻音混用，关中方言后鼻音为ŋ，前鼻音丢掉鼻尾n，主要元音鼻音化
。由于在当地人听感上二者具有相似性，表现在地名中前后鼻音字混用。例如“上游巷/三友巷”。（2
）遇摄合口一等端系字，元音复音化，读ou，与流摄合并。例如“双楼寺/双路寺/双芦寺”。（3）果摄
开口字一等字与果摄合口字合并，例如“贺韶村/火烧村”。通过分析发现西安地名用字的流变反映了关
中方言的特点及其变化，具有强烈的方言特色，深入研究地名可以挖掘背后隐含的历史文化内涵，提升文
化软实力；可以为地名用字、拼写管理提供理论支撑，推动新时代的语言文字工作。
【关键词】关中方言、西安地名、文化

从外交新词语看中国外交动向—以2010-2020年度《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媒体新词语表为例
张星霞  韩国汉阳大学

【摘要】本研究基于2010-2020年度《中国语言生活报告》媒体新词语表中的外交新词语，运用数据分析
法，从其分类、使用频次和年度分布三个方面考察中国近十年以来的外交动向，为读者勾勒出中国外交全
貌，以期让读者更好地了解当前中国的外交形势，并为中国未来的外交实践提供一定的智力支持。本研究
认为，按照领域划分，这些新词语所涉及的外交领域包括总体外交、经济外交、政治外交、军事外交、文
化外交、科技外交和医疗外交等七大领域；根据性质，这些新词语所涉及的外交类型又可分为方针类、方
式类、事件类、成果类、组织/平台类、场所类、色彩类和人物类等八大类型。它们较为真实、客观地反
映了中国近十年以来的外交动向。
【关键词】外交新词语、中国外交动向、《中国语言生活报告》、分类、使用频次、年度分布

华语文汉字学习策略个案研究-以印尼华语文学习者为例
张胜昔　中国华东师范大学国际汉语文化学院
陈信助　台湾中国文化大学教育系

【摘要】对外华语文之汉字习得一直困扰着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与学。若华语文教学伊始就“重听说而
轻汉字”，不仅将形成中高级以上的学习阻力，更达不到语言习得可持续发展的教学效果。本研究针对一
名中高级程度印尼华语学习者的“初级汉字习得历程”进行了个案分析，围绕汉字习得心理认知、脑神经
机制、仲介汉字等理论，剖析形声字之习写、读音、识义三方面的“中介状态”，深度探讨了形声字之“
形义-音”的习得联结难度，说明汉字作为第二书写系统的学习策略，以及具逻辑性有系统的字本位教学
在华语文习得中的重要性。期许研究结果可提供日后相关教学与研究参考使用。
【关键词】字本位理念、汉字心理认知、中介汉字、可持续性发展、个案分析

“错位的称呼”—当代汉语社交称谓语的变异与泛化
张雪  澳门科技大学 

【摘要】汉语中的社交称谓语是汉文化特征的缩影，亦是对中国社会现状的即时反映(Chao1956， 
Gu1990， Wang2003)。无论是对于语言学本体研究，还是对于语言与社会的互动关系研究，该议题都
具有新鲜价值(Brown&Ford1961， Ervin-Tripp1972， Zhang2021)。本文基于真实语料收集与分析，
针对当代汉语中四个新兴社交面称语(social vocative)的使用原则、表意功能、交际效果等维度进行了
深入讨论（分别为：“（小）哥哥/姐姐”、“老师”、“同学”、“家人们”）。研究发现，当代汉语
社交面称词有如下特征：（1）原有亲属称谓用法深入泛化（例如“（小）哥哥/姐姐”）；（2）职业称
谓用法深入泛化（如“老师”）；（3）“错位”称谓语兴起（如“同学”）；（4）网络称谓语变异性

强（如“家人们”）。当代汉语社交称谓语处于全面深入的泛化与变异中，其成因、过程、程度等，都与
语言发展和社会变迁密切相关。
【关键词】称谓语、社交面称、语言泛化、语言变异

“给我+VP”的主观处置功能
章天明  日本小樽商科大学

【摘要】本文主要讨论“给我+VP”结构表主观处置的语义来源，以及“给我+VP”结构 主观处置功能
实现的机制。 第一，“给我+VP”有两种不同的语义特征。表示“请求”的“给我+VP”中的 “给我”
等同于“为我”或“替我”；而表示“命令”义时，“给我”不等于“为、 替、向”等等，“给我”只
表语法意义。 第二，“给我+VP”的主语只能是第二人称代词，或指人称谓词语，或者是 VP 的受事。
VP 应当具有 [+自主]、[+动作]和[-褒义]的语义特征。 第三，通过“给”字句处置义来源的再分析，以及
与“给 X+VP”句式的对比， 分析得出“给我+VP”句式具有主观处置义。 第四，“给我+VP”中“给
我”的语法化成分的性质，以及第一人称代词的介 入，使“给我+VP”的主观性得到实现。
 【关键词】语义关联、结构关联、受益和受损、主观处置

多元智能理论与对外汉语阅读教学研究—以《零食》为例
赵畅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

【摘要】阅读过程包含着反应读者认知过程的丰富材料，是学习者汉语能力高低的重要体现。虽然近些年
汉语阅读教学的研究层出不穷，但是汉语阅读课堂仍存在着学生学习被动的情况，因此其教学策略还有待
进一步的研究。经过对教学理论的研究，多元智能理论从心理学角度研究了人的智力潜能是多元的，而阅
读教学不仅要教授学生语言文字知识和阅读规律，还要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因此， 我们认为， 对
外汉语阅读教学要想达到最佳的效果， 就必须从多元智能理论出发。本文主要结合《零食》一课从智能
理论下的每一个智能元素分析适合的教学策略和具体实践情况，最后经过反思提出多元智能指导下的阅读
课的教学原则，希望能够为阅读教学者提供一定的参考性建议。
【关键词】对外汉语阅读教学、多元智能理论、教学策略

中韩二语教学高阶教材对比与分析
赵莉  南京大学
赵学玲  Seogwipo-si, Jeju-do, Korea

【摘要】本文选取中韩两国用于本国语言国际教育的代表性教材《博雅汉语》（2018-2020）和《首尔大
学韩国语》（2012-2015），就两种教材高级阶段部分在文化主题选择、体裁内容以及训练模式上的异同
加以比较。认为两种教材在结构上都以文化主题来分类编排，并与训练模式紧密结合，但两种教材呈现出
的差异也十分明显。两者之间的差异固然可归因于两国国情、语言、文化特点的不同，但文化视角和文化
意识的不同是最根本的原因。考虑认知规律和文化视角，选择恰当且丰富的文化内容，不仅能够更好地实
现与国际学生的共情和跨文化交际的目的，通过与语言功能的紧密结合，也能够使语言训练获得更好的效
果。
【关键词】二语教学、高阶教材、对比、分析

社会语言学视角下女性群体通称的使用情况分析
郑皓月  中央民族大学

【摘要】称谓是人类社会中体现特定的人在特定的人际关系中关于身份角色的称呼，称谓词语与社会发展
联系非常紧密，在新中国的发展历程中，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乃至与国际社会的关系都将对称谓
词的使用产生影响，并在历时语料库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迹。在语言生活中，女性群体通称使用情况的
相关统计既反映了语言生活的变化又反映了中国妇女的发展状况，本文主要从社会语言学视角出发，观察
女性群体通称的使用情况。分别从历时角度和共时角度出发，分析五四运动以来“女性群体通称”使用情
况的历时变化，分析不同语体下女性群体通称的使用变化，发现人们对女性群体通称“妇女”“女性”“
女人”“女子”语义特征的不同认识影响了人们在不同场合下对女性群体通称的理解和选用。
【关键词】社会语言学、女性、称谓、语义

反义词“前”“后”的平衡与不平衡研究
周欣然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

【摘要】反义词作为一种常见的语言现象在人们的生活中被普遍使用。一般而言，反义词总是成对出现，

形成平衡状态，即一个词与另一个词形式对称但意义相反。然而以“前”、“后”为例，作为现代汉语中
使用频率较高的一对典型反义词，却很少有人在使用时能注意到其背后隐藏的不平衡现象。本文第一、第
二部分均从义项、构词、所构词、使用频率这四个方面展开，分别探析反义词“前”“后”平衡与不平衡
的具体表现，说明两者在平衡中存在着不平衡。接着又从认知、语义、语用、文化四个角度阐述原因，正
是由于“后”的被认知时间更早、语义范畴更大、受语言经济原则影响更多以及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内涵更
丰富，才使其能够拥有更广的使用范畴和更高的使用频率，也因此造成了反义词“前”“后”的不平衡现
象。
【关键词】前、后、平衡、不平衡

整合训诂方法论新探
周雁飞  新加坡新跃社科大学

【摘要】陆宗达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提倡“训诂方法的科学化” 。本文运用肯·威尔伯的”整合理
论”，采用其“四象限五要素”的框架结构梳理审视传统的训诂理论和方法。首先论述了训诂原理与整合
理论的内在关系，在此基础上将训诂学的适用范围与整合理论相结合，阐释其与传统训诂方法之间的深层
关联模式，及其有效性、前瞻性，进而使整合训诂方法不仅具有理性的解析，而且富于实践的可操作性。
本文是实践训诂学与西方阐释学（英语：hermeneutics）接轨的一次尝试，旨在为训诂方法论的现代转
化提供新的激荡和借鉴。
【关键词】训诂学、解释学、整合理论、四象限五要素

普通话句末语气词的句法性质
宗晓哲  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院

【摘要】本文探讨了句末语气词“啊、吧、吗、呢”的句法特征，认为它们超出了狭义的句法范畴，在话
语中具有表达功能和人际交际的价值。首先，从通过与语气副词、标句词“说”的位置对比，可以看出语
气词句法位置很高，独立于所在句子，属于语用层面。从语用角度来看，句末语气词具有明显的程序意义。
“啊”要求听话者参与到会话中，促进话论继续，是“互动标记”。“吧”在句中通过降低话语确信度，
缓和交际双方关系，是“礼貌标记”。“吗”要求话语权发生变化，促使听话者对所提问题进行进一步的
解释，是“问询标记”。“呢”在话语中起到凸显说话者所表达的语义关系的功能，使得话语与语境之间
存在一定的语义联系，是“焦点凸显标记”。
【关键词】句末语气词、话语标记、句法-语用接口

现代汉语周遍性主语中周遍义的形成原因
左思民  高丽大学中文系 /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  

【摘要】本文探讨了现代汉语六种周遍性主语中周遍义的形成原因。结论如下：在任指疑问类周遍性主语
句如“谁都认识”中，主语的周遍义是经由疑问代词的任指用法而获得的“全域义”。在含数词“一”的
周遍性主语句如“她一点道理也不懂”中，主语的周遍义依托梯级义经语用推理而得，并且只允许从否定
极小量达到否定全量的推理。在列举类周遍性主语句如“老王粤菜也吃过，川菜也吃过，鲁菜也吃过，浙
菜也吃过，中国八大菜系的菜都吃过”中，主语的周遍义并非列举的产物，而由最末的总括分句直接表达。
在物量词重叠类周遍性主语句如“家家都用上了煤气炉”中，主语的周遍义源于物量词重叠式所具的“每
一”意义。在含“全部”等词的周遍性主语句如“全部（都）得参加会议”中，以及含“每”等词的周遍
性主语句如“每个人（都）很认真”中，主语所含的周遍义由充当句子主语的词语直接表达。
【关键词】周遍性主语、任指、语义、语用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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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论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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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论坛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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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论文摘要

试析因果连词“因而”“从而”“故而”
安美璇  北京师范大学

【摘要】“因而”“从而”与“故而”是表示因果关系的一组连词。经考察发现，三个词的生成方式均属
于跨层结构的词汇化，源头可以追溯到先秦文献语言。古代汉语句法结构模式的弱化和消失是促成三者词
汇化的重要动因，因此立足于古代汉语，结合词素“从”“因”“故”的词义及特点，考察并解释连词“
因而”“从而”“故而”在现代汉语中存在的使用差异，可以得到三者的区别特征。具体表现为：“因而
”强调因果之间的联系，依据前者推测出后者，后者可以是有所依据的推论；“从而”强调两个事件的发
生存在先后顺序，表达因果关系时，需要首先在语境上满足因果逻辑，通常更强调结果；“故而”所连接
的“原因”与“结果”均是已经发生的既定事实或客观存在的现实情况及惯例，通常更强调引出结果，但
也关注对原因的追溯。
【关键词】因果连词、词义特点、区别特征

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口语流利性评价指标效度研究
鲍杰 北京语言大学
 
【摘要】口语流利性是衡量二语学习者口语水平的重要标准，然而学界对于是否有必要从多个维度对其展
开评价尚没有明确的回答。研究以78份韩国汉语学习者的HSK口语测试录音为研究对象，以专家评分作为
参照，从时间、表达、语言（包括句法、词汇、语音）三个维度选取24项指标作为评价依据，来考察各
项指标对考生口语流利水平评价的效度。研究结果表明（1）所选取的指标中，与口语流利成绩相关的指
标共13项，可以解释口语流利成绩74.4%的方差；（2）在13项指标中，有5项时间维度指标、2项表达维
度指标和5项语言维度指标（句法指标1项、词汇指标4项）能够区分考生的口语流利水平。以上结果说明
在对汉语学习者的口语流利性进行评价时，有必要提取多维度特征。
【关键词】口语流利性、评价维度、指标效度、韩国汉语学习者

潮汕方言陈述语气词“哗（还）”的用法及其语法化
陈楷森  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摘要】在潮汕方言中，“哗[hũã33]”是表示确认某个事实的陈述语气词，由“哗”所构成的“VP哗
[hũã33]”可根据语境还原为“VP1□[hũã33]VP2”，还原式中“□[hũã33]”这个语音形式不再能分
析为语气词“哗[hũã33]”，而应分析为副词“还[hũã33]”。文章在考察语气词“哗”和副词“还”的
基础上，指出语气词“哗”的本字是“还”，语气词“还”由副词“还”语法化而来，其“确认”义来源
于副词“还”的“延续”义，虚化环境是根据语境省略了VP2从而使副词“还”处于句末位置的“ V P 1
还 ” 。 这 种 确 认 功 能 在 语 用 类 推 的 作 用 下 ， 最 终 固 化 为 语 气 词 “ 还 ” 的 语 法 意 义 。
【关键词】哗、还、语气词、潮汕方言

湖南平江赣语能愿动词“要”的脱落及长音现象考察
陈山青  邹珊珊 湘潭大学
 
【摘要】湖南平江赣语能愿动词“要”在语流中可脱落，使前音节读音补偿性加长，从而形成“脱落→长
音”音义互动现象。除了单一脱落外，“要”还可与副词“也”形成双重和选择性脱落。实验语音分析显
示，长音具体表现为音节的主要元音发音明显加长，声调调值变为[原调值+4]，声母不发生改变。语言经
济原则和韵律法则是该现象形成的动因和机制。能愿动词“要”的脱落代表了汉语音节脱落的一种类型，
提供了一种句法创新的途径。   
【关键词】能愿动词、要、脱落、长音、音义互动、韵律法则

中国古诗与其印尼语译文比较研究——以唐诗的韵律问题为中心
陈衍宏(Clement Tanaka) 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摘要】经过调查发现，目前中国古典诗词的印尼语译本数量不多，此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印尼上世纪
50年代至90年代的“禁华”政策所影响。诗歌翻译主张“三美论”，韵律是诗歌创作的重要因素之一，
韵律的转译应当被重视。本文梳理约有7种唐诗印尼语译本之后，发现周福源译文尤其重视“音美”部分。
本文根据译文的用韵情况与印尼古代诗歌类型进行对照，将周福源译文分为五种类型。然而，受到语言差
异的影响，多数诗作经过翻译后，在词语数量方面难以呈现形式上的一致，仅有少数情况或巧合原因达到

词数相同，如《十五夜望月寄杜郎中》原文与译文均有7个字（汉）、7个词（印尼），此现象或许为周
氏无法满足押同韵情况之下，对字数采取了一定的“补救”措施。最后，为了提高中印尼韵文作品翻译的
水平，本文提出了从宏观及微观层面的相关建议。
【关键词】唐诗、韵律、印尼语译本、比较

字本位理念之华语文教育生态系统教学效能分析
陈信助  台湾中国文化大学
张胜昔  中国华东师范大学

【摘要】本研究依据差异化教学与适性化教学理论探讨华语文教学生态系统中「字本位 理念」的教学效
能的重要性。透过台湾某大学华语文中心的初级华语文课程进行实验研 究。本研究采用开放式行动研究
法，辅以文献资料分析法、经验总结法和调查访谈法。研究过程包括「计画-实施-观察-反思」四大环节，
首先依据学习者背景之差异与需求， 适度安排（调适）总体教学方案及课程；再透过华语文「听、说、读、
写」并重的「综 合教学法」推进新的班级经营，以字本位理念及教育生态系统为基础重新设计和安排课 程；
然后依据学习者对课堂教学环节的感知进行反思与检讨，进行行动研究。研究结将提供对外华语文教学与
研究参考使用。
【关键词】差异化教学、适性化教学、字本位、教育生态系统、综合教学法

六何法的教学局限及其对策
龚成 王娟 郑文佩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六何法”能帮助学生快速找出文章的主要信息，经常被用在阅读教学中。很多教师在写作教学
中也常使用六何法指导学生构思，列出写作大纲。六何法在阅读教学中的优点较为明显，但在写作教学中，
却有其教学方面的局限。因为使用六何法进行选材，其实只是对选材信息进行罗列的手段，它是选材的结
果，而并不是选材的方法。至于如何确定“六何”中的诸多信息，为什么是此信息而不是彼信息，正是学
生特别需要得到辅导和训练的地方。而这个思维的过程，较少在课堂教学中得到显性训练。本文以写人和
写事的记叙文为例，通过思维过程的角度分析六何法在写作选材上的局限和不足，并尝试提出相应的解决
办法，帮助学生利用六何法进行最优选材。
【关键词】六何法、写作教学、教学局限、对策

法汉翻译中的名动词类转换
成萌 法国索邦大学

【摘要】词类转换是 J.-P.Vinay 和 J.Darbelnet (1958) 在《法语与英语文体学对比》中，通过对法英
文本的比较分析，提出的翻译主要手段之一：“ 在不改变信息含义的前提下，一种词类替换另一种词类
的过程。”由于法语与汉语在词汇和语法功能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在翻译实践中，译者往往采用该手段使
翻译变得更精准地道。该研究将基于对法国文学作品《红与黑》原文与三个中文译本的对比而进行词类转
换的相关分析。本文中我们将主要介绍在法汉翻译中出现的法语名词转换为汉语动词的现象。比如，法语
中紧随时间介词的动作名词常转换为汉语动词；又如，法语时间名词后的动作名词或情感名词可转换为汉
语动词，等等。通过对比，我们将发现汉语更习惯于用动词来表达时间含义。
【关键词】 词类转换、 法汉翻译、名词、动词。

中韩小说的机器翻译与人工翻译对比—以中国当代代表作家余华的作品为例
崔贤植 上海商学院

【摘要】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飞跃发展，神经机器翻译取得了巨大进展。机器翻译能否取代人工翻译？机
器翻译能否翻译小说？以上议题已成为翻译学界的热门话题。本文以中国当代先锋派代表作家余华作品的
韩译实例，选用中韩两国具有代表性的机器翻译引擎百度翻译和Papago，从文化负载词、长难句、超
句翻译单位等层面对比分析机器翻译和人工翻译，探讨机器翻译存在的问题以及前景展望。
【关键词】机器翻译、人工翻译、中译韩、小说

基于语料库的对外汉语同义词辨析—以“一定”和 “肯定”为例
崔香兰·朴兴洙  韩国外国语大学
 
【摘要】本文希望通过语料库的实证研究，探索出同义词“一定”和“肯定”的异同点和搭配对象的互补
性，以更好地理解并使用。 一般的同义词辨析大都通过字典等工具，依靠直觉经验和内省的方式。虽然

字典具有权威性，但仅仅依靠字典来辨析同义词存在许多不足之处。大型语料库以及先进的检索工具以其
特有的优势为同义词辨析提供了新的方法。本文基于先进的北京语言大学大数据与语言教育研究所的
BCC语料库，采用定量和定性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以同义词“一定”和“肯定”为例，分别从语域
分布、类联接、搭配特征及语义韵方面进行了同义词辨析的实证研究。 综上所诉，本文立足于对外汉语
教学视角，旨在探讨如何帮助学习者更加直观、有效的辨析近义词“一定”和“肯定”。尽管在内容上还
有许多不足之处，但仍然希望可以为汉语同义词教学提供一个可参考的依据。 
【关键词】 同义词、对外汉语教学、语料库、词语搭配、类联接

《岳麓书院藏秦简（伍）》部分字词研读
高婷婷  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

【摘要】《岳麓书院藏秦简（伍）》包含秦代大量律令档案材料，内容丰富，史料价值 高。本文提出五
则字词释读、断句意见，如简 131-132“劾”如字读、“失道” 当指偏离目的地、“回留”应断读开；
里耶秦简 8-777 号简当断读作“从人论、 报、择（释）免归致书具此中。”“简 163“私属免婢”当断
读开；简 199“率” 有劝勉之意；简 225“均”读为“徇”，巡视之意等。以期进一步疏通文义，为 学
界后续利用该文本提供便利。 
【关键词】岳麓秦简、字词释读、断句

语法训诂浅议：基于三个平面的“新描写”
高扬 浙江财经大学

【摘要】利用语法进行训诂实践最为关键的一步，是对疑难词句进行细致的结构描写。传统结构主义成熟
的描写方法的确解决了大量的问题，但是古代汉语，尤其是上古汉语作为一种综合性倾向的语言，存在大
量同形异构、一种形式表示多种功能、多种结构表示一种功能的现象，传统成分分析的方法在描写时还是
显得捉襟见肘。想要精准的描写就必须高度重视语言学理论工具，将不冲突的理论加以融合，将解释与描
写加以统一。因此我们的主张是：语法训诂应该基于古代汉语综合性的倾向，充分利用语言学理论，以考
察分布为核心，剥离语言外证据，根据需要在语法、语义、语用三个平面展开研究，在描写中加深解释，
在解释中深化描写，从而对待考词句的显性和隐性结构都做出最细致的描写，进而考察句例分布，求得达
诂。如在语法层面，除了关注最表层的成分组合外，也应该注意到，长期被忽略的汉语韵律，实质上就具
有形态的功能，利用这一形态，可以很好地解释一些传统结构语言学无法解释的问题，进而对结构做出精
细描写，解决争议。再如语义层面，上古汉语缺少形态变化，其他语法形式也比较隐蔽，位于深层的语义
层面研究涉及到语义特征、语义指向、义素分析、语义场等。如能充分利用，则可通过充分解释，对结构
做更准确的描写。而语用理论，可以帮助解决句与句之间的问题，适合处理一些重复、句读争议；而鉴于
语言普遍存在的语用诱发机制，这个层面的研究更是在描写时不能或缺的。
【关键词】语法、训诂、新描写主义、解释

皖北中原官话区淮北方言的疑问句
郭迪迪  郭辉  亳州学院中文

【摘要】“淮北”指安徽省北部的淮北市，辖相山、烈山、杜集三区和濉溪一县。按《中国语言地图集》
（2012）的分区，三区和濉溪分属中原官话徐淮片及商阜片。淮北方言疑问句有是非句、特指句、选择
问、反复问句四类。是非问是在陈述句末尾加上扬的语调“↗”表疑问。特指问常在句中用“啥子、咋的、
咋着、哪来”等代词作疑问点，要求对方就疑问点作出回答。选择句常用“是/ｖｐ还是ＶＰ”的选择格式作
疑问的焦点，句末常用语气词“昂”。文章主要描写分析了淮北方言的“可ＶＰ、ＶＰ不/没ＶＰ、ＶＰ
不(啵)/没有”三种形式的反复问句，并讨论了“ＫＶＰ、ＶＰ－neg、ＶＰ－neg－VP”的历史层次及
“可ＶＰ、还ＶＰ”的来源。
【关键词】皖北中原官话、淮北方言、疑问句

欧化影响下表范围限定的方位结构“NP抽象上”
郝锐  首都师范大学

【摘要】受欧化影响，早期现代汉语中表范围限定的方位结构“NP抽象上”集中大量出现。新中国成立
以来中期现代汉语中这一结构呈现新的发展态势。使用方面，表范围限定的“NP抽象上”成员有增有减、
有“潜”有“显”，但“增”和“显”是主流，既有量的增，也有类的显。语法功能方面，早期现代汉语
中“NP抽象上”可以充当状语、定语、补语，中期以来则发展出了“句首修饰语”的功能。具有人际功
能的“NP抽象上”成员正是从做句首修饰语的位置上进一步转变而来，且逐渐发展出全句评注、传信和
情态、衔接连贯以及焦点凸显等功能。

【关键词】欧化、NP抽象上、历时演变、表达功能

华语综艺节目对新加坡华族学生之影响的调查—以南洋理工大学为例
洪玮嬣  许润芳  南洋理工大学

【摘要】随着新媒体覆盖面的不断扩大和华语综艺质量的逐步提高，两岸三地和新马的华族年轻人对综艺
节目的关注度不断上升，由于没有语言壁垒、更新及时、内容有趣、种类丰富，新加坡华族青年大多对华
语综艺节目有所了解，部分学生更成为了资深观众。本文通过对本地华族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掌握其观
看华语综艺节目的频率、动机和偏好，两岸三地及本地华语最受欢迎节目的播放渠道、类型、主题、播放
平台和制作地点，华语综艺及相关对新加坡华族大学生华语使用水平、文化素养等方面产生的影响，了解
大学生在观看过程中感受到的文化、思维差异及对节目内容制作方向的期待，总结华语综艺对华族大学生
的影响及其走向华语中圈的可改进之处，为两岸三地及新加坡本土华语综艺节目发展方向提供参考，探讨
综艺节目等文化项目应用于汉语国际教育的可能性。
【关键词】汉语国际教育 综艺节目 华语 口语教学

短视频技术应用于听障初中生汉语教学的研究
洪臻颖  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 

【摘要】媒体技术极大地促进了短视频内容的发展与传播，短视频也成为了前者最常见的应用领域之一，
为身处不同行业的受众提供了信息输出和接收的渠道。而短视频的普及恰恰赋予了听障学生群体公平地接
受信息的机会。目前，以短视频为媒介，对听障学生进行汉语教学的研究仍有较大的发展空间。由于先天
或后天的身体缺陷和特殊的成长经历，听障学生常常会产生严重的自我封闭心态和对陌生环境的抵触心理，
又因与社会接触机会较少，自然地落于信息传输通道的末端。因此，只有将语言与技术二者有效地融合，听
障学生才能在汉语学习的道路上缩短与健全学生间的差距，且逐步实现“信息平权”。本文将以听障初中学
生的汉语学习过程为研究对象，依据认知语言学的相关理论，通过对听障学生的语言获得过程进行语境依赖
方面的研究，提出短视频应用软件参与其汉语习得的改进方案。
【关键词】听障学生、汉语教学、短视频 语境依赖

从康德的文学艺术理论看阅读在提高华文作为第二语言学习的学习兴趣中的作用
黄婉玉  林进展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新加坡以英语为通用语言，学生的华文学习缺乏足够的语言环境和学习动机。华文作为第二语言
的社会地位既定，其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不足的情况既定，仅依靠功利性动机注定无法引起学生学习华文
的足够动力，需要一个非功利性方法来提高学生学习华文的兴趣。康德在其美学理论中提出，由审美判断
所产生的愉悦是无功利性的、无任何利害关系的愉悦。审美活动是一种非功利性的、无利害关系的活动。
他认为阅读是最高级的审美活动，具有审美活动无功利、无利害关系的本质特点，是符合人的自由本质的
最高级的活动。由此看来，阅读是一种无功利性的活动，能够产生普遍的愉悦感受，可以用来提高学生学
习华文的兴趣。而若要阅读能够担当引起学生学习华文兴趣的重任，则需要让华文阅读回归阅读的审美本
质。
【关键词】第二语言学习、无功利性、阅读、学习兴趣

华文写作：微视频的运用策略再探
黄易亭  张水福  郭兰花   新加坡国家初级学院
张曦姗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中学低年级的学生在记叙文写作的内容上总是千篇一律，主题不够鲜明，详略不当，更严重的是
内容缺乏逻辑性，情节不合理。因此，研究团队希望通过微视频帮助学生“乐于用华文作书面表达，能感
受写作的乐趣，丰富写作内容”。微视频教学模式从观看微视频开始，过后通过提问，在科技平台上让学
生思考与分析，同侪间针对视频进行讨论，并和老师一起总结视频内容的主题、人物形象等技能，经过这
一系列的思考与讨论，教师才给出对应的作文题目。这项研究已在本院连续进行了两年（2020-2021），
今年我们以137名低年级学生为研究对象，再优化教学策略，希望持续为中学低年级写作教学提供一个简
易、操作性强的教学方法，以提升学生的写作能力，并加强学生写作的信心。
【关键词】华文写作、微视频、中学低年级
 

汉语二语者动名搭配习得研究
姜晓欣 北京语言大学

【摘要】本文将从研究内容、研究语料、研究结果三部分概述论文内容，具体如下。 一、研究内容 通过
动名搭配中名词宾语的语义类别、错误搭配的类型分布、不同母语背景 二语者动名搭配产出量三个维度
考察二语者与母语者、不同母语背景二语者（日 语、韩语、维吾尔语）HSK 作文中产出的动名搭配是否
存在差异。 二、研究语料 二语者语料我们选取了 2010 年 10 月 HSK 考试作文 90 篇，其中，韩国、日 本、
中国维吾尔族二语者作文各 30 篇。母语者语料是高三及其以上学历的汉语 母语者按照 HSK 作文考试要
求写的同题作文，共 30 篇。 三、研究结果 1、动名搭配中宾语对语义角色的优先选择关系是“受事>对
象>等同>致使> 结果”，二语者与母语者动宾语义类型选择顺序基本相同。 2、动词误用占偏误总数的一
半，是主要的偏误类型。 3、日本二语者与韩国二语者产出正确搭配的比率不存在显著性差异，产出 搭
配总量最多、错误搭配数量最少的是维吾尔族二语者。
【关键词】汉语二语者、书面语、动名搭配

汉语学习者常见的母语负迁移及教学对策
蒋一鸣  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

【摘要】以英语为母语的汉语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常常会受到母语的干扰，这种现象被称为“母语负迁
移”。因英语和汉语具有明显差异，以及学习者受母语思维的影响，“母语负迁移”现象在以英语为母语
的汉语学习者群体中屡屡发生，且有一定的规律性和同质性。研究母语负迁移有助于发现汉语学习的重难
点，指导教师更有针对性地开展汉语教学，从而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增强学生的动力和信心。过往文献
和本项研究显示，常见的母语负迁移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语音、词汇、句法、书写系统及文化背景。本
项研究将对以上五方面进行详细介绍和说明，并提供如下三点教学对策，以减轻母语负迁移对中文学习的
影响：归纳常见错误点并提供配套练习；营造“沉浸式”汉语学习环境；保持耐心并鼓励学生从错误中学
习。
【关键词】母语负迁移、汉语学习、教学对策

韩中后缀“X家”的语义研究 
金梅 ·朴兴洙   韩国外国语大学

【摘要】汉字和汉语最早在商末周初就被箕子传播到了‘朝鲜’， 汉语教学在韩半岛的历史源远流长。
作为汉字文化圈和儒家文化圈的国家，韩国对汉字、汉语和汉文化一直有较强的认同感。 韩国是大约从
公元600年开始，借用相当于汉语中高音的语音和文字。在韩语词语当中汉字词所占比例相当高， 虽然《
训民正音》（1446年）颁布之后， 韩国有了自己的文字， 汉字词的使用早己深入人心。韩语中的汉字词
大多保留唐宋时期的中古音韵， 书写上基本采用繁体字， 因此，韩国是最早接触和吸收汉字汉文化进行
汉语教育的国家。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不管是国家层面还是民间，韩国一直保持着汉语教育的传统。本
文研究的是汉语和韩语中共同使用的后缀“X家”（“X가”）的语义对比，特别是着眼于它的语义特性，
阐明意义差异为研究目的。韩中 “X家”的语义可分为同义，转移，变异的关系。笔者以类后缀“X家”
的语义特征、语用特征等方面来浅析“X家”词缀化产生的原因。韩中两国同处“汉字文化圈”之中，有
着密切的联系。第二语言的习得离不开牢固的第一语言基础。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研究已经成为一门独立的
学科，研究日益精深。各国的汉语学习者，在自身文化特点的影响下，对汉语语言的习得、难易把握、也
有着不同特点。其语言的共性及个性更有着不同于其他的特点，这为中韩语言研究提供了必要性，也为对
韩国的汉语学习者的研究提供了必要性。第一语言对第二语言的影响和干扰，所以常常会使第二语言的学
习者自觉不自觉地要以第一语言为标准来套用所学的语言，因此产生“对等”意识和偏误现象。希望中韩
共同使用的后缀“X家”的语义对比研究，对中韩之间跨语言跨文化研究的引玉之砖。
【关键词】 “X家”、类后缀、语义差异、韩国汉语学习者.

明末西班牙传教士菲律宾漳州闽南话教材古今韵母分合考辨 —以《汉语语法：漳州话语言艺术》（1620）
西班牙巴塞罗那图书馆善本为例
金美  中国厦门大学

【摘要】本文以在菲律宾马尼拉传教的西班牙道明会（又称“多明我会”）传教士撰写于1620年的教材
《汉语语法：漳州话语言艺术》（下文简称“漳州语艺”）西班牙巴塞罗那大学图书馆善本漳州闽南语为
例，对比考察今漳州话（下文简称“今漳州话”）与《广韵》音系韵母（每字所属韵摄开合等次及声调用
小字号标注于每字右下角），查考辨正明末菲律宾漳州闽南话与今闽南话韵母古今分合的历史音变遗存，
颇有启示意义． 
【关键词】 明末西班牙传教士、菲律宾漳州闽南话教材、古今韵母分合

跨语言视角下汉语结束义动词的语法化研究
景高娃  浙江外国语学院 

【摘要】本文采用共时和历时相结合的方法，对汉语结束义动词的语法化过程进行分析，并借鉴语义地图
的方法，描绘结束义动词的多功能性。事件连接功能的产生是结束义动词语法化非常重要的一环，符合类
型学结束义动词语法化的一般路径。在共时平面上，对方言中的结束义动词的关注还不足。“罢”在普通
话中已很少使用，但保留在豫北方言中，进一步虚化，并扩展出表达经历的用法。从跨方言或跨语言的角
度来看，汉语方言和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语言中的结束义动词有相似的从完结到经历的扩展路径。已见报
道的境外语言的结束义动词可以表达“以后”“已经”“完结”“接续”“过去”“完成体”等多种功能。
汉语结束义动词向完成体甚至经历体方向发展，体现了类型学的共性。
【关键词】结束义动词、多功能性、语法化、经历体

认知视域下韩国学生能性述补结构的习得研究
雷婷  中山大学 

【摘要】能性述补结构一般是指“V得/不C”结构，是汉语的一种特殊句法结构，该结构的使用条件相对
比较复杂，在韩语中没有完全相同的对应形式，因此韩国学生在使用该结构的时候常常出现各种偏误。传
统的“V得/不C”结构教学主要偏重于结构形式的描述，学习者虽然能记住能“V得/不C”的结构形式，
但是能准确理解把握并有意识地正确使用该结构的学习者却不多。本文尝试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对能性述
补结构“V得/不C”进行习得和认知研究，试图探索出能性述补结构“V得/不C”的认知加工机制，并以
此为依据帮助对外汉语教师找到更为科学有效的教学策略。
【关键词】能性述补结构、二语习得、认知研究、汉语教学

新马地区私会党的行业隐秘语
李国樑  新加坡独立民间文史研究员、民间文史顾问

【摘要】新马的华人帮会源自中国清朝的天地会，殖民地政府称之为secret society（私会党）。虽然一
些私会党员曾经回国反清，大体上私会党的本质已演变成通过武力争夺地盘，以新客与黄赌毒为主要营收
的社会罪案源头。19世纪末，新加坡私会党被令“解散”后，成立以洪门“廿一”为根基的“天地人神”
派系，行语亦趋向本土化，例如“平中”和“崩角”两大主流招纳新丁时都会“做大戏”和“布袋戏”，
急功好利的私会党老大则“去角”；私会党内部职位有426、415、49等，民间形容“08、24、369，敌
不过999（警方号码）”；一旦“风来了”最好马上把“白鱼”藏起来。此外，“开台”跑码头必须以《
五祖船》对诗，跟“水”相关的隐语甚至通俗化，成为民间方言惯用的俚语。 
【关键词】新加坡、天地会、私会党、行语

关于华文实时在线课堂互动技巧的思考
李静  范静哗博士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COVID-19的疫情导致许多青少年的学习场域从传统的同一物理空间的课堂转到虚拟空间的实时
在线课堂，实时在线教学的互动环境的改变也导致传统的师生互动条件发生了变化。当教师和学生分散在
各自的生活空间，在共享的虚拟学习空间中师生的互动与传统课堂相比，相对缺少非言语交流，这对学习
者的投入和注意保持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教师需要进行专门调整才能发挥在线教学的效果。本文从青少年
心理学的角度探讨注意力及其与在线学习的关系，进而分析在线课堂中的常见任务，并总结在线教学中的
一些互动技巧，目的在于通过形成良好师生关系、积极的学习氛围来加强课堂互动，为学习者赋能。文中
总结的互动技巧主要包括：1.激发学习动机的互动技巧，如提问、反馈、非言语交流等；2.教学过程策略
的互动技巧，如明确学习任务、设计话题以及任务导向教学等；3.差异化教学策略的互动技巧，如应用资
讯科技支持差异化教学、组织统筹课堂中的互动。
【关键词】在线课堂、非言语交流、青少年学习心理、在线互动

关于强调数量“就”的重音形式
李美京 韩国大邱大学
            
【摘要】本文主要以声学的方式针对既可强调数量多又可强调数量少的副词“就” 进行的研究。前人对
此研究已经很多如，在句法、语用、语义演变、语义指向、主观量等方面，但在韵律方面的研究却很少，
且几乎都靠语感来判断“就”是重读还是轻读。本文要对“就”的本体研究与韩汉对比研究同步进行，考
察在有无“就”的单量式结构中重音形式有何区别，还要看中国人和韩国人对“就”句子的音长和音高有
何不同。实验材料选择了《现代汉语八百词》，《现代汉语虚词词典》中的例句及自己调整的例句，一共
20个句子。实验对象为中国人3名，韩国人3名，各读三遍。分析对象一共为360（20*3*6=360）个句子，
57，600（20*160*3*6=57，600）个音节。本文要分析句中有无副词“就”的两种情况下，句中音长和
音高的不同。研究结果大体如下，第一，通过分析音长和音高来看，句中有无“就”时，重音位置有所不

同，没有“就”时，重音放在句末数量单位上，并且各音节的音长相差不大。强调少量时重音既可在“就”
上，也可在“就”后的数量单位上；强调大量时，重音放在“就”前。第二，韩国人不管副词“就”在哪
儿，一般都把重音放在数字上，有些人把它放在动词上。可见，韩国人对句中出现强调数量的副词“就”
的重音格式不太了解。第三，韩国人的每个音节音长区别不大，而重音的表现不太凸显。
【关键词】重音、 副词“就”、音长、音高

东南亚华语早期词汇发展变化研究
李权  北京师范大学

【摘要】本文以《叻报》《新国民日报》为研究对象，分别选取1917-1920（本文称之为“前期”）和
1930年前后（本文称之为“后期”）的等量本地新闻语料进行两点间的词汇比较，主要有以下两点变化：
第一，文言形式减少，白话形式增加。早期华语的语言风格可归纳为“文白相融”，即尚古的文言词和通
俗的白话词并存共用。对比前后期，文言形式有所减少，白话形式有所增加，体现出文言向白话的过渡特
点。第二，由不稳定趋于稳定。表现为如下语言事实：其一是同义形式的选择，如同素异序词，其二是异
形词的选择，包括自源和他源两类。它们均表现出前期词形丰富，且频次相近，后期出现了主要词形的变
化。以上几种变化主要受以下三种因素的影响：其一，早期国语的影响；其二，东南亚本土因素的影响；
其三，外语的影响。从“史”的角度来看，应该将共时和历时的研究思路相结合，多角度考察影响华语发
展变化的因素。
【关键词】东南亚华语、叻报、新国民日报、词汇

基于网络技术支持下韩国高校汉语教育现状
李秀彬 韩国仁荷大学/中国天津师范大学

【摘要】随着网络技术的普及，不受时空限制可以展开汉语教育。在疫情情况下，多数韩国高校采取了基
于网络技术支持下的远程汉语教育。本研究主要考察对象为20所韩国重点高校的汉语教育现状，主要考
察范围为韩国政府的官方文件、高校常用的LMS系统，K-MOOC平台、KOCW高校资源共享平台、高校
的OCW平台、高校官方网站进行了考察。考察得知，1）汉语与其他外语相比，韩国政府对汉语教育方
面的支持力度变化不大，可说明为韩国政府重视汉语教育。2）韩国高校利用LMS系统开展混合式学习以
及远程教育提高汉语课堂教学的绩效。3）通过K-MOOC管理实施策划可以看出，韩国政府重视基于网
络技术支持下的远程教育，以及远程教育有着一定的意义。本文进行了基于LMS系统支持下的汉语课堂教
学设计。LMS系统可以实现以学习者为中心的课堂教学，又可以减少教师的备课时间。基于LMS系统的汉
语课堂教学可以分为三大环节开展不同的教学活动。1）课前环节主要进行资源学习，比如：教师把教学
资源上传到LMS系统让学习者进行自学。2）课中环节可以点击远程会议（ZOOM与谷歌会议）开展远程
教育。3）课后环节利用LMS系统上的练习，考察学习者的掌握度。4)学生互动方面，LMS系统上教师创
建小组之后，不仅可以进行生生互动，还可以线上会议当中可以进行师生讨论。本文的研究工作可以为对
韩国汉语教育的信息化与汉语教学改革工作提供参考并借鉴。
【关键词】汉语教育 、系统

混合式学习模式运用于文学教学的设计与实践—以H2华文与文学小说教学为例
李志元  新加坡莱佛士书院（高中部）
张曦姗  南洋理工大学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随着数码科技的普及，课堂的教学形态及学生的学习方式也有了巨大的改变。混合式学习模式便
是其中一大教育趋势。学生在选读H2华文与文学这门课前，较少接触过文学作品，也缺乏深入分析文本
的能力。因此，如何带领学生深入分析课程中的所有作品，并教授学生分析文本的能力便成了一大教学难
点。本文试图以H2华文与文学课程下的小说教学为例，探究如何将混合式学习模式运用于文学教学上。
首先，本文将介绍研究背景与对象，并阐述新加坡混合式学习模式的概念和理论依据。接着说明运用混合
式学习模式于小说教学上的实践过程。最后，本文通过学生调查问卷、聚焦访谈及教师观察来检视教学设
计与实践的成效，再反思教学过程中所面对的挑战。
【关键词】混合式学习模式、H2华文与文学、小说教学

“年老”对新加坡华族年长病患意味着什么？—以医患门诊会话中的“年老”为例
林鼎勋   林尔嵘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摘要】在公共医院的门诊互动中，时而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一些年长患者会在话语中向医生标榜自己“
年老”的身份，如：“这么老了”、“我岁数有了”、“八十七岁了啦”等等。我们发现，这些以话语标
识自己或他人的“年老”身份不只是单纯的在传达信息。实际上，在不同的会话序列环境中，以话语标识

“年老”作为会话行为能达到不同的话语作用。以新加坡某一家医院的门诊语料为例，我们结合会话分析
（Conversation Analysis）方法与身份类属机制（Membership Categorization Device）的视角，
探讨“年老”这一身份类属在门诊互动中的作用。研究显示，一些华族年长患者会向医生标榜自己“年老”
的身份，以完成特定的话语行为，包括：一、合理化自己的病症；二、拒绝医生的医疗建议；三、辩解自
己身体功能的缺失。通过分析这些年长患者标识“年老”身份类属的互动序列及相关的会话行为，我们旨
在揭示新加坡华族年长患者对于“年老”这样一种身份标签的观念及认识，说明身份类属机制是如何搭建
起交互双方对话语的理解，也为医患沟通研究带来新的启发。
【关键词】会话分析、互动语言学、身份类属机制、年老

维吾尔语、西部裕固语颜色词文化内涵对比研究—以“黑”“白”为例
林雅琛   中央民族大学

【摘要】本文总结对比维吾尔语和西部裕固语“qɑrɑ/�ɑrɑ黑”“ɑq/ɑq白”的义项发现，两种语言“
黑色”既含褒义也含贬义，均有伟大、尊贵、有力、程度深、粗糙、无知、坏、反面的和孝服等义。但维
吾尔族接受了汉族“黑色”代表非法、秘密的认识。维吾尔族和西部裕固族都认为“白色”代表吉祥、善
良。西部裕固语“白色”可指所有奶制品和非宗教职业者，维吾尔族受到其他民族影响，借入了白色“落
后、反动”等贬义。并从社会生产实践、宗教信仰、风俗习惯三方面讨论“黑”“白”文化内涵的异同原
因。
【关键词】维吾尔语；西部裕固语；“黑”“白”颜色词；文化内涵对比

试论对外汉语教材中的拼音教学设计及拼音对教学的辅助作用—以《博雅汉语（第二版）》为例
刘迪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

【摘要】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开始学习汉语，各种对外汉语教材层出不穷。语音教学在语言学习初
期有着重要意义，对于汉语来说，拼音教学是发展其他语言技能的基础。教材是教学的依据，一些对外汉
语教材中对拼音教学的设计缺少科学性和系统性，并且没有较好的利用拼音辅助之后的技能教学。本文共
有五章，以《博雅汉语（第二版）》九册书为研究对象，分别从研究目的和意义、拼音教学设计、拼音练
习安排、拼音辅助其他语言技能教学、研究结论等方面展开论述。《博雅汉语（第二版）》总体而言在拼
音教学方面较为完善，但在发音方法教学和拼音练习方面仍可提升。本文详细分析了教材中拼音部分的优
劣利弊，希望能为其他对外汉语教材的编写完善提供思路，提高对外汉语教学的质量。
【关键词】对外汉语、拼音教学、教材设计

台湾“国语”新义新用的“杀”
刘吉力  长沙师范学院文学院  

【摘要】台湾“国语”的“杀”动形兼备，以动为主，辅以形容词用法。形容词“杀”主要有“狠/酷/低”
三个义项，各义项来源不同；历时考察“杀”，呈现由升到降的发展态势，义项由单到多再到以“低”义
为主，“杀”的发展演变有其内外部原因；对比其他多个华语社区，台湾“杀”与其形成有无之别的新生
差异。新义新用的“杀”充分体现了台湾“国语”的变异性及独特性，因此是研究其最新发展演变的典型
案例之一。
【关键词】台湾“国语”、“杀”、形容词、变异

更好地与文献对话：留学生学位论文转述结构考察与教学
刘锐  澳门大学

【摘要】学术写作中，引用是与已有研究建立联系、创建自身研究空间的重要方式（Swales， 1990）。
因此需要大量地使用诸如“某某发现/认为”、“在某某看来”这类转述结构。学术英语（EAP）研究表
明，二语学习者在掌握转述结构上存在相当的困难（Neff et al. 2003；陈建林，2011）。本研究旨在考
察汉语二语者的学位论文中转述结构的使用情况。本研究从CNKI硕士学位论文库中随机选取了13篇留学
生用汉语撰写的学位论文作为考察对象。由于引用通常集中地出现在文献综述部分，因此考察的重点放在
论文的“研究综述/研究现状/文献综述”部分。我们使用Liu & Wang（2019）的分类体系对转述结构进
行了标注。结果显示，留学生学位论文中使用最多的是过程性转述，其次是话语性转述，最少是发现性转
述、认知性转述。对比成熟写作者的论文（刘锐、黄启庆、王珊， 2021），留学生过度使用过程性转述，
而发现性转述、话语性转述的使用比例偏低。结合不同转述结构的功能来看，留学生在引用中主要关注的
是研究对象、方法，而对结论、成果、作者的观点缺乏足够的讨论和分析。此外还存在以下问题：转述语
的功能类型、种类单一；（2）转述语误用；（3）转述结构滥用，造成无意义的引用。针对这些情况，
本文提出应该对转述结构进行针对性训练，综合使用范文学习、结构控制训练、改写等练习方法，帮助二

语者理解和掌握多样化的转述手段，以提高汉语学术写作的水平。
【关键词】转述结构、学位论文、引用、学术汉语、学术写作

虚拟世界和元宇宙：汉语国际传播的应用现状和未来的可能性
卢文慧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研究生

【摘要】依托现代信息技术和互联网平台在线教育的不断发展，“互联网+”开展汉语教学受到汉语教师
与汉语学习者的共同重视，使汉语国际传播更多样化。虚拟世界是一种持久的在线计算机生成环境，在远
程物理位置的多个用户可为工作或学习进行实时交互。本文首先介绍了虚拟世界的历史发展和元宇宙的概
念。元宇宙是互联网的延伸，允许用户彼此之间以及周围的环境进行互动，包括虚拟现实（VR）和增强
现实（AR)。人工智能（AI）的使用现已成为汉语国际教育的现实。通过特别关注四个特性，虚拟世界或
元宇宙的集成网络在四个领域取得进展：沉浸式现实主义、访问和身份的普遍性、互操作性和可扩展性。
对于每个领域，当前状态和需要的发展，这些特性被认为是可行的多元核心组成部分。本文考虑虚拟空间
在当代汉语国际传播的应用现状，以及元宇宙新技术领域的影响。以当代汉语为对象，以多学科交叉为视
角，结合汉语国际传播的相关实践，虚拟世界利益相关者和开发人员之间未实现的协作，构成人类社会文
化互动的一个引人注目的领域。伴随新技术发展和教学理念变化，在虚拟世界和元宇宙视野下展望汉语国
际传播发展的新思路。
【关键词】元宇宙、虚拟世界、人工智能、汉语国际传播

东南亚华语量词历时发展调查与思考
卢月丽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摘要】本文以东南亚华语为对象，以“史”的眼光观察东南亚华语中量词的历时发展面貌，最终按照“
史”的范式形成比较完整的表述，试图从一些具体的方面展现东南亚华语发展演变的内容及过程。文中把
东南亚华语量词的发展归纳为以下三种模式：上扬式、下行式及曲折式。在对上述语言事实考察与梳理的
基础上，文中得出以下两点认识：其一，东南亚华语量词的发展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其发展不止一种模
式，而是三种交织在一起；其二，华语量词发展演变的原因既有方言、英语的影响，又有其作为祖语具有
保守性的制约。
【关键词】东南亚华语、量词、祖语、历时研究

浅谈国际汉语教学中的跨文化理解 ―以在日教学实践为例
路浩宇  日本关西学院   
陈碧强  中国山东曲阜师范大学

【摘要】笔者以自己在日本大学试行的两次以“友谊”和“孝道”为主题的汉语口语教学实践为例，通过
学习者对“友谊”和“孝道”为主题所作的口头发表，在提升口语表达能力的同时，引导学生了解中国的
文化与哲学思想。通过观察学习者对“友谊”和“孝道”话题的口语课的参与情况，我们发现日本学生对
友谊话题的兴趣更浓厚，对友谊的理解比孝道更深，对友谊价值的认同大于对孝道的认同。日本是原子化
社会，由于个人本位思想在日本的盛行，学生对于跟自己关联紧密的同时代事物表现出更大兴趣。孝道涉
及两代人或三代人之间的关系，复杂程度远大于友谊，故不太容易引起在“核心家庭”的时代背景下成长
起来的当代日本大学生的同情与理解。由此可见，任何一种观念都与它的历史和人文环境有关，是传统延
续和社会生活的产物。由于“孝”涉及到代际关系，日本学生对“孝”的认识相对浅薄，往往是泛泛而谈。
由此引出对教学目标的思考：一，国际汉语教学不应仅仅停留在“术”的层面，而应在锻炼学习者基础能
力的前提下，上升到对学习者的人文关怀与灵性启迪的大道上来。二，知识传授与文化交流是两个层面的
问题，知识传授是无条件性的，而文化之间的融合是有选择性的。国际汉语教学需要在尊重文化多样性的
前提下进行。
【关键词】国际汉语教学、友谊 孝道、人文关怀
  

怒苏语多义词的文化内涵
罗自群  中央民族大学

【摘要】怒苏语是生活在中国云南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福贡县的怒族怒苏支系说的一种语言，属于汉藏语系
藏缅语族彝语支。怒苏语词汇，按照义项来分，有单义词和多义词两类。本文重点从多义词这一方面来分
析怒苏语词汇所体现的文化内涵，通过与汉语、藏缅语族其他语言的比较，来说明怒苏语词汇文化内涵的
特点。文中所用的怒苏语词汇都是来自本人田野调查获取的第一手语料。一、怒苏语多义词的类型：如果
以汉语为参照点，怒苏语中存在一些多义词——一个怒苏语的词，可以有两个及以上的汉语词语和它相对
应。既然是多义词，语音相同，语义相关。根据词性，可以把怒苏语多义词分为两类：1、词性相同的，

2、词性不同的。（一）怒苏语词性相同的多义词  怒苏语词性相同的多义词比较常见的是名词、形容词
和动词。（二）怒苏语词性不同的多义词  怒苏语词性不同的多义词，比较常见的是一个多义词具有两种
不同的词性，当然，也有一部分多义词不止两种词性。二、怒苏语多义词的文化内涵：我们把怒苏语词性
相同的多义词看做是静态相关，而把词性不同的多义词看做动态相关。和汉语比，和汉族比，使用怒苏语
的怒苏人和汉族在认知上存在着诸多差异，汉语的表达显得更精细一些，而怒苏语则比较笼统一些。怒苏
语多义词的这种特点，充分体现了怒苏语的文化内涵。
【关键词】怒苏语 、多义词、文化内涵

汉语二语者书面产出词汇多样性的文本长度效应研究
马庆 北京语言大学

【摘要】词汇多样性是二语表达能力的重要标志，是计算机自动作文评分的重要采集变量，但是词汇多样
性测量指标与文本长度之间存在复杂的关系。本研究从2010年4月HSK写作考试的实测大数据中选取154
份语料，重点探究了汉语二语者书面产出词汇多样性与其文本长度的关系。结果发现：（1）词种数、
TTR、Root TTR 、Log TTR等8个测量指标可作为词汇多样性测量的有效参量，但通过相关分析结果可以
看出，当文本长度过短的时候，很难反映出词汇多样性与作文成绩之间的关系；（2）8个测量指标均存
在文本长度效应，其中MATTR受文本长度的影响较小；其余7个测量指标随着文本长度的变化整体呈现出
线性的变化趋势；（3）当文本长度在60至100词范围内时，除MATTR外，相同文本长度下的LD值均存在
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关键词】词汇多样性测量、文本长度、语言产出、作文自动评分

西南官话中古非晓组字混读的声学考察—以四川中江为例
饶冬梅   西华大学

【摘要】古非晓组字的混读在西南官话中较为常见[1][2]。西南四省（四川、云南、湖南、湖北）方言中
非晓组字的混读主要体现为八种类型（见表1）。本文以四川中江方言的古非晓组字今读作为深度调查对
象（前人调查结果为Type2类型[2][3]），选择10位年龄在55-65岁区间的发音人（男女各5），得到约
9000个语音材料，提取擦音中段20ms的谱重心CoG（Center of Gravity）和标准差SD(Standard 
Deviation)两个参数[4][5]，从声学和感知两个角度考察了四川湘语中非晓组字混读（merger）以及语
音性变读（phonetics variation）的原因[6][7]：非晓组字的混读，跟[f]/[xu]发音的相似性以及感知混
淆有关，和语言接触也有密切关系。四川湘语受强势方言（Type 1）及普通话影响，混读规律出现例外
之外的字有所增多，混读的条件也逐渐走向单一化。
【关键词】四川湘语、混读、语音变读、语言接触

河北方言的“去分阴阳”现象
桑宇红  白茹 河北师范大学 

【摘要】学界对河北地区保定、唐山、秦皇岛地区冀鲁官话保唐片轻声前去分阴阳的现象已有报道，较早
应是《昌黎方言志》（1960），后有李思敬（1995）对宁河方言，接着田静（2007）、刘克龙（2010）对
唐县，后又有郑莉（2014/2019）、白茹（2016）、曹庆改（2018）、李仕颖（2019）、尹凯（2020）等
分别报道了与保定毗邻的石家庄的深泽、无极、辛集及衡水部分地区安平、饶阳也存在“去分阴阳”的现
象。河北方言去分阴阳具体表现为：（1）在单字调层面可以区分阴阳去，如无极和深泽；（2）在连读层面
区分阴阳去；主要分布于保定地区的曲阳、定州、唐县三个县市；（3）仅在轻声前连读时区分阴阳去，
主要分布于保定及石家庄、衡水部分毗邻保定的地区。
【关键词】河北方言、去分阴阳、连调及轻声、保唐片

课例研究：放声思考在阅读教学中的策略与设计
盛丽春、韩爱玲、幸锦龙 、胡晓苏  四德女子中心
张曦姗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为了提高学生在阅读理解、感悟欣赏及延伸拓展方面的能力，本校研究团队通过放声思考阅读策
略(Think Aloud Strategy)进行有系统、有针对性的阅读教学。放声思考策略是将个人内在的无声思考，
用口语表达的方式，将心中所思考的内容说出来。老师能借此了解学生的思维过程并加以引导纠正。放声
思考方式是展示思考能力的有效方法，让思维可视化，同时也能训练学生的口语表达能力。本研究以79
名中二高华学生作为研究对象展开三轮的课例研究。本文首先从研究背景、研究对象和研究目的做一个整
体介绍；接着阐明理论依据和相关概念；再具体介绍整个研究的教学实践过程。研究结束后，通过调查问
卷、教师观察以及学生反馈进行分析，最后再反思教学过程中所面对的难题与挑战。

【关键词】课例研究、放声思考、阅读教学

“洪武赶散”与苏北江淮官话
石绍浪  北京语言大学

【摘要】“洪武赶散”是指明初苏南向苏北平原一次大规模移民，虽然正史没有确切记载，但在苏北民间
普遍流传。苏北江淮官话入声韵有一个较为独特的特征，曾梗摄一二等帮组字读圆唇后元音韵母，并与通
摄合并，其分布与“洪武赶散”的移民范围基本吻合。比较发现，苏北江淮官话的这个音变应是源于苏州
移民的影响。今苏北江淮官话入声韵类突破中古韵摄的格局，发生了简化，也可能是明初苏州方言在苏北
扩散的结果。余论认为，在分析江淮官话与吴语关系时，不能只局限于“同源”的角度，还应考虑明初苏
州苏州方言在苏北的扩散。
【关键词】“洪武赶散”、苏州方言、苏北方言、江淮官话、入声韵

德国语言学家加布伦兹及其《汉文经纬》研究
宋楠  德国国际合作署中德合作中心； 波恩东亚研究院chinnotopia中国论坛

【摘要】本论文第一章介绍了与乔治·加布伦兹有关的史实，包括十七到十九世纪西方汉学的兴起、独立
与发展、加布伦兹家族史和乔治·加布伦兹的汉学之路。 第二章到第四章将《汉文经纬》拆分为“汉语
基本面貌”、“分析系统”和“综合系统”研读与解析，完整展现加布伦兹的语法思想和其构建的古代汉
语语法体系。论文的第五章和第六章，分别探讨了加布伦兹在西方近代语言学历史上所起的作用，以及对
汉语语法思想史的影响、突破和超越。同时在论文结语部分，讨论了中外语言学界对于《汉文经纬》一书
不甚明晰的几个问题。
【关键词】加布伦兹  《汉文经纬》

华文作为第二语言新闻听读教学的文献综述
孙晓颖   张丽妹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新闻听读教学在华文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中更是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本文回顾和介绍了
2001-2021年二十年间华文作为第二语言新闻教学的相关研究，文献主要来源于中国知网 (CNKI) 和Web 
of Science等数据库。本研究的文献综述主要围绕四个研究问题：第一，华文作为第二语言新闻听读教
学的目标有哪些？第二，华文作为第二语言新闻听读教学的原则是什么？第三，华文作为第二语言新闻听
读教学的难点有哪些？第四，华文作为第二语言新闻听读教学的教学策略和方法有哪些？最后，本文结合
新的时代背景提出了华文作为第二语言新闻听读教学的优化建议。本研究的成果和发现对华文作为第二语
言新闻听读教学具有良好的指导意义，同时也为华文第二语言新闻听读教学法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和指引。
【关键词】华文作为第二语言、新闻听读教学、教学目标和原则、教学难点、教学方法 

乙圩壮语多功能语素te∶ŋ1

覃薇  中央民族大学 

【摘要】本文对乙圩村壮语“遭受”义语素“te∶ŋ1”进行全面的调查描写，并刻画出“遭受”义语素
“te∶ŋ1”功能的整体面貌。对“遭受”义语素部分语法功能的语法化过程进行探讨，归纳出其语法化的
路径和机制，为学界了解乙圩壮语“遭受”义语素功能的语法面貌和特征提供新的材料。乙圩壮语的“遭
受”义语素“te∶ŋ1”呈现出多功能性，具备了十三种功能：①“触碰”义动词；②“对、中、合”义动
词；③“遭受”义动词；④“需要、用”义动词；⑤被动标记；⑥“对”义形容词；⑦“致使”义动词；
⑧情态助动词；⑨结果补语；⑩程度/状态补语；⑪“到、轮到”义动词；⑫副词；⑬假设连词。其中，
本文调查到了“遭受”义语素“te∶ŋ1”以往没有被调查描写到的功能为：①程度/状态补语；②“到、
轮到”义动词；③副词；④假设连词。
【关键词】乙圩村、壮语、“遭受”义

祁东湘语多功能词“落”的语义演变与主观化
谭丽亚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西南林业大学外国语学院
陈海宏  云南民族大学民族文化学院

【摘要】湖南祁东湘语多功能词“落”的用法比较特殊，其语义演变属于通过增加新义而产生的多义模式，
它的多个义项在语义上有一定的关联，或直接关联，如“落”作实义动词时的多种语义；或间接关联，如
前加准词缀型小称标记“落”可能是由实义动词“落”的“降生”、“遗留在后面”等义隐喻而来的。“

落”在祁东湘语中还可以重叠，在语义和语用表达上带有一定的感情色彩，可表达说话者对命题的多种主
观态度。祁东湘语“落”语义演变的认知机制主要有类推（隐喻与之相关)、重新分析（转喻与之相关）和
主观化（褒化、贬化与之相关)等等。
【关键词】祁东湘语、“落”、多功能、语义演变、主观化

论析新加坡华人华语及身份认同的变迁
谭国勇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身份认同的建构在国家及其国家层面下的政治、经济及社会发展上有着深远的影响。它可以使人
认可该国家在政治经济及社会层面上的立场及政策，也可以让人民在某种程度上产生了归属感。教育是建
构身份认同的其中一环。据王赓武教授与陈庆文教授所示，新加坡华人身份认同，是最没有代表性，后者
则认为身份认同是有目的性地建构出来的。由此说明了新加坡华人身份认同正等待人们来填补。也正是如
此，新加坡政府通过不同媒介，包括教育政策等手段来灌输和建构自身倾向的华族身份认同，即倾向于文
化上的认同。本文尝试通过1979年讲华语运动及新加坡教育部历来的教育改革报告书，来了解其倾向和
期许。1979年讲华语运动，主要目的是要整合新加坡华族各方言群体。当时，新加坡华人社会有多达12
个华人方言群体，拥有一个共同的语言：华语，促进他们之间的沟通，减少之间的纷争，团结一致。这有
利于营造及实施双语教育政策的大环境，从中促进经济发展。然而，时间的推移，讲英语家庭的增加，使
得讲华语运动有了新的使命，即提升人们对华文的认识。新加坡教育部在报告书中所倡导的文化认识，倾
向于应对华族内部压力和需要。这回应了陈庆文认为华人身份认同是人造的说法。与此同时，随着华人移
民的移入，他们所带来的文化是否再次在原有身份认同上融合或产生分歧，则是未知数。这将会直接或间
接影响新加坡华文华语以及教育发展的走向。
【关键词】新加坡、华人华语、身份认同、教育

新加坡高中文学教学提问策略的探讨— QUILT框架下的教学设计与实践
唐佑彬   潘旭    李俊贤    郝德奕 淡马锡初级学院
张曦姗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在华文文学课堂上，设计优质问题能引导学生进行品读和鉴赏。因此，本研究以主修H2CLL的
61名学生为研究对象，探讨基于QUILT提问框架激发学生学习兴趣与提升学生思维能力的课堂教学模式。
本文首先介绍研究的背景、对象及方法，阐述基于QUILT提问框架的教学理念与理论依据；接着以现代小
说、诗歌、戏剧以及文言文为例，介绍如何基于QUILT的提问框架设计不同类型的问题的提问策略；本文
也根据学生的课堂反应，探讨了QUILT提问框架下不同文学作品教学的几种提问策略和问题设计类型，在
体现以学习者为中心、加强师生互动和凝聚同侪间学习力量等方面的成效。本论文最后将通过前后测的数
据对比分析、学生反馈、教师观察和学生产出检视教学设计的实施成效。
【关键词】文学教学 、提问策略、 QUILT框架、教学设计

楚辞“羌”字句与湘西凤凰方言ʧʰɑ13字句 比较研究
田晓黎  中央民族大学

【摘要】楚辞里的“羌” ，自东汉王逸注释后的1800多年来 ，众多研究者引经据典， 却始终没有确解。
《楚辞》的“羌”字是否有田野遗存？在湖南湘西凤凰方言中存在极具特 色的ʧʰɑ13 1字句。本文从凤凰
方言ʧʰɑ13字句的田野记音开始，逐条分析，总结规律，再与《楚 辞》16 处“羌”字句进行对比研究，
结果显现，凤凰方言ʧʰɑ13字句基本传承着《楚辞》“羌” 字句的语义。 
【关键词】《楚辞》  羌

国际中文学习软件的大型网络游戏化
汪歆玥  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   

【摘要】汉语学习时间长的特点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二语学习者的热情，而当下飞速发展的大型网络游戏新
颖有趣，常令人沉迷。修坝不如引流，把学生们对汉文化和网络游戏的双重兴趣融入到汉语学习的全过程，
将有助于培养学习者持续性的学习兴趣。本研究分析了当下常用汉语学习软件中的游戏模式，结合现有网
络游戏的汉元素部分，提出了将汉语学习软件大型网络游戏化的具体设想。持续化：脱胎于传统的孤立小
游戏，将累计的学习成果作为升级模式，合理地穿插各类支线任务。系统化：学习者通过注册账号建立个
人学习档案，学习任务既包括集体学习，也包括多种自学形式。针对性：以学习者的需求为导向，提供相
应的实用汉语知识。灵活性：及时更新，高度重视用户反馈。允许教师使用游戏程序和知识库，以方便与
线下教学配合使用。
【关键词 】汉语国际教育、学习软件、网络游戏、学习兴趣

“ 打（타）”字的韩国汉字音形成过程考察
王 浩  四川轻化工大学人文学院  

【摘要】“打”字，在《广韵》中有两个读音，都是阳声韵，一个是梗摄、梗韵，开口二等，上声，端母
“德冷切”；另一个是梗摄、迥韵，开口四等，上声，端母“都挺切”。但是在韩国汉字音中，“打”字
读阴声韵타[t�ɑ]。本文从历史语言学和语言接触的角度出发，认为中世韩汉音（15-16世纪）中存在的
타[t�ɑ]和뎍[tiək]这两种读音，其形成主要是中国的影响，由“德冷切”和“都挺切”两种读法，平行
发展而来，“德冷切”变成了“都瓦切”直接影响了타读音的形成；“都挺切”本来是阳声韵，在传入韩
国以后，其阳声韵尾[ŋ]变成了入声韵[k]，实现了“阳入对转”，从而形成了뎍的读音。近代以后，随着
日语词向韩语的大量涌入，“打”字的日语唐音だ[da]与韩汉音中타读 音的高度相似性，使得타读音在
与뎍读音的竞争中，取得了最终的胜利。

汉语方言亲属称谓中的音变
王红娟  山东师范大学  

【摘要】亲属称谓是方言词汇中重要的一类，我们在考察方言间的词汇差异时，亲属称谓往往是重要的参
照项，如《汉语方言地图集 词汇卷》共有203条词汇图，其中涉及亲属谓的就有“爷爷、奶奶、外祖父”
等14条。在对汉语各方言中的亲属称谓进行梳理时发现，汉语方言的亲属称谓中普遍存在音变现象。比
如，山西运城的“弟”，单字音为“ti33”，但在“兄弟”一词中读音变为“thi33”。本文的音变的含
义是指：1.某个字或某类字在称谓词中的读音与其他情况中的读音不同。2.某个字或某类字在称谓词中的
读音于古今演变规律不合。本文讨论的方言亲属称谓中的音变类型主要有以下三种：个别音变、系统音变、
别义音变。
【关键词】汉语方言、 亲属称谓、 音变

乡村振兴背景下民族地区发挥语言经济效能路径的再探讨—基于西藏自治区林芝市M县的个案研究
王娟  陕西师范大学

【摘要】语言能力是重要的人力资本，语言经济效能是语言的重要社会效能，语言扶贫工作作为中国贫困
治理体系的有机构成，在国家脱贫攻坚的重要阶段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
后，民族地区的语言文字工作在扶持对象、政策范围和顶层设计方面也相应需要作出一定的调整。本文试
图在乡村振兴背景下进一步探讨如何继续发挥语言经济效能的路径。
【关键词】乡村振兴、语言扶贫、民族地区

四川方言的音系特征和两个历史层次
王倩  周及徐  四川师范大学

【摘要】 以往的四川方言研究认为，现代四川方言皆为明清时期的“湖广填四川”所带来。我们在近十
年的时间里，在四川作了广泛的方言田野调查。根据实地调查材料，我们提出新的观点：在四川省的岷江、
嘉陵江流域分布着两种不同的官话方言：嘉陵江流域分布着以成都话为代表的以“入归阳平”为特征的西
南官话方言，这是明清湖广移民带来的；岷江流域分布着以大邑话、宜宾话为代表的有独立的入声调的官
话方言，这是明代以前的四川本地方言的后裔。二者分属不同的方言层次而共存于今天的四川。本文以
2019年出版的《岷江流域方音字汇——“20世纪四川方音大系”之一》中语音材料为据，借助实验语音
学方法对成都话与大邑话、宜宾话作音系整理、以Praat软件绘制其声学元音图、声调曲线图，分析其在
音系上的规律性语音差别，说明今天的四川方言不仅具有以成都话为代表的湖广话语音类型，还有更为古
老的另一方言层次——这个音系今天仍具有入声独立、果摄一等字读为-u、麻三精见组读-i、模韵字读为-o
等语音特征。这些语音特征与成都话的湖广话语音类型有明显的差别，独立于成渝片西南官话而存在。 因
此，现代四川方言分为本地和外来两个层次：本地层次叫“南路话”，外来层次叫“湖广话”。
【关键词】四川方言、岷江流域、成都话、大邑话、宜宾话、方言音系

保定方言两字组连读变调及其若干问题
王帅臣  华北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 

在对河北省保定市下辖的24个县市区进行方言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展开本文的分析。首先描写清苑区的
两字组前字连读变调情况，以便对保定核心区域的变调情况有所了解。其次，介绍保定方言中的阴平变调、
阳平变调、上声变调、去声变调的地理分布、调值表现、调类分布等基本情况。再次，重点讨论上声变调
和去声变调。上声变调后的调值情况有一定序列性：一种是前字变调后与本声调系统的阴平接近或合流；

一种是前字变调后与本声调系统的阳平接近或合流。上声变调既有类型学上的原因，也有历史因素在起作
用。去声变调有一类和轻声有关。

西宁方言持续体标记“着”
魏萌  中央民族大学

【摘要】汉语西宁方言的体标记“着”主要表达持续体的语法意义。除单独使用，方言中“着”常与起始
体标记“上”、完成体标记“下/了”等其他体标记叠用。由此，西宁方言的持续体标记“着”多构成
“V着V”、“V着C”或“V着＋从句”三种结构。西宁方言持续体标记“着”常与起始体标记“上”、
完成体标记“下/了”等叠用，且均处于其他体标记之后，即动词后第二位置。叠用中，“着”仍表达持
续体的语法意义，其语义与前一体标记层层套叠，具有一定顺承关系。如与起始体标记“上”叠用时，“
上”的语义指向前面的谓语动词，构成“V＋上”结构；“着”的语义则指向“V＋上”这一整体，表达
动作行为开始并将进一步持续的状态，“着”具有一定未完整体范畴义。“V＋上＋着”结构还可续接其
他动词或补语成分，构成“V＋上＋着＋V”结构。此外，西宁方言持续体标记“着”常以“V＋着＋C”
形式用于述补结构谓语句中。其中，C可为程度、情态、结果、数量等多种类型补语，形式上可由单个形
容词或副词、数量或偏正短语及主谓结构充当。语义层面，“V着＋C”由“V着”与C两个时间过程构
成，C主要由“V着”引发或伴随，即两个过程包含一定的逻辑因果关系，这种关系可以是显性的也可以
隐性的。除构成“V着V”、“V着C”和“V着＋从句”结构外，持续体标记“着”还可用于西宁方言的
存现句和“的字结构”中，其用法具有一定独特性。
【关键词】西宁方言、着、持续体标记

“口”的比较词义探索
吴宝安  湖北大学文学院 

【摘要】“口”这一概念在汉语中主要有“口、嘴”两个词，根据它在汉语、汉语方言以及其他语言中的
用法，我们整理出了12组与“口”有关的共同引申，这些共同引申都可以通过“转喻”和“隐喻”来解
释。 基于转喻的共同引申有7条，如： 与言语功能相关，“口”引申出“说话、话语”义。与饮食功能
相关，“口”引申出“口味”“人口”义。与临近部位相关，“口”引申出“脸、鼻、咽”“口部饰物”
义。基于隐喻的共同引申有5条，如：与形状、位置都相似，“口”引申出“容器等器物通外面的地方”
和“出入的通道”义。与形状相似，“口”引申出“（山谷、水道等）大的豁口”“突出的部分；尖儿”。
这12组共同的词义引申在汉语、汉语方言以及英语、俄语、西班牙语、日语、泰语、印度尼西亚语、壮
语等语言中都以共词的方式出现，因此，我们可以将其看作是“口”在语言中的共同演变模式。
【关键词】“口”  比较词义 、共同演变

新加坡中学华文快捷课程后进生
语文学习的挑战和独立学习能力的培养
吴宝发  张曦姗  周淑君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后进生学习一直是教育工作者关注的课题，新加坡教师也不例外。后进生学习问题复杂，包括语
文基础薄弱；个人学习态度不良；缺乏独立与迁移的学习能力；课堂教与学方法不当等。本文立足于本地
一所中学的校本研究，借助文献研究法、问卷调查法与观察法，对中二快捷班24位后进生的学习特点进
行梳理，由此作出为期六个月对3个单元的教学调整的尝试，旨在分析后进生在课堂中语文学习的挑战以
及探索他们独立学习能力的培养。本研究对2021年新教材篇章里的语文技能做一次系统性的梳理，在课
堂阅读理解教学时，强调对文章理解的元认知策略之字义层次、逻辑层次、概念层次的教学，调动学生的
元认知，以弥补学生因语文基础薄弱带来的教与学问题。
【关键词】华文快捷课程 、后进生、中学新教材、元认知

中韩跨国婚姻家庭双语学习和使用状况及问题研究
吴思敏  闽南师范大学

【摘要】近年来，中韩跨国婚姻家庭日益增多。据统计，来自中国的在韩结婚移民总数在2019年已接近
20万人。中韩跨国婚姻家庭既有别于传统华侨家庭，又有别于普通韩国家庭，在语言文化上具有特殊性。
本研究以在韩中韩跨国婚姻家庭为研究对象，对其双语学习和使用状况展开调研，并针对其问题提出解决
方案。研究分三部分进行：第一部分利用文献分析法整理并分析韩国政府对多文化家庭的政策及多文化家
庭支援中心的相关资料。第二部分利用问卷法、访谈法与参与观察法对中韩跨国婚姻家庭进行相关数据采
集，并对数据进行定量与定性分析，多维度考察多种因子对语言的影响以及因子之间的相互作用及其与内
部、外部环境的交互关系，全面把握中韩跨国婚姻家庭双语学习和使用的特点及问题。第三部分综合考虑

调研结果，针对中韩跨国婚姻家庭双语学习和使用的问题和需求，从内部（中韩跨国婚姻家庭自身）和外
部（社会机构与教育部门）提出解决方案。本研究不仅可为中韩跨国婚姻家庭双语教育提供理论基础和实
践方案，还为以其为对象的双语教材及教学资源提供理论依据，为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跨国婚姻家庭双语教
育研究提供参考。
【关键词】中韩跨国婚姻家庭、双语教育、调研、解决方案

实践与反思：国际中文教学与信息通讯技术之运用
夏雪  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

【摘要】随着教育技术的发展，如何善用信息通讯技术（ICT）来服务于教学，实现以“学生为中心”的
教学实践，成为当今教育研究的热点。在国际中文教学领域，我们也面临着如何有效地将ICT运用于课堂
教学和学生学习的问题。本文即以此为出发点，在现代教育理论的基础上，以新加坡国际学校的非汉语母
语学生为研究对象，结合IB华文课程中的一个主题单元，从课件设计及课堂教学反馈等方面对ICT在国际
中文教育中的实践情况进行探索性研究，总结ICT辅助中文教学的几个原则：包括设计ICT要以学生学习
需求为核心，ICT的课堂使用应避免“喧宾夺主”，并反思教师在ICT运用中的作用，以期对新技术下的
国际中文教学发展提供参考。
【关键词】 ICT、 国际中文、课件设计、课堂实践

The Brief Analysis of Japanese Culture's Absorp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ulture
Hui Xu   Maca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bstract: Cultural exchanges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have a history of nearly 2,000 years. The fine tradi-
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ulture have exerted great influence on almost every aspect of Japanese 
life, such as architecture, clothing and so on. At the same time, Japanese culture has made a series of 
cultural innovations and developments according to its own national conditions while absorbing Chinese 
culture for reference. Starting with the reasons why Japan absorbed Chinese culture and analyzing the 
exchanges between Japan and China from 1972 to 2011, this paper analyzes and concludes that the similar 
cultural background of the two countries is the basic reason for Japan to better learn from Chinese culture. 
Finally, this paper expounds and analyzes Japan's absorp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ulture from 
three aspects: religion, ideology and diet. It is concluded that Japanese culture originated from Chinese 
culture, and before the Tang Dynasty, Chinese culture had the greatest influence on Japanese culture; after 
the Tang Dynasty， Japan began to have a real culture, but it was still influenced by Chinese culture.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and improvement of its own culture, it finally formed its own unique style. 
Key Words: Japanese culture; Chinese culture; Absorb; 

港式中文词汇与普通话的隐性差异
徐涵韬  北京师范大学

【摘要】“隐性差异”的概念及思想适用于全球华语对比研究，文章立足于此，讨论港式中文词汇与普通
话的隐性差异，首先以量词“枚”、动词“怀疑”以及名词“论调”为例，分析其在概念义、语法义、色
彩义等方面的表现；然后举例说明了隐性差异的三种存在形式，即有无之别、大小之别和程度之别，并指
出三者之间联系密切，不能孤立讨论；最后，文章认为未来研究应增强对华语隐性差异的考察分析，拓展
隐性差异的研究内容、语体范围及比较对象。
【关键词】隐性差异、词汇、港式中文、普通话

基本核心词词义的跨语言表现与特点—以61种语言为例
许可  冉启斌 南开大学

【摘要】本文建立了61种语言60个基本核心词词义数据库，从跨语言角度对其进行了细致考察。数据库
中共有义项约11440个，平均每词义项略超3个，最多达21个。平均义项数方面，动词最多，形容词其次，
名词、否定副词随后，数词、代词最少。义项数可能受词与外部世界的关联性、在词汇系统中的基本性以
及概念本身模糊性的影响。对词义引申深度赋值后，看到动词、形容词、名词的词义引申能力分较高，各
词的平均义项数与该分排名不一致。语言、词类对义项数量、引申能力分影响显著。通过网络图谱对词义
进行聚类分析和可视化分析后，基本核心词被分为10类，词类对聚类有影响。动、名、上形成较大词团。
名词[±指人][±身体部位]，形容词[±积极/消极]等特征会使词类内部形成关系更紧密的小类。图谱中，
hand连接动词和身体部位名词；head连接身体部位名词和指人类名词；man连接指人名词与褒义形容
词；one连接指人名词和数词；die、sleep等词连接动词和形容词等。

【关键词】基本核心词、词义引申、数据库、】可视化

冰墩墩的启示：中华文化符号海外传播的机遇与挑战
许琳皎  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

【摘要】北京2022年冬奥会吉祥物“冰墩墩”在国内外社交平台的爆红引起各界讨论。作为一种文化符
号，“冰墩墩”兼具多重内涵，承载着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功能。“冰墩墩”成为“顶流”，不仅
展现了中华文化强大的感召力，也为中华文化符号的海外传播提供了新思考。本研究基于符号学理论，从
视觉和语言两个维度分析符号传播的特点，挖掘“冰墩墩热”的深层原因，并从中得出中华文化符号海外
传播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基于此，笔者从符号传播的原则、内容和方式三方面提出了建议，即：调整传播
心态，着眼他者视角；加强内容设计，挖掘文化内涵；充分利用互联网媒介，引发情感共鸣。以期为中华
文化符号的海外传播提供借鉴，丰富中国文化传播领域的研究成果。
【关键词】中华文化符号、海外传播、文化传播、冰墩墩

韩国国民教育体系中汉语教育的发展与创新
许培新  山东大学

【摘要】本论文结合中韩两国历代交流的传统以及现代社会发展的趋势，在追溯韩国汉语教育发展历程的
基础上，重点考察自中韩建交以来韩国汉语教育的发展脉络，重点梳理并分析韩国国民教育体系中，大、
中小学不同层次汉语教育的发展情况以及出现的问题，总结韩国国民教育体系中汉语教育的主要特点；当
今国际大变局和新态势下，汉语教育发展面临着新情况、新问题，韩国国民教育体系中的汉语教育和学习
也在发生变化。因此基于教育理念升级、教学思路转型与教学模式创新，提出了加强韩国大、中小学汉语
教育的实践性、针对性，以及韩国汉语教育内涵式发展多元化路径的对策和建议。 
【关键词】韩国汉语教育、国民教育体系、内涵式发展

 
13—19世纪朝鲜半岛汉语教学对当代汉语国际教育的启示
许润芳  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

【摘要】朝鲜半岛有悠久的汉语学习历史，从以汉字为本、重视书面语学习到文言并重、对政治商务风俗
文化等不同领域进行全面了解，其汉语学习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汉学界人才辈出，促进了对中国制度、文
化的内化吸收及其本民族政治经济文化的进步。其中，国家层面的空前重视、语言政策的有力支持是不能
忽略的因素。目前流传的朝鲜半岛汉语教科书集中于13-19世纪，恰是两国政局革新、关系进一步密切的
时期，此类教材是今日研究两国历史上人文交往、不同时期汉语口语面貌、汉语教学法种类及影响、汉语
国际教育在半岛发展历程的宝鉴，本文以该时期《老乞大》《朴通事》《学清》等代表性汉语口语教材为
主要研究对象，结合韵书、字书及辞书类汉语书面语教材、《朝天录》《燕行录》与《朝鲜王朝实录》等
官方历史记载为佐证，共时对比同时期中国韵书。探讨官学、私学、司译院、承文院、译学院、质正官等
部门和职务发挥的历史作用，总结该时期朝鲜半岛汉语教学的优点和不足，力求为当代汉语国际教育汉语
人才培养、汉语教材编写、汉语教学法选择和语言政策制定提供一定的参考意义。
【关键词】朝鲜半岛、汉语国际教育、教学法、语言政策

语言赋能：乡村振兴多模态话语战略构建
杨城  浙江大学 

【摘要】语言是促进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乡村振兴中的每一步都离不开语言的力量。研究中首先依托多
模态话语分析综合框架，对余杭、桐庐、淳安三个乡村振兴示范地区的宣传片视频进行分析，总结其文化
、语境、内容、表达四个层面的多模态体现。其次依托质化分析的扎根理论方法，构建语言赋能乡村振兴
的战略模型，在组织、社会、个体三个层面探索赋能方向。最后，基于话语分析和战略模型提出未来语言
赋能乡村振兴的提升路径。研究发现，三个地区的多模态话语具有典型的区域特色，语言赋能乡村振兴需
要凝聚自上而下的多方力量，而国际化视角、内容的精准筹划、赋能视角的联动共振则是未来乡村振兴话
语努力的方向。
【关键词】乡村振兴、语言赋能、多模态、话语分析、战略模型

A Study on the Chinese Classroom of Foreign Students in the Epidemic Period Based on the Inter-
active Perspective
Haifeng Yang1,Daqian He2, Zhuoda Yang3

1. Center for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Wuh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Wuhan， 

2.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Wuh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Wuhan，
3. School of Chinese Studies and Cultural Exchange,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Abstract: Interaction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s affecting the result of online Chinese class teaching. 
By utilizing the method of questionnaire analysis, error analysis and document analysis， this paper selected 
200 international students from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Cultural Exchange of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of Wuh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of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as samples for investigation, including 94 undergraduates, 60 master 
students and 46 doctoral students. Among them, namely 86 in primary stage, 64 in intermediate stage and 
50 in advanced stage based on their HSK marks. The majority are from Asia (45%) and Europe (25%), the 
rest are from Africa (15%), America (10%) and Oceania (5%). This paper finds that the existing interactive 
methods of them include online conference platform, course live-streaming platform and video live-streaming 
platform. 
When using these platforms, we find there are some advantages of them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remote 
Chinese learning: They are convenient for students to preview and review before and after class, and they are 
helpful for the sharing of Chinese learning resources. However, we also find that there are some disadvantag-
es in teacher-student interaction and student-student interaction on these platforms, such as the lack of learn-
ing atmosphere (58% participants agreed) and the unwillingness of turning on the camera and micro-
phone(76% participants agreed). We think the factors causing these problems mainly include external and 
internal factors of teaching. The external factors include the factors of network connection, time difference, 
studying platform and studying resource allocation. The internal factor of Chinese teachers is that they are not 
adapted to the new way of online teaching, which makes them unable to carry out innovative design of class-
room interaction, and still choose the traditional teaching method (66% participants agreed). The internal 
factor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on the one hand, they lack online learning experience, so it is difficult to cope 
with some new challenges in teaching interaction practice. On the other hand, international students must 
overcome certain psychological factors in the interaction process of online Chinese classroom, among which 
anxiety and avoidance are the most prominent (80% participants agreed).
In conclusion, Chinese teachers can improve the interactive effect of online teaching through rational use of 
learning platform, effective allocation of learning resources and innovation of class interaction mode. Before 
teaching, teachers should inform students in advance of the selection of learning platform, registration, login, 
using process and a series of related matters. During the teaching process, teachers can allocate a certain 
proportion of class hours to organize interactive courses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s, such as group presenta-
tion, personal performance and seminar. After class, teachers can design and release questionnaires and 
use the background data statistics and other functions of the learning platform to analyze the frequency and 
quality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participation in interaction. Also, international students should actively adjust 
their learning psychology and improve their learning methods as well. In this way, they can get rid of negative 
psychological factors such as anxiety and avoidance, and focus on classroom interaction and knowledge 
itself, and finally achieve better learning results. Ultimately, teachers and students will collaborate to explore 
a course interaction path, adapting to the new mode of online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in the post-pan-
demic era. The research on this issue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enrich the theories of linguistics, psychology 
and pedagogy related to Teaching Chinese to Speakers of Other Languages. Also it can improve the teach-
ing efficiency of teachers and enhance the sense of gaining knowledge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Keywords: Interaction; Online Chinese Classroom; Chinese Teaching

国际华文推广的重要部分：志愿者项目的国别性/区域性分析—以缅甸为例
杨念  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

【摘要】2004年“国际中文教师志愿者项目”经中国教育部批准实施。直至疫情前，全球大约有7000名
志愿者在全球一百多个国家进行中文教学，其中大约3000名志愿者在东南亚各国任教，成为东南亚华文
教育重要力量。缅甸志愿者项目于 2009 年开始实施，至今已经有十年有余，到疫情前每年有一百多名志
愿者在缅甸各个城市甚至乡镇进行中文教学工作。十多年来，志愿者项目对缅甸华文教育发挥着重要作用：
为缅甸华文教育贡献了新的力量，弥补了缅甸华文师资的不足，促进了缅甸中文教育的合法化进程等。然
而，该项目也存在着一些问题，本人通过实地了解以及问卷的方式，深入分析了志愿者项目在缅甸的实施
情况，并针对性地提出几点建议，促进该项目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国际中文教师志愿者、华文教育、缅甸志愿者项目、参考

基于SLS平台的E晨读差异教学模式探索— 新加坡崇文中学的实践经验
叶语銮    徐小红   吴玉凡  新加坡崇文中学

【摘要】为了营造书香校园，培养学生的阅读兴趣和提高阅读水平，我校研究团队借助SLS平台，以110
名中三学生为研究对象，在全校进行E晨读研究计划。E晨读依据差异教学理论，照顾学生的个体差异，
所选篇章分年级、分主题、分文体，并结合各单元技能训练，设计不同程度、风格的晨读活动。学生借助
个人数码学习工具，选读纯文字或拼音版的、带声音和可查字典的篇章，通过SLS自测，在阅读护照上完
成任务。此外，高准备度的学生还可阅读更有挑战性的文章，并完成相应的挑战任务。研究结束后，团队
通过定量与定性研究检测学习成果。初步结果显示，基于SLS平台的E晨读差异教学模式，在一定程度上
激发了学生的阅读兴趣，也促进了教师的专业发展。
【关键词】SLS平台、E晨读、差异教学

Nasal Codas Merger in Chinese dialects: Modified Contrastive Specification and Sisterhood Merger 
Hypothesis
Jihye Yun  Asia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 Madison

Abstract：Chinese linguists have long debated about the directionality of nasal coda merger in Chinese 
dialects since the 1970’s. Some believe that the merging process is unidirectional (anterior to posterior) ,but 
others assert that alveolarization of nasal codas (-m>-n and -ŋ>-n) is the major trajectory. Previous studies 
failed to make a reasonable prediction about the further direction of the merger in addition to a lack of 
phonology-based analysis. This research analyzes the merging process on basis of Contrastive Hierarchy 
(CH) and Sisterhood Merger Hypothesis (SMH). The two theoretical frames make us draw two types of 
contrastive hierarchies: [Dorsal]>[Labial]，[Coronal]>[Labial]. That is，the merger between the alveolar 
and the velar nasal codas will occur after the completion of the merger between the labial and alveolar ones. 
Alternatively， the alveolarization of the velar nasal coda will happen after the completion of the merger 
between the labial and velar ones because the structure merger takes place on sister node of contrastive 
hierarchy. In conclusion， the final phase of the nasal coda merger will be the alveolarization of the velar 
nasal coda. The data of Chinese dialects and markedness theory both buttress the conclusion.

Keywords: Nasal codas，Chinese dialects，contrastive hierarchy，sisterhood merger

《易经》归纳、演绎思维在母语教学中的课堂实践和应用
庾潍诚  新加坡伟源中学

【摘要】作者根据自己长期研究《易经》的经验，提出和认为：《易经》作为中华古代的文化典籍，归纳
和演绎思维是它的最重要核心思想之一。同时，作者结合了自己多年的新加坡课堂教学实践，发现：《易
经》的归纳、演绎思维可以有效实践应用在现代的母语教学当中。归纳，是引导学生化繁为简，迅速掌握
教师布置的课堂指令或內容；演绎，则是学生有效应用课堂所学知识进行复述和重构。本文列举具体的课
堂实践应用例子，就是：(一)课堂的指令语言“ABCD”；（二）思维图的教学应用；(二)作文教学实践
的“DEEPAI”（细节描写）自创理论。作者最终观点认为，《易经》思想可以古为今用，实践应用到课
堂母语教学，从而达到提升学生的母语学习效果。
【关键词】易经、归纳、演绎、教学实践应用

中国古代建筑文化的汉字演绎
袁忠  中国华南理工大学

【摘要】中国古代建筑文化的丰富思想很多都凝结在一个个的汉字中。在汉字的构形、本义、转义、暗喻
等不同的运用中，存在着古人有关建筑活动、建筑形象、建筑心理等蕴含，很多汉字就是一个空间概念、
一个居住范畴。古人对中国古代建筑的感知的原初意识首先凝固在古汉字中，古代建筑的最初“文本”可
求诸古汉字，作为象形文字的古汉字与作为现实空间的古建有着天然而内在的通贯性。本文通过考察汉字
的字符构形及作为词或词素的单个汉字所展示出的建筑文化意象，探究作为表形文字、表意文字的古汉字
在其构形、组词、使用、书写等多方面体现的古代建筑文化意义。
【关键词】汉字、中国文化、古代建筑

GRR教学模式的实践与反思——以新加坡H2华文与文学新诗教学为例
张建立   张建平  新加坡国家初级学院    
张曦姗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2021年新加坡H2华文与文学新课程引进课外文学作品赏析的部分，与旧课程标准相比，这对学
生是具挑战性的变革。为应对该挑战，我院以新诗为切入点，设计了从指定文本到课外文学作品的教学实
践配套。该实践以“新加坡课堂教学实践要领”(STP)为指导，依据探究式学习（IBL）理论，采取“教、
扶、放、收”四个阶段的“渐进释放责任直接教学模式”（GRR），旨在逐步培养学生独立鉴赏文学作
品的能力。实践证实，这一教学策略增强了学生的信心和赏析能力；同时，也发现了一些有待进一步充实
和深入探索的空间。本论文将阐述该实践所采用的教学理论、教学策略、教学流程、教学成效及反思。
【关键词】  GRR教学模式、H2华文与文学、新诗教学    

“V走”和“V去”互换性的多重对应分析
张进凯  中国兴义民族师范学院 文学与传媒学院

【摘要】  本文在“原型—样例连续统”理论指导下，通过基于用法的多重分析方法探讨表征“位移运动
事件”的“V走”和“V去”的变异性和互换性。研究发现：“V走”主要表征位移方向不明确、没有位
移目的地的位移运动事件；“V去”主要表征位移方向明确、位移目的地可预测的位移运动事件，因此
“V走”和“V去”处于位移运动事件“原型—样例连续统”的不同位置，“V去”较“V走”更接近位移
运动事件的原型。“V走”和“V去”在表征位移运动事件原型特征和典型样例时不存在概念重合，在表
征位移运动事件非典型样例时，在概念变量特征的交互作用下表现出概念重合。
【关键词】多重对应分析  位移运动事件  概念变量  互换性  变异性

书面语言复杂度对华语二语者写作质量的影响研究
张漫莉  北京语言大学  

【摘要】本研究基于韩国学生的HSK写作测试语料，采用若干典型指标，对华语二语者的书面语言复杂度
与写作成绩之间的关系进行了量化分析，考察了词汇及句法复杂度指标对学生写作质量的影响。研究结果
表明：词汇复杂度和句法复杂度指标与学生的写作质量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Guiraud指标、虚词
使用比率、连词使用比率、复杂词使用比率、话题链数量、话题链分句数、零形成分数量和T单位数量等
指标对写作质量具有较强的解释及预测效度。
【关键词】语言复杂度、汉语二语、写作质量
  

基于树库的汉语二语写作句法复杂度研究
张婉莹  北京语言大学

【摘要】句法复杂度（Syntactic Complexity，简称SC）在评价二语者语言水平、语言动态发展及写作
质量中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吴继峰，2018）。已有的研究侧重于SC对日语、韩语等母语者的汉语写作
评估的有效性问题，研究结论未必适合少数民族母语背景的汉语二语书面语评价。基于此，本研究以参加 
HSK（高等）考试的维吾尔族考生的作文语料为研究对象，基于自建的汉语二语句法标注语料库，从粗粒
度和细粒度两方面指标体系入手进行以下四个方面的研究：（1）通过预处理构建小型依存句法树库（
Dependency Grammar Treebank），作为句法复杂度研究基础；（2）通过小句切分和搭配抽取研
究粗粒度指标和细粒度指标的分布特征；（3）针对不同写作水平的被试SC指标进行对比研究；（4）基
于典型SC指标体系探讨二语写作水平动态发展特点。研究发现，基于T单位等粗粒度句法复杂度指标在区
分学生写作水平和预测写作成绩方面的解释力较弱，而基于短语层面的细粒度句法复杂度指标能够有效区
分写作水平和预测写作成绩。
【关键词】树库、 二语、语法

阅读与抒情文写作教学的有机结合—以华侨中学（高中部）语文特选课程为例
张薇  王健仲  华侨中学（高中部）

【摘要】抒情文写作一直是学生的弱点，也是教师的教学难点。由于没有经过有系统的抒情文写作训练，
高中生很容易将抒情文、记叙文或议论文混为一谈，对抒情文的写作手法更是一知半解。再加上学生缺少
生活历练，要让他们短时间内掌握抒情文写作手法，并进行创作，无疑难度极大。有鉴于此，我们决定在
现有的教学内容上融入抒情文写作教学，尝试结合REAP的阅读理论与教学实践，将阅读与抒情文写作教

学有机结合，以39位高一H2华文与文学的学生为对象，引导他们建构抒情文概念，了解并掌握抒情方式
与写作手法，从而进行写作实践。最终，通过调查问卷、课堂观察和学生作品，梳理和分析了阅读与抒情
文写作相互融合的方法及其有效性。
【关键词】抒情文写作、阅读教学、REAP阅读方法、语文特选课程

地名中的关中方言
张文丽  陕西学前师范学院文学院

【摘要】关中方言，曾经作为汉民族共同语基础方言，对周边地区方言、其他地区方言和民族共同语产生
过重要影响。地名是人们用以区别个体地物的语言符号，而作为纪录地名的语言符号包含形、音、义三个
部分。关中方言区的地名，尤其是地名用字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关中方言的特点。本文从关中方言
区中的代表性地区——西安入手，整理分析其地名，得出如下结论：1.声母 （1）古全浊声母清化，平声
送气，仄声归并关中方言中存在差异，西安归不送气，例如“中官亭/中官厅”、“安居巷/钱局巷”。
（2）古知系开口字按照等分化，知系二等、庄组、章组止摄字与精组合流，读ts、tsh、s，例如“三里
村/山李村”。（3）古泥、来二母在洪音前混用，尤其是在洪音鼻音前，泥母混入来母，读l，例如“新
农田/兴隆庄”。2.韵母 （1）前后鼻音混用，关中方言后鼻音为ŋ，前鼻音丢掉鼻尾n，主要元音鼻音化
。由于在当地人听感上二者具有相似性，表现在地名中前后鼻音字混用。例如“上游巷/三友巷”。（2
）遇摄合口一等端系字，元音复音化，读ou，与流摄合并。例如“双楼寺/双路寺/双芦寺”。（3）果摄
开口字一等字与果摄合口字合并，例如“贺韶村/火烧村”。通过分析发现西安地名用字的流变反映了关
中方言的特点及其变化，具有强烈的方言特色，深入研究地名可以挖掘背后隐含的历史文化内涵，提升文
化软实力；可以为地名用字、拼写管理提供理论支撑，推动新时代的语言文字工作。
【关键词】关中方言、西安地名、文化

从外交新词语看中国外交动向—以2010-2020年度《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媒体新词语表为例
张星霞  韩国汉阳大学

【摘要】本研究基于2010-2020年度《中国语言生活报告》媒体新词语表中的外交新词语，运用数据分析
法，从其分类、使用频次和年度分布三个方面考察中国近十年以来的外交动向，为读者勾勒出中国外交全
貌，以期让读者更好地了解当前中国的外交形势，并为中国未来的外交实践提供一定的智力支持。本研究
认为，按照领域划分，这些新词语所涉及的外交领域包括总体外交、经济外交、政治外交、军事外交、文
化外交、科技外交和医疗外交等七大领域；根据性质，这些新词语所涉及的外交类型又可分为方针类、方
式类、事件类、成果类、组织/平台类、场所类、色彩类和人物类等八大类型。它们较为真实、客观地反
映了中国近十年以来的外交动向。
【关键词】外交新词语、中国外交动向、《中国语言生活报告》、分类、使用频次、年度分布

华语文汉字学习策略个案研究-以印尼华语文学习者为例
张胜昔　中国华东师范大学国际汉语文化学院
陈信助　台湾中国文化大学教育系

【摘要】对外华语文之汉字习得一直困扰着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与学。若华语文教学伊始就“重听说而
轻汉字”，不仅将形成中高级以上的学习阻力，更达不到语言习得可持续发展的教学效果。本研究针对一
名中高级程度印尼华语学习者的“初级汉字习得历程”进行了个案分析，围绕汉字习得心理认知、脑神经
机制、仲介汉字等理论，剖析形声字之习写、读音、识义三方面的“中介状态”，深度探讨了形声字之“
形义-音”的习得联结难度，说明汉字作为第二书写系统的学习策略，以及具逻辑性有系统的字本位教学
在华语文习得中的重要性。期许研究结果可提供日后相关教学与研究参考使用。
【关键词】字本位理念、汉字心理认知、中介汉字、可持续性发展、个案分析

“错位的称呼”—当代汉语社交称谓语的变异与泛化
张雪  澳门科技大学 

【摘要】汉语中的社交称谓语是汉文化特征的缩影，亦是对中国社会现状的即时反映(Chao1956， 
Gu1990， Wang2003)。无论是对于语言学本体研究，还是对于语言与社会的互动关系研究，该议题都
具有新鲜价值(Brown&Ford1961， Ervin-Tripp1972， Zhang2021)。本文基于真实语料收集与分析，
针对当代汉语中四个新兴社交面称语(social vocative)的使用原则、表意功能、交际效果等维度进行了
深入讨论（分别为：“（小）哥哥/姐姐”、“老师”、“同学”、“家人们”）。研究发现，当代汉语
社交面称词有如下特征：（1）原有亲属称谓用法深入泛化（例如“（小）哥哥/姐姐”）；（2）职业称
谓用法深入泛化（如“老师”）；（3）“错位”称谓语兴起（如“同学”）；（4）网络称谓语变异性

强（如“家人们”）。当代汉语社交称谓语处于全面深入的泛化与变异中，其成因、过程、程度等，都与
语言发展和社会变迁密切相关。
【关键词】称谓语、社交面称、语言泛化、语言变异

“给我+VP”的主观处置功能
章天明  日本小樽商科大学

【摘要】本文主要讨论“给我+VP”结构表主观处置的语义来源，以及“给我+VP”结构 主观处置功能
实现的机制。 第一，“给我+VP”有两种不同的语义特征。表示“请求”的“给我+VP”中的 “给我”
等同于“为我”或“替我”；而表示“命令”义时，“给我”不等于“为、 替、向”等等，“给我”只
表语法意义。 第二，“给我+VP”的主语只能是第二人称代词，或指人称谓词语，或者是 VP 的受事。
VP 应当具有 [+自主]、[+动作]和[-褒义]的语义特征。 第三，通过“给”字句处置义来源的再分析，以及
与“给 X+VP”句式的对比， 分析得出“给我+VP”句式具有主观处置义。 第四，“给我+VP”中“给
我”的语法化成分的性质，以及第一人称代词的介 入，使“给我+VP”的主观性得到实现。
 【关键词】语义关联、结构关联、受益和受损、主观处置

多元智能理论与对外汉语阅读教学研究—以《零食》为例
赵畅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

【摘要】阅读过程包含着反应读者认知过程的丰富材料，是学习者汉语能力高低的重要体现。虽然近些年
汉语阅读教学的研究层出不穷，但是汉语阅读课堂仍存在着学生学习被动的情况，因此其教学策略还有待
进一步的研究。经过对教学理论的研究，多元智能理论从心理学角度研究了人的智力潜能是多元的，而阅
读教学不仅要教授学生语言文字知识和阅读规律，还要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因此， 我们认为， 对
外汉语阅读教学要想达到最佳的效果， 就必须从多元智能理论出发。本文主要结合《零食》一课从智能
理论下的每一个智能元素分析适合的教学策略和具体实践情况，最后经过反思提出多元智能指导下的阅读
课的教学原则，希望能够为阅读教学者提供一定的参考性建议。
【关键词】对外汉语阅读教学、多元智能理论、教学策略

中韩二语教学高阶教材对比与分析
赵莉  南京大学
赵学玲  Seogwipo-si, Jeju-do, Korea

【摘要】本文选取中韩两国用于本国语言国际教育的代表性教材《博雅汉语》（2018-2020）和《首尔大
学韩国语》（2012-2015），就两种教材高级阶段部分在文化主题选择、体裁内容以及训练模式上的异同
加以比较。认为两种教材在结构上都以文化主题来分类编排，并与训练模式紧密结合，但两种教材呈现出
的差异也十分明显。两者之间的差异固然可归因于两国国情、语言、文化特点的不同，但文化视角和文化
意识的不同是最根本的原因。考虑认知规律和文化视角，选择恰当且丰富的文化内容，不仅能够更好地实
现与国际学生的共情和跨文化交际的目的，通过与语言功能的紧密结合，也能够使语言训练获得更好的效
果。
【关键词】二语教学、高阶教材、对比、分析

社会语言学视角下女性群体通称的使用情况分析
郑皓月  中央民族大学

【摘要】称谓是人类社会中体现特定的人在特定的人际关系中关于身份角色的称呼，称谓词语与社会发展
联系非常紧密，在新中国的发展历程中，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乃至与国际社会的关系都将对称谓
词的使用产生影响，并在历时语料库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迹。在语言生活中，女性群体通称使用情况的
相关统计既反映了语言生活的变化又反映了中国妇女的发展状况，本文主要从社会语言学视角出发，观察
女性群体通称的使用情况。分别从历时角度和共时角度出发，分析五四运动以来“女性群体通称”使用情
况的历时变化，分析不同语体下女性群体通称的使用变化，发现人们对女性群体通称“妇女”“女性”“
女人”“女子”语义特征的不同认识影响了人们在不同场合下对女性群体通称的理解和选用。
【关键词】社会语言学、女性、称谓、语义

反义词“前”“后”的平衡与不平衡研究
周欣然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

【摘要】反义词作为一种常见的语言现象在人们的生活中被普遍使用。一般而言，反义词总是成对出现，

形成平衡状态，即一个词与另一个词形式对称但意义相反。然而以“前”、“后”为例，作为现代汉语中
使用频率较高的一对典型反义词，却很少有人在使用时能注意到其背后隐藏的不平衡现象。本文第一、第
二部分均从义项、构词、所构词、使用频率这四个方面展开，分别探析反义词“前”“后”平衡与不平衡
的具体表现，说明两者在平衡中存在着不平衡。接着又从认知、语义、语用、文化四个角度阐述原因，正
是由于“后”的被认知时间更早、语义范畴更大、受语言经济原则影响更多以及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内涵更
丰富，才使其能够拥有更广的使用范畴和更高的使用频率，也因此造成了反义词“前”“后”的不平衡现
象。
【关键词】前、后、平衡、不平衡

整合训诂方法论新探
周雁飞  新加坡新跃社科大学

【摘要】陆宗达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提倡“训诂方法的科学化” 。本文运用肯·威尔伯的”整合理
论”，采用其“四象限五要素”的框架结构梳理审视传统的训诂理论和方法。首先论述了训诂原理与整合
理论的内在关系，在此基础上将训诂学的适用范围与整合理论相结合，阐释其与传统训诂方法之间的深层
关联模式，及其有效性、前瞻性，进而使整合训诂方法不仅具有理性的解析，而且富于实践的可操作性。
本文是实践训诂学与西方阐释学（英语：hermeneutics）接轨的一次尝试，旨在为训诂方法论的现代转
化提供新的激荡和借鉴。
【关键词】训诂学、解释学、整合理论、四象限五要素

普通话句末语气词的句法性质
宗晓哲  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院

【摘要】本文探讨了句末语气词“啊、吧、吗、呢”的句法特征，认为它们超出了狭义的句法范畴，在话
语中具有表达功能和人际交际的价值。首先，从通过与语气副词、标句词“说”的位置对比，可以看出语
气词句法位置很高，独立于所在句子，属于语用层面。从语用角度来看，句末语气词具有明显的程序意义。
“啊”要求听话者参与到会话中，促进话论继续，是“互动标记”。“吧”在句中通过降低话语确信度，
缓和交际双方关系，是“礼貌标记”。“吗”要求话语权发生变化，促使听话者对所提问题进行进一步的
解释，是“问询标记”。“呢”在话语中起到凸显说话者所表达的语义关系的功能，使得话语与语境之间
存在一定的语义联系，是“焦点凸显标记”。
【关键词】句末语气词、话语标记、句法-语用接口

现代汉语周遍性主语中周遍义的形成原因
左思民  高丽大学中文系 /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  

【摘要】本文探讨了现代汉语六种周遍性主语中周遍义的形成原因。结论如下：在任指疑问类周遍性主语
句如“谁都认识”中，主语的周遍义是经由疑问代词的任指用法而获得的“全域义”。在含数词“一”的
周遍性主语句如“她一点道理也不懂”中，主语的周遍义依托梯级义经语用推理而得，并且只允许从否定
极小量达到否定全量的推理。在列举类周遍性主语句如“老王粤菜也吃过，川菜也吃过，鲁菜也吃过，浙
菜也吃过，中国八大菜系的菜都吃过”中，主语的周遍义并非列举的产物，而由最末的总括分句直接表达。
在物量词重叠类周遍性主语句如“家家都用上了煤气炉”中，主语的周遍义源于物量词重叠式所具的“每
一”意义。在含“全部”等词的周遍性主语句如“全部（都）得参加会议”中，以及含“每”等词的周遍
性主语句如“每个人（都）很认真”中，主语所含的周遍义由充当句子主语的词语直接表达。
【关键词】周遍性主语、任指、语义、语用义

龚成、王娟、郑

文佩

新加坡华文教研

中心

六何法的教学局

限及其对策

张薇、王健仲

华侨中学（高中

部）

阅读与抒情文写

作教学的有机结

合—以华侨中学

（高中部）语文

特选课程为例

吴宝发、张曦姗

、周淑君

新加坡华文教研

中心

中学华文快捷课

程：后进生语文

学习的挑战和独

立学习能力的培

养

洪玮嬣

南洋理工大学人

文学院中文系

许润芳

南洋理工大学国

立教育学院

试论华语综艺对

新加坡华族大学

生的影响—以南

洋理工大学为例

汪欣玥

南洋理工大学国

立教育学院研究

生

国际中文学习软

件的大型网络游

戏化设想

赵畅

南洋理工大学国

立教育学院

研究生

多元智能理论指

导下的对外汉语

阅读教学研究—

—以《零食》为

例

林鼎勋 - 南洋理

工大学文学院中

文系硕士研究生

林尔嵘 - 南洋理

工大学文学院中

文系助理教授

“年老”对新加

坡华族年长病患

意味着什么？

李志元：新加坡

莱佛士书院（高

中部）

张曦姗：新加坡

华文教研中心

混合式学习模式

运用于文学教学

的设计与实践--

以H2华文与文

学小说教学为例

黄易亭、张水福

、郭兰花

新加坡国家初级

学院

张曦姗

新加坡华文教研

中心

微视频在中学低

年级写作教学中

的运用策略再探

卢文慧

南洋理工大学国

立教育学院

研究生

虚拟世界和元宇

宙对汉语国际传

播的当前应用现

状和未来的可能

性

洪臻颖

南洋理工大学国

立教育学院研究

生

短视频技术应用

于听障初中生汉

语教学的研究

庾潍诚博士

新加坡伟源中学

《易经》的“归

纳”、“演绎”

思维在母语教学

中的实践和应用

小组讨论 小组讨论 小组讨论 小组讨论 小组讨论 小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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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0am–

9.00am

9.00am–

9.30am

9.30am–

12.10am

9.30am–

9.50am

平行分组

分组主持人 主持人:

林进展 博士

主持人:

许培新博士

主持人:

陈信助教授

主持人:

桑宇红教授

主持人:

石绍浪博士

主持人:

罗自群教授

A组 B组 C组 D组 E组 F组

大会主题演讲报告四: 

香港城市大学/香港科技大学邹嘉彦教授：

从大数据库看泛华语区语言社会何去何从：
从香港说起

大会主题演讲报告五:

台湾国立中山大学张屏生教授：

台湾濒危客语语言资源保护的学术构思

主持人：

罗福腾副教授 

平行分组报告会 (共6组，38篇论文)

张雪

中国澳门科技

大学

“错位的称呼”

—当代汉语社交

称谓语的变异与

泛化

王浩  

中国四川轻化工

大学/韩国汉阳大

学

代晓东  中国四

川轻化工大学

“ 打（타）” 

字的韩国汉字音

形成过程考察

李权

中国北京师范大

学文学院

东南亚华语早期

发展变化研究

饶冬梅

中国西华大学文

学与新闻传播

学院

四川湘语古非晓

组字今读考察

张文丽

中国陕西学前

师范学院文学院

地名中的关中

方言

吴宝安

中国湖北大学文

学院

“口”的比较词

义探索

9.50am–

10.10am

郑皓月

中国中央民族大

学中国少数民族

语言文学学院

社会语言学视角

下中国女性群体

通称的使用情况

分析

金梅、朴兴洙

韩国外国语大学

韩中后缀“X家”

的语义研究

卢月丽

中国北京师范大

学文学院

东南亚华语量词

历时发展调查与

思考

王倩、周及徐

四川师范大学文

学院

四川方言的音系

特征和两个历史

层次

郭迪迪、郭辉

中国安徽省亳州

学院

皖北中原官话区

淮北方言的疑问

句

林雅琛

中国中央民族大

学

维吾尔语、西部

裕固语颜色词文

化内涵对比研究

——以“黑”“

白”为例

七、论文摘要

试析因果连词“因而”“从而”“故而”
安美璇  北京师范大学

【摘要】“因而”“从而”与“故而”是表示因果关系的一组连词。经考察发现，三个词的生成方式均属
于跨层结构的词汇化，源头可以追溯到先秦文献语言。古代汉语句法结构模式的弱化和消失是促成三者词
汇化的重要动因，因此立足于古代汉语，结合词素“从”“因”“故”的词义及特点，考察并解释连词“
因而”“从而”“故而”在现代汉语中存在的使用差异，可以得到三者的区别特征。具体表现为：“因而
”强调因果之间的联系，依据前者推测出后者，后者可以是有所依据的推论；“从而”强调两个事件的发
生存在先后顺序，表达因果关系时，需要首先在语境上满足因果逻辑，通常更强调结果；“故而”所连接
的“原因”与“结果”均是已经发生的既定事实或客观存在的现实情况及惯例，通常更强调引出结果，但
也关注对原因的追溯。
【关键词】因果连词、词义特点、区别特征

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口语流利性评价指标效度研究
鲍杰 北京语言大学
 
【摘要】口语流利性是衡量二语学习者口语水平的重要标准，然而学界对于是否有必要从多个维度对其展
开评价尚没有明确的回答。研究以78份韩国汉语学习者的HSK口语测试录音为研究对象，以专家评分作为
参照，从时间、表达、语言（包括句法、词汇、语音）三个维度选取24项指标作为评价依据，来考察各
项指标对考生口语流利水平评价的效度。研究结果表明（1）所选取的指标中，与口语流利成绩相关的指
标共13项，可以解释口语流利成绩74.4%的方差；（2）在13项指标中，有5项时间维度指标、2项表达维
度指标和5项语言维度指标（句法指标1项、词汇指标4项）能够区分考生的口语流利水平。以上结果说明
在对汉语学习者的口语流利性进行评价时，有必要提取多维度特征。
【关键词】口语流利性、评价维度、指标效度、韩国汉语学习者

潮汕方言陈述语气词“哗（还）”的用法及其语法化
陈楷森  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摘要】在潮汕方言中，“哗[hũã33]”是表示确认某个事实的陈述语气词，由“哗”所构成的“VP哗
[hũã33]”可根据语境还原为“VP1□[hũã33]VP2”，还原式中“□[hũã33]”这个语音形式不再能分
析为语气词“哗[hũã33]”，而应分析为副词“还[hũã33]”。文章在考察语气词“哗”和副词“还”的
基础上，指出语气词“哗”的本字是“还”，语气词“还”由副词“还”语法化而来，其“确认”义来源
于副词“还”的“延续”义，虚化环境是根据语境省略了VP2从而使副词“还”处于句末位置的“ V P 1
还 ” 。 这 种 确 认 功 能 在 语 用 类 推 的 作 用 下 ， 最 终 固 化 为 语 气 词 “ 还 ” 的 语 法 意 义 。
【关键词】哗、还、语气词、潮汕方言

湖南平江赣语能愿动词“要”的脱落及长音现象考察
陈山青  邹珊珊 湘潭大学
 
【摘要】湖南平江赣语能愿动词“要”在语流中可脱落，使前音节读音补偿性加长，从而形成“脱落→长
音”音义互动现象。除了单一脱落外，“要”还可与副词“也”形成双重和选择性脱落。实验语音分析显
示，长音具体表现为音节的主要元音发音明显加长，声调调值变为[原调值+4]，声母不发生改变。语言经
济原则和韵律法则是该现象形成的动因和机制。能愿动词“要”的脱落代表了汉语音节脱落的一种类型，
提供了一种句法创新的途径。   
【关键词】能愿动词、要、脱落、长音、音义互动、韵律法则

中国古诗与其印尼语译文比较研究——以唐诗的韵律问题为中心
陈衍宏(Clement Tanaka) 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摘要】经过调查发现，目前中国古典诗词的印尼语译本数量不多，此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印尼上世纪
50年代至90年代的“禁华”政策所影响。诗歌翻译主张“三美论”，韵律是诗歌创作的重要因素之一，
韵律的转译应当被重视。本文梳理约有7种唐诗印尼语译本之后，发现周福源译文尤其重视“音美”部分。
本文根据译文的用韵情况与印尼古代诗歌类型进行对照，将周福源译文分为五种类型。然而，受到语言差
异的影响，多数诗作经过翻译后，在词语数量方面难以呈现形式上的一致，仅有少数情况或巧合原因达到

词数相同，如《十五夜望月寄杜郎中》原文与译文均有7个字（汉）、7个词（印尼），此现象或许为周
氏无法满足押同韵情况之下，对字数采取了一定的“补救”措施。最后，为了提高中印尼韵文作品翻译的
水平，本文提出了从宏观及微观层面的相关建议。
【关键词】唐诗、韵律、印尼语译本、比较

字本位理念之华语文教育生态系统教学效能分析
陈信助  台湾中国文化大学
张胜昔  中国华东师范大学

【摘要】本研究依据差异化教学与适性化教学理论探讨华语文教学生态系统中「字本位 理念」的教学效
能的重要性。透过台湾某大学华语文中心的初级华语文课程进行实验研 究。本研究采用开放式行动研究
法，辅以文献资料分析法、经验总结法和调查访谈法。研究过程包括「计画-实施-观察-反思」四大环节，
首先依据学习者背景之差异与需求， 适度安排（调适）总体教学方案及课程；再透过华语文「听、说、读、
写」并重的「综 合教学法」推进新的班级经营，以字本位理念及教育生态系统为基础重新设计和安排课 程；
然后依据学习者对课堂教学环节的感知进行反思与检讨，进行行动研究。研究结将提供对外华语文教学与
研究参考使用。
【关键词】差异化教学、适性化教学、字本位、教育生态系统、综合教学法

六何法的教学局限及其对策
龚成 王娟 郑文佩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六何法”能帮助学生快速找出文章的主要信息，经常被用在阅读教学中。很多教师在写作教学
中也常使用六何法指导学生构思，列出写作大纲。六何法在阅读教学中的优点较为明显，但在写作教学中，
却有其教学方面的局限。因为使用六何法进行选材，其实只是对选材信息进行罗列的手段，它是选材的结
果，而并不是选材的方法。至于如何确定“六何”中的诸多信息，为什么是此信息而不是彼信息，正是学
生特别需要得到辅导和训练的地方。而这个思维的过程，较少在课堂教学中得到显性训练。本文以写人和
写事的记叙文为例，通过思维过程的角度分析六何法在写作选材上的局限和不足，并尝试提出相应的解决
办法，帮助学生利用六何法进行最优选材。
【关键词】六何法、写作教学、教学局限、对策

法汉翻译中的名动词类转换
成萌 法国索邦大学

【摘要】词类转换是 J.-P.Vinay 和 J.Darbelnet (1958) 在《法语与英语文体学对比》中，通过对法英
文本的比较分析，提出的翻译主要手段之一：“ 在不改变信息含义的前提下，一种词类替换另一种词类
的过程。”由于法语与汉语在词汇和语法功能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在翻译实践中，译者往往采用该手段使
翻译变得更精准地道。该研究将基于对法国文学作品《红与黑》原文与三个中文译本的对比而进行词类转
换的相关分析。本文中我们将主要介绍在法汉翻译中出现的法语名词转换为汉语动词的现象。比如，法语
中紧随时间介词的动作名词常转换为汉语动词；又如，法语时间名词后的动作名词或情感名词可转换为汉
语动词，等等。通过对比，我们将发现汉语更习惯于用动词来表达时间含义。
【关键词】 词类转换、 法汉翻译、名词、动词。

中韩小说的机器翻译与人工翻译对比—以中国当代代表作家余华的作品为例
崔贤植 上海商学院

【摘要】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飞跃发展，神经机器翻译取得了巨大进展。机器翻译能否取代人工翻译？机
器翻译能否翻译小说？以上议题已成为翻译学界的热门话题。本文以中国当代先锋派代表作家余华作品的
韩译实例，选用中韩两国具有代表性的机器翻译引擎百度翻译和Papago，从文化负载词、长难句、超
句翻译单位等层面对比分析机器翻译和人工翻译，探讨机器翻译存在的问题以及前景展望。
【关键词】机器翻译、人工翻译、中译韩、小说

基于语料库的对外汉语同义词辨析—以“一定”和 “肯定”为例
崔香兰·朴兴洙  韩国外国语大学
 
【摘要】本文希望通过语料库的实证研究，探索出同义词“一定”和“肯定”的异同点和搭配对象的互补
性，以更好地理解并使用。 一般的同义词辨析大都通过字典等工具，依靠直觉经验和内省的方式。虽然

字典具有权威性，但仅仅依靠字典来辨析同义词存在许多不足之处。大型语料库以及先进的检索工具以其
特有的优势为同义词辨析提供了新的方法。本文基于先进的北京语言大学大数据与语言教育研究所的
BCC语料库，采用定量和定性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以同义词“一定”和“肯定”为例，分别从语域
分布、类联接、搭配特征及语义韵方面进行了同义词辨析的实证研究。 综上所诉，本文立足于对外汉语
教学视角，旨在探讨如何帮助学习者更加直观、有效的辨析近义词“一定”和“肯定”。尽管在内容上还
有许多不足之处，但仍然希望可以为汉语同义词教学提供一个可参考的依据。 
【关键词】 同义词、对外汉语教学、语料库、词语搭配、类联接

《岳麓书院藏秦简（伍）》部分字词研读
高婷婷  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

【摘要】《岳麓书院藏秦简（伍）》包含秦代大量律令档案材料，内容丰富，史料价值 高。本文提出五
则字词释读、断句意见，如简 131-132“劾”如字读、“失道” 当指偏离目的地、“回留”应断读开；
里耶秦简 8-777 号简当断读作“从人论、 报、择（释）免归致书具此中。”“简 163“私属免婢”当断
读开；简 199“率” 有劝勉之意；简 225“均”读为“徇”，巡视之意等。以期进一步疏通文义，为 学
界后续利用该文本提供便利。 
【关键词】岳麓秦简、字词释读、断句

语法训诂浅议：基于三个平面的“新描写”
高扬 浙江财经大学

【摘要】利用语法进行训诂实践最为关键的一步，是对疑难词句进行细致的结构描写。传统结构主义成熟
的描写方法的确解决了大量的问题，但是古代汉语，尤其是上古汉语作为一种综合性倾向的语言，存在大
量同形异构、一种形式表示多种功能、多种结构表示一种功能的现象，传统成分分析的方法在描写时还是
显得捉襟见肘。想要精准的描写就必须高度重视语言学理论工具，将不冲突的理论加以融合，将解释与描
写加以统一。因此我们的主张是：语法训诂应该基于古代汉语综合性的倾向，充分利用语言学理论，以考
察分布为核心，剥离语言外证据，根据需要在语法、语义、语用三个平面展开研究，在描写中加深解释，
在解释中深化描写，从而对待考词句的显性和隐性结构都做出最细致的描写，进而考察句例分布，求得达
诂。如在语法层面，除了关注最表层的成分组合外，也应该注意到，长期被忽略的汉语韵律，实质上就具
有形态的功能，利用这一形态，可以很好地解释一些传统结构语言学无法解释的问题，进而对结构做出精
细描写，解决争议。再如语义层面，上古汉语缺少形态变化，其他语法形式也比较隐蔽，位于深层的语义
层面研究涉及到语义特征、语义指向、义素分析、语义场等。如能充分利用，则可通过充分解释，对结构
做更准确的描写。而语用理论，可以帮助解决句与句之间的问题，适合处理一些重复、句读争议；而鉴于
语言普遍存在的语用诱发机制，这个层面的研究更是在描写时不能或缺的。
【关键词】语法、训诂、新描写主义、解释

皖北中原官话区淮北方言的疑问句
郭迪迪  郭辉  亳州学院中文

【摘要】“淮北”指安徽省北部的淮北市，辖相山、烈山、杜集三区和濉溪一县。按《中国语言地图集》
（2012）的分区，三区和濉溪分属中原官话徐淮片及商阜片。淮北方言疑问句有是非句、特指句、选择
问、反复问句四类。是非问是在陈述句末尾加上扬的语调“↗”表疑问。特指问常在句中用“啥子、咋的、
咋着、哪来”等代词作疑问点，要求对方就疑问点作出回答。选择句常用“是/ｖｐ还是ＶＰ”的选择格式作
疑问的焦点，句末常用语气词“昂”。文章主要描写分析了淮北方言的“可ＶＰ、ＶＰ不/没ＶＰ、ＶＰ
不(啵)/没有”三种形式的反复问句，并讨论了“ＫＶＰ、ＶＰ－neg、ＶＰ－neg－VP”的历史层次及
“可ＶＰ、还ＶＰ”的来源。
【关键词】皖北中原官话、淮北方言、疑问句

欧化影响下表范围限定的方位结构“NP抽象上”
郝锐  首都师范大学

【摘要】受欧化影响，早期现代汉语中表范围限定的方位结构“NP抽象上”集中大量出现。新中国成立
以来中期现代汉语中这一结构呈现新的发展态势。使用方面，表范围限定的“NP抽象上”成员有增有减、
有“潜”有“显”，但“增”和“显”是主流，既有量的增，也有类的显。语法功能方面，早期现代汉语
中“NP抽象上”可以充当状语、定语、补语，中期以来则发展出了“句首修饰语”的功能。具有人际功
能的“NP抽象上”成员正是从做句首修饰语的位置上进一步转变而来，且逐渐发展出全句评注、传信和
情态、衔接连贯以及焦点凸显等功能。

【关键词】欧化、NP抽象上、历时演变、表达功能

华语综艺节目对新加坡华族学生之影响的调查—以南洋理工大学为例
洪玮嬣  许润芳  南洋理工大学

【摘要】随着新媒体覆盖面的不断扩大和华语综艺质量的逐步提高，两岸三地和新马的华族年轻人对综艺
节目的关注度不断上升，由于没有语言壁垒、更新及时、内容有趣、种类丰富，新加坡华族青年大多对华
语综艺节目有所了解，部分学生更成为了资深观众。本文通过对本地华族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掌握其观
看华语综艺节目的频率、动机和偏好，两岸三地及本地华语最受欢迎节目的播放渠道、类型、主题、播放
平台和制作地点，华语综艺及相关对新加坡华族大学生华语使用水平、文化素养等方面产生的影响，了解
大学生在观看过程中感受到的文化、思维差异及对节目内容制作方向的期待，总结华语综艺对华族大学生
的影响及其走向华语中圈的可改进之处，为两岸三地及新加坡本土华语综艺节目发展方向提供参考，探讨
综艺节目等文化项目应用于汉语国际教育的可能性。
【关键词】汉语国际教育 综艺节目 华语 口语教学

短视频技术应用于听障初中生汉语教学的研究
洪臻颖  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 

【摘要】媒体技术极大地促进了短视频内容的发展与传播，短视频也成为了前者最常见的应用领域之一，
为身处不同行业的受众提供了信息输出和接收的渠道。而短视频的普及恰恰赋予了听障学生群体公平地接
受信息的机会。目前，以短视频为媒介，对听障学生进行汉语教学的研究仍有较大的发展空间。由于先天
或后天的身体缺陷和特殊的成长经历，听障学生常常会产生严重的自我封闭心态和对陌生环境的抵触心理，
又因与社会接触机会较少，自然地落于信息传输通道的末端。因此，只有将语言与技术二者有效地融合，听
障学生才能在汉语学习的道路上缩短与健全学生间的差距，且逐步实现“信息平权”。本文将以听障初中学
生的汉语学习过程为研究对象，依据认知语言学的相关理论，通过对听障学生的语言获得过程进行语境依赖
方面的研究，提出短视频应用软件参与其汉语习得的改进方案。
【关键词】听障学生、汉语教学、短视频 语境依赖

从康德的文学艺术理论看阅读在提高华文作为第二语言学习的学习兴趣中的作用
黄婉玉  林进展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新加坡以英语为通用语言，学生的华文学习缺乏足够的语言环境和学习动机。华文作为第二语言
的社会地位既定，其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不足的情况既定，仅依靠功利性动机注定无法引起学生学习华文
的足够动力，需要一个非功利性方法来提高学生学习华文的兴趣。康德在其美学理论中提出，由审美判断
所产生的愉悦是无功利性的、无任何利害关系的愉悦。审美活动是一种非功利性的、无利害关系的活动。
他认为阅读是最高级的审美活动，具有审美活动无功利、无利害关系的本质特点，是符合人的自由本质的
最高级的活动。由此看来，阅读是一种无功利性的活动，能够产生普遍的愉悦感受，可以用来提高学生学
习华文的兴趣。而若要阅读能够担当引起学生学习华文兴趣的重任，则需要让华文阅读回归阅读的审美本
质。
【关键词】第二语言学习、无功利性、阅读、学习兴趣

华文写作：微视频的运用策略再探
黄易亭  张水福  郭兰花   新加坡国家初级学院
张曦姗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中学低年级的学生在记叙文写作的内容上总是千篇一律，主题不够鲜明，详略不当，更严重的是
内容缺乏逻辑性，情节不合理。因此，研究团队希望通过微视频帮助学生“乐于用华文作书面表达，能感
受写作的乐趣，丰富写作内容”。微视频教学模式从观看微视频开始，过后通过提问，在科技平台上让学
生思考与分析，同侪间针对视频进行讨论，并和老师一起总结视频内容的主题、人物形象等技能，经过这
一系列的思考与讨论，教师才给出对应的作文题目。这项研究已在本院连续进行了两年（2020-2021），
今年我们以137名低年级学生为研究对象，再优化教学策略，希望持续为中学低年级写作教学提供一个简
易、操作性强的教学方法，以提升学生的写作能力，并加强学生写作的信心。
【关键词】华文写作、微视频、中学低年级
 

汉语二语者动名搭配习得研究
姜晓欣 北京语言大学

【摘要】本文将从研究内容、研究语料、研究结果三部分概述论文内容，具体如下。 一、研究内容 通过
动名搭配中名词宾语的语义类别、错误搭配的类型分布、不同母语背景 二语者动名搭配产出量三个维度
考察二语者与母语者、不同母语背景二语者（日 语、韩语、维吾尔语）HSK 作文中产出的动名搭配是否
存在差异。 二、研究语料 二语者语料我们选取了 2010 年 10 月 HSK 考试作文 90 篇，其中，韩国、日 本、
中国维吾尔族二语者作文各 30 篇。母语者语料是高三及其以上学历的汉语 母语者按照 HSK 作文考试要
求写的同题作文，共 30 篇。 三、研究结果 1、动名搭配中宾语对语义角色的优先选择关系是“受事>对
象>等同>致使> 结果”，二语者与母语者动宾语义类型选择顺序基本相同。 2、动词误用占偏误总数的一
半，是主要的偏误类型。 3、日本二语者与韩国二语者产出正确搭配的比率不存在显著性差异，产出 搭
配总量最多、错误搭配数量最少的是维吾尔族二语者。
【关键词】汉语二语者、书面语、动名搭配

汉语学习者常见的母语负迁移及教学对策
蒋一鸣  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

【摘要】以英语为母语的汉语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常常会受到母语的干扰，这种现象被称为“母语负迁
移”。因英语和汉语具有明显差异，以及学习者受母语思维的影响，“母语负迁移”现象在以英语为母语
的汉语学习者群体中屡屡发生，且有一定的规律性和同质性。研究母语负迁移有助于发现汉语学习的重难
点，指导教师更有针对性地开展汉语教学，从而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增强学生的动力和信心。过往文献
和本项研究显示，常见的母语负迁移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语音、词汇、句法、书写系统及文化背景。本
项研究将对以上五方面进行详细介绍和说明，并提供如下三点教学对策，以减轻母语负迁移对中文学习的
影响：归纳常见错误点并提供配套练习；营造“沉浸式”汉语学习环境；保持耐心并鼓励学生从错误中学
习。
【关键词】母语负迁移、汉语学习、教学对策

韩中后缀“X家”的语义研究 
金梅 ·朴兴洙   韩国外国语大学

【摘要】汉字和汉语最早在商末周初就被箕子传播到了‘朝鲜’， 汉语教学在韩半岛的历史源远流长。
作为汉字文化圈和儒家文化圈的国家，韩国对汉字、汉语和汉文化一直有较强的认同感。 韩国是大约从
公元600年开始，借用相当于汉语中高音的语音和文字。在韩语词语当中汉字词所占比例相当高， 虽然《
训民正音》（1446年）颁布之后， 韩国有了自己的文字， 汉字词的使用早己深入人心。韩语中的汉字词
大多保留唐宋时期的中古音韵， 书写上基本采用繁体字， 因此，韩国是最早接触和吸收汉字汉文化进行
汉语教育的国家。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不管是国家层面还是民间，韩国一直保持着汉语教育的传统。本
文研究的是汉语和韩语中共同使用的后缀“X家”（“X가”）的语义对比，特别是着眼于它的语义特性，
阐明意义差异为研究目的。韩中 “X家”的语义可分为同义，转移，变异的关系。笔者以类后缀“X家”
的语义特征、语用特征等方面来浅析“X家”词缀化产生的原因。韩中两国同处“汉字文化圈”之中，有
着密切的联系。第二语言的习得离不开牢固的第一语言基础。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研究已经成为一门独立的
学科，研究日益精深。各国的汉语学习者，在自身文化特点的影响下，对汉语语言的习得、难易把握、也
有着不同特点。其语言的共性及个性更有着不同于其他的特点，这为中韩语言研究提供了必要性，也为对
韩国的汉语学习者的研究提供了必要性。第一语言对第二语言的影响和干扰，所以常常会使第二语言的学
习者自觉不自觉地要以第一语言为标准来套用所学的语言，因此产生“对等”意识和偏误现象。希望中韩
共同使用的后缀“X家”的语义对比研究，对中韩之间跨语言跨文化研究的引玉之砖。
【关键词】 “X家”、类后缀、语义差异、韩国汉语学习者.

明末西班牙传教士菲律宾漳州闽南话教材古今韵母分合考辨 —以《汉语语法：漳州话语言艺术》（1620）
西班牙巴塞罗那图书馆善本为例
金美  中国厦门大学

【摘要】本文以在菲律宾马尼拉传教的西班牙道明会（又称“多明我会”）传教士撰写于1620年的教材
《汉语语法：漳州话语言艺术》（下文简称“漳州语艺”）西班牙巴塞罗那大学图书馆善本漳州闽南语为
例，对比考察今漳州话（下文简称“今漳州话”）与《广韵》音系韵母（每字所属韵摄开合等次及声调用
小字号标注于每字右下角），查考辨正明末菲律宾漳州闽南话与今闽南话韵母古今分合的历史音变遗存，
颇有启示意义． 
【关键词】 明末西班牙传教士、菲律宾漳州闽南话教材、古今韵母分合

跨语言视角下汉语结束义动词的语法化研究
景高娃  浙江外国语学院 

【摘要】本文采用共时和历时相结合的方法，对汉语结束义动词的语法化过程进行分析，并借鉴语义地图
的方法，描绘结束义动词的多功能性。事件连接功能的产生是结束义动词语法化非常重要的一环，符合类
型学结束义动词语法化的一般路径。在共时平面上，对方言中的结束义动词的关注还不足。“罢”在普通
话中已很少使用，但保留在豫北方言中，进一步虚化，并扩展出表达经历的用法。从跨方言或跨语言的角
度来看，汉语方言和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语言中的结束义动词有相似的从完结到经历的扩展路径。已见报
道的境外语言的结束义动词可以表达“以后”“已经”“完结”“接续”“过去”“完成体”等多种功能。
汉语结束义动词向完成体甚至经历体方向发展，体现了类型学的共性。
【关键词】结束义动词、多功能性、语法化、经历体

认知视域下韩国学生能性述补结构的习得研究
雷婷  中山大学 

【摘要】能性述补结构一般是指“V得/不C”结构，是汉语的一种特殊句法结构，该结构的使用条件相对
比较复杂，在韩语中没有完全相同的对应形式，因此韩国学生在使用该结构的时候常常出现各种偏误。传
统的“V得/不C”结构教学主要偏重于结构形式的描述，学习者虽然能记住能“V得/不C”的结构形式，
但是能准确理解把握并有意识地正确使用该结构的学习者却不多。本文尝试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对能性述
补结构“V得/不C”进行习得和认知研究，试图探索出能性述补结构“V得/不C”的认知加工机制，并以
此为依据帮助对外汉语教师找到更为科学有效的教学策略。
【关键词】能性述补结构、二语习得、认知研究、汉语教学

新马地区私会党的行业隐秘语
李国樑  新加坡独立民间文史研究员、民间文史顾问

【摘要】新马的华人帮会源自中国清朝的天地会，殖民地政府称之为secret society（私会党）。虽然一
些私会党员曾经回国反清，大体上私会党的本质已演变成通过武力争夺地盘，以新客与黄赌毒为主要营收
的社会罪案源头。19世纪末，新加坡私会党被令“解散”后，成立以洪门“廿一”为根基的“天地人神”
派系，行语亦趋向本土化，例如“平中”和“崩角”两大主流招纳新丁时都会“做大戏”和“布袋戏”，
急功好利的私会党老大则“去角”；私会党内部职位有426、415、49等，民间形容“08、24、369，敌
不过999（警方号码）”；一旦“风来了”最好马上把“白鱼”藏起来。此外，“开台”跑码头必须以《
五祖船》对诗，跟“水”相关的隐语甚至通俗化，成为民间方言惯用的俚语。 
【关键词】新加坡、天地会、私会党、行语

关于华文实时在线课堂互动技巧的思考
李静  范静哗博士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COVID-19的疫情导致许多青少年的学习场域从传统的同一物理空间的课堂转到虚拟空间的实时
在线课堂，实时在线教学的互动环境的改变也导致传统的师生互动条件发生了变化。当教师和学生分散在
各自的生活空间，在共享的虚拟学习空间中师生的互动与传统课堂相比，相对缺少非言语交流，这对学习
者的投入和注意保持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教师需要进行专门调整才能发挥在线教学的效果。本文从青少年
心理学的角度探讨注意力及其与在线学习的关系，进而分析在线课堂中的常见任务，并总结在线教学中的
一些互动技巧，目的在于通过形成良好师生关系、积极的学习氛围来加强课堂互动，为学习者赋能。文中
总结的互动技巧主要包括：1.激发学习动机的互动技巧，如提问、反馈、非言语交流等；2.教学过程策略
的互动技巧，如明确学习任务、设计话题以及任务导向教学等；3.差异化教学策略的互动技巧，如应用资
讯科技支持差异化教学、组织统筹课堂中的互动。
【关键词】在线课堂、非言语交流、青少年学习心理、在线互动

关于强调数量“就”的重音形式
李美京 韩国大邱大学
            
【摘要】本文主要以声学的方式针对既可强调数量多又可强调数量少的副词“就” 进行的研究。前人对
此研究已经很多如，在句法、语用、语义演变、语义指向、主观量等方面，但在韵律方面的研究却很少，
且几乎都靠语感来判断“就”是重读还是轻读。本文要对“就”的本体研究与韩汉对比研究同步进行，考
察在有无“就”的单量式结构中重音形式有何区别，还要看中国人和韩国人对“就”句子的音长和音高有
何不同。实验材料选择了《现代汉语八百词》，《现代汉语虚词词典》中的例句及自己调整的例句，一共
20个句子。实验对象为中国人3名，韩国人3名，各读三遍。分析对象一共为360（20*3*6=360）个句子，
57，600（20*160*3*6=57，600）个音节。本文要分析句中有无副词“就”的两种情况下，句中音长和
音高的不同。研究结果大体如下，第一，通过分析音长和音高来看，句中有无“就”时，重音位置有所不

同，没有“就”时，重音放在句末数量单位上，并且各音节的音长相差不大。强调少量时重音既可在“就”
上，也可在“就”后的数量单位上；强调大量时，重音放在“就”前。第二，韩国人不管副词“就”在哪
儿，一般都把重音放在数字上，有些人把它放在动词上。可见，韩国人对句中出现强调数量的副词“就”
的重音格式不太了解。第三，韩国人的每个音节音长区别不大，而重音的表现不太凸显。
【关键词】重音、 副词“就”、音长、音高

东南亚华语早期词汇发展变化研究
李权  北京师范大学

【摘要】本文以《叻报》《新国民日报》为研究对象，分别选取1917-1920（本文称之为“前期”）和
1930年前后（本文称之为“后期”）的等量本地新闻语料进行两点间的词汇比较，主要有以下两点变化：
第一，文言形式减少，白话形式增加。早期华语的语言风格可归纳为“文白相融”，即尚古的文言词和通
俗的白话词并存共用。对比前后期，文言形式有所减少，白话形式有所增加，体现出文言向白话的过渡特
点。第二，由不稳定趋于稳定。表现为如下语言事实：其一是同义形式的选择，如同素异序词，其二是异
形词的选择，包括自源和他源两类。它们均表现出前期词形丰富，且频次相近，后期出现了主要词形的变
化。以上几种变化主要受以下三种因素的影响：其一，早期国语的影响；其二，东南亚本土因素的影响；
其三，外语的影响。从“史”的角度来看，应该将共时和历时的研究思路相结合，多角度考察影响华语发
展变化的因素。
【关键词】东南亚华语、叻报、新国民日报、词汇

基于网络技术支持下韩国高校汉语教育现状
李秀彬 韩国仁荷大学/中国天津师范大学

【摘要】随着网络技术的普及，不受时空限制可以展开汉语教育。在疫情情况下，多数韩国高校采取了基
于网络技术支持下的远程汉语教育。本研究主要考察对象为20所韩国重点高校的汉语教育现状，主要考
察范围为韩国政府的官方文件、高校常用的LMS系统，K-MOOC平台、KOCW高校资源共享平台、高校
的OCW平台、高校官方网站进行了考察。考察得知，1）汉语与其他外语相比，韩国政府对汉语教育方
面的支持力度变化不大，可说明为韩国政府重视汉语教育。2）韩国高校利用LMS系统开展混合式学习以
及远程教育提高汉语课堂教学的绩效。3）通过K-MOOC管理实施策划可以看出，韩国政府重视基于网
络技术支持下的远程教育，以及远程教育有着一定的意义。本文进行了基于LMS系统支持下的汉语课堂教
学设计。LMS系统可以实现以学习者为中心的课堂教学，又可以减少教师的备课时间。基于LMS系统的汉
语课堂教学可以分为三大环节开展不同的教学活动。1）课前环节主要进行资源学习，比如：教师把教学
资源上传到LMS系统让学习者进行自学。2）课中环节可以点击远程会议（ZOOM与谷歌会议）开展远程
教育。3）课后环节利用LMS系统上的练习，考察学习者的掌握度。4)学生互动方面，LMS系统上教师创
建小组之后，不仅可以进行生生互动，还可以线上会议当中可以进行师生讨论。本文的研究工作可以为对
韩国汉语教育的信息化与汉语教学改革工作提供参考并借鉴。
【关键词】汉语教育 、系统

混合式学习模式运用于文学教学的设计与实践—以H2华文与文学小说教学为例
李志元  新加坡莱佛士书院（高中部）
张曦姗  南洋理工大学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随着数码科技的普及，课堂的教学形态及学生的学习方式也有了巨大的改变。混合式学习模式便
是其中一大教育趋势。学生在选读H2华文与文学这门课前，较少接触过文学作品，也缺乏深入分析文本
的能力。因此，如何带领学生深入分析课程中的所有作品，并教授学生分析文本的能力便成了一大教学难
点。本文试图以H2华文与文学课程下的小说教学为例，探究如何将混合式学习模式运用于文学教学上。
首先，本文将介绍研究背景与对象，并阐述新加坡混合式学习模式的概念和理论依据。接着说明运用混合
式学习模式于小说教学上的实践过程。最后，本文通过学生调查问卷、聚焦访谈及教师观察来检视教学设
计与实践的成效，再反思教学过程中所面对的挑战。
【关键词】混合式学习模式、H2华文与文学、小说教学

“年老”对新加坡华族年长病患意味着什么？—以医患门诊会话中的“年老”为例
林鼎勋   林尔嵘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摘要】在公共医院的门诊互动中，时而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一些年长患者会在话语中向医生标榜自己“
年老”的身份，如：“这么老了”、“我岁数有了”、“八十七岁了啦”等等。我们发现，这些以话语标
识自己或他人的“年老”身份不只是单纯的在传达信息。实际上，在不同的会话序列环境中，以话语标识

“年老”作为会话行为能达到不同的话语作用。以新加坡某一家医院的门诊语料为例，我们结合会话分析
（Conversation Analysis）方法与身份类属机制（Membership Categorization Device）的视角，
探讨“年老”这一身份类属在门诊互动中的作用。研究显示，一些华族年长患者会向医生标榜自己“年老”
的身份，以完成特定的话语行为，包括：一、合理化自己的病症；二、拒绝医生的医疗建议；三、辩解自
己身体功能的缺失。通过分析这些年长患者标识“年老”身份类属的互动序列及相关的会话行为，我们旨
在揭示新加坡华族年长患者对于“年老”这样一种身份标签的观念及认识，说明身份类属机制是如何搭建
起交互双方对话语的理解，也为医患沟通研究带来新的启发。
【关键词】会话分析、互动语言学、身份类属机制、年老

维吾尔语、西部裕固语颜色词文化内涵对比研究—以“黑”“白”为例
林雅琛   中央民族大学

【摘要】本文总结对比维吾尔语和西部裕固语“qɑrɑ/�ɑrɑ黑”“ɑq/ɑq白”的义项发现，两种语言“
黑色”既含褒义也含贬义，均有伟大、尊贵、有力、程度深、粗糙、无知、坏、反面的和孝服等义。但维
吾尔族接受了汉族“黑色”代表非法、秘密的认识。维吾尔族和西部裕固族都认为“白色”代表吉祥、善
良。西部裕固语“白色”可指所有奶制品和非宗教职业者，维吾尔族受到其他民族影响，借入了白色“落
后、反动”等贬义。并从社会生产实践、宗教信仰、风俗习惯三方面讨论“黑”“白”文化内涵的异同原
因。
【关键词】维吾尔语；西部裕固语；“黑”“白”颜色词；文化内涵对比

试论对外汉语教材中的拼音教学设计及拼音对教学的辅助作用—以《博雅汉语（第二版）》为例
刘迪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

【摘要】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开始学习汉语，各种对外汉语教材层出不穷。语音教学在语言学习初
期有着重要意义，对于汉语来说，拼音教学是发展其他语言技能的基础。教材是教学的依据，一些对外汉
语教材中对拼音教学的设计缺少科学性和系统性，并且没有较好的利用拼音辅助之后的技能教学。本文共
有五章，以《博雅汉语（第二版）》九册书为研究对象，分别从研究目的和意义、拼音教学设计、拼音练
习安排、拼音辅助其他语言技能教学、研究结论等方面展开论述。《博雅汉语（第二版）》总体而言在拼
音教学方面较为完善，但在发音方法教学和拼音练习方面仍可提升。本文详细分析了教材中拼音部分的优
劣利弊，希望能为其他对外汉语教材的编写完善提供思路，提高对外汉语教学的质量。
【关键词】对外汉语、拼音教学、教材设计

台湾“国语”新义新用的“杀”
刘吉力  长沙师范学院文学院  

【摘要】台湾“国语”的“杀”动形兼备，以动为主，辅以形容词用法。形容词“杀”主要有“狠/酷/低”
三个义项，各义项来源不同；历时考察“杀”，呈现由升到降的发展态势，义项由单到多再到以“低”义
为主，“杀”的发展演变有其内外部原因；对比其他多个华语社区，台湾“杀”与其形成有无之别的新生
差异。新义新用的“杀”充分体现了台湾“国语”的变异性及独特性，因此是研究其最新发展演变的典型
案例之一。
【关键词】台湾“国语”、“杀”、形容词、变异

更好地与文献对话：留学生学位论文转述结构考察与教学
刘锐  澳门大学

【摘要】学术写作中，引用是与已有研究建立联系、创建自身研究空间的重要方式（Swales， 1990）。
因此需要大量地使用诸如“某某发现/认为”、“在某某看来”这类转述结构。学术英语（EAP）研究表
明，二语学习者在掌握转述结构上存在相当的困难（Neff et al. 2003；陈建林，2011）。本研究旨在考
察汉语二语者的学位论文中转述结构的使用情况。本研究从CNKI硕士学位论文库中随机选取了13篇留学
生用汉语撰写的学位论文作为考察对象。由于引用通常集中地出现在文献综述部分，因此考察的重点放在
论文的“研究综述/研究现状/文献综述”部分。我们使用Liu & Wang（2019）的分类体系对转述结构进
行了标注。结果显示，留学生学位论文中使用最多的是过程性转述，其次是话语性转述，最少是发现性转
述、认知性转述。对比成熟写作者的论文（刘锐、黄启庆、王珊， 2021），留学生过度使用过程性转述，
而发现性转述、话语性转述的使用比例偏低。结合不同转述结构的功能来看，留学生在引用中主要关注的
是研究对象、方法，而对结论、成果、作者的观点缺乏足够的讨论和分析。此外还存在以下问题：转述语
的功能类型、种类单一；（2）转述语误用；（3）转述结构滥用，造成无意义的引用。针对这些情况，
本文提出应该对转述结构进行针对性训练，综合使用范文学习、结构控制训练、改写等练习方法，帮助二

语者理解和掌握多样化的转述手段，以提高汉语学术写作的水平。
【关键词】转述结构、学位论文、引用、学术汉语、学术写作

虚拟世界和元宇宙：汉语国际传播的应用现状和未来的可能性
卢文慧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研究生

【摘要】依托现代信息技术和互联网平台在线教育的不断发展，“互联网+”开展汉语教学受到汉语教师
与汉语学习者的共同重视，使汉语国际传播更多样化。虚拟世界是一种持久的在线计算机生成环境，在远
程物理位置的多个用户可为工作或学习进行实时交互。本文首先介绍了虚拟世界的历史发展和元宇宙的概
念。元宇宙是互联网的延伸，允许用户彼此之间以及周围的环境进行互动，包括虚拟现实（VR）和增强
现实（AR)。人工智能（AI）的使用现已成为汉语国际教育的现实。通过特别关注四个特性，虚拟世界或
元宇宙的集成网络在四个领域取得进展：沉浸式现实主义、访问和身份的普遍性、互操作性和可扩展性。
对于每个领域，当前状态和需要的发展，这些特性被认为是可行的多元核心组成部分。本文考虑虚拟空间
在当代汉语国际传播的应用现状，以及元宇宙新技术领域的影响。以当代汉语为对象，以多学科交叉为视
角，结合汉语国际传播的相关实践，虚拟世界利益相关者和开发人员之间未实现的协作，构成人类社会文
化互动的一个引人注目的领域。伴随新技术发展和教学理念变化，在虚拟世界和元宇宙视野下展望汉语国
际传播发展的新思路。
【关键词】元宇宙、虚拟世界、人工智能、汉语国际传播

东南亚华语量词历时发展调查与思考
卢月丽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摘要】本文以东南亚华语为对象，以“史”的眼光观察东南亚华语中量词的历时发展面貌，最终按照“
史”的范式形成比较完整的表述，试图从一些具体的方面展现东南亚华语发展演变的内容及过程。文中把
东南亚华语量词的发展归纳为以下三种模式：上扬式、下行式及曲折式。在对上述语言事实考察与梳理的
基础上，文中得出以下两点认识：其一，东南亚华语量词的发展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其发展不止一种模
式，而是三种交织在一起；其二，华语量词发展演变的原因既有方言、英语的影响，又有其作为祖语具有
保守性的制约。
【关键词】东南亚华语、量词、祖语、历时研究

浅谈国际汉语教学中的跨文化理解 ―以在日教学实践为例
路浩宇  日本关西学院   
陈碧强  中国山东曲阜师范大学

【摘要】笔者以自己在日本大学试行的两次以“友谊”和“孝道”为主题的汉语口语教学实践为例，通过
学习者对“友谊”和“孝道”为主题所作的口头发表，在提升口语表达能力的同时，引导学生了解中国的
文化与哲学思想。通过观察学习者对“友谊”和“孝道”话题的口语课的参与情况，我们发现日本学生对
友谊话题的兴趣更浓厚，对友谊的理解比孝道更深，对友谊价值的认同大于对孝道的认同。日本是原子化
社会，由于个人本位思想在日本的盛行，学生对于跟自己关联紧密的同时代事物表现出更大兴趣。孝道涉
及两代人或三代人之间的关系，复杂程度远大于友谊，故不太容易引起在“核心家庭”的时代背景下成长
起来的当代日本大学生的同情与理解。由此可见，任何一种观念都与它的历史和人文环境有关，是传统延
续和社会生活的产物。由于“孝”涉及到代际关系，日本学生对“孝”的认识相对浅薄，往往是泛泛而谈。
由此引出对教学目标的思考：一，国际汉语教学不应仅仅停留在“术”的层面，而应在锻炼学习者基础能
力的前提下，上升到对学习者的人文关怀与灵性启迪的大道上来。二，知识传授与文化交流是两个层面的
问题，知识传授是无条件性的，而文化之间的融合是有选择性的。国际汉语教学需要在尊重文化多样性的
前提下进行。
【关键词】国际汉语教学、友谊 孝道、人文关怀
  

怒苏语多义词的文化内涵
罗自群  中央民族大学

【摘要】怒苏语是生活在中国云南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福贡县的怒族怒苏支系说的一种语言，属于汉藏语系
藏缅语族彝语支。怒苏语词汇，按照义项来分，有单义词和多义词两类。本文重点从多义词这一方面来分
析怒苏语词汇所体现的文化内涵，通过与汉语、藏缅语族其他语言的比较，来说明怒苏语词汇文化内涵的
特点。文中所用的怒苏语词汇都是来自本人田野调查获取的第一手语料。一、怒苏语多义词的类型：如果
以汉语为参照点，怒苏语中存在一些多义词——一个怒苏语的词，可以有两个及以上的汉语词语和它相对
应。既然是多义词，语音相同，语义相关。根据词性，可以把怒苏语多义词分为两类：1、词性相同的，

2、词性不同的。（一）怒苏语词性相同的多义词  怒苏语词性相同的多义词比较常见的是名词、形容词
和动词。（二）怒苏语词性不同的多义词  怒苏语词性不同的多义词，比较常见的是一个多义词具有两种
不同的词性，当然，也有一部分多义词不止两种词性。二、怒苏语多义词的文化内涵：我们把怒苏语词性
相同的多义词看做是静态相关，而把词性不同的多义词看做动态相关。和汉语比，和汉族比，使用怒苏语
的怒苏人和汉族在认知上存在着诸多差异，汉语的表达显得更精细一些，而怒苏语则比较笼统一些。怒苏
语多义词的这种特点，充分体现了怒苏语的文化内涵。
【关键词】怒苏语 、多义词、文化内涵

汉语二语者书面产出词汇多样性的文本长度效应研究
马庆 北京语言大学

【摘要】词汇多样性是二语表达能力的重要标志，是计算机自动作文评分的重要采集变量，但是词汇多样
性测量指标与文本长度之间存在复杂的关系。本研究从2010年4月HSK写作考试的实测大数据中选取154
份语料，重点探究了汉语二语者书面产出词汇多样性与其文本长度的关系。结果发现：（1）词种数、
TTR、Root TTR 、Log TTR等8个测量指标可作为词汇多样性测量的有效参量，但通过相关分析结果可以
看出，当文本长度过短的时候，很难反映出词汇多样性与作文成绩之间的关系；（2）8个测量指标均存
在文本长度效应，其中MATTR受文本长度的影响较小；其余7个测量指标随着文本长度的变化整体呈现出
线性的变化趋势；（3）当文本长度在60至100词范围内时，除MATTR外，相同文本长度下的LD值均存在
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关键词】词汇多样性测量、文本长度、语言产出、作文自动评分

西南官话中古非晓组字混读的声学考察—以四川中江为例
饶冬梅   西华大学

【摘要】古非晓组字的混读在西南官话中较为常见[1][2]。西南四省（四川、云南、湖南、湖北）方言中
非晓组字的混读主要体现为八种类型（见表1）。本文以四川中江方言的古非晓组字今读作为深度调查对
象（前人调查结果为Type2类型[2][3]），选择10位年龄在55-65岁区间的发音人（男女各5），得到约
9000个语音材料，提取擦音中段20ms的谱重心CoG（Center of Gravity）和标准差SD(Standard 
Deviation)两个参数[4][5]，从声学和感知两个角度考察了四川湘语中非晓组字混读（merger）以及语
音性变读（phonetics variation）的原因[6][7]：非晓组字的混读，跟[f]/[xu]发音的相似性以及感知混
淆有关，和语言接触也有密切关系。四川湘语受强势方言（Type 1）及普通话影响，混读规律出现例外
之外的字有所增多，混读的条件也逐渐走向单一化。
【关键词】四川湘语、混读、语音变读、语言接触

河北方言的“去分阴阳”现象
桑宇红  白茹 河北师范大学 

【摘要】学界对河北地区保定、唐山、秦皇岛地区冀鲁官话保唐片轻声前去分阴阳的现象已有报道，较早
应是《昌黎方言志》（1960），后有李思敬（1995）对宁河方言，接着田静（2007）、刘克龙（2010）对
唐县，后又有郑莉（2014/2019）、白茹（2016）、曹庆改（2018）、李仕颖（2019）、尹凯（2020）等
分别报道了与保定毗邻的石家庄的深泽、无极、辛集及衡水部分地区安平、饶阳也存在“去分阴阳”的现
象。河北方言去分阴阳具体表现为：（1）在单字调层面可以区分阴阳去，如无极和深泽；（2）在连读层面
区分阴阳去；主要分布于保定地区的曲阳、定州、唐县三个县市；（3）仅在轻声前连读时区分阴阳去，
主要分布于保定及石家庄、衡水部分毗邻保定的地区。
【关键词】河北方言、去分阴阳、连调及轻声、保唐片

课例研究：放声思考在阅读教学中的策略与设计
盛丽春、韩爱玲、幸锦龙 、胡晓苏  四德女子中心
张曦姗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为了提高学生在阅读理解、感悟欣赏及延伸拓展方面的能力，本校研究团队通过放声思考阅读策
略(Think Aloud Strategy)进行有系统、有针对性的阅读教学。放声思考策略是将个人内在的无声思考，
用口语表达的方式，将心中所思考的内容说出来。老师能借此了解学生的思维过程并加以引导纠正。放声
思考方式是展示思考能力的有效方法，让思维可视化，同时也能训练学生的口语表达能力。本研究以79
名中二高华学生作为研究对象展开三轮的课例研究。本文首先从研究背景、研究对象和研究目的做一个整
体介绍；接着阐明理论依据和相关概念；再具体介绍整个研究的教学实践过程。研究结束后，通过调查问
卷、教师观察以及学生反馈进行分析，最后再反思教学过程中所面对的难题与挑战。

【关键词】课例研究、放声思考、阅读教学

“洪武赶散”与苏北江淮官话
石绍浪  北京语言大学

【摘要】“洪武赶散”是指明初苏南向苏北平原一次大规模移民，虽然正史没有确切记载，但在苏北民间
普遍流传。苏北江淮官话入声韵有一个较为独特的特征，曾梗摄一二等帮组字读圆唇后元音韵母，并与通
摄合并，其分布与“洪武赶散”的移民范围基本吻合。比较发现，苏北江淮官话的这个音变应是源于苏州
移民的影响。今苏北江淮官话入声韵类突破中古韵摄的格局，发生了简化，也可能是明初苏州方言在苏北
扩散的结果。余论认为，在分析江淮官话与吴语关系时，不能只局限于“同源”的角度，还应考虑明初苏
州苏州方言在苏北的扩散。
【关键词】“洪武赶散”、苏州方言、苏北方言、江淮官话、入声韵

德国语言学家加布伦兹及其《汉文经纬》研究
宋楠  德国国际合作署中德合作中心； 波恩东亚研究院chinnotopia中国论坛

【摘要】本论文第一章介绍了与乔治·加布伦兹有关的史实，包括十七到十九世纪西方汉学的兴起、独立
与发展、加布伦兹家族史和乔治·加布伦兹的汉学之路。 第二章到第四章将《汉文经纬》拆分为“汉语
基本面貌”、“分析系统”和“综合系统”研读与解析，完整展现加布伦兹的语法思想和其构建的古代汉
语语法体系。论文的第五章和第六章，分别探讨了加布伦兹在西方近代语言学历史上所起的作用，以及对
汉语语法思想史的影响、突破和超越。同时在论文结语部分，讨论了中外语言学界对于《汉文经纬》一书
不甚明晰的几个问题。
【关键词】加布伦兹  《汉文经纬》

华文作为第二语言新闻听读教学的文献综述
孙晓颖   张丽妹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新闻听读教学在华文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中更是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本文回顾和介绍了
2001-2021年二十年间华文作为第二语言新闻教学的相关研究，文献主要来源于中国知网 (CNKI) 和Web 
of Science等数据库。本研究的文献综述主要围绕四个研究问题：第一，华文作为第二语言新闻听读教
学的目标有哪些？第二，华文作为第二语言新闻听读教学的原则是什么？第三，华文作为第二语言新闻听
读教学的难点有哪些？第四，华文作为第二语言新闻听读教学的教学策略和方法有哪些？最后，本文结合
新的时代背景提出了华文作为第二语言新闻听读教学的优化建议。本研究的成果和发现对华文作为第二语
言新闻听读教学具有良好的指导意义，同时也为华文第二语言新闻听读教学法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和指引。
【关键词】华文作为第二语言、新闻听读教学、教学目标和原则、教学难点、教学方法 

乙圩壮语多功能语素te∶ŋ1

覃薇  中央民族大学 

【摘要】本文对乙圩村壮语“遭受”义语素“te∶ŋ1”进行全面的调查描写，并刻画出“遭受”义语素
“te∶ŋ1”功能的整体面貌。对“遭受”义语素部分语法功能的语法化过程进行探讨，归纳出其语法化的
路径和机制，为学界了解乙圩壮语“遭受”义语素功能的语法面貌和特征提供新的材料。乙圩壮语的“遭
受”义语素“te∶ŋ1”呈现出多功能性，具备了十三种功能：①“触碰”义动词；②“对、中、合”义动
词；③“遭受”义动词；④“需要、用”义动词；⑤被动标记；⑥“对”义形容词；⑦“致使”义动词；
⑧情态助动词；⑨结果补语；⑩程度/状态补语；⑪“到、轮到”义动词；⑫副词；⑬假设连词。其中，
本文调查到了“遭受”义语素“te∶ŋ1”以往没有被调查描写到的功能为：①程度/状态补语；②“到、
轮到”义动词；③副词；④假设连词。
【关键词】乙圩村、壮语、“遭受”义

祁东湘语多功能词“落”的语义演变与主观化
谭丽亚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西南林业大学外国语学院
陈海宏  云南民族大学民族文化学院

【摘要】湖南祁东湘语多功能词“落”的用法比较特殊，其语义演变属于通过增加新义而产生的多义模式，
它的多个义项在语义上有一定的关联，或直接关联，如“落”作实义动词时的多种语义；或间接关联，如
前加准词缀型小称标记“落”可能是由实义动词“落”的“降生”、“遗留在后面”等义隐喻而来的。“

落”在祁东湘语中还可以重叠，在语义和语用表达上带有一定的感情色彩，可表达说话者对命题的多种主
观态度。祁东湘语“落”语义演变的认知机制主要有类推（隐喻与之相关)、重新分析（转喻与之相关）和
主观化（褒化、贬化与之相关)等等。
【关键词】祁东湘语、“落”、多功能、语义演变、主观化

论析新加坡华人华语及身份认同的变迁
谭国勇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身份认同的建构在国家及其国家层面下的政治、经济及社会发展上有着深远的影响。它可以使人
认可该国家在政治经济及社会层面上的立场及政策，也可以让人民在某种程度上产生了归属感。教育是建
构身份认同的其中一环。据王赓武教授与陈庆文教授所示，新加坡华人身份认同，是最没有代表性，后者
则认为身份认同是有目的性地建构出来的。由此说明了新加坡华人身份认同正等待人们来填补。也正是如
此，新加坡政府通过不同媒介，包括教育政策等手段来灌输和建构自身倾向的华族身份认同，即倾向于文
化上的认同。本文尝试通过1979年讲华语运动及新加坡教育部历来的教育改革报告书，来了解其倾向和
期许。1979年讲华语运动，主要目的是要整合新加坡华族各方言群体。当时，新加坡华人社会有多达12
个华人方言群体，拥有一个共同的语言：华语，促进他们之间的沟通，减少之间的纷争，团结一致。这有
利于营造及实施双语教育政策的大环境，从中促进经济发展。然而，时间的推移，讲英语家庭的增加，使
得讲华语运动有了新的使命，即提升人们对华文的认识。新加坡教育部在报告书中所倡导的文化认识，倾
向于应对华族内部压力和需要。这回应了陈庆文认为华人身份认同是人造的说法。与此同时，随着华人移
民的移入，他们所带来的文化是否再次在原有身份认同上融合或产生分歧，则是未知数。这将会直接或间
接影响新加坡华文华语以及教育发展的走向。
【关键词】新加坡、华人华语、身份认同、教育

新加坡高中文学教学提问策略的探讨— QUILT框架下的教学设计与实践
唐佑彬   潘旭    李俊贤    郝德奕 淡马锡初级学院
张曦姗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在华文文学课堂上，设计优质问题能引导学生进行品读和鉴赏。因此，本研究以主修H2CLL的
61名学生为研究对象，探讨基于QUILT提问框架激发学生学习兴趣与提升学生思维能力的课堂教学模式。
本文首先介绍研究的背景、对象及方法，阐述基于QUILT提问框架的教学理念与理论依据；接着以现代小
说、诗歌、戏剧以及文言文为例，介绍如何基于QUILT的提问框架设计不同类型的问题的提问策略；本文
也根据学生的课堂反应，探讨了QUILT提问框架下不同文学作品教学的几种提问策略和问题设计类型，在
体现以学习者为中心、加强师生互动和凝聚同侪间学习力量等方面的成效。本论文最后将通过前后测的数
据对比分析、学生反馈、教师观察和学生产出检视教学设计的实施成效。
【关键词】文学教学 、提问策略、 QUILT框架、教学设计

楚辞“羌”字句与湘西凤凰方言ʧʰɑ13字句 比较研究
田晓黎  中央民族大学

【摘要】楚辞里的“羌” ，自东汉王逸注释后的1800多年来 ，众多研究者引经据典， 却始终没有确解。
《楚辞》的“羌”字是否有田野遗存？在湖南湘西凤凰方言中存在极具特 色的ʧʰɑ13 1字句。本文从凤凰
方言ʧʰɑ13字句的田野记音开始，逐条分析，总结规律，再与《楚 辞》16 处“羌”字句进行对比研究，
结果显现，凤凰方言ʧʰɑ13字句基本传承着《楚辞》“羌” 字句的语义。 
【关键词】《楚辞》  羌

国际中文学习软件的大型网络游戏化
汪歆玥  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   

【摘要】汉语学习时间长的特点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二语学习者的热情，而当下飞速发展的大型网络游戏新
颖有趣，常令人沉迷。修坝不如引流，把学生们对汉文化和网络游戏的双重兴趣融入到汉语学习的全过程，
将有助于培养学习者持续性的学习兴趣。本研究分析了当下常用汉语学习软件中的游戏模式，结合现有网
络游戏的汉元素部分，提出了将汉语学习软件大型网络游戏化的具体设想。持续化：脱胎于传统的孤立小
游戏，将累计的学习成果作为升级模式，合理地穿插各类支线任务。系统化：学习者通过注册账号建立个
人学习档案，学习任务既包括集体学习，也包括多种自学形式。针对性：以学习者的需求为导向，提供相
应的实用汉语知识。灵活性：及时更新，高度重视用户反馈。允许教师使用游戏程序和知识库，以方便与
线下教学配合使用。
【关键词 】汉语国际教育、学习软件、网络游戏、学习兴趣

“ 打（타）”字的韩国汉字音形成过程考察
王 浩  四川轻化工大学人文学院  

【摘要】“打”字，在《广韵》中有两个读音，都是阳声韵，一个是梗摄、梗韵，开口二等，上声，端母
“德冷切”；另一个是梗摄、迥韵，开口四等，上声，端母“都挺切”。但是在韩国汉字音中，“打”字
读阴声韵타[t�ɑ]。本文从历史语言学和语言接触的角度出发，认为中世韩汉音（15-16世纪）中存在的
타[t�ɑ]和뎍[tiək]这两种读音，其形成主要是中国的影响，由“德冷切”和“都挺切”两种读法，平行
发展而来，“德冷切”变成了“都瓦切”直接影响了타读音的形成；“都挺切”本来是阳声韵，在传入韩
国以后，其阳声韵尾[ŋ]变成了入声韵[k]，实现了“阳入对转”，从而形成了뎍的读音。近代以后，随着
日语词向韩语的大量涌入，“打”字的日语唐音だ[da]与韩汉音中타读 音的高度相似性，使得타读音在
与뎍读音的竞争中，取得了最终的胜利。

汉语方言亲属称谓中的音变
王红娟  山东师范大学  

【摘要】亲属称谓是方言词汇中重要的一类，我们在考察方言间的词汇差异时，亲属称谓往往是重要的参
照项，如《汉语方言地图集 词汇卷》共有203条词汇图，其中涉及亲属谓的就有“爷爷、奶奶、外祖父”
等14条。在对汉语各方言中的亲属称谓进行梳理时发现，汉语方言的亲属称谓中普遍存在音变现象。比
如，山西运城的“弟”，单字音为“ti33”，但在“兄弟”一词中读音变为“thi33”。本文的音变的含
义是指：1.某个字或某类字在称谓词中的读音与其他情况中的读音不同。2.某个字或某类字在称谓词中的
读音于古今演变规律不合。本文讨论的方言亲属称谓中的音变类型主要有以下三种：个别音变、系统音变、
别义音变。
【关键词】汉语方言、 亲属称谓、 音变

乡村振兴背景下民族地区发挥语言经济效能路径的再探讨—基于西藏自治区林芝市M县的个案研究
王娟  陕西师范大学

【摘要】语言能力是重要的人力资本，语言经济效能是语言的重要社会效能，语言扶贫工作作为中国贫困
治理体系的有机构成，在国家脱贫攻坚的重要阶段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
后，民族地区的语言文字工作在扶持对象、政策范围和顶层设计方面也相应需要作出一定的调整。本文试
图在乡村振兴背景下进一步探讨如何继续发挥语言经济效能的路径。
【关键词】乡村振兴、语言扶贫、民族地区

四川方言的音系特征和两个历史层次
王倩  周及徐  四川师范大学

【摘要】 以往的四川方言研究认为，现代四川方言皆为明清时期的“湖广填四川”所带来。我们在近十
年的时间里，在四川作了广泛的方言田野调查。根据实地调查材料，我们提出新的观点：在四川省的岷江、
嘉陵江流域分布着两种不同的官话方言：嘉陵江流域分布着以成都话为代表的以“入归阳平”为特征的西
南官话方言，这是明清湖广移民带来的；岷江流域分布着以大邑话、宜宾话为代表的有独立的入声调的官
话方言，这是明代以前的四川本地方言的后裔。二者分属不同的方言层次而共存于今天的四川。本文以
2019年出版的《岷江流域方音字汇——“20世纪四川方音大系”之一》中语音材料为据，借助实验语音
学方法对成都话与大邑话、宜宾话作音系整理、以Praat软件绘制其声学元音图、声调曲线图，分析其在
音系上的规律性语音差别，说明今天的四川方言不仅具有以成都话为代表的湖广话语音类型，还有更为古
老的另一方言层次——这个音系今天仍具有入声独立、果摄一等字读为-u、麻三精见组读-i、模韵字读为-o
等语音特征。这些语音特征与成都话的湖广话语音类型有明显的差别，独立于成渝片西南官话而存在。 因
此，现代四川方言分为本地和外来两个层次：本地层次叫“南路话”，外来层次叫“湖广话”。
【关键词】四川方言、岷江流域、成都话、大邑话、宜宾话、方言音系

保定方言两字组连读变调及其若干问题
王帅臣  华北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 

在对河北省保定市下辖的24个县市区进行方言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展开本文的分析。首先描写清苑区的
两字组前字连读变调情况，以便对保定核心区域的变调情况有所了解。其次，介绍保定方言中的阴平变调、
阳平变调、上声变调、去声变调的地理分布、调值表现、调类分布等基本情况。再次，重点讨论上声变调
和去声变调。上声变调后的调值情况有一定序列性：一种是前字变调后与本声调系统的阴平接近或合流；

一种是前字变调后与本声调系统的阳平接近或合流。上声变调既有类型学上的原因，也有历史因素在起作
用。去声变调有一类和轻声有关。

西宁方言持续体标记“着”
魏萌  中央民族大学

【摘要】汉语西宁方言的体标记“着”主要表达持续体的语法意义。除单独使用，方言中“着”常与起始
体标记“上”、完成体标记“下/了”等其他体标记叠用。由此，西宁方言的持续体标记“着”多构成
“V着V”、“V着C”或“V着＋从句”三种结构。西宁方言持续体标记“着”常与起始体标记“上”、
完成体标记“下/了”等叠用，且均处于其他体标记之后，即动词后第二位置。叠用中，“着”仍表达持
续体的语法意义，其语义与前一体标记层层套叠，具有一定顺承关系。如与起始体标记“上”叠用时，“
上”的语义指向前面的谓语动词，构成“V＋上”结构；“着”的语义则指向“V＋上”这一整体，表达
动作行为开始并将进一步持续的状态，“着”具有一定未完整体范畴义。“V＋上＋着”结构还可续接其
他动词或补语成分，构成“V＋上＋着＋V”结构。此外，西宁方言持续体标记“着”常以“V＋着＋C”
形式用于述补结构谓语句中。其中，C可为程度、情态、结果、数量等多种类型补语，形式上可由单个形
容词或副词、数量或偏正短语及主谓结构充当。语义层面，“V着＋C”由“V着”与C两个时间过程构
成，C主要由“V着”引发或伴随，即两个过程包含一定的逻辑因果关系，这种关系可以是显性的也可以
隐性的。除构成“V着V”、“V着C”和“V着＋从句”结构外，持续体标记“着”还可用于西宁方言的
存现句和“的字结构”中，其用法具有一定独特性。
【关键词】西宁方言、着、持续体标记

“口”的比较词义探索
吴宝安  湖北大学文学院 

【摘要】“口”这一概念在汉语中主要有“口、嘴”两个词，根据它在汉语、汉语方言以及其他语言中的
用法，我们整理出了12组与“口”有关的共同引申，这些共同引申都可以通过“转喻”和“隐喻”来解
释。 基于转喻的共同引申有7条，如： 与言语功能相关，“口”引申出“说话、话语”义。与饮食功能
相关，“口”引申出“口味”“人口”义。与临近部位相关，“口”引申出“脸、鼻、咽”“口部饰物”
义。基于隐喻的共同引申有5条，如：与形状、位置都相似，“口”引申出“容器等器物通外面的地方”
和“出入的通道”义。与形状相似，“口”引申出“（山谷、水道等）大的豁口”“突出的部分；尖儿”。
这12组共同的词义引申在汉语、汉语方言以及英语、俄语、西班牙语、日语、泰语、印度尼西亚语、壮
语等语言中都以共词的方式出现，因此，我们可以将其看作是“口”在语言中的共同演变模式。
【关键词】“口”  比较词义 、共同演变

新加坡中学华文快捷课程后进生
语文学习的挑战和独立学习能力的培养
吴宝发  张曦姗  周淑君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后进生学习一直是教育工作者关注的课题，新加坡教师也不例外。后进生学习问题复杂，包括语
文基础薄弱；个人学习态度不良；缺乏独立与迁移的学习能力；课堂教与学方法不当等。本文立足于本地
一所中学的校本研究，借助文献研究法、问卷调查法与观察法，对中二快捷班24位后进生的学习特点进
行梳理，由此作出为期六个月对3个单元的教学调整的尝试，旨在分析后进生在课堂中语文学习的挑战以
及探索他们独立学习能力的培养。本研究对2021年新教材篇章里的语文技能做一次系统性的梳理，在课
堂阅读理解教学时，强调对文章理解的元认知策略之字义层次、逻辑层次、概念层次的教学，调动学生的
元认知，以弥补学生因语文基础薄弱带来的教与学问题。
【关键词】华文快捷课程 、后进生、中学新教材、元认知

中韩跨国婚姻家庭双语学习和使用状况及问题研究
吴思敏  闽南师范大学

【摘要】近年来，中韩跨国婚姻家庭日益增多。据统计，来自中国的在韩结婚移民总数在2019年已接近
20万人。中韩跨国婚姻家庭既有别于传统华侨家庭，又有别于普通韩国家庭，在语言文化上具有特殊性。
本研究以在韩中韩跨国婚姻家庭为研究对象，对其双语学习和使用状况展开调研，并针对其问题提出解决
方案。研究分三部分进行：第一部分利用文献分析法整理并分析韩国政府对多文化家庭的政策及多文化家
庭支援中心的相关资料。第二部分利用问卷法、访谈法与参与观察法对中韩跨国婚姻家庭进行相关数据采
集，并对数据进行定量与定性分析，多维度考察多种因子对语言的影响以及因子之间的相互作用及其与内
部、外部环境的交互关系，全面把握中韩跨国婚姻家庭双语学习和使用的特点及问题。第三部分综合考虑

调研结果，针对中韩跨国婚姻家庭双语学习和使用的问题和需求，从内部（中韩跨国婚姻家庭自身）和外
部（社会机构与教育部门）提出解决方案。本研究不仅可为中韩跨国婚姻家庭双语教育提供理论基础和实
践方案，还为以其为对象的双语教材及教学资源提供理论依据，为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跨国婚姻家庭双语教
育研究提供参考。
【关键词】中韩跨国婚姻家庭、双语教育、调研、解决方案

实践与反思：国际中文教学与信息通讯技术之运用
夏雪  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

【摘要】随着教育技术的发展，如何善用信息通讯技术（ICT）来服务于教学，实现以“学生为中心”的
教学实践，成为当今教育研究的热点。在国际中文教学领域，我们也面临着如何有效地将ICT运用于课堂
教学和学生学习的问题。本文即以此为出发点，在现代教育理论的基础上，以新加坡国际学校的非汉语母
语学生为研究对象，结合IB华文课程中的一个主题单元，从课件设计及课堂教学反馈等方面对ICT在国际
中文教育中的实践情况进行探索性研究，总结ICT辅助中文教学的几个原则：包括设计ICT要以学生学习
需求为核心，ICT的课堂使用应避免“喧宾夺主”，并反思教师在ICT运用中的作用，以期对新技术下的
国际中文教学发展提供参考。
【关键词】 ICT、 国际中文、课件设计、课堂实践

The Brief Analysis of Japanese Culture's Absorp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ulture
Hui Xu   Maca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bstract: Cultural exchanges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have a history of nearly 2,000 years. The fine tradi-
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ulture have exerted great influence on almost every aspect of Japanese 
life, such as architecture, clothing and so on. At the same time, Japanese culture has made a series of 
cultural innovations and developments according to its own national conditions while absorbing Chinese 
culture for reference. Starting with the reasons why Japan absorbed Chinese culture and analyzing the 
exchanges between Japan and China from 1972 to 2011, this paper analyzes and concludes that the similar 
cultural background of the two countries is the basic reason for Japan to better learn from Chinese culture. 
Finally, this paper expounds and analyzes Japan's absorp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ulture from 
three aspects: religion, ideology and diet. It is concluded that Japanese culture originated from Chinese 
culture, and before the Tang Dynasty, Chinese culture had the greatest influence on Japanese culture; after 
the Tang Dynasty， Japan began to have a real culture, but it was still influenced by Chinese culture.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and improvement of its own culture, it finally formed its own unique style. 
Key Words: Japanese culture; Chinese culture; Absorb; 

港式中文词汇与普通话的隐性差异
徐涵韬  北京师范大学

【摘要】“隐性差异”的概念及思想适用于全球华语对比研究，文章立足于此，讨论港式中文词汇与普通
话的隐性差异，首先以量词“枚”、动词“怀疑”以及名词“论调”为例，分析其在概念义、语法义、色
彩义等方面的表现；然后举例说明了隐性差异的三种存在形式，即有无之别、大小之别和程度之别，并指
出三者之间联系密切，不能孤立讨论；最后，文章认为未来研究应增强对华语隐性差异的考察分析，拓展
隐性差异的研究内容、语体范围及比较对象。
【关键词】隐性差异、词汇、港式中文、普通话

基本核心词词义的跨语言表现与特点—以61种语言为例
许可  冉启斌 南开大学

【摘要】本文建立了61种语言60个基本核心词词义数据库，从跨语言角度对其进行了细致考察。数据库
中共有义项约11440个，平均每词义项略超3个，最多达21个。平均义项数方面，动词最多，形容词其次，
名词、否定副词随后，数词、代词最少。义项数可能受词与外部世界的关联性、在词汇系统中的基本性以
及概念本身模糊性的影响。对词义引申深度赋值后，看到动词、形容词、名词的词义引申能力分较高，各
词的平均义项数与该分排名不一致。语言、词类对义项数量、引申能力分影响显著。通过网络图谱对词义
进行聚类分析和可视化分析后，基本核心词被分为10类，词类对聚类有影响。动、名、上形成较大词团。
名词[±指人][±身体部位]，形容词[±积极/消极]等特征会使词类内部形成关系更紧密的小类。图谱中，
hand连接动词和身体部位名词；head连接身体部位名词和指人类名词；man连接指人名词与褒义形容
词；one连接指人名词和数词；die、sleep等词连接动词和形容词等。

【关键词】基本核心词、词义引申、数据库、】可视化

冰墩墩的启示：中华文化符号海外传播的机遇与挑战
许琳皎  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

【摘要】北京2022年冬奥会吉祥物“冰墩墩”在国内外社交平台的爆红引起各界讨论。作为一种文化符
号，“冰墩墩”兼具多重内涵，承载着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功能。“冰墩墩”成为“顶流”，不仅
展现了中华文化强大的感召力，也为中华文化符号的海外传播提供了新思考。本研究基于符号学理论，从
视觉和语言两个维度分析符号传播的特点，挖掘“冰墩墩热”的深层原因，并从中得出中华文化符号海外
传播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基于此，笔者从符号传播的原则、内容和方式三方面提出了建议，即：调整传播
心态，着眼他者视角；加强内容设计，挖掘文化内涵；充分利用互联网媒介，引发情感共鸣。以期为中华
文化符号的海外传播提供借鉴，丰富中国文化传播领域的研究成果。
【关键词】中华文化符号、海外传播、文化传播、冰墩墩

韩国国民教育体系中汉语教育的发展与创新
许培新  山东大学

【摘要】本论文结合中韩两国历代交流的传统以及现代社会发展的趋势，在追溯韩国汉语教育发展历程的
基础上，重点考察自中韩建交以来韩国汉语教育的发展脉络，重点梳理并分析韩国国民教育体系中，大、
中小学不同层次汉语教育的发展情况以及出现的问题，总结韩国国民教育体系中汉语教育的主要特点；当
今国际大变局和新态势下，汉语教育发展面临着新情况、新问题，韩国国民教育体系中的汉语教育和学习
也在发生变化。因此基于教育理念升级、教学思路转型与教学模式创新，提出了加强韩国大、中小学汉语
教育的实践性、针对性，以及韩国汉语教育内涵式发展多元化路径的对策和建议。 
【关键词】韩国汉语教育、国民教育体系、内涵式发展

 
13—19世纪朝鲜半岛汉语教学对当代汉语国际教育的启示
许润芳  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

【摘要】朝鲜半岛有悠久的汉语学习历史，从以汉字为本、重视书面语学习到文言并重、对政治商务风俗
文化等不同领域进行全面了解，其汉语学习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汉学界人才辈出，促进了对中国制度、文
化的内化吸收及其本民族政治经济文化的进步。其中，国家层面的空前重视、语言政策的有力支持是不能
忽略的因素。目前流传的朝鲜半岛汉语教科书集中于13-19世纪，恰是两国政局革新、关系进一步密切的
时期，此类教材是今日研究两国历史上人文交往、不同时期汉语口语面貌、汉语教学法种类及影响、汉语
国际教育在半岛发展历程的宝鉴，本文以该时期《老乞大》《朴通事》《学清》等代表性汉语口语教材为
主要研究对象，结合韵书、字书及辞书类汉语书面语教材、《朝天录》《燕行录》与《朝鲜王朝实录》等
官方历史记载为佐证，共时对比同时期中国韵书。探讨官学、私学、司译院、承文院、译学院、质正官等
部门和职务发挥的历史作用，总结该时期朝鲜半岛汉语教学的优点和不足，力求为当代汉语国际教育汉语
人才培养、汉语教材编写、汉语教学法选择和语言政策制定提供一定的参考意义。
【关键词】朝鲜半岛、汉语国际教育、教学法、语言政策

语言赋能：乡村振兴多模态话语战略构建
杨城  浙江大学 

【摘要】语言是促进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乡村振兴中的每一步都离不开语言的力量。研究中首先依托多
模态话语分析综合框架，对余杭、桐庐、淳安三个乡村振兴示范地区的宣传片视频进行分析，总结其文化
、语境、内容、表达四个层面的多模态体现。其次依托质化分析的扎根理论方法，构建语言赋能乡村振兴
的战略模型，在组织、社会、个体三个层面探索赋能方向。最后，基于话语分析和战略模型提出未来语言
赋能乡村振兴的提升路径。研究发现，三个地区的多模态话语具有典型的区域特色，语言赋能乡村振兴需
要凝聚自上而下的多方力量，而国际化视角、内容的精准筹划、赋能视角的联动共振则是未来乡村振兴话
语努力的方向。
【关键词】乡村振兴、语言赋能、多模态、话语分析、战略模型

A Study on the Chinese Classroom of Foreign Students in the Epidemic Period Based on the Inter-
active Perspective
Haifeng Yang1,Daqian He2, Zhuoda Yang3

1. Center for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Wuh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Wuhan， 

2.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Wuh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Wuhan，
3. School of Chinese Studies and Cultural Exchange,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Abstract: Interaction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s affecting the result of online Chinese class teaching. 
By utilizing the method of questionnaire analysis, error analysis and document analysis， this paper selected 
200 international students from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Cultural Exchange of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of Wuh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of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as samples for investigation, including 94 undergraduates, 60 master 
students and 46 doctoral students. Among them, namely 86 in primary stage, 64 in intermediate stage and 
50 in advanced stage based on their HSK marks. The majority are from Asia (45%) and Europe (25%), the 
rest are from Africa (15%), America (10%) and Oceania (5%). This paper finds that the existing interactive 
methods of them include online conference platform, course live-streaming platform and video live-streaming 
platform. 
When using these platforms, we find there are some advantages of them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remote 
Chinese learning: They are convenient for students to preview and review before and after class, and they are 
helpful for the sharing of Chinese learning resources. However, we also find that there are some disadvantag-
es in teacher-student interaction and student-student interaction on these platforms, such as the lack of learn-
ing atmosphere (58% participants agreed) and the unwillingness of turning on the camera and micro-
phone(76% participants agreed). We think the factors causing these problems mainly include external and 
internal factors of teaching. The external factors include the factors of network connection, time difference, 
studying platform and studying resource allocation. The internal factor of Chinese teachers is that they are not 
adapted to the new way of online teaching, which makes them unable to carry out innovative design of class-
room interaction, and still choose the traditional teaching method (66% participants agreed). The internal 
factor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on the one hand, they lack online learning experience, so it is difficult to cope 
with some new challenges in teaching interaction practice. On the other hand, international students must 
overcome certain psychological factors in the interaction process of online Chinese classroom, among which 
anxiety and avoidance are the most prominent (80% participants agreed).
In conclusion, Chinese teachers can improve the interactive effect of online teaching through rational use of 
learning platform, effective allocation of learning resources and innovation of class interaction mode. Before 
teaching, teachers should inform students in advance of the selection of learning platform, registration, login, 
using process and a series of related matters. During the teaching process, teachers can allocate a certain 
proportion of class hours to organize interactive courses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s, such as group presenta-
tion, personal performance and seminar. After class, teachers can design and release questionnaires and 
use the background data statistics and other functions of the learning platform to analyze the frequency and 
quality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participation in interaction. Also, international students should actively adjust 
their learning psychology and improve their learning methods as well. In this way, they can get rid of negative 
psychological factors such as anxiety and avoidance, and focus on classroom interaction and knowledge 
itself, and finally achieve better learning results. Ultimately, teachers and students will collaborate to explore 
a course interaction path, adapting to the new mode of online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in the post-pan-
demic era. The research on this issue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enrich the theories of linguistics, psychology 
and pedagogy related to Teaching Chinese to Speakers of Other Languages. Also it can improve the teach-
ing efficiency of teachers and enhance the sense of gaining knowledge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Keywords: Interaction; Online Chinese Classroom; Chinese Teaching

国际华文推广的重要部分：志愿者项目的国别性/区域性分析—以缅甸为例
杨念  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

【摘要】2004年“国际中文教师志愿者项目”经中国教育部批准实施。直至疫情前，全球大约有7000名
志愿者在全球一百多个国家进行中文教学，其中大约3000名志愿者在东南亚各国任教，成为东南亚华文
教育重要力量。缅甸志愿者项目于 2009 年开始实施，至今已经有十年有余，到疫情前每年有一百多名志
愿者在缅甸各个城市甚至乡镇进行中文教学工作。十多年来，志愿者项目对缅甸华文教育发挥着重要作用：
为缅甸华文教育贡献了新的力量，弥补了缅甸华文师资的不足，促进了缅甸中文教育的合法化进程等。然
而，该项目也存在着一些问题，本人通过实地了解以及问卷的方式，深入分析了志愿者项目在缅甸的实施
情况，并针对性地提出几点建议，促进该项目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国际中文教师志愿者、华文教育、缅甸志愿者项目、参考

基于SLS平台的E晨读差异教学模式探索— 新加坡崇文中学的实践经验
叶语銮    徐小红   吴玉凡  新加坡崇文中学

【摘要】为了营造书香校园，培养学生的阅读兴趣和提高阅读水平，我校研究团队借助SLS平台，以110
名中三学生为研究对象，在全校进行E晨读研究计划。E晨读依据差异教学理论，照顾学生的个体差异，
所选篇章分年级、分主题、分文体，并结合各单元技能训练，设计不同程度、风格的晨读活动。学生借助
个人数码学习工具，选读纯文字或拼音版的、带声音和可查字典的篇章，通过SLS自测，在阅读护照上完
成任务。此外，高准备度的学生还可阅读更有挑战性的文章，并完成相应的挑战任务。研究结束后，团队
通过定量与定性研究检测学习成果。初步结果显示，基于SLS平台的E晨读差异教学模式，在一定程度上
激发了学生的阅读兴趣，也促进了教师的专业发展。
【关键词】SLS平台、E晨读、差异教学

Nasal Codas Merger in Chinese dialects: Modified Contrastive Specification and Sisterhood Merger 
Hypothesis
Jihye Yun  Asia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 Madison

Abstract：Chinese linguists have long debated about the directionality of nasal coda merger in Chinese 
dialects since the 1970’s. Some believe that the merging process is unidirectional (anterior to posterior) ,but 
others assert that alveolarization of nasal codas (-m>-n and -ŋ>-n) is the major trajectory. Previous studies 
failed to make a reasonable prediction about the further direction of the merger in addition to a lack of 
phonology-based analysis. This research analyzes the merging process on basis of Contrastive Hierarchy 
(CH) and Sisterhood Merger Hypothesis (SMH). The two theoretical frames make us draw two types of 
contrastive hierarchies: [Dorsal]>[Labial]，[Coronal]>[Labial]. That is，the merger between the alveolar 
and the velar nasal codas will occur after the completion of the merger between the labial and alveolar ones. 
Alternatively， the alveolarization of the velar nasal coda will happen after the completion of the merger 
between the labial and velar ones because the structure merger takes place on sister node of contrastive 
hierarchy. In conclusion， the final phase of the nasal coda merger will be the alveolarization of the velar 
nasal coda. The data of Chinese dialects and markedness theory both buttress the conclusion.

Keywords: Nasal codas，Chinese dialects，contrastive hierarchy，sisterhood merger

《易经》归纳、演绎思维在母语教学中的课堂实践和应用
庾潍诚  新加坡伟源中学

【摘要】作者根据自己长期研究《易经》的经验，提出和认为：《易经》作为中华古代的文化典籍，归纳
和演绎思维是它的最重要核心思想之一。同时，作者结合了自己多年的新加坡课堂教学实践，发现：《易
经》的归纳、演绎思维可以有效实践应用在现代的母语教学当中。归纳，是引导学生化繁为简，迅速掌握
教师布置的课堂指令或內容；演绎，则是学生有效应用课堂所学知识进行复述和重构。本文列举具体的课
堂实践应用例子，就是：(一)课堂的指令语言“ABCD”；（二）思维图的教学应用；(二)作文教学实践
的“DEEPAI”（细节描写）自创理论。作者最终观点认为，《易经》思想可以古为今用，实践应用到课
堂母语教学，从而达到提升学生的母语学习效果。
【关键词】易经、归纳、演绎、教学实践应用

中国古代建筑文化的汉字演绎
袁忠  中国华南理工大学

【摘要】中国古代建筑文化的丰富思想很多都凝结在一个个的汉字中。在汉字的构形、本义、转义、暗喻
等不同的运用中，存在着古人有关建筑活动、建筑形象、建筑心理等蕴含，很多汉字就是一个空间概念、
一个居住范畴。古人对中国古代建筑的感知的原初意识首先凝固在古汉字中，古代建筑的最初“文本”可
求诸古汉字，作为象形文字的古汉字与作为现实空间的古建有着天然而内在的通贯性。本文通过考察汉字
的字符构形及作为词或词素的单个汉字所展示出的建筑文化意象，探究作为表形文字、表意文字的古汉字
在其构形、组词、使用、书写等多方面体现的古代建筑文化意义。
【关键词】汉字、中国文化、古代建筑

GRR教学模式的实践与反思——以新加坡H2华文与文学新诗教学为例
张建立   张建平  新加坡国家初级学院    
张曦姗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2021年新加坡H2华文与文学新课程引进课外文学作品赏析的部分，与旧课程标准相比，这对学
生是具挑战性的变革。为应对该挑战，我院以新诗为切入点，设计了从指定文本到课外文学作品的教学实
践配套。该实践以“新加坡课堂教学实践要领”(STP)为指导，依据探究式学习（IBL）理论，采取“教、
扶、放、收”四个阶段的“渐进释放责任直接教学模式”（GRR），旨在逐步培养学生独立鉴赏文学作
品的能力。实践证实，这一教学策略增强了学生的信心和赏析能力；同时，也发现了一些有待进一步充实
和深入探索的空间。本论文将阐述该实践所采用的教学理论、教学策略、教学流程、教学成效及反思。
【关键词】  GRR教学模式、H2华文与文学、新诗教学    

“V走”和“V去”互换性的多重对应分析
张进凯  中国兴义民族师范学院 文学与传媒学院

【摘要】  本文在“原型—样例连续统”理论指导下，通过基于用法的多重分析方法探讨表征“位移运动
事件”的“V走”和“V去”的变异性和互换性。研究发现：“V走”主要表征位移方向不明确、没有位
移目的地的位移运动事件；“V去”主要表征位移方向明确、位移目的地可预测的位移运动事件，因此
“V走”和“V去”处于位移运动事件“原型—样例连续统”的不同位置，“V去”较“V走”更接近位移
运动事件的原型。“V走”和“V去”在表征位移运动事件原型特征和典型样例时不存在概念重合，在表
征位移运动事件非典型样例时，在概念变量特征的交互作用下表现出概念重合。
【关键词】多重对应分析  位移运动事件  概念变量  互换性  变异性

书面语言复杂度对华语二语者写作质量的影响研究
张漫莉  北京语言大学  

【摘要】本研究基于韩国学生的HSK写作测试语料，采用若干典型指标，对华语二语者的书面语言复杂度
与写作成绩之间的关系进行了量化分析，考察了词汇及句法复杂度指标对学生写作质量的影响。研究结果
表明：词汇复杂度和句法复杂度指标与学生的写作质量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Guiraud指标、虚词
使用比率、连词使用比率、复杂词使用比率、话题链数量、话题链分句数、零形成分数量和T单位数量等
指标对写作质量具有较强的解释及预测效度。
【关键词】语言复杂度、汉语二语、写作质量
  

基于树库的汉语二语写作句法复杂度研究
张婉莹  北京语言大学

【摘要】句法复杂度（Syntactic Complexity，简称SC）在评价二语者语言水平、语言动态发展及写作
质量中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吴继峰，2018）。已有的研究侧重于SC对日语、韩语等母语者的汉语写作
评估的有效性问题，研究结论未必适合少数民族母语背景的汉语二语书面语评价。基于此，本研究以参加 
HSK（高等）考试的维吾尔族考生的作文语料为研究对象，基于自建的汉语二语句法标注语料库，从粗粒
度和细粒度两方面指标体系入手进行以下四个方面的研究：（1）通过预处理构建小型依存句法树库（
Dependency Grammar Treebank），作为句法复杂度研究基础；（2）通过小句切分和搭配抽取研
究粗粒度指标和细粒度指标的分布特征；（3）针对不同写作水平的被试SC指标进行对比研究；（4）基
于典型SC指标体系探讨二语写作水平动态发展特点。研究发现，基于T单位等粗粒度句法复杂度指标在区
分学生写作水平和预测写作成绩方面的解释力较弱，而基于短语层面的细粒度句法复杂度指标能够有效区
分写作水平和预测写作成绩。
【关键词】树库、 二语、语法

阅读与抒情文写作教学的有机结合—以华侨中学（高中部）语文特选课程为例
张薇  王健仲  华侨中学（高中部）

【摘要】抒情文写作一直是学生的弱点，也是教师的教学难点。由于没有经过有系统的抒情文写作训练，
高中生很容易将抒情文、记叙文或议论文混为一谈，对抒情文的写作手法更是一知半解。再加上学生缺少
生活历练，要让他们短时间内掌握抒情文写作手法，并进行创作，无疑难度极大。有鉴于此，我们决定在
现有的教学内容上融入抒情文写作教学，尝试结合REAP的阅读理论与教学实践，将阅读与抒情文写作教

学有机结合，以39位高一H2华文与文学的学生为对象，引导他们建构抒情文概念，了解并掌握抒情方式
与写作手法，从而进行写作实践。最终，通过调查问卷、课堂观察和学生作品，梳理和分析了阅读与抒情
文写作相互融合的方法及其有效性。
【关键词】抒情文写作、阅读教学、REAP阅读方法、语文特选课程

地名中的关中方言
张文丽  陕西学前师范学院文学院

【摘要】关中方言，曾经作为汉民族共同语基础方言，对周边地区方言、其他地区方言和民族共同语产生
过重要影响。地名是人们用以区别个体地物的语言符号，而作为纪录地名的语言符号包含形、音、义三个
部分。关中方言区的地名，尤其是地名用字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关中方言的特点。本文从关中方言
区中的代表性地区——西安入手，整理分析其地名，得出如下结论：1.声母 （1）古全浊声母清化，平声
送气，仄声归并关中方言中存在差异，西安归不送气，例如“中官亭/中官厅”、“安居巷/钱局巷”。
（2）古知系开口字按照等分化，知系二等、庄组、章组止摄字与精组合流，读ts、tsh、s，例如“三里
村/山李村”。（3）古泥、来二母在洪音前混用，尤其是在洪音鼻音前，泥母混入来母，读l，例如“新
农田/兴隆庄”。2.韵母 （1）前后鼻音混用，关中方言后鼻音为ŋ，前鼻音丢掉鼻尾n，主要元音鼻音化
。由于在当地人听感上二者具有相似性，表现在地名中前后鼻音字混用。例如“上游巷/三友巷”。（2
）遇摄合口一等端系字，元音复音化，读ou，与流摄合并。例如“双楼寺/双路寺/双芦寺”。（3）果摄
开口字一等字与果摄合口字合并，例如“贺韶村/火烧村”。通过分析发现西安地名用字的流变反映了关
中方言的特点及其变化，具有强烈的方言特色，深入研究地名可以挖掘背后隐含的历史文化内涵，提升文
化软实力；可以为地名用字、拼写管理提供理论支撑，推动新时代的语言文字工作。
【关键词】关中方言、西安地名、文化

从外交新词语看中国外交动向—以2010-2020年度《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媒体新词语表为例
张星霞  韩国汉阳大学

【摘要】本研究基于2010-2020年度《中国语言生活报告》媒体新词语表中的外交新词语，运用数据分析
法，从其分类、使用频次和年度分布三个方面考察中国近十年以来的外交动向，为读者勾勒出中国外交全
貌，以期让读者更好地了解当前中国的外交形势，并为中国未来的外交实践提供一定的智力支持。本研究
认为，按照领域划分，这些新词语所涉及的外交领域包括总体外交、经济外交、政治外交、军事外交、文
化外交、科技外交和医疗外交等七大领域；根据性质，这些新词语所涉及的外交类型又可分为方针类、方
式类、事件类、成果类、组织/平台类、场所类、色彩类和人物类等八大类型。它们较为真实、客观地反
映了中国近十年以来的外交动向。
【关键词】外交新词语、中国外交动向、《中国语言生活报告》、分类、使用频次、年度分布

华语文汉字学习策略个案研究-以印尼华语文学习者为例
张胜昔　中国华东师范大学国际汉语文化学院
陈信助　台湾中国文化大学教育系

【摘要】对外华语文之汉字习得一直困扰着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与学。若华语文教学伊始就“重听说而
轻汉字”，不仅将形成中高级以上的学习阻力，更达不到语言习得可持续发展的教学效果。本研究针对一
名中高级程度印尼华语学习者的“初级汉字习得历程”进行了个案分析，围绕汉字习得心理认知、脑神经
机制、仲介汉字等理论，剖析形声字之习写、读音、识义三方面的“中介状态”，深度探讨了形声字之“
形义-音”的习得联结难度，说明汉字作为第二书写系统的学习策略，以及具逻辑性有系统的字本位教学
在华语文习得中的重要性。期许研究结果可提供日后相关教学与研究参考使用。
【关键词】字本位理念、汉字心理认知、中介汉字、可持续性发展、个案分析

“错位的称呼”—当代汉语社交称谓语的变异与泛化
张雪  澳门科技大学 

【摘要】汉语中的社交称谓语是汉文化特征的缩影，亦是对中国社会现状的即时反映(Chao1956， 
Gu1990， Wang2003)。无论是对于语言学本体研究，还是对于语言与社会的互动关系研究，该议题都
具有新鲜价值(Brown&Ford1961， Ervin-Tripp1972， Zhang2021)。本文基于真实语料收集与分析，
针对当代汉语中四个新兴社交面称语(social vocative)的使用原则、表意功能、交际效果等维度进行了
深入讨论（分别为：“（小）哥哥/姐姐”、“老师”、“同学”、“家人们”）。研究发现，当代汉语
社交面称词有如下特征：（1）原有亲属称谓用法深入泛化（例如“（小）哥哥/姐姐”）；（2）职业称
谓用法深入泛化（如“老师”）；（3）“错位”称谓语兴起（如“同学”）；（4）网络称谓语变异性

强（如“家人们”）。当代汉语社交称谓语处于全面深入的泛化与变异中，其成因、过程、程度等，都与
语言发展和社会变迁密切相关。
【关键词】称谓语、社交面称、语言泛化、语言变异

“给我+VP”的主观处置功能
章天明  日本小樽商科大学

【摘要】本文主要讨论“给我+VP”结构表主观处置的语义来源，以及“给我+VP”结构 主观处置功能
实现的机制。 第一，“给我+VP”有两种不同的语义特征。表示“请求”的“给我+VP”中的 “给我”
等同于“为我”或“替我”；而表示“命令”义时，“给我”不等于“为、 替、向”等等，“给我”只
表语法意义。 第二，“给我+VP”的主语只能是第二人称代词，或指人称谓词语，或者是 VP 的受事。
VP 应当具有 [+自主]、[+动作]和[-褒义]的语义特征。 第三，通过“给”字句处置义来源的再分析，以及
与“给 X+VP”句式的对比， 分析得出“给我+VP”句式具有主观处置义。 第四，“给我+VP”中“给
我”的语法化成分的性质，以及第一人称代词的介 入，使“给我+VP”的主观性得到实现。
 【关键词】语义关联、结构关联、受益和受损、主观处置

多元智能理论与对外汉语阅读教学研究—以《零食》为例
赵畅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

【摘要】阅读过程包含着反应读者认知过程的丰富材料，是学习者汉语能力高低的重要体现。虽然近些年
汉语阅读教学的研究层出不穷，但是汉语阅读课堂仍存在着学生学习被动的情况，因此其教学策略还有待
进一步的研究。经过对教学理论的研究，多元智能理论从心理学角度研究了人的智力潜能是多元的，而阅
读教学不仅要教授学生语言文字知识和阅读规律，还要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因此， 我们认为， 对
外汉语阅读教学要想达到最佳的效果， 就必须从多元智能理论出发。本文主要结合《零食》一课从智能
理论下的每一个智能元素分析适合的教学策略和具体实践情况，最后经过反思提出多元智能指导下的阅读
课的教学原则，希望能够为阅读教学者提供一定的参考性建议。
【关键词】对外汉语阅读教学、多元智能理论、教学策略

中韩二语教学高阶教材对比与分析
赵莉  南京大学
赵学玲  Seogwipo-si, Jeju-do, Korea

【摘要】本文选取中韩两国用于本国语言国际教育的代表性教材《博雅汉语》（2018-2020）和《首尔大
学韩国语》（2012-2015），就两种教材高级阶段部分在文化主题选择、体裁内容以及训练模式上的异同
加以比较。认为两种教材在结构上都以文化主题来分类编排，并与训练模式紧密结合，但两种教材呈现出
的差异也十分明显。两者之间的差异固然可归因于两国国情、语言、文化特点的不同，但文化视角和文化
意识的不同是最根本的原因。考虑认知规律和文化视角，选择恰当且丰富的文化内容，不仅能够更好地实
现与国际学生的共情和跨文化交际的目的，通过与语言功能的紧密结合，也能够使语言训练获得更好的效
果。
【关键词】二语教学、高阶教材、对比、分析

社会语言学视角下女性群体通称的使用情况分析
郑皓月  中央民族大学

【摘要】称谓是人类社会中体现特定的人在特定的人际关系中关于身份角色的称呼，称谓词语与社会发展
联系非常紧密，在新中国的发展历程中，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乃至与国际社会的关系都将对称谓
词的使用产生影响，并在历时语料库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迹。在语言生活中，女性群体通称使用情况的
相关统计既反映了语言生活的变化又反映了中国妇女的发展状况，本文主要从社会语言学视角出发，观察
女性群体通称的使用情况。分别从历时角度和共时角度出发，分析五四运动以来“女性群体通称”使用情
况的历时变化，分析不同语体下女性群体通称的使用变化，发现人们对女性群体通称“妇女”“女性”“
女人”“女子”语义特征的不同认识影响了人们在不同场合下对女性群体通称的理解和选用。
【关键词】社会语言学、女性、称谓、语义

反义词“前”“后”的平衡与不平衡研究
周欣然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

【摘要】反义词作为一种常见的语言现象在人们的生活中被普遍使用。一般而言，反义词总是成对出现，

形成平衡状态，即一个词与另一个词形式对称但意义相反。然而以“前”、“后”为例，作为现代汉语中
使用频率较高的一对典型反义词，却很少有人在使用时能注意到其背后隐藏的不平衡现象。本文第一、第
二部分均从义项、构词、所构词、使用频率这四个方面展开，分别探析反义词“前”“后”平衡与不平衡
的具体表现，说明两者在平衡中存在着不平衡。接着又从认知、语义、语用、文化四个角度阐述原因，正
是由于“后”的被认知时间更早、语义范畴更大、受语言经济原则影响更多以及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内涵更
丰富，才使其能够拥有更广的使用范畴和更高的使用频率，也因此造成了反义词“前”“后”的不平衡现
象。
【关键词】前、后、平衡、不平衡

整合训诂方法论新探
周雁飞  新加坡新跃社科大学

【摘要】陆宗达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提倡“训诂方法的科学化” 。本文运用肯·威尔伯的”整合理
论”，采用其“四象限五要素”的框架结构梳理审视传统的训诂理论和方法。首先论述了训诂原理与整合
理论的内在关系，在此基础上将训诂学的适用范围与整合理论相结合，阐释其与传统训诂方法之间的深层
关联模式，及其有效性、前瞻性，进而使整合训诂方法不仅具有理性的解析，而且富于实践的可操作性。
本文是实践训诂学与西方阐释学（英语：hermeneutics）接轨的一次尝试，旨在为训诂方法论的现代转
化提供新的激荡和借鉴。
【关键词】训诂学、解释学、整合理论、四象限五要素

普通话句末语气词的句法性质
宗晓哲  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院

【摘要】本文探讨了句末语气词“啊、吧、吗、呢”的句法特征，认为它们超出了狭义的句法范畴，在话
语中具有表达功能和人际交际的价值。首先，从通过与语气副词、标句词“说”的位置对比，可以看出语
气词句法位置很高，独立于所在句子，属于语用层面。从语用角度来看，句末语气词具有明显的程序意义。
“啊”要求听话者参与到会话中，促进话论继续，是“互动标记”。“吧”在句中通过降低话语确信度，
缓和交际双方关系，是“礼貌标记”。“吗”要求话语权发生变化，促使听话者对所提问题进行进一步的
解释，是“问询标记”。“呢”在话语中起到凸显说话者所表达的语义关系的功能，使得话语与语境之间
存在一定的语义联系，是“焦点凸显标记”。
【关键词】句末语气词、话语标记、句法-语用接口

现代汉语周遍性主语中周遍义的形成原因
左思民  高丽大学中文系 /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  

【摘要】本文探讨了现代汉语六种周遍性主语中周遍义的形成原因。结论如下：在任指疑问类周遍性主语
句如“谁都认识”中，主语的周遍义是经由疑问代词的任指用法而获得的“全域义”。在含数词“一”的
周遍性主语句如“她一点道理也不懂”中，主语的周遍义依托梯级义经语用推理而得，并且只允许从否定
极小量达到否定全量的推理。在列举类周遍性主语句如“老王粤菜也吃过，川菜也吃过，鲁菜也吃过，浙
菜也吃过，中国八大菜系的菜都吃过”中，主语的周遍义并非列举的产物，而由最末的总括分句直接表达。
在物量词重叠类周遍性主语句如“家家都用上了煤气炉”中，主语的周遍义源于物量词重叠式所具的“每
一”意义。在含“全部”等词的周遍性主语句如“全部（都）得参加会议”中，以及含“每”等词的周遍
性主语句如“每个人（都）很认真”中，主语所含的周遍义由充当句子主语的词语直接表达。
【关键词】周遍性主语、任指、语义、语用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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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am–

10.30am

张星霞
韩国汉阳大学国
际大学院

从外交新词语看
中国外交动向—
以2010-2020年
度《中国语言生
活状况报告》媒
体新词语表为例

李秀彬
韩国仁荷大学

基于网络技术支
持下韩国高校汉
语教育现状

徐涵韬
中国北京师范大
学文学院

论港式中文词汇
与普通话的隐性
差异

王红娟
山东师范大学文
学院

汉语方言亲属称
谓中的音变

魏萌
中国中央民族大
学

西宁方言持续体
标记“着”

李美京
韩国大邱大学 中
文系

副词“就”的语
义指向与韵律教
学

10.30am–

10.50am

王娟
中国陕西师范大
学

乡村振兴背景下
民族地区发挥语
言经济效能路径
的再探讨—基于
西藏林芝市M县
的个案研究

赵莉、赵学玲
南京大学海外教
育学院
中国的汉语二语
教学与韩国的韩
语二语教学之比
较研究

金美
中国厦门大学人
文学院
明末西班牙传教
士菲律宾漳州闽
南话教材古今韵
母分合考辨
—以《汉语语法
：漳州话语言艺
术》（1620）西
班牙巴塞罗那图
书馆善本为例

王帅臣
中国华北理工大
学外国语学院

保定方言两字组
连读变调若干问
题

陈楷森
中国复旦大学古
籍整理研究所

潮汕方言陈述语
气词“还”的用
法及其语法化

崔香兰、朴兴洙
韩国外国语大学

基于语料库的对
外汉语同义词辨
析— 以“一定”
和 “肯定”为例

11.10am–

11.30am

杨城
中国浙江大学文
学院

语言赋能：乡村
振兴多模态话语
战略构建

吴思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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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论文摘要

试析因果连词“因而”“从而”“故而”
安美璇  北京师范大学

【摘要】“因而”“从而”与“故而”是表示因果关系的一组连词。经考察发现，三个词的生成方式均属
于跨层结构的词汇化，源头可以追溯到先秦文献语言。古代汉语句法结构模式的弱化和消失是促成三者词
汇化的重要动因，因此立足于古代汉语，结合词素“从”“因”“故”的词义及特点，考察并解释连词“
因而”“从而”“故而”在现代汉语中存在的使用差异，可以得到三者的区别特征。具体表现为：“因而
”强调因果之间的联系，依据前者推测出后者，后者可以是有所依据的推论；“从而”强调两个事件的发
生存在先后顺序，表达因果关系时，需要首先在语境上满足因果逻辑，通常更强调结果；“故而”所连接
的“原因”与“结果”均是已经发生的既定事实或客观存在的现实情况及惯例，通常更强调引出结果，但
也关注对原因的追溯。
【关键词】因果连词、词义特点、区别特征

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口语流利性评价指标效度研究
鲍杰 北京语言大学
 
【摘要】口语流利性是衡量二语学习者口语水平的重要标准，然而学界对于是否有必要从多个维度对其展
开评价尚没有明确的回答。研究以78份韩国汉语学习者的HSK口语测试录音为研究对象，以专家评分作为
参照，从时间、表达、语言（包括句法、词汇、语音）三个维度选取24项指标作为评价依据，来考察各
项指标对考生口语流利水平评价的效度。研究结果表明（1）所选取的指标中，与口语流利成绩相关的指
标共13项，可以解释口语流利成绩74.4%的方差；（2）在13项指标中，有5项时间维度指标、2项表达维
度指标和5项语言维度指标（句法指标1项、词汇指标4项）能够区分考生的口语流利水平。以上结果说明
在对汉语学习者的口语流利性进行评价时，有必要提取多维度特征。
【关键词】口语流利性、评价维度、指标效度、韩国汉语学习者

潮汕方言陈述语气词“哗（还）”的用法及其语法化
陈楷森  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摘要】在潮汕方言中，“哗[hũã33]”是表示确认某个事实的陈述语气词，由“哗”所构成的“VP哗
[hũã33]”可根据语境还原为“VP1□[hũã33]VP2”，还原式中“□[hũã33]”这个语音形式不再能分
析为语气词“哗[hũã33]”，而应分析为副词“还[hũã33]”。文章在考察语气词“哗”和副词“还”的
基础上，指出语气词“哗”的本字是“还”，语气词“还”由副词“还”语法化而来，其“确认”义来源
于副词“还”的“延续”义，虚化环境是根据语境省略了VP2从而使副词“还”处于句末位置的“ V P 1
还 ” 。 这 种 确 认 功 能 在 语 用 类 推 的 作 用 下 ， 最 终 固 化 为 语 气 词 “ 还 ” 的 语 法 意 义 。
【关键词】哗、还、语气词、潮汕方言

湖南平江赣语能愿动词“要”的脱落及长音现象考察
陈山青  邹珊珊 湘潭大学
 
【摘要】湖南平江赣语能愿动词“要”在语流中可脱落，使前音节读音补偿性加长，从而形成“脱落→长
音”音义互动现象。除了单一脱落外，“要”还可与副词“也”形成双重和选择性脱落。实验语音分析显
示，长音具体表现为音节的主要元音发音明显加长，声调调值变为[原调值+4]，声母不发生改变。语言经
济原则和韵律法则是该现象形成的动因和机制。能愿动词“要”的脱落代表了汉语音节脱落的一种类型，
提供了一种句法创新的途径。   
【关键词】能愿动词、要、脱落、长音、音义互动、韵律法则

中国古诗与其印尼语译文比较研究——以唐诗的韵律问题为中心
陈衍宏(Clement Tanaka) 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摘要】经过调查发现，目前中国古典诗词的印尼语译本数量不多，此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印尼上世纪
50年代至90年代的“禁华”政策所影响。诗歌翻译主张“三美论”，韵律是诗歌创作的重要因素之一，
韵律的转译应当被重视。本文梳理约有7种唐诗印尼语译本之后，发现周福源译文尤其重视“音美”部分。
本文根据译文的用韵情况与印尼古代诗歌类型进行对照，将周福源译文分为五种类型。然而，受到语言差
异的影响，多数诗作经过翻译后，在词语数量方面难以呈现形式上的一致，仅有少数情况或巧合原因达到

词数相同，如《十五夜望月寄杜郎中》原文与译文均有7个字（汉）、7个词（印尼），此现象或许为周
氏无法满足押同韵情况之下，对字数采取了一定的“补救”措施。最后，为了提高中印尼韵文作品翻译的
水平，本文提出了从宏观及微观层面的相关建议。
【关键词】唐诗、韵律、印尼语译本、比较

字本位理念之华语文教育生态系统教学效能分析
陈信助  台湾中国文化大学
张胜昔  中国华东师范大学

【摘要】本研究依据差异化教学与适性化教学理论探讨华语文教学生态系统中「字本位 理念」的教学效
能的重要性。透过台湾某大学华语文中心的初级华语文课程进行实验研 究。本研究采用开放式行动研究
法，辅以文献资料分析法、经验总结法和调查访谈法。研究过程包括「计画-实施-观察-反思」四大环节，
首先依据学习者背景之差异与需求， 适度安排（调适）总体教学方案及课程；再透过华语文「听、说、读、
写」并重的「综 合教学法」推进新的班级经营，以字本位理念及教育生态系统为基础重新设计和安排课 程；
然后依据学习者对课堂教学环节的感知进行反思与检讨，进行行动研究。研究结将提供对外华语文教学与
研究参考使用。
【关键词】差异化教学、适性化教学、字本位、教育生态系统、综合教学法

六何法的教学局限及其对策
龚成 王娟 郑文佩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六何法”能帮助学生快速找出文章的主要信息，经常被用在阅读教学中。很多教师在写作教学
中也常使用六何法指导学生构思，列出写作大纲。六何法在阅读教学中的优点较为明显，但在写作教学中，
却有其教学方面的局限。因为使用六何法进行选材，其实只是对选材信息进行罗列的手段，它是选材的结
果，而并不是选材的方法。至于如何确定“六何”中的诸多信息，为什么是此信息而不是彼信息，正是学
生特别需要得到辅导和训练的地方。而这个思维的过程，较少在课堂教学中得到显性训练。本文以写人和
写事的记叙文为例，通过思维过程的角度分析六何法在写作选材上的局限和不足，并尝试提出相应的解决
办法，帮助学生利用六何法进行最优选材。
【关键词】六何法、写作教学、教学局限、对策

法汉翻译中的名动词类转换
成萌 法国索邦大学

【摘要】词类转换是 J.-P.Vinay 和 J.Darbelnet (1958) 在《法语与英语文体学对比》中，通过对法英
文本的比较分析，提出的翻译主要手段之一：“ 在不改变信息含义的前提下，一种词类替换另一种词类
的过程。”由于法语与汉语在词汇和语法功能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在翻译实践中，译者往往采用该手段使
翻译变得更精准地道。该研究将基于对法国文学作品《红与黑》原文与三个中文译本的对比而进行词类转
换的相关分析。本文中我们将主要介绍在法汉翻译中出现的法语名词转换为汉语动词的现象。比如，法语
中紧随时间介词的动作名词常转换为汉语动词；又如，法语时间名词后的动作名词或情感名词可转换为汉
语动词，等等。通过对比，我们将发现汉语更习惯于用动词来表达时间含义。
【关键词】 词类转换、 法汉翻译、名词、动词。

中韩小说的机器翻译与人工翻译对比—以中国当代代表作家余华的作品为例
崔贤植 上海商学院

【摘要】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飞跃发展，神经机器翻译取得了巨大进展。机器翻译能否取代人工翻译？机
器翻译能否翻译小说？以上议题已成为翻译学界的热门话题。本文以中国当代先锋派代表作家余华作品的
韩译实例，选用中韩两国具有代表性的机器翻译引擎百度翻译和Papago，从文化负载词、长难句、超
句翻译单位等层面对比分析机器翻译和人工翻译，探讨机器翻译存在的问题以及前景展望。
【关键词】机器翻译、人工翻译、中译韩、小说

基于语料库的对外汉语同义词辨析—以“一定”和 “肯定”为例
崔香兰·朴兴洙  韩国外国语大学
 
【摘要】本文希望通过语料库的实证研究，探索出同义词“一定”和“肯定”的异同点和搭配对象的互补
性，以更好地理解并使用。 一般的同义词辨析大都通过字典等工具，依靠直觉经验和内省的方式。虽然

字典具有权威性，但仅仅依靠字典来辨析同义词存在许多不足之处。大型语料库以及先进的检索工具以其
特有的优势为同义词辨析提供了新的方法。本文基于先进的北京语言大学大数据与语言教育研究所的
BCC语料库，采用定量和定性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以同义词“一定”和“肯定”为例，分别从语域
分布、类联接、搭配特征及语义韵方面进行了同义词辨析的实证研究。 综上所诉，本文立足于对外汉语
教学视角，旨在探讨如何帮助学习者更加直观、有效的辨析近义词“一定”和“肯定”。尽管在内容上还
有许多不足之处，但仍然希望可以为汉语同义词教学提供一个可参考的依据。 
【关键词】 同义词、对外汉语教学、语料库、词语搭配、类联接

《岳麓书院藏秦简（伍）》部分字词研读
高婷婷  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

【摘要】《岳麓书院藏秦简（伍）》包含秦代大量律令档案材料，内容丰富，史料价值 高。本文提出五
则字词释读、断句意见，如简 131-132“劾”如字读、“失道” 当指偏离目的地、“回留”应断读开；
里耶秦简 8-777 号简当断读作“从人论、 报、择（释）免归致书具此中。”“简 163“私属免婢”当断
读开；简 199“率” 有劝勉之意；简 225“均”读为“徇”，巡视之意等。以期进一步疏通文义，为 学
界后续利用该文本提供便利。 
【关键词】岳麓秦简、字词释读、断句

语法训诂浅议：基于三个平面的“新描写”
高扬 浙江财经大学

【摘要】利用语法进行训诂实践最为关键的一步，是对疑难词句进行细致的结构描写。传统结构主义成熟
的描写方法的确解决了大量的问题，但是古代汉语，尤其是上古汉语作为一种综合性倾向的语言，存在大
量同形异构、一种形式表示多种功能、多种结构表示一种功能的现象，传统成分分析的方法在描写时还是
显得捉襟见肘。想要精准的描写就必须高度重视语言学理论工具，将不冲突的理论加以融合，将解释与描
写加以统一。因此我们的主张是：语法训诂应该基于古代汉语综合性的倾向，充分利用语言学理论，以考
察分布为核心，剥离语言外证据，根据需要在语法、语义、语用三个平面展开研究，在描写中加深解释，
在解释中深化描写，从而对待考词句的显性和隐性结构都做出最细致的描写，进而考察句例分布，求得达
诂。如在语法层面，除了关注最表层的成分组合外，也应该注意到，长期被忽略的汉语韵律，实质上就具
有形态的功能，利用这一形态，可以很好地解释一些传统结构语言学无法解释的问题，进而对结构做出精
细描写，解决争议。再如语义层面，上古汉语缺少形态变化，其他语法形式也比较隐蔽，位于深层的语义
层面研究涉及到语义特征、语义指向、义素分析、语义场等。如能充分利用，则可通过充分解释，对结构
做更准确的描写。而语用理论，可以帮助解决句与句之间的问题，适合处理一些重复、句读争议；而鉴于
语言普遍存在的语用诱发机制，这个层面的研究更是在描写时不能或缺的。
【关键词】语法、训诂、新描写主义、解释

皖北中原官话区淮北方言的疑问句
郭迪迪  郭辉  亳州学院中文

【摘要】“淮北”指安徽省北部的淮北市，辖相山、烈山、杜集三区和濉溪一县。按《中国语言地图集》
（2012）的分区，三区和濉溪分属中原官话徐淮片及商阜片。淮北方言疑问句有是非句、特指句、选择
问、反复问句四类。是非问是在陈述句末尾加上扬的语调“↗”表疑问。特指问常在句中用“啥子、咋的、
咋着、哪来”等代词作疑问点，要求对方就疑问点作出回答。选择句常用“是/ｖｐ还是ＶＰ”的选择格式作
疑问的焦点，句末常用语气词“昂”。文章主要描写分析了淮北方言的“可ＶＰ、ＶＰ不/没ＶＰ、ＶＰ
不(啵)/没有”三种形式的反复问句，并讨论了“ＫＶＰ、ＶＰ－neg、ＶＰ－neg－VP”的历史层次及
“可ＶＰ、还ＶＰ”的来源。
【关键词】皖北中原官话、淮北方言、疑问句

欧化影响下表范围限定的方位结构“NP抽象上”
郝锐  首都师范大学

【摘要】受欧化影响，早期现代汉语中表范围限定的方位结构“NP抽象上”集中大量出现。新中国成立
以来中期现代汉语中这一结构呈现新的发展态势。使用方面，表范围限定的“NP抽象上”成员有增有减、
有“潜”有“显”，但“增”和“显”是主流，既有量的增，也有类的显。语法功能方面，早期现代汉语
中“NP抽象上”可以充当状语、定语、补语，中期以来则发展出了“句首修饰语”的功能。具有人际功
能的“NP抽象上”成员正是从做句首修饰语的位置上进一步转变而来，且逐渐发展出全句评注、传信和
情态、衔接连贯以及焦点凸显等功能。

【关键词】欧化、NP抽象上、历时演变、表达功能

华语综艺节目对新加坡华族学生之影响的调查—以南洋理工大学为例
洪玮嬣  许润芳  南洋理工大学

【摘要】随着新媒体覆盖面的不断扩大和华语综艺质量的逐步提高，两岸三地和新马的华族年轻人对综艺
节目的关注度不断上升，由于没有语言壁垒、更新及时、内容有趣、种类丰富，新加坡华族青年大多对华
语综艺节目有所了解，部分学生更成为了资深观众。本文通过对本地华族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掌握其观
看华语综艺节目的频率、动机和偏好，两岸三地及本地华语最受欢迎节目的播放渠道、类型、主题、播放
平台和制作地点，华语综艺及相关对新加坡华族大学生华语使用水平、文化素养等方面产生的影响，了解
大学生在观看过程中感受到的文化、思维差异及对节目内容制作方向的期待，总结华语综艺对华族大学生
的影响及其走向华语中圈的可改进之处，为两岸三地及新加坡本土华语综艺节目发展方向提供参考，探讨
综艺节目等文化项目应用于汉语国际教育的可能性。
【关键词】汉语国际教育 综艺节目 华语 口语教学

短视频技术应用于听障初中生汉语教学的研究
洪臻颖  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 

【摘要】媒体技术极大地促进了短视频内容的发展与传播，短视频也成为了前者最常见的应用领域之一，
为身处不同行业的受众提供了信息输出和接收的渠道。而短视频的普及恰恰赋予了听障学生群体公平地接
受信息的机会。目前，以短视频为媒介，对听障学生进行汉语教学的研究仍有较大的发展空间。由于先天
或后天的身体缺陷和特殊的成长经历，听障学生常常会产生严重的自我封闭心态和对陌生环境的抵触心理，
又因与社会接触机会较少，自然地落于信息传输通道的末端。因此，只有将语言与技术二者有效地融合，听
障学生才能在汉语学习的道路上缩短与健全学生间的差距，且逐步实现“信息平权”。本文将以听障初中学
生的汉语学习过程为研究对象，依据认知语言学的相关理论，通过对听障学生的语言获得过程进行语境依赖
方面的研究，提出短视频应用软件参与其汉语习得的改进方案。
【关键词】听障学生、汉语教学、短视频 语境依赖

从康德的文学艺术理论看阅读在提高华文作为第二语言学习的学习兴趣中的作用
黄婉玉  林进展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新加坡以英语为通用语言，学生的华文学习缺乏足够的语言环境和学习动机。华文作为第二语言
的社会地位既定，其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不足的情况既定，仅依靠功利性动机注定无法引起学生学习华文
的足够动力，需要一个非功利性方法来提高学生学习华文的兴趣。康德在其美学理论中提出，由审美判断
所产生的愉悦是无功利性的、无任何利害关系的愉悦。审美活动是一种非功利性的、无利害关系的活动。
他认为阅读是最高级的审美活动，具有审美活动无功利、无利害关系的本质特点，是符合人的自由本质的
最高级的活动。由此看来，阅读是一种无功利性的活动，能够产生普遍的愉悦感受，可以用来提高学生学
习华文的兴趣。而若要阅读能够担当引起学生学习华文兴趣的重任，则需要让华文阅读回归阅读的审美本
质。
【关键词】第二语言学习、无功利性、阅读、学习兴趣

华文写作：微视频的运用策略再探
黄易亭  张水福  郭兰花   新加坡国家初级学院
张曦姗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中学低年级的学生在记叙文写作的内容上总是千篇一律，主题不够鲜明，详略不当，更严重的是
内容缺乏逻辑性，情节不合理。因此，研究团队希望通过微视频帮助学生“乐于用华文作书面表达，能感
受写作的乐趣，丰富写作内容”。微视频教学模式从观看微视频开始，过后通过提问，在科技平台上让学
生思考与分析，同侪间针对视频进行讨论，并和老师一起总结视频内容的主题、人物形象等技能，经过这
一系列的思考与讨论，教师才给出对应的作文题目。这项研究已在本院连续进行了两年（2020-2021），
今年我们以137名低年级学生为研究对象，再优化教学策略，希望持续为中学低年级写作教学提供一个简
易、操作性强的教学方法，以提升学生的写作能力，并加强学生写作的信心。
【关键词】华文写作、微视频、中学低年级
 

汉语二语者动名搭配习得研究
姜晓欣 北京语言大学

【摘要】本文将从研究内容、研究语料、研究结果三部分概述论文内容，具体如下。 一、研究内容 通过
动名搭配中名词宾语的语义类别、错误搭配的类型分布、不同母语背景 二语者动名搭配产出量三个维度
考察二语者与母语者、不同母语背景二语者（日 语、韩语、维吾尔语）HSK 作文中产出的动名搭配是否
存在差异。 二、研究语料 二语者语料我们选取了 2010 年 10 月 HSK 考试作文 90 篇，其中，韩国、日 本、
中国维吾尔族二语者作文各 30 篇。母语者语料是高三及其以上学历的汉语 母语者按照 HSK 作文考试要
求写的同题作文，共 30 篇。 三、研究结果 1、动名搭配中宾语对语义角色的优先选择关系是“受事>对
象>等同>致使> 结果”，二语者与母语者动宾语义类型选择顺序基本相同。 2、动词误用占偏误总数的一
半，是主要的偏误类型。 3、日本二语者与韩国二语者产出正确搭配的比率不存在显著性差异，产出 搭
配总量最多、错误搭配数量最少的是维吾尔族二语者。
【关键词】汉语二语者、书面语、动名搭配

汉语学习者常见的母语负迁移及教学对策
蒋一鸣  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

【摘要】以英语为母语的汉语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常常会受到母语的干扰，这种现象被称为“母语负迁
移”。因英语和汉语具有明显差异，以及学习者受母语思维的影响，“母语负迁移”现象在以英语为母语
的汉语学习者群体中屡屡发生，且有一定的规律性和同质性。研究母语负迁移有助于发现汉语学习的重难
点，指导教师更有针对性地开展汉语教学，从而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增强学生的动力和信心。过往文献
和本项研究显示，常见的母语负迁移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语音、词汇、句法、书写系统及文化背景。本
项研究将对以上五方面进行详细介绍和说明，并提供如下三点教学对策，以减轻母语负迁移对中文学习的
影响：归纳常见错误点并提供配套练习；营造“沉浸式”汉语学习环境；保持耐心并鼓励学生从错误中学
习。
【关键词】母语负迁移、汉语学习、教学对策

韩中后缀“X家”的语义研究 
金梅 ·朴兴洙   韩国外国语大学

【摘要】汉字和汉语最早在商末周初就被箕子传播到了‘朝鲜’， 汉语教学在韩半岛的历史源远流长。
作为汉字文化圈和儒家文化圈的国家，韩国对汉字、汉语和汉文化一直有较强的认同感。 韩国是大约从
公元600年开始，借用相当于汉语中高音的语音和文字。在韩语词语当中汉字词所占比例相当高， 虽然《
训民正音》（1446年）颁布之后， 韩国有了自己的文字， 汉字词的使用早己深入人心。韩语中的汉字词
大多保留唐宋时期的中古音韵， 书写上基本采用繁体字， 因此，韩国是最早接触和吸收汉字汉文化进行
汉语教育的国家。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不管是国家层面还是民间，韩国一直保持着汉语教育的传统。本
文研究的是汉语和韩语中共同使用的后缀“X家”（“X가”）的语义对比，特别是着眼于它的语义特性，
阐明意义差异为研究目的。韩中 “X家”的语义可分为同义，转移，变异的关系。笔者以类后缀“X家”
的语义特征、语用特征等方面来浅析“X家”词缀化产生的原因。韩中两国同处“汉字文化圈”之中，有
着密切的联系。第二语言的习得离不开牢固的第一语言基础。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研究已经成为一门独立的
学科，研究日益精深。各国的汉语学习者，在自身文化特点的影响下，对汉语语言的习得、难易把握、也
有着不同特点。其语言的共性及个性更有着不同于其他的特点，这为中韩语言研究提供了必要性，也为对
韩国的汉语学习者的研究提供了必要性。第一语言对第二语言的影响和干扰，所以常常会使第二语言的学
习者自觉不自觉地要以第一语言为标准来套用所学的语言，因此产生“对等”意识和偏误现象。希望中韩
共同使用的后缀“X家”的语义对比研究，对中韩之间跨语言跨文化研究的引玉之砖。
【关键词】 “X家”、类后缀、语义差异、韩国汉语学习者.

明末西班牙传教士菲律宾漳州闽南话教材古今韵母分合考辨 —以《汉语语法：漳州话语言艺术》（1620）
西班牙巴塞罗那图书馆善本为例
金美  中国厦门大学

【摘要】本文以在菲律宾马尼拉传教的西班牙道明会（又称“多明我会”）传教士撰写于1620年的教材
《汉语语法：漳州话语言艺术》（下文简称“漳州语艺”）西班牙巴塞罗那大学图书馆善本漳州闽南语为
例，对比考察今漳州话（下文简称“今漳州话”）与《广韵》音系韵母（每字所属韵摄开合等次及声调用
小字号标注于每字右下角），查考辨正明末菲律宾漳州闽南话与今闽南话韵母古今分合的历史音变遗存，
颇有启示意义． 
【关键词】 明末西班牙传教士、菲律宾漳州闽南话教材、古今韵母分合

跨语言视角下汉语结束义动词的语法化研究
景高娃  浙江外国语学院 

【摘要】本文采用共时和历时相结合的方法，对汉语结束义动词的语法化过程进行分析，并借鉴语义地图
的方法，描绘结束义动词的多功能性。事件连接功能的产生是结束义动词语法化非常重要的一环，符合类
型学结束义动词语法化的一般路径。在共时平面上，对方言中的结束义动词的关注还不足。“罢”在普通
话中已很少使用，但保留在豫北方言中，进一步虚化，并扩展出表达经历的用法。从跨方言或跨语言的角
度来看，汉语方言和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语言中的结束义动词有相似的从完结到经历的扩展路径。已见报
道的境外语言的结束义动词可以表达“以后”“已经”“完结”“接续”“过去”“完成体”等多种功能。
汉语结束义动词向完成体甚至经历体方向发展，体现了类型学的共性。
【关键词】结束义动词、多功能性、语法化、经历体

认知视域下韩国学生能性述补结构的习得研究
雷婷  中山大学 

【摘要】能性述补结构一般是指“V得/不C”结构，是汉语的一种特殊句法结构，该结构的使用条件相对
比较复杂，在韩语中没有完全相同的对应形式，因此韩国学生在使用该结构的时候常常出现各种偏误。传
统的“V得/不C”结构教学主要偏重于结构形式的描述，学习者虽然能记住能“V得/不C”的结构形式，
但是能准确理解把握并有意识地正确使用该结构的学习者却不多。本文尝试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对能性述
补结构“V得/不C”进行习得和认知研究，试图探索出能性述补结构“V得/不C”的认知加工机制，并以
此为依据帮助对外汉语教师找到更为科学有效的教学策略。
【关键词】能性述补结构、二语习得、认知研究、汉语教学

新马地区私会党的行业隐秘语
李国樑  新加坡独立民间文史研究员、民间文史顾问

【摘要】新马的华人帮会源自中国清朝的天地会，殖民地政府称之为secret society（私会党）。虽然一
些私会党员曾经回国反清，大体上私会党的本质已演变成通过武力争夺地盘，以新客与黄赌毒为主要营收
的社会罪案源头。19世纪末，新加坡私会党被令“解散”后，成立以洪门“廿一”为根基的“天地人神”
派系，行语亦趋向本土化，例如“平中”和“崩角”两大主流招纳新丁时都会“做大戏”和“布袋戏”，
急功好利的私会党老大则“去角”；私会党内部职位有426、415、49等，民间形容“08、24、369，敌
不过999（警方号码）”；一旦“风来了”最好马上把“白鱼”藏起来。此外，“开台”跑码头必须以《
五祖船》对诗，跟“水”相关的隐语甚至通俗化，成为民间方言惯用的俚语。 
【关键词】新加坡、天地会、私会党、行语

关于华文实时在线课堂互动技巧的思考
李静  范静哗博士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COVID-19的疫情导致许多青少年的学习场域从传统的同一物理空间的课堂转到虚拟空间的实时
在线课堂，实时在线教学的互动环境的改变也导致传统的师生互动条件发生了变化。当教师和学生分散在
各自的生活空间，在共享的虚拟学习空间中师生的互动与传统课堂相比，相对缺少非言语交流，这对学习
者的投入和注意保持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教师需要进行专门调整才能发挥在线教学的效果。本文从青少年
心理学的角度探讨注意力及其与在线学习的关系，进而分析在线课堂中的常见任务，并总结在线教学中的
一些互动技巧，目的在于通过形成良好师生关系、积极的学习氛围来加强课堂互动，为学习者赋能。文中
总结的互动技巧主要包括：1.激发学习动机的互动技巧，如提问、反馈、非言语交流等；2.教学过程策略
的互动技巧，如明确学习任务、设计话题以及任务导向教学等；3.差异化教学策略的互动技巧，如应用资
讯科技支持差异化教学、组织统筹课堂中的互动。
【关键词】在线课堂、非言语交流、青少年学习心理、在线互动

关于强调数量“就”的重音形式
李美京 韩国大邱大学
            
【摘要】本文主要以声学的方式针对既可强调数量多又可强调数量少的副词“就” 进行的研究。前人对
此研究已经很多如，在句法、语用、语义演变、语义指向、主观量等方面，但在韵律方面的研究却很少，
且几乎都靠语感来判断“就”是重读还是轻读。本文要对“就”的本体研究与韩汉对比研究同步进行，考
察在有无“就”的单量式结构中重音形式有何区别，还要看中国人和韩国人对“就”句子的音长和音高有
何不同。实验材料选择了《现代汉语八百词》，《现代汉语虚词词典》中的例句及自己调整的例句，一共
20个句子。实验对象为中国人3名，韩国人3名，各读三遍。分析对象一共为360（20*3*6=360）个句子，
57，600（20*160*3*6=57，600）个音节。本文要分析句中有无副词“就”的两种情况下，句中音长和
音高的不同。研究结果大体如下，第一，通过分析音长和音高来看，句中有无“就”时，重音位置有所不

同，没有“就”时，重音放在句末数量单位上，并且各音节的音长相差不大。强调少量时重音既可在“就”
上，也可在“就”后的数量单位上；强调大量时，重音放在“就”前。第二，韩国人不管副词“就”在哪
儿，一般都把重音放在数字上，有些人把它放在动词上。可见，韩国人对句中出现强调数量的副词“就”
的重音格式不太了解。第三，韩国人的每个音节音长区别不大，而重音的表现不太凸显。
【关键词】重音、 副词“就”、音长、音高

东南亚华语早期词汇发展变化研究
李权  北京师范大学

【摘要】本文以《叻报》《新国民日报》为研究对象，分别选取1917-1920（本文称之为“前期”）和
1930年前后（本文称之为“后期”）的等量本地新闻语料进行两点间的词汇比较，主要有以下两点变化：
第一，文言形式减少，白话形式增加。早期华语的语言风格可归纳为“文白相融”，即尚古的文言词和通
俗的白话词并存共用。对比前后期，文言形式有所减少，白话形式有所增加，体现出文言向白话的过渡特
点。第二，由不稳定趋于稳定。表现为如下语言事实：其一是同义形式的选择，如同素异序词，其二是异
形词的选择，包括自源和他源两类。它们均表现出前期词形丰富，且频次相近，后期出现了主要词形的变
化。以上几种变化主要受以下三种因素的影响：其一，早期国语的影响；其二，东南亚本土因素的影响；
其三，外语的影响。从“史”的角度来看，应该将共时和历时的研究思路相结合，多角度考察影响华语发
展变化的因素。
【关键词】东南亚华语、叻报、新国民日报、词汇

基于网络技术支持下韩国高校汉语教育现状
李秀彬 韩国仁荷大学/中国天津师范大学

【摘要】随着网络技术的普及，不受时空限制可以展开汉语教育。在疫情情况下，多数韩国高校采取了基
于网络技术支持下的远程汉语教育。本研究主要考察对象为20所韩国重点高校的汉语教育现状，主要考
察范围为韩国政府的官方文件、高校常用的LMS系统，K-MOOC平台、KOCW高校资源共享平台、高校
的OCW平台、高校官方网站进行了考察。考察得知，1）汉语与其他外语相比，韩国政府对汉语教育方
面的支持力度变化不大，可说明为韩国政府重视汉语教育。2）韩国高校利用LMS系统开展混合式学习以
及远程教育提高汉语课堂教学的绩效。3）通过K-MOOC管理实施策划可以看出，韩国政府重视基于网
络技术支持下的远程教育，以及远程教育有着一定的意义。本文进行了基于LMS系统支持下的汉语课堂教
学设计。LMS系统可以实现以学习者为中心的课堂教学，又可以减少教师的备课时间。基于LMS系统的汉
语课堂教学可以分为三大环节开展不同的教学活动。1）课前环节主要进行资源学习，比如：教师把教学
资源上传到LMS系统让学习者进行自学。2）课中环节可以点击远程会议（ZOOM与谷歌会议）开展远程
教育。3）课后环节利用LMS系统上的练习，考察学习者的掌握度。4)学生互动方面，LMS系统上教师创
建小组之后，不仅可以进行生生互动，还可以线上会议当中可以进行师生讨论。本文的研究工作可以为对
韩国汉语教育的信息化与汉语教学改革工作提供参考并借鉴。
【关键词】汉语教育 、系统

混合式学习模式运用于文学教学的设计与实践—以H2华文与文学小说教学为例
李志元  新加坡莱佛士书院（高中部）
张曦姗  南洋理工大学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随着数码科技的普及，课堂的教学形态及学生的学习方式也有了巨大的改变。混合式学习模式便
是其中一大教育趋势。学生在选读H2华文与文学这门课前，较少接触过文学作品，也缺乏深入分析文本
的能力。因此，如何带领学生深入分析课程中的所有作品，并教授学生分析文本的能力便成了一大教学难
点。本文试图以H2华文与文学课程下的小说教学为例，探究如何将混合式学习模式运用于文学教学上。
首先，本文将介绍研究背景与对象，并阐述新加坡混合式学习模式的概念和理论依据。接着说明运用混合
式学习模式于小说教学上的实践过程。最后，本文通过学生调查问卷、聚焦访谈及教师观察来检视教学设
计与实践的成效，再反思教学过程中所面对的挑战。
【关键词】混合式学习模式、H2华文与文学、小说教学

“年老”对新加坡华族年长病患意味着什么？—以医患门诊会话中的“年老”为例
林鼎勋   林尔嵘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摘要】在公共医院的门诊互动中，时而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一些年长患者会在话语中向医生标榜自己“
年老”的身份，如：“这么老了”、“我岁数有了”、“八十七岁了啦”等等。我们发现，这些以话语标
识自己或他人的“年老”身份不只是单纯的在传达信息。实际上，在不同的会话序列环境中，以话语标识

“年老”作为会话行为能达到不同的话语作用。以新加坡某一家医院的门诊语料为例，我们结合会话分析
（Conversation Analysis）方法与身份类属机制（Membership Categorization Device）的视角，
探讨“年老”这一身份类属在门诊互动中的作用。研究显示，一些华族年长患者会向医生标榜自己“年老”
的身份，以完成特定的话语行为，包括：一、合理化自己的病症；二、拒绝医生的医疗建议；三、辩解自
己身体功能的缺失。通过分析这些年长患者标识“年老”身份类属的互动序列及相关的会话行为，我们旨
在揭示新加坡华族年长患者对于“年老”这样一种身份标签的观念及认识，说明身份类属机制是如何搭建
起交互双方对话语的理解，也为医患沟通研究带来新的启发。
【关键词】会话分析、互动语言学、身份类属机制、年老

维吾尔语、西部裕固语颜色词文化内涵对比研究—以“黑”“白”为例
林雅琛   中央民族大学

【摘要】本文总结对比维吾尔语和西部裕固语“qɑrɑ/�ɑrɑ黑”“ɑq/ɑq白”的义项发现，两种语言“
黑色”既含褒义也含贬义，均有伟大、尊贵、有力、程度深、粗糙、无知、坏、反面的和孝服等义。但维
吾尔族接受了汉族“黑色”代表非法、秘密的认识。维吾尔族和西部裕固族都认为“白色”代表吉祥、善
良。西部裕固语“白色”可指所有奶制品和非宗教职业者，维吾尔族受到其他民族影响，借入了白色“落
后、反动”等贬义。并从社会生产实践、宗教信仰、风俗习惯三方面讨论“黑”“白”文化内涵的异同原
因。
【关键词】维吾尔语；西部裕固语；“黑”“白”颜色词；文化内涵对比

试论对外汉语教材中的拼音教学设计及拼音对教学的辅助作用—以《博雅汉语（第二版）》为例
刘迪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

【摘要】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开始学习汉语，各种对外汉语教材层出不穷。语音教学在语言学习初
期有着重要意义，对于汉语来说，拼音教学是发展其他语言技能的基础。教材是教学的依据，一些对外汉
语教材中对拼音教学的设计缺少科学性和系统性，并且没有较好的利用拼音辅助之后的技能教学。本文共
有五章，以《博雅汉语（第二版）》九册书为研究对象，分别从研究目的和意义、拼音教学设计、拼音练
习安排、拼音辅助其他语言技能教学、研究结论等方面展开论述。《博雅汉语（第二版）》总体而言在拼
音教学方面较为完善，但在发音方法教学和拼音练习方面仍可提升。本文详细分析了教材中拼音部分的优
劣利弊，希望能为其他对外汉语教材的编写完善提供思路，提高对外汉语教学的质量。
【关键词】对外汉语、拼音教学、教材设计

台湾“国语”新义新用的“杀”
刘吉力  长沙师范学院文学院  

【摘要】台湾“国语”的“杀”动形兼备，以动为主，辅以形容词用法。形容词“杀”主要有“狠/酷/低”
三个义项，各义项来源不同；历时考察“杀”，呈现由升到降的发展态势，义项由单到多再到以“低”义
为主，“杀”的发展演变有其内外部原因；对比其他多个华语社区，台湾“杀”与其形成有无之别的新生
差异。新义新用的“杀”充分体现了台湾“国语”的变异性及独特性，因此是研究其最新发展演变的典型
案例之一。
【关键词】台湾“国语”、“杀”、形容词、变异

更好地与文献对话：留学生学位论文转述结构考察与教学
刘锐  澳门大学

【摘要】学术写作中，引用是与已有研究建立联系、创建自身研究空间的重要方式（Swales， 1990）。
因此需要大量地使用诸如“某某发现/认为”、“在某某看来”这类转述结构。学术英语（EAP）研究表
明，二语学习者在掌握转述结构上存在相当的困难（Neff et al. 2003；陈建林，2011）。本研究旨在考
察汉语二语者的学位论文中转述结构的使用情况。本研究从CNKI硕士学位论文库中随机选取了13篇留学
生用汉语撰写的学位论文作为考察对象。由于引用通常集中地出现在文献综述部分，因此考察的重点放在
论文的“研究综述/研究现状/文献综述”部分。我们使用Liu & Wang（2019）的分类体系对转述结构进
行了标注。结果显示，留学生学位论文中使用最多的是过程性转述，其次是话语性转述，最少是发现性转
述、认知性转述。对比成熟写作者的论文（刘锐、黄启庆、王珊， 2021），留学生过度使用过程性转述，
而发现性转述、话语性转述的使用比例偏低。结合不同转述结构的功能来看，留学生在引用中主要关注的
是研究对象、方法，而对结论、成果、作者的观点缺乏足够的讨论和分析。此外还存在以下问题：转述语
的功能类型、种类单一；（2）转述语误用；（3）转述结构滥用，造成无意义的引用。针对这些情况，
本文提出应该对转述结构进行针对性训练，综合使用范文学习、结构控制训练、改写等练习方法，帮助二

语者理解和掌握多样化的转述手段，以提高汉语学术写作的水平。
【关键词】转述结构、学位论文、引用、学术汉语、学术写作

虚拟世界和元宇宙：汉语国际传播的应用现状和未来的可能性
卢文慧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研究生

【摘要】依托现代信息技术和互联网平台在线教育的不断发展，“互联网+”开展汉语教学受到汉语教师
与汉语学习者的共同重视，使汉语国际传播更多样化。虚拟世界是一种持久的在线计算机生成环境，在远
程物理位置的多个用户可为工作或学习进行实时交互。本文首先介绍了虚拟世界的历史发展和元宇宙的概
念。元宇宙是互联网的延伸，允许用户彼此之间以及周围的环境进行互动，包括虚拟现实（VR）和增强
现实（AR)。人工智能（AI）的使用现已成为汉语国际教育的现实。通过特别关注四个特性，虚拟世界或
元宇宙的集成网络在四个领域取得进展：沉浸式现实主义、访问和身份的普遍性、互操作性和可扩展性。
对于每个领域，当前状态和需要的发展，这些特性被认为是可行的多元核心组成部分。本文考虑虚拟空间
在当代汉语国际传播的应用现状，以及元宇宙新技术领域的影响。以当代汉语为对象，以多学科交叉为视
角，结合汉语国际传播的相关实践，虚拟世界利益相关者和开发人员之间未实现的协作，构成人类社会文
化互动的一个引人注目的领域。伴随新技术发展和教学理念变化，在虚拟世界和元宇宙视野下展望汉语国
际传播发展的新思路。
【关键词】元宇宙、虚拟世界、人工智能、汉语国际传播

东南亚华语量词历时发展调查与思考
卢月丽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摘要】本文以东南亚华语为对象，以“史”的眼光观察东南亚华语中量词的历时发展面貌，最终按照“
史”的范式形成比较完整的表述，试图从一些具体的方面展现东南亚华语发展演变的内容及过程。文中把
东南亚华语量词的发展归纳为以下三种模式：上扬式、下行式及曲折式。在对上述语言事实考察与梳理的
基础上，文中得出以下两点认识：其一，东南亚华语量词的发展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其发展不止一种模
式，而是三种交织在一起；其二，华语量词发展演变的原因既有方言、英语的影响，又有其作为祖语具有
保守性的制约。
【关键词】东南亚华语、量词、祖语、历时研究

浅谈国际汉语教学中的跨文化理解 ―以在日教学实践为例
路浩宇  日本关西学院   
陈碧强  中国山东曲阜师范大学

【摘要】笔者以自己在日本大学试行的两次以“友谊”和“孝道”为主题的汉语口语教学实践为例，通过
学习者对“友谊”和“孝道”为主题所作的口头发表，在提升口语表达能力的同时，引导学生了解中国的
文化与哲学思想。通过观察学习者对“友谊”和“孝道”话题的口语课的参与情况，我们发现日本学生对
友谊话题的兴趣更浓厚，对友谊的理解比孝道更深，对友谊价值的认同大于对孝道的认同。日本是原子化
社会，由于个人本位思想在日本的盛行，学生对于跟自己关联紧密的同时代事物表现出更大兴趣。孝道涉
及两代人或三代人之间的关系，复杂程度远大于友谊，故不太容易引起在“核心家庭”的时代背景下成长
起来的当代日本大学生的同情与理解。由此可见，任何一种观念都与它的历史和人文环境有关，是传统延
续和社会生活的产物。由于“孝”涉及到代际关系，日本学生对“孝”的认识相对浅薄，往往是泛泛而谈。
由此引出对教学目标的思考：一，国际汉语教学不应仅仅停留在“术”的层面，而应在锻炼学习者基础能
力的前提下，上升到对学习者的人文关怀与灵性启迪的大道上来。二，知识传授与文化交流是两个层面的
问题，知识传授是无条件性的，而文化之间的融合是有选择性的。国际汉语教学需要在尊重文化多样性的
前提下进行。
【关键词】国际汉语教学、友谊 孝道、人文关怀
  

怒苏语多义词的文化内涵
罗自群  中央民族大学

【摘要】怒苏语是生活在中国云南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福贡县的怒族怒苏支系说的一种语言，属于汉藏语系
藏缅语族彝语支。怒苏语词汇，按照义项来分，有单义词和多义词两类。本文重点从多义词这一方面来分
析怒苏语词汇所体现的文化内涵，通过与汉语、藏缅语族其他语言的比较，来说明怒苏语词汇文化内涵的
特点。文中所用的怒苏语词汇都是来自本人田野调查获取的第一手语料。一、怒苏语多义词的类型：如果
以汉语为参照点，怒苏语中存在一些多义词——一个怒苏语的词，可以有两个及以上的汉语词语和它相对
应。既然是多义词，语音相同，语义相关。根据词性，可以把怒苏语多义词分为两类：1、词性相同的，

2、词性不同的。（一）怒苏语词性相同的多义词  怒苏语词性相同的多义词比较常见的是名词、形容词
和动词。（二）怒苏语词性不同的多义词  怒苏语词性不同的多义词，比较常见的是一个多义词具有两种
不同的词性，当然，也有一部分多义词不止两种词性。二、怒苏语多义词的文化内涵：我们把怒苏语词性
相同的多义词看做是静态相关，而把词性不同的多义词看做动态相关。和汉语比，和汉族比，使用怒苏语
的怒苏人和汉族在认知上存在着诸多差异，汉语的表达显得更精细一些，而怒苏语则比较笼统一些。怒苏
语多义词的这种特点，充分体现了怒苏语的文化内涵。
【关键词】怒苏语 、多义词、文化内涵

汉语二语者书面产出词汇多样性的文本长度效应研究
马庆 北京语言大学

【摘要】词汇多样性是二语表达能力的重要标志，是计算机自动作文评分的重要采集变量，但是词汇多样
性测量指标与文本长度之间存在复杂的关系。本研究从2010年4月HSK写作考试的实测大数据中选取154
份语料，重点探究了汉语二语者书面产出词汇多样性与其文本长度的关系。结果发现：（1）词种数、
TTR、Root TTR 、Log TTR等8个测量指标可作为词汇多样性测量的有效参量，但通过相关分析结果可以
看出，当文本长度过短的时候，很难反映出词汇多样性与作文成绩之间的关系；（2）8个测量指标均存
在文本长度效应，其中MATTR受文本长度的影响较小；其余7个测量指标随着文本长度的变化整体呈现出
线性的变化趋势；（3）当文本长度在60至100词范围内时，除MATTR外，相同文本长度下的LD值均存在
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关键词】词汇多样性测量、文本长度、语言产出、作文自动评分

西南官话中古非晓组字混读的声学考察—以四川中江为例
饶冬梅   西华大学

【摘要】古非晓组字的混读在西南官话中较为常见[1][2]。西南四省（四川、云南、湖南、湖北）方言中
非晓组字的混读主要体现为八种类型（见表1）。本文以四川中江方言的古非晓组字今读作为深度调查对
象（前人调查结果为Type2类型[2][3]），选择10位年龄在55-65岁区间的发音人（男女各5），得到约
9000个语音材料，提取擦音中段20ms的谱重心CoG（Center of Gravity）和标准差SD(Standard 
Deviation)两个参数[4][5]，从声学和感知两个角度考察了四川湘语中非晓组字混读（merger）以及语
音性变读（phonetics variation）的原因[6][7]：非晓组字的混读，跟[f]/[xu]发音的相似性以及感知混
淆有关，和语言接触也有密切关系。四川湘语受强势方言（Type 1）及普通话影响，混读规律出现例外
之外的字有所增多，混读的条件也逐渐走向单一化。
【关键词】四川湘语、混读、语音变读、语言接触

河北方言的“去分阴阳”现象
桑宇红  白茹 河北师范大学 

【摘要】学界对河北地区保定、唐山、秦皇岛地区冀鲁官话保唐片轻声前去分阴阳的现象已有报道，较早
应是《昌黎方言志》（1960），后有李思敬（1995）对宁河方言，接着田静（2007）、刘克龙（2010）对
唐县，后又有郑莉（2014/2019）、白茹（2016）、曹庆改（2018）、李仕颖（2019）、尹凯（2020）等
分别报道了与保定毗邻的石家庄的深泽、无极、辛集及衡水部分地区安平、饶阳也存在“去分阴阳”的现
象。河北方言去分阴阳具体表现为：（1）在单字调层面可以区分阴阳去，如无极和深泽；（2）在连读层面
区分阴阳去；主要分布于保定地区的曲阳、定州、唐县三个县市；（3）仅在轻声前连读时区分阴阳去，
主要分布于保定及石家庄、衡水部分毗邻保定的地区。
【关键词】河北方言、去分阴阳、连调及轻声、保唐片

课例研究：放声思考在阅读教学中的策略与设计
盛丽春、韩爱玲、幸锦龙 、胡晓苏  四德女子中心
张曦姗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为了提高学生在阅读理解、感悟欣赏及延伸拓展方面的能力，本校研究团队通过放声思考阅读策
略(Think Aloud Strategy)进行有系统、有针对性的阅读教学。放声思考策略是将个人内在的无声思考，
用口语表达的方式，将心中所思考的内容说出来。老师能借此了解学生的思维过程并加以引导纠正。放声
思考方式是展示思考能力的有效方法，让思维可视化，同时也能训练学生的口语表达能力。本研究以79
名中二高华学生作为研究对象展开三轮的课例研究。本文首先从研究背景、研究对象和研究目的做一个整
体介绍；接着阐明理论依据和相关概念；再具体介绍整个研究的教学实践过程。研究结束后，通过调查问
卷、教师观察以及学生反馈进行分析，最后再反思教学过程中所面对的难题与挑战。

【关键词】课例研究、放声思考、阅读教学

“洪武赶散”与苏北江淮官话
石绍浪  北京语言大学

【摘要】“洪武赶散”是指明初苏南向苏北平原一次大规模移民，虽然正史没有确切记载，但在苏北民间
普遍流传。苏北江淮官话入声韵有一个较为独特的特征，曾梗摄一二等帮组字读圆唇后元音韵母，并与通
摄合并，其分布与“洪武赶散”的移民范围基本吻合。比较发现，苏北江淮官话的这个音变应是源于苏州
移民的影响。今苏北江淮官话入声韵类突破中古韵摄的格局，发生了简化，也可能是明初苏州方言在苏北
扩散的结果。余论认为，在分析江淮官话与吴语关系时，不能只局限于“同源”的角度，还应考虑明初苏
州苏州方言在苏北的扩散。
【关键词】“洪武赶散”、苏州方言、苏北方言、江淮官话、入声韵

德国语言学家加布伦兹及其《汉文经纬》研究
宋楠  德国国际合作署中德合作中心； 波恩东亚研究院chinnotopia中国论坛

【摘要】本论文第一章介绍了与乔治·加布伦兹有关的史实，包括十七到十九世纪西方汉学的兴起、独立
与发展、加布伦兹家族史和乔治·加布伦兹的汉学之路。 第二章到第四章将《汉文经纬》拆分为“汉语
基本面貌”、“分析系统”和“综合系统”研读与解析，完整展现加布伦兹的语法思想和其构建的古代汉
语语法体系。论文的第五章和第六章，分别探讨了加布伦兹在西方近代语言学历史上所起的作用，以及对
汉语语法思想史的影响、突破和超越。同时在论文结语部分，讨论了中外语言学界对于《汉文经纬》一书
不甚明晰的几个问题。
【关键词】加布伦兹  《汉文经纬》

华文作为第二语言新闻听读教学的文献综述
孙晓颖   张丽妹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新闻听读教学在华文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中更是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本文回顾和介绍了
2001-2021年二十年间华文作为第二语言新闻教学的相关研究，文献主要来源于中国知网 (CNKI) 和Web 
of Science等数据库。本研究的文献综述主要围绕四个研究问题：第一，华文作为第二语言新闻听读教
学的目标有哪些？第二，华文作为第二语言新闻听读教学的原则是什么？第三，华文作为第二语言新闻听
读教学的难点有哪些？第四，华文作为第二语言新闻听读教学的教学策略和方法有哪些？最后，本文结合
新的时代背景提出了华文作为第二语言新闻听读教学的优化建议。本研究的成果和发现对华文作为第二语
言新闻听读教学具有良好的指导意义，同时也为华文第二语言新闻听读教学法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和指引。
【关键词】华文作为第二语言、新闻听读教学、教学目标和原则、教学难点、教学方法 

乙圩壮语多功能语素te∶ŋ1

覃薇  中央民族大学 

【摘要】本文对乙圩村壮语“遭受”义语素“te∶ŋ1”进行全面的调查描写，并刻画出“遭受”义语素
“te∶ŋ1”功能的整体面貌。对“遭受”义语素部分语法功能的语法化过程进行探讨，归纳出其语法化的
路径和机制，为学界了解乙圩壮语“遭受”义语素功能的语法面貌和特征提供新的材料。乙圩壮语的“遭
受”义语素“te∶ŋ1”呈现出多功能性，具备了十三种功能：①“触碰”义动词；②“对、中、合”义动
词；③“遭受”义动词；④“需要、用”义动词；⑤被动标记；⑥“对”义形容词；⑦“致使”义动词；
⑧情态助动词；⑨结果补语；⑩程度/状态补语；⑪“到、轮到”义动词；⑫副词；⑬假设连词。其中，
本文调查到了“遭受”义语素“te∶ŋ1”以往没有被调查描写到的功能为：①程度/状态补语；②“到、
轮到”义动词；③副词；④假设连词。
【关键词】乙圩村、壮语、“遭受”义

祁东湘语多功能词“落”的语义演变与主观化
谭丽亚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西南林业大学外国语学院
陈海宏  云南民族大学民族文化学院

【摘要】湖南祁东湘语多功能词“落”的用法比较特殊，其语义演变属于通过增加新义而产生的多义模式，
它的多个义项在语义上有一定的关联，或直接关联，如“落”作实义动词时的多种语义；或间接关联，如
前加准词缀型小称标记“落”可能是由实义动词“落”的“降生”、“遗留在后面”等义隐喻而来的。“

落”在祁东湘语中还可以重叠，在语义和语用表达上带有一定的感情色彩，可表达说话者对命题的多种主
观态度。祁东湘语“落”语义演变的认知机制主要有类推（隐喻与之相关)、重新分析（转喻与之相关）和
主观化（褒化、贬化与之相关)等等。
【关键词】祁东湘语、“落”、多功能、语义演变、主观化

论析新加坡华人华语及身份认同的变迁
谭国勇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身份认同的建构在国家及其国家层面下的政治、经济及社会发展上有着深远的影响。它可以使人
认可该国家在政治经济及社会层面上的立场及政策，也可以让人民在某种程度上产生了归属感。教育是建
构身份认同的其中一环。据王赓武教授与陈庆文教授所示，新加坡华人身份认同，是最没有代表性，后者
则认为身份认同是有目的性地建构出来的。由此说明了新加坡华人身份认同正等待人们来填补。也正是如
此，新加坡政府通过不同媒介，包括教育政策等手段来灌输和建构自身倾向的华族身份认同，即倾向于文
化上的认同。本文尝试通过1979年讲华语运动及新加坡教育部历来的教育改革报告书，来了解其倾向和
期许。1979年讲华语运动，主要目的是要整合新加坡华族各方言群体。当时，新加坡华人社会有多达12
个华人方言群体，拥有一个共同的语言：华语，促进他们之间的沟通，减少之间的纷争，团结一致。这有
利于营造及实施双语教育政策的大环境，从中促进经济发展。然而，时间的推移，讲英语家庭的增加，使
得讲华语运动有了新的使命，即提升人们对华文的认识。新加坡教育部在报告书中所倡导的文化认识，倾
向于应对华族内部压力和需要。这回应了陈庆文认为华人身份认同是人造的说法。与此同时，随着华人移
民的移入，他们所带来的文化是否再次在原有身份认同上融合或产生分歧，则是未知数。这将会直接或间
接影响新加坡华文华语以及教育发展的走向。
【关键词】新加坡、华人华语、身份认同、教育

新加坡高中文学教学提问策略的探讨— QUILT框架下的教学设计与实践
唐佑彬   潘旭    李俊贤    郝德奕 淡马锡初级学院
张曦姗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在华文文学课堂上，设计优质问题能引导学生进行品读和鉴赏。因此，本研究以主修H2CLL的
61名学生为研究对象，探讨基于QUILT提问框架激发学生学习兴趣与提升学生思维能力的课堂教学模式。
本文首先介绍研究的背景、对象及方法，阐述基于QUILT提问框架的教学理念与理论依据；接着以现代小
说、诗歌、戏剧以及文言文为例，介绍如何基于QUILT的提问框架设计不同类型的问题的提问策略；本文
也根据学生的课堂反应，探讨了QUILT提问框架下不同文学作品教学的几种提问策略和问题设计类型，在
体现以学习者为中心、加强师生互动和凝聚同侪间学习力量等方面的成效。本论文最后将通过前后测的数
据对比分析、学生反馈、教师观察和学生产出检视教学设计的实施成效。
【关键词】文学教学 、提问策略、 QUILT框架、教学设计

楚辞“羌”字句与湘西凤凰方言ʧʰɑ13字句 比较研究
田晓黎  中央民族大学

【摘要】楚辞里的“羌” ，自东汉王逸注释后的1800多年来 ，众多研究者引经据典， 却始终没有确解。
《楚辞》的“羌”字是否有田野遗存？在湖南湘西凤凰方言中存在极具特 色的ʧʰɑ13 1字句。本文从凤凰
方言ʧʰɑ13字句的田野记音开始，逐条分析，总结规律，再与《楚 辞》16 处“羌”字句进行对比研究，
结果显现，凤凰方言ʧʰɑ13字句基本传承着《楚辞》“羌” 字句的语义。 
【关键词】《楚辞》  羌

国际中文学习软件的大型网络游戏化
汪歆玥  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   

【摘要】汉语学习时间长的特点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二语学习者的热情，而当下飞速发展的大型网络游戏新
颖有趣，常令人沉迷。修坝不如引流，把学生们对汉文化和网络游戏的双重兴趣融入到汉语学习的全过程，
将有助于培养学习者持续性的学习兴趣。本研究分析了当下常用汉语学习软件中的游戏模式，结合现有网
络游戏的汉元素部分，提出了将汉语学习软件大型网络游戏化的具体设想。持续化：脱胎于传统的孤立小
游戏，将累计的学习成果作为升级模式，合理地穿插各类支线任务。系统化：学习者通过注册账号建立个
人学习档案，学习任务既包括集体学习，也包括多种自学形式。针对性：以学习者的需求为导向，提供相
应的实用汉语知识。灵活性：及时更新，高度重视用户反馈。允许教师使用游戏程序和知识库，以方便与
线下教学配合使用。
【关键词 】汉语国际教育、学习软件、网络游戏、学习兴趣

“ 打（타）”字的韩国汉字音形成过程考察
王 浩  四川轻化工大学人文学院  

【摘要】“打”字，在《广韵》中有两个读音，都是阳声韵，一个是梗摄、梗韵，开口二等，上声，端母
“德冷切”；另一个是梗摄、迥韵，开口四等，上声，端母“都挺切”。但是在韩国汉字音中，“打”字
读阴声韵타[t�ɑ]。本文从历史语言学和语言接触的角度出发，认为中世韩汉音（15-16世纪）中存在的
타[t�ɑ]和뎍[tiək]这两种读音，其形成主要是中国的影响，由“德冷切”和“都挺切”两种读法，平行
发展而来，“德冷切”变成了“都瓦切”直接影响了타读音的形成；“都挺切”本来是阳声韵，在传入韩
国以后，其阳声韵尾[ŋ]变成了入声韵[k]，实现了“阳入对转”，从而形成了뎍的读音。近代以后，随着
日语词向韩语的大量涌入，“打”字的日语唐音だ[da]与韩汉音中타读 音的高度相似性，使得타读音在
与뎍读音的竞争中，取得了最终的胜利。

汉语方言亲属称谓中的音变
王红娟  山东师范大学  

【摘要】亲属称谓是方言词汇中重要的一类，我们在考察方言间的词汇差异时，亲属称谓往往是重要的参
照项，如《汉语方言地图集 词汇卷》共有203条词汇图，其中涉及亲属谓的就有“爷爷、奶奶、外祖父”
等14条。在对汉语各方言中的亲属称谓进行梳理时发现，汉语方言的亲属称谓中普遍存在音变现象。比
如，山西运城的“弟”，单字音为“ti33”，但在“兄弟”一词中读音变为“thi33”。本文的音变的含
义是指：1.某个字或某类字在称谓词中的读音与其他情况中的读音不同。2.某个字或某类字在称谓词中的
读音于古今演变规律不合。本文讨论的方言亲属称谓中的音变类型主要有以下三种：个别音变、系统音变、
别义音变。
【关键词】汉语方言、 亲属称谓、 音变

乡村振兴背景下民族地区发挥语言经济效能路径的再探讨—基于西藏自治区林芝市M县的个案研究
王娟  陕西师范大学

【摘要】语言能力是重要的人力资本，语言经济效能是语言的重要社会效能，语言扶贫工作作为中国贫困
治理体系的有机构成，在国家脱贫攻坚的重要阶段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
后，民族地区的语言文字工作在扶持对象、政策范围和顶层设计方面也相应需要作出一定的调整。本文试
图在乡村振兴背景下进一步探讨如何继续发挥语言经济效能的路径。
【关键词】乡村振兴、语言扶贫、民族地区

四川方言的音系特征和两个历史层次
王倩  周及徐  四川师范大学

【摘要】 以往的四川方言研究认为，现代四川方言皆为明清时期的“湖广填四川”所带来。我们在近十
年的时间里，在四川作了广泛的方言田野调查。根据实地调查材料，我们提出新的观点：在四川省的岷江、
嘉陵江流域分布着两种不同的官话方言：嘉陵江流域分布着以成都话为代表的以“入归阳平”为特征的西
南官话方言，这是明清湖广移民带来的；岷江流域分布着以大邑话、宜宾话为代表的有独立的入声调的官
话方言，这是明代以前的四川本地方言的后裔。二者分属不同的方言层次而共存于今天的四川。本文以
2019年出版的《岷江流域方音字汇——“20世纪四川方音大系”之一》中语音材料为据，借助实验语音
学方法对成都话与大邑话、宜宾话作音系整理、以Praat软件绘制其声学元音图、声调曲线图，分析其在
音系上的规律性语音差别，说明今天的四川方言不仅具有以成都话为代表的湖广话语音类型，还有更为古
老的另一方言层次——这个音系今天仍具有入声独立、果摄一等字读为-u、麻三精见组读-i、模韵字读为-o
等语音特征。这些语音特征与成都话的湖广话语音类型有明显的差别，独立于成渝片西南官话而存在。 因
此，现代四川方言分为本地和外来两个层次：本地层次叫“南路话”，外来层次叫“湖广话”。
【关键词】四川方言、岷江流域、成都话、大邑话、宜宾话、方言音系

保定方言两字组连读变调及其若干问题
王帅臣  华北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 

在对河北省保定市下辖的24个县市区进行方言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展开本文的分析。首先描写清苑区的
两字组前字连读变调情况，以便对保定核心区域的变调情况有所了解。其次，介绍保定方言中的阴平变调、
阳平变调、上声变调、去声变调的地理分布、调值表现、调类分布等基本情况。再次，重点讨论上声变调
和去声变调。上声变调后的调值情况有一定序列性：一种是前字变调后与本声调系统的阴平接近或合流；

一种是前字变调后与本声调系统的阳平接近或合流。上声变调既有类型学上的原因，也有历史因素在起作
用。去声变调有一类和轻声有关。

西宁方言持续体标记“着”
魏萌  中央民族大学

【摘要】汉语西宁方言的体标记“着”主要表达持续体的语法意义。除单独使用，方言中“着”常与起始
体标记“上”、完成体标记“下/了”等其他体标记叠用。由此，西宁方言的持续体标记“着”多构成
“V着V”、“V着C”或“V着＋从句”三种结构。西宁方言持续体标记“着”常与起始体标记“上”、
完成体标记“下/了”等叠用，且均处于其他体标记之后，即动词后第二位置。叠用中，“着”仍表达持
续体的语法意义，其语义与前一体标记层层套叠，具有一定顺承关系。如与起始体标记“上”叠用时，“
上”的语义指向前面的谓语动词，构成“V＋上”结构；“着”的语义则指向“V＋上”这一整体，表达
动作行为开始并将进一步持续的状态，“着”具有一定未完整体范畴义。“V＋上＋着”结构还可续接其
他动词或补语成分，构成“V＋上＋着＋V”结构。此外，西宁方言持续体标记“着”常以“V＋着＋C”
形式用于述补结构谓语句中。其中，C可为程度、情态、结果、数量等多种类型补语，形式上可由单个形
容词或副词、数量或偏正短语及主谓结构充当。语义层面，“V着＋C”由“V着”与C两个时间过程构
成，C主要由“V着”引发或伴随，即两个过程包含一定的逻辑因果关系，这种关系可以是显性的也可以
隐性的。除构成“V着V”、“V着C”和“V着＋从句”结构外，持续体标记“着”还可用于西宁方言的
存现句和“的字结构”中，其用法具有一定独特性。
【关键词】西宁方言、着、持续体标记

“口”的比较词义探索
吴宝安  湖北大学文学院 

【摘要】“口”这一概念在汉语中主要有“口、嘴”两个词，根据它在汉语、汉语方言以及其他语言中的
用法，我们整理出了12组与“口”有关的共同引申，这些共同引申都可以通过“转喻”和“隐喻”来解
释。 基于转喻的共同引申有7条，如： 与言语功能相关，“口”引申出“说话、话语”义。与饮食功能
相关，“口”引申出“口味”“人口”义。与临近部位相关，“口”引申出“脸、鼻、咽”“口部饰物”
义。基于隐喻的共同引申有5条，如：与形状、位置都相似，“口”引申出“容器等器物通外面的地方”
和“出入的通道”义。与形状相似，“口”引申出“（山谷、水道等）大的豁口”“突出的部分；尖儿”。
这12组共同的词义引申在汉语、汉语方言以及英语、俄语、西班牙语、日语、泰语、印度尼西亚语、壮
语等语言中都以共词的方式出现，因此，我们可以将其看作是“口”在语言中的共同演变模式。
【关键词】“口”  比较词义 、共同演变

新加坡中学华文快捷课程后进生
语文学习的挑战和独立学习能力的培养
吴宝发  张曦姗  周淑君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后进生学习一直是教育工作者关注的课题，新加坡教师也不例外。后进生学习问题复杂，包括语
文基础薄弱；个人学习态度不良；缺乏独立与迁移的学习能力；课堂教与学方法不当等。本文立足于本地
一所中学的校本研究，借助文献研究法、问卷调查法与观察法，对中二快捷班24位后进生的学习特点进
行梳理，由此作出为期六个月对3个单元的教学调整的尝试，旨在分析后进生在课堂中语文学习的挑战以
及探索他们独立学习能力的培养。本研究对2021年新教材篇章里的语文技能做一次系统性的梳理，在课
堂阅读理解教学时，强调对文章理解的元认知策略之字义层次、逻辑层次、概念层次的教学，调动学生的
元认知，以弥补学生因语文基础薄弱带来的教与学问题。
【关键词】华文快捷课程 、后进生、中学新教材、元认知

中韩跨国婚姻家庭双语学习和使用状况及问题研究
吴思敏  闽南师范大学

【摘要】近年来，中韩跨国婚姻家庭日益增多。据统计，来自中国的在韩结婚移民总数在2019年已接近
20万人。中韩跨国婚姻家庭既有别于传统华侨家庭，又有别于普通韩国家庭，在语言文化上具有特殊性。
本研究以在韩中韩跨国婚姻家庭为研究对象，对其双语学习和使用状况展开调研，并针对其问题提出解决
方案。研究分三部分进行：第一部分利用文献分析法整理并分析韩国政府对多文化家庭的政策及多文化家
庭支援中心的相关资料。第二部分利用问卷法、访谈法与参与观察法对中韩跨国婚姻家庭进行相关数据采
集，并对数据进行定量与定性分析，多维度考察多种因子对语言的影响以及因子之间的相互作用及其与内
部、外部环境的交互关系，全面把握中韩跨国婚姻家庭双语学习和使用的特点及问题。第三部分综合考虑

调研结果，针对中韩跨国婚姻家庭双语学习和使用的问题和需求，从内部（中韩跨国婚姻家庭自身）和外
部（社会机构与教育部门）提出解决方案。本研究不仅可为中韩跨国婚姻家庭双语教育提供理论基础和实
践方案，还为以其为对象的双语教材及教学资源提供理论依据，为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跨国婚姻家庭双语教
育研究提供参考。
【关键词】中韩跨国婚姻家庭、双语教育、调研、解决方案

实践与反思：国际中文教学与信息通讯技术之运用
夏雪  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

【摘要】随着教育技术的发展，如何善用信息通讯技术（ICT）来服务于教学，实现以“学生为中心”的
教学实践，成为当今教育研究的热点。在国际中文教学领域，我们也面临着如何有效地将ICT运用于课堂
教学和学生学习的问题。本文即以此为出发点，在现代教育理论的基础上，以新加坡国际学校的非汉语母
语学生为研究对象，结合IB华文课程中的一个主题单元，从课件设计及课堂教学反馈等方面对ICT在国际
中文教育中的实践情况进行探索性研究，总结ICT辅助中文教学的几个原则：包括设计ICT要以学生学习
需求为核心，ICT的课堂使用应避免“喧宾夺主”，并反思教师在ICT运用中的作用，以期对新技术下的
国际中文教学发展提供参考。
【关键词】 ICT、 国际中文、课件设计、课堂实践

The Brief Analysis of Japanese Culture's Absorp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ulture
Hui Xu   Maca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bstract: Cultural exchanges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have a history of nearly 2,000 years. The fine tradi-
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ulture have exerted great influence on almost every aspect of Japanese 
life, such as architecture, clothing and so on. At the same time, Japanese culture has made a series of 
cultural innovations and developments according to its own national conditions while absorbing Chinese 
culture for reference. Starting with the reasons why Japan absorbed Chinese culture and analyzing the 
exchanges between Japan and China from 1972 to 2011, this paper analyzes and concludes that the similar 
cultural background of the two countries is the basic reason for Japan to better learn from Chinese culture. 
Finally, this paper expounds and analyzes Japan's absorp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ulture from 
three aspects: religion, ideology and diet. It is concluded that Japanese culture originated from Chinese 
culture, and before the Tang Dynasty, Chinese culture had the greatest influence on Japanese culture; after 
the Tang Dynasty， Japan began to have a real culture, but it was still influenced by Chinese culture.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and improvement of its own culture, it finally formed its own unique style. 
Key Words: Japanese culture; Chinese culture; Absorb; 

港式中文词汇与普通话的隐性差异
徐涵韬  北京师范大学

【摘要】“隐性差异”的概念及思想适用于全球华语对比研究，文章立足于此，讨论港式中文词汇与普通
话的隐性差异，首先以量词“枚”、动词“怀疑”以及名词“论调”为例，分析其在概念义、语法义、色
彩义等方面的表现；然后举例说明了隐性差异的三种存在形式，即有无之别、大小之别和程度之别，并指
出三者之间联系密切，不能孤立讨论；最后，文章认为未来研究应增强对华语隐性差异的考察分析，拓展
隐性差异的研究内容、语体范围及比较对象。
【关键词】隐性差异、词汇、港式中文、普通话

基本核心词词义的跨语言表现与特点—以61种语言为例
许可  冉启斌 南开大学

【摘要】本文建立了61种语言60个基本核心词词义数据库，从跨语言角度对其进行了细致考察。数据库
中共有义项约11440个，平均每词义项略超3个，最多达21个。平均义项数方面，动词最多，形容词其次，
名词、否定副词随后，数词、代词最少。义项数可能受词与外部世界的关联性、在词汇系统中的基本性以
及概念本身模糊性的影响。对词义引申深度赋值后，看到动词、形容词、名词的词义引申能力分较高，各
词的平均义项数与该分排名不一致。语言、词类对义项数量、引申能力分影响显著。通过网络图谱对词义
进行聚类分析和可视化分析后，基本核心词被分为10类，词类对聚类有影响。动、名、上形成较大词团。
名词[±指人][±身体部位]，形容词[±积极/消极]等特征会使词类内部形成关系更紧密的小类。图谱中，
hand连接动词和身体部位名词；head连接身体部位名词和指人类名词；man连接指人名词与褒义形容
词；one连接指人名词和数词；die、sleep等词连接动词和形容词等。

【关键词】基本核心词、词义引申、数据库、】可视化

冰墩墩的启示：中华文化符号海外传播的机遇与挑战
许琳皎  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

【摘要】北京2022年冬奥会吉祥物“冰墩墩”在国内外社交平台的爆红引起各界讨论。作为一种文化符
号，“冰墩墩”兼具多重内涵，承载着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功能。“冰墩墩”成为“顶流”，不仅
展现了中华文化强大的感召力，也为中华文化符号的海外传播提供了新思考。本研究基于符号学理论，从
视觉和语言两个维度分析符号传播的特点，挖掘“冰墩墩热”的深层原因，并从中得出中华文化符号海外
传播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基于此，笔者从符号传播的原则、内容和方式三方面提出了建议，即：调整传播
心态，着眼他者视角；加强内容设计，挖掘文化内涵；充分利用互联网媒介，引发情感共鸣。以期为中华
文化符号的海外传播提供借鉴，丰富中国文化传播领域的研究成果。
【关键词】中华文化符号、海外传播、文化传播、冰墩墩

韩国国民教育体系中汉语教育的发展与创新
许培新  山东大学

【摘要】本论文结合中韩两国历代交流的传统以及现代社会发展的趋势，在追溯韩国汉语教育发展历程的
基础上，重点考察自中韩建交以来韩国汉语教育的发展脉络，重点梳理并分析韩国国民教育体系中，大、
中小学不同层次汉语教育的发展情况以及出现的问题，总结韩国国民教育体系中汉语教育的主要特点；当
今国际大变局和新态势下，汉语教育发展面临着新情况、新问题，韩国国民教育体系中的汉语教育和学习
也在发生变化。因此基于教育理念升级、教学思路转型与教学模式创新，提出了加强韩国大、中小学汉语
教育的实践性、针对性，以及韩国汉语教育内涵式发展多元化路径的对策和建议。 
【关键词】韩国汉语教育、国民教育体系、内涵式发展

 
13—19世纪朝鲜半岛汉语教学对当代汉语国际教育的启示
许润芳  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

【摘要】朝鲜半岛有悠久的汉语学习历史，从以汉字为本、重视书面语学习到文言并重、对政治商务风俗
文化等不同领域进行全面了解，其汉语学习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汉学界人才辈出，促进了对中国制度、文
化的内化吸收及其本民族政治经济文化的进步。其中，国家层面的空前重视、语言政策的有力支持是不能
忽略的因素。目前流传的朝鲜半岛汉语教科书集中于13-19世纪，恰是两国政局革新、关系进一步密切的
时期，此类教材是今日研究两国历史上人文交往、不同时期汉语口语面貌、汉语教学法种类及影响、汉语
国际教育在半岛发展历程的宝鉴，本文以该时期《老乞大》《朴通事》《学清》等代表性汉语口语教材为
主要研究对象，结合韵书、字书及辞书类汉语书面语教材、《朝天录》《燕行录》与《朝鲜王朝实录》等
官方历史记载为佐证，共时对比同时期中国韵书。探讨官学、私学、司译院、承文院、译学院、质正官等
部门和职务发挥的历史作用，总结该时期朝鲜半岛汉语教学的优点和不足，力求为当代汉语国际教育汉语
人才培养、汉语教材编写、汉语教学法选择和语言政策制定提供一定的参考意义。
【关键词】朝鲜半岛、汉语国际教育、教学法、语言政策

语言赋能：乡村振兴多模态话语战略构建
杨城  浙江大学 

【摘要】语言是促进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乡村振兴中的每一步都离不开语言的力量。研究中首先依托多
模态话语分析综合框架，对余杭、桐庐、淳安三个乡村振兴示范地区的宣传片视频进行分析，总结其文化
、语境、内容、表达四个层面的多模态体现。其次依托质化分析的扎根理论方法，构建语言赋能乡村振兴
的战略模型，在组织、社会、个体三个层面探索赋能方向。最后，基于话语分析和战略模型提出未来语言
赋能乡村振兴的提升路径。研究发现，三个地区的多模态话语具有典型的区域特色，语言赋能乡村振兴需
要凝聚自上而下的多方力量，而国际化视角、内容的精准筹划、赋能视角的联动共振则是未来乡村振兴话
语努力的方向。
【关键词】乡村振兴、语言赋能、多模态、话语分析、战略模型

A Study on the Chinese Classroom of Foreign Students in the Epidemic Period Based on the Inter-
active Perspective
Haifeng Yang1,Daqian He2, Zhuoda Yang3

1. Center for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Wuh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Wuhan， 

2.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Wuh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Wuhan，
3. School of Chinese Studies and Cultural Exchange,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Abstract: Interaction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s affecting the result of online Chinese class teaching. 
By utilizing the method of questionnaire analysis, error analysis and document analysis， this paper selected 
200 international students from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Cultural Exchange of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of Wuh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of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as samples for investigation, including 94 undergraduates, 60 master 
students and 46 doctoral students. Among them, namely 86 in primary stage, 64 in intermediate stage and 
50 in advanced stage based on their HSK marks. The majority are from Asia (45%) and Europe (25%), the 
rest are from Africa (15%), America (10%) and Oceania (5%). This paper finds that the existing interactive 
methods of them include online conference platform, course live-streaming platform and video live-streaming 
platform. 
When using these platforms, we find there are some advantages of them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remote 
Chinese learning: They are convenient for students to preview and review before and after class, and they are 
helpful for the sharing of Chinese learning resources. However, we also find that there are some disadvantag-
es in teacher-student interaction and student-student interaction on these platforms, such as the lack of learn-
ing atmosphere (58% participants agreed) and the unwillingness of turning on the camera and micro-
phone(76% participants agreed). We think the factors causing these problems mainly include external and 
internal factors of teaching. The external factors include the factors of network connection, time difference, 
studying platform and studying resource allocation. The internal factor of Chinese teachers is that they are not 
adapted to the new way of online teaching, which makes them unable to carry out innovative design of class-
room interaction, and still choose the traditional teaching method (66% participants agreed). The internal 
factor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on the one hand, they lack online learning experience, so it is difficult to cope 
with some new challenges in teaching interaction practice. On the other hand, international students must 
overcome certain psychological factors in the interaction process of online Chinese classroom, among which 
anxiety and avoidance are the most prominent (80% participants agreed).
In conclusion, Chinese teachers can improve the interactive effect of online teaching through rational use of 
learning platform, effective allocation of learning resources and innovation of class interaction mode. Before 
teaching, teachers should inform students in advance of the selection of learning platform, registration, login, 
using process and a series of related matters. During the teaching process, teachers can allocate a certain 
proportion of class hours to organize interactive courses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s, such as group presenta-
tion, personal performance and seminar. After class, teachers can design and release questionnaires and 
use the background data statistics and other functions of the learning platform to analyze the frequency and 
quality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participation in interaction. Also, international students should actively adjust 
their learning psychology and improve their learning methods as well. In this way, they can get rid of negative 
psychological factors such as anxiety and avoidance, and focus on classroom interaction and knowledge 
itself, and finally achieve better learning results. Ultimately, teachers and students will collaborate to explore 
a course interaction path, adapting to the new mode of online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in the post-pan-
demic era. The research on this issue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enrich the theories of linguistics, psychology 
and pedagogy related to Teaching Chinese to Speakers of Other Languages. Also it can improve the teach-
ing efficiency of teachers and enhance the sense of gaining knowledge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Keywords: Interaction; Online Chinese Classroom; Chinese Teaching

国际华文推广的重要部分：志愿者项目的国别性/区域性分析—以缅甸为例
杨念  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

【摘要】2004年“国际中文教师志愿者项目”经中国教育部批准实施。直至疫情前，全球大约有7000名
志愿者在全球一百多个国家进行中文教学，其中大约3000名志愿者在东南亚各国任教，成为东南亚华文
教育重要力量。缅甸志愿者项目于 2009 年开始实施，至今已经有十年有余，到疫情前每年有一百多名志
愿者在缅甸各个城市甚至乡镇进行中文教学工作。十多年来，志愿者项目对缅甸华文教育发挥着重要作用：
为缅甸华文教育贡献了新的力量，弥补了缅甸华文师资的不足，促进了缅甸中文教育的合法化进程等。然
而，该项目也存在着一些问题，本人通过实地了解以及问卷的方式，深入分析了志愿者项目在缅甸的实施
情况，并针对性地提出几点建议，促进该项目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国际中文教师志愿者、华文教育、缅甸志愿者项目、参考

基于SLS平台的E晨读差异教学模式探索— 新加坡崇文中学的实践经验
叶语銮    徐小红   吴玉凡  新加坡崇文中学

【摘要】为了营造书香校园，培养学生的阅读兴趣和提高阅读水平，我校研究团队借助SLS平台，以110
名中三学生为研究对象，在全校进行E晨读研究计划。E晨读依据差异教学理论，照顾学生的个体差异，
所选篇章分年级、分主题、分文体，并结合各单元技能训练，设计不同程度、风格的晨读活动。学生借助
个人数码学习工具，选读纯文字或拼音版的、带声音和可查字典的篇章，通过SLS自测，在阅读护照上完
成任务。此外，高准备度的学生还可阅读更有挑战性的文章，并完成相应的挑战任务。研究结束后，团队
通过定量与定性研究检测学习成果。初步结果显示，基于SLS平台的E晨读差异教学模式，在一定程度上
激发了学生的阅读兴趣，也促进了教师的专业发展。
【关键词】SLS平台、E晨读、差异教学

Nasal Codas Merger in Chinese dialects: Modified Contrastive Specification and Sisterhood Merger 
Hypothesis
Jihye Yun  Asia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 Madison

Abstract：Chinese linguists have long debated about the directionality of nasal coda merger in Chinese 
dialects since the 1970’s. Some believe that the merging process is unidirectional (anterior to posterior) ,but 
others assert that alveolarization of nasal codas (-m>-n and -ŋ>-n) is the major trajectory. Previous studies 
failed to make a reasonable prediction about the further direction of the merger in addition to a lack of 
phonology-based analysis. This research analyzes the merging process on basis of Contrastive Hierarchy 
(CH) and Sisterhood Merger Hypothesis (SMH). The two theoretical frames make us draw two types of 
contrastive hierarchies: [Dorsal]>[Labial]，[Coronal]>[Labial]. That is，the merger between the alveolar 
and the velar nasal codas will occur after the completion of the merger between the labial and alveolar ones. 
Alternatively， the alveolarization of the velar nasal coda will happen after the completion of the merger 
between the labial and velar ones because the structure merger takes place on sister node of contrastive 
hierarchy. In conclusion， the final phase of the nasal coda merger will be the alveolarization of the velar 
nasal coda. The data of Chinese dialects and markedness theory both buttress the conclusion.

Keywords: Nasal codas，Chinese dialects，contrastive hierarchy，sisterhood merger

《易经》归纳、演绎思维在母语教学中的课堂实践和应用
庾潍诚  新加坡伟源中学

【摘要】作者根据自己长期研究《易经》的经验，提出和认为：《易经》作为中华古代的文化典籍，归纳
和演绎思维是它的最重要核心思想之一。同时，作者结合了自己多年的新加坡课堂教学实践，发现：《易
经》的归纳、演绎思维可以有效实践应用在现代的母语教学当中。归纳，是引导学生化繁为简，迅速掌握
教师布置的课堂指令或內容；演绎，则是学生有效应用课堂所学知识进行复述和重构。本文列举具体的课
堂实践应用例子，就是：(一)课堂的指令语言“ABCD”；（二）思维图的教学应用；(二)作文教学实践
的“DEEPAI”（细节描写）自创理论。作者最终观点认为，《易经》思想可以古为今用，实践应用到课
堂母语教学，从而达到提升学生的母语学习效果。
【关键词】易经、归纳、演绎、教学实践应用

中国古代建筑文化的汉字演绎
袁忠  中国华南理工大学

【摘要】中国古代建筑文化的丰富思想很多都凝结在一个个的汉字中。在汉字的构形、本义、转义、暗喻
等不同的运用中，存在着古人有关建筑活动、建筑形象、建筑心理等蕴含，很多汉字就是一个空间概念、
一个居住范畴。古人对中国古代建筑的感知的原初意识首先凝固在古汉字中，古代建筑的最初“文本”可
求诸古汉字，作为象形文字的古汉字与作为现实空间的古建有着天然而内在的通贯性。本文通过考察汉字
的字符构形及作为词或词素的单个汉字所展示出的建筑文化意象，探究作为表形文字、表意文字的古汉字
在其构形、组词、使用、书写等多方面体现的古代建筑文化意义。
【关键词】汉字、中国文化、古代建筑

GRR教学模式的实践与反思——以新加坡H2华文与文学新诗教学为例
张建立   张建平  新加坡国家初级学院    
张曦姗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2021年新加坡H2华文与文学新课程引进课外文学作品赏析的部分，与旧课程标准相比，这对学
生是具挑战性的变革。为应对该挑战，我院以新诗为切入点，设计了从指定文本到课外文学作品的教学实
践配套。该实践以“新加坡课堂教学实践要领”(STP)为指导，依据探究式学习（IBL）理论，采取“教、
扶、放、收”四个阶段的“渐进释放责任直接教学模式”（GRR），旨在逐步培养学生独立鉴赏文学作
品的能力。实践证实，这一教学策略增强了学生的信心和赏析能力；同时，也发现了一些有待进一步充实
和深入探索的空间。本论文将阐述该实践所采用的教学理论、教学策略、教学流程、教学成效及反思。
【关键词】  GRR教学模式、H2华文与文学、新诗教学    

“V走”和“V去”互换性的多重对应分析
张进凯  中国兴义民族师范学院 文学与传媒学院

【摘要】  本文在“原型—样例连续统”理论指导下，通过基于用法的多重分析方法探讨表征“位移运动
事件”的“V走”和“V去”的变异性和互换性。研究发现：“V走”主要表征位移方向不明确、没有位
移目的地的位移运动事件；“V去”主要表征位移方向明确、位移目的地可预测的位移运动事件，因此
“V走”和“V去”处于位移运动事件“原型—样例连续统”的不同位置，“V去”较“V走”更接近位移
运动事件的原型。“V走”和“V去”在表征位移运动事件原型特征和典型样例时不存在概念重合，在表
征位移运动事件非典型样例时，在概念变量特征的交互作用下表现出概念重合。
【关键词】多重对应分析  位移运动事件  概念变量  互换性  变异性

书面语言复杂度对华语二语者写作质量的影响研究
张漫莉  北京语言大学  

【摘要】本研究基于韩国学生的HSK写作测试语料，采用若干典型指标，对华语二语者的书面语言复杂度
与写作成绩之间的关系进行了量化分析，考察了词汇及句法复杂度指标对学生写作质量的影响。研究结果
表明：词汇复杂度和句法复杂度指标与学生的写作质量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Guiraud指标、虚词
使用比率、连词使用比率、复杂词使用比率、话题链数量、话题链分句数、零形成分数量和T单位数量等
指标对写作质量具有较强的解释及预测效度。
【关键词】语言复杂度、汉语二语、写作质量
  

基于树库的汉语二语写作句法复杂度研究
张婉莹  北京语言大学

【摘要】句法复杂度（Syntactic Complexity，简称SC）在评价二语者语言水平、语言动态发展及写作
质量中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吴继峰，2018）。已有的研究侧重于SC对日语、韩语等母语者的汉语写作
评估的有效性问题，研究结论未必适合少数民族母语背景的汉语二语书面语评价。基于此，本研究以参加 
HSK（高等）考试的维吾尔族考生的作文语料为研究对象，基于自建的汉语二语句法标注语料库，从粗粒
度和细粒度两方面指标体系入手进行以下四个方面的研究：（1）通过预处理构建小型依存句法树库（
Dependency Grammar Treebank），作为句法复杂度研究基础；（2）通过小句切分和搭配抽取研
究粗粒度指标和细粒度指标的分布特征；（3）针对不同写作水平的被试SC指标进行对比研究；（4）基
于典型SC指标体系探讨二语写作水平动态发展特点。研究发现，基于T单位等粗粒度句法复杂度指标在区
分学生写作水平和预测写作成绩方面的解释力较弱，而基于短语层面的细粒度句法复杂度指标能够有效区
分写作水平和预测写作成绩。
【关键词】树库、 二语、语法

阅读与抒情文写作教学的有机结合—以华侨中学（高中部）语文特选课程为例
张薇  王健仲  华侨中学（高中部）

【摘要】抒情文写作一直是学生的弱点，也是教师的教学难点。由于没有经过有系统的抒情文写作训练，
高中生很容易将抒情文、记叙文或议论文混为一谈，对抒情文的写作手法更是一知半解。再加上学生缺少
生活历练，要让他们短时间内掌握抒情文写作手法，并进行创作，无疑难度极大。有鉴于此，我们决定在
现有的教学内容上融入抒情文写作教学，尝试结合REAP的阅读理论与教学实践，将阅读与抒情文写作教

学有机结合，以39位高一H2华文与文学的学生为对象，引导他们建构抒情文概念，了解并掌握抒情方式
与写作手法，从而进行写作实践。最终，通过调查问卷、课堂观察和学生作品，梳理和分析了阅读与抒情
文写作相互融合的方法及其有效性。
【关键词】抒情文写作、阅读教学、REAP阅读方法、语文特选课程

地名中的关中方言
张文丽  陕西学前师范学院文学院

【摘要】关中方言，曾经作为汉民族共同语基础方言，对周边地区方言、其他地区方言和民族共同语产生
过重要影响。地名是人们用以区别个体地物的语言符号，而作为纪录地名的语言符号包含形、音、义三个
部分。关中方言区的地名，尤其是地名用字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关中方言的特点。本文从关中方言
区中的代表性地区——西安入手，整理分析其地名，得出如下结论：1.声母 （1）古全浊声母清化，平声
送气，仄声归并关中方言中存在差异，西安归不送气，例如“中官亭/中官厅”、“安居巷/钱局巷”。
（2）古知系开口字按照等分化，知系二等、庄组、章组止摄字与精组合流，读ts、tsh、s，例如“三里
村/山李村”。（3）古泥、来二母在洪音前混用，尤其是在洪音鼻音前，泥母混入来母，读l，例如“新
农田/兴隆庄”。2.韵母 （1）前后鼻音混用，关中方言后鼻音为ŋ，前鼻音丢掉鼻尾n，主要元音鼻音化
。由于在当地人听感上二者具有相似性，表现在地名中前后鼻音字混用。例如“上游巷/三友巷”。（2
）遇摄合口一等端系字，元音复音化，读ou，与流摄合并。例如“双楼寺/双路寺/双芦寺”。（3）果摄
开口字一等字与果摄合口字合并，例如“贺韶村/火烧村”。通过分析发现西安地名用字的流变反映了关
中方言的特点及其变化，具有强烈的方言特色，深入研究地名可以挖掘背后隐含的历史文化内涵，提升文
化软实力；可以为地名用字、拼写管理提供理论支撑，推动新时代的语言文字工作。
【关键词】关中方言、西安地名、文化

从外交新词语看中国外交动向—以2010-2020年度《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媒体新词语表为例
张星霞  韩国汉阳大学

【摘要】本研究基于2010-2020年度《中国语言生活报告》媒体新词语表中的外交新词语，运用数据分析
法，从其分类、使用频次和年度分布三个方面考察中国近十年以来的外交动向，为读者勾勒出中国外交全
貌，以期让读者更好地了解当前中国的外交形势，并为中国未来的外交实践提供一定的智力支持。本研究
认为，按照领域划分，这些新词语所涉及的外交领域包括总体外交、经济外交、政治外交、军事外交、文
化外交、科技外交和医疗外交等七大领域；根据性质，这些新词语所涉及的外交类型又可分为方针类、方
式类、事件类、成果类、组织/平台类、场所类、色彩类和人物类等八大类型。它们较为真实、客观地反
映了中国近十年以来的外交动向。
【关键词】外交新词语、中国外交动向、《中国语言生活报告》、分类、使用频次、年度分布

华语文汉字学习策略个案研究-以印尼华语文学习者为例
张胜昔　中国华东师范大学国际汉语文化学院
陈信助　台湾中国文化大学教育系

【摘要】对外华语文之汉字习得一直困扰着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与学。若华语文教学伊始就“重听说而
轻汉字”，不仅将形成中高级以上的学习阻力，更达不到语言习得可持续发展的教学效果。本研究针对一
名中高级程度印尼华语学习者的“初级汉字习得历程”进行了个案分析，围绕汉字习得心理认知、脑神经
机制、仲介汉字等理论，剖析形声字之习写、读音、识义三方面的“中介状态”，深度探讨了形声字之“
形义-音”的习得联结难度，说明汉字作为第二书写系统的学习策略，以及具逻辑性有系统的字本位教学
在华语文习得中的重要性。期许研究结果可提供日后相关教学与研究参考使用。
【关键词】字本位理念、汉字心理认知、中介汉字、可持续性发展、个案分析

“错位的称呼”—当代汉语社交称谓语的变异与泛化
张雪  澳门科技大学 

【摘要】汉语中的社交称谓语是汉文化特征的缩影，亦是对中国社会现状的即时反映(Chao1956， 
Gu1990， Wang2003)。无论是对于语言学本体研究，还是对于语言与社会的互动关系研究，该议题都
具有新鲜价值(Brown&Ford1961， Ervin-Tripp1972， Zhang2021)。本文基于真实语料收集与分析，
针对当代汉语中四个新兴社交面称语(social vocative)的使用原则、表意功能、交际效果等维度进行了
深入讨论（分别为：“（小）哥哥/姐姐”、“老师”、“同学”、“家人们”）。研究发现，当代汉语
社交面称词有如下特征：（1）原有亲属称谓用法深入泛化（例如“（小）哥哥/姐姐”）；（2）职业称
谓用法深入泛化（如“老师”）；（3）“错位”称谓语兴起（如“同学”）；（4）网络称谓语变异性

强（如“家人们”）。当代汉语社交称谓语处于全面深入的泛化与变异中，其成因、过程、程度等，都与
语言发展和社会变迁密切相关。
【关键词】称谓语、社交面称、语言泛化、语言变异

“给我+VP”的主观处置功能
章天明  日本小樽商科大学

【摘要】本文主要讨论“给我+VP”结构表主观处置的语义来源，以及“给我+VP”结构 主观处置功能
实现的机制。 第一，“给我+VP”有两种不同的语义特征。表示“请求”的“给我+VP”中的 “给我”
等同于“为我”或“替我”；而表示“命令”义时，“给我”不等于“为、 替、向”等等，“给我”只
表语法意义。 第二，“给我+VP”的主语只能是第二人称代词，或指人称谓词语，或者是 VP 的受事。
VP 应当具有 [+自主]、[+动作]和[-褒义]的语义特征。 第三，通过“给”字句处置义来源的再分析，以及
与“给 X+VP”句式的对比， 分析得出“给我+VP”句式具有主观处置义。 第四，“给我+VP”中“给
我”的语法化成分的性质，以及第一人称代词的介 入，使“给我+VP”的主观性得到实现。
 【关键词】语义关联、结构关联、受益和受损、主观处置

多元智能理论与对外汉语阅读教学研究—以《零食》为例
赵畅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

【摘要】阅读过程包含着反应读者认知过程的丰富材料，是学习者汉语能力高低的重要体现。虽然近些年
汉语阅读教学的研究层出不穷，但是汉语阅读课堂仍存在着学生学习被动的情况，因此其教学策略还有待
进一步的研究。经过对教学理论的研究，多元智能理论从心理学角度研究了人的智力潜能是多元的，而阅
读教学不仅要教授学生语言文字知识和阅读规律，还要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因此， 我们认为， 对
外汉语阅读教学要想达到最佳的效果， 就必须从多元智能理论出发。本文主要结合《零食》一课从智能
理论下的每一个智能元素分析适合的教学策略和具体实践情况，最后经过反思提出多元智能指导下的阅读
课的教学原则，希望能够为阅读教学者提供一定的参考性建议。
【关键词】对外汉语阅读教学、多元智能理论、教学策略

中韩二语教学高阶教材对比与分析
赵莉  南京大学
赵学玲  Seogwipo-si, Jeju-do, Korea

【摘要】本文选取中韩两国用于本国语言国际教育的代表性教材《博雅汉语》（2018-2020）和《首尔大
学韩国语》（2012-2015），就两种教材高级阶段部分在文化主题选择、体裁内容以及训练模式上的异同
加以比较。认为两种教材在结构上都以文化主题来分类编排，并与训练模式紧密结合，但两种教材呈现出
的差异也十分明显。两者之间的差异固然可归因于两国国情、语言、文化特点的不同，但文化视角和文化
意识的不同是最根本的原因。考虑认知规律和文化视角，选择恰当且丰富的文化内容，不仅能够更好地实
现与国际学生的共情和跨文化交际的目的，通过与语言功能的紧密结合，也能够使语言训练获得更好的效
果。
【关键词】二语教学、高阶教材、对比、分析

社会语言学视角下女性群体通称的使用情况分析
郑皓月  中央民族大学

【摘要】称谓是人类社会中体现特定的人在特定的人际关系中关于身份角色的称呼，称谓词语与社会发展
联系非常紧密，在新中国的发展历程中，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乃至与国际社会的关系都将对称谓
词的使用产生影响，并在历时语料库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迹。在语言生活中，女性群体通称使用情况的
相关统计既反映了语言生活的变化又反映了中国妇女的发展状况，本文主要从社会语言学视角出发，观察
女性群体通称的使用情况。分别从历时角度和共时角度出发，分析五四运动以来“女性群体通称”使用情
况的历时变化，分析不同语体下女性群体通称的使用变化，发现人们对女性群体通称“妇女”“女性”“
女人”“女子”语义特征的不同认识影响了人们在不同场合下对女性群体通称的理解和选用。
【关键词】社会语言学、女性、称谓、语义

反义词“前”“后”的平衡与不平衡研究
周欣然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

【摘要】反义词作为一种常见的语言现象在人们的生活中被普遍使用。一般而言，反义词总是成对出现，

形成平衡状态，即一个词与另一个词形式对称但意义相反。然而以“前”、“后”为例，作为现代汉语中
使用频率较高的一对典型反义词，却很少有人在使用时能注意到其背后隐藏的不平衡现象。本文第一、第
二部分均从义项、构词、所构词、使用频率这四个方面展开，分别探析反义词“前”“后”平衡与不平衡
的具体表现，说明两者在平衡中存在着不平衡。接着又从认知、语义、语用、文化四个角度阐述原因，正
是由于“后”的被认知时间更早、语义范畴更大、受语言经济原则影响更多以及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内涵更
丰富，才使其能够拥有更广的使用范畴和更高的使用频率，也因此造成了反义词“前”“后”的不平衡现
象。
【关键词】前、后、平衡、不平衡

整合训诂方法论新探
周雁飞  新加坡新跃社科大学

【摘要】陆宗达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提倡“训诂方法的科学化” 。本文运用肯·威尔伯的”整合理
论”，采用其“四象限五要素”的框架结构梳理审视传统的训诂理论和方法。首先论述了训诂原理与整合
理论的内在关系，在此基础上将训诂学的适用范围与整合理论相结合，阐释其与传统训诂方法之间的深层
关联模式，及其有效性、前瞻性，进而使整合训诂方法不仅具有理性的解析，而且富于实践的可操作性。
本文是实践训诂学与西方阐释学（英语：hermeneutics）接轨的一次尝试，旨在为训诂方法论的现代转
化提供新的激荡和借鉴。
【关键词】训诂学、解释学、整合理论、四象限五要素

普通话句末语气词的句法性质
宗晓哲  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院

【摘要】本文探讨了句末语气词“啊、吧、吗、呢”的句法特征，认为它们超出了狭义的句法范畴，在话
语中具有表达功能和人际交际的价值。首先，从通过与语气副词、标句词“说”的位置对比，可以看出语
气词句法位置很高，独立于所在句子，属于语用层面。从语用角度来看，句末语气词具有明显的程序意义。
“啊”要求听话者参与到会话中，促进话论继续，是“互动标记”。“吧”在句中通过降低话语确信度，
缓和交际双方关系，是“礼貌标记”。“吗”要求话语权发生变化，促使听话者对所提问题进行进一步的
解释，是“问询标记”。“呢”在话语中起到凸显说话者所表达的语义关系的功能，使得话语与语境之间
存在一定的语义联系，是“焦点凸显标记”。
【关键词】句末语气词、话语标记、句法-语用接口

现代汉语周遍性主语中周遍义的形成原因
左思民  高丽大学中文系 /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  

【摘要】本文探讨了现代汉语六种周遍性主语中周遍义的形成原因。结论如下：在任指疑问类周遍性主语
句如“谁都认识”中，主语的周遍义是经由疑问代词的任指用法而获得的“全域义”。在含数词“一”的
周遍性主语句如“她一点道理也不懂”中，主语的周遍义依托梯级义经语用推理而得，并且只允许从否定
极小量达到否定全量的推理。在列举类周遍性主语句如“老王粤菜也吃过，川菜也吃过，鲁菜也吃过，浙
菜也吃过，中国八大菜系的菜都吃过”中，主语的周遍义并非列举的产物，而由最末的总括分句直接表达。
在物量词重叠类周遍性主语句如“家家都用上了煤气炉”中，主语的周遍义源于物量词重叠式所具的“每
一”意义。在含“全部”等词的周遍性主语句如“全部（都）得参加会议”中，以及含“每”等词的周遍
性主语句如“每个人（都）很认真”中，主语所含的周遍义由充当句子主语的词语直接表达。
【关键词】周遍性主语、任指、语义、语用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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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论文摘要

试析因果连词“因而”“从而”“故而”
安美璇  北京师范大学

【摘要】“因而”“从而”与“故而”是表示因果关系的一组连词。经考察发现，三个词的生成方式均属
于跨层结构的词汇化，源头可以追溯到先秦文献语言。古代汉语句法结构模式的弱化和消失是促成三者词
汇化的重要动因，因此立足于古代汉语，结合词素“从”“因”“故”的词义及特点，考察并解释连词“
因而”“从而”“故而”在现代汉语中存在的使用差异，可以得到三者的区别特征。具体表现为：“因而
”强调因果之间的联系，依据前者推测出后者，后者可以是有所依据的推论；“从而”强调两个事件的发
生存在先后顺序，表达因果关系时，需要首先在语境上满足因果逻辑，通常更强调结果；“故而”所连接
的“原因”与“结果”均是已经发生的既定事实或客观存在的现实情况及惯例，通常更强调引出结果，但
也关注对原因的追溯。
【关键词】因果连词、词义特点、区别特征

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口语流利性评价指标效度研究
鲍杰 北京语言大学
 
【摘要】口语流利性是衡量二语学习者口语水平的重要标准，然而学界对于是否有必要从多个维度对其展
开评价尚没有明确的回答。研究以78份韩国汉语学习者的HSK口语测试录音为研究对象，以专家评分作为
参照，从时间、表达、语言（包括句法、词汇、语音）三个维度选取24项指标作为评价依据，来考察各
项指标对考生口语流利水平评价的效度。研究结果表明（1）所选取的指标中，与口语流利成绩相关的指
标共13项，可以解释口语流利成绩74.4%的方差；（2）在13项指标中，有5项时间维度指标、2项表达维
度指标和5项语言维度指标（句法指标1项、词汇指标4项）能够区分考生的口语流利水平。以上结果说明
在对汉语学习者的口语流利性进行评价时，有必要提取多维度特征。
【关键词】口语流利性、评价维度、指标效度、韩国汉语学习者

潮汕方言陈述语气词“哗（还）”的用法及其语法化
陈楷森  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摘要】在潮汕方言中，“哗[hũã33]”是表示确认某个事实的陈述语气词，由“哗”所构成的“VP哗
[hũã33]”可根据语境还原为“VP1□[hũã33]VP2”，还原式中“□[hũã33]”这个语音形式不再能分
析为语气词“哗[hũã33]”，而应分析为副词“还[hũã33]”。文章在考察语气词“哗”和副词“还”的
基础上，指出语气词“哗”的本字是“还”，语气词“还”由副词“还”语法化而来，其“确认”义来源
于副词“还”的“延续”义，虚化环境是根据语境省略了VP2从而使副词“还”处于句末位置的“ V P 1
还 ” 。 这 种 确 认 功 能 在 语 用 类 推 的 作 用 下 ， 最 终 固 化 为 语 气 词 “ 还 ” 的 语 法 意 义 。
【关键词】哗、还、语气词、潮汕方言

湖南平江赣语能愿动词“要”的脱落及长音现象考察
陈山青  邹珊珊 湘潭大学
 
【摘要】湖南平江赣语能愿动词“要”在语流中可脱落，使前音节读音补偿性加长，从而形成“脱落→长
音”音义互动现象。除了单一脱落外，“要”还可与副词“也”形成双重和选择性脱落。实验语音分析显
示，长音具体表现为音节的主要元音发音明显加长，声调调值变为[原调值+4]，声母不发生改变。语言经
济原则和韵律法则是该现象形成的动因和机制。能愿动词“要”的脱落代表了汉语音节脱落的一种类型，
提供了一种句法创新的途径。   
【关键词】能愿动词、要、脱落、长音、音义互动、韵律法则

中国古诗与其印尼语译文比较研究——以唐诗的韵律问题为中心
陈衍宏(Clement Tanaka) 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摘要】经过调查发现，目前中国古典诗词的印尼语译本数量不多，此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印尼上世纪
50年代至90年代的“禁华”政策所影响。诗歌翻译主张“三美论”，韵律是诗歌创作的重要因素之一，
韵律的转译应当被重视。本文梳理约有7种唐诗印尼语译本之后，发现周福源译文尤其重视“音美”部分。
本文根据译文的用韵情况与印尼古代诗歌类型进行对照，将周福源译文分为五种类型。然而，受到语言差
异的影响，多数诗作经过翻译后，在词语数量方面难以呈现形式上的一致，仅有少数情况或巧合原因达到

词数相同，如《十五夜望月寄杜郎中》原文与译文均有7个字（汉）、7个词（印尼），此现象或许为周
氏无法满足押同韵情况之下，对字数采取了一定的“补救”措施。最后，为了提高中印尼韵文作品翻译的
水平，本文提出了从宏观及微观层面的相关建议。
【关键词】唐诗、韵律、印尼语译本、比较

字本位理念之华语文教育生态系统教学效能分析
陈信助  台湾中国文化大学
张胜昔  中国华东师范大学

【摘要】本研究依据差异化教学与适性化教学理论探讨华语文教学生态系统中「字本位 理念」的教学效
能的重要性。透过台湾某大学华语文中心的初级华语文课程进行实验研 究。本研究采用开放式行动研究
法，辅以文献资料分析法、经验总结法和调查访谈法。研究过程包括「计画-实施-观察-反思」四大环节，
首先依据学习者背景之差异与需求， 适度安排（调适）总体教学方案及课程；再透过华语文「听、说、读、
写」并重的「综 合教学法」推进新的班级经营，以字本位理念及教育生态系统为基础重新设计和安排课 程；
然后依据学习者对课堂教学环节的感知进行反思与检讨，进行行动研究。研究结将提供对外华语文教学与
研究参考使用。
【关键词】差异化教学、适性化教学、字本位、教育生态系统、综合教学法

六何法的教学局限及其对策
龚成 王娟 郑文佩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六何法”能帮助学生快速找出文章的主要信息，经常被用在阅读教学中。很多教师在写作教学
中也常使用六何法指导学生构思，列出写作大纲。六何法在阅读教学中的优点较为明显，但在写作教学中，
却有其教学方面的局限。因为使用六何法进行选材，其实只是对选材信息进行罗列的手段，它是选材的结
果，而并不是选材的方法。至于如何确定“六何”中的诸多信息，为什么是此信息而不是彼信息，正是学
生特别需要得到辅导和训练的地方。而这个思维的过程，较少在课堂教学中得到显性训练。本文以写人和
写事的记叙文为例，通过思维过程的角度分析六何法在写作选材上的局限和不足，并尝试提出相应的解决
办法，帮助学生利用六何法进行最优选材。
【关键词】六何法、写作教学、教学局限、对策

法汉翻译中的名动词类转换
成萌 法国索邦大学

【摘要】词类转换是 J.-P.Vinay 和 J.Darbelnet (1958) 在《法语与英语文体学对比》中，通过对法英
文本的比较分析，提出的翻译主要手段之一：“ 在不改变信息含义的前提下，一种词类替换另一种词类
的过程。”由于法语与汉语在词汇和语法功能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在翻译实践中，译者往往采用该手段使
翻译变得更精准地道。该研究将基于对法国文学作品《红与黑》原文与三个中文译本的对比而进行词类转
换的相关分析。本文中我们将主要介绍在法汉翻译中出现的法语名词转换为汉语动词的现象。比如，法语
中紧随时间介词的动作名词常转换为汉语动词；又如，法语时间名词后的动作名词或情感名词可转换为汉
语动词，等等。通过对比，我们将发现汉语更习惯于用动词来表达时间含义。
【关键词】 词类转换、 法汉翻译、名词、动词。

中韩小说的机器翻译与人工翻译对比—以中国当代代表作家余华的作品为例
崔贤植 上海商学院

【摘要】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飞跃发展，神经机器翻译取得了巨大进展。机器翻译能否取代人工翻译？机
器翻译能否翻译小说？以上议题已成为翻译学界的热门话题。本文以中国当代先锋派代表作家余华作品的
韩译实例，选用中韩两国具有代表性的机器翻译引擎百度翻译和Papago，从文化负载词、长难句、超
句翻译单位等层面对比分析机器翻译和人工翻译，探讨机器翻译存在的问题以及前景展望。
【关键词】机器翻译、人工翻译、中译韩、小说

基于语料库的对外汉语同义词辨析—以“一定”和 “肯定”为例
崔香兰·朴兴洙  韩国外国语大学
 
【摘要】本文希望通过语料库的实证研究，探索出同义词“一定”和“肯定”的异同点和搭配对象的互补
性，以更好地理解并使用。 一般的同义词辨析大都通过字典等工具，依靠直觉经验和内省的方式。虽然

字典具有权威性，但仅仅依靠字典来辨析同义词存在许多不足之处。大型语料库以及先进的检索工具以其
特有的优势为同义词辨析提供了新的方法。本文基于先进的北京语言大学大数据与语言教育研究所的
BCC语料库，采用定量和定性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以同义词“一定”和“肯定”为例，分别从语域
分布、类联接、搭配特征及语义韵方面进行了同义词辨析的实证研究。 综上所诉，本文立足于对外汉语
教学视角，旨在探讨如何帮助学习者更加直观、有效的辨析近义词“一定”和“肯定”。尽管在内容上还
有许多不足之处，但仍然希望可以为汉语同义词教学提供一个可参考的依据。 
【关键词】 同义词、对外汉语教学、语料库、词语搭配、类联接

《岳麓书院藏秦简（伍）》部分字词研读
高婷婷  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

【摘要】《岳麓书院藏秦简（伍）》包含秦代大量律令档案材料，内容丰富，史料价值 高。本文提出五
则字词释读、断句意见，如简 131-132“劾”如字读、“失道” 当指偏离目的地、“回留”应断读开；
里耶秦简 8-777 号简当断读作“从人论、 报、择（释）免归致书具此中。”“简 163“私属免婢”当断
读开；简 199“率” 有劝勉之意；简 225“均”读为“徇”，巡视之意等。以期进一步疏通文义，为 学
界后续利用该文本提供便利。 
【关键词】岳麓秦简、字词释读、断句

语法训诂浅议：基于三个平面的“新描写”
高扬 浙江财经大学

【摘要】利用语法进行训诂实践最为关键的一步，是对疑难词句进行细致的结构描写。传统结构主义成熟
的描写方法的确解决了大量的问题，但是古代汉语，尤其是上古汉语作为一种综合性倾向的语言，存在大
量同形异构、一种形式表示多种功能、多种结构表示一种功能的现象，传统成分分析的方法在描写时还是
显得捉襟见肘。想要精准的描写就必须高度重视语言学理论工具，将不冲突的理论加以融合，将解释与描
写加以统一。因此我们的主张是：语法训诂应该基于古代汉语综合性的倾向，充分利用语言学理论，以考
察分布为核心，剥离语言外证据，根据需要在语法、语义、语用三个平面展开研究，在描写中加深解释，
在解释中深化描写，从而对待考词句的显性和隐性结构都做出最细致的描写，进而考察句例分布，求得达
诂。如在语法层面，除了关注最表层的成分组合外，也应该注意到，长期被忽略的汉语韵律，实质上就具
有形态的功能，利用这一形态，可以很好地解释一些传统结构语言学无法解释的问题，进而对结构做出精
细描写，解决争议。再如语义层面，上古汉语缺少形态变化，其他语法形式也比较隐蔽，位于深层的语义
层面研究涉及到语义特征、语义指向、义素分析、语义场等。如能充分利用，则可通过充分解释，对结构
做更准确的描写。而语用理论，可以帮助解决句与句之间的问题，适合处理一些重复、句读争议；而鉴于
语言普遍存在的语用诱发机制，这个层面的研究更是在描写时不能或缺的。
【关键词】语法、训诂、新描写主义、解释

皖北中原官话区淮北方言的疑问句
郭迪迪  郭辉  亳州学院中文

【摘要】“淮北”指安徽省北部的淮北市，辖相山、烈山、杜集三区和濉溪一县。按《中国语言地图集》
（2012）的分区，三区和濉溪分属中原官话徐淮片及商阜片。淮北方言疑问句有是非句、特指句、选择
问、反复问句四类。是非问是在陈述句末尾加上扬的语调“↗”表疑问。特指问常在句中用“啥子、咋的、
咋着、哪来”等代词作疑问点，要求对方就疑问点作出回答。选择句常用“是/ｖｐ还是ＶＰ”的选择格式作
疑问的焦点，句末常用语气词“昂”。文章主要描写分析了淮北方言的“可ＶＰ、ＶＰ不/没ＶＰ、ＶＰ
不(啵)/没有”三种形式的反复问句，并讨论了“ＫＶＰ、ＶＰ－neg、ＶＰ－neg－VP”的历史层次及
“可ＶＰ、还ＶＰ”的来源。
【关键词】皖北中原官话、淮北方言、疑问句

欧化影响下表范围限定的方位结构“NP抽象上”
郝锐  首都师范大学

【摘要】受欧化影响，早期现代汉语中表范围限定的方位结构“NP抽象上”集中大量出现。新中国成立
以来中期现代汉语中这一结构呈现新的发展态势。使用方面，表范围限定的“NP抽象上”成员有增有减、
有“潜”有“显”，但“增”和“显”是主流，既有量的增，也有类的显。语法功能方面，早期现代汉语
中“NP抽象上”可以充当状语、定语、补语，中期以来则发展出了“句首修饰语”的功能。具有人际功
能的“NP抽象上”成员正是从做句首修饰语的位置上进一步转变而来，且逐渐发展出全句评注、传信和
情态、衔接连贯以及焦点凸显等功能。

【关键词】欧化、NP抽象上、历时演变、表达功能

华语综艺节目对新加坡华族学生之影响的调查—以南洋理工大学为例
洪玮嬣  许润芳  南洋理工大学

【摘要】随着新媒体覆盖面的不断扩大和华语综艺质量的逐步提高，两岸三地和新马的华族年轻人对综艺
节目的关注度不断上升，由于没有语言壁垒、更新及时、内容有趣、种类丰富，新加坡华族青年大多对华
语综艺节目有所了解，部分学生更成为了资深观众。本文通过对本地华族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掌握其观
看华语综艺节目的频率、动机和偏好，两岸三地及本地华语最受欢迎节目的播放渠道、类型、主题、播放
平台和制作地点，华语综艺及相关对新加坡华族大学生华语使用水平、文化素养等方面产生的影响，了解
大学生在观看过程中感受到的文化、思维差异及对节目内容制作方向的期待，总结华语综艺对华族大学生
的影响及其走向华语中圈的可改进之处，为两岸三地及新加坡本土华语综艺节目发展方向提供参考，探讨
综艺节目等文化项目应用于汉语国际教育的可能性。
【关键词】汉语国际教育 综艺节目 华语 口语教学

短视频技术应用于听障初中生汉语教学的研究
洪臻颖  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 

【摘要】媒体技术极大地促进了短视频内容的发展与传播，短视频也成为了前者最常见的应用领域之一，
为身处不同行业的受众提供了信息输出和接收的渠道。而短视频的普及恰恰赋予了听障学生群体公平地接
受信息的机会。目前，以短视频为媒介，对听障学生进行汉语教学的研究仍有较大的发展空间。由于先天
或后天的身体缺陷和特殊的成长经历，听障学生常常会产生严重的自我封闭心态和对陌生环境的抵触心理，
又因与社会接触机会较少，自然地落于信息传输通道的末端。因此，只有将语言与技术二者有效地融合，听
障学生才能在汉语学习的道路上缩短与健全学生间的差距，且逐步实现“信息平权”。本文将以听障初中学
生的汉语学习过程为研究对象，依据认知语言学的相关理论，通过对听障学生的语言获得过程进行语境依赖
方面的研究，提出短视频应用软件参与其汉语习得的改进方案。
【关键词】听障学生、汉语教学、短视频 语境依赖

从康德的文学艺术理论看阅读在提高华文作为第二语言学习的学习兴趣中的作用
黄婉玉  林进展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新加坡以英语为通用语言，学生的华文学习缺乏足够的语言环境和学习动机。华文作为第二语言
的社会地位既定，其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不足的情况既定，仅依靠功利性动机注定无法引起学生学习华文
的足够动力，需要一个非功利性方法来提高学生学习华文的兴趣。康德在其美学理论中提出，由审美判断
所产生的愉悦是无功利性的、无任何利害关系的愉悦。审美活动是一种非功利性的、无利害关系的活动。
他认为阅读是最高级的审美活动，具有审美活动无功利、无利害关系的本质特点，是符合人的自由本质的
最高级的活动。由此看来，阅读是一种无功利性的活动，能够产生普遍的愉悦感受，可以用来提高学生学
习华文的兴趣。而若要阅读能够担当引起学生学习华文兴趣的重任，则需要让华文阅读回归阅读的审美本
质。
【关键词】第二语言学习、无功利性、阅读、学习兴趣

华文写作：微视频的运用策略再探
黄易亭  张水福  郭兰花   新加坡国家初级学院
张曦姗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中学低年级的学生在记叙文写作的内容上总是千篇一律，主题不够鲜明，详略不当，更严重的是
内容缺乏逻辑性，情节不合理。因此，研究团队希望通过微视频帮助学生“乐于用华文作书面表达，能感
受写作的乐趣，丰富写作内容”。微视频教学模式从观看微视频开始，过后通过提问，在科技平台上让学
生思考与分析，同侪间针对视频进行讨论，并和老师一起总结视频内容的主题、人物形象等技能，经过这
一系列的思考与讨论，教师才给出对应的作文题目。这项研究已在本院连续进行了两年（2020-2021），
今年我们以137名低年级学生为研究对象，再优化教学策略，希望持续为中学低年级写作教学提供一个简
易、操作性强的教学方法，以提升学生的写作能力，并加强学生写作的信心。
【关键词】华文写作、微视频、中学低年级
 

汉语二语者动名搭配习得研究
姜晓欣 北京语言大学

【摘要】本文将从研究内容、研究语料、研究结果三部分概述论文内容，具体如下。 一、研究内容 通过
动名搭配中名词宾语的语义类别、错误搭配的类型分布、不同母语背景 二语者动名搭配产出量三个维度
考察二语者与母语者、不同母语背景二语者（日 语、韩语、维吾尔语）HSK 作文中产出的动名搭配是否
存在差异。 二、研究语料 二语者语料我们选取了 2010 年 10 月 HSK 考试作文 90 篇，其中，韩国、日 本、
中国维吾尔族二语者作文各 30 篇。母语者语料是高三及其以上学历的汉语 母语者按照 HSK 作文考试要
求写的同题作文，共 30 篇。 三、研究结果 1、动名搭配中宾语对语义角色的优先选择关系是“受事>对
象>等同>致使> 结果”，二语者与母语者动宾语义类型选择顺序基本相同。 2、动词误用占偏误总数的一
半，是主要的偏误类型。 3、日本二语者与韩国二语者产出正确搭配的比率不存在显著性差异，产出 搭
配总量最多、错误搭配数量最少的是维吾尔族二语者。
【关键词】汉语二语者、书面语、动名搭配

汉语学习者常见的母语负迁移及教学对策
蒋一鸣  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

【摘要】以英语为母语的汉语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常常会受到母语的干扰，这种现象被称为“母语负迁
移”。因英语和汉语具有明显差异，以及学习者受母语思维的影响，“母语负迁移”现象在以英语为母语
的汉语学习者群体中屡屡发生，且有一定的规律性和同质性。研究母语负迁移有助于发现汉语学习的重难
点，指导教师更有针对性地开展汉语教学，从而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增强学生的动力和信心。过往文献
和本项研究显示，常见的母语负迁移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语音、词汇、句法、书写系统及文化背景。本
项研究将对以上五方面进行详细介绍和说明，并提供如下三点教学对策，以减轻母语负迁移对中文学习的
影响：归纳常见错误点并提供配套练习；营造“沉浸式”汉语学习环境；保持耐心并鼓励学生从错误中学
习。
【关键词】母语负迁移、汉语学习、教学对策

韩中后缀“X家”的语义研究 
金梅 ·朴兴洙   韩国外国语大学

【摘要】汉字和汉语最早在商末周初就被箕子传播到了‘朝鲜’， 汉语教学在韩半岛的历史源远流长。
作为汉字文化圈和儒家文化圈的国家，韩国对汉字、汉语和汉文化一直有较强的认同感。 韩国是大约从
公元600年开始，借用相当于汉语中高音的语音和文字。在韩语词语当中汉字词所占比例相当高， 虽然《
训民正音》（1446年）颁布之后， 韩国有了自己的文字， 汉字词的使用早己深入人心。韩语中的汉字词
大多保留唐宋时期的中古音韵， 书写上基本采用繁体字， 因此，韩国是最早接触和吸收汉字汉文化进行
汉语教育的国家。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不管是国家层面还是民间，韩国一直保持着汉语教育的传统。本
文研究的是汉语和韩语中共同使用的后缀“X家”（“X가”）的语义对比，特别是着眼于它的语义特性，
阐明意义差异为研究目的。韩中 “X家”的语义可分为同义，转移，变异的关系。笔者以类后缀“X家”
的语义特征、语用特征等方面来浅析“X家”词缀化产生的原因。韩中两国同处“汉字文化圈”之中，有
着密切的联系。第二语言的习得离不开牢固的第一语言基础。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研究已经成为一门独立的
学科，研究日益精深。各国的汉语学习者，在自身文化特点的影响下，对汉语语言的习得、难易把握、也
有着不同特点。其语言的共性及个性更有着不同于其他的特点，这为中韩语言研究提供了必要性，也为对
韩国的汉语学习者的研究提供了必要性。第一语言对第二语言的影响和干扰，所以常常会使第二语言的学
习者自觉不自觉地要以第一语言为标准来套用所学的语言，因此产生“对等”意识和偏误现象。希望中韩
共同使用的后缀“X家”的语义对比研究，对中韩之间跨语言跨文化研究的引玉之砖。
【关键词】 “X家”、类后缀、语义差异、韩国汉语学习者.

明末西班牙传教士菲律宾漳州闽南话教材古今韵母分合考辨 —以《汉语语法：漳州话语言艺术》（1620）
西班牙巴塞罗那图书馆善本为例
金美  中国厦门大学

【摘要】本文以在菲律宾马尼拉传教的西班牙道明会（又称“多明我会”）传教士撰写于1620年的教材
《汉语语法：漳州话语言艺术》（下文简称“漳州语艺”）西班牙巴塞罗那大学图书馆善本漳州闽南语为
例，对比考察今漳州话（下文简称“今漳州话”）与《广韵》音系韵母（每字所属韵摄开合等次及声调用
小字号标注于每字右下角），查考辨正明末菲律宾漳州闽南话与今闽南话韵母古今分合的历史音变遗存，
颇有启示意义． 
【关键词】 明末西班牙传教士、菲律宾漳州闽南话教材、古今韵母分合

跨语言视角下汉语结束义动词的语法化研究
景高娃  浙江外国语学院 

【摘要】本文采用共时和历时相结合的方法，对汉语结束义动词的语法化过程进行分析，并借鉴语义地图
的方法，描绘结束义动词的多功能性。事件连接功能的产生是结束义动词语法化非常重要的一环，符合类
型学结束义动词语法化的一般路径。在共时平面上，对方言中的结束义动词的关注还不足。“罢”在普通
话中已很少使用，但保留在豫北方言中，进一步虚化，并扩展出表达经历的用法。从跨方言或跨语言的角
度来看，汉语方言和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语言中的结束义动词有相似的从完结到经历的扩展路径。已见报
道的境外语言的结束义动词可以表达“以后”“已经”“完结”“接续”“过去”“完成体”等多种功能。
汉语结束义动词向完成体甚至经历体方向发展，体现了类型学的共性。
【关键词】结束义动词、多功能性、语法化、经历体

认知视域下韩国学生能性述补结构的习得研究
雷婷  中山大学 

【摘要】能性述补结构一般是指“V得/不C”结构，是汉语的一种特殊句法结构，该结构的使用条件相对
比较复杂，在韩语中没有完全相同的对应形式，因此韩国学生在使用该结构的时候常常出现各种偏误。传
统的“V得/不C”结构教学主要偏重于结构形式的描述，学习者虽然能记住能“V得/不C”的结构形式，
但是能准确理解把握并有意识地正确使用该结构的学习者却不多。本文尝试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对能性述
补结构“V得/不C”进行习得和认知研究，试图探索出能性述补结构“V得/不C”的认知加工机制，并以
此为依据帮助对外汉语教师找到更为科学有效的教学策略。
【关键词】能性述补结构、二语习得、认知研究、汉语教学

新马地区私会党的行业隐秘语
李国樑  新加坡独立民间文史研究员、民间文史顾问

【摘要】新马的华人帮会源自中国清朝的天地会，殖民地政府称之为secret society（私会党）。虽然一
些私会党员曾经回国反清，大体上私会党的本质已演变成通过武力争夺地盘，以新客与黄赌毒为主要营收
的社会罪案源头。19世纪末，新加坡私会党被令“解散”后，成立以洪门“廿一”为根基的“天地人神”
派系，行语亦趋向本土化，例如“平中”和“崩角”两大主流招纳新丁时都会“做大戏”和“布袋戏”，
急功好利的私会党老大则“去角”；私会党内部职位有426、415、49等，民间形容“08、24、369，敌
不过999（警方号码）”；一旦“风来了”最好马上把“白鱼”藏起来。此外，“开台”跑码头必须以《
五祖船》对诗，跟“水”相关的隐语甚至通俗化，成为民间方言惯用的俚语。 
【关键词】新加坡、天地会、私会党、行语

关于华文实时在线课堂互动技巧的思考
李静  范静哗博士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COVID-19的疫情导致许多青少年的学习场域从传统的同一物理空间的课堂转到虚拟空间的实时
在线课堂，实时在线教学的互动环境的改变也导致传统的师生互动条件发生了变化。当教师和学生分散在
各自的生活空间，在共享的虚拟学习空间中师生的互动与传统课堂相比，相对缺少非言语交流，这对学习
者的投入和注意保持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教师需要进行专门调整才能发挥在线教学的效果。本文从青少年
心理学的角度探讨注意力及其与在线学习的关系，进而分析在线课堂中的常见任务，并总结在线教学中的
一些互动技巧，目的在于通过形成良好师生关系、积极的学习氛围来加强课堂互动，为学习者赋能。文中
总结的互动技巧主要包括：1.激发学习动机的互动技巧，如提问、反馈、非言语交流等；2.教学过程策略
的互动技巧，如明确学习任务、设计话题以及任务导向教学等；3.差异化教学策略的互动技巧，如应用资
讯科技支持差异化教学、组织统筹课堂中的互动。
【关键词】在线课堂、非言语交流、青少年学习心理、在线互动

关于强调数量“就”的重音形式
李美京 韩国大邱大学
            
【摘要】本文主要以声学的方式针对既可强调数量多又可强调数量少的副词“就” 进行的研究。前人对
此研究已经很多如，在句法、语用、语义演变、语义指向、主观量等方面，但在韵律方面的研究却很少，
且几乎都靠语感来判断“就”是重读还是轻读。本文要对“就”的本体研究与韩汉对比研究同步进行，考
察在有无“就”的单量式结构中重音形式有何区别，还要看中国人和韩国人对“就”句子的音长和音高有
何不同。实验材料选择了《现代汉语八百词》，《现代汉语虚词词典》中的例句及自己调整的例句，一共
20个句子。实验对象为中国人3名，韩国人3名，各读三遍。分析对象一共为360（20*3*6=360）个句子，
57，600（20*160*3*6=57，600）个音节。本文要分析句中有无副词“就”的两种情况下，句中音长和
音高的不同。研究结果大体如下，第一，通过分析音长和音高来看，句中有无“就”时，重音位置有所不

同，没有“就”时，重音放在句末数量单位上，并且各音节的音长相差不大。强调少量时重音既可在“就”
上，也可在“就”后的数量单位上；强调大量时，重音放在“就”前。第二，韩国人不管副词“就”在哪
儿，一般都把重音放在数字上，有些人把它放在动词上。可见，韩国人对句中出现强调数量的副词“就”
的重音格式不太了解。第三，韩国人的每个音节音长区别不大，而重音的表现不太凸显。
【关键词】重音、 副词“就”、音长、音高

东南亚华语早期词汇发展变化研究
李权  北京师范大学

【摘要】本文以《叻报》《新国民日报》为研究对象，分别选取1917-1920（本文称之为“前期”）和
1930年前后（本文称之为“后期”）的等量本地新闻语料进行两点间的词汇比较，主要有以下两点变化：
第一，文言形式减少，白话形式增加。早期华语的语言风格可归纳为“文白相融”，即尚古的文言词和通
俗的白话词并存共用。对比前后期，文言形式有所减少，白话形式有所增加，体现出文言向白话的过渡特
点。第二，由不稳定趋于稳定。表现为如下语言事实：其一是同义形式的选择，如同素异序词，其二是异
形词的选择，包括自源和他源两类。它们均表现出前期词形丰富，且频次相近，后期出现了主要词形的变
化。以上几种变化主要受以下三种因素的影响：其一，早期国语的影响；其二，东南亚本土因素的影响；
其三，外语的影响。从“史”的角度来看，应该将共时和历时的研究思路相结合，多角度考察影响华语发
展变化的因素。
【关键词】东南亚华语、叻报、新国民日报、词汇

基于网络技术支持下韩国高校汉语教育现状
李秀彬 韩国仁荷大学/中国天津师范大学

【摘要】随着网络技术的普及，不受时空限制可以展开汉语教育。在疫情情况下，多数韩国高校采取了基
于网络技术支持下的远程汉语教育。本研究主要考察对象为20所韩国重点高校的汉语教育现状，主要考
察范围为韩国政府的官方文件、高校常用的LMS系统，K-MOOC平台、KOCW高校资源共享平台、高校
的OCW平台、高校官方网站进行了考察。考察得知，1）汉语与其他外语相比，韩国政府对汉语教育方
面的支持力度变化不大，可说明为韩国政府重视汉语教育。2）韩国高校利用LMS系统开展混合式学习以
及远程教育提高汉语课堂教学的绩效。3）通过K-MOOC管理实施策划可以看出，韩国政府重视基于网
络技术支持下的远程教育，以及远程教育有着一定的意义。本文进行了基于LMS系统支持下的汉语课堂教
学设计。LMS系统可以实现以学习者为中心的课堂教学，又可以减少教师的备课时间。基于LMS系统的汉
语课堂教学可以分为三大环节开展不同的教学活动。1）课前环节主要进行资源学习，比如：教师把教学
资源上传到LMS系统让学习者进行自学。2）课中环节可以点击远程会议（ZOOM与谷歌会议）开展远程
教育。3）课后环节利用LMS系统上的练习，考察学习者的掌握度。4)学生互动方面，LMS系统上教师创
建小组之后，不仅可以进行生生互动，还可以线上会议当中可以进行师生讨论。本文的研究工作可以为对
韩国汉语教育的信息化与汉语教学改革工作提供参考并借鉴。
【关键词】汉语教育 、系统

混合式学习模式运用于文学教学的设计与实践—以H2华文与文学小说教学为例
李志元  新加坡莱佛士书院（高中部）
张曦姗  南洋理工大学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随着数码科技的普及，课堂的教学形态及学生的学习方式也有了巨大的改变。混合式学习模式便
是其中一大教育趋势。学生在选读H2华文与文学这门课前，较少接触过文学作品，也缺乏深入分析文本
的能力。因此，如何带领学生深入分析课程中的所有作品，并教授学生分析文本的能力便成了一大教学难
点。本文试图以H2华文与文学课程下的小说教学为例，探究如何将混合式学习模式运用于文学教学上。
首先，本文将介绍研究背景与对象，并阐述新加坡混合式学习模式的概念和理论依据。接着说明运用混合
式学习模式于小说教学上的实践过程。最后，本文通过学生调查问卷、聚焦访谈及教师观察来检视教学设
计与实践的成效，再反思教学过程中所面对的挑战。
【关键词】混合式学习模式、H2华文与文学、小说教学

“年老”对新加坡华族年长病患意味着什么？—以医患门诊会话中的“年老”为例
林鼎勋   林尔嵘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摘要】在公共医院的门诊互动中，时而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一些年长患者会在话语中向医生标榜自己“
年老”的身份，如：“这么老了”、“我岁数有了”、“八十七岁了啦”等等。我们发现，这些以话语标
识自己或他人的“年老”身份不只是单纯的在传达信息。实际上，在不同的会话序列环境中，以话语标识

“年老”作为会话行为能达到不同的话语作用。以新加坡某一家医院的门诊语料为例，我们结合会话分析
（Conversation Analysis）方法与身份类属机制（Membership Categorization Device）的视角，
探讨“年老”这一身份类属在门诊互动中的作用。研究显示，一些华族年长患者会向医生标榜自己“年老”
的身份，以完成特定的话语行为，包括：一、合理化自己的病症；二、拒绝医生的医疗建议；三、辩解自
己身体功能的缺失。通过分析这些年长患者标识“年老”身份类属的互动序列及相关的会话行为，我们旨
在揭示新加坡华族年长患者对于“年老”这样一种身份标签的观念及认识，说明身份类属机制是如何搭建
起交互双方对话语的理解，也为医患沟通研究带来新的启发。
【关键词】会话分析、互动语言学、身份类属机制、年老

维吾尔语、西部裕固语颜色词文化内涵对比研究—以“黑”“白”为例
林雅琛   中央民族大学

【摘要】本文总结对比维吾尔语和西部裕固语“qɑrɑ/�ɑrɑ黑”“ɑq/ɑq白”的义项发现，两种语言“
黑色”既含褒义也含贬义，均有伟大、尊贵、有力、程度深、粗糙、无知、坏、反面的和孝服等义。但维
吾尔族接受了汉族“黑色”代表非法、秘密的认识。维吾尔族和西部裕固族都认为“白色”代表吉祥、善
良。西部裕固语“白色”可指所有奶制品和非宗教职业者，维吾尔族受到其他民族影响，借入了白色“落
后、反动”等贬义。并从社会生产实践、宗教信仰、风俗习惯三方面讨论“黑”“白”文化内涵的异同原
因。
【关键词】维吾尔语；西部裕固语；“黑”“白”颜色词；文化内涵对比

试论对外汉语教材中的拼音教学设计及拼音对教学的辅助作用—以《博雅汉语（第二版）》为例
刘迪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

【摘要】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开始学习汉语，各种对外汉语教材层出不穷。语音教学在语言学习初
期有着重要意义，对于汉语来说，拼音教学是发展其他语言技能的基础。教材是教学的依据，一些对外汉
语教材中对拼音教学的设计缺少科学性和系统性，并且没有较好的利用拼音辅助之后的技能教学。本文共
有五章，以《博雅汉语（第二版）》九册书为研究对象，分别从研究目的和意义、拼音教学设计、拼音练
习安排、拼音辅助其他语言技能教学、研究结论等方面展开论述。《博雅汉语（第二版）》总体而言在拼
音教学方面较为完善，但在发音方法教学和拼音练习方面仍可提升。本文详细分析了教材中拼音部分的优
劣利弊，希望能为其他对外汉语教材的编写完善提供思路，提高对外汉语教学的质量。
【关键词】对外汉语、拼音教学、教材设计

台湾“国语”新义新用的“杀”
刘吉力  长沙师范学院文学院  

【摘要】台湾“国语”的“杀”动形兼备，以动为主，辅以形容词用法。形容词“杀”主要有“狠/酷/低”
三个义项，各义项来源不同；历时考察“杀”，呈现由升到降的发展态势，义项由单到多再到以“低”义
为主，“杀”的发展演变有其内外部原因；对比其他多个华语社区，台湾“杀”与其形成有无之别的新生
差异。新义新用的“杀”充分体现了台湾“国语”的变异性及独特性，因此是研究其最新发展演变的典型
案例之一。
【关键词】台湾“国语”、“杀”、形容词、变异

更好地与文献对话：留学生学位论文转述结构考察与教学
刘锐  澳门大学

【摘要】学术写作中，引用是与已有研究建立联系、创建自身研究空间的重要方式（Swales， 1990）。
因此需要大量地使用诸如“某某发现/认为”、“在某某看来”这类转述结构。学术英语（EAP）研究表
明，二语学习者在掌握转述结构上存在相当的困难（Neff et al. 2003；陈建林，2011）。本研究旨在考
察汉语二语者的学位论文中转述结构的使用情况。本研究从CNKI硕士学位论文库中随机选取了13篇留学
生用汉语撰写的学位论文作为考察对象。由于引用通常集中地出现在文献综述部分，因此考察的重点放在
论文的“研究综述/研究现状/文献综述”部分。我们使用Liu & Wang（2019）的分类体系对转述结构进
行了标注。结果显示，留学生学位论文中使用最多的是过程性转述，其次是话语性转述，最少是发现性转
述、认知性转述。对比成熟写作者的论文（刘锐、黄启庆、王珊， 2021），留学生过度使用过程性转述，
而发现性转述、话语性转述的使用比例偏低。结合不同转述结构的功能来看，留学生在引用中主要关注的
是研究对象、方法，而对结论、成果、作者的观点缺乏足够的讨论和分析。此外还存在以下问题：转述语
的功能类型、种类单一；（2）转述语误用；（3）转述结构滥用，造成无意义的引用。针对这些情况，
本文提出应该对转述结构进行针对性训练，综合使用范文学习、结构控制训练、改写等练习方法，帮助二

语者理解和掌握多样化的转述手段，以提高汉语学术写作的水平。
【关键词】转述结构、学位论文、引用、学术汉语、学术写作

虚拟世界和元宇宙：汉语国际传播的应用现状和未来的可能性
卢文慧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研究生

【摘要】依托现代信息技术和互联网平台在线教育的不断发展，“互联网+”开展汉语教学受到汉语教师
与汉语学习者的共同重视，使汉语国际传播更多样化。虚拟世界是一种持久的在线计算机生成环境，在远
程物理位置的多个用户可为工作或学习进行实时交互。本文首先介绍了虚拟世界的历史发展和元宇宙的概
念。元宇宙是互联网的延伸，允许用户彼此之间以及周围的环境进行互动，包括虚拟现实（VR）和增强
现实（AR)。人工智能（AI）的使用现已成为汉语国际教育的现实。通过特别关注四个特性，虚拟世界或
元宇宙的集成网络在四个领域取得进展：沉浸式现实主义、访问和身份的普遍性、互操作性和可扩展性。
对于每个领域，当前状态和需要的发展，这些特性被认为是可行的多元核心组成部分。本文考虑虚拟空间
在当代汉语国际传播的应用现状，以及元宇宙新技术领域的影响。以当代汉语为对象，以多学科交叉为视
角，结合汉语国际传播的相关实践，虚拟世界利益相关者和开发人员之间未实现的协作，构成人类社会文
化互动的一个引人注目的领域。伴随新技术发展和教学理念变化，在虚拟世界和元宇宙视野下展望汉语国
际传播发展的新思路。
【关键词】元宇宙、虚拟世界、人工智能、汉语国际传播

东南亚华语量词历时发展调查与思考
卢月丽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摘要】本文以东南亚华语为对象，以“史”的眼光观察东南亚华语中量词的历时发展面貌，最终按照“
史”的范式形成比较完整的表述，试图从一些具体的方面展现东南亚华语发展演变的内容及过程。文中把
东南亚华语量词的发展归纳为以下三种模式：上扬式、下行式及曲折式。在对上述语言事实考察与梳理的
基础上，文中得出以下两点认识：其一，东南亚华语量词的发展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其发展不止一种模
式，而是三种交织在一起；其二，华语量词发展演变的原因既有方言、英语的影响，又有其作为祖语具有
保守性的制约。
【关键词】东南亚华语、量词、祖语、历时研究

浅谈国际汉语教学中的跨文化理解 ―以在日教学实践为例
路浩宇  日本关西学院   
陈碧强  中国山东曲阜师范大学

【摘要】笔者以自己在日本大学试行的两次以“友谊”和“孝道”为主题的汉语口语教学实践为例，通过
学习者对“友谊”和“孝道”为主题所作的口头发表，在提升口语表达能力的同时，引导学生了解中国的
文化与哲学思想。通过观察学习者对“友谊”和“孝道”话题的口语课的参与情况，我们发现日本学生对
友谊话题的兴趣更浓厚，对友谊的理解比孝道更深，对友谊价值的认同大于对孝道的认同。日本是原子化
社会，由于个人本位思想在日本的盛行，学生对于跟自己关联紧密的同时代事物表现出更大兴趣。孝道涉
及两代人或三代人之间的关系，复杂程度远大于友谊，故不太容易引起在“核心家庭”的时代背景下成长
起来的当代日本大学生的同情与理解。由此可见，任何一种观念都与它的历史和人文环境有关，是传统延
续和社会生活的产物。由于“孝”涉及到代际关系，日本学生对“孝”的认识相对浅薄，往往是泛泛而谈。
由此引出对教学目标的思考：一，国际汉语教学不应仅仅停留在“术”的层面，而应在锻炼学习者基础能
力的前提下，上升到对学习者的人文关怀与灵性启迪的大道上来。二，知识传授与文化交流是两个层面的
问题，知识传授是无条件性的，而文化之间的融合是有选择性的。国际汉语教学需要在尊重文化多样性的
前提下进行。
【关键词】国际汉语教学、友谊 孝道、人文关怀
  

怒苏语多义词的文化内涵
罗自群  中央民族大学

【摘要】怒苏语是生活在中国云南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福贡县的怒族怒苏支系说的一种语言，属于汉藏语系
藏缅语族彝语支。怒苏语词汇，按照义项来分，有单义词和多义词两类。本文重点从多义词这一方面来分
析怒苏语词汇所体现的文化内涵，通过与汉语、藏缅语族其他语言的比较，来说明怒苏语词汇文化内涵的
特点。文中所用的怒苏语词汇都是来自本人田野调查获取的第一手语料。一、怒苏语多义词的类型：如果
以汉语为参照点，怒苏语中存在一些多义词——一个怒苏语的词，可以有两个及以上的汉语词语和它相对
应。既然是多义词，语音相同，语义相关。根据词性，可以把怒苏语多义词分为两类：1、词性相同的，

2、词性不同的。（一）怒苏语词性相同的多义词  怒苏语词性相同的多义词比较常见的是名词、形容词
和动词。（二）怒苏语词性不同的多义词  怒苏语词性不同的多义词，比较常见的是一个多义词具有两种
不同的词性，当然，也有一部分多义词不止两种词性。二、怒苏语多义词的文化内涵：我们把怒苏语词性
相同的多义词看做是静态相关，而把词性不同的多义词看做动态相关。和汉语比，和汉族比，使用怒苏语
的怒苏人和汉族在认知上存在着诸多差异，汉语的表达显得更精细一些，而怒苏语则比较笼统一些。怒苏
语多义词的这种特点，充分体现了怒苏语的文化内涵。
【关键词】怒苏语 、多义词、文化内涵

汉语二语者书面产出词汇多样性的文本长度效应研究
马庆 北京语言大学

【摘要】词汇多样性是二语表达能力的重要标志，是计算机自动作文评分的重要采集变量，但是词汇多样
性测量指标与文本长度之间存在复杂的关系。本研究从2010年4月HSK写作考试的实测大数据中选取154
份语料，重点探究了汉语二语者书面产出词汇多样性与其文本长度的关系。结果发现：（1）词种数、
TTR、Root TTR 、Log TTR等8个测量指标可作为词汇多样性测量的有效参量，但通过相关分析结果可以
看出，当文本长度过短的时候，很难反映出词汇多样性与作文成绩之间的关系；（2）8个测量指标均存
在文本长度效应，其中MATTR受文本长度的影响较小；其余7个测量指标随着文本长度的变化整体呈现出
线性的变化趋势；（3）当文本长度在60至100词范围内时，除MATTR外，相同文本长度下的LD值均存在
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关键词】词汇多样性测量、文本长度、语言产出、作文自动评分

西南官话中古非晓组字混读的声学考察—以四川中江为例
饶冬梅   西华大学

【摘要】古非晓组字的混读在西南官话中较为常见[1][2]。西南四省（四川、云南、湖南、湖北）方言中
非晓组字的混读主要体现为八种类型（见表1）。本文以四川中江方言的古非晓组字今读作为深度调查对
象（前人调查结果为Type2类型[2][3]），选择10位年龄在55-65岁区间的发音人（男女各5），得到约
9000个语音材料，提取擦音中段20ms的谱重心CoG（Center of Gravity）和标准差SD(Standard 
Deviation)两个参数[4][5]，从声学和感知两个角度考察了四川湘语中非晓组字混读（merger）以及语
音性变读（phonetics variation）的原因[6][7]：非晓组字的混读，跟[f]/[xu]发音的相似性以及感知混
淆有关，和语言接触也有密切关系。四川湘语受强势方言（Type 1）及普通话影响，混读规律出现例外
之外的字有所增多，混读的条件也逐渐走向单一化。
【关键词】四川湘语、混读、语音变读、语言接触

河北方言的“去分阴阳”现象
桑宇红  白茹 河北师范大学 

【摘要】学界对河北地区保定、唐山、秦皇岛地区冀鲁官话保唐片轻声前去分阴阳的现象已有报道，较早
应是《昌黎方言志》（1960），后有李思敬（1995）对宁河方言，接着田静（2007）、刘克龙（2010）对
唐县，后又有郑莉（2014/2019）、白茹（2016）、曹庆改（2018）、李仕颖（2019）、尹凯（2020）等
分别报道了与保定毗邻的石家庄的深泽、无极、辛集及衡水部分地区安平、饶阳也存在“去分阴阳”的现
象。河北方言去分阴阳具体表现为：（1）在单字调层面可以区分阴阳去，如无极和深泽；（2）在连读层面
区分阴阳去；主要分布于保定地区的曲阳、定州、唐县三个县市；（3）仅在轻声前连读时区分阴阳去，
主要分布于保定及石家庄、衡水部分毗邻保定的地区。
【关键词】河北方言、去分阴阳、连调及轻声、保唐片

课例研究：放声思考在阅读教学中的策略与设计
盛丽春、韩爱玲、幸锦龙 、胡晓苏  四德女子中心
张曦姗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为了提高学生在阅读理解、感悟欣赏及延伸拓展方面的能力，本校研究团队通过放声思考阅读策
略(Think Aloud Strategy)进行有系统、有针对性的阅读教学。放声思考策略是将个人内在的无声思考，
用口语表达的方式，将心中所思考的内容说出来。老师能借此了解学生的思维过程并加以引导纠正。放声
思考方式是展示思考能力的有效方法，让思维可视化，同时也能训练学生的口语表达能力。本研究以79
名中二高华学生作为研究对象展开三轮的课例研究。本文首先从研究背景、研究对象和研究目的做一个整
体介绍；接着阐明理论依据和相关概念；再具体介绍整个研究的教学实践过程。研究结束后，通过调查问
卷、教师观察以及学生反馈进行分析，最后再反思教学过程中所面对的难题与挑战。

【关键词】课例研究、放声思考、阅读教学

“洪武赶散”与苏北江淮官话
石绍浪  北京语言大学

【摘要】“洪武赶散”是指明初苏南向苏北平原一次大规模移民，虽然正史没有确切记载，但在苏北民间
普遍流传。苏北江淮官话入声韵有一个较为独特的特征，曾梗摄一二等帮组字读圆唇后元音韵母，并与通
摄合并，其分布与“洪武赶散”的移民范围基本吻合。比较发现，苏北江淮官话的这个音变应是源于苏州
移民的影响。今苏北江淮官话入声韵类突破中古韵摄的格局，发生了简化，也可能是明初苏州方言在苏北
扩散的结果。余论认为，在分析江淮官话与吴语关系时，不能只局限于“同源”的角度，还应考虑明初苏
州苏州方言在苏北的扩散。
【关键词】“洪武赶散”、苏州方言、苏北方言、江淮官话、入声韵

德国语言学家加布伦兹及其《汉文经纬》研究
宋楠  德国国际合作署中德合作中心； 波恩东亚研究院chinnotopia中国论坛

【摘要】本论文第一章介绍了与乔治·加布伦兹有关的史实，包括十七到十九世纪西方汉学的兴起、独立
与发展、加布伦兹家族史和乔治·加布伦兹的汉学之路。 第二章到第四章将《汉文经纬》拆分为“汉语
基本面貌”、“分析系统”和“综合系统”研读与解析，完整展现加布伦兹的语法思想和其构建的古代汉
语语法体系。论文的第五章和第六章，分别探讨了加布伦兹在西方近代语言学历史上所起的作用，以及对
汉语语法思想史的影响、突破和超越。同时在论文结语部分，讨论了中外语言学界对于《汉文经纬》一书
不甚明晰的几个问题。
【关键词】加布伦兹  《汉文经纬》

华文作为第二语言新闻听读教学的文献综述
孙晓颖   张丽妹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新闻听读教学在华文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中更是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本文回顾和介绍了
2001-2021年二十年间华文作为第二语言新闻教学的相关研究，文献主要来源于中国知网 (CNKI) 和Web 
of Science等数据库。本研究的文献综述主要围绕四个研究问题：第一，华文作为第二语言新闻听读教
学的目标有哪些？第二，华文作为第二语言新闻听读教学的原则是什么？第三，华文作为第二语言新闻听
读教学的难点有哪些？第四，华文作为第二语言新闻听读教学的教学策略和方法有哪些？最后，本文结合
新的时代背景提出了华文作为第二语言新闻听读教学的优化建议。本研究的成果和发现对华文作为第二语
言新闻听读教学具有良好的指导意义，同时也为华文第二语言新闻听读教学法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和指引。
【关键词】华文作为第二语言、新闻听读教学、教学目标和原则、教学难点、教学方法 

乙圩壮语多功能语素te∶ŋ1

覃薇  中央民族大学 

【摘要】本文对乙圩村壮语“遭受”义语素“te∶ŋ1”进行全面的调查描写，并刻画出“遭受”义语素
“te∶ŋ1”功能的整体面貌。对“遭受”义语素部分语法功能的语法化过程进行探讨，归纳出其语法化的
路径和机制，为学界了解乙圩壮语“遭受”义语素功能的语法面貌和特征提供新的材料。乙圩壮语的“遭
受”义语素“te∶ŋ1”呈现出多功能性，具备了十三种功能：①“触碰”义动词；②“对、中、合”义动
词；③“遭受”义动词；④“需要、用”义动词；⑤被动标记；⑥“对”义形容词；⑦“致使”义动词；
⑧情态助动词；⑨结果补语；⑩程度/状态补语；⑪“到、轮到”义动词；⑫副词；⑬假设连词。其中，
本文调查到了“遭受”义语素“te∶ŋ1”以往没有被调查描写到的功能为：①程度/状态补语；②“到、
轮到”义动词；③副词；④假设连词。
【关键词】乙圩村、壮语、“遭受”义

祁东湘语多功能词“落”的语义演变与主观化
谭丽亚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西南林业大学外国语学院
陈海宏  云南民族大学民族文化学院

【摘要】湖南祁东湘语多功能词“落”的用法比较特殊，其语义演变属于通过增加新义而产生的多义模式，
它的多个义项在语义上有一定的关联，或直接关联，如“落”作实义动词时的多种语义；或间接关联，如
前加准词缀型小称标记“落”可能是由实义动词“落”的“降生”、“遗留在后面”等义隐喻而来的。“

落”在祁东湘语中还可以重叠，在语义和语用表达上带有一定的感情色彩，可表达说话者对命题的多种主
观态度。祁东湘语“落”语义演变的认知机制主要有类推（隐喻与之相关)、重新分析（转喻与之相关）和
主观化（褒化、贬化与之相关)等等。
【关键词】祁东湘语、“落”、多功能、语义演变、主观化

论析新加坡华人华语及身份认同的变迁
谭国勇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身份认同的建构在国家及其国家层面下的政治、经济及社会发展上有着深远的影响。它可以使人
认可该国家在政治经济及社会层面上的立场及政策，也可以让人民在某种程度上产生了归属感。教育是建
构身份认同的其中一环。据王赓武教授与陈庆文教授所示，新加坡华人身份认同，是最没有代表性，后者
则认为身份认同是有目的性地建构出来的。由此说明了新加坡华人身份认同正等待人们来填补。也正是如
此，新加坡政府通过不同媒介，包括教育政策等手段来灌输和建构自身倾向的华族身份认同，即倾向于文
化上的认同。本文尝试通过1979年讲华语运动及新加坡教育部历来的教育改革报告书，来了解其倾向和
期许。1979年讲华语运动，主要目的是要整合新加坡华族各方言群体。当时，新加坡华人社会有多达12
个华人方言群体，拥有一个共同的语言：华语，促进他们之间的沟通，减少之间的纷争，团结一致。这有
利于营造及实施双语教育政策的大环境，从中促进经济发展。然而，时间的推移，讲英语家庭的增加，使
得讲华语运动有了新的使命，即提升人们对华文的认识。新加坡教育部在报告书中所倡导的文化认识，倾
向于应对华族内部压力和需要。这回应了陈庆文认为华人身份认同是人造的说法。与此同时，随着华人移
民的移入，他们所带来的文化是否再次在原有身份认同上融合或产生分歧，则是未知数。这将会直接或间
接影响新加坡华文华语以及教育发展的走向。
【关键词】新加坡、华人华语、身份认同、教育

新加坡高中文学教学提问策略的探讨— QUILT框架下的教学设计与实践
唐佑彬   潘旭    李俊贤    郝德奕 淡马锡初级学院
张曦姗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在华文文学课堂上，设计优质问题能引导学生进行品读和鉴赏。因此，本研究以主修H2CLL的
61名学生为研究对象，探讨基于QUILT提问框架激发学生学习兴趣与提升学生思维能力的课堂教学模式。
本文首先介绍研究的背景、对象及方法，阐述基于QUILT提问框架的教学理念与理论依据；接着以现代小
说、诗歌、戏剧以及文言文为例，介绍如何基于QUILT的提问框架设计不同类型的问题的提问策略；本文
也根据学生的课堂反应，探讨了QUILT提问框架下不同文学作品教学的几种提问策略和问题设计类型，在
体现以学习者为中心、加强师生互动和凝聚同侪间学习力量等方面的成效。本论文最后将通过前后测的数
据对比分析、学生反馈、教师观察和学生产出检视教学设计的实施成效。
【关键词】文学教学 、提问策略、 QUILT框架、教学设计

楚辞“羌”字句与湘西凤凰方言ʧʰɑ13字句 比较研究
田晓黎  中央民族大学

【摘要】楚辞里的“羌” ，自东汉王逸注释后的1800多年来 ，众多研究者引经据典， 却始终没有确解。
《楚辞》的“羌”字是否有田野遗存？在湖南湘西凤凰方言中存在极具特 色的ʧʰɑ13 1字句。本文从凤凰
方言ʧʰɑ13字句的田野记音开始，逐条分析，总结规律，再与《楚 辞》16 处“羌”字句进行对比研究，
结果显现，凤凰方言ʧʰɑ13字句基本传承着《楚辞》“羌” 字句的语义。 
【关键词】《楚辞》  羌

国际中文学习软件的大型网络游戏化
汪歆玥  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   

【摘要】汉语学习时间长的特点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二语学习者的热情，而当下飞速发展的大型网络游戏新
颖有趣，常令人沉迷。修坝不如引流，把学生们对汉文化和网络游戏的双重兴趣融入到汉语学习的全过程，
将有助于培养学习者持续性的学习兴趣。本研究分析了当下常用汉语学习软件中的游戏模式，结合现有网
络游戏的汉元素部分，提出了将汉语学习软件大型网络游戏化的具体设想。持续化：脱胎于传统的孤立小
游戏，将累计的学习成果作为升级模式，合理地穿插各类支线任务。系统化：学习者通过注册账号建立个
人学习档案，学习任务既包括集体学习，也包括多种自学形式。针对性：以学习者的需求为导向，提供相
应的实用汉语知识。灵活性：及时更新，高度重视用户反馈。允许教师使用游戏程序和知识库，以方便与
线下教学配合使用。
【关键词 】汉语国际教育、学习软件、网络游戏、学习兴趣

“ 打（타）”字的韩国汉字音形成过程考察
王 浩  四川轻化工大学人文学院  

【摘要】“打”字，在《广韵》中有两个读音，都是阳声韵，一个是梗摄、梗韵，开口二等，上声，端母
“德冷切”；另一个是梗摄、迥韵，开口四等，上声，端母“都挺切”。但是在韩国汉字音中，“打”字
读阴声韵타[t�ɑ]。本文从历史语言学和语言接触的角度出发，认为中世韩汉音（15-16世纪）中存在的
타[t�ɑ]和뎍[tiək]这两种读音，其形成主要是中国的影响，由“德冷切”和“都挺切”两种读法，平行
发展而来，“德冷切”变成了“都瓦切”直接影响了타读音的形成；“都挺切”本来是阳声韵，在传入韩
国以后，其阳声韵尾[ŋ]变成了入声韵[k]，实现了“阳入对转”，从而形成了뎍的读音。近代以后，随着
日语词向韩语的大量涌入，“打”字的日语唐音だ[da]与韩汉音中타读 音的高度相似性，使得타读音在
与뎍读音的竞争中，取得了最终的胜利。

汉语方言亲属称谓中的音变
王红娟  山东师范大学  

【摘要】亲属称谓是方言词汇中重要的一类，我们在考察方言间的词汇差异时，亲属称谓往往是重要的参
照项，如《汉语方言地图集 词汇卷》共有203条词汇图，其中涉及亲属谓的就有“爷爷、奶奶、外祖父”
等14条。在对汉语各方言中的亲属称谓进行梳理时发现，汉语方言的亲属称谓中普遍存在音变现象。比
如，山西运城的“弟”，单字音为“ti33”，但在“兄弟”一词中读音变为“thi33”。本文的音变的含
义是指：1.某个字或某类字在称谓词中的读音与其他情况中的读音不同。2.某个字或某类字在称谓词中的
读音于古今演变规律不合。本文讨论的方言亲属称谓中的音变类型主要有以下三种：个别音变、系统音变、
别义音变。
【关键词】汉语方言、 亲属称谓、 音变

乡村振兴背景下民族地区发挥语言经济效能路径的再探讨—基于西藏自治区林芝市M县的个案研究
王娟  陕西师范大学

【摘要】语言能力是重要的人力资本，语言经济效能是语言的重要社会效能，语言扶贫工作作为中国贫困
治理体系的有机构成，在国家脱贫攻坚的重要阶段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
后，民族地区的语言文字工作在扶持对象、政策范围和顶层设计方面也相应需要作出一定的调整。本文试
图在乡村振兴背景下进一步探讨如何继续发挥语言经济效能的路径。
【关键词】乡村振兴、语言扶贫、民族地区

四川方言的音系特征和两个历史层次
王倩  周及徐  四川师范大学

【摘要】 以往的四川方言研究认为，现代四川方言皆为明清时期的“湖广填四川”所带来。我们在近十
年的时间里，在四川作了广泛的方言田野调查。根据实地调查材料，我们提出新的观点：在四川省的岷江、
嘉陵江流域分布着两种不同的官话方言：嘉陵江流域分布着以成都话为代表的以“入归阳平”为特征的西
南官话方言，这是明清湖广移民带来的；岷江流域分布着以大邑话、宜宾话为代表的有独立的入声调的官
话方言，这是明代以前的四川本地方言的后裔。二者分属不同的方言层次而共存于今天的四川。本文以
2019年出版的《岷江流域方音字汇——“20世纪四川方音大系”之一》中语音材料为据，借助实验语音
学方法对成都话与大邑话、宜宾话作音系整理、以Praat软件绘制其声学元音图、声调曲线图，分析其在
音系上的规律性语音差别，说明今天的四川方言不仅具有以成都话为代表的湖广话语音类型，还有更为古
老的另一方言层次——这个音系今天仍具有入声独立、果摄一等字读为-u、麻三精见组读-i、模韵字读为-o
等语音特征。这些语音特征与成都话的湖广话语音类型有明显的差别，独立于成渝片西南官话而存在。 因
此，现代四川方言分为本地和外来两个层次：本地层次叫“南路话”，外来层次叫“湖广话”。
【关键词】四川方言、岷江流域、成都话、大邑话、宜宾话、方言音系

保定方言两字组连读变调及其若干问题
王帅臣  华北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 

在对河北省保定市下辖的24个县市区进行方言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展开本文的分析。首先描写清苑区的
两字组前字连读变调情况，以便对保定核心区域的变调情况有所了解。其次，介绍保定方言中的阴平变调、
阳平变调、上声变调、去声变调的地理分布、调值表现、调类分布等基本情况。再次，重点讨论上声变调
和去声变调。上声变调后的调值情况有一定序列性：一种是前字变调后与本声调系统的阴平接近或合流；

一种是前字变调后与本声调系统的阳平接近或合流。上声变调既有类型学上的原因，也有历史因素在起作
用。去声变调有一类和轻声有关。

西宁方言持续体标记“着”
魏萌  中央民族大学

【摘要】汉语西宁方言的体标记“着”主要表达持续体的语法意义。除单独使用，方言中“着”常与起始
体标记“上”、完成体标记“下/了”等其他体标记叠用。由此，西宁方言的持续体标记“着”多构成
“V着V”、“V着C”或“V着＋从句”三种结构。西宁方言持续体标记“着”常与起始体标记“上”、
完成体标记“下/了”等叠用，且均处于其他体标记之后，即动词后第二位置。叠用中，“着”仍表达持
续体的语法意义，其语义与前一体标记层层套叠，具有一定顺承关系。如与起始体标记“上”叠用时，“
上”的语义指向前面的谓语动词，构成“V＋上”结构；“着”的语义则指向“V＋上”这一整体，表达
动作行为开始并将进一步持续的状态，“着”具有一定未完整体范畴义。“V＋上＋着”结构还可续接其
他动词或补语成分，构成“V＋上＋着＋V”结构。此外，西宁方言持续体标记“着”常以“V＋着＋C”
形式用于述补结构谓语句中。其中，C可为程度、情态、结果、数量等多种类型补语，形式上可由单个形
容词或副词、数量或偏正短语及主谓结构充当。语义层面，“V着＋C”由“V着”与C两个时间过程构
成，C主要由“V着”引发或伴随，即两个过程包含一定的逻辑因果关系，这种关系可以是显性的也可以
隐性的。除构成“V着V”、“V着C”和“V着＋从句”结构外，持续体标记“着”还可用于西宁方言的
存现句和“的字结构”中，其用法具有一定独特性。
【关键词】西宁方言、着、持续体标记

“口”的比较词义探索
吴宝安  湖北大学文学院 

【摘要】“口”这一概念在汉语中主要有“口、嘴”两个词，根据它在汉语、汉语方言以及其他语言中的
用法，我们整理出了12组与“口”有关的共同引申，这些共同引申都可以通过“转喻”和“隐喻”来解
释。 基于转喻的共同引申有7条，如： 与言语功能相关，“口”引申出“说话、话语”义。与饮食功能
相关，“口”引申出“口味”“人口”义。与临近部位相关，“口”引申出“脸、鼻、咽”“口部饰物”
义。基于隐喻的共同引申有5条，如：与形状、位置都相似，“口”引申出“容器等器物通外面的地方”
和“出入的通道”义。与形状相似，“口”引申出“（山谷、水道等）大的豁口”“突出的部分；尖儿”。
这12组共同的词义引申在汉语、汉语方言以及英语、俄语、西班牙语、日语、泰语、印度尼西亚语、壮
语等语言中都以共词的方式出现，因此，我们可以将其看作是“口”在语言中的共同演变模式。
【关键词】“口”  比较词义 、共同演变

新加坡中学华文快捷课程后进生
语文学习的挑战和独立学习能力的培养
吴宝发  张曦姗  周淑君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后进生学习一直是教育工作者关注的课题，新加坡教师也不例外。后进生学习问题复杂，包括语
文基础薄弱；个人学习态度不良；缺乏独立与迁移的学习能力；课堂教与学方法不当等。本文立足于本地
一所中学的校本研究，借助文献研究法、问卷调查法与观察法，对中二快捷班24位后进生的学习特点进
行梳理，由此作出为期六个月对3个单元的教学调整的尝试，旨在分析后进生在课堂中语文学习的挑战以
及探索他们独立学习能力的培养。本研究对2021年新教材篇章里的语文技能做一次系统性的梳理，在课
堂阅读理解教学时，强调对文章理解的元认知策略之字义层次、逻辑层次、概念层次的教学，调动学生的
元认知，以弥补学生因语文基础薄弱带来的教与学问题。
【关键词】华文快捷课程 、后进生、中学新教材、元认知

中韩跨国婚姻家庭双语学习和使用状况及问题研究
吴思敏  闽南师范大学

【摘要】近年来，中韩跨国婚姻家庭日益增多。据统计，来自中国的在韩结婚移民总数在2019年已接近
20万人。中韩跨国婚姻家庭既有别于传统华侨家庭，又有别于普通韩国家庭，在语言文化上具有特殊性。
本研究以在韩中韩跨国婚姻家庭为研究对象，对其双语学习和使用状况展开调研，并针对其问题提出解决
方案。研究分三部分进行：第一部分利用文献分析法整理并分析韩国政府对多文化家庭的政策及多文化家
庭支援中心的相关资料。第二部分利用问卷法、访谈法与参与观察法对中韩跨国婚姻家庭进行相关数据采
集，并对数据进行定量与定性分析，多维度考察多种因子对语言的影响以及因子之间的相互作用及其与内
部、外部环境的交互关系，全面把握中韩跨国婚姻家庭双语学习和使用的特点及问题。第三部分综合考虑

调研结果，针对中韩跨国婚姻家庭双语学习和使用的问题和需求，从内部（中韩跨国婚姻家庭自身）和外
部（社会机构与教育部门）提出解决方案。本研究不仅可为中韩跨国婚姻家庭双语教育提供理论基础和实
践方案，还为以其为对象的双语教材及教学资源提供理论依据，为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跨国婚姻家庭双语教
育研究提供参考。
【关键词】中韩跨国婚姻家庭、双语教育、调研、解决方案

实践与反思：国际中文教学与信息通讯技术之运用
夏雪  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

【摘要】随着教育技术的发展，如何善用信息通讯技术（ICT）来服务于教学，实现以“学生为中心”的
教学实践，成为当今教育研究的热点。在国际中文教学领域，我们也面临着如何有效地将ICT运用于课堂
教学和学生学习的问题。本文即以此为出发点，在现代教育理论的基础上，以新加坡国际学校的非汉语母
语学生为研究对象，结合IB华文课程中的一个主题单元，从课件设计及课堂教学反馈等方面对ICT在国际
中文教育中的实践情况进行探索性研究，总结ICT辅助中文教学的几个原则：包括设计ICT要以学生学习
需求为核心，ICT的课堂使用应避免“喧宾夺主”，并反思教师在ICT运用中的作用，以期对新技术下的
国际中文教学发展提供参考。
【关键词】 ICT、 国际中文、课件设计、课堂实践

The Brief Analysis of Japanese Culture's Absorp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ulture
Hui Xu   Maca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bstract: Cultural exchanges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have a history of nearly 2,000 years. The fine tradi-
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ulture have exerted great influence on almost every aspect of Japanese 
life, such as architecture, clothing and so on. At the same time, Japanese culture has made a series of 
cultural innovations and developments according to its own national conditions while absorbing Chinese 
culture for reference. Starting with the reasons why Japan absorbed Chinese culture and analyzing the 
exchanges between Japan and China from 1972 to 2011, this paper analyzes and concludes that the similar 
cultural background of the two countries is the basic reason for Japan to better learn from Chinese culture. 
Finally, this paper expounds and analyzes Japan's absorp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ulture from 
three aspects: religion, ideology and diet. It is concluded that Japanese culture originated from Chinese 
culture, and before the Tang Dynasty, Chinese culture had the greatest influence on Japanese culture; after 
the Tang Dynasty， Japan began to have a real culture, but it was still influenced by Chinese culture.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and improvement of its own culture, it finally formed its own unique style. 
Key Words: Japanese culture; Chinese culture; Absorb; 

港式中文词汇与普通话的隐性差异
徐涵韬  北京师范大学

【摘要】“隐性差异”的概念及思想适用于全球华语对比研究，文章立足于此，讨论港式中文词汇与普通
话的隐性差异，首先以量词“枚”、动词“怀疑”以及名词“论调”为例，分析其在概念义、语法义、色
彩义等方面的表现；然后举例说明了隐性差异的三种存在形式，即有无之别、大小之别和程度之别，并指
出三者之间联系密切，不能孤立讨论；最后，文章认为未来研究应增强对华语隐性差异的考察分析，拓展
隐性差异的研究内容、语体范围及比较对象。
【关键词】隐性差异、词汇、港式中文、普通话

基本核心词词义的跨语言表现与特点—以61种语言为例
许可  冉启斌 南开大学

【摘要】本文建立了61种语言60个基本核心词词义数据库，从跨语言角度对其进行了细致考察。数据库
中共有义项约11440个，平均每词义项略超3个，最多达21个。平均义项数方面，动词最多，形容词其次，
名词、否定副词随后，数词、代词最少。义项数可能受词与外部世界的关联性、在词汇系统中的基本性以
及概念本身模糊性的影响。对词义引申深度赋值后，看到动词、形容词、名词的词义引申能力分较高，各
词的平均义项数与该分排名不一致。语言、词类对义项数量、引申能力分影响显著。通过网络图谱对词义
进行聚类分析和可视化分析后，基本核心词被分为10类，词类对聚类有影响。动、名、上形成较大词团。
名词[±指人][±身体部位]，形容词[±积极/消极]等特征会使词类内部形成关系更紧密的小类。图谱中，
hand连接动词和身体部位名词；head连接身体部位名词和指人类名词；man连接指人名词与褒义形容
词；one连接指人名词和数词；die、sleep等词连接动词和形容词等。

【关键词】基本核心词、词义引申、数据库、】可视化

冰墩墩的启示：中华文化符号海外传播的机遇与挑战
许琳皎  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

【摘要】北京2022年冬奥会吉祥物“冰墩墩”在国内外社交平台的爆红引起各界讨论。作为一种文化符
号，“冰墩墩”兼具多重内涵，承载着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功能。“冰墩墩”成为“顶流”，不仅
展现了中华文化强大的感召力，也为中华文化符号的海外传播提供了新思考。本研究基于符号学理论，从
视觉和语言两个维度分析符号传播的特点，挖掘“冰墩墩热”的深层原因，并从中得出中华文化符号海外
传播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基于此，笔者从符号传播的原则、内容和方式三方面提出了建议，即：调整传播
心态，着眼他者视角；加强内容设计，挖掘文化内涵；充分利用互联网媒介，引发情感共鸣。以期为中华
文化符号的海外传播提供借鉴，丰富中国文化传播领域的研究成果。
【关键词】中华文化符号、海外传播、文化传播、冰墩墩

韩国国民教育体系中汉语教育的发展与创新
许培新  山东大学

【摘要】本论文结合中韩两国历代交流的传统以及现代社会发展的趋势，在追溯韩国汉语教育发展历程的
基础上，重点考察自中韩建交以来韩国汉语教育的发展脉络，重点梳理并分析韩国国民教育体系中，大、
中小学不同层次汉语教育的发展情况以及出现的问题，总结韩国国民教育体系中汉语教育的主要特点；当
今国际大变局和新态势下，汉语教育发展面临着新情况、新问题，韩国国民教育体系中的汉语教育和学习
也在发生变化。因此基于教育理念升级、教学思路转型与教学模式创新，提出了加强韩国大、中小学汉语
教育的实践性、针对性，以及韩国汉语教育内涵式发展多元化路径的对策和建议。 
【关键词】韩国汉语教育、国民教育体系、内涵式发展

 
13—19世纪朝鲜半岛汉语教学对当代汉语国际教育的启示
许润芳  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

【摘要】朝鲜半岛有悠久的汉语学习历史，从以汉字为本、重视书面语学习到文言并重、对政治商务风俗
文化等不同领域进行全面了解，其汉语学习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汉学界人才辈出，促进了对中国制度、文
化的内化吸收及其本民族政治经济文化的进步。其中，国家层面的空前重视、语言政策的有力支持是不能
忽略的因素。目前流传的朝鲜半岛汉语教科书集中于13-19世纪，恰是两国政局革新、关系进一步密切的
时期，此类教材是今日研究两国历史上人文交往、不同时期汉语口语面貌、汉语教学法种类及影响、汉语
国际教育在半岛发展历程的宝鉴，本文以该时期《老乞大》《朴通事》《学清》等代表性汉语口语教材为
主要研究对象，结合韵书、字书及辞书类汉语书面语教材、《朝天录》《燕行录》与《朝鲜王朝实录》等
官方历史记载为佐证，共时对比同时期中国韵书。探讨官学、私学、司译院、承文院、译学院、质正官等
部门和职务发挥的历史作用，总结该时期朝鲜半岛汉语教学的优点和不足，力求为当代汉语国际教育汉语
人才培养、汉语教材编写、汉语教学法选择和语言政策制定提供一定的参考意义。
【关键词】朝鲜半岛、汉语国际教育、教学法、语言政策

语言赋能：乡村振兴多模态话语战略构建
杨城  浙江大学 

【摘要】语言是促进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乡村振兴中的每一步都离不开语言的力量。研究中首先依托多
模态话语分析综合框架，对余杭、桐庐、淳安三个乡村振兴示范地区的宣传片视频进行分析，总结其文化
、语境、内容、表达四个层面的多模态体现。其次依托质化分析的扎根理论方法，构建语言赋能乡村振兴
的战略模型，在组织、社会、个体三个层面探索赋能方向。最后，基于话语分析和战略模型提出未来语言
赋能乡村振兴的提升路径。研究发现，三个地区的多模态话语具有典型的区域特色，语言赋能乡村振兴需
要凝聚自上而下的多方力量，而国际化视角、内容的精准筹划、赋能视角的联动共振则是未来乡村振兴话
语努力的方向。
【关键词】乡村振兴、语言赋能、多模态、话语分析、战略模型

A Study on the Chinese Classroom of Foreign Students in the Epidemic Period Based on the Inter-
active Perspective
Haifeng Yang1,Daqian He2, Zhuoda Yang3

1. Center for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Wuh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Wuhan， 

2.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Wuh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Wuhan，
3. School of Chinese Studies and Cultural Exchange,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Abstract: Interaction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s affecting the result of online Chinese class teaching. 
By utilizing the method of questionnaire analysis, error analysis and document analysis， this paper selected 
200 international students from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Cultural Exchange of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of Wuh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of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as samples for investigation, including 94 undergraduates, 60 master 
students and 46 doctoral students. Among them, namely 86 in primary stage, 64 in intermediate stage and 
50 in advanced stage based on their HSK marks. The majority are from Asia (45%) and Europe (25%), the 
rest are from Africa (15%), America (10%) and Oceania (5%). This paper finds that the existing interactive 
methods of them include online conference platform, course live-streaming platform and video live-streaming 
platform. 
When using these platforms, we find there are some advantages of them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remote 
Chinese learning: They are convenient for students to preview and review before and after class, and they are 
helpful for the sharing of Chinese learning resources. However, we also find that there are some disadvantag-
es in teacher-student interaction and student-student interaction on these platforms, such as the lack of learn-
ing atmosphere (58% participants agreed) and the unwillingness of turning on the camera and micro-
phone(76% participants agreed). We think the factors causing these problems mainly include external and 
internal factors of teaching. The external factors include the factors of network connection, time difference, 
studying platform and studying resource allocation. The internal factor of Chinese teachers is that they are not 
adapted to the new way of online teaching, which makes them unable to carry out innovative design of class-
room interaction, and still choose the traditional teaching method (66% participants agreed). The internal 
factor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on the one hand, they lack online learning experience, so it is difficult to cope 
with some new challenges in teaching interaction practice. On the other hand, international students must 
overcome certain psychological factors in the interaction process of online Chinese classroom, among which 
anxiety and avoidance are the most prominent (80% participants agreed).
In conclusion, Chinese teachers can improve the interactive effect of online teaching through rational use of 
learning platform, effective allocation of learning resources and innovation of class interaction mode. Before 
teaching, teachers should inform students in advance of the selection of learning platform, registration, login, 
using process and a series of related matters. During the teaching process, teachers can allocate a certain 
proportion of class hours to organize interactive courses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s, such as group presenta-
tion, personal performance and seminar. After class, teachers can design and release questionnaires and 
use the background data statistics and other functions of the learning platform to analyze the frequency and 
quality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participation in interaction. Also, international students should actively adjust 
their learning psychology and improve their learning methods as well. In this way, they can get rid of negative 
psychological factors such as anxiety and avoidance, and focus on classroom interaction and knowledge 
itself, and finally achieve better learning results. Ultimately, teachers and students will collaborate to explore 
a course interaction path, adapting to the new mode of online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in the post-pan-
demic era. The research on this issue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enrich the theories of linguistics, psychology 
and pedagogy related to Teaching Chinese to Speakers of Other Languages. Also it can improve the teach-
ing efficiency of teachers and enhance the sense of gaining knowledge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Keywords: Interaction; Online Chinese Classroom; Chinese Teaching

国际华文推广的重要部分：志愿者项目的国别性/区域性分析—以缅甸为例
杨念  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

【摘要】2004年“国际中文教师志愿者项目”经中国教育部批准实施。直至疫情前，全球大约有7000名
志愿者在全球一百多个国家进行中文教学，其中大约3000名志愿者在东南亚各国任教，成为东南亚华文
教育重要力量。缅甸志愿者项目于 2009 年开始实施，至今已经有十年有余，到疫情前每年有一百多名志
愿者在缅甸各个城市甚至乡镇进行中文教学工作。十多年来，志愿者项目对缅甸华文教育发挥着重要作用：
为缅甸华文教育贡献了新的力量，弥补了缅甸华文师资的不足，促进了缅甸中文教育的合法化进程等。然
而，该项目也存在着一些问题，本人通过实地了解以及问卷的方式，深入分析了志愿者项目在缅甸的实施
情况，并针对性地提出几点建议，促进该项目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国际中文教师志愿者、华文教育、缅甸志愿者项目、参考

基于SLS平台的E晨读差异教学模式探索— 新加坡崇文中学的实践经验
叶语銮    徐小红   吴玉凡  新加坡崇文中学

【摘要】为了营造书香校园，培养学生的阅读兴趣和提高阅读水平，我校研究团队借助SLS平台，以110
名中三学生为研究对象，在全校进行E晨读研究计划。E晨读依据差异教学理论，照顾学生的个体差异，
所选篇章分年级、分主题、分文体，并结合各单元技能训练，设计不同程度、风格的晨读活动。学生借助
个人数码学习工具，选读纯文字或拼音版的、带声音和可查字典的篇章，通过SLS自测，在阅读护照上完
成任务。此外，高准备度的学生还可阅读更有挑战性的文章，并完成相应的挑战任务。研究结束后，团队
通过定量与定性研究检测学习成果。初步结果显示，基于SLS平台的E晨读差异教学模式，在一定程度上
激发了学生的阅读兴趣，也促进了教师的专业发展。
【关键词】SLS平台、E晨读、差异教学

Nasal Codas Merger in Chinese dialects: Modified Contrastive Specification and Sisterhood Merger 
Hypothesis
Jihye Yun  Asia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 Madison

Abstract：Chinese linguists have long debated about the directionality of nasal coda merger in Chinese 
dialects since the 1970’s. Some believe that the merging process is unidirectional (anterior to posterior) ,but 
others assert that alveolarization of nasal codas (-m>-n and -ŋ>-n) is the major trajectory. Previous studies 
failed to make a reasonable prediction about the further direction of the merger in addition to a lack of 
phonology-based analysis. This research analyzes the merging process on basis of Contrastive Hierarchy 
(CH) and Sisterhood Merger Hypothesis (SMH). The two theoretical frames make us draw two types of 
contrastive hierarchies: [Dorsal]>[Labial]，[Coronal]>[Labial]. That is，the merger between the alveolar 
and the velar nasal codas will occur after the completion of the merger between the labial and alveolar ones. 
Alternatively， the alveolarization of the velar nasal coda will happen after the completion of the merger 
between the labial and velar ones because the structure merger takes place on sister node of contrastive 
hierarchy. In conclusion， the final phase of the nasal coda merger will be the alveolarization of the velar 
nasal coda. The data of Chinese dialects and markedness theory both buttress the conclusion.

Keywords: Nasal codas，Chinese dialects，contrastive hierarchy，sisterhood merger

《易经》归纳、演绎思维在母语教学中的课堂实践和应用
庾潍诚  新加坡伟源中学

【摘要】作者根据自己长期研究《易经》的经验，提出和认为：《易经》作为中华古代的文化典籍，归纳
和演绎思维是它的最重要核心思想之一。同时，作者结合了自己多年的新加坡课堂教学实践，发现：《易
经》的归纳、演绎思维可以有效实践应用在现代的母语教学当中。归纳，是引导学生化繁为简，迅速掌握
教师布置的课堂指令或內容；演绎，则是学生有效应用课堂所学知识进行复述和重构。本文列举具体的课
堂实践应用例子，就是：(一)课堂的指令语言“ABCD”；（二）思维图的教学应用；(二)作文教学实践
的“DEEPAI”（细节描写）自创理论。作者最终观点认为，《易经》思想可以古为今用，实践应用到课
堂母语教学，从而达到提升学生的母语学习效果。
【关键词】易经、归纳、演绎、教学实践应用

中国古代建筑文化的汉字演绎
袁忠  中国华南理工大学

【摘要】中国古代建筑文化的丰富思想很多都凝结在一个个的汉字中。在汉字的构形、本义、转义、暗喻
等不同的运用中，存在着古人有关建筑活动、建筑形象、建筑心理等蕴含，很多汉字就是一个空间概念、
一个居住范畴。古人对中国古代建筑的感知的原初意识首先凝固在古汉字中，古代建筑的最初“文本”可
求诸古汉字，作为象形文字的古汉字与作为现实空间的古建有着天然而内在的通贯性。本文通过考察汉字
的字符构形及作为词或词素的单个汉字所展示出的建筑文化意象，探究作为表形文字、表意文字的古汉字
在其构形、组词、使用、书写等多方面体现的古代建筑文化意义。
【关键词】汉字、中国文化、古代建筑

GRR教学模式的实践与反思——以新加坡H2华文与文学新诗教学为例
张建立   张建平  新加坡国家初级学院    
张曦姗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2021年新加坡H2华文与文学新课程引进课外文学作品赏析的部分，与旧课程标准相比，这对学
生是具挑战性的变革。为应对该挑战，我院以新诗为切入点，设计了从指定文本到课外文学作品的教学实
践配套。该实践以“新加坡课堂教学实践要领”(STP)为指导，依据探究式学习（IBL）理论，采取“教、
扶、放、收”四个阶段的“渐进释放责任直接教学模式”（GRR），旨在逐步培养学生独立鉴赏文学作
品的能力。实践证实，这一教学策略增强了学生的信心和赏析能力；同时，也发现了一些有待进一步充实
和深入探索的空间。本论文将阐述该实践所采用的教学理论、教学策略、教学流程、教学成效及反思。
【关键词】  GRR教学模式、H2华文与文学、新诗教学    

“V走”和“V去”互换性的多重对应分析
张进凯  中国兴义民族师范学院 文学与传媒学院

【摘要】  本文在“原型—样例连续统”理论指导下，通过基于用法的多重分析方法探讨表征“位移运动
事件”的“V走”和“V去”的变异性和互换性。研究发现：“V走”主要表征位移方向不明确、没有位
移目的地的位移运动事件；“V去”主要表征位移方向明确、位移目的地可预测的位移运动事件，因此
“V走”和“V去”处于位移运动事件“原型—样例连续统”的不同位置，“V去”较“V走”更接近位移
运动事件的原型。“V走”和“V去”在表征位移运动事件原型特征和典型样例时不存在概念重合，在表
征位移运动事件非典型样例时，在概念变量特征的交互作用下表现出概念重合。
【关键词】多重对应分析  位移运动事件  概念变量  互换性  变异性

书面语言复杂度对华语二语者写作质量的影响研究
张漫莉  北京语言大学  

【摘要】本研究基于韩国学生的HSK写作测试语料，采用若干典型指标，对华语二语者的书面语言复杂度
与写作成绩之间的关系进行了量化分析，考察了词汇及句法复杂度指标对学生写作质量的影响。研究结果
表明：词汇复杂度和句法复杂度指标与学生的写作质量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Guiraud指标、虚词
使用比率、连词使用比率、复杂词使用比率、话题链数量、话题链分句数、零形成分数量和T单位数量等
指标对写作质量具有较强的解释及预测效度。
【关键词】语言复杂度、汉语二语、写作质量
  

基于树库的汉语二语写作句法复杂度研究
张婉莹  北京语言大学

【摘要】句法复杂度（Syntactic Complexity，简称SC）在评价二语者语言水平、语言动态发展及写作
质量中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吴继峰，2018）。已有的研究侧重于SC对日语、韩语等母语者的汉语写作
评估的有效性问题，研究结论未必适合少数民族母语背景的汉语二语书面语评价。基于此，本研究以参加 
HSK（高等）考试的维吾尔族考生的作文语料为研究对象，基于自建的汉语二语句法标注语料库，从粗粒
度和细粒度两方面指标体系入手进行以下四个方面的研究：（1）通过预处理构建小型依存句法树库（
Dependency Grammar Treebank），作为句法复杂度研究基础；（2）通过小句切分和搭配抽取研
究粗粒度指标和细粒度指标的分布特征；（3）针对不同写作水平的被试SC指标进行对比研究；（4）基
于典型SC指标体系探讨二语写作水平动态发展特点。研究发现，基于T单位等粗粒度句法复杂度指标在区
分学生写作水平和预测写作成绩方面的解释力较弱，而基于短语层面的细粒度句法复杂度指标能够有效区
分写作水平和预测写作成绩。
【关键词】树库、 二语、语法

阅读与抒情文写作教学的有机结合—以华侨中学（高中部）语文特选课程为例
张薇  王健仲  华侨中学（高中部）

【摘要】抒情文写作一直是学生的弱点，也是教师的教学难点。由于没有经过有系统的抒情文写作训练，
高中生很容易将抒情文、记叙文或议论文混为一谈，对抒情文的写作手法更是一知半解。再加上学生缺少
生活历练，要让他们短时间内掌握抒情文写作手法，并进行创作，无疑难度极大。有鉴于此，我们决定在
现有的教学内容上融入抒情文写作教学，尝试结合REAP的阅读理论与教学实践，将阅读与抒情文写作教

学有机结合，以39位高一H2华文与文学的学生为对象，引导他们建构抒情文概念，了解并掌握抒情方式
与写作手法，从而进行写作实践。最终，通过调查问卷、课堂观察和学生作品，梳理和分析了阅读与抒情
文写作相互融合的方法及其有效性。
【关键词】抒情文写作、阅读教学、REAP阅读方法、语文特选课程

地名中的关中方言
张文丽  陕西学前师范学院文学院

【摘要】关中方言，曾经作为汉民族共同语基础方言，对周边地区方言、其他地区方言和民族共同语产生
过重要影响。地名是人们用以区别个体地物的语言符号，而作为纪录地名的语言符号包含形、音、义三个
部分。关中方言区的地名，尤其是地名用字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关中方言的特点。本文从关中方言
区中的代表性地区——西安入手，整理分析其地名，得出如下结论：1.声母 （1）古全浊声母清化，平声
送气，仄声归并关中方言中存在差异，西安归不送气，例如“中官亭/中官厅”、“安居巷/钱局巷”。
（2）古知系开口字按照等分化，知系二等、庄组、章组止摄字与精组合流，读ts、tsh、s，例如“三里
村/山李村”。（3）古泥、来二母在洪音前混用，尤其是在洪音鼻音前，泥母混入来母，读l，例如“新
农田/兴隆庄”。2.韵母 （1）前后鼻音混用，关中方言后鼻音为ŋ，前鼻音丢掉鼻尾n，主要元音鼻音化
。由于在当地人听感上二者具有相似性，表现在地名中前后鼻音字混用。例如“上游巷/三友巷”。（2
）遇摄合口一等端系字，元音复音化，读ou，与流摄合并。例如“双楼寺/双路寺/双芦寺”。（3）果摄
开口字一等字与果摄合口字合并，例如“贺韶村/火烧村”。通过分析发现西安地名用字的流变反映了关
中方言的特点及其变化，具有强烈的方言特色，深入研究地名可以挖掘背后隐含的历史文化内涵，提升文
化软实力；可以为地名用字、拼写管理提供理论支撑，推动新时代的语言文字工作。
【关键词】关中方言、西安地名、文化

从外交新词语看中国外交动向—以2010-2020年度《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媒体新词语表为例
张星霞  韩国汉阳大学

【摘要】本研究基于2010-2020年度《中国语言生活报告》媒体新词语表中的外交新词语，运用数据分析
法，从其分类、使用频次和年度分布三个方面考察中国近十年以来的外交动向，为读者勾勒出中国外交全
貌，以期让读者更好地了解当前中国的外交形势，并为中国未来的外交实践提供一定的智力支持。本研究
认为，按照领域划分，这些新词语所涉及的外交领域包括总体外交、经济外交、政治外交、军事外交、文
化外交、科技外交和医疗外交等七大领域；根据性质，这些新词语所涉及的外交类型又可分为方针类、方
式类、事件类、成果类、组织/平台类、场所类、色彩类和人物类等八大类型。它们较为真实、客观地反
映了中国近十年以来的外交动向。
【关键词】外交新词语、中国外交动向、《中国语言生活报告》、分类、使用频次、年度分布

华语文汉字学习策略个案研究-以印尼华语文学习者为例
张胜昔　中国华东师范大学国际汉语文化学院
陈信助　台湾中国文化大学教育系

【摘要】对外华语文之汉字习得一直困扰着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与学。若华语文教学伊始就“重听说而
轻汉字”，不仅将形成中高级以上的学习阻力，更达不到语言习得可持续发展的教学效果。本研究针对一
名中高级程度印尼华语学习者的“初级汉字习得历程”进行了个案分析，围绕汉字习得心理认知、脑神经
机制、仲介汉字等理论，剖析形声字之习写、读音、识义三方面的“中介状态”，深度探讨了形声字之“
形义-音”的习得联结难度，说明汉字作为第二书写系统的学习策略，以及具逻辑性有系统的字本位教学
在华语文习得中的重要性。期许研究结果可提供日后相关教学与研究参考使用。
【关键词】字本位理念、汉字心理认知、中介汉字、可持续性发展、个案分析

“错位的称呼”—当代汉语社交称谓语的变异与泛化
张雪  澳门科技大学 

【摘要】汉语中的社交称谓语是汉文化特征的缩影，亦是对中国社会现状的即时反映(Chao1956， 
Gu1990， Wang2003)。无论是对于语言学本体研究，还是对于语言与社会的互动关系研究，该议题都
具有新鲜价值(Brown&Ford1961， Ervin-Tripp1972， Zhang2021)。本文基于真实语料收集与分析，
针对当代汉语中四个新兴社交面称语(social vocative)的使用原则、表意功能、交际效果等维度进行了
深入讨论（分别为：“（小）哥哥/姐姐”、“老师”、“同学”、“家人们”）。研究发现，当代汉语
社交面称词有如下特征：（1）原有亲属称谓用法深入泛化（例如“（小）哥哥/姐姐”）；（2）职业称
谓用法深入泛化（如“老师”）；（3）“错位”称谓语兴起（如“同学”）；（4）网络称谓语变异性

强（如“家人们”）。当代汉语社交称谓语处于全面深入的泛化与变异中，其成因、过程、程度等，都与
语言发展和社会变迁密切相关。
【关键词】称谓语、社交面称、语言泛化、语言变异

“给我+VP”的主观处置功能
章天明  日本小樽商科大学

【摘要】本文主要讨论“给我+VP”结构表主观处置的语义来源，以及“给我+VP”结构 主观处置功能
实现的机制。 第一，“给我+VP”有两种不同的语义特征。表示“请求”的“给我+VP”中的 “给我”
等同于“为我”或“替我”；而表示“命令”义时，“给我”不等于“为、 替、向”等等，“给我”只
表语法意义。 第二，“给我+VP”的主语只能是第二人称代词，或指人称谓词语，或者是 VP 的受事。
VP 应当具有 [+自主]、[+动作]和[-褒义]的语义特征。 第三，通过“给”字句处置义来源的再分析，以及
与“给 X+VP”句式的对比， 分析得出“给我+VP”句式具有主观处置义。 第四，“给我+VP”中“给
我”的语法化成分的性质，以及第一人称代词的介 入，使“给我+VP”的主观性得到实现。
 【关键词】语义关联、结构关联、受益和受损、主观处置

多元智能理论与对外汉语阅读教学研究—以《零食》为例
赵畅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

【摘要】阅读过程包含着反应读者认知过程的丰富材料，是学习者汉语能力高低的重要体现。虽然近些年
汉语阅读教学的研究层出不穷，但是汉语阅读课堂仍存在着学生学习被动的情况，因此其教学策略还有待
进一步的研究。经过对教学理论的研究，多元智能理论从心理学角度研究了人的智力潜能是多元的，而阅
读教学不仅要教授学生语言文字知识和阅读规律，还要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因此， 我们认为， 对
外汉语阅读教学要想达到最佳的效果， 就必须从多元智能理论出发。本文主要结合《零食》一课从智能
理论下的每一个智能元素分析适合的教学策略和具体实践情况，最后经过反思提出多元智能指导下的阅读
课的教学原则，希望能够为阅读教学者提供一定的参考性建议。
【关键词】对外汉语阅读教学、多元智能理论、教学策略

中韩二语教学高阶教材对比与分析
赵莉  南京大学
赵学玲  Seogwipo-si, Jeju-do, Korea

【摘要】本文选取中韩两国用于本国语言国际教育的代表性教材《博雅汉语》（2018-2020）和《首尔大
学韩国语》（2012-2015），就两种教材高级阶段部分在文化主题选择、体裁内容以及训练模式上的异同
加以比较。认为两种教材在结构上都以文化主题来分类编排，并与训练模式紧密结合，但两种教材呈现出
的差异也十分明显。两者之间的差异固然可归因于两国国情、语言、文化特点的不同，但文化视角和文化
意识的不同是最根本的原因。考虑认知规律和文化视角，选择恰当且丰富的文化内容，不仅能够更好地实
现与国际学生的共情和跨文化交际的目的，通过与语言功能的紧密结合，也能够使语言训练获得更好的效
果。
【关键词】二语教学、高阶教材、对比、分析

社会语言学视角下女性群体通称的使用情况分析
郑皓月  中央民族大学

【摘要】称谓是人类社会中体现特定的人在特定的人际关系中关于身份角色的称呼，称谓词语与社会发展
联系非常紧密，在新中国的发展历程中，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乃至与国际社会的关系都将对称谓
词的使用产生影响，并在历时语料库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迹。在语言生活中，女性群体通称使用情况的
相关统计既反映了语言生活的变化又反映了中国妇女的发展状况，本文主要从社会语言学视角出发，观察
女性群体通称的使用情况。分别从历时角度和共时角度出发，分析五四运动以来“女性群体通称”使用情
况的历时变化，分析不同语体下女性群体通称的使用变化，发现人们对女性群体通称“妇女”“女性”“
女人”“女子”语义特征的不同认识影响了人们在不同场合下对女性群体通称的理解和选用。
【关键词】社会语言学、女性、称谓、语义

反义词“前”“后”的平衡与不平衡研究
周欣然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

【摘要】反义词作为一种常见的语言现象在人们的生活中被普遍使用。一般而言，反义词总是成对出现，

形成平衡状态，即一个词与另一个词形式对称但意义相反。然而以“前”、“后”为例，作为现代汉语中
使用频率较高的一对典型反义词，却很少有人在使用时能注意到其背后隐藏的不平衡现象。本文第一、第
二部分均从义项、构词、所构词、使用频率这四个方面展开，分别探析反义词“前”“后”平衡与不平衡
的具体表现，说明两者在平衡中存在着不平衡。接着又从认知、语义、语用、文化四个角度阐述原因，正
是由于“后”的被认知时间更早、语义范畴更大、受语言经济原则影响更多以及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内涵更
丰富，才使其能够拥有更广的使用范畴和更高的使用频率，也因此造成了反义词“前”“后”的不平衡现
象。
【关键词】前、后、平衡、不平衡

整合训诂方法论新探
周雁飞  新加坡新跃社科大学

【摘要】陆宗达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提倡“训诂方法的科学化” 。本文运用肯·威尔伯的”整合理
论”，采用其“四象限五要素”的框架结构梳理审视传统的训诂理论和方法。首先论述了训诂原理与整合
理论的内在关系，在此基础上将训诂学的适用范围与整合理论相结合，阐释其与传统训诂方法之间的深层
关联模式，及其有效性、前瞻性，进而使整合训诂方法不仅具有理性的解析，而且富于实践的可操作性。
本文是实践训诂学与西方阐释学（英语：hermeneutics）接轨的一次尝试，旨在为训诂方法论的现代转
化提供新的激荡和借鉴。
【关键词】训诂学、解释学、整合理论、四象限五要素

普通话句末语气词的句法性质
宗晓哲  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院

【摘要】本文探讨了句末语气词“啊、吧、吗、呢”的句法特征，认为它们超出了狭义的句法范畴，在话
语中具有表达功能和人际交际的价值。首先，从通过与语气副词、标句词“说”的位置对比，可以看出语
气词句法位置很高，独立于所在句子，属于语用层面。从语用角度来看，句末语气词具有明显的程序意义。
“啊”要求听话者参与到会话中，促进话论继续，是“互动标记”。“吧”在句中通过降低话语确信度，
缓和交际双方关系，是“礼貌标记”。“吗”要求话语权发生变化，促使听话者对所提问题进行进一步的
解释，是“问询标记”。“呢”在话语中起到凸显说话者所表达的语义关系的功能，使得话语与语境之间
存在一定的语义联系，是“焦点凸显标记”。
【关键词】句末语气词、话语标记、句法-语用接口

现代汉语周遍性主语中周遍义的形成原因
左思民  高丽大学中文系 /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  

【摘要】本文探讨了现代汉语六种周遍性主语中周遍义的形成原因。结论如下：在任指疑问类周遍性主语
句如“谁都认识”中，主语的周遍义是经由疑问代词的任指用法而获得的“全域义”。在含数词“一”的
周遍性主语句如“她一点道理也不懂”中，主语的周遍义依托梯级义经语用推理而得，并且只允许从否定
极小量达到否定全量的推理。在列举类周遍性主语句如“老王粤菜也吃过，川菜也吃过，鲁菜也吃过，浙
菜也吃过，中国八大菜系的菜都吃过”中，主语的周遍义并非列举的产物，而由最末的总括分句直接表达。
在物量词重叠类周遍性主语句如“家家都用上了煤气炉”中，主语的周遍义源于物量词重叠式所具的“每
一”意义。在含“全部”等词的周遍性主语句如“全部（都）得参加会议”中，以及含“每”等词的周遍
性主语句如“每个人（都）很认真”中，主语所含的周遍义由充当句子主语的词语直接表达。
【关键词】周遍性主语、任指、语义、语用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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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pm–

3.10pm

宋楠 

德国国际合作署

中德合作中心； 

波恩东亚研究院

chinnotopia中

国论坛

德国语言学家加

布伦兹及其《汉

文经纬》研究

刘吉力

中国长沙师范学

院文学院

台湾“国语”新

义新用的“杀”

张进凯

中国兴义民族师

范学院文学与传

媒学院

“V走”和“V

去”互换性的多

重对应分析

周雁飞

新加坡新跃社科

大学

整合训诂方法论

新探

景高娃

中国浙江外国语

学院

跨语言视角下汉

语结束义动词的

语法化研究

孙晓颖、张丽妹

新加坡华文教研

中心

华文作为第二语

言新闻听读教学

的文献综述

3.10pm–

3.30pm

3.30pm–

3.40pm

3.40pm–

4.40pm

茶叙时间

大会主题演讲报告六:

中国北京语言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冯胜利教授：

韵律、语体：中国语言文化中的两个关键因素

主持人：韩国汉阳大学  严翼相教授

4.40pm–

5.00pm

会议闭幕礼
严翼相教授主持

1、大会总结：会议联合主席 罗福腾博士（5分钟）

2、第23届中国语言与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主办方：中国华东师范

大学教授郑伟教授发言（5分钟）

3、代表自由发言（5分钟）

4、宣布第22届中国语言与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闭幕

七、论文摘要

试析因果连词“因而”“从而”“故而”
安美璇  北京师范大学

【摘要】“因而”“从而”与“故而”是表示因果关系的一组连词。经考察发现，三个词的生成方式均属
于跨层结构的词汇化，源头可以追溯到先秦文献语言。古代汉语句法结构模式的弱化和消失是促成三者词
汇化的重要动因，因此立足于古代汉语，结合词素“从”“因”“故”的词义及特点，考察并解释连词“
因而”“从而”“故而”在现代汉语中存在的使用差异，可以得到三者的区别特征。具体表现为：“因而
”强调因果之间的联系，依据前者推测出后者，后者可以是有所依据的推论；“从而”强调两个事件的发
生存在先后顺序，表达因果关系时，需要首先在语境上满足因果逻辑，通常更强调结果；“故而”所连接
的“原因”与“结果”均是已经发生的既定事实或客观存在的现实情况及惯例，通常更强调引出结果，但
也关注对原因的追溯。
【关键词】因果连词、词义特点、区别特征

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口语流利性评价指标效度研究
鲍杰 北京语言大学
 
【摘要】口语流利性是衡量二语学习者口语水平的重要标准，然而学界对于是否有必要从多个维度对其展
开评价尚没有明确的回答。研究以78份韩国汉语学习者的HSK口语测试录音为研究对象，以专家评分作为
参照，从时间、表达、语言（包括句法、词汇、语音）三个维度选取24项指标作为评价依据，来考察各
项指标对考生口语流利水平评价的效度。研究结果表明（1）所选取的指标中，与口语流利成绩相关的指
标共13项，可以解释口语流利成绩74.4%的方差；（2）在13项指标中，有5项时间维度指标、2项表达维
度指标和5项语言维度指标（句法指标1项、词汇指标4项）能够区分考生的口语流利水平。以上结果说明
在对汉语学习者的口语流利性进行评价时，有必要提取多维度特征。
【关键词】口语流利性、评价维度、指标效度、韩国汉语学习者

潮汕方言陈述语气词“哗（还）”的用法及其语法化
陈楷森  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摘要】在潮汕方言中，“哗[hũã33]”是表示确认某个事实的陈述语气词，由“哗”所构成的“VP哗
[hũã33]”可根据语境还原为“VP1□[hũã33]VP2”，还原式中“□[hũã33]”这个语音形式不再能分
析为语气词“哗[hũã33]”，而应分析为副词“还[hũã33]”。文章在考察语气词“哗”和副词“还”的
基础上，指出语气词“哗”的本字是“还”，语气词“还”由副词“还”语法化而来，其“确认”义来源
于副词“还”的“延续”义，虚化环境是根据语境省略了VP2从而使副词“还”处于句末位置的“ V P 1
还 ” 。 这 种 确 认 功 能 在 语 用 类 推 的 作 用 下 ， 最 终 固 化 为 语 气 词 “ 还 ” 的 语 法 意 义 。
【关键词】哗、还、语气词、潮汕方言

湖南平江赣语能愿动词“要”的脱落及长音现象考察
陈山青  邹珊珊 湘潭大学
 
【摘要】湖南平江赣语能愿动词“要”在语流中可脱落，使前音节读音补偿性加长，从而形成“脱落→长
音”音义互动现象。除了单一脱落外，“要”还可与副词“也”形成双重和选择性脱落。实验语音分析显
示，长音具体表现为音节的主要元音发音明显加长，声调调值变为[原调值+4]，声母不发生改变。语言经
济原则和韵律法则是该现象形成的动因和机制。能愿动词“要”的脱落代表了汉语音节脱落的一种类型，
提供了一种句法创新的途径。   
【关键词】能愿动词、要、脱落、长音、音义互动、韵律法则

中国古诗与其印尼语译文比较研究——以唐诗的韵律问题为中心
陈衍宏(Clement Tanaka) 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摘要】经过调查发现，目前中国古典诗词的印尼语译本数量不多，此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印尼上世纪
50年代至90年代的“禁华”政策所影响。诗歌翻译主张“三美论”，韵律是诗歌创作的重要因素之一，
韵律的转译应当被重视。本文梳理约有7种唐诗印尼语译本之后，发现周福源译文尤其重视“音美”部分。
本文根据译文的用韵情况与印尼古代诗歌类型进行对照，将周福源译文分为五种类型。然而，受到语言差
异的影响，多数诗作经过翻译后，在词语数量方面难以呈现形式上的一致，仅有少数情况或巧合原因达到

词数相同，如《十五夜望月寄杜郎中》原文与译文均有7个字（汉）、7个词（印尼），此现象或许为周
氏无法满足押同韵情况之下，对字数采取了一定的“补救”措施。最后，为了提高中印尼韵文作品翻译的
水平，本文提出了从宏观及微观层面的相关建议。
【关键词】唐诗、韵律、印尼语译本、比较

字本位理念之华语文教育生态系统教学效能分析
陈信助  台湾中国文化大学
张胜昔  中国华东师范大学

【摘要】本研究依据差异化教学与适性化教学理论探讨华语文教学生态系统中「字本位 理念」的教学效
能的重要性。透过台湾某大学华语文中心的初级华语文课程进行实验研 究。本研究采用开放式行动研究
法，辅以文献资料分析法、经验总结法和调查访谈法。研究过程包括「计画-实施-观察-反思」四大环节，
首先依据学习者背景之差异与需求， 适度安排（调适）总体教学方案及课程；再透过华语文「听、说、读、
写」并重的「综 合教学法」推进新的班级经营，以字本位理念及教育生态系统为基础重新设计和安排课 程；
然后依据学习者对课堂教学环节的感知进行反思与检讨，进行行动研究。研究结将提供对外华语文教学与
研究参考使用。
【关键词】差异化教学、适性化教学、字本位、教育生态系统、综合教学法

六何法的教学局限及其对策
龚成 王娟 郑文佩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六何法”能帮助学生快速找出文章的主要信息，经常被用在阅读教学中。很多教师在写作教学
中也常使用六何法指导学生构思，列出写作大纲。六何法在阅读教学中的优点较为明显，但在写作教学中，
却有其教学方面的局限。因为使用六何法进行选材，其实只是对选材信息进行罗列的手段，它是选材的结
果，而并不是选材的方法。至于如何确定“六何”中的诸多信息，为什么是此信息而不是彼信息，正是学
生特别需要得到辅导和训练的地方。而这个思维的过程，较少在课堂教学中得到显性训练。本文以写人和
写事的记叙文为例，通过思维过程的角度分析六何法在写作选材上的局限和不足，并尝试提出相应的解决
办法，帮助学生利用六何法进行最优选材。
【关键词】六何法、写作教学、教学局限、对策

法汉翻译中的名动词类转换
成萌 法国索邦大学

【摘要】词类转换是 J.-P.Vinay 和 J.Darbelnet (1958) 在《法语与英语文体学对比》中，通过对法英
文本的比较分析，提出的翻译主要手段之一：“ 在不改变信息含义的前提下，一种词类替换另一种词类
的过程。”由于法语与汉语在词汇和语法功能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在翻译实践中，译者往往采用该手段使
翻译变得更精准地道。该研究将基于对法国文学作品《红与黑》原文与三个中文译本的对比而进行词类转
换的相关分析。本文中我们将主要介绍在法汉翻译中出现的法语名词转换为汉语动词的现象。比如，法语
中紧随时间介词的动作名词常转换为汉语动词；又如，法语时间名词后的动作名词或情感名词可转换为汉
语动词，等等。通过对比，我们将发现汉语更习惯于用动词来表达时间含义。
【关键词】 词类转换、 法汉翻译、名词、动词。

中韩小说的机器翻译与人工翻译对比—以中国当代代表作家余华的作品为例
崔贤植 上海商学院

【摘要】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飞跃发展，神经机器翻译取得了巨大进展。机器翻译能否取代人工翻译？机
器翻译能否翻译小说？以上议题已成为翻译学界的热门话题。本文以中国当代先锋派代表作家余华作品的
韩译实例，选用中韩两国具有代表性的机器翻译引擎百度翻译和Papago，从文化负载词、长难句、超
句翻译单位等层面对比分析机器翻译和人工翻译，探讨机器翻译存在的问题以及前景展望。
【关键词】机器翻译、人工翻译、中译韩、小说

基于语料库的对外汉语同义词辨析—以“一定”和 “肯定”为例
崔香兰·朴兴洙  韩国外国语大学
 
【摘要】本文希望通过语料库的实证研究，探索出同义词“一定”和“肯定”的异同点和搭配对象的互补
性，以更好地理解并使用。 一般的同义词辨析大都通过字典等工具，依靠直觉经验和内省的方式。虽然

字典具有权威性，但仅仅依靠字典来辨析同义词存在许多不足之处。大型语料库以及先进的检索工具以其
特有的优势为同义词辨析提供了新的方法。本文基于先进的北京语言大学大数据与语言教育研究所的
BCC语料库，采用定量和定性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以同义词“一定”和“肯定”为例，分别从语域
分布、类联接、搭配特征及语义韵方面进行了同义词辨析的实证研究。 综上所诉，本文立足于对外汉语
教学视角，旨在探讨如何帮助学习者更加直观、有效的辨析近义词“一定”和“肯定”。尽管在内容上还
有许多不足之处，但仍然希望可以为汉语同义词教学提供一个可参考的依据。 
【关键词】 同义词、对外汉语教学、语料库、词语搭配、类联接

《岳麓书院藏秦简（伍）》部分字词研读
高婷婷  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

【摘要】《岳麓书院藏秦简（伍）》包含秦代大量律令档案材料，内容丰富，史料价值 高。本文提出五
则字词释读、断句意见，如简 131-132“劾”如字读、“失道” 当指偏离目的地、“回留”应断读开；
里耶秦简 8-777 号简当断读作“从人论、 报、择（释）免归致书具此中。”“简 163“私属免婢”当断
读开；简 199“率” 有劝勉之意；简 225“均”读为“徇”，巡视之意等。以期进一步疏通文义，为 学
界后续利用该文本提供便利。 
【关键词】岳麓秦简、字词释读、断句

语法训诂浅议：基于三个平面的“新描写”
高扬 浙江财经大学

【摘要】利用语法进行训诂实践最为关键的一步，是对疑难词句进行细致的结构描写。传统结构主义成熟
的描写方法的确解决了大量的问题，但是古代汉语，尤其是上古汉语作为一种综合性倾向的语言，存在大
量同形异构、一种形式表示多种功能、多种结构表示一种功能的现象，传统成分分析的方法在描写时还是
显得捉襟见肘。想要精准的描写就必须高度重视语言学理论工具，将不冲突的理论加以融合，将解释与描
写加以统一。因此我们的主张是：语法训诂应该基于古代汉语综合性的倾向，充分利用语言学理论，以考
察分布为核心，剥离语言外证据，根据需要在语法、语义、语用三个平面展开研究，在描写中加深解释，
在解释中深化描写，从而对待考词句的显性和隐性结构都做出最细致的描写，进而考察句例分布，求得达
诂。如在语法层面，除了关注最表层的成分组合外，也应该注意到，长期被忽略的汉语韵律，实质上就具
有形态的功能，利用这一形态，可以很好地解释一些传统结构语言学无法解释的问题，进而对结构做出精
细描写，解决争议。再如语义层面，上古汉语缺少形态变化，其他语法形式也比较隐蔽，位于深层的语义
层面研究涉及到语义特征、语义指向、义素分析、语义场等。如能充分利用，则可通过充分解释，对结构
做更准确的描写。而语用理论，可以帮助解决句与句之间的问题，适合处理一些重复、句读争议；而鉴于
语言普遍存在的语用诱发机制，这个层面的研究更是在描写时不能或缺的。
【关键词】语法、训诂、新描写主义、解释

皖北中原官话区淮北方言的疑问句
郭迪迪  郭辉  亳州学院中文

【摘要】“淮北”指安徽省北部的淮北市，辖相山、烈山、杜集三区和濉溪一县。按《中国语言地图集》
（2012）的分区，三区和濉溪分属中原官话徐淮片及商阜片。淮北方言疑问句有是非句、特指句、选择
问、反复问句四类。是非问是在陈述句末尾加上扬的语调“↗”表疑问。特指问常在句中用“啥子、咋的、
咋着、哪来”等代词作疑问点，要求对方就疑问点作出回答。选择句常用“是/ｖｐ还是ＶＰ”的选择格式作
疑问的焦点，句末常用语气词“昂”。文章主要描写分析了淮北方言的“可ＶＰ、ＶＰ不/没ＶＰ、ＶＰ
不(啵)/没有”三种形式的反复问句，并讨论了“ＫＶＰ、ＶＰ－neg、ＶＰ－neg－VP”的历史层次及
“可ＶＰ、还ＶＰ”的来源。
【关键词】皖北中原官话、淮北方言、疑问句

欧化影响下表范围限定的方位结构“NP抽象上”
郝锐  首都师范大学

【摘要】受欧化影响，早期现代汉语中表范围限定的方位结构“NP抽象上”集中大量出现。新中国成立
以来中期现代汉语中这一结构呈现新的发展态势。使用方面，表范围限定的“NP抽象上”成员有增有减、
有“潜”有“显”，但“增”和“显”是主流，既有量的增，也有类的显。语法功能方面，早期现代汉语
中“NP抽象上”可以充当状语、定语、补语，中期以来则发展出了“句首修饰语”的功能。具有人际功
能的“NP抽象上”成员正是从做句首修饰语的位置上进一步转变而来，且逐渐发展出全句评注、传信和
情态、衔接连贯以及焦点凸显等功能。

【关键词】欧化、NP抽象上、历时演变、表达功能

华语综艺节目对新加坡华族学生之影响的调查—以南洋理工大学为例
洪玮嬣  许润芳  南洋理工大学

【摘要】随着新媒体覆盖面的不断扩大和华语综艺质量的逐步提高，两岸三地和新马的华族年轻人对综艺
节目的关注度不断上升，由于没有语言壁垒、更新及时、内容有趣、种类丰富，新加坡华族青年大多对华
语综艺节目有所了解，部分学生更成为了资深观众。本文通过对本地华族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掌握其观
看华语综艺节目的频率、动机和偏好，两岸三地及本地华语最受欢迎节目的播放渠道、类型、主题、播放
平台和制作地点，华语综艺及相关对新加坡华族大学生华语使用水平、文化素养等方面产生的影响，了解
大学生在观看过程中感受到的文化、思维差异及对节目内容制作方向的期待，总结华语综艺对华族大学生
的影响及其走向华语中圈的可改进之处，为两岸三地及新加坡本土华语综艺节目发展方向提供参考，探讨
综艺节目等文化项目应用于汉语国际教育的可能性。
【关键词】汉语国际教育 综艺节目 华语 口语教学

短视频技术应用于听障初中生汉语教学的研究
洪臻颖  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 

【摘要】媒体技术极大地促进了短视频内容的发展与传播，短视频也成为了前者最常见的应用领域之一，
为身处不同行业的受众提供了信息输出和接收的渠道。而短视频的普及恰恰赋予了听障学生群体公平地接
受信息的机会。目前，以短视频为媒介，对听障学生进行汉语教学的研究仍有较大的发展空间。由于先天
或后天的身体缺陷和特殊的成长经历，听障学生常常会产生严重的自我封闭心态和对陌生环境的抵触心理，
又因与社会接触机会较少，自然地落于信息传输通道的末端。因此，只有将语言与技术二者有效地融合，听
障学生才能在汉语学习的道路上缩短与健全学生间的差距，且逐步实现“信息平权”。本文将以听障初中学
生的汉语学习过程为研究对象，依据认知语言学的相关理论，通过对听障学生的语言获得过程进行语境依赖
方面的研究，提出短视频应用软件参与其汉语习得的改进方案。
【关键词】听障学生、汉语教学、短视频 语境依赖

从康德的文学艺术理论看阅读在提高华文作为第二语言学习的学习兴趣中的作用
黄婉玉  林进展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新加坡以英语为通用语言，学生的华文学习缺乏足够的语言环境和学习动机。华文作为第二语言
的社会地位既定，其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不足的情况既定，仅依靠功利性动机注定无法引起学生学习华文
的足够动力，需要一个非功利性方法来提高学生学习华文的兴趣。康德在其美学理论中提出，由审美判断
所产生的愉悦是无功利性的、无任何利害关系的愉悦。审美活动是一种非功利性的、无利害关系的活动。
他认为阅读是最高级的审美活动，具有审美活动无功利、无利害关系的本质特点，是符合人的自由本质的
最高级的活动。由此看来，阅读是一种无功利性的活动，能够产生普遍的愉悦感受，可以用来提高学生学
习华文的兴趣。而若要阅读能够担当引起学生学习华文兴趣的重任，则需要让华文阅读回归阅读的审美本
质。
【关键词】第二语言学习、无功利性、阅读、学习兴趣

华文写作：微视频的运用策略再探
黄易亭  张水福  郭兰花   新加坡国家初级学院
张曦姗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中学低年级的学生在记叙文写作的内容上总是千篇一律，主题不够鲜明，详略不当，更严重的是
内容缺乏逻辑性，情节不合理。因此，研究团队希望通过微视频帮助学生“乐于用华文作书面表达，能感
受写作的乐趣，丰富写作内容”。微视频教学模式从观看微视频开始，过后通过提问，在科技平台上让学
生思考与分析，同侪间针对视频进行讨论，并和老师一起总结视频内容的主题、人物形象等技能，经过这
一系列的思考与讨论，教师才给出对应的作文题目。这项研究已在本院连续进行了两年（2020-2021），
今年我们以137名低年级学生为研究对象，再优化教学策略，希望持续为中学低年级写作教学提供一个简
易、操作性强的教学方法，以提升学生的写作能力，并加强学生写作的信心。
【关键词】华文写作、微视频、中学低年级
 

汉语二语者动名搭配习得研究
姜晓欣 北京语言大学

【摘要】本文将从研究内容、研究语料、研究结果三部分概述论文内容，具体如下。 一、研究内容 通过
动名搭配中名词宾语的语义类别、错误搭配的类型分布、不同母语背景 二语者动名搭配产出量三个维度
考察二语者与母语者、不同母语背景二语者（日 语、韩语、维吾尔语）HSK 作文中产出的动名搭配是否
存在差异。 二、研究语料 二语者语料我们选取了 2010 年 10 月 HSK 考试作文 90 篇，其中，韩国、日 本、
中国维吾尔族二语者作文各 30 篇。母语者语料是高三及其以上学历的汉语 母语者按照 HSK 作文考试要
求写的同题作文，共 30 篇。 三、研究结果 1、动名搭配中宾语对语义角色的优先选择关系是“受事>对
象>等同>致使> 结果”，二语者与母语者动宾语义类型选择顺序基本相同。 2、动词误用占偏误总数的一
半，是主要的偏误类型。 3、日本二语者与韩国二语者产出正确搭配的比率不存在显著性差异，产出 搭
配总量最多、错误搭配数量最少的是维吾尔族二语者。
【关键词】汉语二语者、书面语、动名搭配

汉语学习者常见的母语负迁移及教学对策
蒋一鸣  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

【摘要】以英语为母语的汉语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常常会受到母语的干扰，这种现象被称为“母语负迁
移”。因英语和汉语具有明显差异，以及学习者受母语思维的影响，“母语负迁移”现象在以英语为母语
的汉语学习者群体中屡屡发生，且有一定的规律性和同质性。研究母语负迁移有助于发现汉语学习的重难
点，指导教师更有针对性地开展汉语教学，从而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增强学生的动力和信心。过往文献
和本项研究显示，常见的母语负迁移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语音、词汇、句法、书写系统及文化背景。本
项研究将对以上五方面进行详细介绍和说明，并提供如下三点教学对策，以减轻母语负迁移对中文学习的
影响：归纳常见错误点并提供配套练习；营造“沉浸式”汉语学习环境；保持耐心并鼓励学生从错误中学
习。
【关键词】母语负迁移、汉语学习、教学对策

韩中后缀“X家”的语义研究 
金梅 ·朴兴洙   韩国外国语大学

【摘要】汉字和汉语最早在商末周初就被箕子传播到了‘朝鲜’， 汉语教学在韩半岛的历史源远流长。
作为汉字文化圈和儒家文化圈的国家，韩国对汉字、汉语和汉文化一直有较强的认同感。 韩国是大约从
公元600年开始，借用相当于汉语中高音的语音和文字。在韩语词语当中汉字词所占比例相当高， 虽然《
训民正音》（1446年）颁布之后， 韩国有了自己的文字， 汉字词的使用早己深入人心。韩语中的汉字词
大多保留唐宋时期的中古音韵， 书写上基本采用繁体字， 因此，韩国是最早接触和吸收汉字汉文化进行
汉语教育的国家。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不管是国家层面还是民间，韩国一直保持着汉语教育的传统。本
文研究的是汉语和韩语中共同使用的后缀“X家”（“X가”）的语义对比，特别是着眼于它的语义特性，
阐明意义差异为研究目的。韩中 “X家”的语义可分为同义，转移，变异的关系。笔者以类后缀“X家”
的语义特征、语用特征等方面来浅析“X家”词缀化产生的原因。韩中两国同处“汉字文化圈”之中，有
着密切的联系。第二语言的习得离不开牢固的第一语言基础。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研究已经成为一门独立的
学科，研究日益精深。各国的汉语学习者，在自身文化特点的影响下，对汉语语言的习得、难易把握、也
有着不同特点。其语言的共性及个性更有着不同于其他的特点，这为中韩语言研究提供了必要性，也为对
韩国的汉语学习者的研究提供了必要性。第一语言对第二语言的影响和干扰，所以常常会使第二语言的学
习者自觉不自觉地要以第一语言为标准来套用所学的语言，因此产生“对等”意识和偏误现象。希望中韩
共同使用的后缀“X家”的语义对比研究，对中韩之间跨语言跨文化研究的引玉之砖。
【关键词】 “X家”、类后缀、语义差异、韩国汉语学习者.

明末西班牙传教士菲律宾漳州闽南话教材古今韵母分合考辨 —以《汉语语法：漳州话语言艺术》（1620）
西班牙巴塞罗那图书馆善本为例
金美  中国厦门大学

【摘要】本文以在菲律宾马尼拉传教的西班牙道明会（又称“多明我会”）传教士撰写于1620年的教材
《汉语语法：漳州话语言艺术》（下文简称“漳州语艺”）西班牙巴塞罗那大学图书馆善本漳州闽南语为
例，对比考察今漳州话（下文简称“今漳州话”）与《广韵》音系韵母（每字所属韵摄开合等次及声调用
小字号标注于每字右下角），查考辨正明末菲律宾漳州闽南话与今闽南话韵母古今分合的历史音变遗存，
颇有启示意义． 
【关键词】 明末西班牙传教士、菲律宾漳州闽南话教材、古今韵母分合

跨语言视角下汉语结束义动词的语法化研究
景高娃  浙江外国语学院 

【摘要】本文采用共时和历时相结合的方法，对汉语结束义动词的语法化过程进行分析，并借鉴语义地图
的方法，描绘结束义动词的多功能性。事件连接功能的产生是结束义动词语法化非常重要的一环，符合类
型学结束义动词语法化的一般路径。在共时平面上，对方言中的结束义动词的关注还不足。“罢”在普通
话中已很少使用，但保留在豫北方言中，进一步虚化，并扩展出表达经历的用法。从跨方言或跨语言的角
度来看，汉语方言和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语言中的结束义动词有相似的从完结到经历的扩展路径。已见报
道的境外语言的结束义动词可以表达“以后”“已经”“完结”“接续”“过去”“完成体”等多种功能。
汉语结束义动词向完成体甚至经历体方向发展，体现了类型学的共性。
【关键词】结束义动词、多功能性、语法化、经历体

认知视域下韩国学生能性述补结构的习得研究
雷婷  中山大学 

【摘要】能性述补结构一般是指“V得/不C”结构，是汉语的一种特殊句法结构，该结构的使用条件相对
比较复杂，在韩语中没有完全相同的对应形式，因此韩国学生在使用该结构的时候常常出现各种偏误。传
统的“V得/不C”结构教学主要偏重于结构形式的描述，学习者虽然能记住能“V得/不C”的结构形式，
但是能准确理解把握并有意识地正确使用该结构的学习者却不多。本文尝试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对能性述
补结构“V得/不C”进行习得和认知研究，试图探索出能性述补结构“V得/不C”的认知加工机制，并以
此为依据帮助对外汉语教师找到更为科学有效的教学策略。
【关键词】能性述补结构、二语习得、认知研究、汉语教学

新马地区私会党的行业隐秘语
李国樑  新加坡独立民间文史研究员、民间文史顾问

【摘要】新马的华人帮会源自中国清朝的天地会，殖民地政府称之为secret society（私会党）。虽然一
些私会党员曾经回国反清，大体上私会党的本质已演变成通过武力争夺地盘，以新客与黄赌毒为主要营收
的社会罪案源头。19世纪末，新加坡私会党被令“解散”后，成立以洪门“廿一”为根基的“天地人神”
派系，行语亦趋向本土化，例如“平中”和“崩角”两大主流招纳新丁时都会“做大戏”和“布袋戏”，
急功好利的私会党老大则“去角”；私会党内部职位有426、415、49等，民间形容“08、24、369，敌
不过999（警方号码）”；一旦“风来了”最好马上把“白鱼”藏起来。此外，“开台”跑码头必须以《
五祖船》对诗，跟“水”相关的隐语甚至通俗化，成为民间方言惯用的俚语。 
【关键词】新加坡、天地会、私会党、行语

关于华文实时在线课堂互动技巧的思考
李静  范静哗博士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COVID-19的疫情导致许多青少年的学习场域从传统的同一物理空间的课堂转到虚拟空间的实时
在线课堂，实时在线教学的互动环境的改变也导致传统的师生互动条件发生了变化。当教师和学生分散在
各自的生活空间，在共享的虚拟学习空间中师生的互动与传统课堂相比，相对缺少非言语交流，这对学习
者的投入和注意保持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教师需要进行专门调整才能发挥在线教学的效果。本文从青少年
心理学的角度探讨注意力及其与在线学习的关系，进而分析在线课堂中的常见任务，并总结在线教学中的
一些互动技巧，目的在于通过形成良好师生关系、积极的学习氛围来加强课堂互动，为学习者赋能。文中
总结的互动技巧主要包括：1.激发学习动机的互动技巧，如提问、反馈、非言语交流等；2.教学过程策略
的互动技巧，如明确学习任务、设计话题以及任务导向教学等；3.差异化教学策略的互动技巧，如应用资
讯科技支持差异化教学、组织统筹课堂中的互动。
【关键词】在线课堂、非言语交流、青少年学习心理、在线互动

关于强调数量“就”的重音形式
李美京 韩国大邱大学
            
【摘要】本文主要以声学的方式针对既可强调数量多又可强调数量少的副词“就” 进行的研究。前人对
此研究已经很多如，在句法、语用、语义演变、语义指向、主观量等方面，但在韵律方面的研究却很少，
且几乎都靠语感来判断“就”是重读还是轻读。本文要对“就”的本体研究与韩汉对比研究同步进行，考
察在有无“就”的单量式结构中重音形式有何区别，还要看中国人和韩国人对“就”句子的音长和音高有
何不同。实验材料选择了《现代汉语八百词》，《现代汉语虚词词典》中的例句及自己调整的例句，一共
20个句子。实验对象为中国人3名，韩国人3名，各读三遍。分析对象一共为360（20*3*6=360）个句子，
57，600（20*160*3*6=57，600）个音节。本文要分析句中有无副词“就”的两种情况下，句中音长和
音高的不同。研究结果大体如下，第一，通过分析音长和音高来看，句中有无“就”时，重音位置有所不

同，没有“就”时，重音放在句末数量单位上，并且各音节的音长相差不大。强调少量时重音既可在“就”
上，也可在“就”后的数量单位上；强调大量时，重音放在“就”前。第二，韩国人不管副词“就”在哪
儿，一般都把重音放在数字上，有些人把它放在动词上。可见，韩国人对句中出现强调数量的副词“就”
的重音格式不太了解。第三，韩国人的每个音节音长区别不大，而重音的表现不太凸显。
【关键词】重音、 副词“就”、音长、音高

东南亚华语早期词汇发展变化研究
李权  北京师范大学

【摘要】本文以《叻报》《新国民日报》为研究对象，分别选取1917-1920（本文称之为“前期”）和
1930年前后（本文称之为“后期”）的等量本地新闻语料进行两点间的词汇比较，主要有以下两点变化：
第一，文言形式减少，白话形式增加。早期华语的语言风格可归纳为“文白相融”，即尚古的文言词和通
俗的白话词并存共用。对比前后期，文言形式有所减少，白话形式有所增加，体现出文言向白话的过渡特
点。第二，由不稳定趋于稳定。表现为如下语言事实：其一是同义形式的选择，如同素异序词，其二是异
形词的选择，包括自源和他源两类。它们均表现出前期词形丰富，且频次相近，后期出现了主要词形的变
化。以上几种变化主要受以下三种因素的影响：其一，早期国语的影响；其二，东南亚本土因素的影响；
其三，外语的影响。从“史”的角度来看，应该将共时和历时的研究思路相结合，多角度考察影响华语发
展变化的因素。
【关键词】东南亚华语、叻报、新国民日报、词汇

基于网络技术支持下韩国高校汉语教育现状
李秀彬 韩国仁荷大学/中国天津师范大学

【摘要】随着网络技术的普及，不受时空限制可以展开汉语教育。在疫情情况下，多数韩国高校采取了基
于网络技术支持下的远程汉语教育。本研究主要考察对象为20所韩国重点高校的汉语教育现状，主要考
察范围为韩国政府的官方文件、高校常用的LMS系统，K-MOOC平台、KOCW高校资源共享平台、高校
的OCW平台、高校官方网站进行了考察。考察得知，1）汉语与其他外语相比，韩国政府对汉语教育方
面的支持力度变化不大，可说明为韩国政府重视汉语教育。2）韩国高校利用LMS系统开展混合式学习以
及远程教育提高汉语课堂教学的绩效。3）通过K-MOOC管理实施策划可以看出，韩国政府重视基于网
络技术支持下的远程教育，以及远程教育有着一定的意义。本文进行了基于LMS系统支持下的汉语课堂教
学设计。LMS系统可以实现以学习者为中心的课堂教学，又可以减少教师的备课时间。基于LMS系统的汉
语课堂教学可以分为三大环节开展不同的教学活动。1）课前环节主要进行资源学习，比如：教师把教学
资源上传到LMS系统让学习者进行自学。2）课中环节可以点击远程会议（ZOOM与谷歌会议）开展远程
教育。3）课后环节利用LMS系统上的练习，考察学习者的掌握度。4)学生互动方面，LMS系统上教师创
建小组之后，不仅可以进行生生互动，还可以线上会议当中可以进行师生讨论。本文的研究工作可以为对
韩国汉语教育的信息化与汉语教学改革工作提供参考并借鉴。
【关键词】汉语教育 、系统

混合式学习模式运用于文学教学的设计与实践—以H2华文与文学小说教学为例
李志元  新加坡莱佛士书院（高中部）
张曦姗  南洋理工大学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随着数码科技的普及，课堂的教学形态及学生的学习方式也有了巨大的改变。混合式学习模式便
是其中一大教育趋势。学生在选读H2华文与文学这门课前，较少接触过文学作品，也缺乏深入分析文本
的能力。因此，如何带领学生深入分析课程中的所有作品，并教授学生分析文本的能力便成了一大教学难
点。本文试图以H2华文与文学课程下的小说教学为例，探究如何将混合式学习模式运用于文学教学上。
首先，本文将介绍研究背景与对象，并阐述新加坡混合式学习模式的概念和理论依据。接着说明运用混合
式学习模式于小说教学上的实践过程。最后，本文通过学生调查问卷、聚焦访谈及教师观察来检视教学设
计与实践的成效，再反思教学过程中所面对的挑战。
【关键词】混合式学习模式、H2华文与文学、小说教学

“年老”对新加坡华族年长病患意味着什么？—以医患门诊会话中的“年老”为例
林鼎勋   林尔嵘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摘要】在公共医院的门诊互动中，时而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一些年长患者会在话语中向医生标榜自己“
年老”的身份，如：“这么老了”、“我岁数有了”、“八十七岁了啦”等等。我们发现，这些以话语标
识自己或他人的“年老”身份不只是单纯的在传达信息。实际上，在不同的会话序列环境中，以话语标识

“年老”作为会话行为能达到不同的话语作用。以新加坡某一家医院的门诊语料为例，我们结合会话分析
（Conversation Analysis）方法与身份类属机制（Membership Categorization Device）的视角，
探讨“年老”这一身份类属在门诊互动中的作用。研究显示，一些华族年长患者会向医生标榜自己“年老”
的身份，以完成特定的话语行为，包括：一、合理化自己的病症；二、拒绝医生的医疗建议；三、辩解自
己身体功能的缺失。通过分析这些年长患者标识“年老”身份类属的互动序列及相关的会话行为，我们旨
在揭示新加坡华族年长患者对于“年老”这样一种身份标签的观念及认识，说明身份类属机制是如何搭建
起交互双方对话语的理解，也为医患沟通研究带来新的启发。
【关键词】会话分析、互动语言学、身份类属机制、年老

维吾尔语、西部裕固语颜色词文化内涵对比研究—以“黑”“白”为例
林雅琛   中央民族大学

【摘要】本文总结对比维吾尔语和西部裕固语“qɑrɑ/�ɑrɑ黑”“ɑq/ɑq白”的义项发现，两种语言“
黑色”既含褒义也含贬义，均有伟大、尊贵、有力、程度深、粗糙、无知、坏、反面的和孝服等义。但维
吾尔族接受了汉族“黑色”代表非法、秘密的认识。维吾尔族和西部裕固族都认为“白色”代表吉祥、善
良。西部裕固语“白色”可指所有奶制品和非宗教职业者，维吾尔族受到其他民族影响，借入了白色“落
后、反动”等贬义。并从社会生产实践、宗教信仰、风俗习惯三方面讨论“黑”“白”文化内涵的异同原
因。
【关键词】维吾尔语；西部裕固语；“黑”“白”颜色词；文化内涵对比

试论对外汉语教材中的拼音教学设计及拼音对教学的辅助作用—以《博雅汉语（第二版）》为例
刘迪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

【摘要】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开始学习汉语，各种对外汉语教材层出不穷。语音教学在语言学习初
期有着重要意义，对于汉语来说，拼音教学是发展其他语言技能的基础。教材是教学的依据，一些对外汉
语教材中对拼音教学的设计缺少科学性和系统性，并且没有较好的利用拼音辅助之后的技能教学。本文共
有五章，以《博雅汉语（第二版）》九册书为研究对象，分别从研究目的和意义、拼音教学设计、拼音练
习安排、拼音辅助其他语言技能教学、研究结论等方面展开论述。《博雅汉语（第二版）》总体而言在拼
音教学方面较为完善，但在发音方法教学和拼音练习方面仍可提升。本文详细分析了教材中拼音部分的优
劣利弊，希望能为其他对外汉语教材的编写完善提供思路，提高对外汉语教学的质量。
【关键词】对外汉语、拼音教学、教材设计

台湾“国语”新义新用的“杀”
刘吉力  长沙师范学院文学院  

【摘要】台湾“国语”的“杀”动形兼备，以动为主，辅以形容词用法。形容词“杀”主要有“狠/酷/低”
三个义项，各义项来源不同；历时考察“杀”，呈现由升到降的发展态势，义项由单到多再到以“低”义
为主，“杀”的发展演变有其内外部原因；对比其他多个华语社区，台湾“杀”与其形成有无之别的新生
差异。新义新用的“杀”充分体现了台湾“国语”的变异性及独特性，因此是研究其最新发展演变的典型
案例之一。
【关键词】台湾“国语”、“杀”、形容词、变异

更好地与文献对话：留学生学位论文转述结构考察与教学
刘锐  澳门大学

【摘要】学术写作中，引用是与已有研究建立联系、创建自身研究空间的重要方式（Swales， 1990）。
因此需要大量地使用诸如“某某发现/认为”、“在某某看来”这类转述结构。学术英语（EAP）研究表
明，二语学习者在掌握转述结构上存在相当的困难（Neff et al. 2003；陈建林，2011）。本研究旨在考
察汉语二语者的学位论文中转述结构的使用情况。本研究从CNKI硕士学位论文库中随机选取了13篇留学
生用汉语撰写的学位论文作为考察对象。由于引用通常集中地出现在文献综述部分，因此考察的重点放在
论文的“研究综述/研究现状/文献综述”部分。我们使用Liu & Wang（2019）的分类体系对转述结构进
行了标注。结果显示，留学生学位论文中使用最多的是过程性转述，其次是话语性转述，最少是发现性转
述、认知性转述。对比成熟写作者的论文（刘锐、黄启庆、王珊， 2021），留学生过度使用过程性转述，
而发现性转述、话语性转述的使用比例偏低。结合不同转述结构的功能来看，留学生在引用中主要关注的
是研究对象、方法，而对结论、成果、作者的观点缺乏足够的讨论和分析。此外还存在以下问题：转述语
的功能类型、种类单一；（2）转述语误用；（3）转述结构滥用，造成无意义的引用。针对这些情况，
本文提出应该对转述结构进行针对性训练，综合使用范文学习、结构控制训练、改写等练习方法，帮助二

语者理解和掌握多样化的转述手段，以提高汉语学术写作的水平。
【关键词】转述结构、学位论文、引用、学术汉语、学术写作

虚拟世界和元宇宙：汉语国际传播的应用现状和未来的可能性
卢文慧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研究生

【摘要】依托现代信息技术和互联网平台在线教育的不断发展，“互联网+”开展汉语教学受到汉语教师
与汉语学习者的共同重视，使汉语国际传播更多样化。虚拟世界是一种持久的在线计算机生成环境，在远
程物理位置的多个用户可为工作或学习进行实时交互。本文首先介绍了虚拟世界的历史发展和元宇宙的概
念。元宇宙是互联网的延伸，允许用户彼此之间以及周围的环境进行互动，包括虚拟现实（VR）和增强
现实（AR)。人工智能（AI）的使用现已成为汉语国际教育的现实。通过特别关注四个特性，虚拟世界或
元宇宙的集成网络在四个领域取得进展：沉浸式现实主义、访问和身份的普遍性、互操作性和可扩展性。
对于每个领域，当前状态和需要的发展，这些特性被认为是可行的多元核心组成部分。本文考虑虚拟空间
在当代汉语国际传播的应用现状，以及元宇宙新技术领域的影响。以当代汉语为对象，以多学科交叉为视
角，结合汉语国际传播的相关实践，虚拟世界利益相关者和开发人员之间未实现的协作，构成人类社会文
化互动的一个引人注目的领域。伴随新技术发展和教学理念变化，在虚拟世界和元宇宙视野下展望汉语国
际传播发展的新思路。
【关键词】元宇宙、虚拟世界、人工智能、汉语国际传播

东南亚华语量词历时发展调查与思考
卢月丽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摘要】本文以东南亚华语为对象，以“史”的眼光观察东南亚华语中量词的历时发展面貌，最终按照“
史”的范式形成比较完整的表述，试图从一些具体的方面展现东南亚华语发展演变的内容及过程。文中把
东南亚华语量词的发展归纳为以下三种模式：上扬式、下行式及曲折式。在对上述语言事实考察与梳理的
基础上，文中得出以下两点认识：其一，东南亚华语量词的发展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其发展不止一种模
式，而是三种交织在一起；其二，华语量词发展演变的原因既有方言、英语的影响，又有其作为祖语具有
保守性的制约。
【关键词】东南亚华语、量词、祖语、历时研究

浅谈国际汉语教学中的跨文化理解 ―以在日教学实践为例
路浩宇  日本关西学院   
陈碧强  中国山东曲阜师范大学

【摘要】笔者以自己在日本大学试行的两次以“友谊”和“孝道”为主题的汉语口语教学实践为例，通过
学习者对“友谊”和“孝道”为主题所作的口头发表，在提升口语表达能力的同时，引导学生了解中国的
文化与哲学思想。通过观察学习者对“友谊”和“孝道”话题的口语课的参与情况，我们发现日本学生对
友谊话题的兴趣更浓厚，对友谊的理解比孝道更深，对友谊价值的认同大于对孝道的认同。日本是原子化
社会，由于个人本位思想在日本的盛行，学生对于跟自己关联紧密的同时代事物表现出更大兴趣。孝道涉
及两代人或三代人之间的关系，复杂程度远大于友谊，故不太容易引起在“核心家庭”的时代背景下成长
起来的当代日本大学生的同情与理解。由此可见，任何一种观念都与它的历史和人文环境有关，是传统延
续和社会生活的产物。由于“孝”涉及到代际关系，日本学生对“孝”的认识相对浅薄，往往是泛泛而谈。
由此引出对教学目标的思考：一，国际汉语教学不应仅仅停留在“术”的层面，而应在锻炼学习者基础能
力的前提下，上升到对学习者的人文关怀与灵性启迪的大道上来。二，知识传授与文化交流是两个层面的
问题，知识传授是无条件性的，而文化之间的融合是有选择性的。国际汉语教学需要在尊重文化多样性的
前提下进行。
【关键词】国际汉语教学、友谊 孝道、人文关怀
  

怒苏语多义词的文化内涵
罗自群  中央民族大学

【摘要】怒苏语是生活在中国云南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福贡县的怒族怒苏支系说的一种语言，属于汉藏语系
藏缅语族彝语支。怒苏语词汇，按照义项来分，有单义词和多义词两类。本文重点从多义词这一方面来分
析怒苏语词汇所体现的文化内涵，通过与汉语、藏缅语族其他语言的比较，来说明怒苏语词汇文化内涵的
特点。文中所用的怒苏语词汇都是来自本人田野调查获取的第一手语料。一、怒苏语多义词的类型：如果
以汉语为参照点，怒苏语中存在一些多义词——一个怒苏语的词，可以有两个及以上的汉语词语和它相对
应。既然是多义词，语音相同，语义相关。根据词性，可以把怒苏语多义词分为两类：1、词性相同的，

2、词性不同的。（一）怒苏语词性相同的多义词  怒苏语词性相同的多义词比较常见的是名词、形容词
和动词。（二）怒苏语词性不同的多义词  怒苏语词性不同的多义词，比较常见的是一个多义词具有两种
不同的词性，当然，也有一部分多义词不止两种词性。二、怒苏语多义词的文化内涵：我们把怒苏语词性
相同的多义词看做是静态相关，而把词性不同的多义词看做动态相关。和汉语比，和汉族比，使用怒苏语
的怒苏人和汉族在认知上存在着诸多差异，汉语的表达显得更精细一些，而怒苏语则比较笼统一些。怒苏
语多义词的这种特点，充分体现了怒苏语的文化内涵。
【关键词】怒苏语 、多义词、文化内涵

汉语二语者书面产出词汇多样性的文本长度效应研究
马庆 北京语言大学

【摘要】词汇多样性是二语表达能力的重要标志，是计算机自动作文评分的重要采集变量，但是词汇多样
性测量指标与文本长度之间存在复杂的关系。本研究从2010年4月HSK写作考试的实测大数据中选取154
份语料，重点探究了汉语二语者书面产出词汇多样性与其文本长度的关系。结果发现：（1）词种数、
TTR、Root TTR 、Log TTR等8个测量指标可作为词汇多样性测量的有效参量，但通过相关分析结果可以
看出，当文本长度过短的时候，很难反映出词汇多样性与作文成绩之间的关系；（2）8个测量指标均存
在文本长度效应，其中MATTR受文本长度的影响较小；其余7个测量指标随着文本长度的变化整体呈现出
线性的变化趋势；（3）当文本长度在60至100词范围内时，除MATTR外，相同文本长度下的LD值均存在
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关键词】词汇多样性测量、文本长度、语言产出、作文自动评分

西南官话中古非晓组字混读的声学考察—以四川中江为例
饶冬梅   西华大学

【摘要】古非晓组字的混读在西南官话中较为常见[1][2]。西南四省（四川、云南、湖南、湖北）方言中
非晓组字的混读主要体现为八种类型（见表1）。本文以四川中江方言的古非晓组字今读作为深度调查对
象（前人调查结果为Type2类型[2][3]），选择10位年龄在55-65岁区间的发音人（男女各5），得到约
9000个语音材料，提取擦音中段20ms的谱重心CoG（Center of Gravity）和标准差SD(Standard 
Deviation)两个参数[4][5]，从声学和感知两个角度考察了四川湘语中非晓组字混读（merger）以及语
音性变读（phonetics variation）的原因[6][7]：非晓组字的混读，跟[f]/[xu]发音的相似性以及感知混
淆有关，和语言接触也有密切关系。四川湘语受强势方言（Type 1）及普通话影响，混读规律出现例外
之外的字有所增多，混读的条件也逐渐走向单一化。
【关键词】四川湘语、混读、语音变读、语言接触

河北方言的“去分阴阳”现象
桑宇红  白茹 河北师范大学 

【摘要】学界对河北地区保定、唐山、秦皇岛地区冀鲁官话保唐片轻声前去分阴阳的现象已有报道，较早
应是《昌黎方言志》（1960），后有李思敬（1995）对宁河方言，接着田静（2007）、刘克龙（2010）对
唐县，后又有郑莉（2014/2019）、白茹（2016）、曹庆改（2018）、李仕颖（2019）、尹凯（2020）等
分别报道了与保定毗邻的石家庄的深泽、无极、辛集及衡水部分地区安平、饶阳也存在“去分阴阳”的现
象。河北方言去分阴阳具体表现为：（1）在单字调层面可以区分阴阳去，如无极和深泽；（2）在连读层面
区分阴阳去；主要分布于保定地区的曲阳、定州、唐县三个县市；（3）仅在轻声前连读时区分阴阳去，
主要分布于保定及石家庄、衡水部分毗邻保定的地区。
【关键词】河北方言、去分阴阳、连调及轻声、保唐片

课例研究：放声思考在阅读教学中的策略与设计
盛丽春、韩爱玲、幸锦龙 、胡晓苏  四德女子中心
张曦姗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为了提高学生在阅读理解、感悟欣赏及延伸拓展方面的能力，本校研究团队通过放声思考阅读策
略(Think Aloud Strategy)进行有系统、有针对性的阅读教学。放声思考策略是将个人内在的无声思考，
用口语表达的方式，将心中所思考的内容说出来。老师能借此了解学生的思维过程并加以引导纠正。放声
思考方式是展示思考能力的有效方法，让思维可视化，同时也能训练学生的口语表达能力。本研究以79
名中二高华学生作为研究对象展开三轮的课例研究。本文首先从研究背景、研究对象和研究目的做一个整
体介绍；接着阐明理论依据和相关概念；再具体介绍整个研究的教学实践过程。研究结束后，通过调查问
卷、教师观察以及学生反馈进行分析，最后再反思教学过程中所面对的难题与挑战。

【关键词】课例研究、放声思考、阅读教学

“洪武赶散”与苏北江淮官话
石绍浪  北京语言大学

【摘要】“洪武赶散”是指明初苏南向苏北平原一次大规模移民，虽然正史没有确切记载，但在苏北民间
普遍流传。苏北江淮官话入声韵有一个较为独特的特征，曾梗摄一二等帮组字读圆唇后元音韵母，并与通
摄合并，其分布与“洪武赶散”的移民范围基本吻合。比较发现，苏北江淮官话的这个音变应是源于苏州
移民的影响。今苏北江淮官话入声韵类突破中古韵摄的格局，发生了简化，也可能是明初苏州方言在苏北
扩散的结果。余论认为，在分析江淮官话与吴语关系时，不能只局限于“同源”的角度，还应考虑明初苏
州苏州方言在苏北的扩散。
【关键词】“洪武赶散”、苏州方言、苏北方言、江淮官话、入声韵

德国语言学家加布伦兹及其《汉文经纬》研究
宋楠  德国国际合作署中德合作中心； 波恩东亚研究院chinnotopia中国论坛

【摘要】本论文第一章介绍了与乔治·加布伦兹有关的史实，包括十七到十九世纪西方汉学的兴起、独立
与发展、加布伦兹家族史和乔治·加布伦兹的汉学之路。 第二章到第四章将《汉文经纬》拆分为“汉语
基本面貌”、“分析系统”和“综合系统”研读与解析，完整展现加布伦兹的语法思想和其构建的古代汉
语语法体系。论文的第五章和第六章，分别探讨了加布伦兹在西方近代语言学历史上所起的作用，以及对
汉语语法思想史的影响、突破和超越。同时在论文结语部分，讨论了中外语言学界对于《汉文经纬》一书
不甚明晰的几个问题。
【关键词】加布伦兹  《汉文经纬》

华文作为第二语言新闻听读教学的文献综述
孙晓颖   张丽妹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新闻听读教学在华文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中更是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本文回顾和介绍了
2001-2021年二十年间华文作为第二语言新闻教学的相关研究，文献主要来源于中国知网 (CNKI) 和Web 
of Science等数据库。本研究的文献综述主要围绕四个研究问题：第一，华文作为第二语言新闻听读教
学的目标有哪些？第二，华文作为第二语言新闻听读教学的原则是什么？第三，华文作为第二语言新闻听
读教学的难点有哪些？第四，华文作为第二语言新闻听读教学的教学策略和方法有哪些？最后，本文结合
新的时代背景提出了华文作为第二语言新闻听读教学的优化建议。本研究的成果和发现对华文作为第二语
言新闻听读教学具有良好的指导意义，同时也为华文第二语言新闻听读教学法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和指引。
【关键词】华文作为第二语言、新闻听读教学、教学目标和原则、教学难点、教学方法 

乙圩壮语多功能语素te∶ŋ1

覃薇  中央民族大学 

【摘要】本文对乙圩村壮语“遭受”义语素“te∶ŋ1”进行全面的调查描写，并刻画出“遭受”义语素
“te∶ŋ1”功能的整体面貌。对“遭受”义语素部分语法功能的语法化过程进行探讨，归纳出其语法化的
路径和机制，为学界了解乙圩壮语“遭受”义语素功能的语法面貌和特征提供新的材料。乙圩壮语的“遭
受”义语素“te∶ŋ1”呈现出多功能性，具备了十三种功能：①“触碰”义动词；②“对、中、合”义动
词；③“遭受”义动词；④“需要、用”义动词；⑤被动标记；⑥“对”义形容词；⑦“致使”义动词；
⑧情态助动词；⑨结果补语；⑩程度/状态补语；⑪“到、轮到”义动词；⑫副词；⑬假设连词。其中，
本文调查到了“遭受”义语素“te∶ŋ1”以往没有被调查描写到的功能为：①程度/状态补语；②“到、
轮到”义动词；③副词；④假设连词。
【关键词】乙圩村、壮语、“遭受”义

祁东湘语多功能词“落”的语义演变与主观化
谭丽亚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西南林业大学外国语学院
陈海宏  云南民族大学民族文化学院

【摘要】湖南祁东湘语多功能词“落”的用法比较特殊，其语义演变属于通过增加新义而产生的多义模式，
它的多个义项在语义上有一定的关联，或直接关联，如“落”作实义动词时的多种语义；或间接关联，如
前加准词缀型小称标记“落”可能是由实义动词“落”的“降生”、“遗留在后面”等义隐喻而来的。“

落”在祁东湘语中还可以重叠，在语义和语用表达上带有一定的感情色彩，可表达说话者对命题的多种主
观态度。祁东湘语“落”语义演变的认知机制主要有类推（隐喻与之相关)、重新分析（转喻与之相关）和
主观化（褒化、贬化与之相关)等等。
【关键词】祁东湘语、“落”、多功能、语义演变、主观化

论析新加坡华人华语及身份认同的变迁
谭国勇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身份认同的建构在国家及其国家层面下的政治、经济及社会发展上有着深远的影响。它可以使人
认可该国家在政治经济及社会层面上的立场及政策，也可以让人民在某种程度上产生了归属感。教育是建
构身份认同的其中一环。据王赓武教授与陈庆文教授所示，新加坡华人身份认同，是最没有代表性，后者
则认为身份认同是有目的性地建构出来的。由此说明了新加坡华人身份认同正等待人们来填补。也正是如
此，新加坡政府通过不同媒介，包括教育政策等手段来灌输和建构自身倾向的华族身份认同，即倾向于文
化上的认同。本文尝试通过1979年讲华语运动及新加坡教育部历来的教育改革报告书，来了解其倾向和
期许。1979年讲华语运动，主要目的是要整合新加坡华族各方言群体。当时，新加坡华人社会有多达12
个华人方言群体，拥有一个共同的语言：华语，促进他们之间的沟通，减少之间的纷争，团结一致。这有
利于营造及实施双语教育政策的大环境，从中促进经济发展。然而，时间的推移，讲英语家庭的增加，使
得讲华语运动有了新的使命，即提升人们对华文的认识。新加坡教育部在报告书中所倡导的文化认识，倾
向于应对华族内部压力和需要。这回应了陈庆文认为华人身份认同是人造的说法。与此同时，随着华人移
民的移入，他们所带来的文化是否再次在原有身份认同上融合或产生分歧，则是未知数。这将会直接或间
接影响新加坡华文华语以及教育发展的走向。
【关键词】新加坡、华人华语、身份认同、教育

新加坡高中文学教学提问策略的探讨— QUILT框架下的教学设计与实践
唐佑彬   潘旭    李俊贤    郝德奕 淡马锡初级学院
张曦姗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在华文文学课堂上，设计优质问题能引导学生进行品读和鉴赏。因此，本研究以主修H2CLL的
61名学生为研究对象，探讨基于QUILT提问框架激发学生学习兴趣与提升学生思维能力的课堂教学模式。
本文首先介绍研究的背景、对象及方法，阐述基于QUILT提问框架的教学理念与理论依据；接着以现代小
说、诗歌、戏剧以及文言文为例，介绍如何基于QUILT的提问框架设计不同类型的问题的提问策略；本文
也根据学生的课堂反应，探讨了QUILT提问框架下不同文学作品教学的几种提问策略和问题设计类型，在
体现以学习者为中心、加强师生互动和凝聚同侪间学习力量等方面的成效。本论文最后将通过前后测的数
据对比分析、学生反馈、教师观察和学生产出检视教学设计的实施成效。
【关键词】文学教学 、提问策略、 QUILT框架、教学设计

楚辞“羌”字句与湘西凤凰方言ʧʰɑ13字句 比较研究
田晓黎  中央民族大学

【摘要】楚辞里的“羌” ，自东汉王逸注释后的1800多年来 ，众多研究者引经据典， 却始终没有确解。
《楚辞》的“羌”字是否有田野遗存？在湖南湘西凤凰方言中存在极具特 色的ʧʰɑ13 1字句。本文从凤凰
方言ʧʰɑ13字句的田野记音开始，逐条分析，总结规律，再与《楚 辞》16 处“羌”字句进行对比研究，
结果显现，凤凰方言ʧʰɑ13字句基本传承着《楚辞》“羌” 字句的语义。 
【关键词】《楚辞》  羌

国际中文学习软件的大型网络游戏化
汪歆玥  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   

【摘要】汉语学习时间长的特点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二语学习者的热情，而当下飞速发展的大型网络游戏新
颖有趣，常令人沉迷。修坝不如引流，把学生们对汉文化和网络游戏的双重兴趣融入到汉语学习的全过程，
将有助于培养学习者持续性的学习兴趣。本研究分析了当下常用汉语学习软件中的游戏模式，结合现有网
络游戏的汉元素部分，提出了将汉语学习软件大型网络游戏化的具体设想。持续化：脱胎于传统的孤立小
游戏，将累计的学习成果作为升级模式，合理地穿插各类支线任务。系统化：学习者通过注册账号建立个
人学习档案，学习任务既包括集体学习，也包括多种自学形式。针对性：以学习者的需求为导向，提供相
应的实用汉语知识。灵活性：及时更新，高度重视用户反馈。允许教师使用游戏程序和知识库，以方便与
线下教学配合使用。
【关键词 】汉语国际教育、学习软件、网络游戏、学习兴趣

“ 打（타）”字的韩国汉字音形成过程考察
王 浩  四川轻化工大学人文学院  

【摘要】“打”字，在《广韵》中有两个读音，都是阳声韵，一个是梗摄、梗韵，开口二等，上声，端母
“德冷切”；另一个是梗摄、迥韵，开口四等，上声，端母“都挺切”。但是在韩国汉字音中，“打”字
读阴声韵타[t�ɑ]。本文从历史语言学和语言接触的角度出发，认为中世韩汉音（15-16世纪）中存在的
타[t�ɑ]和뎍[tiək]这两种读音，其形成主要是中国的影响，由“德冷切”和“都挺切”两种读法，平行
发展而来，“德冷切”变成了“都瓦切”直接影响了타读音的形成；“都挺切”本来是阳声韵，在传入韩
国以后，其阳声韵尾[ŋ]变成了入声韵[k]，实现了“阳入对转”，从而形成了뎍的读音。近代以后，随着
日语词向韩语的大量涌入，“打”字的日语唐音だ[da]与韩汉音中타读 音的高度相似性，使得타读音在
与뎍读音的竞争中，取得了最终的胜利。

汉语方言亲属称谓中的音变
王红娟  山东师范大学  

【摘要】亲属称谓是方言词汇中重要的一类，我们在考察方言间的词汇差异时，亲属称谓往往是重要的参
照项，如《汉语方言地图集 词汇卷》共有203条词汇图，其中涉及亲属谓的就有“爷爷、奶奶、外祖父”
等14条。在对汉语各方言中的亲属称谓进行梳理时发现，汉语方言的亲属称谓中普遍存在音变现象。比
如，山西运城的“弟”，单字音为“ti33”，但在“兄弟”一词中读音变为“thi33”。本文的音变的含
义是指：1.某个字或某类字在称谓词中的读音与其他情况中的读音不同。2.某个字或某类字在称谓词中的
读音于古今演变规律不合。本文讨论的方言亲属称谓中的音变类型主要有以下三种：个别音变、系统音变、
别义音变。
【关键词】汉语方言、 亲属称谓、 音变

乡村振兴背景下民族地区发挥语言经济效能路径的再探讨—基于西藏自治区林芝市M县的个案研究
王娟  陕西师范大学

【摘要】语言能力是重要的人力资本，语言经济效能是语言的重要社会效能，语言扶贫工作作为中国贫困
治理体系的有机构成，在国家脱贫攻坚的重要阶段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
后，民族地区的语言文字工作在扶持对象、政策范围和顶层设计方面也相应需要作出一定的调整。本文试
图在乡村振兴背景下进一步探讨如何继续发挥语言经济效能的路径。
【关键词】乡村振兴、语言扶贫、民族地区

四川方言的音系特征和两个历史层次
王倩  周及徐  四川师范大学

【摘要】 以往的四川方言研究认为，现代四川方言皆为明清时期的“湖广填四川”所带来。我们在近十
年的时间里，在四川作了广泛的方言田野调查。根据实地调查材料，我们提出新的观点：在四川省的岷江、
嘉陵江流域分布着两种不同的官话方言：嘉陵江流域分布着以成都话为代表的以“入归阳平”为特征的西
南官话方言，这是明清湖广移民带来的；岷江流域分布着以大邑话、宜宾话为代表的有独立的入声调的官
话方言，这是明代以前的四川本地方言的后裔。二者分属不同的方言层次而共存于今天的四川。本文以
2019年出版的《岷江流域方音字汇——“20世纪四川方音大系”之一》中语音材料为据，借助实验语音
学方法对成都话与大邑话、宜宾话作音系整理、以Praat软件绘制其声学元音图、声调曲线图，分析其在
音系上的规律性语音差别，说明今天的四川方言不仅具有以成都话为代表的湖广话语音类型，还有更为古
老的另一方言层次——这个音系今天仍具有入声独立、果摄一等字读为-u、麻三精见组读-i、模韵字读为-o
等语音特征。这些语音特征与成都话的湖广话语音类型有明显的差别，独立于成渝片西南官话而存在。 因
此，现代四川方言分为本地和外来两个层次：本地层次叫“南路话”，外来层次叫“湖广话”。
【关键词】四川方言、岷江流域、成都话、大邑话、宜宾话、方言音系

保定方言两字组连读变调及其若干问题
王帅臣  华北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 

在对河北省保定市下辖的24个县市区进行方言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展开本文的分析。首先描写清苑区的
两字组前字连读变调情况，以便对保定核心区域的变调情况有所了解。其次，介绍保定方言中的阴平变调、
阳平变调、上声变调、去声变调的地理分布、调值表现、调类分布等基本情况。再次，重点讨论上声变调
和去声变调。上声变调后的调值情况有一定序列性：一种是前字变调后与本声调系统的阴平接近或合流；

一种是前字变调后与本声调系统的阳平接近或合流。上声变调既有类型学上的原因，也有历史因素在起作
用。去声变调有一类和轻声有关。

西宁方言持续体标记“着”
魏萌  中央民族大学

【摘要】汉语西宁方言的体标记“着”主要表达持续体的语法意义。除单独使用，方言中“着”常与起始
体标记“上”、完成体标记“下/了”等其他体标记叠用。由此，西宁方言的持续体标记“着”多构成
“V着V”、“V着C”或“V着＋从句”三种结构。西宁方言持续体标记“着”常与起始体标记“上”、
完成体标记“下/了”等叠用，且均处于其他体标记之后，即动词后第二位置。叠用中，“着”仍表达持
续体的语法意义，其语义与前一体标记层层套叠，具有一定顺承关系。如与起始体标记“上”叠用时，“
上”的语义指向前面的谓语动词，构成“V＋上”结构；“着”的语义则指向“V＋上”这一整体，表达
动作行为开始并将进一步持续的状态，“着”具有一定未完整体范畴义。“V＋上＋着”结构还可续接其
他动词或补语成分，构成“V＋上＋着＋V”结构。此外，西宁方言持续体标记“着”常以“V＋着＋C”
形式用于述补结构谓语句中。其中，C可为程度、情态、结果、数量等多种类型补语，形式上可由单个形
容词或副词、数量或偏正短语及主谓结构充当。语义层面，“V着＋C”由“V着”与C两个时间过程构
成，C主要由“V着”引发或伴随，即两个过程包含一定的逻辑因果关系，这种关系可以是显性的也可以
隐性的。除构成“V着V”、“V着C”和“V着＋从句”结构外，持续体标记“着”还可用于西宁方言的
存现句和“的字结构”中，其用法具有一定独特性。
【关键词】西宁方言、着、持续体标记

“口”的比较词义探索
吴宝安  湖北大学文学院 

【摘要】“口”这一概念在汉语中主要有“口、嘴”两个词，根据它在汉语、汉语方言以及其他语言中的
用法，我们整理出了12组与“口”有关的共同引申，这些共同引申都可以通过“转喻”和“隐喻”来解
释。 基于转喻的共同引申有7条，如： 与言语功能相关，“口”引申出“说话、话语”义。与饮食功能
相关，“口”引申出“口味”“人口”义。与临近部位相关，“口”引申出“脸、鼻、咽”“口部饰物”
义。基于隐喻的共同引申有5条，如：与形状、位置都相似，“口”引申出“容器等器物通外面的地方”
和“出入的通道”义。与形状相似，“口”引申出“（山谷、水道等）大的豁口”“突出的部分；尖儿”。
这12组共同的词义引申在汉语、汉语方言以及英语、俄语、西班牙语、日语、泰语、印度尼西亚语、壮
语等语言中都以共词的方式出现，因此，我们可以将其看作是“口”在语言中的共同演变模式。
【关键词】“口”  比较词义 、共同演变

新加坡中学华文快捷课程后进生
语文学习的挑战和独立学习能力的培养
吴宝发  张曦姗  周淑君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后进生学习一直是教育工作者关注的课题，新加坡教师也不例外。后进生学习问题复杂，包括语
文基础薄弱；个人学习态度不良；缺乏独立与迁移的学习能力；课堂教与学方法不当等。本文立足于本地
一所中学的校本研究，借助文献研究法、问卷调查法与观察法，对中二快捷班24位后进生的学习特点进
行梳理，由此作出为期六个月对3个单元的教学调整的尝试，旨在分析后进生在课堂中语文学习的挑战以
及探索他们独立学习能力的培养。本研究对2021年新教材篇章里的语文技能做一次系统性的梳理，在课
堂阅读理解教学时，强调对文章理解的元认知策略之字义层次、逻辑层次、概念层次的教学，调动学生的
元认知，以弥补学生因语文基础薄弱带来的教与学问题。
【关键词】华文快捷课程 、后进生、中学新教材、元认知

中韩跨国婚姻家庭双语学习和使用状况及问题研究
吴思敏  闽南师范大学

【摘要】近年来，中韩跨国婚姻家庭日益增多。据统计，来自中国的在韩结婚移民总数在2019年已接近
20万人。中韩跨国婚姻家庭既有别于传统华侨家庭，又有别于普通韩国家庭，在语言文化上具有特殊性。
本研究以在韩中韩跨国婚姻家庭为研究对象，对其双语学习和使用状况展开调研，并针对其问题提出解决
方案。研究分三部分进行：第一部分利用文献分析法整理并分析韩国政府对多文化家庭的政策及多文化家
庭支援中心的相关资料。第二部分利用问卷法、访谈法与参与观察法对中韩跨国婚姻家庭进行相关数据采
集，并对数据进行定量与定性分析，多维度考察多种因子对语言的影响以及因子之间的相互作用及其与内
部、外部环境的交互关系，全面把握中韩跨国婚姻家庭双语学习和使用的特点及问题。第三部分综合考虑

调研结果，针对中韩跨国婚姻家庭双语学习和使用的问题和需求，从内部（中韩跨国婚姻家庭自身）和外
部（社会机构与教育部门）提出解决方案。本研究不仅可为中韩跨国婚姻家庭双语教育提供理论基础和实
践方案，还为以其为对象的双语教材及教学资源提供理论依据，为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跨国婚姻家庭双语教
育研究提供参考。
【关键词】中韩跨国婚姻家庭、双语教育、调研、解决方案

实践与反思：国际中文教学与信息通讯技术之运用
夏雪  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

【摘要】随着教育技术的发展，如何善用信息通讯技术（ICT）来服务于教学，实现以“学生为中心”的
教学实践，成为当今教育研究的热点。在国际中文教学领域，我们也面临着如何有效地将ICT运用于课堂
教学和学生学习的问题。本文即以此为出发点，在现代教育理论的基础上，以新加坡国际学校的非汉语母
语学生为研究对象，结合IB华文课程中的一个主题单元，从课件设计及课堂教学反馈等方面对ICT在国际
中文教育中的实践情况进行探索性研究，总结ICT辅助中文教学的几个原则：包括设计ICT要以学生学习
需求为核心，ICT的课堂使用应避免“喧宾夺主”，并反思教师在ICT运用中的作用，以期对新技术下的
国际中文教学发展提供参考。
【关键词】 ICT、 国际中文、课件设计、课堂实践

The Brief Analysis of Japanese Culture's Absorp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ulture
Hui Xu   Maca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bstract: Cultural exchanges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have a history of nearly 2,000 years. The fine tradi-
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ulture have exerted great influence on almost every aspect of Japanese 
life, such as architecture, clothing and so on. At the same time, Japanese culture has made a series of 
cultural innovations and developments according to its own national conditions while absorbing Chinese 
culture for reference. Starting with the reasons why Japan absorbed Chinese culture and analyzing the 
exchanges between Japan and China from 1972 to 2011, this paper analyzes and concludes that the similar 
cultural background of the two countries is the basic reason for Japan to better learn from Chinese culture. 
Finally, this paper expounds and analyzes Japan's absorp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ulture from 
three aspects: religion, ideology and diet. It is concluded that Japanese culture originated from Chinese 
culture, and before the Tang Dynasty, Chinese culture had the greatest influence on Japanese culture; after 
the Tang Dynasty， Japan began to have a real culture, but it was still influenced by Chinese culture.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and improvement of its own culture, it finally formed its own unique style. 
Key Words: Japanese culture; Chinese culture; Absorb; 

港式中文词汇与普通话的隐性差异
徐涵韬  北京师范大学

【摘要】“隐性差异”的概念及思想适用于全球华语对比研究，文章立足于此，讨论港式中文词汇与普通
话的隐性差异，首先以量词“枚”、动词“怀疑”以及名词“论调”为例，分析其在概念义、语法义、色
彩义等方面的表现；然后举例说明了隐性差异的三种存在形式，即有无之别、大小之别和程度之别，并指
出三者之间联系密切，不能孤立讨论；最后，文章认为未来研究应增强对华语隐性差异的考察分析，拓展
隐性差异的研究内容、语体范围及比较对象。
【关键词】隐性差异、词汇、港式中文、普通话

基本核心词词义的跨语言表现与特点—以61种语言为例
许可  冉启斌 南开大学

【摘要】本文建立了61种语言60个基本核心词词义数据库，从跨语言角度对其进行了细致考察。数据库
中共有义项约11440个，平均每词义项略超3个，最多达21个。平均义项数方面，动词最多，形容词其次，
名词、否定副词随后，数词、代词最少。义项数可能受词与外部世界的关联性、在词汇系统中的基本性以
及概念本身模糊性的影响。对词义引申深度赋值后，看到动词、形容词、名词的词义引申能力分较高，各
词的平均义项数与该分排名不一致。语言、词类对义项数量、引申能力分影响显著。通过网络图谱对词义
进行聚类分析和可视化分析后，基本核心词被分为10类，词类对聚类有影响。动、名、上形成较大词团。
名词[±指人][±身体部位]，形容词[±积极/消极]等特征会使词类内部形成关系更紧密的小类。图谱中，
hand连接动词和身体部位名词；head连接身体部位名词和指人类名词；man连接指人名词与褒义形容
词；one连接指人名词和数词；die、sleep等词连接动词和形容词等。

【关键词】基本核心词、词义引申、数据库、】可视化

冰墩墩的启示：中华文化符号海外传播的机遇与挑战
许琳皎  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

【摘要】北京2022年冬奥会吉祥物“冰墩墩”在国内外社交平台的爆红引起各界讨论。作为一种文化符
号，“冰墩墩”兼具多重内涵，承载着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功能。“冰墩墩”成为“顶流”，不仅
展现了中华文化强大的感召力，也为中华文化符号的海外传播提供了新思考。本研究基于符号学理论，从
视觉和语言两个维度分析符号传播的特点，挖掘“冰墩墩热”的深层原因，并从中得出中华文化符号海外
传播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基于此，笔者从符号传播的原则、内容和方式三方面提出了建议，即：调整传播
心态，着眼他者视角；加强内容设计，挖掘文化内涵；充分利用互联网媒介，引发情感共鸣。以期为中华
文化符号的海外传播提供借鉴，丰富中国文化传播领域的研究成果。
【关键词】中华文化符号、海外传播、文化传播、冰墩墩

韩国国民教育体系中汉语教育的发展与创新
许培新  山东大学

【摘要】本论文结合中韩两国历代交流的传统以及现代社会发展的趋势，在追溯韩国汉语教育发展历程的
基础上，重点考察自中韩建交以来韩国汉语教育的发展脉络，重点梳理并分析韩国国民教育体系中，大、
中小学不同层次汉语教育的发展情况以及出现的问题，总结韩国国民教育体系中汉语教育的主要特点；当
今国际大变局和新态势下，汉语教育发展面临着新情况、新问题，韩国国民教育体系中的汉语教育和学习
也在发生变化。因此基于教育理念升级、教学思路转型与教学模式创新，提出了加强韩国大、中小学汉语
教育的实践性、针对性，以及韩国汉语教育内涵式发展多元化路径的对策和建议。 
【关键词】韩国汉语教育、国民教育体系、内涵式发展

 
13—19世纪朝鲜半岛汉语教学对当代汉语国际教育的启示
许润芳  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

【摘要】朝鲜半岛有悠久的汉语学习历史，从以汉字为本、重视书面语学习到文言并重、对政治商务风俗
文化等不同领域进行全面了解，其汉语学习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汉学界人才辈出，促进了对中国制度、文
化的内化吸收及其本民族政治经济文化的进步。其中，国家层面的空前重视、语言政策的有力支持是不能
忽略的因素。目前流传的朝鲜半岛汉语教科书集中于13-19世纪，恰是两国政局革新、关系进一步密切的
时期，此类教材是今日研究两国历史上人文交往、不同时期汉语口语面貌、汉语教学法种类及影响、汉语
国际教育在半岛发展历程的宝鉴，本文以该时期《老乞大》《朴通事》《学清》等代表性汉语口语教材为
主要研究对象，结合韵书、字书及辞书类汉语书面语教材、《朝天录》《燕行录》与《朝鲜王朝实录》等
官方历史记载为佐证，共时对比同时期中国韵书。探讨官学、私学、司译院、承文院、译学院、质正官等
部门和职务发挥的历史作用，总结该时期朝鲜半岛汉语教学的优点和不足，力求为当代汉语国际教育汉语
人才培养、汉语教材编写、汉语教学法选择和语言政策制定提供一定的参考意义。
【关键词】朝鲜半岛、汉语国际教育、教学法、语言政策

语言赋能：乡村振兴多模态话语战略构建
杨城  浙江大学 

【摘要】语言是促进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乡村振兴中的每一步都离不开语言的力量。研究中首先依托多
模态话语分析综合框架，对余杭、桐庐、淳安三个乡村振兴示范地区的宣传片视频进行分析，总结其文化
、语境、内容、表达四个层面的多模态体现。其次依托质化分析的扎根理论方法，构建语言赋能乡村振兴
的战略模型，在组织、社会、个体三个层面探索赋能方向。最后，基于话语分析和战略模型提出未来语言
赋能乡村振兴的提升路径。研究发现，三个地区的多模态话语具有典型的区域特色，语言赋能乡村振兴需
要凝聚自上而下的多方力量，而国际化视角、内容的精准筹划、赋能视角的联动共振则是未来乡村振兴话
语努力的方向。
【关键词】乡村振兴、语言赋能、多模态、话语分析、战略模型

A Study on the Chinese Classroom of Foreign Students in the Epidemic Period Based on the Inter-
active Perspective
Haifeng Yang1,Daqian He2, Zhuoda Yang3

1. Center for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Wuh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Wuhan， 

2.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Wuh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Wuhan，
3. School of Chinese Studies and Cultural Exchange,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Abstract: Interaction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s affecting the result of online Chinese class teaching. 
By utilizing the method of questionnaire analysis, error analysis and document analysis， this paper selected 
200 international students from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Cultural Exchange of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of Wuh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of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as samples for investigation, including 94 undergraduates, 60 master 
students and 46 doctoral students. Among them, namely 86 in primary stage, 64 in intermediate stage and 
50 in advanced stage based on their HSK marks. The majority are from Asia (45%) and Europe (25%), the 
rest are from Africa (15%), America (10%) and Oceania (5%). This paper finds that the existing interactive 
methods of them include online conference platform, course live-streaming platform and video live-streaming 
platform. 
When using these platforms, we find there are some advantages of them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remote 
Chinese learning: They are convenient for students to preview and review before and after class, and they are 
helpful for the sharing of Chinese learning resources. However, we also find that there are some disadvantag-
es in teacher-student interaction and student-student interaction on these platforms, such as the lack of learn-
ing atmosphere (58% participants agreed) and the unwillingness of turning on the camera and micro-
phone(76% participants agreed). We think the factors causing these problems mainly include external and 
internal factors of teaching. The external factors include the factors of network connection, time difference, 
studying platform and studying resource allocation. The internal factor of Chinese teachers is that they are not 
adapted to the new way of online teaching, which makes them unable to carry out innovative design of class-
room interaction, and still choose the traditional teaching method (66% participants agreed). The internal 
factor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on the one hand, they lack online learning experience, so it is difficult to cope 
with some new challenges in teaching interaction practice. On the other hand, international students must 
overcome certain psychological factors in the interaction process of online Chinese classroom, among which 
anxiety and avoidance are the most prominent (80% participants agreed).
In conclusion, Chinese teachers can improve the interactive effect of online teaching through rational use of 
learning platform, effective allocation of learning resources and innovation of class interaction mode. Before 
teaching, teachers should inform students in advance of the selection of learning platform, registration, login, 
using process and a series of related matters. During the teaching process, teachers can allocate a certain 
proportion of class hours to organize interactive courses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s, such as group presenta-
tion, personal performance and seminar. After class, teachers can design and release questionnaires and 
use the background data statistics and other functions of the learning platform to analyze the frequency and 
quality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participation in interaction. Also, international students should actively adjust 
their learning psychology and improve their learning methods as well. In this way, they can get rid of negative 
psychological factors such as anxiety and avoidance, and focus on classroom interaction and knowledge 
itself, and finally achieve better learning results. Ultimately, teachers and students will collaborate to explore 
a course interaction path, adapting to the new mode of online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in the post-pan-
demic era. The research on this issue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enrich the theories of linguistics, psychology 
and pedagogy related to Teaching Chinese to Speakers of Other Languages. Also it can improve the teach-
ing efficiency of teachers and enhance the sense of gaining knowledge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Keywords: Interaction; Online Chinese Classroom; Chinese Teaching

国际华文推广的重要部分：志愿者项目的国别性/区域性分析—以缅甸为例
杨念  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

【摘要】2004年“国际中文教师志愿者项目”经中国教育部批准实施。直至疫情前，全球大约有7000名
志愿者在全球一百多个国家进行中文教学，其中大约3000名志愿者在东南亚各国任教，成为东南亚华文
教育重要力量。缅甸志愿者项目于 2009 年开始实施，至今已经有十年有余，到疫情前每年有一百多名志
愿者在缅甸各个城市甚至乡镇进行中文教学工作。十多年来，志愿者项目对缅甸华文教育发挥着重要作用：
为缅甸华文教育贡献了新的力量，弥补了缅甸华文师资的不足，促进了缅甸中文教育的合法化进程等。然
而，该项目也存在着一些问题，本人通过实地了解以及问卷的方式，深入分析了志愿者项目在缅甸的实施
情况，并针对性地提出几点建议，促进该项目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国际中文教师志愿者、华文教育、缅甸志愿者项目、参考

基于SLS平台的E晨读差异教学模式探索— 新加坡崇文中学的实践经验
叶语銮    徐小红   吴玉凡  新加坡崇文中学

【摘要】为了营造书香校园，培养学生的阅读兴趣和提高阅读水平，我校研究团队借助SLS平台，以110
名中三学生为研究对象，在全校进行E晨读研究计划。E晨读依据差异教学理论，照顾学生的个体差异，
所选篇章分年级、分主题、分文体，并结合各单元技能训练，设计不同程度、风格的晨读活动。学生借助
个人数码学习工具，选读纯文字或拼音版的、带声音和可查字典的篇章，通过SLS自测，在阅读护照上完
成任务。此外，高准备度的学生还可阅读更有挑战性的文章，并完成相应的挑战任务。研究结束后，团队
通过定量与定性研究检测学习成果。初步结果显示，基于SLS平台的E晨读差异教学模式，在一定程度上
激发了学生的阅读兴趣，也促进了教师的专业发展。
【关键词】SLS平台、E晨读、差异教学

Nasal Codas Merger in Chinese dialects: Modified Contrastive Specification and Sisterhood Merger 
Hypothesis
Jihye Yun  Asia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 Madison

Abstract：Chinese linguists have long debated about the directionality of nasal coda merger in Chinese 
dialects since the 1970’s. Some believe that the merging process is unidirectional (anterior to posterior) ,but 
others assert that alveolarization of nasal codas (-m>-n and -ŋ>-n) is the major trajectory. Previous studies 
failed to make a reasonable prediction about the further direction of the merger in addition to a lack of 
phonology-based analysis. This research analyzes the merging process on basis of Contrastive Hierarchy 
(CH) and Sisterhood Merger Hypothesis (SMH). The two theoretical frames make us draw two types of 
contrastive hierarchies: [Dorsal]>[Labial]，[Coronal]>[Labial]. That is，the merger between the alveolar 
and the velar nasal codas will occur after the completion of the merger between the labial and alveolar ones. 
Alternatively， the alveolarization of the velar nasal coda will happen after the completion of the merger 
between the labial and velar ones because the structure merger takes place on sister node of contrastive 
hierarchy. In conclusion， the final phase of the nasal coda merger will be the alveolarization of the velar 
nasal coda. The data of Chinese dialects and markedness theory both buttress the conclusion.

Keywords: Nasal codas，Chinese dialects，contrastive hierarchy，sisterhood merger

《易经》归纳、演绎思维在母语教学中的课堂实践和应用
庾潍诚  新加坡伟源中学

【摘要】作者根据自己长期研究《易经》的经验，提出和认为：《易经》作为中华古代的文化典籍，归纳
和演绎思维是它的最重要核心思想之一。同时，作者结合了自己多年的新加坡课堂教学实践，发现：《易
经》的归纳、演绎思维可以有效实践应用在现代的母语教学当中。归纳，是引导学生化繁为简，迅速掌握
教师布置的课堂指令或內容；演绎，则是学生有效应用课堂所学知识进行复述和重构。本文列举具体的课
堂实践应用例子，就是：(一)课堂的指令语言“ABCD”；（二）思维图的教学应用；(二)作文教学实践
的“DEEPAI”（细节描写）自创理论。作者最终观点认为，《易经》思想可以古为今用，实践应用到课
堂母语教学，从而达到提升学生的母语学习效果。
【关键词】易经、归纳、演绎、教学实践应用

中国古代建筑文化的汉字演绎
袁忠  中国华南理工大学

【摘要】中国古代建筑文化的丰富思想很多都凝结在一个个的汉字中。在汉字的构形、本义、转义、暗喻
等不同的运用中，存在着古人有关建筑活动、建筑形象、建筑心理等蕴含，很多汉字就是一个空间概念、
一个居住范畴。古人对中国古代建筑的感知的原初意识首先凝固在古汉字中，古代建筑的最初“文本”可
求诸古汉字，作为象形文字的古汉字与作为现实空间的古建有着天然而内在的通贯性。本文通过考察汉字
的字符构形及作为词或词素的单个汉字所展示出的建筑文化意象，探究作为表形文字、表意文字的古汉字
在其构形、组词、使用、书写等多方面体现的古代建筑文化意义。
【关键词】汉字、中国文化、古代建筑

GRR教学模式的实践与反思——以新加坡H2华文与文学新诗教学为例
张建立   张建平  新加坡国家初级学院    
张曦姗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2021年新加坡H2华文与文学新课程引进课外文学作品赏析的部分，与旧课程标准相比，这对学
生是具挑战性的变革。为应对该挑战，我院以新诗为切入点，设计了从指定文本到课外文学作品的教学实
践配套。该实践以“新加坡课堂教学实践要领”(STP)为指导，依据探究式学习（IBL）理论，采取“教、
扶、放、收”四个阶段的“渐进释放责任直接教学模式”（GRR），旨在逐步培养学生独立鉴赏文学作
品的能力。实践证实，这一教学策略增强了学生的信心和赏析能力；同时，也发现了一些有待进一步充实
和深入探索的空间。本论文将阐述该实践所采用的教学理论、教学策略、教学流程、教学成效及反思。
【关键词】  GRR教学模式、H2华文与文学、新诗教学    

“V走”和“V去”互换性的多重对应分析
张进凯  中国兴义民族师范学院 文学与传媒学院

【摘要】  本文在“原型—样例连续统”理论指导下，通过基于用法的多重分析方法探讨表征“位移运动
事件”的“V走”和“V去”的变异性和互换性。研究发现：“V走”主要表征位移方向不明确、没有位
移目的地的位移运动事件；“V去”主要表征位移方向明确、位移目的地可预测的位移运动事件，因此
“V走”和“V去”处于位移运动事件“原型—样例连续统”的不同位置，“V去”较“V走”更接近位移
运动事件的原型。“V走”和“V去”在表征位移运动事件原型特征和典型样例时不存在概念重合，在表
征位移运动事件非典型样例时，在概念变量特征的交互作用下表现出概念重合。
【关键词】多重对应分析  位移运动事件  概念变量  互换性  变异性

书面语言复杂度对华语二语者写作质量的影响研究
张漫莉  北京语言大学  

【摘要】本研究基于韩国学生的HSK写作测试语料，采用若干典型指标，对华语二语者的书面语言复杂度
与写作成绩之间的关系进行了量化分析，考察了词汇及句法复杂度指标对学生写作质量的影响。研究结果
表明：词汇复杂度和句法复杂度指标与学生的写作质量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Guiraud指标、虚词
使用比率、连词使用比率、复杂词使用比率、话题链数量、话题链分句数、零形成分数量和T单位数量等
指标对写作质量具有较强的解释及预测效度。
【关键词】语言复杂度、汉语二语、写作质量
  

基于树库的汉语二语写作句法复杂度研究
张婉莹  北京语言大学

【摘要】句法复杂度（Syntactic Complexity，简称SC）在评价二语者语言水平、语言动态发展及写作
质量中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吴继峰，2018）。已有的研究侧重于SC对日语、韩语等母语者的汉语写作
评估的有效性问题，研究结论未必适合少数民族母语背景的汉语二语书面语评价。基于此，本研究以参加 
HSK（高等）考试的维吾尔族考生的作文语料为研究对象，基于自建的汉语二语句法标注语料库，从粗粒
度和细粒度两方面指标体系入手进行以下四个方面的研究：（1）通过预处理构建小型依存句法树库（
Dependency Grammar Treebank），作为句法复杂度研究基础；（2）通过小句切分和搭配抽取研
究粗粒度指标和细粒度指标的分布特征；（3）针对不同写作水平的被试SC指标进行对比研究；（4）基
于典型SC指标体系探讨二语写作水平动态发展特点。研究发现，基于T单位等粗粒度句法复杂度指标在区
分学生写作水平和预测写作成绩方面的解释力较弱，而基于短语层面的细粒度句法复杂度指标能够有效区
分写作水平和预测写作成绩。
【关键词】树库、 二语、语法

阅读与抒情文写作教学的有机结合—以华侨中学（高中部）语文特选课程为例
张薇  王健仲  华侨中学（高中部）

【摘要】抒情文写作一直是学生的弱点，也是教师的教学难点。由于没有经过有系统的抒情文写作训练，
高中生很容易将抒情文、记叙文或议论文混为一谈，对抒情文的写作手法更是一知半解。再加上学生缺少
生活历练，要让他们短时间内掌握抒情文写作手法，并进行创作，无疑难度极大。有鉴于此，我们决定在
现有的教学内容上融入抒情文写作教学，尝试结合REAP的阅读理论与教学实践，将阅读与抒情文写作教

学有机结合，以39位高一H2华文与文学的学生为对象，引导他们建构抒情文概念，了解并掌握抒情方式
与写作手法，从而进行写作实践。最终，通过调查问卷、课堂观察和学生作品，梳理和分析了阅读与抒情
文写作相互融合的方法及其有效性。
【关键词】抒情文写作、阅读教学、REAP阅读方法、语文特选课程

地名中的关中方言
张文丽  陕西学前师范学院文学院

【摘要】关中方言，曾经作为汉民族共同语基础方言，对周边地区方言、其他地区方言和民族共同语产生
过重要影响。地名是人们用以区别个体地物的语言符号，而作为纪录地名的语言符号包含形、音、义三个
部分。关中方言区的地名，尤其是地名用字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关中方言的特点。本文从关中方言
区中的代表性地区——西安入手，整理分析其地名，得出如下结论：1.声母 （1）古全浊声母清化，平声
送气，仄声归并关中方言中存在差异，西安归不送气，例如“中官亭/中官厅”、“安居巷/钱局巷”。
（2）古知系开口字按照等分化，知系二等、庄组、章组止摄字与精组合流，读ts、tsh、s，例如“三里
村/山李村”。（3）古泥、来二母在洪音前混用，尤其是在洪音鼻音前，泥母混入来母，读l，例如“新
农田/兴隆庄”。2.韵母 （1）前后鼻音混用，关中方言后鼻音为ŋ，前鼻音丢掉鼻尾n，主要元音鼻音化
。由于在当地人听感上二者具有相似性，表现在地名中前后鼻音字混用。例如“上游巷/三友巷”。（2
）遇摄合口一等端系字，元音复音化，读ou，与流摄合并。例如“双楼寺/双路寺/双芦寺”。（3）果摄
开口字一等字与果摄合口字合并，例如“贺韶村/火烧村”。通过分析发现西安地名用字的流变反映了关
中方言的特点及其变化，具有强烈的方言特色，深入研究地名可以挖掘背后隐含的历史文化内涵，提升文
化软实力；可以为地名用字、拼写管理提供理论支撑，推动新时代的语言文字工作。
【关键词】关中方言、西安地名、文化

从外交新词语看中国外交动向—以2010-2020年度《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媒体新词语表为例
张星霞  韩国汉阳大学

【摘要】本研究基于2010-2020年度《中国语言生活报告》媒体新词语表中的外交新词语，运用数据分析
法，从其分类、使用频次和年度分布三个方面考察中国近十年以来的外交动向，为读者勾勒出中国外交全
貌，以期让读者更好地了解当前中国的外交形势，并为中国未来的外交实践提供一定的智力支持。本研究
认为，按照领域划分，这些新词语所涉及的外交领域包括总体外交、经济外交、政治外交、军事外交、文
化外交、科技外交和医疗外交等七大领域；根据性质，这些新词语所涉及的外交类型又可分为方针类、方
式类、事件类、成果类、组织/平台类、场所类、色彩类和人物类等八大类型。它们较为真实、客观地反
映了中国近十年以来的外交动向。
【关键词】外交新词语、中国外交动向、《中国语言生活报告》、分类、使用频次、年度分布

华语文汉字学习策略个案研究-以印尼华语文学习者为例
张胜昔　中国华东师范大学国际汉语文化学院
陈信助　台湾中国文化大学教育系

【摘要】对外华语文之汉字习得一直困扰着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与学。若华语文教学伊始就“重听说而
轻汉字”，不仅将形成中高级以上的学习阻力，更达不到语言习得可持续发展的教学效果。本研究针对一
名中高级程度印尼华语学习者的“初级汉字习得历程”进行了个案分析，围绕汉字习得心理认知、脑神经
机制、仲介汉字等理论，剖析形声字之习写、读音、识义三方面的“中介状态”，深度探讨了形声字之“
形义-音”的习得联结难度，说明汉字作为第二书写系统的学习策略，以及具逻辑性有系统的字本位教学
在华语文习得中的重要性。期许研究结果可提供日后相关教学与研究参考使用。
【关键词】字本位理念、汉字心理认知、中介汉字、可持续性发展、个案分析

“错位的称呼”—当代汉语社交称谓语的变异与泛化
张雪  澳门科技大学 

【摘要】汉语中的社交称谓语是汉文化特征的缩影，亦是对中国社会现状的即时反映(Chao1956， 
Gu1990， Wang2003)。无论是对于语言学本体研究，还是对于语言与社会的互动关系研究，该议题都
具有新鲜价值(Brown&Ford1961， Ervin-Tripp1972， Zhang2021)。本文基于真实语料收集与分析，
针对当代汉语中四个新兴社交面称语(social vocative)的使用原则、表意功能、交际效果等维度进行了
深入讨论（分别为：“（小）哥哥/姐姐”、“老师”、“同学”、“家人们”）。研究发现，当代汉语
社交面称词有如下特征：（1）原有亲属称谓用法深入泛化（例如“（小）哥哥/姐姐”）；（2）职业称
谓用法深入泛化（如“老师”）；（3）“错位”称谓语兴起（如“同学”）；（4）网络称谓语变异性

强（如“家人们”）。当代汉语社交称谓语处于全面深入的泛化与变异中，其成因、过程、程度等，都与
语言发展和社会变迁密切相关。
【关键词】称谓语、社交面称、语言泛化、语言变异

“给我+VP”的主观处置功能
章天明  日本小樽商科大学

【摘要】本文主要讨论“给我+VP”结构表主观处置的语义来源，以及“给我+VP”结构 主观处置功能
实现的机制。 第一，“给我+VP”有两种不同的语义特征。表示“请求”的“给我+VP”中的 “给我”
等同于“为我”或“替我”；而表示“命令”义时，“给我”不等于“为、 替、向”等等，“给我”只
表语法意义。 第二，“给我+VP”的主语只能是第二人称代词，或指人称谓词语，或者是 VP 的受事。
VP 应当具有 [+自主]、[+动作]和[-褒义]的语义特征。 第三，通过“给”字句处置义来源的再分析，以及
与“给 X+VP”句式的对比， 分析得出“给我+VP”句式具有主观处置义。 第四，“给我+VP”中“给
我”的语法化成分的性质，以及第一人称代词的介 入，使“给我+VP”的主观性得到实现。
 【关键词】语义关联、结构关联、受益和受损、主观处置

多元智能理论与对外汉语阅读教学研究—以《零食》为例
赵畅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

【摘要】阅读过程包含着反应读者认知过程的丰富材料，是学习者汉语能力高低的重要体现。虽然近些年
汉语阅读教学的研究层出不穷，但是汉语阅读课堂仍存在着学生学习被动的情况，因此其教学策略还有待
进一步的研究。经过对教学理论的研究，多元智能理论从心理学角度研究了人的智力潜能是多元的，而阅
读教学不仅要教授学生语言文字知识和阅读规律，还要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因此， 我们认为， 对
外汉语阅读教学要想达到最佳的效果， 就必须从多元智能理论出发。本文主要结合《零食》一课从智能
理论下的每一个智能元素分析适合的教学策略和具体实践情况，最后经过反思提出多元智能指导下的阅读
课的教学原则，希望能够为阅读教学者提供一定的参考性建议。
【关键词】对外汉语阅读教学、多元智能理论、教学策略

中韩二语教学高阶教材对比与分析
赵莉  南京大学
赵学玲  Seogwipo-si, Jeju-do, Korea

【摘要】本文选取中韩两国用于本国语言国际教育的代表性教材《博雅汉语》（2018-2020）和《首尔大
学韩国语》（2012-2015），就两种教材高级阶段部分在文化主题选择、体裁内容以及训练模式上的异同
加以比较。认为两种教材在结构上都以文化主题来分类编排，并与训练模式紧密结合，但两种教材呈现出
的差异也十分明显。两者之间的差异固然可归因于两国国情、语言、文化特点的不同，但文化视角和文化
意识的不同是最根本的原因。考虑认知规律和文化视角，选择恰当且丰富的文化内容，不仅能够更好地实
现与国际学生的共情和跨文化交际的目的，通过与语言功能的紧密结合，也能够使语言训练获得更好的效
果。
【关键词】二语教学、高阶教材、对比、分析

社会语言学视角下女性群体通称的使用情况分析
郑皓月  中央民族大学

【摘要】称谓是人类社会中体现特定的人在特定的人际关系中关于身份角色的称呼，称谓词语与社会发展
联系非常紧密，在新中国的发展历程中，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乃至与国际社会的关系都将对称谓
词的使用产生影响，并在历时语料库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迹。在语言生活中，女性群体通称使用情况的
相关统计既反映了语言生活的变化又反映了中国妇女的发展状况，本文主要从社会语言学视角出发，观察
女性群体通称的使用情况。分别从历时角度和共时角度出发，分析五四运动以来“女性群体通称”使用情
况的历时变化，分析不同语体下女性群体通称的使用变化，发现人们对女性群体通称“妇女”“女性”“
女人”“女子”语义特征的不同认识影响了人们在不同场合下对女性群体通称的理解和选用。
【关键词】社会语言学、女性、称谓、语义

反义词“前”“后”的平衡与不平衡研究
周欣然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

【摘要】反义词作为一种常见的语言现象在人们的生活中被普遍使用。一般而言，反义词总是成对出现，

形成平衡状态，即一个词与另一个词形式对称但意义相反。然而以“前”、“后”为例，作为现代汉语中
使用频率较高的一对典型反义词，却很少有人在使用时能注意到其背后隐藏的不平衡现象。本文第一、第
二部分均从义项、构词、所构词、使用频率这四个方面展开，分别探析反义词“前”“后”平衡与不平衡
的具体表现，说明两者在平衡中存在着不平衡。接着又从认知、语义、语用、文化四个角度阐述原因，正
是由于“后”的被认知时间更早、语义范畴更大、受语言经济原则影响更多以及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内涵更
丰富，才使其能够拥有更广的使用范畴和更高的使用频率，也因此造成了反义词“前”“后”的不平衡现
象。
【关键词】前、后、平衡、不平衡

整合训诂方法论新探
周雁飞  新加坡新跃社科大学

【摘要】陆宗达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提倡“训诂方法的科学化” 。本文运用肯·威尔伯的”整合理
论”，采用其“四象限五要素”的框架结构梳理审视传统的训诂理论和方法。首先论述了训诂原理与整合
理论的内在关系，在此基础上将训诂学的适用范围与整合理论相结合，阐释其与传统训诂方法之间的深层
关联模式，及其有效性、前瞻性，进而使整合训诂方法不仅具有理性的解析，而且富于实践的可操作性。
本文是实践训诂学与西方阐释学（英语：hermeneutics）接轨的一次尝试，旨在为训诂方法论的现代转
化提供新的激荡和借鉴。
【关键词】训诂学、解释学、整合理论、四象限五要素

普通话句末语气词的句法性质
宗晓哲  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院

【摘要】本文探讨了句末语气词“啊、吧、吗、呢”的句法特征，认为它们超出了狭义的句法范畴，在话
语中具有表达功能和人际交际的价值。首先，从通过与语气副词、标句词“说”的位置对比，可以看出语
气词句法位置很高，独立于所在句子，属于语用层面。从语用角度来看，句末语气词具有明显的程序意义。
“啊”要求听话者参与到会话中，促进话论继续，是“互动标记”。“吧”在句中通过降低话语确信度，
缓和交际双方关系，是“礼貌标记”。“吗”要求话语权发生变化，促使听话者对所提问题进行进一步的
解释，是“问询标记”。“呢”在话语中起到凸显说话者所表达的语义关系的功能，使得话语与语境之间
存在一定的语义联系，是“焦点凸显标记”。
【关键词】句末语气词、话语标记、句法-语用接口

现代汉语周遍性主语中周遍义的形成原因
左思民  高丽大学中文系 /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  

【摘要】本文探讨了现代汉语六种周遍性主语中周遍义的形成原因。结论如下：在任指疑问类周遍性主语
句如“谁都认识”中，主语的周遍义是经由疑问代词的任指用法而获得的“全域义”。在含数词“一”的
周遍性主语句如“她一点道理也不懂”中，主语的周遍义依托梯级义经语用推理而得，并且只允许从否定
极小量达到否定全量的推理。在列举类周遍性主语句如“老王粤菜也吃过，川菜也吃过，鲁菜也吃过，浙
菜也吃过，中国八大菜系的菜都吃过”中，主语的周遍义并非列举的产物，而由最末的总括分句直接表达。
在物量词重叠类周遍性主语句如“家家都用上了煤气炉”中，主语的周遍义源于物量词重叠式所具的“每
一”意义。在含“全部”等词的周遍性主语句如“全部（都）得参加会议”中，以及含“每”等词的周遍
性主语句如“每个人（都）很认真”中，主语所含的周遍义由充当句子主语的词语直接表达。
【关键词】周遍性主语、任指、语义、语用义

小组讨论 小组讨论 小组讨论 小组讨论 小组讨论 小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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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论文摘要

试析因果连词“因而”“从而”“故而”
安美璇  北京师范大学

【摘要】“因而”“从而”与“故而”是表示因果关系的一组连词。经考察发现，三个词的生成方式均属
于跨层结构的词汇化，源头可以追溯到先秦文献语言。古代汉语句法结构模式的弱化和消失是促成三者词
汇化的重要动因，因此立足于古代汉语，结合词素“从”“因”“故”的词义及特点，考察并解释连词“
因而”“从而”“故而”在现代汉语中存在的使用差异，可以得到三者的区别特征。具体表现为：“因而
”强调因果之间的联系，依据前者推测出后者，后者可以是有所依据的推论；“从而”强调两个事件的发
生存在先后顺序，表达因果关系时，需要首先在语境上满足因果逻辑，通常更强调结果；“故而”所连接
的“原因”与“结果”均是已经发生的既定事实或客观存在的现实情况及惯例，通常更强调引出结果，但
也关注对原因的追溯。
【关键词】因果连词、词义特点、区别特征

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口语流利性评价指标效度研究
鲍杰 北京语言大学
 
【摘要】口语流利性是衡量二语学习者口语水平的重要标准，然而学界对于是否有必要从多个维度对其展
开评价尚没有明确的回答。研究以78份韩国汉语学习者的HSK口语测试录音为研究对象，以专家评分作为
参照，从时间、表达、语言（包括句法、词汇、语音）三个维度选取24项指标作为评价依据，来考察各
项指标对考生口语流利水平评价的效度。研究结果表明（1）所选取的指标中，与口语流利成绩相关的指
标共13项，可以解释口语流利成绩74.4%的方差；（2）在13项指标中，有5项时间维度指标、2项表达维
度指标和5项语言维度指标（句法指标1项、词汇指标4项）能够区分考生的口语流利水平。以上结果说明
在对汉语学习者的口语流利性进行评价时，有必要提取多维度特征。
【关键词】口语流利性、评价维度、指标效度、韩国汉语学习者

潮汕方言陈述语气词“哗（还）”的用法及其语法化
陈楷森  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摘要】在潮汕方言中，“哗[hũã33]”是表示确认某个事实的陈述语气词，由“哗”所构成的“VP哗
[hũã33]”可根据语境还原为“VP1□[hũã33]VP2”，还原式中“□[hũã33]”这个语音形式不再能分
析为语气词“哗[hũã33]”，而应分析为副词“还[hũã33]”。文章在考察语气词“哗”和副词“还”的
基础上，指出语气词“哗”的本字是“还”，语气词“还”由副词“还”语法化而来，其“确认”义来源
于副词“还”的“延续”义，虚化环境是根据语境省略了VP2从而使副词“还”处于句末位置的“ V P 1
还 ” 。 这 种 确 认 功 能 在 语 用 类 推 的 作 用 下 ， 最 终 固 化 为 语 气 词 “ 还 ” 的 语 法 意 义 。
【关键词】哗、还、语气词、潮汕方言

湖南平江赣语能愿动词“要”的脱落及长音现象考察
陈山青  邹珊珊 湘潭大学
 
【摘要】湖南平江赣语能愿动词“要”在语流中可脱落，使前音节读音补偿性加长，从而形成“脱落→长
音”音义互动现象。除了单一脱落外，“要”还可与副词“也”形成双重和选择性脱落。实验语音分析显
示，长音具体表现为音节的主要元音发音明显加长，声调调值变为[原调值+4]，声母不发生改变。语言经
济原则和韵律法则是该现象形成的动因和机制。能愿动词“要”的脱落代表了汉语音节脱落的一种类型，
提供了一种句法创新的途径。   
【关键词】能愿动词、要、脱落、长音、音义互动、韵律法则

中国古诗与其印尼语译文比较研究——以唐诗的韵律问题为中心
陈衍宏(Clement Tanaka) 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摘要】经过调查发现，目前中国古典诗词的印尼语译本数量不多，此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印尼上世纪
50年代至90年代的“禁华”政策所影响。诗歌翻译主张“三美论”，韵律是诗歌创作的重要因素之一，
韵律的转译应当被重视。本文梳理约有7种唐诗印尼语译本之后，发现周福源译文尤其重视“音美”部分。
本文根据译文的用韵情况与印尼古代诗歌类型进行对照，将周福源译文分为五种类型。然而，受到语言差
异的影响，多数诗作经过翻译后，在词语数量方面难以呈现形式上的一致，仅有少数情况或巧合原因达到

词数相同，如《十五夜望月寄杜郎中》原文与译文均有7个字（汉）、7个词（印尼），此现象或许为周
氏无法满足押同韵情况之下，对字数采取了一定的“补救”措施。最后，为了提高中印尼韵文作品翻译的
水平，本文提出了从宏观及微观层面的相关建议。
【关键词】唐诗、韵律、印尼语译本、比较

字本位理念之华语文教育生态系统教学效能分析
陈信助  台湾中国文化大学
张胜昔  中国华东师范大学

【摘要】本研究依据差异化教学与适性化教学理论探讨华语文教学生态系统中「字本位 理念」的教学效
能的重要性。透过台湾某大学华语文中心的初级华语文课程进行实验研 究。本研究采用开放式行动研究
法，辅以文献资料分析法、经验总结法和调查访谈法。研究过程包括「计画-实施-观察-反思」四大环节，
首先依据学习者背景之差异与需求， 适度安排（调适）总体教学方案及课程；再透过华语文「听、说、读、
写」并重的「综 合教学法」推进新的班级经营，以字本位理念及教育生态系统为基础重新设计和安排课 程；
然后依据学习者对课堂教学环节的感知进行反思与检讨，进行行动研究。研究结将提供对外华语文教学与
研究参考使用。
【关键词】差异化教学、适性化教学、字本位、教育生态系统、综合教学法

六何法的教学局限及其对策
龚成 王娟 郑文佩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六何法”能帮助学生快速找出文章的主要信息，经常被用在阅读教学中。很多教师在写作教学
中也常使用六何法指导学生构思，列出写作大纲。六何法在阅读教学中的优点较为明显，但在写作教学中，
却有其教学方面的局限。因为使用六何法进行选材，其实只是对选材信息进行罗列的手段，它是选材的结
果，而并不是选材的方法。至于如何确定“六何”中的诸多信息，为什么是此信息而不是彼信息，正是学
生特别需要得到辅导和训练的地方。而这个思维的过程，较少在课堂教学中得到显性训练。本文以写人和
写事的记叙文为例，通过思维过程的角度分析六何法在写作选材上的局限和不足，并尝试提出相应的解决
办法，帮助学生利用六何法进行最优选材。
【关键词】六何法、写作教学、教学局限、对策

法汉翻译中的名动词类转换
成萌 法国索邦大学

【摘要】词类转换是 J.-P.Vinay 和 J.Darbelnet (1958) 在《法语与英语文体学对比》中，通过对法英
文本的比较分析，提出的翻译主要手段之一：“ 在不改变信息含义的前提下，一种词类替换另一种词类
的过程。”由于法语与汉语在词汇和语法功能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在翻译实践中，译者往往采用该手段使
翻译变得更精准地道。该研究将基于对法国文学作品《红与黑》原文与三个中文译本的对比而进行词类转
换的相关分析。本文中我们将主要介绍在法汉翻译中出现的法语名词转换为汉语动词的现象。比如，法语
中紧随时间介词的动作名词常转换为汉语动词；又如，法语时间名词后的动作名词或情感名词可转换为汉
语动词，等等。通过对比，我们将发现汉语更习惯于用动词来表达时间含义。
【关键词】 词类转换、 法汉翻译、名词、动词。

中韩小说的机器翻译与人工翻译对比—以中国当代代表作家余华的作品为例
崔贤植 上海商学院

【摘要】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飞跃发展，神经机器翻译取得了巨大进展。机器翻译能否取代人工翻译？机
器翻译能否翻译小说？以上议题已成为翻译学界的热门话题。本文以中国当代先锋派代表作家余华作品的
韩译实例，选用中韩两国具有代表性的机器翻译引擎百度翻译和Papago，从文化负载词、长难句、超
句翻译单位等层面对比分析机器翻译和人工翻译，探讨机器翻译存在的问题以及前景展望。
【关键词】机器翻译、人工翻译、中译韩、小说

基于语料库的对外汉语同义词辨析—以“一定”和 “肯定”为例
崔香兰·朴兴洙  韩国外国语大学
 
【摘要】本文希望通过语料库的实证研究，探索出同义词“一定”和“肯定”的异同点和搭配对象的互补
性，以更好地理解并使用。 一般的同义词辨析大都通过字典等工具，依靠直觉经验和内省的方式。虽然

字典具有权威性，但仅仅依靠字典来辨析同义词存在许多不足之处。大型语料库以及先进的检索工具以其
特有的优势为同义词辨析提供了新的方法。本文基于先进的北京语言大学大数据与语言教育研究所的
BCC语料库，采用定量和定性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以同义词“一定”和“肯定”为例，分别从语域
分布、类联接、搭配特征及语义韵方面进行了同义词辨析的实证研究。 综上所诉，本文立足于对外汉语
教学视角，旨在探讨如何帮助学习者更加直观、有效的辨析近义词“一定”和“肯定”。尽管在内容上还
有许多不足之处，但仍然希望可以为汉语同义词教学提供一个可参考的依据。 
【关键词】 同义词、对外汉语教学、语料库、词语搭配、类联接

《岳麓书院藏秦简（伍）》部分字词研读
高婷婷  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

【摘要】《岳麓书院藏秦简（伍）》包含秦代大量律令档案材料，内容丰富，史料价值 高。本文提出五
则字词释读、断句意见，如简 131-132“劾”如字读、“失道” 当指偏离目的地、“回留”应断读开；
里耶秦简 8-777 号简当断读作“从人论、 报、择（释）免归致书具此中。”“简 163“私属免婢”当断
读开；简 199“率” 有劝勉之意；简 225“均”读为“徇”，巡视之意等。以期进一步疏通文义，为 学
界后续利用该文本提供便利。 
【关键词】岳麓秦简、字词释读、断句

语法训诂浅议：基于三个平面的“新描写”
高扬 浙江财经大学

【摘要】利用语法进行训诂实践最为关键的一步，是对疑难词句进行细致的结构描写。传统结构主义成熟
的描写方法的确解决了大量的问题，但是古代汉语，尤其是上古汉语作为一种综合性倾向的语言，存在大
量同形异构、一种形式表示多种功能、多种结构表示一种功能的现象，传统成分分析的方法在描写时还是
显得捉襟见肘。想要精准的描写就必须高度重视语言学理论工具，将不冲突的理论加以融合，将解释与描
写加以统一。因此我们的主张是：语法训诂应该基于古代汉语综合性的倾向，充分利用语言学理论，以考
察分布为核心，剥离语言外证据，根据需要在语法、语义、语用三个平面展开研究，在描写中加深解释，
在解释中深化描写，从而对待考词句的显性和隐性结构都做出最细致的描写，进而考察句例分布，求得达
诂。如在语法层面，除了关注最表层的成分组合外，也应该注意到，长期被忽略的汉语韵律，实质上就具
有形态的功能，利用这一形态，可以很好地解释一些传统结构语言学无法解释的问题，进而对结构做出精
细描写，解决争议。再如语义层面，上古汉语缺少形态变化，其他语法形式也比较隐蔽，位于深层的语义
层面研究涉及到语义特征、语义指向、义素分析、语义场等。如能充分利用，则可通过充分解释，对结构
做更准确的描写。而语用理论，可以帮助解决句与句之间的问题，适合处理一些重复、句读争议；而鉴于
语言普遍存在的语用诱发机制，这个层面的研究更是在描写时不能或缺的。
【关键词】语法、训诂、新描写主义、解释

皖北中原官话区淮北方言的疑问句
郭迪迪  郭辉  亳州学院中文

【摘要】“淮北”指安徽省北部的淮北市，辖相山、烈山、杜集三区和濉溪一县。按《中国语言地图集》
（2012）的分区，三区和濉溪分属中原官话徐淮片及商阜片。淮北方言疑问句有是非句、特指句、选择
问、反复问句四类。是非问是在陈述句末尾加上扬的语调“↗”表疑问。特指问常在句中用“啥子、咋的、
咋着、哪来”等代词作疑问点，要求对方就疑问点作出回答。选择句常用“是/ｖｐ还是ＶＰ”的选择格式作
疑问的焦点，句末常用语气词“昂”。文章主要描写分析了淮北方言的“可ＶＰ、ＶＰ不/没ＶＰ、ＶＰ
不(啵)/没有”三种形式的反复问句，并讨论了“ＫＶＰ、ＶＰ－neg、ＶＰ－neg－VP”的历史层次及
“可ＶＰ、还ＶＰ”的来源。
【关键词】皖北中原官话、淮北方言、疑问句

欧化影响下表范围限定的方位结构“NP抽象上”
郝锐  首都师范大学

【摘要】受欧化影响，早期现代汉语中表范围限定的方位结构“NP抽象上”集中大量出现。新中国成立
以来中期现代汉语中这一结构呈现新的发展态势。使用方面，表范围限定的“NP抽象上”成员有增有减、
有“潜”有“显”，但“增”和“显”是主流，既有量的增，也有类的显。语法功能方面，早期现代汉语
中“NP抽象上”可以充当状语、定语、补语，中期以来则发展出了“句首修饰语”的功能。具有人际功
能的“NP抽象上”成员正是从做句首修饰语的位置上进一步转变而来，且逐渐发展出全句评注、传信和
情态、衔接连贯以及焦点凸显等功能。

【关键词】欧化、NP抽象上、历时演变、表达功能

华语综艺节目对新加坡华族学生之影响的调查—以南洋理工大学为例
洪玮嬣  许润芳  南洋理工大学

【摘要】随着新媒体覆盖面的不断扩大和华语综艺质量的逐步提高，两岸三地和新马的华族年轻人对综艺
节目的关注度不断上升，由于没有语言壁垒、更新及时、内容有趣、种类丰富，新加坡华族青年大多对华
语综艺节目有所了解，部分学生更成为了资深观众。本文通过对本地华族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掌握其观
看华语综艺节目的频率、动机和偏好，两岸三地及本地华语最受欢迎节目的播放渠道、类型、主题、播放
平台和制作地点，华语综艺及相关对新加坡华族大学生华语使用水平、文化素养等方面产生的影响，了解
大学生在观看过程中感受到的文化、思维差异及对节目内容制作方向的期待，总结华语综艺对华族大学生
的影响及其走向华语中圈的可改进之处，为两岸三地及新加坡本土华语综艺节目发展方向提供参考，探讨
综艺节目等文化项目应用于汉语国际教育的可能性。
【关键词】汉语国际教育 综艺节目 华语 口语教学

短视频技术应用于听障初中生汉语教学的研究
洪臻颖  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 

【摘要】媒体技术极大地促进了短视频内容的发展与传播，短视频也成为了前者最常见的应用领域之一，
为身处不同行业的受众提供了信息输出和接收的渠道。而短视频的普及恰恰赋予了听障学生群体公平地接
受信息的机会。目前，以短视频为媒介，对听障学生进行汉语教学的研究仍有较大的发展空间。由于先天
或后天的身体缺陷和特殊的成长经历，听障学生常常会产生严重的自我封闭心态和对陌生环境的抵触心理，
又因与社会接触机会较少，自然地落于信息传输通道的末端。因此，只有将语言与技术二者有效地融合，听
障学生才能在汉语学习的道路上缩短与健全学生间的差距，且逐步实现“信息平权”。本文将以听障初中学
生的汉语学习过程为研究对象，依据认知语言学的相关理论，通过对听障学生的语言获得过程进行语境依赖
方面的研究，提出短视频应用软件参与其汉语习得的改进方案。
【关键词】听障学生、汉语教学、短视频 语境依赖

从康德的文学艺术理论看阅读在提高华文作为第二语言学习的学习兴趣中的作用
黄婉玉  林进展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新加坡以英语为通用语言，学生的华文学习缺乏足够的语言环境和学习动机。华文作为第二语言
的社会地位既定，其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不足的情况既定，仅依靠功利性动机注定无法引起学生学习华文
的足够动力，需要一个非功利性方法来提高学生学习华文的兴趣。康德在其美学理论中提出，由审美判断
所产生的愉悦是无功利性的、无任何利害关系的愉悦。审美活动是一种非功利性的、无利害关系的活动。
他认为阅读是最高级的审美活动，具有审美活动无功利、无利害关系的本质特点，是符合人的自由本质的
最高级的活动。由此看来，阅读是一种无功利性的活动，能够产生普遍的愉悦感受，可以用来提高学生学
习华文的兴趣。而若要阅读能够担当引起学生学习华文兴趣的重任，则需要让华文阅读回归阅读的审美本
质。
【关键词】第二语言学习、无功利性、阅读、学习兴趣

华文写作：微视频的运用策略再探
黄易亭  张水福  郭兰花   新加坡国家初级学院
张曦姗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中学低年级的学生在记叙文写作的内容上总是千篇一律，主题不够鲜明，详略不当，更严重的是
内容缺乏逻辑性，情节不合理。因此，研究团队希望通过微视频帮助学生“乐于用华文作书面表达，能感
受写作的乐趣，丰富写作内容”。微视频教学模式从观看微视频开始，过后通过提问，在科技平台上让学
生思考与分析，同侪间针对视频进行讨论，并和老师一起总结视频内容的主题、人物形象等技能，经过这
一系列的思考与讨论，教师才给出对应的作文题目。这项研究已在本院连续进行了两年（2020-2021），
今年我们以137名低年级学生为研究对象，再优化教学策略，希望持续为中学低年级写作教学提供一个简
易、操作性强的教学方法，以提升学生的写作能力，并加强学生写作的信心。
【关键词】华文写作、微视频、中学低年级
 

汉语二语者动名搭配习得研究
姜晓欣 北京语言大学

【摘要】本文将从研究内容、研究语料、研究结果三部分概述论文内容，具体如下。 一、研究内容 通过
动名搭配中名词宾语的语义类别、错误搭配的类型分布、不同母语背景 二语者动名搭配产出量三个维度
考察二语者与母语者、不同母语背景二语者（日 语、韩语、维吾尔语）HSK 作文中产出的动名搭配是否
存在差异。 二、研究语料 二语者语料我们选取了 2010 年 10 月 HSK 考试作文 90 篇，其中，韩国、日 本、
中国维吾尔族二语者作文各 30 篇。母语者语料是高三及其以上学历的汉语 母语者按照 HSK 作文考试要
求写的同题作文，共 30 篇。 三、研究结果 1、动名搭配中宾语对语义角色的优先选择关系是“受事>对
象>等同>致使> 结果”，二语者与母语者动宾语义类型选择顺序基本相同。 2、动词误用占偏误总数的一
半，是主要的偏误类型。 3、日本二语者与韩国二语者产出正确搭配的比率不存在显著性差异，产出 搭
配总量最多、错误搭配数量最少的是维吾尔族二语者。
【关键词】汉语二语者、书面语、动名搭配

汉语学习者常见的母语负迁移及教学对策
蒋一鸣  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

【摘要】以英语为母语的汉语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常常会受到母语的干扰，这种现象被称为“母语负迁
移”。因英语和汉语具有明显差异，以及学习者受母语思维的影响，“母语负迁移”现象在以英语为母语
的汉语学习者群体中屡屡发生，且有一定的规律性和同质性。研究母语负迁移有助于发现汉语学习的重难
点，指导教师更有针对性地开展汉语教学，从而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增强学生的动力和信心。过往文献
和本项研究显示，常见的母语负迁移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语音、词汇、句法、书写系统及文化背景。本
项研究将对以上五方面进行详细介绍和说明，并提供如下三点教学对策，以减轻母语负迁移对中文学习的
影响：归纳常见错误点并提供配套练习；营造“沉浸式”汉语学习环境；保持耐心并鼓励学生从错误中学
习。
【关键词】母语负迁移、汉语学习、教学对策

韩中后缀“X家”的语义研究 
金梅 ·朴兴洙   韩国外国语大学

【摘要】汉字和汉语最早在商末周初就被箕子传播到了‘朝鲜’， 汉语教学在韩半岛的历史源远流长。
作为汉字文化圈和儒家文化圈的国家，韩国对汉字、汉语和汉文化一直有较强的认同感。 韩国是大约从
公元600年开始，借用相当于汉语中高音的语音和文字。在韩语词语当中汉字词所占比例相当高， 虽然《
训民正音》（1446年）颁布之后， 韩国有了自己的文字， 汉字词的使用早己深入人心。韩语中的汉字词
大多保留唐宋时期的中古音韵， 书写上基本采用繁体字， 因此，韩国是最早接触和吸收汉字汉文化进行
汉语教育的国家。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不管是国家层面还是民间，韩国一直保持着汉语教育的传统。本
文研究的是汉语和韩语中共同使用的后缀“X家”（“X가”）的语义对比，特别是着眼于它的语义特性，
阐明意义差异为研究目的。韩中 “X家”的语义可分为同义，转移，变异的关系。笔者以类后缀“X家”
的语义特征、语用特征等方面来浅析“X家”词缀化产生的原因。韩中两国同处“汉字文化圈”之中，有
着密切的联系。第二语言的习得离不开牢固的第一语言基础。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研究已经成为一门独立的
学科，研究日益精深。各国的汉语学习者，在自身文化特点的影响下，对汉语语言的习得、难易把握、也
有着不同特点。其语言的共性及个性更有着不同于其他的特点，这为中韩语言研究提供了必要性，也为对
韩国的汉语学习者的研究提供了必要性。第一语言对第二语言的影响和干扰，所以常常会使第二语言的学
习者自觉不自觉地要以第一语言为标准来套用所学的语言，因此产生“对等”意识和偏误现象。希望中韩
共同使用的后缀“X家”的语义对比研究，对中韩之间跨语言跨文化研究的引玉之砖。
【关键词】 “X家”、类后缀、语义差异、韩国汉语学习者.

明末西班牙传教士菲律宾漳州闽南话教材古今韵母分合考辨 —以《汉语语法：漳州话语言艺术》（1620）
西班牙巴塞罗那图书馆善本为例
金美  中国厦门大学

【摘要】本文以在菲律宾马尼拉传教的西班牙道明会（又称“多明我会”）传教士撰写于1620年的教材
《汉语语法：漳州话语言艺术》（下文简称“漳州语艺”）西班牙巴塞罗那大学图书馆善本漳州闽南语为
例，对比考察今漳州话（下文简称“今漳州话”）与《广韵》音系韵母（每字所属韵摄开合等次及声调用
小字号标注于每字右下角），查考辨正明末菲律宾漳州闽南话与今闽南话韵母古今分合的历史音变遗存，
颇有启示意义． 
【关键词】 明末西班牙传教士、菲律宾漳州闽南话教材、古今韵母分合

跨语言视角下汉语结束义动词的语法化研究
景高娃  浙江外国语学院 

【摘要】本文采用共时和历时相结合的方法，对汉语结束义动词的语法化过程进行分析，并借鉴语义地图
的方法，描绘结束义动词的多功能性。事件连接功能的产生是结束义动词语法化非常重要的一环，符合类
型学结束义动词语法化的一般路径。在共时平面上，对方言中的结束义动词的关注还不足。“罢”在普通
话中已很少使用，但保留在豫北方言中，进一步虚化，并扩展出表达经历的用法。从跨方言或跨语言的角
度来看，汉语方言和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语言中的结束义动词有相似的从完结到经历的扩展路径。已见报
道的境外语言的结束义动词可以表达“以后”“已经”“完结”“接续”“过去”“完成体”等多种功能。
汉语结束义动词向完成体甚至经历体方向发展，体现了类型学的共性。
【关键词】结束义动词、多功能性、语法化、经历体

认知视域下韩国学生能性述补结构的习得研究
雷婷  中山大学 

【摘要】能性述补结构一般是指“V得/不C”结构，是汉语的一种特殊句法结构，该结构的使用条件相对
比较复杂，在韩语中没有完全相同的对应形式，因此韩国学生在使用该结构的时候常常出现各种偏误。传
统的“V得/不C”结构教学主要偏重于结构形式的描述，学习者虽然能记住能“V得/不C”的结构形式，
但是能准确理解把握并有意识地正确使用该结构的学习者却不多。本文尝试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对能性述
补结构“V得/不C”进行习得和认知研究，试图探索出能性述补结构“V得/不C”的认知加工机制，并以
此为依据帮助对外汉语教师找到更为科学有效的教学策略。
【关键词】能性述补结构、二语习得、认知研究、汉语教学

新马地区私会党的行业隐秘语
李国樑  新加坡独立民间文史研究员、民间文史顾问

【摘要】新马的华人帮会源自中国清朝的天地会，殖民地政府称之为secret society（私会党）。虽然一
些私会党员曾经回国反清，大体上私会党的本质已演变成通过武力争夺地盘，以新客与黄赌毒为主要营收
的社会罪案源头。19世纪末，新加坡私会党被令“解散”后，成立以洪门“廿一”为根基的“天地人神”
派系，行语亦趋向本土化，例如“平中”和“崩角”两大主流招纳新丁时都会“做大戏”和“布袋戏”，
急功好利的私会党老大则“去角”；私会党内部职位有426、415、49等，民间形容“08、24、369，敌
不过999（警方号码）”；一旦“风来了”最好马上把“白鱼”藏起来。此外，“开台”跑码头必须以《
五祖船》对诗，跟“水”相关的隐语甚至通俗化，成为民间方言惯用的俚语。 
【关键词】新加坡、天地会、私会党、行语

关于华文实时在线课堂互动技巧的思考
李静  范静哗博士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COVID-19的疫情导致许多青少年的学习场域从传统的同一物理空间的课堂转到虚拟空间的实时
在线课堂，实时在线教学的互动环境的改变也导致传统的师生互动条件发生了变化。当教师和学生分散在
各自的生活空间，在共享的虚拟学习空间中师生的互动与传统课堂相比，相对缺少非言语交流，这对学习
者的投入和注意保持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教师需要进行专门调整才能发挥在线教学的效果。本文从青少年
心理学的角度探讨注意力及其与在线学习的关系，进而分析在线课堂中的常见任务，并总结在线教学中的
一些互动技巧，目的在于通过形成良好师生关系、积极的学习氛围来加强课堂互动，为学习者赋能。文中
总结的互动技巧主要包括：1.激发学习动机的互动技巧，如提问、反馈、非言语交流等；2.教学过程策略
的互动技巧，如明确学习任务、设计话题以及任务导向教学等；3.差异化教学策略的互动技巧，如应用资
讯科技支持差异化教学、组织统筹课堂中的互动。
【关键词】在线课堂、非言语交流、青少年学习心理、在线互动

关于强调数量“就”的重音形式
李美京 韩国大邱大学
            
【摘要】本文主要以声学的方式针对既可强调数量多又可强调数量少的副词“就” 进行的研究。前人对
此研究已经很多如，在句法、语用、语义演变、语义指向、主观量等方面，但在韵律方面的研究却很少，
且几乎都靠语感来判断“就”是重读还是轻读。本文要对“就”的本体研究与韩汉对比研究同步进行，考
察在有无“就”的单量式结构中重音形式有何区别，还要看中国人和韩国人对“就”句子的音长和音高有
何不同。实验材料选择了《现代汉语八百词》，《现代汉语虚词词典》中的例句及自己调整的例句，一共
20个句子。实验对象为中国人3名，韩国人3名，各读三遍。分析对象一共为360（20*3*6=360）个句子，
57，600（20*160*3*6=57，600）个音节。本文要分析句中有无副词“就”的两种情况下，句中音长和
音高的不同。研究结果大体如下，第一，通过分析音长和音高来看，句中有无“就”时，重音位置有所不

同，没有“就”时，重音放在句末数量单位上，并且各音节的音长相差不大。强调少量时重音既可在“就”
上，也可在“就”后的数量单位上；强调大量时，重音放在“就”前。第二，韩国人不管副词“就”在哪
儿，一般都把重音放在数字上，有些人把它放在动词上。可见，韩国人对句中出现强调数量的副词“就”
的重音格式不太了解。第三，韩国人的每个音节音长区别不大，而重音的表现不太凸显。
【关键词】重音、 副词“就”、音长、音高

东南亚华语早期词汇发展变化研究
李权  北京师范大学

【摘要】本文以《叻报》《新国民日报》为研究对象，分别选取1917-1920（本文称之为“前期”）和
1930年前后（本文称之为“后期”）的等量本地新闻语料进行两点间的词汇比较，主要有以下两点变化：
第一，文言形式减少，白话形式增加。早期华语的语言风格可归纳为“文白相融”，即尚古的文言词和通
俗的白话词并存共用。对比前后期，文言形式有所减少，白话形式有所增加，体现出文言向白话的过渡特
点。第二，由不稳定趋于稳定。表现为如下语言事实：其一是同义形式的选择，如同素异序词，其二是异
形词的选择，包括自源和他源两类。它们均表现出前期词形丰富，且频次相近，后期出现了主要词形的变
化。以上几种变化主要受以下三种因素的影响：其一，早期国语的影响；其二，东南亚本土因素的影响；
其三，外语的影响。从“史”的角度来看，应该将共时和历时的研究思路相结合，多角度考察影响华语发
展变化的因素。
【关键词】东南亚华语、叻报、新国民日报、词汇

基于网络技术支持下韩国高校汉语教育现状
李秀彬 韩国仁荷大学/中国天津师范大学

【摘要】随着网络技术的普及，不受时空限制可以展开汉语教育。在疫情情况下，多数韩国高校采取了基
于网络技术支持下的远程汉语教育。本研究主要考察对象为20所韩国重点高校的汉语教育现状，主要考
察范围为韩国政府的官方文件、高校常用的LMS系统，K-MOOC平台、KOCW高校资源共享平台、高校
的OCW平台、高校官方网站进行了考察。考察得知，1）汉语与其他外语相比，韩国政府对汉语教育方
面的支持力度变化不大，可说明为韩国政府重视汉语教育。2）韩国高校利用LMS系统开展混合式学习以
及远程教育提高汉语课堂教学的绩效。3）通过K-MOOC管理实施策划可以看出，韩国政府重视基于网
络技术支持下的远程教育，以及远程教育有着一定的意义。本文进行了基于LMS系统支持下的汉语课堂教
学设计。LMS系统可以实现以学习者为中心的课堂教学，又可以减少教师的备课时间。基于LMS系统的汉
语课堂教学可以分为三大环节开展不同的教学活动。1）课前环节主要进行资源学习，比如：教师把教学
资源上传到LMS系统让学习者进行自学。2）课中环节可以点击远程会议（ZOOM与谷歌会议）开展远程
教育。3）课后环节利用LMS系统上的练习，考察学习者的掌握度。4)学生互动方面，LMS系统上教师创
建小组之后，不仅可以进行生生互动，还可以线上会议当中可以进行师生讨论。本文的研究工作可以为对
韩国汉语教育的信息化与汉语教学改革工作提供参考并借鉴。
【关键词】汉语教育 、系统

混合式学习模式运用于文学教学的设计与实践—以H2华文与文学小说教学为例
李志元  新加坡莱佛士书院（高中部）
张曦姗  南洋理工大学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随着数码科技的普及，课堂的教学形态及学生的学习方式也有了巨大的改变。混合式学习模式便
是其中一大教育趋势。学生在选读H2华文与文学这门课前，较少接触过文学作品，也缺乏深入分析文本
的能力。因此，如何带领学生深入分析课程中的所有作品，并教授学生分析文本的能力便成了一大教学难
点。本文试图以H2华文与文学课程下的小说教学为例，探究如何将混合式学习模式运用于文学教学上。
首先，本文将介绍研究背景与对象，并阐述新加坡混合式学习模式的概念和理论依据。接着说明运用混合
式学习模式于小说教学上的实践过程。最后，本文通过学生调查问卷、聚焦访谈及教师观察来检视教学设
计与实践的成效，再反思教学过程中所面对的挑战。
【关键词】混合式学习模式、H2华文与文学、小说教学

“年老”对新加坡华族年长病患意味着什么？—以医患门诊会话中的“年老”为例
林鼎勋   林尔嵘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摘要】在公共医院的门诊互动中，时而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一些年长患者会在话语中向医生标榜自己“
年老”的身份，如：“这么老了”、“我岁数有了”、“八十七岁了啦”等等。我们发现，这些以话语标
识自己或他人的“年老”身份不只是单纯的在传达信息。实际上，在不同的会话序列环境中，以话语标识

“年老”作为会话行为能达到不同的话语作用。以新加坡某一家医院的门诊语料为例，我们结合会话分析
（Conversation Analysis）方法与身份类属机制（Membership Categorization Device）的视角，
探讨“年老”这一身份类属在门诊互动中的作用。研究显示，一些华族年长患者会向医生标榜自己“年老”
的身份，以完成特定的话语行为，包括：一、合理化自己的病症；二、拒绝医生的医疗建议；三、辩解自
己身体功能的缺失。通过分析这些年长患者标识“年老”身份类属的互动序列及相关的会话行为，我们旨
在揭示新加坡华族年长患者对于“年老”这样一种身份标签的观念及认识，说明身份类属机制是如何搭建
起交互双方对话语的理解，也为医患沟通研究带来新的启发。
【关键词】会话分析、互动语言学、身份类属机制、年老

维吾尔语、西部裕固语颜色词文化内涵对比研究—以“黑”“白”为例
林雅琛   中央民族大学

【摘要】本文总结对比维吾尔语和西部裕固语“qɑrɑ/�ɑrɑ黑”“ɑq/ɑq白”的义项发现，两种语言“
黑色”既含褒义也含贬义，均有伟大、尊贵、有力、程度深、粗糙、无知、坏、反面的和孝服等义。但维
吾尔族接受了汉族“黑色”代表非法、秘密的认识。维吾尔族和西部裕固族都认为“白色”代表吉祥、善
良。西部裕固语“白色”可指所有奶制品和非宗教职业者，维吾尔族受到其他民族影响，借入了白色“落
后、反动”等贬义。并从社会生产实践、宗教信仰、风俗习惯三方面讨论“黑”“白”文化内涵的异同原
因。
【关键词】维吾尔语；西部裕固语；“黑”“白”颜色词；文化内涵对比

试论对外汉语教材中的拼音教学设计及拼音对教学的辅助作用—以《博雅汉语（第二版）》为例
刘迪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

【摘要】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开始学习汉语，各种对外汉语教材层出不穷。语音教学在语言学习初
期有着重要意义，对于汉语来说，拼音教学是发展其他语言技能的基础。教材是教学的依据，一些对外汉
语教材中对拼音教学的设计缺少科学性和系统性，并且没有较好的利用拼音辅助之后的技能教学。本文共
有五章，以《博雅汉语（第二版）》九册书为研究对象，分别从研究目的和意义、拼音教学设计、拼音练
习安排、拼音辅助其他语言技能教学、研究结论等方面展开论述。《博雅汉语（第二版）》总体而言在拼
音教学方面较为完善，但在发音方法教学和拼音练习方面仍可提升。本文详细分析了教材中拼音部分的优
劣利弊，希望能为其他对外汉语教材的编写完善提供思路，提高对外汉语教学的质量。
【关键词】对外汉语、拼音教学、教材设计

台湾“国语”新义新用的“杀”
刘吉力  长沙师范学院文学院  

【摘要】台湾“国语”的“杀”动形兼备，以动为主，辅以形容词用法。形容词“杀”主要有“狠/酷/低”
三个义项，各义项来源不同；历时考察“杀”，呈现由升到降的发展态势，义项由单到多再到以“低”义
为主，“杀”的发展演变有其内外部原因；对比其他多个华语社区，台湾“杀”与其形成有无之别的新生
差异。新义新用的“杀”充分体现了台湾“国语”的变异性及独特性，因此是研究其最新发展演变的典型
案例之一。
【关键词】台湾“国语”、“杀”、形容词、变异

更好地与文献对话：留学生学位论文转述结构考察与教学
刘锐  澳门大学

【摘要】学术写作中，引用是与已有研究建立联系、创建自身研究空间的重要方式（Swales， 1990）。
因此需要大量地使用诸如“某某发现/认为”、“在某某看来”这类转述结构。学术英语（EAP）研究表
明，二语学习者在掌握转述结构上存在相当的困难（Neff et al. 2003；陈建林，2011）。本研究旨在考
察汉语二语者的学位论文中转述结构的使用情况。本研究从CNKI硕士学位论文库中随机选取了13篇留学
生用汉语撰写的学位论文作为考察对象。由于引用通常集中地出现在文献综述部分，因此考察的重点放在
论文的“研究综述/研究现状/文献综述”部分。我们使用Liu & Wang（2019）的分类体系对转述结构进
行了标注。结果显示，留学生学位论文中使用最多的是过程性转述，其次是话语性转述，最少是发现性转
述、认知性转述。对比成熟写作者的论文（刘锐、黄启庆、王珊， 2021），留学生过度使用过程性转述，
而发现性转述、话语性转述的使用比例偏低。结合不同转述结构的功能来看，留学生在引用中主要关注的
是研究对象、方法，而对结论、成果、作者的观点缺乏足够的讨论和分析。此外还存在以下问题：转述语
的功能类型、种类单一；（2）转述语误用；（3）转述结构滥用，造成无意义的引用。针对这些情况，
本文提出应该对转述结构进行针对性训练，综合使用范文学习、结构控制训练、改写等练习方法，帮助二

语者理解和掌握多样化的转述手段，以提高汉语学术写作的水平。
【关键词】转述结构、学位论文、引用、学术汉语、学术写作

虚拟世界和元宇宙：汉语国际传播的应用现状和未来的可能性
卢文慧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研究生

【摘要】依托现代信息技术和互联网平台在线教育的不断发展，“互联网+”开展汉语教学受到汉语教师
与汉语学习者的共同重视，使汉语国际传播更多样化。虚拟世界是一种持久的在线计算机生成环境，在远
程物理位置的多个用户可为工作或学习进行实时交互。本文首先介绍了虚拟世界的历史发展和元宇宙的概
念。元宇宙是互联网的延伸，允许用户彼此之间以及周围的环境进行互动，包括虚拟现实（VR）和增强
现实（AR)。人工智能（AI）的使用现已成为汉语国际教育的现实。通过特别关注四个特性，虚拟世界或
元宇宙的集成网络在四个领域取得进展：沉浸式现实主义、访问和身份的普遍性、互操作性和可扩展性。
对于每个领域，当前状态和需要的发展，这些特性被认为是可行的多元核心组成部分。本文考虑虚拟空间
在当代汉语国际传播的应用现状，以及元宇宙新技术领域的影响。以当代汉语为对象，以多学科交叉为视
角，结合汉语国际传播的相关实践，虚拟世界利益相关者和开发人员之间未实现的协作，构成人类社会文
化互动的一个引人注目的领域。伴随新技术发展和教学理念变化，在虚拟世界和元宇宙视野下展望汉语国
际传播发展的新思路。
【关键词】元宇宙、虚拟世界、人工智能、汉语国际传播

东南亚华语量词历时发展调查与思考
卢月丽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摘要】本文以东南亚华语为对象，以“史”的眼光观察东南亚华语中量词的历时发展面貌，最终按照“
史”的范式形成比较完整的表述，试图从一些具体的方面展现东南亚华语发展演变的内容及过程。文中把
东南亚华语量词的发展归纳为以下三种模式：上扬式、下行式及曲折式。在对上述语言事实考察与梳理的
基础上，文中得出以下两点认识：其一，东南亚华语量词的发展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其发展不止一种模
式，而是三种交织在一起；其二，华语量词发展演变的原因既有方言、英语的影响，又有其作为祖语具有
保守性的制约。
【关键词】东南亚华语、量词、祖语、历时研究

浅谈国际汉语教学中的跨文化理解 ―以在日教学实践为例
路浩宇  日本关西学院   
陈碧强  中国山东曲阜师范大学

【摘要】笔者以自己在日本大学试行的两次以“友谊”和“孝道”为主题的汉语口语教学实践为例，通过
学习者对“友谊”和“孝道”为主题所作的口头发表，在提升口语表达能力的同时，引导学生了解中国的
文化与哲学思想。通过观察学习者对“友谊”和“孝道”话题的口语课的参与情况，我们发现日本学生对
友谊话题的兴趣更浓厚，对友谊的理解比孝道更深，对友谊价值的认同大于对孝道的认同。日本是原子化
社会，由于个人本位思想在日本的盛行，学生对于跟自己关联紧密的同时代事物表现出更大兴趣。孝道涉
及两代人或三代人之间的关系，复杂程度远大于友谊，故不太容易引起在“核心家庭”的时代背景下成长
起来的当代日本大学生的同情与理解。由此可见，任何一种观念都与它的历史和人文环境有关，是传统延
续和社会生活的产物。由于“孝”涉及到代际关系，日本学生对“孝”的认识相对浅薄，往往是泛泛而谈。
由此引出对教学目标的思考：一，国际汉语教学不应仅仅停留在“术”的层面，而应在锻炼学习者基础能
力的前提下，上升到对学习者的人文关怀与灵性启迪的大道上来。二，知识传授与文化交流是两个层面的
问题，知识传授是无条件性的，而文化之间的融合是有选择性的。国际汉语教学需要在尊重文化多样性的
前提下进行。
【关键词】国际汉语教学、友谊 孝道、人文关怀
  

怒苏语多义词的文化内涵
罗自群  中央民族大学

【摘要】怒苏语是生活在中国云南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福贡县的怒族怒苏支系说的一种语言，属于汉藏语系
藏缅语族彝语支。怒苏语词汇，按照义项来分，有单义词和多义词两类。本文重点从多义词这一方面来分
析怒苏语词汇所体现的文化内涵，通过与汉语、藏缅语族其他语言的比较，来说明怒苏语词汇文化内涵的
特点。文中所用的怒苏语词汇都是来自本人田野调查获取的第一手语料。一、怒苏语多义词的类型：如果
以汉语为参照点，怒苏语中存在一些多义词——一个怒苏语的词，可以有两个及以上的汉语词语和它相对
应。既然是多义词，语音相同，语义相关。根据词性，可以把怒苏语多义词分为两类：1、词性相同的，

2、词性不同的。（一）怒苏语词性相同的多义词  怒苏语词性相同的多义词比较常见的是名词、形容词
和动词。（二）怒苏语词性不同的多义词  怒苏语词性不同的多义词，比较常见的是一个多义词具有两种
不同的词性，当然，也有一部分多义词不止两种词性。二、怒苏语多义词的文化内涵：我们把怒苏语词性
相同的多义词看做是静态相关，而把词性不同的多义词看做动态相关。和汉语比，和汉族比，使用怒苏语
的怒苏人和汉族在认知上存在着诸多差异，汉语的表达显得更精细一些，而怒苏语则比较笼统一些。怒苏
语多义词的这种特点，充分体现了怒苏语的文化内涵。
【关键词】怒苏语 、多义词、文化内涵

汉语二语者书面产出词汇多样性的文本长度效应研究
马庆 北京语言大学

【摘要】词汇多样性是二语表达能力的重要标志，是计算机自动作文评分的重要采集变量，但是词汇多样
性测量指标与文本长度之间存在复杂的关系。本研究从2010年4月HSK写作考试的实测大数据中选取154
份语料，重点探究了汉语二语者书面产出词汇多样性与其文本长度的关系。结果发现：（1）词种数、
TTR、Root TTR 、Log TTR等8个测量指标可作为词汇多样性测量的有效参量，但通过相关分析结果可以
看出，当文本长度过短的时候，很难反映出词汇多样性与作文成绩之间的关系；（2）8个测量指标均存
在文本长度效应，其中MATTR受文本长度的影响较小；其余7个测量指标随着文本长度的变化整体呈现出
线性的变化趋势；（3）当文本长度在60至100词范围内时，除MATTR外，相同文本长度下的LD值均存在
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关键词】词汇多样性测量、文本长度、语言产出、作文自动评分

西南官话中古非晓组字混读的声学考察—以四川中江为例
饶冬梅   西华大学

【摘要】古非晓组字的混读在西南官话中较为常见[1][2]。西南四省（四川、云南、湖南、湖北）方言中
非晓组字的混读主要体现为八种类型（见表1）。本文以四川中江方言的古非晓组字今读作为深度调查对
象（前人调查结果为Type2类型[2][3]），选择10位年龄在55-65岁区间的发音人（男女各5），得到约
9000个语音材料，提取擦音中段20ms的谱重心CoG（Center of Gravity）和标准差SD(Standard 
Deviation)两个参数[4][5]，从声学和感知两个角度考察了四川湘语中非晓组字混读（merger）以及语
音性变读（phonetics variation）的原因[6][7]：非晓组字的混读，跟[f]/[xu]发音的相似性以及感知混
淆有关，和语言接触也有密切关系。四川湘语受强势方言（Type 1）及普通话影响，混读规律出现例外
之外的字有所增多，混读的条件也逐渐走向单一化。
【关键词】四川湘语、混读、语音变读、语言接触

河北方言的“去分阴阳”现象
桑宇红  白茹 河北师范大学 

【摘要】学界对河北地区保定、唐山、秦皇岛地区冀鲁官话保唐片轻声前去分阴阳的现象已有报道，较早
应是《昌黎方言志》（1960），后有李思敬（1995）对宁河方言，接着田静（2007）、刘克龙（2010）对
唐县，后又有郑莉（2014/2019）、白茹（2016）、曹庆改（2018）、李仕颖（2019）、尹凯（2020）等
分别报道了与保定毗邻的石家庄的深泽、无极、辛集及衡水部分地区安平、饶阳也存在“去分阴阳”的现
象。河北方言去分阴阳具体表现为：（1）在单字调层面可以区分阴阳去，如无极和深泽；（2）在连读层面
区分阴阳去；主要分布于保定地区的曲阳、定州、唐县三个县市；（3）仅在轻声前连读时区分阴阳去，
主要分布于保定及石家庄、衡水部分毗邻保定的地区。
【关键词】河北方言、去分阴阳、连调及轻声、保唐片

课例研究：放声思考在阅读教学中的策略与设计
盛丽春、韩爱玲、幸锦龙 、胡晓苏  四德女子中心
张曦姗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为了提高学生在阅读理解、感悟欣赏及延伸拓展方面的能力，本校研究团队通过放声思考阅读策
略(Think Aloud Strategy)进行有系统、有针对性的阅读教学。放声思考策略是将个人内在的无声思考，
用口语表达的方式，将心中所思考的内容说出来。老师能借此了解学生的思维过程并加以引导纠正。放声
思考方式是展示思考能力的有效方法，让思维可视化，同时也能训练学生的口语表达能力。本研究以79
名中二高华学生作为研究对象展开三轮的课例研究。本文首先从研究背景、研究对象和研究目的做一个整
体介绍；接着阐明理论依据和相关概念；再具体介绍整个研究的教学实践过程。研究结束后，通过调查问
卷、教师观察以及学生反馈进行分析，最后再反思教学过程中所面对的难题与挑战。

【关键词】课例研究、放声思考、阅读教学

“洪武赶散”与苏北江淮官话
石绍浪  北京语言大学

【摘要】“洪武赶散”是指明初苏南向苏北平原一次大规模移民，虽然正史没有确切记载，但在苏北民间
普遍流传。苏北江淮官话入声韵有一个较为独特的特征，曾梗摄一二等帮组字读圆唇后元音韵母，并与通
摄合并，其分布与“洪武赶散”的移民范围基本吻合。比较发现，苏北江淮官话的这个音变应是源于苏州
移民的影响。今苏北江淮官话入声韵类突破中古韵摄的格局，发生了简化，也可能是明初苏州方言在苏北
扩散的结果。余论认为，在分析江淮官话与吴语关系时，不能只局限于“同源”的角度，还应考虑明初苏
州苏州方言在苏北的扩散。
【关键词】“洪武赶散”、苏州方言、苏北方言、江淮官话、入声韵

德国语言学家加布伦兹及其《汉文经纬》研究
宋楠  德国国际合作署中德合作中心； 波恩东亚研究院chinnotopia中国论坛

【摘要】本论文第一章介绍了与乔治·加布伦兹有关的史实，包括十七到十九世纪西方汉学的兴起、独立
与发展、加布伦兹家族史和乔治·加布伦兹的汉学之路。 第二章到第四章将《汉文经纬》拆分为“汉语
基本面貌”、“分析系统”和“综合系统”研读与解析，完整展现加布伦兹的语法思想和其构建的古代汉
语语法体系。论文的第五章和第六章，分别探讨了加布伦兹在西方近代语言学历史上所起的作用，以及对
汉语语法思想史的影响、突破和超越。同时在论文结语部分，讨论了中外语言学界对于《汉文经纬》一书
不甚明晰的几个问题。
【关键词】加布伦兹  《汉文经纬》

华文作为第二语言新闻听读教学的文献综述
孙晓颖   张丽妹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新闻听读教学在华文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中更是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本文回顾和介绍了
2001-2021年二十年间华文作为第二语言新闻教学的相关研究，文献主要来源于中国知网 (CNKI) 和Web 
of Science等数据库。本研究的文献综述主要围绕四个研究问题：第一，华文作为第二语言新闻听读教
学的目标有哪些？第二，华文作为第二语言新闻听读教学的原则是什么？第三，华文作为第二语言新闻听
读教学的难点有哪些？第四，华文作为第二语言新闻听读教学的教学策略和方法有哪些？最后，本文结合
新的时代背景提出了华文作为第二语言新闻听读教学的优化建议。本研究的成果和发现对华文作为第二语
言新闻听读教学具有良好的指导意义，同时也为华文第二语言新闻听读教学法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和指引。
【关键词】华文作为第二语言、新闻听读教学、教学目标和原则、教学难点、教学方法 

乙圩壮语多功能语素te∶ŋ1

覃薇  中央民族大学 

【摘要】本文对乙圩村壮语“遭受”义语素“te∶ŋ1”进行全面的调查描写，并刻画出“遭受”义语素
“te∶ŋ1”功能的整体面貌。对“遭受”义语素部分语法功能的语法化过程进行探讨，归纳出其语法化的
路径和机制，为学界了解乙圩壮语“遭受”义语素功能的语法面貌和特征提供新的材料。乙圩壮语的“遭
受”义语素“te∶ŋ1”呈现出多功能性，具备了十三种功能：①“触碰”义动词；②“对、中、合”义动
词；③“遭受”义动词；④“需要、用”义动词；⑤被动标记；⑥“对”义形容词；⑦“致使”义动词；
⑧情态助动词；⑨结果补语；⑩程度/状态补语；⑪“到、轮到”义动词；⑫副词；⑬假设连词。其中，
本文调查到了“遭受”义语素“te∶ŋ1”以往没有被调查描写到的功能为：①程度/状态补语；②“到、
轮到”义动词；③副词；④假设连词。
【关键词】乙圩村、壮语、“遭受”义

祁东湘语多功能词“落”的语义演变与主观化
谭丽亚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西南林业大学外国语学院
陈海宏  云南民族大学民族文化学院

【摘要】湖南祁东湘语多功能词“落”的用法比较特殊，其语义演变属于通过增加新义而产生的多义模式，
它的多个义项在语义上有一定的关联，或直接关联，如“落”作实义动词时的多种语义；或间接关联，如
前加准词缀型小称标记“落”可能是由实义动词“落”的“降生”、“遗留在后面”等义隐喻而来的。“

落”在祁东湘语中还可以重叠，在语义和语用表达上带有一定的感情色彩，可表达说话者对命题的多种主
观态度。祁东湘语“落”语义演变的认知机制主要有类推（隐喻与之相关)、重新分析（转喻与之相关）和
主观化（褒化、贬化与之相关)等等。
【关键词】祁东湘语、“落”、多功能、语义演变、主观化

论析新加坡华人华语及身份认同的变迁
谭国勇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身份认同的建构在国家及其国家层面下的政治、经济及社会发展上有着深远的影响。它可以使人
认可该国家在政治经济及社会层面上的立场及政策，也可以让人民在某种程度上产生了归属感。教育是建
构身份认同的其中一环。据王赓武教授与陈庆文教授所示，新加坡华人身份认同，是最没有代表性，后者
则认为身份认同是有目的性地建构出来的。由此说明了新加坡华人身份认同正等待人们来填补。也正是如
此，新加坡政府通过不同媒介，包括教育政策等手段来灌输和建构自身倾向的华族身份认同，即倾向于文
化上的认同。本文尝试通过1979年讲华语运动及新加坡教育部历来的教育改革报告书，来了解其倾向和
期许。1979年讲华语运动，主要目的是要整合新加坡华族各方言群体。当时，新加坡华人社会有多达12
个华人方言群体，拥有一个共同的语言：华语，促进他们之间的沟通，减少之间的纷争，团结一致。这有
利于营造及实施双语教育政策的大环境，从中促进经济发展。然而，时间的推移，讲英语家庭的增加，使
得讲华语运动有了新的使命，即提升人们对华文的认识。新加坡教育部在报告书中所倡导的文化认识，倾
向于应对华族内部压力和需要。这回应了陈庆文认为华人身份认同是人造的说法。与此同时，随着华人移
民的移入，他们所带来的文化是否再次在原有身份认同上融合或产生分歧，则是未知数。这将会直接或间
接影响新加坡华文华语以及教育发展的走向。
【关键词】新加坡、华人华语、身份认同、教育

新加坡高中文学教学提问策略的探讨— QUILT框架下的教学设计与实践
唐佑彬   潘旭    李俊贤    郝德奕 淡马锡初级学院
张曦姗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在华文文学课堂上，设计优质问题能引导学生进行品读和鉴赏。因此，本研究以主修H2CLL的
61名学生为研究对象，探讨基于QUILT提问框架激发学生学习兴趣与提升学生思维能力的课堂教学模式。
本文首先介绍研究的背景、对象及方法，阐述基于QUILT提问框架的教学理念与理论依据；接着以现代小
说、诗歌、戏剧以及文言文为例，介绍如何基于QUILT的提问框架设计不同类型的问题的提问策略；本文
也根据学生的课堂反应，探讨了QUILT提问框架下不同文学作品教学的几种提问策略和问题设计类型，在
体现以学习者为中心、加强师生互动和凝聚同侪间学习力量等方面的成效。本论文最后将通过前后测的数
据对比分析、学生反馈、教师观察和学生产出检视教学设计的实施成效。
【关键词】文学教学 、提问策略、 QUILT框架、教学设计

楚辞“羌”字句与湘西凤凰方言ʧʰɑ13字句 比较研究
田晓黎  中央民族大学

【摘要】楚辞里的“羌” ，自东汉王逸注释后的1800多年来 ，众多研究者引经据典， 却始终没有确解。
《楚辞》的“羌”字是否有田野遗存？在湖南湘西凤凰方言中存在极具特 色的ʧʰɑ13 1字句。本文从凤凰
方言ʧʰɑ13字句的田野记音开始，逐条分析，总结规律，再与《楚 辞》16 处“羌”字句进行对比研究，
结果显现，凤凰方言ʧʰɑ13字句基本传承着《楚辞》“羌” 字句的语义。 
【关键词】《楚辞》  羌

国际中文学习软件的大型网络游戏化
汪歆玥  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   

【摘要】汉语学习时间长的特点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二语学习者的热情，而当下飞速发展的大型网络游戏新
颖有趣，常令人沉迷。修坝不如引流，把学生们对汉文化和网络游戏的双重兴趣融入到汉语学习的全过程，
将有助于培养学习者持续性的学习兴趣。本研究分析了当下常用汉语学习软件中的游戏模式，结合现有网
络游戏的汉元素部分，提出了将汉语学习软件大型网络游戏化的具体设想。持续化：脱胎于传统的孤立小
游戏，将累计的学习成果作为升级模式，合理地穿插各类支线任务。系统化：学习者通过注册账号建立个
人学习档案，学习任务既包括集体学习，也包括多种自学形式。针对性：以学习者的需求为导向，提供相
应的实用汉语知识。灵活性：及时更新，高度重视用户反馈。允许教师使用游戏程序和知识库，以方便与
线下教学配合使用。
【关键词 】汉语国际教育、学习软件、网络游戏、学习兴趣

“ 打（타）”字的韩国汉字音形成过程考察
王 浩  四川轻化工大学人文学院  

【摘要】“打”字，在《广韵》中有两个读音，都是阳声韵，一个是梗摄、梗韵，开口二等，上声，端母
“德冷切”；另一个是梗摄、迥韵，开口四等，上声，端母“都挺切”。但是在韩国汉字音中，“打”字
读阴声韵타[t�ɑ]。本文从历史语言学和语言接触的角度出发，认为中世韩汉音（15-16世纪）中存在的
타[t�ɑ]和뎍[tiək]这两种读音，其形成主要是中国的影响，由“德冷切”和“都挺切”两种读法，平行
发展而来，“德冷切”变成了“都瓦切”直接影响了타读音的形成；“都挺切”本来是阳声韵，在传入韩
国以后，其阳声韵尾[ŋ]变成了入声韵[k]，实现了“阳入对转”，从而形成了뎍的读音。近代以后，随着
日语词向韩语的大量涌入，“打”字的日语唐音だ[da]与韩汉音中타读 音的高度相似性，使得타读音在
与뎍读音的竞争中，取得了最终的胜利。

汉语方言亲属称谓中的音变
王红娟  山东师范大学  

【摘要】亲属称谓是方言词汇中重要的一类，我们在考察方言间的词汇差异时，亲属称谓往往是重要的参
照项，如《汉语方言地图集 词汇卷》共有203条词汇图，其中涉及亲属谓的就有“爷爷、奶奶、外祖父”
等14条。在对汉语各方言中的亲属称谓进行梳理时发现，汉语方言的亲属称谓中普遍存在音变现象。比
如，山西运城的“弟”，单字音为“ti33”，但在“兄弟”一词中读音变为“thi33”。本文的音变的含
义是指：1.某个字或某类字在称谓词中的读音与其他情况中的读音不同。2.某个字或某类字在称谓词中的
读音于古今演变规律不合。本文讨论的方言亲属称谓中的音变类型主要有以下三种：个别音变、系统音变、
别义音变。
【关键词】汉语方言、 亲属称谓、 音变

乡村振兴背景下民族地区发挥语言经济效能路径的再探讨—基于西藏自治区林芝市M县的个案研究
王娟  陕西师范大学

【摘要】语言能力是重要的人力资本，语言经济效能是语言的重要社会效能，语言扶贫工作作为中国贫困
治理体系的有机构成，在国家脱贫攻坚的重要阶段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
后，民族地区的语言文字工作在扶持对象、政策范围和顶层设计方面也相应需要作出一定的调整。本文试
图在乡村振兴背景下进一步探讨如何继续发挥语言经济效能的路径。
【关键词】乡村振兴、语言扶贫、民族地区

四川方言的音系特征和两个历史层次
王倩  周及徐  四川师范大学

【摘要】 以往的四川方言研究认为，现代四川方言皆为明清时期的“湖广填四川”所带来。我们在近十
年的时间里，在四川作了广泛的方言田野调查。根据实地调查材料，我们提出新的观点：在四川省的岷江、
嘉陵江流域分布着两种不同的官话方言：嘉陵江流域分布着以成都话为代表的以“入归阳平”为特征的西
南官话方言，这是明清湖广移民带来的；岷江流域分布着以大邑话、宜宾话为代表的有独立的入声调的官
话方言，这是明代以前的四川本地方言的后裔。二者分属不同的方言层次而共存于今天的四川。本文以
2019年出版的《岷江流域方音字汇——“20世纪四川方音大系”之一》中语音材料为据，借助实验语音
学方法对成都话与大邑话、宜宾话作音系整理、以Praat软件绘制其声学元音图、声调曲线图，分析其在
音系上的规律性语音差别，说明今天的四川方言不仅具有以成都话为代表的湖广话语音类型，还有更为古
老的另一方言层次——这个音系今天仍具有入声独立、果摄一等字读为-u、麻三精见组读-i、模韵字读为-o
等语音特征。这些语音特征与成都话的湖广话语音类型有明显的差别，独立于成渝片西南官话而存在。 因
此，现代四川方言分为本地和外来两个层次：本地层次叫“南路话”，外来层次叫“湖广话”。
【关键词】四川方言、岷江流域、成都话、大邑话、宜宾话、方言音系

保定方言两字组连读变调及其若干问题
王帅臣  华北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 

在对河北省保定市下辖的24个县市区进行方言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展开本文的分析。首先描写清苑区的
两字组前字连读变调情况，以便对保定核心区域的变调情况有所了解。其次，介绍保定方言中的阴平变调、
阳平变调、上声变调、去声变调的地理分布、调值表现、调类分布等基本情况。再次，重点讨论上声变调
和去声变调。上声变调后的调值情况有一定序列性：一种是前字变调后与本声调系统的阴平接近或合流；

一种是前字变调后与本声调系统的阳平接近或合流。上声变调既有类型学上的原因，也有历史因素在起作
用。去声变调有一类和轻声有关。

西宁方言持续体标记“着”
魏萌  中央民族大学

【摘要】汉语西宁方言的体标记“着”主要表达持续体的语法意义。除单独使用，方言中“着”常与起始
体标记“上”、完成体标记“下/了”等其他体标记叠用。由此，西宁方言的持续体标记“着”多构成
“V着V”、“V着C”或“V着＋从句”三种结构。西宁方言持续体标记“着”常与起始体标记“上”、
完成体标记“下/了”等叠用，且均处于其他体标记之后，即动词后第二位置。叠用中，“着”仍表达持
续体的语法意义，其语义与前一体标记层层套叠，具有一定顺承关系。如与起始体标记“上”叠用时，“
上”的语义指向前面的谓语动词，构成“V＋上”结构；“着”的语义则指向“V＋上”这一整体，表达
动作行为开始并将进一步持续的状态，“着”具有一定未完整体范畴义。“V＋上＋着”结构还可续接其
他动词或补语成分，构成“V＋上＋着＋V”结构。此外，西宁方言持续体标记“着”常以“V＋着＋C”
形式用于述补结构谓语句中。其中，C可为程度、情态、结果、数量等多种类型补语，形式上可由单个形
容词或副词、数量或偏正短语及主谓结构充当。语义层面，“V着＋C”由“V着”与C两个时间过程构
成，C主要由“V着”引发或伴随，即两个过程包含一定的逻辑因果关系，这种关系可以是显性的也可以
隐性的。除构成“V着V”、“V着C”和“V着＋从句”结构外，持续体标记“着”还可用于西宁方言的
存现句和“的字结构”中，其用法具有一定独特性。
【关键词】西宁方言、着、持续体标记

“口”的比较词义探索
吴宝安  湖北大学文学院 

【摘要】“口”这一概念在汉语中主要有“口、嘴”两个词，根据它在汉语、汉语方言以及其他语言中的
用法，我们整理出了12组与“口”有关的共同引申，这些共同引申都可以通过“转喻”和“隐喻”来解
释。 基于转喻的共同引申有7条，如： 与言语功能相关，“口”引申出“说话、话语”义。与饮食功能
相关，“口”引申出“口味”“人口”义。与临近部位相关，“口”引申出“脸、鼻、咽”“口部饰物”
义。基于隐喻的共同引申有5条，如：与形状、位置都相似，“口”引申出“容器等器物通外面的地方”
和“出入的通道”义。与形状相似，“口”引申出“（山谷、水道等）大的豁口”“突出的部分；尖儿”。
这12组共同的词义引申在汉语、汉语方言以及英语、俄语、西班牙语、日语、泰语、印度尼西亚语、壮
语等语言中都以共词的方式出现，因此，我们可以将其看作是“口”在语言中的共同演变模式。
【关键词】“口”  比较词义 、共同演变

新加坡中学华文快捷课程后进生
语文学习的挑战和独立学习能力的培养
吴宝发  张曦姗  周淑君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后进生学习一直是教育工作者关注的课题，新加坡教师也不例外。后进生学习问题复杂，包括语
文基础薄弱；个人学习态度不良；缺乏独立与迁移的学习能力；课堂教与学方法不当等。本文立足于本地
一所中学的校本研究，借助文献研究法、问卷调查法与观察法，对中二快捷班24位后进生的学习特点进
行梳理，由此作出为期六个月对3个单元的教学调整的尝试，旨在分析后进生在课堂中语文学习的挑战以
及探索他们独立学习能力的培养。本研究对2021年新教材篇章里的语文技能做一次系统性的梳理，在课
堂阅读理解教学时，强调对文章理解的元认知策略之字义层次、逻辑层次、概念层次的教学，调动学生的
元认知，以弥补学生因语文基础薄弱带来的教与学问题。
【关键词】华文快捷课程 、后进生、中学新教材、元认知

中韩跨国婚姻家庭双语学习和使用状况及问题研究
吴思敏  闽南师范大学

【摘要】近年来，中韩跨国婚姻家庭日益增多。据统计，来自中国的在韩结婚移民总数在2019年已接近
20万人。中韩跨国婚姻家庭既有别于传统华侨家庭，又有别于普通韩国家庭，在语言文化上具有特殊性。
本研究以在韩中韩跨国婚姻家庭为研究对象，对其双语学习和使用状况展开调研，并针对其问题提出解决
方案。研究分三部分进行：第一部分利用文献分析法整理并分析韩国政府对多文化家庭的政策及多文化家
庭支援中心的相关资料。第二部分利用问卷法、访谈法与参与观察法对中韩跨国婚姻家庭进行相关数据采
集，并对数据进行定量与定性分析，多维度考察多种因子对语言的影响以及因子之间的相互作用及其与内
部、外部环境的交互关系，全面把握中韩跨国婚姻家庭双语学习和使用的特点及问题。第三部分综合考虑

调研结果，针对中韩跨国婚姻家庭双语学习和使用的问题和需求，从内部（中韩跨国婚姻家庭自身）和外
部（社会机构与教育部门）提出解决方案。本研究不仅可为中韩跨国婚姻家庭双语教育提供理论基础和实
践方案，还为以其为对象的双语教材及教学资源提供理论依据，为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跨国婚姻家庭双语教
育研究提供参考。
【关键词】中韩跨国婚姻家庭、双语教育、调研、解决方案

实践与反思：国际中文教学与信息通讯技术之运用
夏雪  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

【摘要】随着教育技术的发展，如何善用信息通讯技术（ICT）来服务于教学，实现以“学生为中心”的
教学实践，成为当今教育研究的热点。在国际中文教学领域，我们也面临着如何有效地将ICT运用于课堂
教学和学生学习的问题。本文即以此为出发点，在现代教育理论的基础上，以新加坡国际学校的非汉语母
语学生为研究对象，结合IB华文课程中的一个主题单元，从课件设计及课堂教学反馈等方面对ICT在国际
中文教育中的实践情况进行探索性研究，总结ICT辅助中文教学的几个原则：包括设计ICT要以学生学习
需求为核心，ICT的课堂使用应避免“喧宾夺主”，并反思教师在ICT运用中的作用，以期对新技术下的
国际中文教学发展提供参考。
【关键词】 ICT、 国际中文、课件设计、课堂实践

The Brief Analysis of Japanese Culture's Absorp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ulture
Hui Xu   Maca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bstract: Cultural exchanges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have a history of nearly 2,000 years. The fine tradi-
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ulture have exerted great influence on almost every aspect of Japanese 
life, such as architecture, clothing and so on. At the same time, Japanese culture has made a series of 
cultural innovations and developments according to its own national conditions while absorbing Chinese 
culture for reference. Starting with the reasons why Japan absorbed Chinese culture and analyzing the 
exchanges between Japan and China from 1972 to 2011, this paper analyzes and concludes that the similar 
cultural background of the two countries is the basic reason for Japan to better learn from Chinese culture. 
Finally, this paper expounds and analyzes Japan's absorp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ulture from 
three aspects: religion, ideology and diet. It is concluded that Japanese culture originated from Chinese 
culture, and before the Tang Dynasty, Chinese culture had the greatest influence on Japanese culture; after 
the Tang Dynasty， Japan began to have a real culture, but it was still influenced by Chinese culture.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and improvement of its own culture, it finally formed its own unique style. 
Key Words: Japanese culture; Chinese culture; Absorb; 

港式中文词汇与普通话的隐性差异
徐涵韬  北京师范大学

【摘要】“隐性差异”的概念及思想适用于全球华语对比研究，文章立足于此，讨论港式中文词汇与普通
话的隐性差异，首先以量词“枚”、动词“怀疑”以及名词“论调”为例，分析其在概念义、语法义、色
彩义等方面的表现；然后举例说明了隐性差异的三种存在形式，即有无之别、大小之别和程度之别，并指
出三者之间联系密切，不能孤立讨论；最后，文章认为未来研究应增强对华语隐性差异的考察分析，拓展
隐性差异的研究内容、语体范围及比较对象。
【关键词】隐性差异、词汇、港式中文、普通话

基本核心词词义的跨语言表现与特点—以61种语言为例
许可  冉启斌 南开大学

【摘要】本文建立了61种语言60个基本核心词词义数据库，从跨语言角度对其进行了细致考察。数据库
中共有义项约11440个，平均每词义项略超3个，最多达21个。平均义项数方面，动词最多，形容词其次，
名词、否定副词随后，数词、代词最少。义项数可能受词与外部世界的关联性、在词汇系统中的基本性以
及概念本身模糊性的影响。对词义引申深度赋值后，看到动词、形容词、名词的词义引申能力分较高，各
词的平均义项数与该分排名不一致。语言、词类对义项数量、引申能力分影响显著。通过网络图谱对词义
进行聚类分析和可视化分析后，基本核心词被分为10类，词类对聚类有影响。动、名、上形成较大词团。
名词[±指人][±身体部位]，形容词[±积极/消极]等特征会使词类内部形成关系更紧密的小类。图谱中，
hand连接动词和身体部位名词；head连接身体部位名词和指人类名词；man连接指人名词与褒义形容
词；one连接指人名词和数词；die、sleep等词连接动词和形容词等。

【关键词】基本核心词、词义引申、数据库、】可视化

冰墩墩的启示：中华文化符号海外传播的机遇与挑战
许琳皎  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

【摘要】北京2022年冬奥会吉祥物“冰墩墩”在国内外社交平台的爆红引起各界讨论。作为一种文化符
号，“冰墩墩”兼具多重内涵，承载着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功能。“冰墩墩”成为“顶流”，不仅
展现了中华文化强大的感召力，也为中华文化符号的海外传播提供了新思考。本研究基于符号学理论，从
视觉和语言两个维度分析符号传播的特点，挖掘“冰墩墩热”的深层原因，并从中得出中华文化符号海外
传播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基于此，笔者从符号传播的原则、内容和方式三方面提出了建议，即：调整传播
心态，着眼他者视角；加强内容设计，挖掘文化内涵；充分利用互联网媒介，引发情感共鸣。以期为中华
文化符号的海外传播提供借鉴，丰富中国文化传播领域的研究成果。
【关键词】中华文化符号、海外传播、文化传播、冰墩墩

韩国国民教育体系中汉语教育的发展与创新
许培新  山东大学

【摘要】本论文结合中韩两国历代交流的传统以及现代社会发展的趋势，在追溯韩国汉语教育发展历程的
基础上，重点考察自中韩建交以来韩国汉语教育的发展脉络，重点梳理并分析韩国国民教育体系中，大、
中小学不同层次汉语教育的发展情况以及出现的问题，总结韩国国民教育体系中汉语教育的主要特点；当
今国际大变局和新态势下，汉语教育发展面临着新情况、新问题，韩国国民教育体系中的汉语教育和学习
也在发生变化。因此基于教育理念升级、教学思路转型与教学模式创新，提出了加强韩国大、中小学汉语
教育的实践性、针对性，以及韩国汉语教育内涵式发展多元化路径的对策和建议。 
【关键词】韩国汉语教育、国民教育体系、内涵式发展

 
13—19世纪朝鲜半岛汉语教学对当代汉语国际教育的启示
许润芳  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

【摘要】朝鲜半岛有悠久的汉语学习历史，从以汉字为本、重视书面语学习到文言并重、对政治商务风俗
文化等不同领域进行全面了解，其汉语学习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汉学界人才辈出，促进了对中国制度、文
化的内化吸收及其本民族政治经济文化的进步。其中，国家层面的空前重视、语言政策的有力支持是不能
忽略的因素。目前流传的朝鲜半岛汉语教科书集中于13-19世纪，恰是两国政局革新、关系进一步密切的
时期，此类教材是今日研究两国历史上人文交往、不同时期汉语口语面貌、汉语教学法种类及影响、汉语
国际教育在半岛发展历程的宝鉴，本文以该时期《老乞大》《朴通事》《学清》等代表性汉语口语教材为
主要研究对象，结合韵书、字书及辞书类汉语书面语教材、《朝天录》《燕行录》与《朝鲜王朝实录》等
官方历史记载为佐证，共时对比同时期中国韵书。探讨官学、私学、司译院、承文院、译学院、质正官等
部门和职务发挥的历史作用，总结该时期朝鲜半岛汉语教学的优点和不足，力求为当代汉语国际教育汉语
人才培养、汉语教材编写、汉语教学法选择和语言政策制定提供一定的参考意义。
【关键词】朝鲜半岛、汉语国际教育、教学法、语言政策

语言赋能：乡村振兴多模态话语战略构建
杨城  浙江大学 

【摘要】语言是促进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乡村振兴中的每一步都离不开语言的力量。研究中首先依托多
模态话语分析综合框架，对余杭、桐庐、淳安三个乡村振兴示范地区的宣传片视频进行分析，总结其文化
、语境、内容、表达四个层面的多模态体现。其次依托质化分析的扎根理论方法，构建语言赋能乡村振兴
的战略模型，在组织、社会、个体三个层面探索赋能方向。最后，基于话语分析和战略模型提出未来语言
赋能乡村振兴的提升路径。研究发现，三个地区的多模态话语具有典型的区域特色，语言赋能乡村振兴需
要凝聚自上而下的多方力量，而国际化视角、内容的精准筹划、赋能视角的联动共振则是未来乡村振兴话
语努力的方向。
【关键词】乡村振兴、语言赋能、多模态、话语分析、战略模型

A Study on the Chinese Classroom of Foreign Students in the Epidemic Period Based on the Inter-
active Perspective
Haifeng Yang1,Daqian He2, Zhuoda Yang3

1. Center for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Wuh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Wuhan， 

2.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Wuh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Wuhan，
3. School of Chinese Studies and Cultural Exchange,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Abstract: Interaction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s affecting the result of online Chinese class teaching. 
By utilizing the method of questionnaire analysis, error analysis and document analysis， this paper selected 
200 international students from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Cultural Exchange of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of Wuh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of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as samples for investigation, including 94 undergraduates, 60 master 
students and 46 doctoral students. Among them, namely 86 in primary stage, 64 in intermediate stage and 
50 in advanced stage based on their HSK marks. The majority are from Asia (45%) and Europe (25%), the 
rest are from Africa (15%), America (10%) and Oceania (5%). This paper finds that the existing interactive 
methods of them include online conference platform, course live-streaming platform and video live-streaming 
platform. 
When using these platforms, we find there are some advantages of them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remote 
Chinese learning: They are convenient for students to preview and review before and after class, and they are 
helpful for the sharing of Chinese learning resources. However, we also find that there are some disadvantag-
es in teacher-student interaction and student-student interaction on these platforms, such as the lack of learn-
ing atmosphere (58% participants agreed) and the unwillingness of turning on the camera and micro-
phone(76% participants agreed). We think the factors causing these problems mainly include external and 
internal factors of teaching. The external factors include the factors of network connection, time difference, 
studying platform and studying resource allocation. The internal factor of Chinese teachers is that they are not 
adapted to the new way of online teaching, which makes them unable to carry out innovative design of class-
room interaction, and still choose the traditional teaching method (66% participants agreed). The internal 
factor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on the one hand, they lack online learning experience, so it is difficult to cope 
with some new challenges in teaching interaction practice. On the other hand, international students must 
overcome certain psychological factors in the interaction process of online Chinese classroom, among which 
anxiety and avoidance are the most prominent (80% participants agreed).
In conclusion, Chinese teachers can improve the interactive effect of online teaching through rational use of 
learning platform, effective allocation of learning resources and innovation of class interaction mode. Before 
teaching, teachers should inform students in advance of the selection of learning platform, registration, login, 
using process and a series of related matters. During the teaching process, teachers can allocate a certain 
proportion of class hours to organize interactive courses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s, such as group presenta-
tion, personal performance and seminar. After class, teachers can design and release questionnaires and 
use the background data statistics and other functions of the learning platform to analyze the frequency and 
quality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participation in interaction. Also, international students should actively adjust 
their learning psychology and improve their learning methods as well. In this way, they can get rid of negative 
psychological factors such as anxiety and avoidance, and focus on classroom interaction and knowledge 
itself, and finally achieve better learning results. Ultimately, teachers and students will collaborate to explore 
a course interaction path, adapting to the new mode of online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in the post-pan-
demic era. The research on this issue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enrich the theories of linguistics, psychology 
and pedagogy related to Teaching Chinese to Speakers of Other Languages. Also it can improve the teach-
ing efficiency of teachers and enhance the sense of gaining knowledge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Keywords: Interaction; Online Chinese Classroom; Chinese Teaching

国际华文推广的重要部分：志愿者项目的国别性/区域性分析—以缅甸为例
杨念  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

【摘要】2004年“国际中文教师志愿者项目”经中国教育部批准实施。直至疫情前，全球大约有7000名
志愿者在全球一百多个国家进行中文教学，其中大约3000名志愿者在东南亚各国任教，成为东南亚华文
教育重要力量。缅甸志愿者项目于 2009 年开始实施，至今已经有十年有余，到疫情前每年有一百多名志
愿者在缅甸各个城市甚至乡镇进行中文教学工作。十多年来，志愿者项目对缅甸华文教育发挥着重要作用：
为缅甸华文教育贡献了新的力量，弥补了缅甸华文师资的不足，促进了缅甸中文教育的合法化进程等。然
而，该项目也存在着一些问题，本人通过实地了解以及问卷的方式，深入分析了志愿者项目在缅甸的实施
情况，并针对性地提出几点建议，促进该项目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国际中文教师志愿者、华文教育、缅甸志愿者项目、参考

基于SLS平台的E晨读差异教学模式探索— 新加坡崇文中学的实践经验
叶语銮    徐小红   吴玉凡  新加坡崇文中学

【摘要】为了营造书香校园，培养学生的阅读兴趣和提高阅读水平，我校研究团队借助SLS平台，以110
名中三学生为研究对象，在全校进行E晨读研究计划。E晨读依据差异教学理论，照顾学生的个体差异，
所选篇章分年级、分主题、分文体，并结合各单元技能训练，设计不同程度、风格的晨读活动。学生借助
个人数码学习工具，选读纯文字或拼音版的、带声音和可查字典的篇章，通过SLS自测，在阅读护照上完
成任务。此外，高准备度的学生还可阅读更有挑战性的文章，并完成相应的挑战任务。研究结束后，团队
通过定量与定性研究检测学习成果。初步结果显示，基于SLS平台的E晨读差异教学模式，在一定程度上
激发了学生的阅读兴趣，也促进了教师的专业发展。
【关键词】SLS平台、E晨读、差异教学

Nasal Codas Merger in Chinese dialects: Modified Contrastive Specification and Sisterhood Merger 
Hypothesis
Jihye Yun  Asia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 Madison

Abstract：Chinese linguists have long debated about the directionality of nasal coda merger in Chinese 
dialects since the 1970’s. Some believe that the merging process is unidirectional (anterior to posterior) ,but 
others assert that alveolarization of nasal codas (-m>-n and -ŋ>-n) is the major trajectory. Previous studies 
failed to make a reasonable prediction about the further direction of the merger in addition to a lack of 
phonology-based analysis. This research analyzes the merging process on basis of Contrastive Hierarchy 
(CH) and Sisterhood Merger Hypothesis (SMH). The two theoretical frames make us draw two types of 
contrastive hierarchies: [Dorsal]>[Labial]，[Coronal]>[Labial]. That is，the merger between the alveolar 
and the velar nasal codas will occur after the completion of the merger between the labial and alveolar ones. 
Alternatively， the alveolarization of the velar nasal coda will happen after the completion of the merger 
between the labial and velar ones because the structure merger takes place on sister node of contrastive 
hierarchy. In conclusion， the final phase of the nasal coda merger will be the alveolarization of the velar 
nasal coda. The data of Chinese dialects and markedness theory both buttress the conclusion.

Keywords: Nasal codas，Chinese dialects，contrastive hierarchy，sisterhood merger

《易经》归纳、演绎思维在母语教学中的课堂实践和应用
庾潍诚  新加坡伟源中学

【摘要】作者根据自己长期研究《易经》的经验，提出和认为：《易经》作为中华古代的文化典籍，归纳
和演绎思维是它的最重要核心思想之一。同时，作者结合了自己多年的新加坡课堂教学实践，发现：《易
经》的归纳、演绎思维可以有效实践应用在现代的母语教学当中。归纳，是引导学生化繁为简，迅速掌握
教师布置的课堂指令或內容；演绎，则是学生有效应用课堂所学知识进行复述和重构。本文列举具体的课
堂实践应用例子，就是：(一)课堂的指令语言“ABCD”；（二）思维图的教学应用；(二)作文教学实践
的“DEEPAI”（细节描写）自创理论。作者最终观点认为，《易经》思想可以古为今用，实践应用到课
堂母语教学，从而达到提升学生的母语学习效果。
【关键词】易经、归纳、演绎、教学实践应用

中国古代建筑文化的汉字演绎
袁忠  中国华南理工大学

【摘要】中国古代建筑文化的丰富思想很多都凝结在一个个的汉字中。在汉字的构形、本义、转义、暗喻
等不同的运用中，存在着古人有关建筑活动、建筑形象、建筑心理等蕴含，很多汉字就是一个空间概念、
一个居住范畴。古人对中国古代建筑的感知的原初意识首先凝固在古汉字中，古代建筑的最初“文本”可
求诸古汉字，作为象形文字的古汉字与作为现实空间的古建有着天然而内在的通贯性。本文通过考察汉字
的字符构形及作为词或词素的单个汉字所展示出的建筑文化意象，探究作为表形文字、表意文字的古汉字
在其构形、组词、使用、书写等多方面体现的古代建筑文化意义。
【关键词】汉字、中国文化、古代建筑

GRR教学模式的实践与反思——以新加坡H2华文与文学新诗教学为例
张建立   张建平  新加坡国家初级学院    
张曦姗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2021年新加坡H2华文与文学新课程引进课外文学作品赏析的部分，与旧课程标准相比，这对学
生是具挑战性的变革。为应对该挑战，我院以新诗为切入点，设计了从指定文本到课外文学作品的教学实
践配套。该实践以“新加坡课堂教学实践要领”(STP)为指导，依据探究式学习（IBL）理论，采取“教、
扶、放、收”四个阶段的“渐进释放责任直接教学模式”（GRR），旨在逐步培养学生独立鉴赏文学作
品的能力。实践证实，这一教学策略增强了学生的信心和赏析能力；同时，也发现了一些有待进一步充实
和深入探索的空间。本论文将阐述该实践所采用的教学理论、教学策略、教学流程、教学成效及反思。
【关键词】  GRR教学模式、H2华文与文学、新诗教学    

“V走”和“V去”互换性的多重对应分析
张进凯  中国兴义民族师范学院 文学与传媒学院

【摘要】  本文在“原型—样例连续统”理论指导下，通过基于用法的多重分析方法探讨表征“位移运动
事件”的“V走”和“V去”的变异性和互换性。研究发现：“V走”主要表征位移方向不明确、没有位
移目的地的位移运动事件；“V去”主要表征位移方向明确、位移目的地可预测的位移运动事件，因此
“V走”和“V去”处于位移运动事件“原型—样例连续统”的不同位置，“V去”较“V走”更接近位移
运动事件的原型。“V走”和“V去”在表征位移运动事件原型特征和典型样例时不存在概念重合，在表
征位移运动事件非典型样例时，在概念变量特征的交互作用下表现出概念重合。
【关键词】多重对应分析  位移运动事件  概念变量  互换性  变异性

书面语言复杂度对华语二语者写作质量的影响研究
张漫莉  北京语言大学  

【摘要】本研究基于韩国学生的HSK写作测试语料，采用若干典型指标，对华语二语者的书面语言复杂度
与写作成绩之间的关系进行了量化分析，考察了词汇及句法复杂度指标对学生写作质量的影响。研究结果
表明：词汇复杂度和句法复杂度指标与学生的写作质量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Guiraud指标、虚词
使用比率、连词使用比率、复杂词使用比率、话题链数量、话题链分句数、零形成分数量和T单位数量等
指标对写作质量具有较强的解释及预测效度。
【关键词】语言复杂度、汉语二语、写作质量
  

基于树库的汉语二语写作句法复杂度研究
张婉莹  北京语言大学

【摘要】句法复杂度（Syntactic Complexity，简称SC）在评价二语者语言水平、语言动态发展及写作
质量中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吴继峰，2018）。已有的研究侧重于SC对日语、韩语等母语者的汉语写作
评估的有效性问题，研究结论未必适合少数民族母语背景的汉语二语书面语评价。基于此，本研究以参加 
HSK（高等）考试的维吾尔族考生的作文语料为研究对象，基于自建的汉语二语句法标注语料库，从粗粒
度和细粒度两方面指标体系入手进行以下四个方面的研究：（1）通过预处理构建小型依存句法树库（
Dependency Grammar Treebank），作为句法复杂度研究基础；（2）通过小句切分和搭配抽取研
究粗粒度指标和细粒度指标的分布特征；（3）针对不同写作水平的被试SC指标进行对比研究；（4）基
于典型SC指标体系探讨二语写作水平动态发展特点。研究发现，基于T单位等粗粒度句法复杂度指标在区
分学生写作水平和预测写作成绩方面的解释力较弱，而基于短语层面的细粒度句法复杂度指标能够有效区
分写作水平和预测写作成绩。
【关键词】树库、 二语、语法

阅读与抒情文写作教学的有机结合—以华侨中学（高中部）语文特选课程为例
张薇  王健仲  华侨中学（高中部）

【摘要】抒情文写作一直是学生的弱点，也是教师的教学难点。由于没有经过有系统的抒情文写作训练，
高中生很容易将抒情文、记叙文或议论文混为一谈，对抒情文的写作手法更是一知半解。再加上学生缺少
生活历练，要让他们短时间内掌握抒情文写作手法，并进行创作，无疑难度极大。有鉴于此，我们决定在
现有的教学内容上融入抒情文写作教学，尝试结合REAP的阅读理论与教学实践，将阅读与抒情文写作教

学有机结合，以39位高一H2华文与文学的学生为对象，引导他们建构抒情文概念，了解并掌握抒情方式
与写作手法，从而进行写作实践。最终，通过调查问卷、课堂观察和学生作品，梳理和分析了阅读与抒情
文写作相互融合的方法及其有效性。
【关键词】抒情文写作、阅读教学、REAP阅读方法、语文特选课程

地名中的关中方言
张文丽  陕西学前师范学院文学院

【摘要】关中方言，曾经作为汉民族共同语基础方言，对周边地区方言、其他地区方言和民族共同语产生
过重要影响。地名是人们用以区别个体地物的语言符号，而作为纪录地名的语言符号包含形、音、义三个
部分。关中方言区的地名，尤其是地名用字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关中方言的特点。本文从关中方言
区中的代表性地区——西安入手，整理分析其地名，得出如下结论：1.声母 （1）古全浊声母清化，平声
送气，仄声归并关中方言中存在差异，西安归不送气，例如“中官亭/中官厅”、“安居巷/钱局巷”。
（2）古知系开口字按照等分化，知系二等、庄组、章组止摄字与精组合流，读ts、tsh、s，例如“三里
村/山李村”。（3）古泥、来二母在洪音前混用，尤其是在洪音鼻音前，泥母混入来母，读l，例如“新
农田/兴隆庄”。2.韵母 （1）前后鼻音混用，关中方言后鼻音为ŋ，前鼻音丢掉鼻尾n，主要元音鼻音化
。由于在当地人听感上二者具有相似性，表现在地名中前后鼻音字混用。例如“上游巷/三友巷”。（2
）遇摄合口一等端系字，元音复音化，读ou，与流摄合并。例如“双楼寺/双路寺/双芦寺”。（3）果摄
开口字一等字与果摄合口字合并，例如“贺韶村/火烧村”。通过分析发现西安地名用字的流变反映了关
中方言的特点及其变化，具有强烈的方言特色，深入研究地名可以挖掘背后隐含的历史文化内涵，提升文
化软实力；可以为地名用字、拼写管理提供理论支撑，推动新时代的语言文字工作。
【关键词】关中方言、西安地名、文化

从外交新词语看中国外交动向—以2010-2020年度《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媒体新词语表为例
张星霞  韩国汉阳大学

【摘要】本研究基于2010-2020年度《中国语言生活报告》媒体新词语表中的外交新词语，运用数据分析
法，从其分类、使用频次和年度分布三个方面考察中国近十年以来的外交动向，为读者勾勒出中国外交全
貌，以期让读者更好地了解当前中国的外交形势，并为中国未来的外交实践提供一定的智力支持。本研究
认为，按照领域划分，这些新词语所涉及的外交领域包括总体外交、经济外交、政治外交、军事外交、文
化外交、科技外交和医疗外交等七大领域；根据性质，这些新词语所涉及的外交类型又可分为方针类、方
式类、事件类、成果类、组织/平台类、场所类、色彩类和人物类等八大类型。它们较为真实、客观地反
映了中国近十年以来的外交动向。
【关键词】外交新词语、中国外交动向、《中国语言生活报告》、分类、使用频次、年度分布

华语文汉字学习策略个案研究-以印尼华语文学习者为例
张胜昔　中国华东师范大学国际汉语文化学院
陈信助　台湾中国文化大学教育系

【摘要】对外华语文之汉字习得一直困扰着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与学。若华语文教学伊始就“重听说而
轻汉字”，不仅将形成中高级以上的学习阻力，更达不到语言习得可持续发展的教学效果。本研究针对一
名中高级程度印尼华语学习者的“初级汉字习得历程”进行了个案分析，围绕汉字习得心理认知、脑神经
机制、仲介汉字等理论，剖析形声字之习写、读音、识义三方面的“中介状态”，深度探讨了形声字之“
形义-音”的习得联结难度，说明汉字作为第二书写系统的学习策略，以及具逻辑性有系统的字本位教学
在华语文习得中的重要性。期许研究结果可提供日后相关教学与研究参考使用。
【关键词】字本位理念、汉字心理认知、中介汉字、可持续性发展、个案分析

“错位的称呼”—当代汉语社交称谓语的变异与泛化
张雪  澳门科技大学 

【摘要】汉语中的社交称谓语是汉文化特征的缩影，亦是对中国社会现状的即时反映(Chao1956， 
Gu1990， Wang2003)。无论是对于语言学本体研究，还是对于语言与社会的互动关系研究，该议题都
具有新鲜价值(Brown&Ford1961， Ervin-Tripp1972， Zhang2021)。本文基于真实语料收集与分析，
针对当代汉语中四个新兴社交面称语(social vocative)的使用原则、表意功能、交际效果等维度进行了
深入讨论（分别为：“（小）哥哥/姐姐”、“老师”、“同学”、“家人们”）。研究发现，当代汉语
社交面称词有如下特征：（1）原有亲属称谓用法深入泛化（例如“（小）哥哥/姐姐”）；（2）职业称
谓用法深入泛化（如“老师”）；（3）“错位”称谓语兴起（如“同学”）；（4）网络称谓语变异性

强（如“家人们”）。当代汉语社交称谓语处于全面深入的泛化与变异中，其成因、过程、程度等，都与
语言发展和社会变迁密切相关。
【关键词】称谓语、社交面称、语言泛化、语言变异

“给我+VP”的主观处置功能
章天明  日本小樽商科大学

【摘要】本文主要讨论“给我+VP”结构表主观处置的语义来源，以及“给我+VP”结构 主观处置功能
实现的机制。 第一，“给我+VP”有两种不同的语义特征。表示“请求”的“给我+VP”中的 “给我”
等同于“为我”或“替我”；而表示“命令”义时，“给我”不等于“为、 替、向”等等，“给我”只
表语法意义。 第二，“给我+VP”的主语只能是第二人称代词，或指人称谓词语，或者是 VP 的受事。
VP 应当具有 [+自主]、[+动作]和[-褒义]的语义特征。 第三，通过“给”字句处置义来源的再分析，以及
与“给 X+VP”句式的对比， 分析得出“给我+VP”句式具有主观处置义。 第四，“给我+VP”中“给
我”的语法化成分的性质，以及第一人称代词的介 入，使“给我+VP”的主观性得到实现。
 【关键词】语义关联、结构关联、受益和受损、主观处置

多元智能理论与对外汉语阅读教学研究—以《零食》为例
赵畅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

【摘要】阅读过程包含着反应读者认知过程的丰富材料，是学习者汉语能力高低的重要体现。虽然近些年
汉语阅读教学的研究层出不穷，但是汉语阅读课堂仍存在着学生学习被动的情况，因此其教学策略还有待
进一步的研究。经过对教学理论的研究，多元智能理论从心理学角度研究了人的智力潜能是多元的，而阅
读教学不仅要教授学生语言文字知识和阅读规律，还要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因此， 我们认为， 对
外汉语阅读教学要想达到最佳的效果， 就必须从多元智能理论出发。本文主要结合《零食》一课从智能
理论下的每一个智能元素分析适合的教学策略和具体实践情况，最后经过反思提出多元智能指导下的阅读
课的教学原则，希望能够为阅读教学者提供一定的参考性建议。
【关键词】对外汉语阅读教学、多元智能理论、教学策略

中韩二语教学高阶教材对比与分析
赵莉  南京大学
赵学玲  Seogwipo-si, Jeju-do, Korea

【摘要】本文选取中韩两国用于本国语言国际教育的代表性教材《博雅汉语》（2018-2020）和《首尔大
学韩国语》（2012-2015），就两种教材高级阶段部分在文化主题选择、体裁内容以及训练模式上的异同
加以比较。认为两种教材在结构上都以文化主题来分类编排，并与训练模式紧密结合，但两种教材呈现出
的差异也十分明显。两者之间的差异固然可归因于两国国情、语言、文化特点的不同，但文化视角和文化
意识的不同是最根本的原因。考虑认知规律和文化视角，选择恰当且丰富的文化内容，不仅能够更好地实
现与国际学生的共情和跨文化交际的目的，通过与语言功能的紧密结合，也能够使语言训练获得更好的效
果。
【关键词】二语教学、高阶教材、对比、分析

社会语言学视角下女性群体通称的使用情况分析
郑皓月  中央民族大学

【摘要】称谓是人类社会中体现特定的人在特定的人际关系中关于身份角色的称呼，称谓词语与社会发展
联系非常紧密，在新中国的发展历程中，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乃至与国际社会的关系都将对称谓
词的使用产生影响，并在历时语料库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迹。在语言生活中，女性群体通称使用情况的
相关统计既反映了语言生活的变化又反映了中国妇女的发展状况，本文主要从社会语言学视角出发，观察
女性群体通称的使用情况。分别从历时角度和共时角度出发，分析五四运动以来“女性群体通称”使用情
况的历时变化，分析不同语体下女性群体通称的使用变化，发现人们对女性群体通称“妇女”“女性”“
女人”“女子”语义特征的不同认识影响了人们在不同场合下对女性群体通称的理解和选用。
【关键词】社会语言学、女性、称谓、语义

反义词“前”“后”的平衡与不平衡研究
周欣然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

【摘要】反义词作为一种常见的语言现象在人们的生活中被普遍使用。一般而言，反义词总是成对出现，

形成平衡状态，即一个词与另一个词形式对称但意义相反。然而以“前”、“后”为例，作为现代汉语中
使用频率较高的一对典型反义词，却很少有人在使用时能注意到其背后隐藏的不平衡现象。本文第一、第
二部分均从义项、构词、所构词、使用频率这四个方面展开，分别探析反义词“前”“后”平衡与不平衡
的具体表现，说明两者在平衡中存在着不平衡。接着又从认知、语义、语用、文化四个角度阐述原因，正
是由于“后”的被认知时间更早、语义范畴更大、受语言经济原则影响更多以及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内涵更
丰富，才使其能够拥有更广的使用范畴和更高的使用频率，也因此造成了反义词“前”“后”的不平衡现
象。
【关键词】前、后、平衡、不平衡

整合训诂方法论新探
周雁飞  新加坡新跃社科大学

【摘要】陆宗达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提倡“训诂方法的科学化” 。本文运用肯·威尔伯的”整合理
论”，采用其“四象限五要素”的框架结构梳理审视传统的训诂理论和方法。首先论述了训诂原理与整合
理论的内在关系，在此基础上将训诂学的适用范围与整合理论相结合，阐释其与传统训诂方法之间的深层
关联模式，及其有效性、前瞻性，进而使整合训诂方法不仅具有理性的解析，而且富于实践的可操作性。
本文是实践训诂学与西方阐释学（英语：hermeneutics）接轨的一次尝试，旨在为训诂方法论的现代转
化提供新的激荡和借鉴。
【关键词】训诂学、解释学、整合理论、四象限五要素

普通话句末语气词的句法性质
宗晓哲  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院

【摘要】本文探讨了句末语气词“啊、吧、吗、呢”的句法特征，认为它们超出了狭义的句法范畴，在话
语中具有表达功能和人际交际的价值。首先，从通过与语气副词、标句词“说”的位置对比，可以看出语
气词句法位置很高，独立于所在句子，属于语用层面。从语用角度来看，句末语气词具有明显的程序意义。
“啊”要求听话者参与到会话中，促进话论继续，是“互动标记”。“吧”在句中通过降低话语确信度，
缓和交际双方关系，是“礼貌标记”。“吗”要求话语权发生变化，促使听话者对所提问题进行进一步的
解释，是“问询标记”。“呢”在话语中起到凸显说话者所表达的语义关系的功能，使得话语与语境之间
存在一定的语义联系，是“焦点凸显标记”。
【关键词】句末语气词、话语标记、句法-语用接口

现代汉语周遍性主语中周遍义的形成原因
左思民  高丽大学中文系 /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  

【摘要】本文探讨了现代汉语六种周遍性主语中周遍义的形成原因。结论如下：在任指疑问类周遍性主语
句如“谁都认识”中，主语的周遍义是经由疑问代词的任指用法而获得的“全域义”。在含数词“一”的
周遍性主语句如“她一点道理也不懂”中，主语的周遍义依托梯级义经语用推理而得，并且只允许从否定
极小量达到否定全量的推理。在列举类周遍性主语句如“老王粤菜也吃过，川菜也吃过，鲁菜也吃过，浙
菜也吃过，中国八大菜系的菜都吃过”中，主语的周遍义并非列举的产物，而由最末的总括分句直接表达。
在物量词重叠类周遍性主语句如“家家都用上了煤气炉”中，主语的周遍义源于物量词重叠式所具的“每
一”意义。在含“全部”等词的周遍性主语句如“全部（都）得参加会议”中，以及含“每”等词的周遍
性主语句如“每个人（都）很认真”中，主语所含的周遍义由充当句子主语的词语直接表达。
【关键词】周遍性主语、任指、语义、语用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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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论文摘要

试析因果连词“因而”“从而”“故而”
安美璇  北京师范大学

【摘要】“因而”“从而”与“故而”是表示因果关系的一组连词。经考察发现，三个词的生成方式均属
于跨层结构的词汇化，源头可以追溯到先秦文献语言。古代汉语句法结构模式的弱化和消失是促成三者词
汇化的重要动因，因此立足于古代汉语，结合词素“从”“因”“故”的词义及特点，考察并解释连词“
因而”“从而”“故而”在现代汉语中存在的使用差异，可以得到三者的区别特征。具体表现为：“因而
”强调因果之间的联系，依据前者推测出后者，后者可以是有所依据的推论；“从而”强调两个事件的发
生存在先后顺序，表达因果关系时，需要首先在语境上满足因果逻辑，通常更强调结果；“故而”所连接
的“原因”与“结果”均是已经发生的既定事实或客观存在的现实情况及惯例，通常更强调引出结果，但
也关注对原因的追溯。
【关键词】因果连词、词义特点、区别特征

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口语流利性评价指标效度研究
鲍杰 北京语言大学
 
【摘要】口语流利性是衡量二语学习者口语水平的重要标准，然而学界对于是否有必要从多个维度对其展
开评价尚没有明确的回答。研究以78份韩国汉语学习者的HSK口语测试录音为研究对象，以专家评分作为
参照，从时间、表达、语言（包括句法、词汇、语音）三个维度选取24项指标作为评价依据，来考察各
项指标对考生口语流利水平评价的效度。研究结果表明（1）所选取的指标中，与口语流利成绩相关的指
标共13项，可以解释口语流利成绩74.4%的方差；（2）在13项指标中，有5项时间维度指标、2项表达维
度指标和5项语言维度指标（句法指标1项、词汇指标4项）能够区分考生的口语流利水平。以上结果说明
在对汉语学习者的口语流利性进行评价时，有必要提取多维度特征。
【关键词】口语流利性、评价维度、指标效度、韩国汉语学习者

潮汕方言陈述语气词“哗（还）”的用法及其语法化
陈楷森  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摘要】在潮汕方言中，“哗[hũã33]”是表示确认某个事实的陈述语气词，由“哗”所构成的“VP哗
[hũã33]”可根据语境还原为“VP1□[hũã33]VP2”，还原式中“□[hũã33]”这个语音形式不再能分
析为语气词“哗[hũã33]”，而应分析为副词“还[hũã33]”。文章在考察语气词“哗”和副词“还”的
基础上，指出语气词“哗”的本字是“还”，语气词“还”由副词“还”语法化而来，其“确认”义来源
于副词“还”的“延续”义，虚化环境是根据语境省略了VP2从而使副词“还”处于句末位置的“ V P 1
还 ” 。 这 种 确 认 功 能 在 语 用 类 推 的 作 用 下 ， 最 终 固 化 为 语 气 词 “ 还 ” 的 语 法 意 义 。
【关键词】哗、还、语气词、潮汕方言

湖南平江赣语能愿动词“要”的脱落及长音现象考察
陈山青  邹珊珊 湘潭大学
 
【摘要】湖南平江赣语能愿动词“要”在语流中可脱落，使前音节读音补偿性加长，从而形成“脱落→长
音”音义互动现象。除了单一脱落外，“要”还可与副词“也”形成双重和选择性脱落。实验语音分析显
示，长音具体表现为音节的主要元音发音明显加长，声调调值变为[原调值+4]，声母不发生改变。语言经
济原则和韵律法则是该现象形成的动因和机制。能愿动词“要”的脱落代表了汉语音节脱落的一种类型，
提供了一种句法创新的途径。   
【关键词】能愿动词、要、脱落、长音、音义互动、韵律法则

中国古诗与其印尼语译文比较研究——以唐诗的韵律问题为中心
陈衍宏(Clement Tanaka) 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摘要】经过调查发现，目前中国古典诗词的印尼语译本数量不多，此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印尼上世纪
50年代至90年代的“禁华”政策所影响。诗歌翻译主张“三美论”，韵律是诗歌创作的重要因素之一，
韵律的转译应当被重视。本文梳理约有7种唐诗印尼语译本之后，发现周福源译文尤其重视“音美”部分。
本文根据译文的用韵情况与印尼古代诗歌类型进行对照，将周福源译文分为五种类型。然而，受到语言差
异的影响，多数诗作经过翻译后，在词语数量方面难以呈现形式上的一致，仅有少数情况或巧合原因达到

词数相同，如《十五夜望月寄杜郎中》原文与译文均有7个字（汉）、7个词（印尼），此现象或许为周
氏无法满足押同韵情况之下，对字数采取了一定的“补救”措施。最后，为了提高中印尼韵文作品翻译的
水平，本文提出了从宏观及微观层面的相关建议。
【关键词】唐诗、韵律、印尼语译本、比较

字本位理念之华语文教育生态系统教学效能分析
陈信助  台湾中国文化大学
张胜昔  中国华东师范大学

【摘要】本研究依据差异化教学与适性化教学理论探讨华语文教学生态系统中「字本位 理念」的教学效
能的重要性。透过台湾某大学华语文中心的初级华语文课程进行实验研 究。本研究采用开放式行动研究
法，辅以文献资料分析法、经验总结法和调查访谈法。研究过程包括「计画-实施-观察-反思」四大环节，
首先依据学习者背景之差异与需求， 适度安排（调适）总体教学方案及课程；再透过华语文「听、说、读、
写」并重的「综 合教学法」推进新的班级经营，以字本位理念及教育生态系统为基础重新设计和安排课 程；
然后依据学习者对课堂教学环节的感知进行反思与检讨，进行行动研究。研究结将提供对外华语文教学与
研究参考使用。
【关键词】差异化教学、适性化教学、字本位、教育生态系统、综合教学法

六何法的教学局限及其对策
龚成 王娟 郑文佩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六何法”能帮助学生快速找出文章的主要信息，经常被用在阅读教学中。很多教师在写作教学
中也常使用六何法指导学生构思，列出写作大纲。六何法在阅读教学中的优点较为明显，但在写作教学中，
却有其教学方面的局限。因为使用六何法进行选材，其实只是对选材信息进行罗列的手段，它是选材的结
果，而并不是选材的方法。至于如何确定“六何”中的诸多信息，为什么是此信息而不是彼信息，正是学
生特别需要得到辅导和训练的地方。而这个思维的过程，较少在课堂教学中得到显性训练。本文以写人和
写事的记叙文为例，通过思维过程的角度分析六何法在写作选材上的局限和不足，并尝试提出相应的解决
办法，帮助学生利用六何法进行最优选材。
【关键词】六何法、写作教学、教学局限、对策

法汉翻译中的名动词类转换
成萌 法国索邦大学

【摘要】词类转换是 J.-P.Vinay 和 J.Darbelnet (1958) 在《法语与英语文体学对比》中，通过对法英
文本的比较分析，提出的翻译主要手段之一：“ 在不改变信息含义的前提下，一种词类替换另一种词类
的过程。”由于法语与汉语在词汇和语法功能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在翻译实践中，译者往往采用该手段使
翻译变得更精准地道。该研究将基于对法国文学作品《红与黑》原文与三个中文译本的对比而进行词类转
换的相关分析。本文中我们将主要介绍在法汉翻译中出现的法语名词转换为汉语动词的现象。比如，法语
中紧随时间介词的动作名词常转换为汉语动词；又如，法语时间名词后的动作名词或情感名词可转换为汉
语动词，等等。通过对比，我们将发现汉语更习惯于用动词来表达时间含义。
【关键词】 词类转换、 法汉翻译、名词、动词。

中韩小说的机器翻译与人工翻译对比—以中国当代代表作家余华的作品为例
崔贤植 上海商学院

【摘要】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飞跃发展，神经机器翻译取得了巨大进展。机器翻译能否取代人工翻译？机
器翻译能否翻译小说？以上议题已成为翻译学界的热门话题。本文以中国当代先锋派代表作家余华作品的
韩译实例，选用中韩两国具有代表性的机器翻译引擎百度翻译和Papago，从文化负载词、长难句、超
句翻译单位等层面对比分析机器翻译和人工翻译，探讨机器翻译存在的问题以及前景展望。
【关键词】机器翻译、人工翻译、中译韩、小说

基于语料库的对外汉语同义词辨析—以“一定”和 “肯定”为例
崔香兰·朴兴洙  韩国外国语大学
 
【摘要】本文希望通过语料库的实证研究，探索出同义词“一定”和“肯定”的异同点和搭配对象的互补
性，以更好地理解并使用。 一般的同义词辨析大都通过字典等工具，依靠直觉经验和内省的方式。虽然

字典具有权威性，但仅仅依靠字典来辨析同义词存在许多不足之处。大型语料库以及先进的检索工具以其
特有的优势为同义词辨析提供了新的方法。本文基于先进的北京语言大学大数据与语言教育研究所的
BCC语料库，采用定量和定性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以同义词“一定”和“肯定”为例，分别从语域
分布、类联接、搭配特征及语义韵方面进行了同义词辨析的实证研究。 综上所诉，本文立足于对外汉语
教学视角，旨在探讨如何帮助学习者更加直观、有效的辨析近义词“一定”和“肯定”。尽管在内容上还
有许多不足之处，但仍然希望可以为汉语同义词教学提供一个可参考的依据。 
【关键词】 同义词、对外汉语教学、语料库、词语搭配、类联接

《岳麓书院藏秦简（伍）》部分字词研读
高婷婷  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

【摘要】《岳麓书院藏秦简（伍）》包含秦代大量律令档案材料，内容丰富，史料价值 高。本文提出五
则字词释读、断句意见，如简 131-132“劾”如字读、“失道” 当指偏离目的地、“回留”应断读开；
里耶秦简 8-777 号简当断读作“从人论、 报、择（释）免归致书具此中。”“简 163“私属免婢”当断
读开；简 199“率” 有劝勉之意；简 225“均”读为“徇”，巡视之意等。以期进一步疏通文义，为 学
界后续利用该文本提供便利。 
【关键词】岳麓秦简、字词释读、断句

语法训诂浅议：基于三个平面的“新描写”
高扬 浙江财经大学

【摘要】利用语法进行训诂实践最为关键的一步，是对疑难词句进行细致的结构描写。传统结构主义成熟
的描写方法的确解决了大量的问题，但是古代汉语，尤其是上古汉语作为一种综合性倾向的语言，存在大
量同形异构、一种形式表示多种功能、多种结构表示一种功能的现象，传统成分分析的方法在描写时还是
显得捉襟见肘。想要精准的描写就必须高度重视语言学理论工具，将不冲突的理论加以融合，将解释与描
写加以统一。因此我们的主张是：语法训诂应该基于古代汉语综合性的倾向，充分利用语言学理论，以考
察分布为核心，剥离语言外证据，根据需要在语法、语义、语用三个平面展开研究，在描写中加深解释，
在解释中深化描写，从而对待考词句的显性和隐性结构都做出最细致的描写，进而考察句例分布，求得达
诂。如在语法层面，除了关注最表层的成分组合外，也应该注意到，长期被忽略的汉语韵律，实质上就具
有形态的功能，利用这一形态，可以很好地解释一些传统结构语言学无法解释的问题，进而对结构做出精
细描写，解决争议。再如语义层面，上古汉语缺少形态变化，其他语法形式也比较隐蔽，位于深层的语义
层面研究涉及到语义特征、语义指向、义素分析、语义场等。如能充分利用，则可通过充分解释，对结构
做更准确的描写。而语用理论，可以帮助解决句与句之间的问题，适合处理一些重复、句读争议；而鉴于
语言普遍存在的语用诱发机制，这个层面的研究更是在描写时不能或缺的。
【关键词】语法、训诂、新描写主义、解释

皖北中原官话区淮北方言的疑问句
郭迪迪  郭辉  亳州学院中文

【摘要】“淮北”指安徽省北部的淮北市，辖相山、烈山、杜集三区和濉溪一县。按《中国语言地图集》
（2012）的分区，三区和濉溪分属中原官话徐淮片及商阜片。淮北方言疑问句有是非句、特指句、选择
问、反复问句四类。是非问是在陈述句末尾加上扬的语调“↗”表疑问。特指问常在句中用“啥子、咋的、
咋着、哪来”等代词作疑问点，要求对方就疑问点作出回答。选择句常用“是/ｖｐ还是ＶＰ”的选择格式作
疑问的焦点，句末常用语气词“昂”。文章主要描写分析了淮北方言的“可ＶＰ、ＶＰ不/没ＶＰ、ＶＰ
不(啵)/没有”三种形式的反复问句，并讨论了“ＫＶＰ、ＶＰ－neg、ＶＰ－neg－VP”的历史层次及
“可ＶＰ、还ＶＰ”的来源。
【关键词】皖北中原官话、淮北方言、疑问句

欧化影响下表范围限定的方位结构“NP抽象上”
郝锐  首都师范大学

【摘要】受欧化影响，早期现代汉语中表范围限定的方位结构“NP抽象上”集中大量出现。新中国成立
以来中期现代汉语中这一结构呈现新的发展态势。使用方面，表范围限定的“NP抽象上”成员有增有减、
有“潜”有“显”，但“增”和“显”是主流，既有量的增，也有类的显。语法功能方面，早期现代汉语
中“NP抽象上”可以充当状语、定语、补语，中期以来则发展出了“句首修饰语”的功能。具有人际功
能的“NP抽象上”成员正是从做句首修饰语的位置上进一步转变而来，且逐渐发展出全句评注、传信和
情态、衔接连贯以及焦点凸显等功能。

【关键词】欧化、NP抽象上、历时演变、表达功能

华语综艺节目对新加坡华族学生之影响的调查—以南洋理工大学为例
洪玮嬣  许润芳  南洋理工大学

【摘要】随着新媒体覆盖面的不断扩大和华语综艺质量的逐步提高，两岸三地和新马的华族年轻人对综艺
节目的关注度不断上升，由于没有语言壁垒、更新及时、内容有趣、种类丰富，新加坡华族青年大多对华
语综艺节目有所了解，部分学生更成为了资深观众。本文通过对本地华族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掌握其观
看华语综艺节目的频率、动机和偏好，两岸三地及本地华语最受欢迎节目的播放渠道、类型、主题、播放
平台和制作地点，华语综艺及相关对新加坡华族大学生华语使用水平、文化素养等方面产生的影响，了解
大学生在观看过程中感受到的文化、思维差异及对节目内容制作方向的期待，总结华语综艺对华族大学生
的影响及其走向华语中圈的可改进之处，为两岸三地及新加坡本土华语综艺节目发展方向提供参考，探讨
综艺节目等文化项目应用于汉语国际教育的可能性。
【关键词】汉语国际教育 综艺节目 华语 口语教学

短视频技术应用于听障初中生汉语教学的研究
洪臻颖  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 

【摘要】媒体技术极大地促进了短视频内容的发展与传播，短视频也成为了前者最常见的应用领域之一，
为身处不同行业的受众提供了信息输出和接收的渠道。而短视频的普及恰恰赋予了听障学生群体公平地接
受信息的机会。目前，以短视频为媒介，对听障学生进行汉语教学的研究仍有较大的发展空间。由于先天
或后天的身体缺陷和特殊的成长经历，听障学生常常会产生严重的自我封闭心态和对陌生环境的抵触心理，
又因与社会接触机会较少，自然地落于信息传输通道的末端。因此，只有将语言与技术二者有效地融合，听
障学生才能在汉语学习的道路上缩短与健全学生间的差距，且逐步实现“信息平权”。本文将以听障初中学
生的汉语学习过程为研究对象，依据认知语言学的相关理论，通过对听障学生的语言获得过程进行语境依赖
方面的研究，提出短视频应用软件参与其汉语习得的改进方案。
【关键词】听障学生、汉语教学、短视频 语境依赖

从康德的文学艺术理论看阅读在提高华文作为第二语言学习的学习兴趣中的作用
黄婉玉  林进展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新加坡以英语为通用语言，学生的华文学习缺乏足够的语言环境和学习动机。华文作为第二语言
的社会地位既定，其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不足的情况既定，仅依靠功利性动机注定无法引起学生学习华文
的足够动力，需要一个非功利性方法来提高学生学习华文的兴趣。康德在其美学理论中提出，由审美判断
所产生的愉悦是无功利性的、无任何利害关系的愉悦。审美活动是一种非功利性的、无利害关系的活动。
他认为阅读是最高级的审美活动，具有审美活动无功利、无利害关系的本质特点，是符合人的自由本质的
最高级的活动。由此看来，阅读是一种无功利性的活动，能够产生普遍的愉悦感受，可以用来提高学生学
习华文的兴趣。而若要阅读能够担当引起学生学习华文兴趣的重任，则需要让华文阅读回归阅读的审美本
质。
【关键词】第二语言学习、无功利性、阅读、学习兴趣

华文写作：微视频的运用策略再探
黄易亭  张水福  郭兰花   新加坡国家初级学院
张曦姗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中学低年级的学生在记叙文写作的内容上总是千篇一律，主题不够鲜明，详略不当，更严重的是
内容缺乏逻辑性，情节不合理。因此，研究团队希望通过微视频帮助学生“乐于用华文作书面表达，能感
受写作的乐趣，丰富写作内容”。微视频教学模式从观看微视频开始，过后通过提问，在科技平台上让学
生思考与分析，同侪间针对视频进行讨论，并和老师一起总结视频内容的主题、人物形象等技能，经过这
一系列的思考与讨论，教师才给出对应的作文题目。这项研究已在本院连续进行了两年（2020-2021），
今年我们以137名低年级学生为研究对象，再优化教学策略，希望持续为中学低年级写作教学提供一个简
易、操作性强的教学方法，以提升学生的写作能力，并加强学生写作的信心。
【关键词】华文写作、微视频、中学低年级
 

汉语二语者动名搭配习得研究
姜晓欣 北京语言大学

【摘要】本文将从研究内容、研究语料、研究结果三部分概述论文内容，具体如下。 一、研究内容 通过
动名搭配中名词宾语的语义类别、错误搭配的类型分布、不同母语背景 二语者动名搭配产出量三个维度
考察二语者与母语者、不同母语背景二语者（日 语、韩语、维吾尔语）HSK 作文中产出的动名搭配是否
存在差异。 二、研究语料 二语者语料我们选取了 2010 年 10 月 HSK 考试作文 90 篇，其中，韩国、日 本、
中国维吾尔族二语者作文各 30 篇。母语者语料是高三及其以上学历的汉语 母语者按照 HSK 作文考试要
求写的同题作文，共 30 篇。 三、研究结果 1、动名搭配中宾语对语义角色的优先选择关系是“受事>对
象>等同>致使> 结果”，二语者与母语者动宾语义类型选择顺序基本相同。 2、动词误用占偏误总数的一
半，是主要的偏误类型。 3、日本二语者与韩国二语者产出正确搭配的比率不存在显著性差异，产出 搭
配总量最多、错误搭配数量最少的是维吾尔族二语者。
【关键词】汉语二语者、书面语、动名搭配

汉语学习者常见的母语负迁移及教学对策
蒋一鸣  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

【摘要】以英语为母语的汉语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常常会受到母语的干扰，这种现象被称为“母语负迁
移”。因英语和汉语具有明显差异，以及学习者受母语思维的影响，“母语负迁移”现象在以英语为母语
的汉语学习者群体中屡屡发生，且有一定的规律性和同质性。研究母语负迁移有助于发现汉语学习的重难
点，指导教师更有针对性地开展汉语教学，从而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增强学生的动力和信心。过往文献
和本项研究显示，常见的母语负迁移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语音、词汇、句法、书写系统及文化背景。本
项研究将对以上五方面进行详细介绍和说明，并提供如下三点教学对策，以减轻母语负迁移对中文学习的
影响：归纳常见错误点并提供配套练习；营造“沉浸式”汉语学习环境；保持耐心并鼓励学生从错误中学
习。
【关键词】母语负迁移、汉语学习、教学对策

韩中后缀“X家”的语义研究 
金梅 ·朴兴洙   韩国外国语大学

【摘要】汉字和汉语最早在商末周初就被箕子传播到了‘朝鲜’， 汉语教学在韩半岛的历史源远流长。
作为汉字文化圈和儒家文化圈的国家，韩国对汉字、汉语和汉文化一直有较强的认同感。 韩国是大约从
公元600年开始，借用相当于汉语中高音的语音和文字。在韩语词语当中汉字词所占比例相当高， 虽然《
训民正音》（1446年）颁布之后， 韩国有了自己的文字， 汉字词的使用早己深入人心。韩语中的汉字词
大多保留唐宋时期的中古音韵， 书写上基本采用繁体字， 因此，韩国是最早接触和吸收汉字汉文化进行
汉语教育的国家。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不管是国家层面还是民间，韩国一直保持着汉语教育的传统。本
文研究的是汉语和韩语中共同使用的后缀“X家”（“X가”）的语义对比，特别是着眼于它的语义特性，
阐明意义差异为研究目的。韩中 “X家”的语义可分为同义，转移，变异的关系。笔者以类后缀“X家”
的语义特征、语用特征等方面来浅析“X家”词缀化产生的原因。韩中两国同处“汉字文化圈”之中，有
着密切的联系。第二语言的习得离不开牢固的第一语言基础。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研究已经成为一门独立的
学科，研究日益精深。各国的汉语学习者，在自身文化特点的影响下，对汉语语言的习得、难易把握、也
有着不同特点。其语言的共性及个性更有着不同于其他的特点，这为中韩语言研究提供了必要性，也为对
韩国的汉语学习者的研究提供了必要性。第一语言对第二语言的影响和干扰，所以常常会使第二语言的学
习者自觉不自觉地要以第一语言为标准来套用所学的语言，因此产生“对等”意识和偏误现象。希望中韩
共同使用的后缀“X家”的语义对比研究，对中韩之间跨语言跨文化研究的引玉之砖。
【关键词】 “X家”、类后缀、语义差异、韩国汉语学习者.

明末西班牙传教士菲律宾漳州闽南话教材古今韵母分合考辨 —以《汉语语法：漳州话语言艺术》（1620）
西班牙巴塞罗那图书馆善本为例
金美  中国厦门大学

【摘要】本文以在菲律宾马尼拉传教的西班牙道明会（又称“多明我会”）传教士撰写于1620年的教材
《汉语语法：漳州话语言艺术》（下文简称“漳州语艺”）西班牙巴塞罗那大学图书馆善本漳州闽南语为
例，对比考察今漳州话（下文简称“今漳州话”）与《广韵》音系韵母（每字所属韵摄开合等次及声调用
小字号标注于每字右下角），查考辨正明末菲律宾漳州闽南话与今闽南话韵母古今分合的历史音变遗存，
颇有启示意义． 
【关键词】 明末西班牙传教士、菲律宾漳州闽南话教材、古今韵母分合

跨语言视角下汉语结束义动词的语法化研究
景高娃  浙江外国语学院 

【摘要】本文采用共时和历时相结合的方法，对汉语结束义动词的语法化过程进行分析，并借鉴语义地图
的方法，描绘结束义动词的多功能性。事件连接功能的产生是结束义动词语法化非常重要的一环，符合类
型学结束义动词语法化的一般路径。在共时平面上，对方言中的结束义动词的关注还不足。“罢”在普通
话中已很少使用，但保留在豫北方言中，进一步虚化，并扩展出表达经历的用法。从跨方言或跨语言的角
度来看，汉语方言和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语言中的结束义动词有相似的从完结到经历的扩展路径。已见报
道的境外语言的结束义动词可以表达“以后”“已经”“完结”“接续”“过去”“完成体”等多种功能。
汉语结束义动词向完成体甚至经历体方向发展，体现了类型学的共性。
【关键词】结束义动词、多功能性、语法化、经历体

认知视域下韩国学生能性述补结构的习得研究
雷婷  中山大学 

【摘要】能性述补结构一般是指“V得/不C”结构，是汉语的一种特殊句法结构，该结构的使用条件相对
比较复杂，在韩语中没有完全相同的对应形式，因此韩国学生在使用该结构的时候常常出现各种偏误。传
统的“V得/不C”结构教学主要偏重于结构形式的描述，学习者虽然能记住能“V得/不C”的结构形式，
但是能准确理解把握并有意识地正确使用该结构的学习者却不多。本文尝试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对能性述
补结构“V得/不C”进行习得和认知研究，试图探索出能性述补结构“V得/不C”的认知加工机制，并以
此为依据帮助对外汉语教师找到更为科学有效的教学策略。
【关键词】能性述补结构、二语习得、认知研究、汉语教学

新马地区私会党的行业隐秘语
李国樑  新加坡独立民间文史研究员、民间文史顾问

【摘要】新马的华人帮会源自中国清朝的天地会，殖民地政府称之为secret society（私会党）。虽然一
些私会党员曾经回国反清，大体上私会党的本质已演变成通过武力争夺地盘，以新客与黄赌毒为主要营收
的社会罪案源头。19世纪末，新加坡私会党被令“解散”后，成立以洪门“廿一”为根基的“天地人神”
派系，行语亦趋向本土化，例如“平中”和“崩角”两大主流招纳新丁时都会“做大戏”和“布袋戏”，
急功好利的私会党老大则“去角”；私会党内部职位有426、415、49等，民间形容“08、24、369，敌
不过999（警方号码）”；一旦“风来了”最好马上把“白鱼”藏起来。此外，“开台”跑码头必须以《
五祖船》对诗，跟“水”相关的隐语甚至通俗化，成为民间方言惯用的俚语。 
【关键词】新加坡、天地会、私会党、行语

关于华文实时在线课堂互动技巧的思考
李静  范静哗博士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COVID-19的疫情导致许多青少年的学习场域从传统的同一物理空间的课堂转到虚拟空间的实时
在线课堂，实时在线教学的互动环境的改变也导致传统的师生互动条件发生了变化。当教师和学生分散在
各自的生活空间，在共享的虚拟学习空间中师生的互动与传统课堂相比，相对缺少非言语交流，这对学习
者的投入和注意保持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教师需要进行专门调整才能发挥在线教学的效果。本文从青少年
心理学的角度探讨注意力及其与在线学习的关系，进而分析在线课堂中的常见任务，并总结在线教学中的
一些互动技巧，目的在于通过形成良好师生关系、积极的学习氛围来加强课堂互动，为学习者赋能。文中
总结的互动技巧主要包括：1.激发学习动机的互动技巧，如提问、反馈、非言语交流等；2.教学过程策略
的互动技巧，如明确学习任务、设计话题以及任务导向教学等；3.差异化教学策略的互动技巧，如应用资
讯科技支持差异化教学、组织统筹课堂中的互动。
【关键词】在线课堂、非言语交流、青少年学习心理、在线互动

关于强调数量“就”的重音形式
李美京 韩国大邱大学
            
【摘要】本文主要以声学的方式针对既可强调数量多又可强调数量少的副词“就” 进行的研究。前人对
此研究已经很多如，在句法、语用、语义演变、语义指向、主观量等方面，但在韵律方面的研究却很少，
且几乎都靠语感来判断“就”是重读还是轻读。本文要对“就”的本体研究与韩汉对比研究同步进行，考
察在有无“就”的单量式结构中重音形式有何区别，还要看中国人和韩国人对“就”句子的音长和音高有
何不同。实验材料选择了《现代汉语八百词》，《现代汉语虚词词典》中的例句及自己调整的例句，一共
20个句子。实验对象为中国人3名，韩国人3名，各读三遍。分析对象一共为360（20*3*6=360）个句子，
57，600（20*160*3*6=57，600）个音节。本文要分析句中有无副词“就”的两种情况下，句中音长和
音高的不同。研究结果大体如下，第一，通过分析音长和音高来看，句中有无“就”时，重音位置有所不

同，没有“就”时，重音放在句末数量单位上，并且各音节的音长相差不大。强调少量时重音既可在“就”
上，也可在“就”后的数量单位上；强调大量时，重音放在“就”前。第二，韩国人不管副词“就”在哪
儿，一般都把重音放在数字上，有些人把它放在动词上。可见，韩国人对句中出现强调数量的副词“就”
的重音格式不太了解。第三，韩国人的每个音节音长区别不大，而重音的表现不太凸显。
【关键词】重音、 副词“就”、音长、音高

东南亚华语早期词汇发展变化研究
李权  北京师范大学

【摘要】本文以《叻报》《新国民日报》为研究对象，分别选取1917-1920（本文称之为“前期”）和
1930年前后（本文称之为“后期”）的等量本地新闻语料进行两点间的词汇比较，主要有以下两点变化：
第一，文言形式减少，白话形式增加。早期华语的语言风格可归纳为“文白相融”，即尚古的文言词和通
俗的白话词并存共用。对比前后期，文言形式有所减少，白话形式有所增加，体现出文言向白话的过渡特
点。第二，由不稳定趋于稳定。表现为如下语言事实：其一是同义形式的选择，如同素异序词，其二是异
形词的选择，包括自源和他源两类。它们均表现出前期词形丰富，且频次相近，后期出现了主要词形的变
化。以上几种变化主要受以下三种因素的影响：其一，早期国语的影响；其二，东南亚本土因素的影响；
其三，外语的影响。从“史”的角度来看，应该将共时和历时的研究思路相结合，多角度考察影响华语发
展变化的因素。
【关键词】东南亚华语、叻报、新国民日报、词汇

基于网络技术支持下韩国高校汉语教育现状
李秀彬 韩国仁荷大学/中国天津师范大学

【摘要】随着网络技术的普及，不受时空限制可以展开汉语教育。在疫情情况下，多数韩国高校采取了基
于网络技术支持下的远程汉语教育。本研究主要考察对象为20所韩国重点高校的汉语教育现状，主要考
察范围为韩国政府的官方文件、高校常用的LMS系统，K-MOOC平台、KOCW高校资源共享平台、高校
的OCW平台、高校官方网站进行了考察。考察得知，1）汉语与其他外语相比，韩国政府对汉语教育方
面的支持力度变化不大，可说明为韩国政府重视汉语教育。2）韩国高校利用LMS系统开展混合式学习以
及远程教育提高汉语课堂教学的绩效。3）通过K-MOOC管理实施策划可以看出，韩国政府重视基于网
络技术支持下的远程教育，以及远程教育有着一定的意义。本文进行了基于LMS系统支持下的汉语课堂教
学设计。LMS系统可以实现以学习者为中心的课堂教学，又可以减少教师的备课时间。基于LMS系统的汉
语课堂教学可以分为三大环节开展不同的教学活动。1）课前环节主要进行资源学习，比如：教师把教学
资源上传到LMS系统让学习者进行自学。2）课中环节可以点击远程会议（ZOOM与谷歌会议）开展远程
教育。3）课后环节利用LMS系统上的练习，考察学习者的掌握度。4)学生互动方面，LMS系统上教师创
建小组之后，不仅可以进行生生互动，还可以线上会议当中可以进行师生讨论。本文的研究工作可以为对
韩国汉语教育的信息化与汉语教学改革工作提供参考并借鉴。
【关键词】汉语教育 、系统

混合式学习模式运用于文学教学的设计与实践—以H2华文与文学小说教学为例
李志元  新加坡莱佛士书院（高中部）
张曦姗  南洋理工大学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随着数码科技的普及，课堂的教学形态及学生的学习方式也有了巨大的改变。混合式学习模式便
是其中一大教育趋势。学生在选读H2华文与文学这门课前，较少接触过文学作品，也缺乏深入分析文本
的能力。因此，如何带领学生深入分析课程中的所有作品，并教授学生分析文本的能力便成了一大教学难
点。本文试图以H2华文与文学课程下的小说教学为例，探究如何将混合式学习模式运用于文学教学上。
首先，本文将介绍研究背景与对象，并阐述新加坡混合式学习模式的概念和理论依据。接着说明运用混合
式学习模式于小说教学上的实践过程。最后，本文通过学生调查问卷、聚焦访谈及教师观察来检视教学设
计与实践的成效，再反思教学过程中所面对的挑战。
【关键词】混合式学习模式、H2华文与文学、小说教学

“年老”对新加坡华族年长病患意味着什么？—以医患门诊会话中的“年老”为例
林鼎勋   林尔嵘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摘要】在公共医院的门诊互动中，时而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一些年长患者会在话语中向医生标榜自己“
年老”的身份，如：“这么老了”、“我岁数有了”、“八十七岁了啦”等等。我们发现，这些以话语标
识自己或他人的“年老”身份不只是单纯的在传达信息。实际上，在不同的会话序列环境中，以话语标识

“年老”作为会话行为能达到不同的话语作用。以新加坡某一家医院的门诊语料为例，我们结合会话分析
（Conversation Analysis）方法与身份类属机制（Membership Categorization Device）的视角，
探讨“年老”这一身份类属在门诊互动中的作用。研究显示，一些华族年长患者会向医生标榜自己“年老”
的身份，以完成特定的话语行为，包括：一、合理化自己的病症；二、拒绝医生的医疗建议；三、辩解自
己身体功能的缺失。通过分析这些年长患者标识“年老”身份类属的互动序列及相关的会话行为，我们旨
在揭示新加坡华族年长患者对于“年老”这样一种身份标签的观念及认识，说明身份类属机制是如何搭建
起交互双方对话语的理解，也为医患沟通研究带来新的启发。
【关键词】会话分析、互动语言学、身份类属机制、年老

维吾尔语、西部裕固语颜色词文化内涵对比研究—以“黑”“白”为例
林雅琛   中央民族大学

【摘要】本文总结对比维吾尔语和西部裕固语“qɑrɑ/�ɑrɑ黑”“ɑq/ɑq白”的义项发现，两种语言“
黑色”既含褒义也含贬义，均有伟大、尊贵、有力、程度深、粗糙、无知、坏、反面的和孝服等义。但维
吾尔族接受了汉族“黑色”代表非法、秘密的认识。维吾尔族和西部裕固族都认为“白色”代表吉祥、善
良。西部裕固语“白色”可指所有奶制品和非宗教职业者，维吾尔族受到其他民族影响，借入了白色“落
后、反动”等贬义。并从社会生产实践、宗教信仰、风俗习惯三方面讨论“黑”“白”文化内涵的异同原
因。
【关键词】维吾尔语；西部裕固语；“黑”“白”颜色词；文化内涵对比

试论对外汉语教材中的拼音教学设计及拼音对教学的辅助作用—以《博雅汉语（第二版）》为例
刘迪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

【摘要】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开始学习汉语，各种对外汉语教材层出不穷。语音教学在语言学习初
期有着重要意义，对于汉语来说，拼音教学是发展其他语言技能的基础。教材是教学的依据，一些对外汉
语教材中对拼音教学的设计缺少科学性和系统性，并且没有较好的利用拼音辅助之后的技能教学。本文共
有五章，以《博雅汉语（第二版）》九册书为研究对象，分别从研究目的和意义、拼音教学设计、拼音练
习安排、拼音辅助其他语言技能教学、研究结论等方面展开论述。《博雅汉语（第二版）》总体而言在拼
音教学方面较为完善，但在发音方法教学和拼音练习方面仍可提升。本文详细分析了教材中拼音部分的优
劣利弊，希望能为其他对外汉语教材的编写完善提供思路，提高对外汉语教学的质量。
【关键词】对外汉语、拼音教学、教材设计

台湾“国语”新义新用的“杀”
刘吉力  长沙师范学院文学院  

【摘要】台湾“国语”的“杀”动形兼备，以动为主，辅以形容词用法。形容词“杀”主要有“狠/酷/低”
三个义项，各义项来源不同；历时考察“杀”，呈现由升到降的发展态势，义项由单到多再到以“低”义
为主，“杀”的发展演变有其内外部原因；对比其他多个华语社区，台湾“杀”与其形成有无之别的新生
差异。新义新用的“杀”充分体现了台湾“国语”的变异性及独特性，因此是研究其最新发展演变的典型
案例之一。
【关键词】台湾“国语”、“杀”、形容词、变异

更好地与文献对话：留学生学位论文转述结构考察与教学
刘锐  澳门大学

【摘要】学术写作中，引用是与已有研究建立联系、创建自身研究空间的重要方式（Swales， 1990）。
因此需要大量地使用诸如“某某发现/认为”、“在某某看来”这类转述结构。学术英语（EAP）研究表
明，二语学习者在掌握转述结构上存在相当的困难（Neff et al. 2003；陈建林，2011）。本研究旨在考
察汉语二语者的学位论文中转述结构的使用情况。本研究从CNKI硕士学位论文库中随机选取了13篇留学
生用汉语撰写的学位论文作为考察对象。由于引用通常集中地出现在文献综述部分，因此考察的重点放在
论文的“研究综述/研究现状/文献综述”部分。我们使用Liu & Wang（2019）的分类体系对转述结构进
行了标注。结果显示，留学生学位论文中使用最多的是过程性转述，其次是话语性转述，最少是发现性转
述、认知性转述。对比成熟写作者的论文（刘锐、黄启庆、王珊， 2021），留学生过度使用过程性转述，
而发现性转述、话语性转述的使用比例偏低。结合不同转述结构的功能来看，留学生在引用中主要关注的
是研究对象、方法，而对结论、成果、作者的观点缺乏足够的讨论和分析。此外还存在以下问题：转述语
的功能类型、种类单一；（2）转述语误用；（3）转述结构滥用，造成无意义的引用。针对这些情况，
本文提出应该对转述结构进行针对性训练，综合使用范文学习、结构控制训练、改写等练习方法，帮助二

语者理解和掌握多样化的转述手段，以提高汉语学术写作的水平。
【关键词】转述结构、学位论文、引用、学术汉语、学术写作

虚拟世界和元宇宙：汉语国际传播的应用现状和未来的可能性
卢文慧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研究生

【摘要】依托现代信息技术和互联网平台在线教育的不断发展，“互联网+”开展汉语教学受到汉语教师
与汉语学习者的共同重视，使汉语国际传播更多样化。虚拟世界是一种持久的在线计算机生成环境，在远
程物理位置的多个用户可为工作或学习进行实时交互。本文首先介绍了虚拟世界的历史发展和元宇宙的概
念。元宇宙是互联网的延伸，允许用户彼此之间以及周围的环境进行互动，包括虚拟现实（VR）和增强
现实（AR)。人工智能（AI）的使用现已成为汉语国际教育的现实。通过特别关注四个特性，虚拟世界或
元宇宙的集成网络在四个领域取得进展：沉浸式现实主义、访问和身份的普遍性、互操作性和可扩展性。
对于每个领域，当前状态和需要的发展，这些特性被认为是可行的多元核心组成部分。本文考虑虚拟空间
在当代汉语国际传播的应用现状，以及元宇宙新技术领域的影响。以当代汉语为对象，以多学科交叉为视
角，结合汉语国际传播的相关实践，虚拟世界利益相关者和开发人员之间未实现的协作，构成人类社会文
化互动的一个引人注目的领域。伴随新技术发展和教学理念变化，在虚拟世界和元宇宙视野下展望汉语国
际传播发展的新思路。
【关键词】元宇宙、虚拟世界、人工智能、汉语国际传播

东南亚华语量词历时发展调查与思考
卢月丽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摘要】本文以东南亚华语为对象，以“史”的眼光观察东南亚华语中量词的历时发展面貌，最终按照“
史”的范式形成比较完整的表述，试图从一些具体的方面展现东南亚华语发展演变的内容及过程。文中把
东南亚华语量词的发展归纳为以下三种模式：上扬式、下行式及曲折式。在对上述语言事实考察与梳理的
基础上，文中得出以下两点认识：其一，东南亚华语量词的发展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其发展不止一种模
式，而是三种交织在一起；其二，华语量词发展演变的原因既有方言、英语的影响，又有其作为祖语具有
保守性的制约。
【关键词】东南亚华语、量词、祖语、历时研究

浅谈国际汉语教学中的跨文化理解 ―以在日教学实践为例
路浩宇  日本关西学院   
陈碧强  中国山东曲阜师范大学

【摘要】笔者以自己在日本大学试行的两次以“友谊”和“孝道”为主题的汉语口语教学实践为例，通过
学习者对“友谊”和“孝道”为主题所作的口头发表，在提升口语表达能力的同时，引导学生了解中国的
文化与哲学思想。通过观察学习者对“友谊”和“孝道”话题的口语课的参与情况，我们发现日本学生对
友谊话题的兴趣更浓厚，对友谊的理解比孝道更深，对友谊价值的认同大于对孝道的认同。日本是原子化
社会，由于个人本位思想在日本的盛行，学生对于跟自己关联紧密的同时代事物表现出更大兴趣。孝道涉
及两代人或三代人之间的关系，复杂程度远大于友谊，故不太容易引起在“核心家庭”的时代背景下成长
起来的当代日本大学生的同情与理解。由此可见，任何一种观念都与它的历史和人文环境有关，是传统延
续和社会生活的产物。由于“孝”涉及到代际关系，日本学生对“孝”的认识相对浅薄，往往是泛泛而谈。
由此引出对教学目标的思考：一，国际汉语教学不应仅仅停留在“术”的层面，而应在锻炼学习者基础能
力的前提下，上升到对学习者的人文关怀与灵性启迪的大道上来。二，知识传授与文化交流是两个层面的
问题，知识传授是无条件性的，而文化之间的融合是有选择性的。国际汉语教学需要在尊重文化多样性的
前提下进行。
【关键词】国际汉语教学、友谊 孝道、人文关怀
  

怒苏语多义词的文化内涵
罗自群  中央民族大学

【摘要】怒苏语是生活在中国云南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福贡县的怒族怒苏支系说的一种语言，属于汉藏语系
藏缅语族彝语支。怒苏语词汇，按照义项来分，有单义词和多义词两类。本文重点从多义词这一方面来分
析怒苏语词汇所体现的文化内涵，通过与汉语、藏缅语族其他语言的比较，来说明怒苏语词汇文化内涵的
特点。文中所用的怒苏语词汇都是来自本人田野调查获取的第一手语料。一、怒苏语多义词的类型：如果
以汉语为参照点，怒苏语中存在一些多义词——一个怒苏语的词，可以有两个及以上的汉语词语和它相对
应。既然是多义词，语音相同，语义相关。根据词性，可以把怒苏语多义词分为两类：1、词性相同的，

2、词性不同的。（一）怒苏语词性相同的多义词  怒苏语词性相同的多义词比较常见的是名词、形容词
和动词。（二）怒苏语词性不同的多义词  怒苏语词性不同的多义词，比较常见的是一个多义词具有两种
不同的词性，当然，也有一部分多义词不止两种词性。二、怒苏语多义词的文化内涵：我们把怒苏语词性
相同的多义词看做是静态相关，而把词性不同的多义词看做动态相关。和汉语比，和汉族比，使用怒苏语
的怒苏人和汉族在认知上存在着诸多差异，汉语的表达显得更精细一些，而怒苏语则比较笼统一些。怒苏
语多义词的这种特点，充分体现了怒苏语的文化内涵。
【关键词】怒苏语 、多义词、文化内涵

汉语二语者书面产出词汇多样性的文本长度效应研究
马庆 北京语言大学

【摘要】词汇多样性是二语表达能力的重要标志，是计算机自动作文评分的重要采集变量，但是词汇多样
性测量指标与文本长度之间存在复杂的关系。本研究从2010年4月HSK写作考试的实测大数据中选取154
份语料，重点探究了汉语二语者书面产出词汇多样性与其文本长度的关系。结果发现：（1）词种数、
TTR、Root TTR 、Log TTR等8个测量指标可作为词汇多样性测量的有效参量，但通过相关分析结果可以
看出，当文本长度过短的时候，很难反映出词汇多样性与作文成绩之间的关系；（2）8个测量指标均存
在文本长度效应，其中MATTR受文本长度的影响较小；其余7个测量指标随着文本长度的变化整体呈现出
线性的变化趋势；（3）当文本长度在60至100词范围内时，除MATTR外，相同文本长度下的LD值均存在
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关键词】词汇多样性测量、文本长度、语言产出、作文自动评分

西南官话中古非晓组字混读的声学考察—以四川中江为例
饶冬梅   西华大学

【摘要】古非晓组字的混读在西南官话中较为常见[1][2]。西南四省（四川、云南、湖南、湖北）方言中
非晓组字的混读主要体现为八种类型（见表1）。本文以四川中江方言的古非晓组字今读作为深度调查对
象（前人调查结果为Type2类型[2][3]），选择10位年龄在55-65岁区间的发音人（男女各5），得到约
9000个语音材料，提取擦音中段20ms的谱重心CoG（Center of Gravity）和标准差SD(Standard 
Deviation)两个参数[4][5]，从声学和感知两个角度考察了四川湘语中非晓组字混读（merger）以及语
音性变读（phonetics variation）的原因[6][7]：非晓组字的混读，跟[f]/[xu]发音的相似性以及感知混
淆有关，和语言接触也有密切关系。四川湘语受强势方言（Type 1）及普通话影响，混读规律出现例外
之外的字有所增多，混读的条件也逐渐走向单一化。
【关键词】四川湘语、混读、语音变读、语言接触

河北方言的“去分阴阳”现象
桑宇红  白茹 河北师范大学 

【摘要】学界对河北地区保定、唐山、秦皇岛地区冀鲁官话保唐片轻声前去分阴阳的现象已有报道，较早
应是《昌黎方言志》（1960），后有李思敬（1995）对宁河方言，接着田静（2007）、刘克龙（2010）对
唐县，后又有郑莉（2014/2019）、白茹（2016）、曹庆改（2018）、李仕颖（2019）、尹凯（2020）等
分别报道了与保定毗邻的石家庄的深泽、无极、辛集及衡水部分地区安平、饶阳也存在“去分阴阳”的现
象。河北方言去分阴阳具体表现为：（1）在单字调层面可以区分阴阳去，如无极和深泽；（2）在连读层面
区分阴阳去；主要分布于保定地区的曲阳、定州、唐县三个县市；（3）仅在轻声前连读时区分阴阳去，
主要分布于保定及石家庄、衡水部分毗邻保定的地区。
【关键词】河北方言、去分阴阳、连调及轻声、保唐片

课例研究：放声思考在阅读教学中的策略与设计
盛丽春、韩爱玲、幸锦龙 、胡晓苏  四德女子中心
张曦姗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为了提高学生在阅读理解、感悟欣赏及延伸拓展方面的能力，本校研究团队通过放声思考阅读策
略(Think Aloud Strategy)进行有系统、有针对性的阅读教学。放声思考策略是将个人内在的无声思考，
用口语表达的方式，将心中所思考的内容说出来。老师能借此了解学生的思维过程并加以引导纠正。放声
思考方式是展示思考能力的有效方法，让思维可视化，同时也能训练学生的口语表达能力。本研究以79
名中二高华学生作为研究对象展开三轮的课例研究。本文首先从研究背景、研究对象和研究目的做一个整
体介绍；接着阐明理论依据和相关概念；再具体介绍整个研究的教学实践过程。研究结束后，通过调查问
卷、教师观察以及学生反馈进行分析，最后再反思教学过程中所面对的难题与挑战。

【关键词】课例研究、放声思考、阅读教学

“洪武赶散”与苏北江淮官话
石绍浪  北京语言大学

【摘要】“洪武赶散”是指明初苏南向苏北平原一次大规模移民，虽然正史没有确切记载，但在苏北民间
普遍流传。苏北江淮官话入声韵有一个较为独特的特征，曾梗摄一二等帮组字读圆唇后元音韵母，并与通
摄合并，其分布与“洪武赶散”的移民范围基本吻合。比较发现，苏北江淮官话的这个音变应是源于苏州
移民的影响。今苏北江淮官话入声韵类突破中古韵摄的格局，发生了简化，也可能是明初苏州方言在苏北
扩散的结果。余论认为，在分析江淮官话与吴语关系时，不能只局限于“同源”的角度，还应考虑明初苏
州苏州方言在苏北的扩散。
【关键词】“洪武赶散”、苏州方言、苏北方言、江淮官话、入声韵

德国语言学家加布伦兹及其《汉文经纬》研究
宋楠  德国国际合作署中德合作中心； 波恩东亚研究院chinnotopia中国论坛

【摘要】本论文第一章介绍了与乔治·加布伦兹有关的史实，包括十七到十九世纪西方汉学的兴起、独立
与发展、加布伦兹家族史和乔治·加布伦兹的汉学之路。 第二章到第四章将《汉文经纬》拆分为“汉语
基本面貌”、“分析系统”和“综合系统”研读与解析，完整展现加布伦兹的语法思想和其构建的古代汉
语语法体系。论文的第五章和第六章，分别探讨了加布伦兹在西方近代语言学历史上所起的作用，以及对
汉语语法思想史的影响、突破和超越。同时在论文结语部分，讨论了中外语言学界对于《汉文经纬》一书
不甚明晰的几个问题。
【关键词】加布伦兹  《汉文经纬》

华文作为第二语言新闻听读教学的文献综述
孙晓颖   张丽妹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新闻听读教学在华文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中更是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本文回顾和介绍了
2001-2021年二十年间华文作为第二语言新闻教学的相关研究，文献主要来源于中国知网 (CNKI) 和Web 
of Science等数据库。本研究的文献综述主要围绕四个研究问题：第一，华文作为第二语言新闻听读教
学的目标有哪些？第二，华文作为第二语言新闻听读教学的原则是什么？第三，华文作为第二语言新闻听
读教学的难点有哪些？第四，华文作为第二语言新闻听读教学的教学策略和方法有哪些？最后，本文结合
新的时代背景提出了华文作为第二语言新闻听读教学的优化建议。本研究的成果和发现对华文作为第二语
言新闻听读教学具有良好的指导意义，同时也为华文第二语言新闻听读教学法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和指引。
【关键词】华文作为第二语言、新闻听读教学、教学目标和原则、教学难点、教学方法 

乙圩壮语多功能语素te∶ŋ1

覃薇  中央民族大学 

【摘要】本文对乙圩村壮语“遭受”义语素“te∶ŋ1”进行全面的调查描写，并刻画出“遭受”义语素
“te∶ŋ1”功能的整体面貌。对“遭受”义语素部分语法功能的语法化过程进行探讨，归纳出其语法化的
路径和机制，为学界了解乙圩壮语“遭受”义语素功能的语法面貌和特征提供新的材料。乙圩壮语的“遭
受”义语素“te∶ŋ1”呈现出多功能性，具备了十三种功能：①“触碰”义动词；②“对、中、合”义动
词；③“遭受”义动词；④“需要、用”义动词；⑤被动标记；⑥“对”义形容词；⑦“致使”义动词；
⑧情态助动词；⑨结果补语；⑩程度/状态补语；⑪“到、轮到”义动词；⑫副词；⑬假设连词。其中，
本文调查到了“遭受”义语素“te∶ŋ1”以往没有被调查描写到的功能为：①程度/状态补语；②“到、
轮到”义动词；③副词；④假设连词。
【关键词】乙圩村、壮语、“遭受”义

祁东湘语多功能词“落”的语义演变与主观化
谭丽亚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西南林业大学外国语学院
陈海宏  云南民族大学民族文化学院

【摘要】湖南祁东湘语多功能词“落”的用法比较特殊，其语义演变属于通过增加新义而产生的多义模式，
它的多个义项在语义上有一定的关联，或直接关联，如“落”作实义动词时的多种语义；或间接关联，如
前加准词缀型小称标记“落”可能是由实义动词“落”的“降生”、“遗留在后面”等义隐喻而来的。“

落”在祁东湘语中还可以重叠，在语义和语用表达上带有一定的感情色彩，可表达说话者对命题的多种主
观态度。祁东湘语“落”语义演变的认知机制主要有类推（隐喻与之相关)、重新分析（转喻与之相关）和
主观化（褒化、贬化与之相关)等等。
【关键词】祁东湘语、“落”、多功能、语义演变、主观化

论析新加坡华人华语及身份认同的变迁
谭国勇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身份认同的建构在国家及其国家层面下的政治、经济及社会发展上有着深远的影响。它可以使人
认可该国家在政治经济及社会层面上的立场及政策，也可以让人民在某种程度上产生了归属感。教育是建
构身份认同的其中一环。据王赓武教授与陈庆文教授所示，新加坡华人身份认同，是最没有代表性，后者
则认为身份认同是有目的性地建构出来的。由此说明了新加坡华人身份认同正等待人们来填补。也正是如
此，新加坡政府通过不同媒介，包括教育政策等手段来灌输和建构自身倾向的华族身份认同，即倾向于文
化上的认同。本文尝试通过1979年讲华语运动及新加坡教育部历来的教育改革报告书，来了解其倾向和
期许。1979年讲华语运动，主要目的是要整合新加坡华族各方言群体。当时，新加坡华人社会有多达12
个华人方言群体，拥有一个共同的语言：华语，促进他们之间的沟通，减少之间的纷争，团结一致。这有
利于营造及实施双语教育政策的大环境，从中促进经济发展。然而，时间的推移，讲英语家庭的增加，使
得讲华语运动有了新的使命，即提升人们对华文的认识。新加坡教育部在报告书中所倡导的文化认识，倾
向于应对华族内部压力和需要。这回应了陈庆文认为华人身份认同是人造的说法。与此同时，随着华人移
民的移入，他们所带来的文化是否再次在原有身份认同上融合或产生分歧，则是未知数。这将会直接或间
接影响新加坡华文华语以及教育发展的走向。
【关键词】新加坡、华人华语、身份认同、教育

新加坡高中文学教学提问策略的探讨— QUILT框架下的教学设计与实践
唐佑彬   潘旭    李俊贤    郝德奕 淡马锡初级学院
张曦姗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在华文文学课堂上，设计优质问题能引导学生进行品读和鉴赏。因此，本研究以主修H2CLL的
61名学生为研究对象，探讨基于QUILT提问框架激发学生学习兴趣与提升学生思维能力的课堂教学模式。
本文首先介绍研究的背景、对象及方法，阐述基于QUILT提问框架的教学理念与理论依据；接着以现代小
说、诗歌、戏剧以及文言文为例，介绍如何基于QUILT的提问框架设计不同类型的问题的提问策略；本文
也根据学生的课堂反应，探讨了QUILT提问框架下不同文学作品教学的几种提问策略和问题设计类型，在
体现以学习者为中心、加强师生互动和凝聚同侪间学习力量等方面的成效。本论文最后将通过前后测的数
据对比分析、学生反馈、教师观察和学生产出检视教学设计的实施成效。
【关键词】文学教学 、提问策略、 QUILT框架、教学设计

楚辞“羌”字句与湘西凤凰方言ʧʰɑ13字句 比较研究
田晓黎  中央民族大学

【摘要】楚辞里的“羌” ，自东汉王逸注释后的1800多年来 ，众多研究者引经据典， 却始终没有确解。
《楚辞》的“羌”字是否有田野遗存？在湖南湘西凤凰方言中存在极具特 色的ʧʰɑ13 1字句。本文从凤凰
方言ʧʰɑ13字句的田野记音开始，逐条分析，总结规律，再与《楚 辞》16 处“羌”字句进行对比研究，
结果显现，凤凰方言ʧʰɑ13字句基本传承着《楚辞》“羌” 字句的语义。 
【关键词】《楚辞》  羌

国际中文学习软件的大型网络游戏化
汪歆玥  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   

【摘要】汉语学习时间长的特点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二语学习者的热情，而当下飞速发展的大型网络游戏新
颖有趣，常令人沉迷。修坝不如引流，把学生们对汉文化和网络游戏的双重兴趣融入到汉语学习的全过程，
将有助于培养学习者持续性的学习兴趣。本研究分析了当下常用汉语学习软件中的游戏模式，结合现有网
络游戏的汉元素部分，提出了将汉语学习软件大型网络游戏化的具体设想。持续化：脱胎于传统的孤立小
游戏，将累计的学习成果作为升级模式，合理地穿插各类支线任务。系统化：学习者通过注册账号建立个
人学习档案，学习任务既包括集体学习，也包括多种自学形式。针对性：以学习者的需求为导向，提供相
应的实用汉语知识。灵活性：及时更新，高度重视用户反馈。允许教师使用游戏程序和知识库，以方便与
线下教学配合使用。
【关键词 】汉语国际教育、学习软件、网络游戏、学习兴趣

“ 打（타）”字的韩国汉字音形成过程考察
王 浩  四川轻化工大学人文学院  

【摘要】“打”字，在《广韵》中有两个读音，都是阳声韵，一个是梗摄、梗韵，开口二等，上声，端母
“德冷切”；另一个是梗摄、迥韵，开口四等，上声，端母“都挺切”。但是在韩国汉字音中，“打”字
读阴声韵타[t�ɑ]。本文从历史语言学和语言接触的角度出发，认为中世韩汉音（15-16世纪）中存在的
타[t�ɑ]和뎍[tiək]这两种读音，其形成主要是中国的影响，由“德冷切”和“都挺切”两种读法，平行
发展而来，“德冷切”变成了“都瓦切”直接影响了타读音的形成；“都挺切”本来是阳声韵，在传入韩
国以后，其阳声韵尾[ŋ]变成了入声韵[k]，实现了“阳入对转”，从而形成了뎍的读音。近代以后，随着
日语词向韩语的大量涌入，“打”字的日语唐音だ[da]与韩汉音中타读 音的高度相似性，使得타读音在
与뎍读音的竞争中，取得了最终的胜利。

汉语方言亲属称谓中的音变
王红娟  山东师范大学  

【摘要】亲属称谓是方言词汇中重要的一类，我们在考察方言间的词汇差异时，亲属称谓往往是重要的参
照项，如《汉语方言地图集 词汇卷》共有203条词汇图，其中涉及亲属谓的就有“爷爷、奶奶、外祖父”
等14条。在对汉语各方言中的亲属称谓进行梳理时发现，汉语方言的亲属称谓中普遍存在音变现象。比
如，山西运城的“弟”，单字音为“ti33”，但在“兄弟”一词中读音变为“thi33”。本文的音变的含
义是指：1.某个字或某类字在称谓词中的读音与其他情况中的读音不同。2.某个字或某类字在称谓词中的
读音于古今演变规律不合。本文讨论的方言亲属称谓中的音变类型主要有以下三种：个别音变、系统音变、
别义音变。
【关键词】汉语方言、 亲属称谓、 音变

乡村振兴背景下民族地区发挥语言经济效能路径的再探讨—基于西藏自治区林芝市M县的个案研究
王娟  陕西师范大学

【摘要】语言能力是重要的人力资本，语言经济效能是语言的重要社会效能，语言扶贫工作作为中国贫困
治理体系的有机构成，在国家脱贫攻坚的重要阶段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
后，民族地区的语言文字工作在扶持对象、政策范围和顶层设计方面也相应需要作出一定的调整。本文试
图在乡村振兴背景下进一步探讨如何继续发挥语言经济效能的路径。
【关键词】乡村振兴、语言扶贫、民族地区

四川方言的音系特征和两个历史层次
王倩  周及徐  四川师范大学

【摘要】 以往的四川方言研究认为，现代四川方言皆为明清时期的“湖广填四川”所带来。我们在近十
年的时间里，在四川作了广泛的方言田野调查。根据实地调查材料，我们提出新的观点：在四川省的岷江、
嘉陵江流域分布着两种不同的官话方言：嘉陵江流域分布着以成都话为代表的以“入归阳平”为特征的西
南官话方言，这是明清湖广移民带来的；岷江流域分布着以大邑话、宜宾话为代表的有独立的入声调的官
话方言，这是明代以前的四川本地方言的后裔。二者分属不同的方言层次而共存于今天的四川。本文以
2019年出版的《岷江流域方音字汇——“20世纪四川方音大系”之一》中语音材料为据，借助实验语音
学方法对成都话与大邑话、宜宾话作音系整理、以Praat软件绘制其声学元音图、声调曲线图，分析其在
音系上的规律性语音差别，说明今天的四川方言不仅具有以成都话为代表的湖广话语音类型，还有更为古
老的另一方言层次——这个音系今天仍具有入声独立、果摄一等字读为-u、麻三精见组读-i、模韵字读为-o
等语音特征。这些语音特征与成都话的湖广话语音类型有明显的差别，独立于成渝片西南官话而存在。 因
此，现代四川方言分为本地和外来两个层次：本地层次叫“南路话”，外来层次叫“湖广话”。
【关键词】四川方言、岷江流域、成都话、大邑话、宜宾话、方言音系

保定方言两字组连读变调及其若干问题
王帅臣  华北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 

在对河北省保定市下辖的24个县市区进行方言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展开本文的分析。首先描写清苑区的
两字组前字连读变调情况，以便对保定核心区域的变调情况有所了解。其次，介绍保定方言中的阴平变调、
阳平变调、上声变调、去声变调的地理分布、调值表现、调类分布等基本情况。再次，重点讨论上声变调
和去声变调。上声变调后的调值情况有一定序列性：一种是前字变调后与本声调系统的阴平接近或合流；

一种是前字变调后与本声调系统的阳平接近或合流。上声变调既有类型学上的原因，也有历史因素在起作
用。去声变调有一类和轻声有关。

西宁方言持续体标记“着”
魏萌  中央民族大学

【摘要】汉语西宁方言的体标记“着”主要表达持续体的语法意义。除单独使用，方言中“着”常与起始
体标记“上”、完成体标记“下/了”等其他体标记叠用。由此，西宁方言的持续体标记“着”多构成
“V着V”、“V着C”或“V着＋从句”三种结构。西宁方言持续体标记“着”常与起始体标记“上”、
完成体标记“下/了”等叠用，且均处于其他体标记之后，即动词后第二位置。叠用中，“着”仍表达持
续体的语法意义，其语义与前一体标记层层套叠，具有一定顺承关系。如与起始体标记“上”叠用时，“
上”的语义指向前面的谓语动词，构成“V＋上”结构；“着”的语义则指向“V＋上”这一整体，表达
动作行为开始并将进一步持续的状态，“着”具有一定未完整体范畴义。“V＋上＋着”结构还可续接其
他动词或补语成分，构成“V＋上＋着＋V”结构。此外，西宁方言持续体标记“着”常以“V＋着＋C”
形式用于述补结构谓语句中。其中，C可为程度、情态、结果、数量等多种类型补语，形式上可由单个形
容词或副词、数量或偏正短语及主谓结构充当。语义层面，“V着＋C”由“V着”与C两个时间过程构
成，C主要由“V着”引发或伴随，即两个过程包含一定的逻辑因果关系，这种关系可以是显性的也可以
隐性的。除构成“V着V”、“V着C”和“V着＋从句”结构外，持续体标记“着”还可用于西宁方言的
存现句和“的字结构”中，其用法具有一定独特性。
【关键词】西宁方言、着、持续体标记

“口”的比较词义探索
吴宝安  湖北大学文学院 

【摘要】“口”这一概念在汉语中主要有“口、嘴”两个词，根据它在汉语、汉语方言以及其他语言中的
用法，我们整理出了12组与“口”有关的共同引申，这些共同引申都可以通过“转喻”和“隐喻”来解
释。 基于转喻的共同引申有7条，如： 与言语功能相关，“口”引申出“说话、话语”义。与饮食功能
相关，“口”引申出“口味”“人口”义。与临近部位相关，“口”引申出“脸、鼻、咽”“口部饰物”
义。基于隐喻的共同引申有5条，如：与形状、位置都相似，“口”引申出“容器等器物通外面的地方”
和“出入的通道”义。与形状相似，“口”引申出“（山谷、水道等）大的豁口”“突出的部分；尖儿”。
这12组共同的词义引申在汉语、汉语方言以及英语、俄语、西班牙语、日语、泰语、印度尼西亚语、壮
语等语言中都以共词的方式出现，因此，我们可以将其看作是“口”在语言中的共同演变模式。
【关键词】“口”  比较词义 、共同演变

新加坡中学华文快捷课程后进生
语文学习的挑战和独立学习能力的培养
吴宝发  张曦姗  周淑君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后进生学习一直是教育工作者关注的课题，新加坡教师也不例外。后进生学习问题复杂，包括语
文基础薄弱；个人学习态度不良；缺乏独立与迁移的学习能力；课堂教与学方法不当等。本文立足于本地
一所中学的校本研究，借助文献研究法、问卷调查法与观察法，对中二快捷班24位后进生的学习特点进
行梳理，由此作出为期六个月对3个单元的教学调整的尝试，旨在分析后进生在课堂中语文学习的挑战以
及探索他们独立学习能力的培养。本研究对2021年新教材篇章里的语文技能做一次系统性的梳理，在课
堂阅读理解教学时，强调对文章理解的元认知策略之字义层次、逻辑层次、概念层次的教学，调动学生的
元认知，以弥补学生因语文基础薄弱带来的教与学问题。
【关键词】华文快捷课程 、后进生、中学新教材、元认知

中韩跨国婚姻家庭双语学习和使用状况及问题研究
吴思敏  闽南师范大学

【摘要】近年来，中韩跨国婚姻家庭日益增多。据统计，来自中国的在韩结婚移民总数在2019年已接近
20万人。中韩跨国婚姻家庭既有别于传统华侨家庭，又有别于普通韩国家庭，在语言文化上具有特殊性。
本研究以在韩中韩跨国婚姻家庭为研究对象，对其双语学习和使用状况展开调研，并针对其问题提出解决
方案。研究分三部分进行：第一部分利用文献分析法整理并分析韩国政府对多文化家庭的政策及多文化家
庭支援中心的相关资料。第二部分利用问卷法、访谈法与参与观察法对中韩跨国婚姻家庭进行相关数据采
集，并对数据进行定量与定性分析，多维度考察多种因子对语言的影响以及因子之间的相互作用及其与内
部、外部环境的交互关系，全面把握中韩跨国婚姻家庭双语学习和使用的特点及问题。第三部分综合考虑

调研结果，针对中韩跨国婚姻家庭双语学习和使用的问题和需求，从内部（中韩跨国婚姻家庭自身）和外
部（社会机构与教育部门）提出解决方案。本研究不仅可为中韩跨国婚姻家庭双语教育提供理论基础和实
践方案，还为以其为对象的双语教材及教学资源提供理论依据，为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跨国婚姻家庭双语教
育研究提供参考。
【关键词】中韩跨国婚姻家庭、双语教育、调研、解决方案

实践与反思：国际中文教学与信息通讯技术之运用
夏雪  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

【摘要】随着教育技术的发展，如何善用信息通讯技术（ICT）来服务于教学，实现以“学生为中心”的
教学实践，成为当今教育研究的热点。在国际中文教学领域，我们也面临着如何有效地将ICT运用于课堂
教学和学生学习的问题。本文即以此为出发点，在现代教育理论的基础上，以新加坡国际学校的非汉语母
语学生为研究对象，结合IB华文课程中的一个主题单元，从课件设计及课堂教学反馈等方面对ICT在国际
中文教育中的实践情况进行探索性研究，总结ICT辅助中文教学的几个原则：包括设计ICT要以学生学习
需求为核心，ICT的课堂使用应避免“喧宾夺主”，并反思教师在ICT运用中的作用，以期对新技术下的
国际中文教学发展提供参考。
【关键词】 ICT、 国际中文、课件设计、课堂实践

The Brief Analysis of Japanese Culture's Absorp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ulture
Hui Xu   Maca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bstract: Cultural exchanges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have a history of nearly 2,000 years. The fine tradi-
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ulture have exerted great influence on almost every aspect of Japanese 
life, such as architecture, clothing and so on. At the same time, Japanese culture has made a series of 
cultural innovations and developments according to its own national conditions while absorbing Chinese 
culture for reference. Starting with the reasons why Japan absorbed Chinese culture and analyzing the 
exchanges between Japan and China from 1972 to 2011, this paper analyzes and concludes that the similar 
cultural background of the two countries is the basic reason for Japan to better learn from Chinese culture. 
Finally, this paper expounds and analyzes Japan's absorp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ulture from 
three aspects: religion, ideology and diet. It is concluded that Japanese culture originated from Chinese 
culture, and before the Tang Dynasty, Chinese culture had the greatest influence on Japanese culture; after 
the Tang Dynasty， Japan began to have a real culture, but it was still influenced by Chinese culture.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and improvement of its own culture, it finally formed its own unique style. 
Key Words: Japanese culture; Chinese culture; Absorb; 

港式中文词汇与普通话的隐性差异
徐涵韬  北京师范大学

【摘要】“隐性差异”的概念及思想适用于全球华语对比研究，文章立足于此，讨论港式中文词汇与普通
话的隐性差异，首先以量词“枚”、动词“怀疑”以及名词“论调”为例，分析其在概念义、语法义、色
彩义等方面的表现；然后举例说明了隐性差异的三种存在形式，即有无之别、大小之别和程度之别，并指
出三者之间联系密切，不能孤立讨论；最后，文章认为未来研究应增强对华语隐性差异的考察分析，拓展
隐性差异的研究内容、语体范围及比较对象。
【关键词】隐性差异、词汇、港式中文、普通话

基本核心词词义的跨语言表现与特点—以61种语言为例
许可  冉启斌 南开大学

【摘要】本文建立了61种语言60个基本核心词词义数据库，从跨语言角度对其进行了细致考察。数据库
中共有义项约11440个，平均每词义项略超3个，最多达21个。平均义项数方面，动词最多，形容词其次，
名词、否定副词随后，数词、代词最少。义项数可能受词与外部世界的关联性、在词汇系统中的基本性以
及概念本身模糊性的影响。对词义引申深度赋值后，看到动词、形容词、名词的词义引申能力分较高，各
词的平均义项数与该分排名不一致。语言、词类对义项数量、引申能力分影响显著。通过网络图谱对词义
进行聚类分析和可视化分析后，基本核心词被分为10类，词类对聚类有影响。动、名、上形成较大词团。
名词[±指人][±身体部位]，形容词[±积极/消极]等特征会使词类内部形成关系更紧密的小类。图谱中，
hand连接动词和身体部位名词；head连接身体部位名词和指人类名词；man连接指人名词与褒义形容
词；one连接指人名词和数词；die、sleep等词连接动词和形容词等。

【关键词】基本核心词、词义引申、数据库、】可视化

冰墩墩的启示：中华文化符号海外传播的机遇与挑战
许琳皎  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

【摘要】北京2022年冬奥会吉祥物“冰墩墩”在国内外社交平台的爆红引起各界讨论。作为一种文化符
号，“冰墩墩”兼具多重内涵，承载着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功能。“冰墩墩”成为“顶流”，不仅
展现了中华文化强大的感召力，也为中华文化符号的海外传播提供了新思考。本研究基于符号学理论，从
视觉和语言两个维度分析符号传播的特点，挖掘“冰墩墩热”的深层原因，并从中得出中华文化符号海外
传播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基于此，笔者从符号传播的原则、内容和方式三方面提出了建议，即：调整传播
心态，着眼他者视角；加强内容设计，挖掘文化内涵；充分利用互联网媒介，引发情感共鸣。以期为中华
文化符号的海外传播提供借鉴，丰富中国文化传播领域的研究成果。
【关键词】中华文化符号、海外传播、文化传播、冰墩墩

韩国国民教育体系中汉语教育的发展与创新
许培新  山东大学

【摘要】本论文结合中韩两国历代交流的传统以及现代社会发展的趋势，在追溯韩国汉语教育发展历程的
基础上，重点考察自中韩建交以来韩国汉语教育的发展脉络，重点梳理并分析韩国国民教育体系中，大、
中小学不同层次汉语教育的发展情况以及出现的问题，总结韩国国民教育体系中汉语教育的主要特点；当
今国际大变局和新态势下，汉语教育发展面临着新情况、新问题，韩国国民教育体系中的汉语教育和学习
也在发生变化。因此基于教育理念升级、教学思路转型与教学模式创新，提出了加强韩国大、中小学汉语
教育的实践性、针对性，以及韩国汉语教育内涵式发展多元化路径的对策和建议。 
【关键词】韩国汉语教育、国民教育体系、内涵式发展

 
13—19世纪朝鲜半岛汉语教学对当代汉语国际教育的启示
许润芳  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

【摘要】朝鲜半岛有悠久的汉语学习历史，从以汉字为本、重视书面语学习到文言并重、对政治商务风俗
文化等不同领域进行全面了解，其汉语学习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汉学界人才辈出，促进了对中国制度、文
化的内化吸收及其本民族政治经济文化的进步。其中，国家层面的空前重视、语言政策的有力支持是不能
忽略的因素。目前流传的朝鲜半岛汉语教科书集中于13-19世纪，恰是两国政局革新、关系进一步密切的
时期，此类教材是今日研究两国历史上人文交往、不同时期汉语口语面貌、汉语教学法种类及影响、汉语
国际教育在半岛发展历程的宝鉴，本文以该时期《老乞大》《朴通事》《学清》等代表性汉语口语教材为
主要研究对象，结合韵书、字书及辞书类汉语书面语教材、《朝天录》《燕行录》与《朝鲜王朝实录》等
官方历史记载为佐证，共时对比同时期中国韵书。探讨官学、私学、司译院、承文院、译学院、质正官等
部门和职务发挥的历史作用，总结该时期朝鲜半岛汉语教学的优点和不足，力求为当代汉语国际教育汉语
人才培养、汉语教材编写、汉语教学法选择和语言政策制定提供一定的参考意义。
【关键词】朝鲜半岛、汉语国际教育、教学法、语言政策

语言赋能：乡村振兴多模态话语战略构建
杨城  浙江大学 

【摘要】语言是促进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乡村振兴中的每一步都离不开语言的力量。研究中首先依托多
模态话语分析综合框架，对余杭、桐庐、淳安三个乡村振兴示范地区的宣传片视频进行分析，总结其文化
、语境、内容、表达四个层面的多模态体现。其次依托质化分析的扎根理论方法，构建语言赋能乡村振兴
的战略模型，在组织、社会、个体三个层面探索赋能方向。最后，基于话语分析和战略模型提出未来语言
赋能乡村振兴的提升路径。研究发现，三个地区的多模态话语具有典型的区域特色，语言赋能乡村振兴需
要凝聚自上而下的多方力量，而国际化视角、内容的精准筹划、赋能视角的联动共振则是未来乡村振兴话
语努力的方向。
【关键词】乡村振兴、语言赋能、多模态、话语分析、战略模型

A Study on the Chinese Classroom of Foreign Students in the Epidemic Period Based on the Inter-
active Perspective
Haifeng Yang1,Daqian He2, Zhuoda Yang3

1. Center for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Wuh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Wuhan， 

2.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Wuh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Wuhan，
3. School of Chinese Studies and Cultural Exchange,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Abstract: Interaction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s affecting the result of online Chinese class teaching. 
By utilizing the method of questionnaire analysis, error analysis and document analysis， this paper selected 
200 international students from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Cultural Exchange of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of Wuh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of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as samples for investigation, including 94 undergraduates, 60 master 
students and 46 doctoral students. Among them, namely 86 in primary stage, 64 in intermediate stage and 
50 in advanced stage based on their HSK marks. The majority are from Asia (45%) and Europe (25%), the 
rest are from Africa (15%), America (10%) and Oceania (5%). This paper finds that the existing interactive 
methods of them include online conference platform, course live-streaming platform and video live-streaming 
platform. 
When using these platforms, we find there are some advantages of them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remote 
Chinese learning: They are convenient for students to preview and review before and after class, and they are 
helpful for the sharing of Chinese learning resources. However, we also find that there are some disadvantag-
es in teacher-student interaction and student-student interaction on these platforms, such as the lack of learn-
ing atmosphere (58% participants agreed) and the unwillingness of turning on the camera and micro-
phone(76% participants agreed). We think the factors causing these problems mainly include external and 
internal factors of teaching. The external factors include the factors of network connection, time difference, 
studying platform and studying resource allocation. The internal factor of Chinese teachers is that they are not 
adapted to the new way of online teaching, which makes them unable to carry out innovative design of class-
room interaction, and still choose the traditional teaching method (66% participants agreed). The internal 
factor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on the one hand, they lack online learning experience, so it is difficult to cope 
with some new challenges in teaching interaction practice. On the other hand, international students must 
overcome certain psychological factors in the interaction process of online Chinese classroom, among which 
anxiety and avoidance are the most prominent (80% participants agreed).
In conclusion, Chinese teachers can improve the interactive effect of online teaching through rational use of 
learning platform, effective allocation of learning resources and innovation of class interaction mode. Before 
teaching, teachers should inform students in advance of the selection of learning platform, registration, login, 
using process and a series of related matters. During the teaching process, teachers can allocate a certain 
proportion of class hours to organize interactive courses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s, such as group presenta-
tion, personal performance and seminar. After class, teachers can design and release questionnaires and 
use the background data statistics and other functions of the learning platform to analyze the frequency and 
quality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participation in interaction. Also, international students should actively adjust 
their learning psychology and improve their learning methods as well. In this way, they can get rid of negative 
psychological factors such as anxiety and avoidance, and focus on classroom interaction and knowledge 
itself, and finally achieve better learning results. Ultimately, teachers and students will collaborate to explore 
a course interaction path, adapting to the new mode of online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in the post-pan-
demic era. The research on this issue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enrich the theories of linguistics, psychology 
and pedagogy related to Teaching Chinese to Speakers of Other Languages. Also it can improve the teach-
ing efficiency of teachers and enhance the sense of gaining knowledge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Keywords: Interaction; Online Chinese Classroom; Chinese Teaching

国际华文推广的重要部分：志愿者项目的国别性/区域性分析—以缅甸为例
杨念  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

【摘要】2004年“国际中文教师志愿者项目”经中国教育部批准实施。直至疫情前，全球大约有7000名
志愿者在全球一百多个国家进行中文教学，其中大约3000名志愿者在东南亚各国任教，成为东南亚华文
教育重要力量。缅甸志愿者项目于 2009 年开始实施，至今已经有十年有余，到疫情前每年有一百多名志
愿者在缅甸各个城市甚至乡镇进行中文教学工作。十多年来，志愿者项目对缅甸华文教育发挥着重要作用：
为缅甸华文教育贡献了新的力量，弥补了缅甸华文师资的不足，促进了缅甸中文教育的合法化进程等。然
而，该项目也存在着一些问题，本人通过实地了解以及问卷的方式，深入分析了志愿者项目在缅甸的实施
情况，并针对性地提出几点建议，促进该项目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国际中文教师志愿者、华文教育、缅甸志愿者项目、参考

基于SLS平台的E晨读差异教学模式探索— 新加坡崇文中学的实践经验
叶语銮    徐小红   吴玉凡  新加坡崇文中学

【摘要】为了营造书香校园，培养学生的阅读兴趣和提高阅读水平，我校研究团队借助SLS平台，以110
名中三学生为研究对象，在全校进行E晨读研究计划。E晨读依据差异教学理论，照顾学生的个体差异，
所选篇章分年级、分主题、分文体，并结合各单元技能训练，设计不同程度、风格的晨读活动。学生借助
个人数码学习工具，选读纯文字或拼音版的、带声音和可查字典的篇章，通过SLS自测，在阅读护照上完
成任务。此外，高准备度的学生还可阅读更有挑战性的文章，并完成相应的挑战任务。研究结束后，团队
通过定量与定性研究检测学习成果。初步结果显示，基于SLS平台的E晨读差异教学模式，在一定程度上
激发了学生的阅读兴趣，也促进了教师的专业发展。
【关键词】SLS平台、E晨读、差异教学

Nasal Codas Merger in Chinese dialects: Modified Contrastive Specification and Sisterhood Merger 
Hypothesis
Jihye Yun  Asia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 Madison

Abstract：Chinese linguists have long debated about the directionality of nasal coda merger in Chinese 
dialects since the 1970’s. Some believe that the merging process is unidirectional (anterior to posterior) ,but 
others assert that alveolarization of nasal codas (-m>-n and -ŋ>-n) is the major trajectory. Previous studies 
failed to make a reasonable prediction about the further direction of the merger in addition to a lack of 
phonology-based analysis. This research analyzes the merging process on basis of Contrastive Hierarchy 
(CH) and Sisterhood Merger Hypothesis (SMH). The two theoretical frames make us draw two types of 
contrastive hierarchies: [Dorsal]>[Labial]，[Coronal]>[Labial]. That is，the merger between the alveolar 
and the velar nasal codas will occur after the completion of the merger between the labial and alveolar ones. 
Alternatively， the alveolarization of the velar nasal coda will happen after the completion of the merger 
between the labial and velar ones because the structure merger takes place on sister node of contrastive 
hierarchy. In conclusion， the final phase of the nasal coda merger will be the alveolarization of the velar 
nasal coda. The data of Chinese dialects and markedness theory both buttress the conclusion.

Keywords: Nasal codas，Chinese dialects，contrastive hierarchy，sisterhood merger

《易经》归纳、演绎思维在母语教学中的课堂实践和应用
庾潍诚  新加坡伟源中学

【摘要】作者根据自己长期研究《易经》的经验，提出和认为：《易经》作为中华古代的文化典籍，归纳
和演绎思维是它的最重要核心思想之一。同时，作者结合了自己多年的新加坡课堂教学实践，发现：《易
经》的归纳、演绎思维可以有效实践应用在现代的母语教学当中。归纳，是引导学生化繁为简，迅速掌握
教师布置的课堂指令或內容；演绎，则是学生有效应用课堂所学知识进行复述和重构。本文列举具体的课
堂实践应用例子，就是：(一)课堂的指令语言“ABCD”；（二）思维图的教学应用；(二)作文教学实践
的“DEEPAI”（细节描写）自创理论。作者最终观点认为，《易经》思想可以古为今用，实践应用到课
堂母语教学，从而达到提升学生的母语学习效果。
【关键词】易经、归纳、演绎、教学实践应用

中国古代建筑文化的汉字演绎
袁忠  中国华南理工大学

【摘要】中国古代建筑文化的丰富思想很多都凝结在一个个的汉字中。在汉字的构形、本义、转义、暗喻
等不同的运用中，存在着古人有关建筑活动、建筑形象、建筑心理等蕴含，很多汉字就是一个空间概念、
一个居住范畴。古人对中国古代建筑的感知的原初意识首先凝固在古汉字中，古代建筑的最初“文本”可
求诸古汉字，作为象形文字的古汉字与作为现实空间的古建有着天然而内在的通贯性。本文通过考察汉字
的字符构形及作为词或词素的单个汉字所展示出的建筑文化意象，探究作为表形文字、表意文字的古汉字
在其构形、组词、使用、书写等多方面体现的古代建筑文化意义。
【关键词】汉字、中国文化、古代建筑

GRR教学模式的实践与反思——以新加坡H2华文与文学新诗教学为例
张建立   张建平  新加坡国家初级学院    
张曦姗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2021年新加坡H2华文与文学新课程引进课外文学作品赏析的部分，与旧课程标准相比，这对学
生是具挑战性的变革。为应对该挑战，我院以新诗为切入点，设计了从指定文本到课外文学作品的教学实
践配套。该实践以“新加坡课堂教学实践要领”(STP)为指导，依据探究式学习（IBL）理论，采取“教、
扶、放、收”四个阶段的“渐进释放责任直接教学模式”（GRR），旨在逐步培养学生独立鉴赏文学作
品的能力。实践证实，这一教学策略增强了学生的信心和赏析能力；同时，也发现了一些有待进一步充实
和深入探索的空间。本论文将阐述该实践所采用的教学理论、教学策略、教学流程、教学成效及反思。
【关键词】  GRR教学模式、H2华文与文学、新诗教学    

“V走”和“V去”互换性的多重对应分析
张进凯  中国兴义民族师范学院 文学与传媒学院

【摘要】  本文在“原型—样例连续统”理论指导下，通过基于用法的多重分析方法探讨表征“位移运动
事件”的“V走”和“V去”的变异性和互换性。研究发现：“V走”主要表征位移方向不明确、没有位
移目的地的位移运动事件；“V去”主要表征位移方向明确、位移目的地可预测的位移运动事件，因此
“V走”和“V去”处于位移运动事件“原型—样例连续统”的不同位置，“V去”较“V走”更接近位移
运动事件的原型。“V走”和“V去”在表征位移运动事件原型特征和典型样例时不存在概念重合，在表
征位移运动事件非典型样例时，在概念变量特征的交互作用下表现出概念重合。
【关键词】多重对应分析  位移运动事件  概念变量  互换性  变异性

书面语言复杂度对华语二语者写作质量的影响研究
张漫莉  北京语言大学  

【摘要】本研究基于韩国学生的HSK写作测试语料，采用若干典型指标，对华语二语者的书面语言复杂度
与写作成绩之间的关系进行了量化分析，考察了词汇及句法复杂度指标对学生写作质量的影响。研究结果
表明：词汇复杂度和句法复杂度指标与学生的写作质量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Guiraud指标、虚词
使用比率、连词使用比率、复杂词使用比率、话题链数量、话题链分句数、零形成分数量和T单位数量等
指标对写作质量具有较强的解释及预测效度。
【关键词】语言复杂度、汉语二语、写作质量
  

基于树库的汉语二语写作句法复杂度研究
张婉莹  北京语言大学

【摘要】句法复杂度（Syntactic Complexity，简称SC）在评价二语者语言水平、语言动态发展及写作
质量中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吴继峰，2018）。已有的研究侧重于SC对日语、韩语等母语者的汉语写作
评估的有效性问题，研究结论未必适合少数民族母语背景的汉语二语书面语评价。基于此，本研究以参加 
HSK（高等）考试的维吾尔族考生的作文语料为研究对象，基于自建的汉语二语句法标注语料库，从粗粒
度和细粒度两方面指标体系入手进行以下四个方面的研究：（1）通过预处理构建小型依存句法树库（
Dependency Grammar Treebank），作为句法复杂度研究基础；（2）通过小句切分和搭配抽取研
究粗粒度指标和细粒度指标的分布特征；（3）针对不同写作水平的被试SC指标进行对比研究；（4）基
于典型SC指标体系探讨二语写作水平动态发展特点。研究发现，基于T单位等粗粒度句法复杂度指标在区
分学生写作水平和预测写作成绩方面的解释力较弱，而基于短语层面的细粒度句法复杂度指标能够有效区
分写作水平和预测写作成绩。
【关键词】树库、 二语、语法

阅读与抒情文写作教学的有机结合—以华侨中学（高中部）语文特选课程为例
张薇  王健仲  华侨中学（高中部）

【摘要】抒情文写作一直是学生的弱点，也是教师的教学难点。由于没有经过有系统的抒情文写作训练，
高中生很容易将抒情文、记叙文或议论文混为一谈，对抒情文的写作手法更是一知半解。再加上学生缺少
生活历练，要让他们短时间内掌握抒情文写作手法，并进行创作，无疑难度极大。有鉴于此，我们决定在
现有的教学内容上融入抒情文写作教学，尝试结合REAP的阅读理论与教学实践，将阅读与抒情文写作教

学有机结合，以39位高一H2华文与文学的学生为对象，引导他们建构抒情文概念，了解并掌握抒情方式
与写作手法，从而进行写作实践。最终，通过调查问卷、课堂观察和学生作品，梳理和分析了阅读与抒情
文写作相互融合的方法及其有效性。
【关键词】抒情文写作、阅读教学、REAP阅读方法、语文特选课程

地名中的关中方言
张文丽  陕西学前师范学院文学院

【摘要】关中方言，曾经作为汉民族共同语基础方言，对周边地区方言、其他地区方言和民族共同语产生
过重要影响。地名是人们用以区别个体地物的语言符号，而作为纪录地名的语言符号包含形、音、义三个
部分。关中方言区的地名，尤其是地名用字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关中方言的特点。本文从关中方言
区中的代表性地区——西安入手，整理分析其地名，得出如下结论：1.声母 （1）古全浊声母清化，平声
送气，仄声归并关中方言中存在差异，西安归不送气，例如“中官亭/中官厅”、“安居巷/钱局巷”。
（2）古知系开口字按照等分化，知系二等、庄组、章组止摄字与精组合流，读ts、tsh、s，例如“三里
村/山李村”。（3）古泥、来二母在洪音前混用，尤其是在洪音鼻音前，泥母混入来母，读l，例如“新
农田/兴隆庄”。2.韵母 （1）前后鼻音混用，关中方言后鼻音为ŋ，前鼻音丢掉鼻尾n，主要元音鼻音化
。由于在当地人听感上二者具有相似性，表现在地名中前后鼻音字混用。例如“上游巷/三友巷”。（2
）遇摄合口一等端系字，元音复音化，读ou，与流摄合并。例如“双楼寺/双路寺/双芦寺”。（3）果摄
开口字一等字与果摄合口字合并，例如“贺韶村/火烧村”。通过分析发现西安地名用字的流变反映了关
中方言的特点及其变化，具有强烈的方言特色，深入研究地名可以挖掘背后隐含的历史文化内涵，提升文
化软实力；可以为地名用字、拼写管理提供理论支撑，推动新时代的语言文字工作。
【关键词】关中方言、西安地名、文化

从外交新词语看中国外交动向—以2010-2020年度《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媒体新词语表为例
张星霞  韩国汉阳大学

【摘要】本研究基于2010-2020年度《中国语言生活报告》媒体新词语表中的外交新词语，运用数据分析
法，从其分类、使用频次和年度分布三个方面考察中国近十年以来的外交动向，为读者勾勒出中国外交全
貌，以期让读者更好地了解当前中国的外交形势，并为中国未来的外交实践提供一定的智力支持。本研究
认为，按照领域划分，这些新词语所涉及的外交领域包括总体外交、经济外交、政治外交、军事外交、文
化外交、科技外交和医疗外交等七大领域；根据性质，这些新词语所涉及的外交类型又可分为方针类、方
式类、事件类、成果类、组织/平台类、场所类、色彩类和人物类等八大类型。它们较为真实、客观地反
映了中国近十年以来的外交动向。
【关键词】外交新词语、中国外交动向、《中国语言生活报告》、分类、使用频次、年度分布

华语文汉字学习策略个案研究-以印尼华语文学习者为例
张胜昔　中国华东师范大学国际汉语文化学院
陈信助　台湾中国文化大学教育系

【摘要】对外华语文之汉字习得一直困扰着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与学。若华语文教学伊始就“重听说而
轻汉字”，不仅将形成中高级以上的学习阻力，更达不到语言习得可持续发展的教学效果。本研究针对一
名中高级程度印尼华语学习者的“初级汉字习得历程”进行了个案分析，围绕汉字习得心理认知、脑神经
机制、仲介汉字等理论，剖析形声字之习写、读音、识义三方面的“中介状态”，深度探讨了形声字之“
形义-音”的习得联结难度，说明汉字作为第二书写系统的学习策略，以及具逻辑性有系统的字本位教学
在华语文习得中的重要性。期许研究结果可提供日后相关教学与研究参考使用。
【关键词】字本位理念、汉字心理认知、中介汉字、可持续性发展、个案分析

“错位的称呼”—当代汉语社交称谓语的变异与泛化
张雪  澳门科技大学 

【摘要】汉语中的社交称谓语是汉文化特征的缩影，亦是对中国社会现状的即时反映(Chao1956， 
Gu1990， Wang2003)。无论是对于语言学本体研究，还是对于语言与社会的互动关系研究，该议题都
具有新鲜价值(Brown&Ford1961， Ervin-Tripp1972， Zhang2021)。本文基于真实语料收集与分析，
针对当代汉语中四个新兴社交面称语(social vocative)的使用原则、表意功能、交际效果等维度进行了
深入讨论（分别为：“（小）哥哥/姐姐”、“老师”、“同学”、“家人们”）。研究发现，当代汉语
社交面称词有如下特征：（1）原有亲属称谓用法深入泛化（例如“（小）哥哥/姐姐”）；（2）职业称
谓用法深入泛化（如“老师”）；（3）“错位”称谓语兴起（如“同学”）；（4）网络称谓语变异性

强（如“家人们”）。当代汉语社交称谓语处于全面深入的泛化与变异中，其成因、过程、程度等，都与
语言发展和社会变迁密切相关。
【关键词】称谓语、社交面称、语言泛化、语言变异

“给我+VP”的主观处置功能
章天明  日本小樽商科大学

【摘要】本文主要讨论“给我+VP”结构表主观处置的语义来源，以及“给我+VP”结构 主观处置功能
实现的机制。 第一，“给我+VP”有两种不同的语义特征。表示“请求”的“给我+VP”中的 “给我”
等同于“为我”或“替我”；而表示“命令”义时，“给我”不等于“为、 替、向”等等，“给我”只
表语法意义。 第二，“给我+VP”的主语只能是第二人称代词，或指人称谓词语，或者是 VP 的受事。
VP 应当具有 [+自主]、[+动作]和[-褒义]的语义特征。 第三，通过“给”字句处置义来源的再分析，以及
与“给 X+VP”句式的对比， 分析得出“给我+VP”句式具有主观处置义。 第四，“给我+VP”中“给
我”的语法化成分的性质，以及第一人称代词的介 入，使“给我+VP”的主观性得到实现。
 【关键词】语义关联、结构关联、受益和受损、主观处置

多元智能理论与对外汉语阅读教学研究—以《零食》为例
赵畅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

【摘要】阅读过程包含着反应读者认知过程的丰富材料，是学习者汉语能力高低的重要体现。虽然近些年
汉语阅读教学的研究层出不穷，但是汉语阅读课堂仍存在着学生学习被动的情况，因此其教学策略还有待
进一步的研究。经过对教学理论的研究，多元智能理论从心理学角度研究了人的智力潜能是多元的，而阅
读教学不仅要教授学生语言文字知识和阅读规律，还要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因此， 我们认为， 对
外汉语阅读教学要想达到最佳的效果， 就必须从多元智能理论出发。本文主要结合《零食》一课从智能
理论下的每一个智能元素分析适合的教学策略和具体实践情况，最后经过反思提出多元智能指导下的阅读
课的教学原则，希望能够为阅读教学者提供一定的参考性建议。
【关键词】对外汉语阅读教学、多元智能理论、教学策略

中韩二语教学高阶教材对比与分析
赵莉  南京大学
赵学玲  Seogwipo-si, Jeju-do, Korea

【摘要】本文选取中韩两国用于本国语言国际教育的代表性教材《博雅汉语》（2018-2020）和《首尔大
学韩国语》（2012-2015），就两种教材高级阶段部分在文化主题选择、体裁内容以及训练模式上的异同
加以比较。认为两种教材在结构上都以文化主题来分类编排，并与训练模式紧密结合，但两种教材呈现出
的差异也十分明显。两者之间的差异固然可归因于两国国情、语言、文化特点的不同，但文化视角和文化
意识的不同是最根本的原因。考虑认知规律和文化视角，选择恰当且丰富的文化内容，不仅能够更好地实
现与国际学生的共情和跨文化交际的目的，通过与语言功能的紧密结合，也能够使语言训练获得更好的效
果。
【关键词】二语教学、高阶教材、对比、分析

社会语言学视角下女性群体通称的使用情况分析
郑皓月  中央民族大学

【摘要】称谓是人类社会中体现特定的人在特定的人际关系中关于身份角色的称呼，称谓词语与社会发展
联系非常紧密，在新中国的发展历程中，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乃至与国际社会的关系都将对称谓
词的使用产生影响，并在历时语料库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迹。在语言生活中，女性群体通称使用情况的
相关统计既反映了语言生活的变化又反映了中国妇女的发展状况，本文主要从社会语言学视角出发，观察
女性群体通称的使用情况。分别从历时角度和共时角度出发，分析五四运动以来“女性群体通称”使用情
况的历时变化，分析不同语体下女性群体通称的使用变化，发现人们对女性群体通称“妇女”“女性”“
女人”“女子”语义特征的不同认识影响了人们在不同场合下对女性群体通称的理解和选用。
【关键词】社会语言学、女性、称谓、语义

反义词“前”“后”的平衡与不平衡研究
周欣然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

【摘要】反义词作为一种常见的语言现象在人们的生活中被普遍使用。一般而言，反义词总是成对出现，

形成平衡状态，即一个词与另一个词形式对称但意义相反。然而以“前”、“后”为例，作为现代汉语中
使用频率较高的一对典型反义词，却很少有人在使用时能注意到其背后隐藏的不平衡现象。本文第一、第
二部分均从义项、构词、所构词、使用频率这四个方面展开，分别探析反义词“前”“后”平衡与不平衡
的具体表现，说明两者在平衡中存在着不平衡。接着又从认知、语义、语用、文化四个角度阐述原因，正
是由于“后”的被认知时间更早、语义范畴更大、受语言经济原则影响更多以及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内涵更
丰富，才使其能够拥有更广的使用范畴和更高的使用频率，也因此造成了反义词“前”“后”的不平衡现
象。
【关键词】前、后、平衡、不平衡

整合训诂方法论新探
周雁飞  新加坡新跃社科大学

【摘要】陆宗达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提倡“训诂方法的科学化” 。本文运用肯·威尔伯的”整合理
论”，采用其“四象限五要素”的框架结构梳理审视传统的训诂理论和方法。首先论述了训诂原理与整合
理论的内在关系，在此基础上将训诂学的适用范围与整合理论相结合，阐释其与传统训诂方法之间的深层
关联模式，及其有效性、前瞻性，进而使整合训诂方法不仅具有理性的解析，而且富于实践的可操作性。
本文是实践训诂学与西方阐释学（英语：hermeneutics）接轨的一次尝试，旨在为训诂方法论的现代转
化提供新的激荡和借鉴。
【关键词】训诂学、解释学、整合理论、四象限五要素

普通话句末语气词的句法性质
宗晓哲  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院

【摘要】本文探讨了句末语气词“啊、吧、吗、呢”的句法特征，认为它们超出了狭义的句法范畴，在话
语中具有表达功能和人际交际的价值。首先，从通过与语气副词、标句词“说”的位置对比，可以看出语
气词句法位置很高，独立于所在句子，属于语用层面。从语用角度来看，句末语气词具有明显的程序意义。
“啊”要求听话者参与到会话中，促进话论继续，是“互动标记”。“吧”在句中通过降低话语确信度，
缓和交际双方关系，是“礼貌标记”。“吗”要求话语权发生变化，促使听话者对所提问题进行进一步的
解释，是“问询标记”。“呢”在话语中起到凸显说话者所表达的语义关系的功能，使得话语与语境之间
存在一定的语义联系，是“焦点凸显标记”。
【关键词】句末语气词、话语标记、句法-语用接口

现代汉语周遍性主语中周遍义的形成原因
左思民  高丽大学中文系 /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  

【摘要】本文探讨了现代汉语六种周遍性主语中周遍义的形成原因。结论如下：在任指疑问类周遍性主语
句如“谁都认识”中，主语的周遍义是经由疑问代词的任指用法而获得的“全域义”。在含数词“一”的
周遍性主语句如“她一点道理也不懂”中，主语的周遍义依托梯级义经语用推理而得，并且只允许从否定
极小量达到否定全量的推理。在列举类周遍性主语句如“老王粤菜也吃过，川菜也吃过，鲁菜也吃过，浙
菜也吃过，中国八大菜系的菜都吃过”中，主语的周遍义并非列举的产物，而由最末的总括分句直接表达。
在物量词重叠类周遍性主语句如“家家都用上了煤气炉”中，主语的周遍义源于物量词重叠式所具的“每
一”意义。在含“全部”等词的周遍性主语句如“全部（都）得参加会议”中，以及含“每”等词的周遍
性主语句如“每个人（都）很认真”中，主语所含的周遍义由充当句子主语的词语直接表达。
【关键词】周遍性主语、任指、语义、语用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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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论文摘要

试析因果连词“因而”“从而”“故而”
安美璇  北京师范大学

【摘要】“因而”“从而”与“故而”是表示因果关系的一组连词。经考察发现，三个词的生成方式均属
于跨层结构的词汇化，源头可以追溯到先秦文献语言。古代汉语句法结构模式的弱化和消失是促成三者词
汇化的重要动因，因此立足于古代汉语，结合词素“从”“因”“故”的词义及特点，考察并解释连词“
因而”“从而”“故而”在现代汉语中存在的使用差异，可以得到三者的区别特征。具体表现为：“因而
”强调因果之间的联系，依据前者推测出后者，后者可以是有所依据的推论；“从而”强调两个事件的发
生存在先后顺序，表达因果关系时，需要首先在语境上满足因果逻辑，通常更强调结果；“故而”所连接
的“原因”与“结果”均是已经发生的既定事实或客观存在的现实情况及惯例，通常更强调引出结果，但
也关注对原因的追溯。
【关键词】因果连词、词义特点、区别特征

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口语流利性评价指标效度研究
鲍杰 北京语言大学
 
【摘要】口语流利性是衡量二语学习者口语水平的重要标准，然而学界对于是否有必要从多个维度对其展
开评价尚没有明确的回答。研究以78份韩国汉语学习者的HSK口语测试录音为研究对象，以专家评分作为
参照，从时间、表达、语言（包括句法、词汇、语音）三个维度选取24项指标作为评价依据，来考察各
项指标对考生口语流利水平评价的效度。研究结果表明（1）所选取的指标中，与口语流利成绩相关的指
标共13项，可以解释口语流利成绩74.4%的方差；（2）在13项指标中，有5项时间维度指标、2项表达维
度指标和5项语言维度指标（句法指标1项、词汇指标4项）能够区分考生的口语流利水平。以上结果说明
在对汉语学习者的口语流利性进行评价时，有必要提取多维度特征。
【关键词】口语流利性、评价维度、指标效度、韩国汉语学习者

潮汕方言陈述语气词“哗（还）”的用法及其语法化
陈楷森  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摘要】在潮汕方言中，“哗[hũã33]”是表示确认某个事实的陈述语气词，由“哗”所构成的“VP哗
[hũã33]”可根据语境还原为“VP1□[hũã33]VP2”，还原式中“□[hũã33]”这个语音形式不再能分
析为语气词“哗[hũã33]”，而应分析为副词“还[hũã33]”。文章在考察语气词“哗”和副词“还”的
基础上，指出语气词“哗”的本字是“还”，语气词“还”由副词“还”语法化而来，其“确认”义来源
于副词“还”的“延续”义，虚化环境是根据语境省略了VP2从而使副词“还”处于句末位置的“ V P 1
还 ” 。 这 种 确 认 功 能 在 语 用 类 推 的 作 用 下 ， 最 终 固 化 为 语 气 词 “ 还 ” 的 语 法 意 义 。
【关键词】哗、还、语气词、潮汕方言

湖南平江赣语能愿动词“要”的脱落及长音现象考察
陈山青  邹珊珊 湘潭大学
 
【摘要】湖南平江赣语能愿动词“要”在语流中可脱落，使前音节读音补偿性加长，从而形成“脱落→长
音”音义互动现象。除了单一脱落外，“要”还可与副词“也”形成双重和选择性脱落。实验语音分析显
示，长音具体表现为音节的主要元音发音明显加长，声调调值变为[原调值+4]，声母不发生改变。语言经
济原则和韵律法则是该现象形成的动因和机制。能愿动词“要”的脱落代表了汉语音节脱落的一种类型，
提供了一种句法创新的途径。   
【关键词】能愿动词、要、脱落、长音、音义互动、韵律法则

中国古诗与其印尼语译文比较研究——以唐诗的韵律问题为中心
陈衍宏(Clement Tanaka) 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摘要】经过调查发现，目前中国古典诗词的印尼语译本数量不多，此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印尼上世纪
50年代至90年代的“禁华”政策所影响。诗歌翻译主张“三美论”，韵律是诗歌创作的重要因素之一，
韵律的转译应当被重视。本文梳理约有7种唐诗印尼语译本之后，发现周福源译文尤其重视“音美”部分。
本文根据译文的用韵情况与印尼古代诗歌类型进行对照，将周福源译文分为五种类型。然而，受到语言差
异的影响，多数诗作经过翻译后，在词语数量方面难以呈现形式上的一致，仅有少数情况或巧合原因达到

词数相同，如《十五夜望月寄杜郎中》原文与译文均有7个字（汉）、7个词（印尼），此现象或许为周
氏无法满足押同韵情况之下，对字数采取了一定的“补救”措施。最后，为了提高中印尼韵文作品翻译的
水平，本文提出了从宏观及微观层面的相关建议。
【关键词】唐诗、韵律、印尼语译本、比较

字本位理念之华语文教育生态系统教学效能分析
陈信助  台湾中国文化大学
张胜昔  中国华东师范大学

【摘要】本研究依据差异化教学与适性化教学理论探讨华语文教学生态系统中「字本位 理念」的教学效
能的重要性。透过台湾某大学华语文中心的初级华语文课程进行实验研 究。本研究采用开放式行动研究
法，辅以文献资料分析法、经验总结法和调查访谈法。研究过程包括「计画-实施-观察-反思」四大环节，
首先依据学习者背景之差异与需求， 适度安排（调适）总体教学方案及课程；再透过华语文「听、说、读、
写」并重的「综 合教学法」推进新的班级经营，以字本位理念及教育生态系统为基础重新设计和安排课 程；
然后依据学习者对课堂教学环节的感知进行反思与检讨，进行行动研究。研究结将提供对外华语文教学与
研究参考使用。
【关键词】差异化教学、适性化教学、字本位、教育生态系统、综合教学法

六何法的教学局限及其对策
龚成 王娟 郑文佩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六何法”能帮助学生快速找出文章的主要信息，经常被用在阅读教学中。很多教师在写作教学
中也常使用六何法指导学生构思，列出写作大纲。六何法在阅读教学中的优点较为明显，但在写作教学中，
却有其教学方面的局限。因为使用六何法进行选材，其实只是对选材信息进行罗列的手段，它是选材的结
果，而并不是选材的方法。至于如何确定“六何”中的诸多信息，为什么是此信息而不是彼信息，正是学
生特别需要得到辅导和训练的地方。而这个思维的过程，较少在课堂教学中得到显性训练。本文以写人和
写事的记叙文为例，通过思维过程的角度分析六何法在写作选材上的局限和不足，并尝试提出相应的解决
办法，帮助学生利用六何法进行最优选材。
【关键词】六何法、写作教学、教学局限、对策

法汉翻译中的名动词类转换
成萌 法国索邦大学

【摘要】词类转换是 J.-P.Vinay 和 J.Darbelnet (1958) 在《法语与英语文体学对比》中，通过对法英
文本的比较分析，提出的翻译主要手段之一：“ 在不改变信息含义的前提下，一种词类替换另一种词类
的过程。”由于法语与汉语在词汇和语法功能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在翻译实践中，译者往往采用该手段使
翻译变得更精准地道。该研究将基于对法国文学作品《红与黑》原文与三个中文译本的对比而进行词类转
换的相关分析。本文中我们将主要介绍在法汉翻译中出现的法语名词转换为汉语动词的现象。比如，法语
中紧随时间介词的动作名词常转换为汉语动词；又如，法语时间名词后的动作名词或情感名词可转换为汉
语动词，等等。通过对比，我们将发现汉语更习惯于用动词来表达时间含义。
【关键词】 词类转换、 法汉翻译、名词、动词。

中韩小说的机器翻译与人工翻译对比—以中国当代代表作家余华的作品为例
崔贤植 上海商学院

【摘要】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飞跃发展，神经机器翻译取得了巨大进展。机器翻译能否取代人工翻译？机
器翻译能否翻译小说？以上议题已成为翻译学界的热门话题。本文以中国当代先锋派代表作家余华作品的
韩译实例，选用中韩两国具有代表性的机器翻译引擎百度翻译和Papago，从文化负载词、长难句、超
句翻译单位等层面对比分析机器翻译和人工翻译，探讨机器翻译存在的问题以及前景展望。
【关键词】机器翻译、人工翻译、中译韩、小说

基于语料库的对外汉语同义词辨析—以“一定”和 “肯定”为例
崔香兰·朴兴洙  韩国外国语大学
 
【摘要】本文希望通过语料库的实证研究，探索出同义词“一定”和“肯定”的异同点和搭配对象的互补
性，以更好地理解并使用。 一般的同义词辨析大都通过字典等工具，依靠直觉经验和内省的方式。虽然

字典具有权威性，但仅仅依靠字典来辨析同义词存在许多不足之处。大型语料库以及先进的检索工具以其
特有的优势为同义词辨析提供了新的方法。本文基于先进的北京语言大学大数据与语言教育研究所的
BCC语料库，采用定量和定性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以同义词“一定”和“肯定”为例，分别从语域
分布、类联接、搭配特征及语义韵方面进行了同义词辨析的实证研究。 综上所诉，本文立足于对外汉语
教学视角，旨在探讨如何帮助学习者更加直观、有效的辨析近义词“一定”和“肯定”。尽管在内容上还
有许多不足之处，但仍然希望可以为汉语同义词教学提供一个可参考的依据。 
【关键词】 同义词、对外汉语教学、语料库、词语搭配、类联接

《岳麓书院藏秦简（伍）》部分字词研读
高婷婷  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

【摘要】《岳麓书院藏秦简（伍）》包含秦代大量律令档案材料，内容丰富，史料价值 高。本文提出五
则字词释读、断句意见，如简 131-132“劾”如字读、“失道” 当指偏离目的地、“回留”应断读开；
里耶秦简 8-777 号简当断读作“从人论、 报、择（释）免归致书具此中。”“简 163“私属免婢”当断
读开；简 199“率” 有劝勉之意；简 225“均”读为“徇”，巡视之意等。以期进一步疏通文义，为 学
界后续利用该文本提供便利。 
【关键词】岳麓秦简、字词释读、断句

语法训诂浅议：基于三个平面的“新描写”
高扬 浙江财经大学

【摘要】利用语法进行训诂实践最为关键的一步，是对疑难词句进行细致的结构描写。传统结构主义成熟
的描写方法的确解决了大量的问题，但是古代汉语，尤其是上古汉语作为一种综合性倾向的语言，存在大
量同形异构、一种形式表示多种功能、多种结构表示一种功能的现象，传统成分分析的方法在描写时还是
显得捉襟见肘。想要精准的描写就必须高度重视语言学理论工具，将不冲突的理论加以融合，将解释与描
写加以统一。因此我们的主张是：语法训诂应该基于古代汉语综合性的倾向，充分利用语言学理论，以考
察分布为核心，剥离语言外证据，根据需要在语法、语义、语用三个平面展开研究，在描写中加深解释，
在解释中深化描写，从而对待考词句的显性和隐性结构都做出最细致的描写，进而考察句例分布，求得达
诂。如在语法层面，除了关注最表层的成分组合外，也应该注意到，长期被忽略的汉语韵律，实质上就具
有形态的功能，利用这一形态，可以很好地解释一些传统结构语言学无法解释的问题，进而对结构做出精
细描写，解决争议。再如语义层面，上古汉语缺少形态变化，其他语法形式也比较隐蔽，位于深层的语义
层面研究涉及到语义特征、语义指向、义素分析、语义场等。如能充分利用，则可通过充分解释，对结构
做更准确的描写。而语用理论，可以帮助解决句与句之间的问题，适合处理一些重复、句读争议；而鉴于
语言普遍存在的语用诱发机制，这个层面的研究更是在描写时不能或缺的。
【关键词】语法、训诂、新描写主义、解释

皖北中原官话区淮北方言的疑问句
郭迪迪  郭辉  亳州学院中文

【摘要】“淮北”指安徽省北部的淮北市，辖相山、烈山、杜集三区和濉溪一县。按《中国语言地图集》
（2012）的分区，三区和濉溪分属中原官话徐淮片及商阜片。淮北方言疑问句有是非句、特指句、选择
问、反复问句四类。是非问是在陈述句末尾加上扬的语调“↗”表疑问。特指问常在句中用“啥子、咋的、
咋着、哪来”等代词作疑问点，要求对方就疑问点作出回答。选择句常用“是/ｖｐ还是ＶＰ”的选择格式作
疑问的焦点，句末常用语气词“昂”。文章主要描写分析了淮北方言的“可ＶＰ、ＶＰ不/没ＶＰ、ＶＰ
不(啵)/没有”三种形式的反复问句，并讨论了“ＫＶＰ、ＶＰ－neg、ＶＰ－neg－VP”的历史层次及
“可ＶＰ、还ＶＰ”的来源。
【关键词】皖北中原官话、淮北方言、疑问句

欧化影响下表范围限定的方位结构“NP抽象上”
郝锐  首都师范大学

【摘要】受欧化影响，早期现代汉语中表范围限定的方位结构“NP抽象上”集中大量出现。新中国成立
以来中期现代汉语中这一结构呈现新的发展态势。使用方面，表范围限定的“NP抽象上”成员有增有减、
有“潜”有“显”，但“增”和“显”是主流，既有量的增，也有类的显。语法功能方面，早期现代汉语
中“NP抽象上”可以充当状语、定语、补语，中期以来则发展出了“句首修饰语”的功能。具有人际功
能的“NP抽象上”成员正是从做句首修饰语的位置上进一步转变而来，且逐渐发展出全句评注、传信和
情态、衔接连贯以及焦点凸显等功能。

【关键词】欧化、NP抽象上、历时演变、表达功能

华语综艺节目对新加坡华族学生之影响的调查—以南洋理工大学为例
洪玮嬣  许润芳  南洋理工大学

【摘要】随着新媒体覆盖面的不断扩大和华语综艺质量的逐步提高，两岸三地和新马的华族年轻人对综艺
节目的关注度不断上升，由于没有语言壁垒、更新及时、内容有趣、种类丰富，新加坡华族青年大多对华
语综艺节目有所了解，部分学生更成为了资深观众。本文通过对本地华族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掌握其观
看华语综艺节目的频率、动机和偏好，两岸三地及本地华语最受欢迎节目的播放渠道、类型、主题、播放
平台和制作地点，华语综艺及相关对新加坡华族大学生华语使用水平、文化素养等方面产生的影响，了解
大学生在观看过程中感受到的文化、思维差异及对节目内容制作方向的期待，总结华语综艺对华族大学生
的影响及其走向华语中圈的可改进之处，为两岸三地及新加坡本土华语综艺节目发展方向提供参考，探讨
综艺节目等文化项目应用于汉语国际教育的可能性。
【关键词】汉语国际教育 综艺节目 华语 口语教学

短视频技术应用于听障初中生汉语教学的研究
洪臻颖  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 

【摘要】媒体技术极大地促进了短视频内容的发展与传播，短视频也成为了前者最常见的应用领域之一，
为身处不同行业的受众提供了信息输出和接收的渠道。而短视频的普及恰恰赋予了听障学生群体公平地接
受信息的机会。目前，以短视频为媒介，对听障学生进行汉语教学的研究仍有较大的发展空间。由于先天
或后天的身体缺陷和特殊的成长经历，听障学生常常会产生严重的自我封闭心态和对陌生环境的抵触心理，
又因与社会接触机会较少，自然地落于信息传输通道的末端。因此，只有将语言与技术二者有效地融合，听
障学生才能在汉语学习的道路上缩短与健全学生间的差距，且逐步实现“信息平权”。本文将以听障初中学
生的汉语学习过程为研究对象，依据认知语言学的相关理论，通过对听障学生的语言获得过程进行语境依赖
方面的研究，提出短视频应用软件参与其汉语习得的改进方案。
【关键词】听障学生、汉语教学、短视频 语境依赖

从康德的文学艺术理论看阅读在提高华文作为第二语言学习的学习兴趣中的作用
黄婉玉  林进展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新加坡以英语为通用语言，学生的华文学习缺乏足够的语言环境和学习动机。华文作为第二语言
的社会地位既定，其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不足的情况既定，仅依靠功利性动机注定无法引起学生学习华文
的足够动力，需要一个非功利性方法来提高学生学习华文的兴趣。康德在其美学理论中提出，由审美判断
所产生的愉悦是无功利性的、无任何利害关系的愉悦。审美活动是一种非功利性的、无利害关系的活动。
他认为阅读是最高级的审美活动，具有审美活动无功利、无利害关系的本质特点，是符合人的自由本质的
最高级的活动。由此看来，阅读是一种无功利性的活动，能够产生普遍的愉悦感受，可以用来提高学生学
习华文的兴趣。而若要阅读能够担当引起学生学习华文兴趣的重任，则需要让华文阅读回归阅读的审美本
质。
【关键词】第二语言学习、无功利性、阅读、学习兴趣

华文写作：微视频的运用策略再探
黄易亭  张水福  郭兰花   新加坡国家初级学院
张曦姗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中学低年级的学生在记叙文写作的内容上总是千篇一律，主题不够鲜明，详略不当，更严重的是
内容缺乏逻辑性，情节不合理。因此，研究团队希望通过微视频帮助学生“乐于用华文作书面表达，能感
受写作的乐趣，丰富写作内容”。微视频教学模式从观看微视频开始，过后通过提问，在科技平台上让学
生思考与分析，同侪间针对视频进行讨论，并和老师一起总结视频内容的主题、人物形象等技能，经过这
一系列的思考与讨论，教师才给出对应的作文题目。这项研究已在本院连续进行了两年（2020-2021），
今年我们以137名低年级学生为研究对象，再优化教学策略，希望持续为中学低年级写作教学提供一个简
易、操作性强的教学方法，以提升学生的写作能力，并加强学生写作的信心。
【关键词】华文写作、微视频、中学低年级
 

汉语二语者动名搭配习得研究
姜晓欣 北京语言大学

【摘要】本文将从研究内容、研究语料、研究结果三部分概述论文内容，具体如下。 一、研究内容 通过
动名搭配中名词宾语的语义类别、错误搭配的类型分布、不同母语背景 二语者动名搭配产出量三个维度
考察二语者与母语者、不同母语背景二语者（日 语、韩语、维吾尔语）HSK 作文中产出的动名搭配是否
存在差异。 二、研究语料 二语者语料我们选取了 2010 年 10 月 HSK 考试作文 90 篇，其中，韩国、日 本、
中国维吾尔族二语者作文各 30 篇。母语者语料是高三及其以上学历的汉语 母语者按照 HSK 作文考试要
求写的同题作文，共 30 篇。 三、研究结果 1、动名搭配中宾语对语义角色的优先选择关系是“受事>对
象>等同>致使> 结果”，二语者与母语者动宾语义类型选择顺序基本相同。 2、动词误用占偏误总数的一
半，是主要的偏误类型。 3、日本二语者与韩国二语者产出正确搭配的比率不存在显著性差异，产出 搭
配总量最多、错误搭配数量最少的是维吾尔族二语者。
【关键词】汉语二语者、书面语、动名搭配

汉语学习者常见的母语负迁移及教学对策
蒋一鸣  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

【摘要】以英语为母语的汉语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常常会受到母语的干扰，这种现象被称为“母语负迁
移”。因英语和汉语具有明显差异，以及学习者受母语思维的影响，“母语负迁移”现象在以英语为母语
的汉语学习者群体中屡屡发生，且有一定的规律性和同质性。研究母语负迁移有助于发现汉语学习的重难
点，指导教师更有针对性地开展汉语教学，从而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增强学生的动力和信心。过往文献
和本项研究显示，常见的母语负迁移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语音、词汇、句法、书写系统及文化背景。本
项研究将对以上五方面进行详细介绍和说明，并提供如下三点教学对策，以减轻母语负迁移对中文学习的
影响：归纳常见错误点并提供配套练习；营造“沉浸式”汉语学习环境；保持耐心并鼓励学生从错误中学
习。
【关键词】母语负迁移、汉语学习、教学对策

韩中后缀“X家”的语义研究 
金梅 ·朴兴洙   韩国外国语大学

【摘要】汉字和汉语最早在商末周初就被箕子传播到了‘朝鲜’， 汉语教学在韩半岛的历史源远流长。
作为汉字文化圈和儒家文化圈的国家，韩国对汉字、汉语和汉文化一直有较强的认同感。 韩国是大约从
公元600年开始，借用相当于汉语中高音的语音和文字。在韩语词语当中汉字词所占比例相当高， 虽然《
训民正音》（1446年）颁布之后， 韩国有了自己的文字， 汉字词的使用早己深入人心。韩语中的汉字词
大多保留唐宋时期的中古音韵， 书写上基本采用繁体字， 因此，韩国是最早接触和吸收汉字汉文化进行
汉语教育的国家。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不管是国家层面还是民间，韩国一直保持着汉语教育的传统。本
文研究的是汉语和韩语中共同使用的后缀“X家”（“X가”）的语义对比，特别是着眼于它的语义特性，
阐明意义差异为研究目的。韩中 “X家”的语义可分为同义，转移，变异的关系。笔者以类后缀“X家”
的语义特征、语用特征等方面来浅析“X家”词缀化产生的原因。韩中两国同处“汉字文化圈”之中，有
着密切的联系。第二语言的习得离不开牢固的第一语言基础。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研究已经成为一门独立的
学科，研究日益精深。各国的汉语学习者，在自身文化特点的影响下，对汉语语言的习得、难易把握、也
有着不同特点。其语言的共性及个性更有着不同于其他的特点，这为中韩语言研究提供了必要性，也为对
韩国的汉语学习者的研究提供了必要性。第一语言对第二语言的影响和干扰，所以常常会使第二语言的学
习者自觉不自觉地要以第一语言为标准来套用所学的语言，因此产生“对等”意识和偏误现象。希望中韩
共同使用的后缀“X家”的语义对比研究，对中韩之间跨语言跨文化研究的引玉之砖。
【关键词】 “X家”、类后缀、语义差异、韩国汉语学习者.

明末西班牙传教士菲律宾漳州闽南话教材古今韵母分合考辨 —以《汉语语法：漳州话语言艺术》（1620）
西班牙巴塞罗那图书馆善本为例
金美  中国厦门大学

【摘要】本文以在菲律宾马尼拉传教的西班牙道明会（又称“多明我会”）传教士撰写于1620年的教材
《汉语语法：漳州话语言艺术》（下文简称“漳州语艺”）西班牙巴塞罗那大学图书馆善本漳州闽南语为
例，对比考察今漳州话（下文简称“今漳州话”）与《广韵》音系韵母（每字所属韵摄开合等次及声调用
小字号标注于每字右下角），查考辨正明末菲律宾漳州闽南话与今闽南话韵母古今分合的历史音变遗存，
颇有启示意义． 
【关键词】 明末西班牙传教士、菲律宾漳州闽南话教材、古今韵母分合

跨语言视角下汉语结束义动词的语法化研究
景高娃  浙江外国语学院 

【摘要】本文采用共时和历时相结合的方法，对汉语结束义动词的语法化过程进行分析，并借鉴语义地图
的方法，描绘结束义动词的多功能性。事件连接功能的产生是结束义动词语法化非常重要的一环，符合类
型学结束义动词语法化的一般路径。在共时平面上，对方言中的结束义动词的关注还不足。“罢”在普通
话中已很少使用，但保留在豫北方言中，进一步虚化，并扩展出表达经历的用法。从跨方言或跨语言的角
度来看，汉语方言和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语言中的结束义动词有相似的从完结到经历的扩展路径。已见报
道的境外语言的结束义动词可以表达“以后”“已经”“完结”“接续”“过去”“完成体”等多种功能。
汉语结束义动词向完成体甚至经历体方向发展，体现了类型学的共性。
【关键词】结束义动词、多功能性、语法化、经历体

认知视域下韩国学生能性述补结构的习得研究
雷婷  中山大学 

【摘要】能性述补结构一般是指“V得/不C”结构，是汉语的一种特殊句法结构，该结构的使用条件相对
比较复杂，在韩语中没有完全相同的对应形式，因此韩国学生在使用该结构的时候常常出现各种偏误。传
统的“V得/不C”结构教学主要偏重于结构形式的描述，学习者虽然能记住能“V得/不C”的结构形式，
但是能准确理解把握并有意识地正确使用该结构的学习者却不多。本文尝试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对能性述
补结构“V得/不C”进行习得和认知研究，试图探索出能性述补结构“V得/不C”的认知加工机制，并以
此为依据帮助对外汉语教师找到更为科学有效的教学策略。
【关键词】能性述补结构、二语习得、认知研究、汉语教学

新马地区私会党的行业隐秘语
李国樑  新加坡独立民间文史研究员、民间文史顾问

【摘要】新马的华人帮会源自中国清朝的天地会，殖民地政府称之为secret society（私会党）。虽然一
些私会党员曾经回国反清，大体上私会党的本质已演变成通过武力争夺地盘，以新客与黄赌毒为主要营收
的社会罪案源头。19世纪末，新加坡私会党被令“解散”后，成立以洪门“廿一”为根基的“天地人神”
派系，行语亦趋向本土化，例如“平中”和“崩角”两大主流招纳新丁时都会“做大戏”和“布袋戏”，
急功好利的私会党老大则“去角”；私会党内部职位有426、415、49等，民间形容“08、24、369，敌
不过999（警方号码）”；一旦“风来了”最好马上把“白鱼”藏起来。此外，“开台”跑码头必须以《
五祖船》对诗，跟“水”相关的隐语甚至通俗化，成为民间方言惯用的俚语。 
【关键词】新加坡、天地会、私会党、行语

关于华文实时在线课堂互动技巧的思考
李静  范静哗博士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COVID-19的疫情导致许多青少年的学习场域从传统的同一物理空间的课堂转到虚拟空间的实时
在线课堂，实时在线教学的互动环境的改变也导致传统的师生互动条件发生了变化。当教师和学生分散在
各自的生活空间，在共享的虚拟学习空间中师生的互动与传统课堂相比，相对缺少非言语交流，这对学习
者的投入和注意保持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教师需要进行专门调整才能发挥在线教学的效果。本文从青少年
心理学的角度探讨注意力及其与在线学习的关系，进而分析在线课堂中的常见任务，并总结在线教学中的
一些互动技巧，目的在于通过形成良好师生关系、积极的学习氛围来加强课堂互动，为学习者赋能。文中
总结的互动技巧主要包括：1.激发学习动机的互动技巧，如提问、反馈、非言语交流等；2.教学过程策略
的互动技巧，如明确学习任务、设计话题以及任务导向教学等；3.差异化教学策略的互动技巧，如应用资
讯科技支持差异化教学、组织统筹课堂中的互动。
【关键词】在线课堂、非言语交流、青少年学习心理、在线互动

关于强调数量“就”的重音形式
李美京 韩国大邱大学
            
【摘要】本文主要以声学的方式针对既可强调数量多又可强调数量少的副词“就” 进行的研究。前人对
此研究已经很多如，在句法、语用、语义演变、语义指向、主观量等方面，但在韵律方面的研究却很少，
且几乎都靠语感来判断“就”是重读还是轻读。本文要对“就”的本体研究与韩汉对比研究同步进行，考
察在有无“就”的单量式结构中重音形式有何区别，还要看中国人和韩国人对“就”句子的音长和音高有
何不同。实验材料选择了《现代汉语八百词》，《现代汉语虚词词典》中的例句及自己调整的例句，一共
20个句子。实验对象为中国人3名，韩国人3名，各读三遍。分析对象一共为360（20*3*6=360）个句子，
57，600（20*160*3*6=57，600）个音节。本文要分析句中有无副词“就”的两种情况下，句中音长和
音高的不同。研究结果大体如下，第一，通过分析音长和音高来看，句中有无“就”时，重音位置有所不

同，没有“就”时，重音放在句末数量单位上，并且各音节的音长相差不大。强调少量时重音既可在“就”
上，也可在“就”后的数量单位上；强调大量时，重音放在“就”前。第二，韩国人不管副词“就”在哪
儿，一般都把重音放在数字上，有些人把它放在动词上。可见，韩国人对句中出现强调数量的副词“就”
的重音格式不太了解。第三，韩国人的每个音节音长区别不大，而重音的表现不太凸显。
【关键词】重音、 副词“就”、音长、音高

东南亚华语早期词汇发展变化研究
李权  北京师范大学

【摘要】本文以《叻报》《新国民日报》为研究对象，分别选取1917-1920（本文称之为“前期”）和
1930年前后（本文称之为“后期”）的等量本地新闻语料进行两点间的词汇比较，主要有以下两点变化：
第一，文言形式减少，白话形式增加。早期华语的语言风格可归纳为“文白相融”，即尚古的文言词和通
俗的白话词并存共用。对比前后期，文言形式有所减少，白话形式有所增加，体现出文言向白话的过渡特
点。第二，由不稳定趋于稳定。表现为如下语言事实：其一是同义形式的选择，如同素异序词，其二是异
形词的选择，包括自源和他源两类。它们均表现出前期词形丰富，且频次相近，后期出现了主要词形的变
化。以上几种变化主要受以下三种因素的影响：其一，早期国语的影响；其二，东南亚本土因素的影响；
其三，外语的影响。从“史”的角度来看，应该将共时和历时的研究思路相结合，多角度考察影响华语发
展变化的因素。
【关键词】东南亚华语、叻报、新国民日报、词汇

基于网络技术支持下韩国高校汉语教育现状
李秀彬 韩国仁荷大学/中国天津师范大学

【摘要】随着网络技术的普及，不受时空限制可以展开汉语教育。在疫情情况下，多数韩国高校采取了基
于网络技术支持下的远程汉语教育。本研究主要考察对象为20所韩国重点高校的汉语教育现状，主要考
察范围为韩国政府的官方文件、高校常用的LMS系统，K-MOOC平台、KOCW高校资源共享平台、高校
的OCW平台、高校官方网站进行了考察。考察得知，1）汉语与其他外语相比，韩国政府对汉语教育方
面的支持力度变化不大，可说明为韩国政府重视汉语教育。2）韩国高校利用LMS系统开展混合式学习以
及远程教育提高汉语课堂教学的绩效。3）通过K-MOOC管理实施策划可以看出，韩国政府重视基于网
络技术支持下的远程教育，以及远程教育有着一定的意义。本文进行了基于LMS系统支持下的汉语课堂教
学设计。LMS系统可以实现以学习者为中心的课堂教学，又可以减少教师的备课时间。基于LMS系统的汉
语课堂教学可以分为三大环节开展不同的教学活动。1）课前环节主要进行资源学习，比如：教师把教学
资源上传到LMS系统让学习者进行自学。2）课中环节可以点击远程会议（ZOOM与谷歌会议）开展远程
教育。3）课后环节利用LMS系统上的练习，考察学习者的掌握度。4)学生互动方面，LMS系统上教师创
建小组之后，不仅可以进行生生互动，还可以线上会议当中可以进行师生讨论。本文的研究工作可以为对
韩国汉语教育的信息化与汉语教学改革工作提供参考并借鉴。
【关键词】汉语教育 、系统

混合式学习模式运用于文学教学的设计与实践—以H2华文与文学小说教学为例
李志元  新加坡莱佛士书院（高中部）
张曦姗  南洋理工大学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随着数码科技的普及，课堂的教学形态及学生的学习方式也有了巨大的改变。混合式学习模式便
是其中一大教育趋势。学生在选读H2华文与文学这门课前，较少接触过文学作品，也缺乏深入分析文本
的能力。因此，如何带领学生深入分析课程中的所有作品，并教授学生分析文本的能力便成了一大教学难
点。本文试图以H2华文与文学课程下的小说教学为例，探究如何将混合式学习模式运用于文学教学上。
首先，本文将介绍研究背景与对象，并阐述新加坡混合式学习模式的概念和理论依据。接着说明运用混合
式学习模式于小说教学上的实践过程。最后，本文通过学生调查问卷、聚焦访谈及教师观察来检视教学设
计与实践的成效，再反思教学过程中所面对的挑战。
【关键词】混合式学习模式、H2华文与文学、小说教学

“年老”对新加坡华族年长病患意味着什么？—以医患门诊会话中的“年老”为例
林鼎勋   林尔嵘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摘要】在公共医院的门诊互动中，时而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一些年长患者会在话语中向医生标榜自己“
年老”的身份，如：“这么老了”、“我岁数有了”、“八十七岁了啦”等等。我们发现，这些以话语标
识自己或他人的“年老”身份不只是单纯的在传达信息。实际上，在不同的会话序列环境中，以话语标识

“年老”作为会话行为能达到不同的话语作用。以新加坡某一家医院的门诊语料为例，我们结合会话分析
（Conversation Analysis）方法与身份类属机制（Membership Categorization Device）的视角，
探讨“年老”这一身份类属在门诊互动中的作用。研究显示，一些华族年长患者会向医生标榜自己“年老”
的身份，以完成特定的话语行为，包括：一、合理化自己的病症；二、拒绝医生的医疗建议；三、辩解自
己身体功能的缺失。通过分析这些年长患者标识“年老”身份类属的互动序列及相关的会话行为，我们旨
在揭示新加坡华族年长患者对于“年老”这样一种身份标签的观念及认识，说明身份类属机制是如何搭建
起交互双方对话语的理解，也为医患沟通研究带来新的启发。
【关键词】会话分析、互动语言学、身份类属机制、年老

维吾尔语、西部裕固语颜色词文化内涵对比研究—以“黑”“白”为例
林雅琛   中央民族大学

【摘要】本文总结对比维吾尔语和西部裕固语“qɑrɑ/�ɑrɑ黑”“ɑq/ɑq白”的义项发现，两种语言“
黑色”既含褒义也含贬义，均有伟大、尊贵、有力、程度深、粗糙、无知、坏、反面的和孝服等义。但维
吾尔族接受了汉族“黑色”代表非法、秘密的认识。维吾尔族和西部裕固族都认为“白色”代表吉祥、善
良。西部裕固语“白色”可指所有奶制品和非宗教职业者，维吾尔族受到其他民族影响，借入了白色“落
后、反动”等贬义。并从社会生产实践、宗教信仰、风俗习惯三方面讨论“黑”“白”文化内涵的异同原
因。
【关键词】维吾尔语；西部裕固语；“黑”“白”颜色词；文化内涵对比

试论对外汉语教材中的拼音教学设计及拼音对教学的辅助作用—以《博雅汉语（第二版）》为例
刘迪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

【摘要】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开始学习汉语，各种对外汉语教材层出不穷。语音教学在语言学习初
期有着重要意义，对于汉语来说，拼音教学是发展其他语言技能的基础。教材是教学的依据，一些对外汉
语教材中对拼音教学的设计缺少科学性和系统性，并且没有较好的利用拼音辅助之后的技能教学。本文共
有五章，以《博雅汉语（第二版）》九册书为研究对象，分别从研究目的和意义、拼音教学设计、拼音练
习安排、拼音辅助其他语言技能教学、研究结论等方面展开论述。《博雅汉语（第二版）》总体而言在拼
音教学方面较为完善，但在发音方法教学和拼音练习方面仍可提升。本文详细分析了教材中拼音部分的优
劣利弊，希望能为其他对外汉语教材的编写完善提供思路，提高对外汉语教学的质量。
【关键词】对外汉语、拼音教学、教材设计

台湾“国语”新义新用的“杀”
刘吉力  长沙师范学院文学院  

【摘要】台湾“国语”的“杀”动形兼备，以动为主，辅以形容词用法。形容词“杀”主要有“狠/酷/低”
三个义项，各义项来源不同；历时考察“杀”，呈现由升到降的发展态势，义项由单到多再到以“低”义
为主，“杀”的发展演变有其内外部原因；对比其他多个华语社区，台湾“杀”与其形成有无之别的新生
差异。新义新用的“杀”充分体现了台湾“国语”的变异性及独特性，因此是研究其最新发展演变的典型
案例之一。
【关键词】台湾“国语”、“杀”、形容词、变异

更好地与文献对话：留学生学位论文转述结构考察与教学
刘锐  澳门大学

【摘要】学术写作中，引用是与已有研究建立联系、创建自身研究空间的重要方式（Swales， 1990）。
因此需要大量地使用诸如“某某发现/认为”、“在某某看来”这类转述结构。学术英语（EAP）研究表
明，二语学习者在掌握转述结构上存在相当的困难（Neff et al. 2003；陈建林，2011）。本研究旨在考
察汉语二语者的学位论文中转述结构的使用情况。本研究从CNKI硕士学位论文库中随机选取了13篇留学
生用汉语撰写的学位论文作为考察对象。由于引用通常集中地出现在文献综述部分，因此考察的重点放在
论文的“研究综述/研究现状/文献综述”部分。我们使用Liu & Wang（2019）的分类体系对转述结构进
行了标注。结果显示，留学生学位论文中使用最多的是过程性转述，其次是话语性转述，最少是发现性转
述、认知性转述。对比成熟写作者的论文（刘锐、黄启庆、王珊， 2021），留学生过度使用过程性转述，
而发现性转述、话语性转述的使用比例偏低。结合不同转述结构的功能来看，留学生在引用中主要关注的
是研究对象、方法，而对结论、成果、作者的观点缺乏足够的讨论和分析。此外还存在以下问题：转述语
的功能类型、种类单一；（2）转述语误用；（3）转述结构滥用，造成无意义的引用。针对这些情况，
本文提出应该对转述结构进行针对性训练，综合使用范文学习、结构控制训练、改写等练习方法，帮助二

语者理解和掌握多样化的转述手段，以提高汉语学术写作的水平。
【关键词】转述结构、学位论文、引用、学术汉语、学术写作

虚拟世界和元宇宙：汉语国际传播的应用现状和未来的可能性
卢文慧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研究生

【摘要】依托现代信息技术和互联网平台在线教育的不断发展，“互联网+”开展汉语教学受到汉语教师
与汉语学习者的共同重视，使汉语国际传播更多样化。虚拟世界是一种持久的在线计算机生成环境，在远
程物理位置的多个用户可为工作或学习进行实时交互。本文首先介绍了虚拟世界的历史发展和元宇宙的概
念。元宇宙是互联网的延伸，允许用户彼此之间以及周围的环境进行互动，包括虚拟现实（VR）和增强
现实（AR)。人工智能（AI）的使用现已成为汉语国际教育的现实。通过特别关注四个特性，虚拟世界或
元宇宙的集成网络在四个领域取得进展：沉浸式现实主义、访问和身份的普遍性、互操作性和可扩展性。
对于每个领域，当前状态和需要的发展，这些特性被认为是可行的多元核心组成部分。本文考虑虚拟空间
在当代汉语国际传播的应用现状，以及元宇宙新技术领域的影响。以当代汉语为对象，以多学科交叉为视
角，结合汉语国际传播的相关实践，虚拟世界利益相关者和开发人员之间未实现的协作，构成人类社会文
化互动的一个引人注目的领域。伴随新技术发展和教学理念变化，在虚拟世界和元宇宙视野下展望汉语国
际传播发展的新思路。
【关键词】元宇宙、虚拟世界、人工智能、汉语国际传播

东南亚华语量词历时发展调查与思考
卢月丽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摘要】本文以东南亚华语为对象，以“史”的眼光观察东南亚华语中量词的历时发展面貌，最终按照“
史”的范式形成比较完整的表述，试图从一些具体的方面展现东南亚华语发展演变的内容及过程。文中把
东南亚华语量词的发展归纳为以下三种模式：上扬式、下行式及曲折式。在对上述语言事实考察与梳理的
基础上，文中得出以下两点认识：其一，东南亚华语量词的发展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其发展不止一种模
式，而是三种交织在一起；其二，华语量词发展演变的原因既有方言、英语的影响，又有其作为祖语具有
保守性的制约。
【关键词】东南亚华语、量词、祖语、历时研究

浅谈国际汉语教学中的跨文化理解 ―以在日教学实践为例
路浩宇  日本关西学院   
陈碧强  中国山东曲阜师范大学

【摘要】笔者以自己在日本大学试行的两次以“友谊”和“孝道”为主题的汉语口语教学实践为例，通过
学习者对“友谊”和“孝道”为主题所作的口头发表，在提升口语表达能力的同时，引导学生了解中国的
文化与哲学思想。通过观察学习者对“友谊”和“孝道”话题的口语课的参与情况，我们发现日本学生对
友谊话题的兴趣更浓厚，对友谊的理解比孝道更深，对友谊价值的认同大于对孝道的认同。日本是原子化
社会，由于个人本位思想在日本的盛行，学生对于跟自己关联紧密的同时代事物表现出更大兴趣。孝道涉
及两代人或三代人之间的关系，复杂程度远大于友谊，故不太容易引起在“核心家庭”的时代背景下成长
起来的当代日本大学生的同情与理解。由此可见，任何一种观念都与它的历史和人文环境有关，是传统延
续和社会生活的产物。由于“孝”涉及到代际关系，日本学生对“孝”的认识相对浅薄，往往是泛泛而谈。
由此引出对教学目标的思考：一，国际汉语教学不应仅仅停留在“术”的层面，而应在锻炼学习者基础能
力的前提下，上升到对学习者的人文关怀与灵性启迪的大道上来。二，知识传授与文化交流是两个层面的
问题，知识传授是无条件性的，而文化之间的融合是有选择性的。国际汉语教学需要在尊重文化多样性的
前提下进行。
【关键词】国际汉语教学、友谊 孝道、人文关怀
  

怒苏语多义词的文化内涵
罗自群  中央民族大学

【摘要】怒苏语是生活在中国云南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福贡县的怒族怒苏支系说的一种语言，属于汉藏语系
藏缅语族彝语支。怒苏语词汇，按照义项来分，有单义词和多义词两类。本文重点从多义词这一方面来分
析怒苏语词汇所体现的文化内涵，通过与汉语、藏缅语族其他语言的比较，来说明怒苏语词汇文化内涵的
特点。文中所用的怒苏语词汇都是来自本人田野调查获取的第一手语料。一、怒苏语多义词的类型：如果
以汉语为参照点，怒苏语中存在一些多义词——一个怒苏语的词，可以有两个及以上的汉语词语和它相对
应。既然是多义词，语音相同，语义相关。根据词性，可以把怒苏语多义词分为两类：1、词性相同的，

2、词性不同的。（一）怒苏语词性相同的多义词  怒苏语词性相同的多义词比较常见的是名词、形容词
和动词。（二）怒苏语词性不同的多义词  怒苏语词性不同的多义词，比较常见的是一个多义词具有两种
不同的词性，当然，也有一部分多义词不止两种词性。二、怒苏语多义词的文化内涵：我们把怒苏语词性
相同的多义词看做是静态相关，而把词性不同的多义词看做动态相关。和汉语比，和汉族比，使用怒苏语
的怒苏人和汉族在认知上存在着诸多差异，汉语的表达显得更精细一些，而怒苏语则比较笼统一些。怒苏
语多义词的这种特点，充分体现了怒苏语的文化内涵。
【关键词】怒苏语 、多义词、文化内涵

汉语二语者书面产出词汇多样性的文本长度效应研究
马庆 北京语言大学

【摘要】词汇多样性是二语表达能力的重要标志，是计算机自动作文评分的重要采集变量，但是词汇多样
性测量指标与文本长度之间存在复杂的关系。本研究从2010年4月HSK写作考试的实测大数据中选取154
份语料，重点探究了汉语二语者书面产出词汇多样性与其文本长度的关系。结果发现：（1）词种数、
TTR、Root TTR 、Log TTR等8个测量指标可作为词汇多样性测量的有效参量，但通过相关分析结果可以
看出，当文本长度过短的时候，很难反映出词汇多样性与作文成绩之间的关系；（2）8个测量指标均存
在文本长度效应，其中MATTR受文本长度的影响较小；其余7个测量指标随着文本长度的变化整体呈现出
线性的变化趋势；（3）当文本长度在60至100词范围内时，除MATTR外，相同文本长度下的LD值均存在
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关键词】词汇多样性测量、文本长度、语言产出、作文自动评分

西南官话中古非晓组字混读的声学考察—以四川中江为例
饶冬梅   西华大学

【摘要】古非晓组字的混读在西南官话中较为常见[1][2]。西南四省（四川、云南、湖南、湖北）方言中
非晓组字的混读主要体现为八种类型（见表1）。本文以四川中江方言的古非晓组字今读作为深度调查对
象（前人调查结果为Type2类型[2][3]），选择10位年龄在55-65岁区间的发音人（男女各5），得到约
9000个语音材料，提取擦音中段20ms的谱重心CoG（Center of Gravity）和标准差SD(Standard 
Deviation)两个参数[4][5]，从声学和感知两个角度考察了四川湘语中非晓组字混读（merger）以及语
音性变读（phonetics variation）的原因[6][7]：非晓组字的混读，跟[f]/[xu]发音的相似性以及感知混
淆有关，和语言接触也有密切关系。四川湘语受强势方言（Type 1）及普通话影响，混读规律出现例外
之外的字有所增多，混读的条件也逐渐走向单一化。
【关键词】四川湘语、混读、语音变读、语言接触

河北方言的“去分阴阳”现象
桑宇红  白茹 河北师范大学 

【摘要】学界对河北地区保定、唐山、秦皇岛地区冀鲁官话保唐片轻声前去分阴阳的现象已有报道，较早
应是《昌黎方言志》（1960），后有李思敬（1995）对宁河方言，接着田静（2007）、刘克龙（2010）对
唐县，后又有郑莉（2014/2019）、白茹（2016）、曹庆改（2018）、李仕颖（2019）、尹凯（2020）等
分别报道了与保定毗邻的石家庄的深泽、无极、辛集及衡水部分地区安平、饶阳也存在“去分阴阳”的现
象。河北方言去分阴阳具体表现为：（1）在单字调层面可以区分阴阳去，如无极和深泽；（2）在连读层面
区分阴阳去；主要分布于保定地区的曲阳、定州、唐县三个县市；（3）仅在轻声前连读时区分阴阳去，
主要分布于保定及石家庄、衡水部分毗邻保定的地区。
【关键词】河北方言、去分阴阳、连调及轻声、保唐片

课例研究：放声思考在阅读教学中的策略与设计
盛丽春、韩爱玲、幸锦龙 、胡晓苏  四德女子中心
张曦姗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为了提高学生在阅读理解、感悟欣赏及延伸拓展方面的能力，本校研究团队通过放声思考阅读策
略(Think Aloud Strategy)进行有系统、有针对性的阅读教学。放声思考策略是将个人内在的无声思考，
用口语表达的方式，将心中所思考的内容说出来。老师能借此了解学生的思维过程并加以引导纠正。放声
思考方式是展示思考能力的有效方法，让思维可视化，同时也能训练学生的口语表达能力。本研究以79
名中二高华学生作为研究对象展开三轮的课例研究。本文首先从研究背景、研究对象和研究目的做一个整
体介绍；接着阐明理论依据和相关概念；再具体介绍整个研究的教学实践过程。研究结束后，通过调查问
卷、教师观察以及学生反馈进行分析，最后再反思教学过程中所面对的难题与挑战。

【关键词】课例研究、放声思考、阅读教学

“洪武赶散”与苏北江淮官话
石绍浪  北京语言大学

【摘要】“洪武赶散”是指明初苏南向苏北平原一次大规模移民，虽然正史没有确切记载，但在苏北民间
普遍流传。苏北江淮官话入声韵有一个较为独特的特征，曾梗摄一二等帮组字读圆唇后元音韵母，并与通
摄合并，其分布与“洪武赶散”的移民范围基本吻合。比较发现，苏北江淮官话的这个音变应是源于苏州
移民的影响。今苏北江淮官话入声韵类突破中古韵摄的格局，发生了简化，也可能是明初苏州方言在苏北
扩散的结果。余论认为，在分析江淮官话与吴语关系时，不能只局限于“同源”的角度，还应考虑明初苏
州苏州方言在苏北的扩散。
【关键词】“洪武赶散”、苏州方言、苏北方言、江淮官话、入声韵

德国语言学家加布伦兹及其《汉文经纬》研究
宋楠  德国国际合作署中德合作中心； 波恩东亚研究院chinnotopia中国论坛

【摘要】本论文第一章介绍了与乔治·加布伦兹有关的史实，包括十七到十九世纪西方汉学的兴起、独立
与发展、加布伦兹家族史和乔治·加布伦兹的汉学之路。 第二章到第四章将《汉文经纬》拆分为“汉语
基本面貌”、“分析系统”和“综合系统”研读与解析，完整展现加布伦兹的语法思想和其构建的古代汉
语语法体系。论文的第五章和第六章，分别探讨了加布伦兹在西方近代语言学历史上所起的作用，以及对
汉语语法思想史的影响、突破和超越。同时在论文结语部分，讨论了中外语言学界对于《汉文经纬》一书
不甚明晰的几个问题。
【关键词】加布伦兹  《汉文经纬》

华文作为第二语言新闻听读教学的文献综述
孙晓颖   张丽妹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新闻听读教学在华文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中更是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本文回顾和介绍了
2001-2021年二十年间华文作为第二语言新闻教学的相关研究，文献主要来源于中国知网 (CNKI) 和Web 
of Science等数据库。本研究的文献综述主要围绕四个研究问题：第一，华文作为第二语言新闻听读教
学的目标有哪些？第二，华文作为第二语言新闻听读教学的原则是什么？第三，华文作为第二语言新闻听
读教学的难点有哪些？第四，华文作为第二语言新闻听读教学的教学策略和方法有哪些？最后，本文结合
新的时代背景提出了华文作为第二语言新闻听读教学的优化建议。本研究的成果和发现对华文作为第二语
言新闻听读教学具有良好的指导意义，同时也为华文第二语言新闻听读教学法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和指引。
【关键词】华文作为第二语言、新闻听读教学、教学目标和原则、教学难点、教学方法 

乙圩壮语多功能语素te∶ŋ1

覃薇  中央民族大学 

【摘要】本文对乙圩村壮语“遭受”义语素“te∶ŋ1”进行全面的调查描写，并刻画出“遭受”义语素
“te∶ŋ1”功能的整体面貌。对“遭受”义语素部分语法功能的语法化过程进行探讨，归纳出其语法化的
路径和机制，为学界了解乙圩壮语“遭受”义语素功能的语法面貌和特征提供新的材料。乙圩壮语的“遭
受”义语素“te∶ŋ1”呈现出多功能性，具备了十三种功能：①“触碰”义动词；②“对、中、合”义动
词；③“遭受”义动词；④“需要、用”义动词；⑤被动标记；⑥“对”义形容词；⑦“致使”义动词；
⑧情态助动词；⑨结果补语；⑩程度/状态补语；⑪“到、轮到”义动词；⑫副词；⑬假设连词。其中，
本文调查到了“遭受”义语素“te∶ŋ1”以往没有被调查描写到的功能为：①程度/状态补语；②“到、
轮到”义动词；③副词；④假设连词。
【关键词】乙圩村、壮语、“遭受”义

祁东湘语多功能词“落”的语义演变与主观化
谭丽亚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西南林业大学外国语学院
陈海宏  云南民族大学民族文化学院

【摘要】湖南祁东湘语多功能词“落”的用法比较特殊，其语义演变属于通过增加新义而产生的多义模式，
它的多个义项在语义上有一定的关联，或直接关联，如“落”作实义动词时的多种语义；或间接关联，如
前加准词缀型小称标记“落”可能是由实义动词“落”的“降生”、“遗留在后面”等义隐喻而来的。“

落”在祁东湘语中还可以重叠，在语义和语用表达上带有一定的感情色彩，可表达说话者对命题的多种主
观态度。祁东湘语“落”语义演变的认知机制主要有类推（隐喻与之相关)、重新分析（转喻与之相关）和
主观化（褒化、贬化与之相关)等等。
【关键词】祁东湘语、“落”、多功能、语义演变、主观化

论析新加坡华人华语及身份认同的变迁
谭国勇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身份认同的建构在国家及其国家层面下的政治、经济及社会发展上有着深远的影响。它可以使人
认可该国家在政治经济及社会层面上的立场及政策，也可以让人民在某种程度上产生了归属感。教育是建
构身份认同的其中一环。据王赓武教授与陈庆文教授所示，新加坡华人身份认同，是最没有代表性，后者
则认为身份认同是有目的性地建构出来的。由此说明了新加坡华人身份认同正等待人们来填补。也正是如
此，新加坡政府通过不同媒介，包括教育政策等手段来灌输和建构自身倾向的华族身份认同，即倾向于文
化上的认同。本文尝试通过1979年讲华语运动及新加坡教育部历来的教育改革报告书，来了解其倾向和
期许。1979年讲华语运动，主要目的是要整合新加坡华族各方言群体。当时，新加坡华人社会有多达12
个华人方言群体，拥有一个共同的语言：华语，促进他们之间的沟通，减少之间的纷争，团结一致。这有
利于营造及实施双语教育政策的大环境，从中促进经济发展。然而，时间的推移，讲英语家庭的增加，使
得讲华语运动有了新的使命，即提升人们对华文的认识。新加坡教育部在报告书中所倡导的文化认识，倾
向于应对华族内部压力和需要。这回应了陈庆文认为华人身份认同是人造的说法。与此同时，随着华人移
民的移入，他们所带来的文化是否再次在原有身份认同上融合或产生分歧，则是未知数。这将会直接或间
接影响新加坡华文华语以及教育发展的走向。
【关键词】新加坡、华人华语、身份认同、教育

新加坡高中文学教学提问策略的探讨— QUILT框架下的教学设计与实践
唐佑彬   潘旭    李俊贤    郝德奕 淡马锡初级学院
张曦姗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在华文文学课堂上，设计优质问题能引导学生进行品读和鉴赏。因此，本研究以主修H2CLL的
61名学生为研究对象，探讨基于QUILT提问框架激发学生学习兴趣与提升学生思维能力的课堂教学模式。
本文首先介绍研究的背景、对象及方法，阐述基于QUILT提问框架的教学理念与理论依据；接着以现代小
说、诗歌、戏剧以及文言文为例，介绍如何基于QUILT的提问框架设计不同类型的问题的提问策略；本文
也根据学生的课堂反应，探讨了QUILT提问框架下不同文学作品教学的几种提问策略和问题设计类型，在
体现以学习者为中心、加强师生互动和凝聚同侪间学习力量等方面的成效。本论文最后将通过前后测的数
据对比分析、学生反馈、教师观察和学生产出检视教学设计的实施成效。
【关键词】文学教学 、提问策略、 QUILT框架、教学设计

楚辞“羌”字句与湘西凤凰方言ʧʰɑ13字句 比较研究
田晓黎  中央民族大学

【摘要】楚辞里的“羌” ，自东汉王逸注释后的1800多年来 ，众多研究者引经据典， 却始终没有确解。
《楚辞》的“羌”字是否有田野遗存？在湖南湘西凤凰方言中存在极具特 色的ʧʰɑ13 1字句。本文从凤凰
方言ʧʰɑ13字句的田野记音开始，逐条分析，总结规律，再与《楚 辞》16 处“羌”字句进行对比研究，
结果显现，凤凰方言ʧʰɑ13字句基本传承着《楚辞》“羌” 字句的语义。 
【关键词】《楚辞》  羌

国际中文学习软件的大型网络游戏化
汪歆玥  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   

【摘要】汉语学习时间长的特点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二语学习者的热情，而当下飞速发展的大型网络游戏新
颖有趣，常令人沉迷。修坝不如引流，把学生们对汉文化和网络游戏的双重兴趣融入到汉语学习的全过程，
将有助于培养学习者持续性的学习兴趣。本研究分析了当下常用汉语学习软件中的游戏模式，结合现有网
络游戏的汉元素部分，提出了将汉语学习软件大型网络游戏化的具体设想。持续化：脱胎于传统的孤立小
游戏，将累计的学习成果作为升级模式，合理地穿插各类支线任务。系统化：学习者通过注册账号建立个
人学习档案，学习任务既包括集体学习，也包括多种自学形式。针对性：以学习者的需求为导向，提供相
应的实用汉语知识。灵活性：及时更新，高度重视用户反馈。允许教师使用游戏程序和知识库，以方便与
线下教学配合使用。
【关键词 】汉语国际教育、学习软件、网络游戏、学习兴趣

“ 打（타）”字的韩国汉字音形成过程考察
王 浩  四川轻化工大学人文学院  

【摘要】“打”字，在《广韵》中有两个读音，都是阳声韵，一个是梗摄、梗韵，开口二等，上声，端母
“德冷切”；另一个是梗摄、迥韵，开口四等，上声，端母“都挺切”。但是在韩国汉字音中，“打”字
读阴声韵타[t�ɑ]。本文从历史语言学和语言接触的角度出发，认为中世韩汉音（15-16世纪）中存在的
타[t�ɑ]和뎍[tiək]这两种读音，其形成主要是中国的影响，由“德冷切”和“都挺切”两种读法，平行
发展而来，“德冷切”变成了“都瓦切”直接影响了타读音的形成；“都挺切”本来是阳声韵，在传入韩
国以后，其阳声韵尾[ŋ]变成了入声韵[k]，实现了“阳入对转”，从而形成了뎍的读音。近代以后，随着
日语词向韩语的大量涌入，“打”字的日语唐音だ[da]与韩汉音中타读 音的高度相似性，使得타读音在
与뎍读音的竞争中，取得了最终的胜利。

汉语方言亲属称谓中的音变
王红娟  山东师范大学  

【摘要】亲属称谓是方言词汇中重要的一类，我们在考察方言间的词汇差异时，亲属称谓往往是重要的参
照项，如《汉语方言地图集 词汇卷》共有203条词汇图，其中涉及亲属谓的就有“爷爷、奶奶、外祖父”
等14条。在对汉语各方言中的亲属称谓进行梳理时发现，汉语方言的亲属称谓中普遍存在音变现象。比
如，山西运城的“弟”，单字音为“ti33”，但在“兄弟”一词中读音变为“thi33”。本文的音变的含
义是指：1.某个字或某类字在称谓词中的读音与其他情况中的读音不同。2.某个字或某类字在称谓词中的
读音于古今演变规律不合。本文讨论的方言亲属称谓中的音变类型主要有以下三种：个别音变、系统音变、
别义音变。
【关键词】汉语方言、 亲属称谓、 音变

乡村振兴背景下民族地区发挥语言经济效能路径的再探讨—基于西藏自治区林芝市M县的个案研究
王娟  陕西师范大学

【摘要】语言能力是重要的人力资本，语言经济效能是语言的重要社会效能，语言扶贫工作作为中国贫困
治理体系的有机构成，在国家脱贫攻坚的重要阶段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
后，民族地区的语言文字工作在扶持对象、政策范围和顶层设计方面也相应需要作出一定的调整。本文试
图在乡村振兴背景下进一步探讨如何继续发挥语言经济效能的路径。
【关键词】乡村振兴、语言扶贫、民族地区

四川方言的音系特征和两个历史层次
王倩  周及徐  四川师范大学

【摘要】 以往的四川方言研究认为，现代四川方言皆为明清时期的“湖广填四川”所带来。我们在近十
年的时间里，在四川作了广泛的方言田野调查。根据实地调查材料，我们提出新的观点：在四川省的岷江、
嘉陵江流域分布着两种不同的官话方言：嘉陵江流域分布着以成都话为代表的以“入归阳平”为特征的西
南官话方言，这是明清湖广移民带来的；岷江流域分布着以大邑话、宜宾话为代表的有独立的入声调的官
话方言，这是明代以前的四川本地方言的后裔。二者分属不同的方言层次而共存于今天的四川。本文以
2019年出版的《岷江流域方音字汇——“20世纪四川方音大系”之一》中语音材料为据，借助实验语音
学方法对成都话与大邑话、宜宾话作音系整理、以Praat软件绘制其声学元音图、声调曲线图，分析其在
音系上的规律性语音差别，说明今天的四川方言不仅具有以成都话为代表的湖广话语音类型，还有更为古
老的另一方言层次——这个音系今天仍具有入声独立、果摄一等字读为-u、麻三精见组读-i、模韵字读为-o
等语音特征。这些语音特征与成都话的湖广话语音类型有明显的差别，独立于成渝片西南官话而存在。 因
此，现代四川方言分为本地和外来两个层次：本地层次叫“南路话”，外来层次叫“湖广话”。
【关键词】四川方言、岷江流域、成都话、大邑话、宜宾话、方言音系

保定方言两字组连读变调及其若干问题
王帅臣  华北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 

在对河北省保定市下辖的24个县市区进行方言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展开本文的分析。首先描写清苑区的
两字组前字连读变调情况，以便对保定核心区域的变调情况有所了解。其次，介绍保定方言中的阴平变调、
阳平变调、上声变调、去声变调的地理分布、调值表现、调类分布等基本情况。再次，重点讨论上声变调
和去声变调。上声变调后的调值情况有一定序列性：一种是前字变调后与本声调系统的阴平接近或合流；

一种是前字变调后与本声调系统的阳平接近或合流。上声变调既有类型学上的原因，也有历史因素在起作
用。去声变调有一类和轻声有关。

西宁方言持续体标记“着”
魏萌  中央民族大学

【摘要】汉语西宁方言的体标记“着”主要表达持续体的语法意义。除单独使用，方言中“着”常与起始
体标记“上”、完成体标记“下/了”等其他体标记叠用。由此，西宁方言的持续体标记“着”多构成
“V着V”、“V着C”或“V着＋从句”三种结构。西宁方言持续体标记“着”常与起始体标记“上”、
完成体标记“下/了”等叠用，且均处于其他体标记之后，即动词后第二位置。叠用中，“着”仍表达持
续体的语法意义，其语义与前一体标记层层套叠，具有一定顺承关系。如与起始体标记“上”叠用时，“
上”的语义指向前面的谓语动词，构成“V＋上”结构；“着”的语义则指向“V＋上”这一整体，表达
动作行为开始并将进一步持续的状态，“着”具有一定未完整体范畴义。“V＋上＋着”结构还可续接其
他动词或补语成分，构成“V＋上＋着＋V”结构。此外，西宁方言持续体标记“着”常以“V＋着＋C”
形式用于述补结构谓语句中。其中，C可为程度、情态、结果、数量等多种类型补语，形式上可由单个形
容词或副词、数量或偏正短语及主谓结构充当。语义层面，“V着＋C”由“V着”与C两个时间过程构
成，C主要由“V着”引发或伴随，即两个过程包含一定的逻辑因果关系，这种关系可以是显性的也可以
隐性的。除构成“V着V”、“V着C”和“V着＋从句”结构外，持续体标记“着”还可用于西宁方言的
存现句和“的字结构”中，其用法具有一定独特性。
【关键词】西宁方言、着、持续体标记

“口”的比较词义探索
吴宝安  湖北大学文学院 

【摘要】“口”这一概念在汉语中主要有“口、嘴”两个词，根据它在汉语、汉语方言以及其他语言中的
用法，我们整理出了12组与“口”有关的共同引申，这些共同引申都可以通过“转喻”和“隐喻”来解
释。 基于转喻的共同引申有7条，如： 与言语功能相关，“口”引申出“说话、话语”义。与饮食功能
相关，“口”引申出“口味”“人口”义。与临近部位相关，“口”引申出“脸、鼻、咽”“口部饰物”
义。基于隐喻的共同引申有5条，如：与形状、位置都相似，“口”引申出“容器等器物通外面的地方”
和“出入的通道”义。与形状相似，“口”引申出“（山谷、水道等）大的豁口”“突出的部分；尖儿”。
这12组共同的词义引申在汉语、汉语方言以及英语、俄语、西班牙语、日语、泰语、印度尼西亚语、壮
语等语言中都以共词的方式出现，因此，我们可以将其看作是“口”在语言中的共同演变模式。
【关键词】“口”  比较词义 、共同演变

新加坡中学华文快捷课程后进生
语文学习的挑战和独立学习能力的培养
吴宝发  张曦姗  周淑君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后进生学习一直是教育工作者关注的课题，新加坡教师也不例外。后进生学习问题复杂，包括语
文基础薄弱；个人学习态度不良；缺乏独立与迁移的学习能力；课堂教与学方法不当等。本文立足于本地
一所中学的校本研究，借助文献研究法、问卷调查法与观察法，对中二快捷班24位后进生的学习特点进
行梳理，由此作出为期六个月对3个单元的教学调整的尝试，旨在分析后进生在课堂中语文学习的挑战以
及探索他们独立学习能力的培养。本研究对2021年新教材篇章里的语文技能做一次系统性的梳理，在课
堂阅读理解教学时，强调对文章理解的元认知策略之字义层次、逻辑层次、概念层次的教学，调动学生的
元认知，以弥补学生因语文基础薄弱带来的教与学问题。
【关键词】华文快捷课程 、后进生、中学新教材、元认知

中韩跨国婚姻家庭双语学习和使用状况及问题研究
吴思敏  闽南师范大学

【摘要】近年来，中韩跨国婚姻家庭日益增多。据统计，来自中国的在韩结婚移民总数在2019年已接近
20万人。中韩跨国婚姻家庭既有别于传统华侨家庭，又有别于普通韩国家庭，在语言文化上具有特殊性。
本研究以在韩中韩跨国婚姻家庭为研究对象，对其双语学习和使用状况展开调研，并针对其问题提出解决
方案。研究分三部分进行：第一部分利用文献分析法整理并分析韩国政府对多文化家庭的政策及多文化家
庭支援中心的相关资料。第二部分利用问卷法、访谈法与参与观察法对中韩跨国婚姻家庭进行相关数据采
集，并对数据进行定量与定性分析，多维度考察多种因子对语言的影响以及因子之间的相互作用及其与内
部、外部环境的交互关系，全面把握中韩跨国婚姻家庭双语学习和使用的特点及问题。第三部分综合考虑

调研结果，针对中韩跨国婚姻家庭双语学习和使用的问题和需求，从内部（中韩跨国婚姻家庭自身）和外
部（社会机构与教育部门）提出解决方案。本研究不仅可为中韩跨国婚姻家庭双语教育提供理论基础和实
践方案，还为以其为对象的双语教材及教学资源提供理论依据，为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跨国婚姻家庭双语教
育研究提供参考。
【关键词】中韩跨国婚姻家庭、双语教育、调研、解决方案

实践与反思：国际中文教学与信息通讯技术之运用
夏雪  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

【摘要】随着教育技术的发展，如何善用信息通讯技术（ICT）来服务于教学，实现以“学生为中心”的
教学实践，成为当今教育研究的热点。在国际中文教学领域，我们也面临着如何有效地将ICT运用于课堂
教学和学生学习的问题。本文即以此为出发点，在现代教育理论的基础上，以新加坡国际学校的非汉语母
语学生为研究对象，结合IB华文课程中的一个主题单元，从课件设计及课堂教学反馈等方面对ICT在国际
中文教育中的实践情况进行探索性研究，总结ICT辅助中文教学的几个原则：包括设计ICT要以学生学习
需求为核心，ICT的课堂使用应避免“喧宾夺主”，并反思教师在ICT运用中的作用，以期对新技术下的
国际中文教学发展提供参考。
【关键词】 ICT、 国际中文、课件设计、课堂实践

The Brief Analysis of Japanese Culture's Absorp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ulture
Hui Xu   Maca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bstract: Cultural exchanges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have a history of nearly 2,000 years. The fine tradi-
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ulture have exerted great influence on almost every aspect of Japanese 
life, such as architecture, clothing and so on. At the same time, Japanese culture has made a series of 
cultural innovations and developments according to its own national conditions while absorbing Chinese 
culture for reference. Starting with the reasons why Japan absorbed Chinese culture and analyzing the 
exchanges between Japan and China from 1972 to 2011, this paper analyzes and concludes that the similar 
cultural background of the two countries is the basic reason for Japan to better learn from Chinese culture. 
Finally, this paper expounds and analyzes Japan's absorp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ulture from 
three aspects: religion, ideology and diet. It is concluded that Japanese culture originated from Chinese 
culture, and before the Tang Dynasty, Chinese culture had the greatest influence on Japanese culture; after 
the Tang Dynasty， Japan began to have a real culture, but it was still influenced by Chinese culture.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and improvement of its own culture, it finally formed its own unique style. 
Key Words: Japanese culture; Chinese culture; Absorb; 

港式中文词汇与普通话的隐性差异
徐涵韬  北京师范大学

【摘要】“隐性差异”的概念及思想适用于全球华语对比研究，文章立足于此，讨论港式中文词汇与普通
话的隐性差异，首先以量词“枚”、动词“怀疑”以及名词“论调”为例，分析其在概念义、语法义、色
彩义等方面的表现；然后举例说明了隐性差异的三种存在形式，即有无之别、大小之别和程度之别，并指
出三者之间联系密切，不能孤立讨论；最后，文章认为未来研究应增强对华语隐性差异的考察分析，拓展
隐性差异的研究内容、语体范围及比较对象。
【关键词】隐性差异、词汇、港式中文、普通话

基本核心词词义的跨语言表现与特点—以61种语言为例
许可  冉启斌 南开大学

【摘要】本文建立了61种语言60个基本核心词词义数据库，从跨语言角度对其进行了细致考察。数据库
中共有义项约11440个，平均每词义项略超3个，最多达21个。平均义项数方面，动词最多，形容词其次，
名词、否定副词随后，数词、代词最少。义项数可能受词与外部世界的关联性、在词汇系统中的基本性以
及概念本身模糊性的影响。对词义引申深度赋值后，看到动词、形容词、名词的词义引申能力分较高，各
词的平均义项数与该分排名不一致。语言、词类对义项数量、引申能力分影响显著。通过网络图谱对词义
进行聚类分析和可视化分析后，基本核心词被分为10类，词类对聚类有影响。动、名、上形成较大词团。
名词[±指人][±身体部位]，形容词[±积极/消极]等特征会使词类内部形成关系更紧密的小类。图谱中，
hand连接动词和身体部位名词；head连接身体部位名词和指人类名词；man连接指人名词与褒义形容
词；one连接指人名词和数词；die、sleep等词连接动词和形容词等。

【关键词】基本核心词、词义引申、数据库、】可视化

冰墩墩的启示：中华文化符号海外传播的机遇与挑战
许琳皎  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

【摘要】北京2022年冬奥会吉祥物“冰墩墩”在国内外社交平台的爆红引起各界讨论。作为一种文化符
号，“冰墩墩”兼具多重内涵，承载着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功能。“冰墩墩”成为“顶流”，不仅
展现了中华文化强大的感召力，也为中华文化符号的海外传播提供了新思考。本研究基于符号学理论，从
视觉和语言两个维度分析符号传播的特点，挖掘“冰墩墩热”的深层原因，并从中得出中华文化符号海外
传播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基于此，笔者从符号传播的原则、内容和方式三方面提出了建议，即：调整传播
心态，着眼他者视角；加强内容设计，挖掘文化内涵；充分利用互联网媒介，引发情感共鸣。以期为中华
文化符号的海外传播提供借鉴，丰富中国文化传播领域的研究成果。
【关键词】中华文化符号、海外传播、文化传播、冰墩墩

韩国国民教育体系中汉语教育的发展与创新
许培新  山东大学

【摘要】本论文结合中韩两国历代交流的传统以及现代社会发展的趋势，在追溯韩国汉语教育发展历程的
基础上，重点考察自中韩建交以来韩国汉语教育的发展脉络，重点梳理并分析韩国国民教育体系中，大、
中小学不同层次汉语教育的发展情况以及出现的问题，总结韩国国民教育体系中汉语教育的主要特点；当
今国际大变局和新态势下，汉语教育发展面临着新情况、新问题，韩国国民教育体系中的汉语教育和学习
也在发生变化。因此基于教育理念升级、教学思路转型与教学模式创新，提出了加强韩国大、中小学汉语
教育的实践性、针对性，以及韩国汉语教育内涵式发展多元化路径的对策和建议。 
【关键词】韩国汉语教育、国民教育体系、内涵式发展

 
13—19世纪朝鲜半岛汉语教学对当代汉语国际教育的启示
许润芳  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

【摘要】朝鲜半岛有悠久的汉语学习历史，从以汉字为本、重视书面语学习到文言并重、对政治商务风俗
文化等不同领域进行全面了解，其汉语学习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汉学界人才辈出，促进了对中国制度、文
化的内化吸收及其本民族政治经济文化的进步。其中，国家层面的空前重视、语言政策的有力支持是不能
忽略的因素。目前流传的朝鲜半岛汉语教科书集中于13-19世纪，恰是两国政局革新、关系进一步密切的
时期，此类教材是今日研究两国历史上人文交往、不同时期汉语口语面貌、汉语教学法种类及影响、汉语
国际教育在半岛发展历程的宝鉴，本文以该时期《老乞大》《朴通事》《学清》等代表性汉语口语教材为
主要研究对象，结合韵书、字书及辞书类汉语书面语教材、《朝天录》《燕行录》与《朝鲜王朝实录》等
官方历史记载为佐证，共时对比同时期中国韵书。探讨官学、私学、司译院、承文院、译学院、质正官等
部门和职务发挥的历史作用，总结该时期朝鲜半岛汉语教学的优点和不足，力求为当代汉语国际教育汉语
人才培养、汉语教材编写、汉语教学法选择和语言政策制定提供一定的参考意义。
【关键词】朝鲜半岛、汉语国际教育、教学法、语言政策

语言赋能：乡村振兴多模态话语战略构建
杨城  浙江大学 

【摘要】语言是促进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乡村振兴中的每一步都离不开语言的力量。研究中首先依托多
模态话语分析综合框架，对余杭、桐庐、淳安三个乡村振兴示范地区的宣传片视频进行分析，总结其文化
、语境、内容、表达四个层面的多模态体现。其次依托质化分析的扎根理论方法，构建语言赋能乡村振兴
的战略模型，在组织、社会、个体三个层面探索赋能方向。最后，基于话语分析和战略模型提出未来语言
赋能乡村振兴的提升路径。研究发现，三个地区的多模态话语具有典型的区域特色，语言赋能乡村振兴需
要凝聚自上而下的多方力量，而国际化视角、内容的精准筹划、赋能视角的联动共振则是未来乡村振兴话
语努力的方向。
【关键词】乡村振兴、语言赋能、多模态、话语分析、战略模型

A Study on the Chinese Classroom of Foreign Students in the Epidemic Period Based on the Inter-
active Perspective
Haifeng Yang1,Daqian He2, Zhuoda Yang3

1. Center for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Wuh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Wuhan， 

2.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Wuh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Wuhan，
3. School of Chinese Studies and Cultural Exchange,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Abstract: Interaction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s affecting the result of online Chinese class teaching. 
By utilizing the method of questionnaire analysis, error analysis and document analysis， this paper selected 
200 international students from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Cultural Exchange of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of Wuh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of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as samples for investigation, including 94 undergraduates, 60 master 
students and 46 doctoral students. Among them, namely 86 in primary stage, 64 in intermediate stage and 
50 in advanced stage based on their HSK marks. The majority are from Asia (45%) and Europe (25%), the 
rest are from Africa (15%), America (10%) and Oceania (5%). This paper finds that the existing interactive 
methods of them include online conference platform, course live-streaming platform and video live-streaming 
platform. 
When using these platforms, we find there are some advantages of them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remote 
Chinese learning: They are convenient for students to preview and review before and after class, and they are 
helpful for the sharing of Chinese learning resources. However, we also find that there are some disadvantag-
es in teacher-student interaction and student-student interaction on these platforms, such as the lack of learn-
ing atmosphere (58% participants agreed) and the unwillingness of turning on the camera and micro-
phone(76% participants agreed). We think the factors causing these problems mainly include external and 
internal factors of teaching. The external factors include the factors of network connection, time difference, 
studying platform and studying resource allocation. The internal factor of Chinese teachers is that they are not 
adapted to the new way of online teaching, which makes them unable to carry out innovative design of class-
room interaction, and still choose the traditional teaching method (66% participants agreed). The internal 
factor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on the one hand, they lack online learning experience, so it is difficult to cope 
with some new challenges in teaching interaction practice. On the other hand, international students must 
overcome certain psychological factors in the interaction process of online Chinese classroom, among which 
anxiety and avoidance are the most prominent (80% participants agreed).
In conclusion, Chinese teachers can improve the interactive effect of online teaching through rational use of 
learning platform, effective allocation of learning resources and innovation of class interaction mode. Before 
teaching, teachers should inform students in advance of the selection of learning platform, registration, login, 
using process and a series of related matters. During the teaching process, teachers can allocate a certain 
proportion of class hours to organize interactive courses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s, such as group presenta-
tion, personal performance and seminar. After class, teachers can design and release questionnaires and 
use the background data statistics and other functions of the learning platform to analyze the frequency and 
quality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participation in interaction. Also, international students should actively adjust 
their learning psychology and improve their learning methods as well. In this way, they can get rid of negative 
psychological factors such as anxiety and avoidance, and focus on classroom interaction and knowledge 
itself, and finally achieve better learning results. Ultimately, teachers and students will collaborate to explore 
a course interaction path, adapting to the new mode of online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in the post-pan-
demic era. The research on this issue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enrich the theories of linguistics, psychology 
and pedagogy related to Teaching Chinese to Speakers of Other Languages. Also it can improve the teach-
ing efficiency of teachers and enhance the sense of gaining knowledge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Keywords: Interaction; Online Chinese Classroom; Chinese Teaching

国际华文推广的重要部分：志愿者项目的国别性/区域性分析—以缅甸为例
杨念  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

【摘要】2004年“国际中文教师志愿者项目”经中国教育部批准实施。直至疫情前，全球大约有7000名
志愿者在全球一百多个国家进行中文教学，其中大约3000名志愿者在东南亚各国任教，成为东南亚华文
教育重要力量。缅甸志愿者项目于 2009 年开始实施，至今已经有十年有余，到疫情前每年有一百多名志
愿者在缅甸各个城市甚至乡镇进行中文教学工作。十多年来，志愿者项目对缅甸华文教育发挥着重要作用：
为缅甸华文教育贡献了新的力量，弥补了缅甸华文师资的不足，促进了缅甸中文教育的合法化进程等。然
而，该项目也存在着一些问题，本人通过实地了解以及问卷的方式，深入分析了志愿者项目在缅甸的实施
情况，并针对性地提出几点建议，促进该项目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国际中文教师志愿者、华文教育、缅甸志愿者项目、参考

基于SLS平台的E晨读差异教学模式探索— 新加坡崇文中学的实践经验
叶语銮    徐小红   吴玉凡  新加坡崇文中学

【摘要】为了营造书香校园，培养学生的阅读兴趣和提高阅读水平，我校研究团队借助SLS平台，以110
名中三学生为研究对象，在全校进行E晨读研究计划。E晨读依据差异教学理论，照顾学生的个体差异，
所选篇章分年级、分主题、分文体，并结合各单元技能训练，设计不同程度、风格的晨读活动。学生借助
个人数码学习工具，选读纯文字或拼音版的、带声音和可查字典的篇章，通过SLS自测，在阅读护照上完
成任务。此外，高准备度的学生还可阅读更有挑战性的文章，并完成相应的挑战任务。研究结束后，团队
通过定量与定性研究检测学习成果。初步结果显示，基于SLS平台的E晨读差异教学模式，在一定程度上
激发了学生的阅读兴趣，也促进了教师的专业发展。
【关键词】SLS平台、E晨读、差异教学

Nasal Codas Merger in Chinese dialects: Modified Contrastive Specification and Sisterhood Merger 
Hypothesis
Jihye Yun  Asia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 Madison

Abstract：Chinese linguists have long debated about the directionality of nasal coda merger in Chinese 
dialects since the 1970’s. Some believe that the merging process is unidirectional (anterior to posterior) ,but 
others assert that alveolarization of nasal codas (-m>-n and -ŋ>-n) is the major trajectory. Previous studies 
failed to make a reasonable prediction about the further direction of the merger in addition to a lack of 
phonology-based analysis. This research analyzes the merging process on basis of Contrastive Hierarchy 
(CH) and Sisterhood Merger Hypothesis (SMH). The two theoretical frames make us draw two types of 
contrastive hierarchies: [Dorsal]>[Labial]，[Coronal]>[Labial]. That is，the merger between the alveolar 
and the velar nasal codas will occur after the completion of the merger between the labial and alveolar ones. 
Alternatively， the alveolarization of the velar nasal coda will happen after the completion of the merger 
between the labial and velar ones because the structure merger takes place on sister node of contrastive 
hierarchy. In conclusion， the final phase of the nasal coda merger will be the alveolarization of the velar 
nasal coda. The data of Chinese dialects and markedness theory both buttress the conclusion.

Keywords: Nasal codas，Chinese dialects，contrastive hierarchy，sisterhood merger

《易经》归纳、演绎思维在母语教学中的课堂实践和应用
庾潍诚  新加坡伟源中学

【摘要】作者根据自己长期研究《易经》的经验，提出和认为：《易经》作为中华古代的文化典籍，归纳
和演绎思维是它的最重要核心思想之一。同时，作者结合了自己多年的新加坡课堂教学实践，发现：《易
经》的归纳、演绎思维可以有效实践应用在现代的母语教学当中。归纳，是引导学生化繁为简，迅速掌握
教师布置的课堂指令或內容；演绎，则是学生有效应用课堂所学知识进行复述和重构。本文列举具体的课
堂实践应用例子，就是：(一)课堂的指令语言“ABCD”；（二）思维图的教学应用；(二)作文教学实践
的“DEEPAI”（细节描写）自创理论。作者最终观点认为，《易经》思想可以古为今用，实践应用到课
堂母语教学，从而达到提升学生的母语学习效果。
【关键词】易经、归纳、演绎、教学实践应用

中国古代建筑文化的汉字演绎
袁忠  中国华南理工大学

【摘要】中国古代建筑文化的丰富思想很多都凝结在一个个的汉字中。在汉字的构形、本义、转义、暗喻
等不同的运用中，存在着古人有关建筑活动、建筑形象、建筑心理等蕴含，很多汉字就是一个空间概念、
一个居住范畴。古人对中国古代建筑的感知的原初意识首先凝固在古汉字中，古代建筑的最初“文本”可
求诸古汉字，作为象形文字的古汉字与作为现实空间的古建有着天然而内在的通贯性。本文通过考察汉字
的字符构形及作为词或词素的单个汉字所展示出的建筑文化意象，探究作为表形文字、表意文字的古汉字
在其构形、组词、使用、书写等多方面体现的古代建筑文化意义。
【关键词】汉字、中国文化、古代建筑

GRR教学模式的实践与反思——以新加坡H2华文与文学新诗教学为例
张建立   张建平  新加坡国家初级学院    
张曦姗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2021年新加坡H2华文与文学新课程引进课外文学作品赏析的部分，与旧课程标准相比，这对学
生是具挑战性的变革。为应对该挑战，我院以新诗为切入点，设计了从指定文本到课外文学作品的教学实
践配套。该实践以“新加坡课堂教学实践要领”(STP)为指导，依据探究式学习（IBL）理论，采取“教、
扶、放、收”四个阶段的“渐进释放责任直接教学模式”（GRR），旨在逐步培养学生独立鉴赏文学作
品的能力。实践证实，这一教学策略增强了学生的信心和赏析能力；同时，也发现了一些有待进一步充实
和深入探索的空间。本论文将阐述该实践所采用的教学理论、教学策略、教学流程、教学成效及反思。
【关键词】  GRR教学模式、H2华文与文学、新诗教学    

“V走”和“V去”互换性的多重对应分析
张进凯  中国兴义民族师范学院 文学与传媒学院

【摘要】  本文在“原型—样例连续统”理论指导下，通过基于用法的多重分析方法探讨表征“位移运动
事件”的“V走”和“V去”的变异性和互换性。研究发现：“V走”主要表征位移方向不明确、没有位
移目的地的位移运动事件；“V去”主要表征位移方向明确、位移目的地可预测的位移运动事件，因此
“V走”和“V去”处于位移运动事件“原型—样例连续统”的不同位置，“V去”较“V走”更接近位移
运动事件的原型。“V走”和“V去”在表征位移运动事件原型特征和典型样例时不存在概念重合，在表
征位移运动事件非典型样例时，在概念变量特征的交互作用下表现出概念重合。
【关键词】多重对应分析  位移运动事件  概念变量  互换性  变异性

书面语言复杂度对华语二语者写作质量的影响研究
张漫莉  北京语言大学  

【摘要】本研究基于韩国学生的HSK写作测试语料，采用若干典型指标，对华语二语者的书面语言复杂度
与写作成绩之间的关系进行了量化分析，考察了词汇及句法复杂度指标对学生写作质量的影响。研究结果
表明：词汇复杂度和句法复杂度指标与学生的写作质量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Guiraud指标、虚词
使用比率、连词使用比率、复杂词使用比率、话题链数量、话题链分句数、零形成分数量和T单位数量等
指标对写作质量具有较强的解释及预测效度。
【关键词】语言复杂度、汉语二语、写作质量
  

基于树库的汉语二语写作句法复杂度研究
张婉莹  北京语言大学

【摘要】句法复杂度（Syntactic Complexity，简称SC）在评价二语者语言水平、语言动态发展及写作
质量中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吴继峰，2018）。已有的研究侧重于SC对日语、韩语等母语者的汉语写作
评估的有效性问题，研究结论未必适合少数民族母语背景的汉语二语书面语评价。基于此，本研究以参加 
HSK（高等）考试的维吾尔族考生的作文语料为研究对象，基于自建的汉语二语句法标注语料库，从粗粒
度和细粒度两方面指标体系入手进行以下四个方面的研究：（1）通过预处理构建小型依存句法树库（
Dependency Grammar Treebank），作为句法复杂度研究基础；（2）通过小句切分和搭配抽取研
究粗粒度指标和细粒度指标的分布特征；（3）针对不同写作水平的被试SC指标进行对比研究；（4）基
于典型SC指标体系探讨二语写作水平动态发展特点。研究发现，基于T单位等粗粒度句法复杂度指标在区
分学生写作水平和预测写作成绩方面的解释力较弱，而基于短语层面的细粒度句法复杂度指标能够有效区
分写作水平和预测写作成绩。
【关键词】树库、 二语、语法

阅读与抒情文写作教学的有机结合—以华侨中学（高中部）语文特选课程为例
张薇  王健仲  华侨中学（高中部）

【摘要】抒情文写作一直是学生的弱点，也是教师的教学难点。由于没有经过有系统的抒情文写作训练，
高中生很容易将抒情文、记叙文或议论文混为一谈，对抒情文的写作手法更是一知半解。再加上学生缺少
生活历练，要让他们短时间内掌握抒情文写作手法，并进行创作，无疑难度极大。有鉴于此，我们决定在
现有的教学内容上融入抒情文写作教学，尝试结合REAP的阅读理论与教学实践，将阅读与抒情文写作教

学有机结合，以39位高一H2华文与文学的学生为对象，引导他们建构抒情文概念，了解并掌握抒情方式
与写作手法，从而进行写作实践。最终，通过调查问卷、课堂观察和学生作品，梳理和分析了阅读与抒情
文写作相互融合的方法及其有效性。
【关键词】抒情文写作、阅读教学、REAP阅读方法、语文特选课程

地名中的关中方言
张文丽  陕西学前师范学院文学院

【摘要】关中方言，曾经作为汉民族共同语基础方言，对周边地区方言、其他地区方言和民族共同语产生
过重要影响。地名是人们用以区别个体地物的语言符号，而作为纪录地名的语言符号包含形、音、义三个
部分。关中方言区的地名，尤其是地名用字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关中方言的特点。本文从关中方言
区中的代表性地区——西安入手，整理分析其地名，得出如下结论：1.声母 （1）古全浊声母清化，平声
送气，仄声归并关中方言中存在差异，西安归不送气，例如“中官亭/中官厅”、“安居巷/钱局巷”。
（2）古知系开口字按照等分化，知系二等、庄组、章组止摄字与精组合流，读ts、tsh、s，例如“三里
村/山李村”。（3）古泥、来二母在洪音前混用，尤其是在洪音鼻音前，泥母混入来母，读l，例如“新
农田/兴隆庄”。2.韵母 （1）前后鼻音混用，关中方言后鼻音为ŋ，前鼻音丢掉鼻尾n，主要元音鼻音化
。由于在当地人听感上二者具有相似性，表现在地名中前后鼻音字混用。例如“上游巷/三友巷”。（2
）遇摄合口一等端系字，元音复音化，读ou，与流摄合并。例如“双楼寺/双路寺/双芦寺”。（3）果摄
开口字一等字与果摄合口字合并，例如“贺韶村/火烧村”。通过分析发现西安地名用字的流变反映了关
中方言的特点及其变化，具有强烈的方言特色，深入研究地名可以挖掘背后隐含的历史文化内涵，提升文
化软实力；可以为地名用字、拼写管理提供理论支撑，推动新时代的语言文字工作。
【关键词】关中方言、西安地名、文化

从外交新词语看中国外交动向—以2010-2020年度《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媒体新词语表为例
张星霞  韩国汉阳大学

【摘要】本研究基于2010-2020年度《中国语言生活报告》媒体新词语表中的外交新词语，运用数据分析
法，从其分类、使用频次和年度分布三个方面考察中国近十年以来的外交动向，为读者勾勒出中国外交全
貌，以期让读者更好地了解当前中国的外交形势，并为中国未来的外交实践提供一定的智力支持。本研究
认为，按照领域划分，这些新词语所涉及的外交领域包括总体外交、经济外交、政治外交、军事外交、文
化外交、科技外交和医疗外交等七大领域；根据性质，这些新词语所涉及的外交类型又可分为方针类、方
式类、事件类、成果类、组织/平台类、场所类、色彩类和人物类等八大类型。它们较为真实、客观地反
映了中国近十年以来的外交动向。
【关键词】外交新词语、中国外交动向、《中国语言生活报告》、分类、使用频次、年度分布

华语文汉字学习策略个案研究-以印尼华语文学习者为例
张胜昔　中国华东师范大学国际汉语文化学院
陈信助　台湾中国文化大学教育系

【摘要】对外华语文之汉字习得一直困扰着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与学。若华语文教学伊始就“重听说而
轻汉字”，不仅将形成中高级以上的学习阻力，更达不到语言习得可持续发展的教学效果。本研究针对一
名中高级程度印尼华语学习者的“初级汉字习得历程”进行了个案分析，围绕汉字习得心理认知、脑神经
机制、仲介汉字等理论，剖析形声字之习写、读音、识义三方面的“中介状态”，深度探讨了形声字之“
形义-音”的习得联结难度，说明汉字作为第二书写系统的学习策略，以及具逻辑性有系统的字本位教学
在华语文习得中的重要性。期许研究结果可提供日后相关教学与研究参考使用。
【关键词】字本位理念、汉字心理认知、中介汉字、可持续性发展、个案分析

“错位的称呼”—当代汉语社交称谓语的变异与泛化
张雪  澳门科技大学 

【摘要】汉语中的社交称谓语是汉文化特征的缩影，亦是对中国社会现状的即时反映(Chao1956， 
Gu1990， Wang2003)。无论是对于语言学本体研究，还是对于语言与社会的互动关系研究，该议题都
具有新鲜价值(Brown&Ford1961， Ervin-Tripp1972， Zhang2021)。本文基于真实语料收集与分析，
针对当代汉语中四个新兴社交面称语(social vocative)的使用原则、表意功能、交际效果等维度进行了
深入讨论（分别为：“（小）哥哥/姐姐”、“老师”、“同学”、“家人们”）。研究发现，当代汉语
社交面称词有如下特征：（1）原有亲属称谓用法深入泛化（例如“（小）哥哥/姐姐”）；（2）职业称
谓用法深入泛化（如“老师”）；（3）“错位”称谓语兴起（如“同学”）；（4）网络称谓语变异性

强（如“家人们”）。当代汉语社交称谓语处于全面深入的泛化与变异中，其成因、过程、程度等，都与
语言发展和社会变迁密切相关。
【关键词】称谓语、社交面称、语言泛化、语言变异

“给我+VP”的主观处置功能
章天明  日本小樽商科大学

【摘要】本文主要讨论“给我+VP”结构表主观处置的语义来源，以及“给我+VP”结构 主观处置功能
实现的机制。 第一，“给我+VP”有两种不同的语义特征。表示“请求”的“给我+VP”中的 “给我”
等同于“为我”或“替我”；而表示“命令”义时，“给我”不等于“为、 替、向”等等，“给我”只
表语法意义。 第二，“给我+VP”的主语只能是第二人称代词，或指人称谓词语，或者是 VP 的受事。
VP 应当具有 [+自主]、[+动作]和[-褒义]的语义特征。 第三，通过“给”字句处置义来源的再分析，以及
与“给 X+VP”句式的对比， 分析得出“给我+VP”句式具有主观处置义。 第四，“给我+VP”中“给
我”的语法化成分的性质，以及第一人称代词的介 入，使“给我+VP”的主观性得到实现。
 【关键词】语义关联、结构关联、受益和受损、主观处置

多元智能理论与对外汉语阅读教学研究—以《零食》为例
赵畅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

【摘要】阅读过程包含着反应读者认知过程的丰富材料，是学习者汉语能力高低的重要体现。虽然近些年
汉语阅读教学的研究层出不穷，但是汉语阅读课堂仍存在着学生学习被动的情况，因此其教学策略还有待
进一步的研究。经过对教学理论的研究，多元智能理论从心理学角度研究了人的智力潜能是多元的，而阅
读教学不仅要教授学生语言文字知识和阅读规律，还要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因此， 我们认为， 对
外汉语阅读教学要想达到最佳的效果， 就必须从多元智能理论出发。本文主要结合《零食》一课从智能
理论下的每一个智能元素分析适合的教学策略和具体实践情况，最后经过反思提出多元智能指导下的阅读
课的教学原则，希望能够为阅读教学者提供一定的参考性建议。
【关键词】对外汉语阅读教学、多元智能理论、教学策略

中韩二语教学高阶教材对比与分析
赵莉  南京大学
赵学玲  Seogwipo-si, Jeju-do, Korea

【摘要】本文选取中韩两国用于本国语言国际教育的代表性教材《博雅汉语》（2018-2020）和《首尔大
学韩国语》（2012-2015），就两种教材高级阶段部分在文化主题选择、体裁内容以及训练模式上的异同
加以比较。认为两种教材在结构上都以文化主题来分类编排，并与训练模式紧密结合，但两种教材呈现出
的差异也十分明显。两者之间的差异固然可归因于两国国情、语言、文化特点的不同，但文化视角和文化
意识的不同是最根本的原因。考虑认知规律和文化视角，选择恰当且丰富的文化内容，不仅能够更好地实
现与国际学生的共情和跨文化交际的目的，通过与语言功能的紧密结合，也能够使语言训练获得更好的效
果。
【关键词】二语教学、高阶教材、对比、分析

社会语言学视角下女性群体通称的使用情况分析
郑皓月  中央民族大学

【摘要】称谓是人类社会中体现特定的人在特定的人际关系中关于身份角色的称呼，称谓词语与社会发展
联系非常紧密，在新中国的发展历程中，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乃至与国际社会的关系都将对称谓
词的使用产生影响，并在历时语料库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迹。在语言生活中，女性群体通称使用情况的
相关统计既反映了语言生活的变化又反映了中国妇女的发展状况，本文主要从社会语言学视角出发，观察
女性群体通称的使用情况。分别从历时角度和共时角度出发，分析五四运动以来“女性群体通称”使用情
况的历时变化，分析不同语体下女性群体通称的使用变化，发现人们对女性群体通称“妇女”“女性”“
女人”“女子”语义特征的不同认识影响了人们在不同场合下对女性群体通称的理解和选用。
【关键词】社会语言学、女性、称谓、语义

反义词“前”“后”的平衡与不平衡研究
周欣然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

【摘要】反义词作为一种常见的语言现象在人们的生活中被普遍使用。一般而言，反义词总是成对出现，

形成平衡状态，即一个词与另一个词形式对称但意义相反。然而以“前”、“后”为例，作为现代汉语中
使用频率较高的一对典型反义词，却很少有人在使用时能注意到其背后隐藏的不平衡现象。本文第一、第
二部分均从义项、构词、所构词、使用频率这四个方面展开，分别探析反义词“前”“后”平衡与不平衡
的具体表现，说明两者在平衡中存在着不平衡。接着又从认知、语义、语用、文化四个角度阐述原因，正
是由于“后”的被认知时间更早、语义范畴更大、受语言经济原则影响更多以及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内涵更
丰富，才使其能够拥有更广的使用范畴和更高的使用频率，也因此造成了反义词“前”“后”的不平衡现
象。
【关键词】前、后、平衡、不平衡

整合训诂方法论新探
周雁飞  新加坡新跃社科大学

【摘要】陆宗达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提倡“训诂方法的科学化” 。本文运用肯·威尔伯的”整合理
论”，采用其“四象限五要素”的框架结构梳理审视传统的训诂理论和方法。首先论述了训诂原理与整合
理论的内在关系，在此基础上将训诂学的适用范围与整合理论相结合，阐释其与传统训诂方法之间的深层
关联模式，及其有效性、前瞻性，进而使整合训诂方法不仅具有理性的解析，而且富于实践的可操作性。
本文是实践训诂学与西方阐释学（英语：hermeneutics）接轨的一次尝试，旨在为训诂方法论的现代转
化提供新的激荡和借鉴。
【关键词】训诂学、解释学、整合理论、四象限五要素

普通话句末语气词的句法性质
宗晓哲  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院

【摘要】本文探讨了句末语气词“啊、吧、吗、呢”的句法特征，认为它们超出了狭义的句法范畴，在话
语中具有表达功能和人际交际的价值。首先，从通过与语气副词、标句词“说”的位置对比，可以看出语
气词句法位置很高，独立于所在句子，属于语用层面。从语用角度来看，句末语气词具有明显的程序意义。
“啊”要求听话者参与到会话中，促进话论继续，是“互动标记”。“吧”在句中通过降低话语确信度，
缓和交际双方关系，是“礼貌标记”。“吗”要求话语权发生变化，促使听话者对所提问题进行进一步的
解释，是“问询标记”。“呢”在话语中起到凸显说话者所表达的语义关系的功能，使得话语与语境之间
存在一定的语义联系，是“焦点凸显标记”。
【关键词】句末语气词、话语标记、句法-语用接口

现代汉语周遍性主语中周遍义的形成原因
左思民  高丽大学中文系 /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  

【摘要】本文探讨了现代汉语六种周遍性主语中周遍义的形成原因。结论如下：在任指疑问类周遍性主语
句如“谁都认识”中，主语的周遍义是经由疑问代词的任指用法而获得的“全域义”。在含数词“一”的
周遍性主语句如“她一点道理也不懂”中，主语的周遍义依托梯级义经语用推理而得，并且只允许从否定
极小量达到否定全量的推理。在列举类周遍性主语句如“老王粤菜也吃过，川菜也吃过，鲁菜也吃过，浙
菜也吃过，中国八大菜系的菜都吃过”中，主语的周遍义并非列举的产物，而由最末的总括分句直接表达。
在物量词重叠类周遍性主语句如“家家都用上了煤气炉”中，主语的周遍义源于物量词重叠式所具的“每
一”意义。在含“全部”等词的周遍性主语句如“全部（都）得参加会议”中，以及含“每”等词的周遍
性主语句如“每个人（都）很认真”中，主语所含的周遍义由充当句子主语的词语直接表达。
【关键词】周遍性主语、任指、语义、语用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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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论文摘要

试析因果连词“因而”“从而”“故而”
安美璇  北京师范大学

【摘要】“因而”“从而”与“故而”是表示因果关系的一组连词。经考察发现，三个词的生成方式均属
于跨层结构的词汇化，源头可以追溯到先秦文献语言。古代汉语句法结构模式的弱化和消失是促成三者词
汇化的重要动因，因此立足于古代汉语，结合词素“从”“因”“故”的词义及特点，考察并解释连词“
因而”“从而”“故而”在现代汉语中存在的使用差异，可以得到三者的区别特征。具体表现为：“因而
”强调因果之间的联系，依据前者推测出后者，后者可以是有所依据的推论；“从而”强调两个事件的发
生存在先后顺序，表达因果关系时，需要首先在语境上满足因果逻辑，通常更强调结果；“故而”所连接
的“原因”与“结果”均是已经发生的既定事实或客观存在的现实情况及惯例，通常更强调引出结果，但
也关注对原因的追溯。
【关键词】因果连词、词义特点、区别特征

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口语流利性评价指标效度研究
鲍杰 北京语言大学
 
【摘要】口语流利性是衡量二语学习者口语水平的重要标准，然而学界对于是否有必要从多个维度对其展
开评价尚没有明确的回答。研究以78份韩国汉语学习者的HSK口语测试录音为研究对象，以专家评分作为
参照，从时间、表达、语言（包括句法、词汇、语音）三个维度选取24项指标作为评价依据，来考察各
项指标对考生口语流利水平评价的效度。研究结果表明（1）所选取的指标中，与口语流利成绩相关的指
标共13项，可以解释口语流利成绩74.4%的方差；（2）在13项指标中，有5项时间维度指标、2项表达维
度指标和5项语言维度指标（句法指标1项、词汇指标4项）能够区分考生的口语流利水平。以上结果说明
在对汉语学习者的口语流利性进行评价时，有必要提取多维度特征。
【关键词】口语流利性、评价维度、指标效度、韩国汉语学习者

潮汕方言陈述语气词“哗（还）”的用法及其语法化
陈楷森  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摘要】在潮汕方言中，“哗[hũã33]”是表示确认某个事实的陈述语气词，由“哗”所构成的“VP哗
[hũã33]”可根据语境还原为“VP1□[hũã33]VP2”，还原式中“□[hũã33]”这个语音形式不再能分
析为语气词“哗[hũã33]”，而应分析为副词“还[hũã33]”。文章在考察语气词“哗”和副词“还”的
基础上，指出语气词“哗”的本字是“还”，语气词“还”由副词“还”语法化而来，其“确认”义来源
于副词“还”的“延续”义，虚化环境是根据语境省略了VP2从而使副词“还”处于句末位置的“ V P 1
还 ” 。 这 种 确 认 功 能 在 语 用 类 推 的 作 用 下 ， 最 终 固 化 为 语 气 词 “ 还 ” 的 语 法 意 义 。
【关键词】哗、还、语气词、潮汕方言

湖南平江赣语能愿动词“要”的脱落及长音现象考察
陈山青  邹珊珊 湘潭大学
 
【摘要】湖南平江赣语能愿动词“要”在语流中可脱落，使前音节读音补偿性加长，从而形成“脱落→长
音”音义互动现象。除了单一脱落外，“要”还可与副词“也”形成双重和选择性脱落。实验语音分析显
示，长音具体表现为音节的主要元音发音明显加长，声调调值变为[原调值+4]，声母不发生改变。语言经
济原则和韵律法则是该现象形成的动因和机制。能愿动词“要”的脱落代表了汉语音节脱落的一种类型，
提供了一种句法创新的途径。   
【关键词】能愿动词、要、脱落、长音、音义互动、韵律法则

中国古诗与其印尼语译文比较研究——以唐诗的韵律问题为中心
陈衍宏(Clement Tanaka) 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摘要】经过调查发现，目前中国古典诗词的印尼语译本数量不多，此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印尼上世纪
50年代至90年代的“禁华”政策所影响。诗歌翻译主张“三美论”，韵律是诗歌创作的重要因素之一，
韵律的转译应当被重视。本文梳理约有7种唐诗印尼语译本之后，发现周福源译文尤其重视“音美”部分。
本文根据译文的用韵情况与印尼古代诗歌类型进行对照，将周福源译文分为五种类型。然而，受到语言差
异的影响，多数诗作经过翻译后，在词语数量方面难以呈现形式上的一致，仅有少数情况或巧合原因达到

词数相同，如《十五夜望月寄杜郎中》原文与译文均有7个字（汉）、7个词（印尼），此现象或许为周
氏无法满足押同韵情况之下，对字数采取了一定的“补救”措施。最后，为了提高中印尼韵文作品翻译的
水平，本文提出了从宏观及微观层面的相关建议。
【关键词】唐诗、韵律、印尼语译本、比较

字本位理念之华语文教育生态系统教学效能分析
陈信助  台湾中国文化大学
张胜昔  中国华东师范大学

【摘要】本研究依据差异化教学与适性化教学理论探讨华语文教学生态系统中「字本位 理念」的教学效
能的重要性。透过台湾某大学华语文中心的初级华语文课程进行实验研 究。本研究采用开放式行动研究
法，辅以文献资料分析法、经验总结法和调查访谈法。研究过程包括「计画-实施-观察-反思」四大环节，
首先依据学习者背景之差异与需求， 适度安排（调适）总体教学方案及课程；再透过华语文「听、说、读、
写」并重的「综 合教学法」推进新的班级经营，以字本位理念及教育生态系统为基础重新设计和安排课 程；
然后依据学习者对课堂教学环节的感知进行反思与检讨，进行行动研究。研究结将提供对外华语文教学与
研究参考使用。
【关键词】差异化教学、适性化教学、字本位、教育生态系统、综合教学法

六何法的教学局限及其对策
龚成 王娟 郑文佩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六何法”能帮助学生快速找出文章的主要信息，经常被用在阅读教学中。很多教师在写作教学
中也常使用六何法指导学生构思，列出写作大纲。六何法在阅读教学中的优点较为明显，但在写作教学中，
却有其教学方面的局限。因为使用六何法进行选材，其实只是对选材信息进行罗列的手段，它是选材的结
果，而并不是选材的方法。至于如何确定“六何”中的诸多信息，为什么是此信息而不是彼信息，正是学
生特别需要得到辅导和训练的地方。而这个思维的过程，较少在课堂教学中得到显性训练。本文以写人和
写事的记叙文为例，通过思维过程的角度分析六何法在写作选材上的局限和不足，并尝试提出相应的解决
办法，帮助学生利用六何法进行最优选材。
【关键词】六何法、写作教学、教学局限、对策

法汉翻译中的名动词类转换
成萌 法国索邦大学

【摘要】词类转换是 J.-P.Vinay 和 J.Darbelnet (1958) 在《法语与英语文体学对比》中，通过对法英
文本的比较分析，提出的翻译主要手段之一：“ 在不改变信息含义的前提下，一种词类替换另一种词类
的过程。”由于法语与汉语在词汇和语法功能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在翻译实践中，译者往往采用该手段使
翻译变得更精准地道。该研究将基于对法国文学作品《红与黑》原文与三个中文译本的对比而进行词类转
换的相关分析。本文中我们将主要介绍在法汉翻译中出现的法语名词转换为汉语动词的现象。比如，法语
中紧随时间介词的动作名词常转换为汉语动词；又如，法语时间名词后的动作名词或情感名词可转换为汉
语动词，等等。通过对比，我们将发现汉语更习惯于用动词来表达时间含义。
【关键词】 词类转换、 法汉翻译、名词、动词。

中韩小说的机器翻译与人工翻译对比—以中国当代代表作家余华的作品为例
崔贤植 上海商学院

【摘要】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飞跃发展，神经机器翻译取得了巨大进展。机器翻译能否取代人工翻译？机
器翻译能否翻译小说？以上议题已成为翻译学界的热门话题。本文以中国当代先锋派代表作家余华作品的
韩译实例，选用中韩两国具有代表性的机器翻译引擎百度翻译和Papago，从文化负载词、长难句、超
句翻译单位等层面对比分析机器翻译和人工翻译，探讨机器翻译存在的问题以及前景展望。
【关键词】机器翻译、人工翻译、中译韩、小说

基于语料库的对外汉语同义词辨析—以“一定”和 “肯定”为例
崔香兰·朴兴洙  韩国外国语大学
 
【摘要】本文希望通过语料库的实证研究，探索出同义词“一定”和“肯定”的异同点和搭配对象的互补
性，以更好地理解并使用。 一般的同义词辨析大都通过字典等工具，依靠直觉经验和内省的方式。虽然

字典具有权威性，但仅仅依靠字典来辨析同义词存在许多不足之处。大型语料库以及先进的检索工具以其
特有的优势为同义词辨析提供了新的方法。本文基于先进的北京语言大学大数据与语言教育研究所的
BCC语料库，采用定量和定性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以同义词“一定”和“肯定”为例，分别从语域
分布、类联接、搭配特征及语义韵方面进行了同义词辨析的实证研究。 综上所诉，本文立足于对外汉语
教学视角，旨在探讨如何帮助学习者更加直观、有效的辨析近义词“一定”和“肯定”。尽管在内容上还
有许多不足之处，但仍然希望可以为汉语同义词教学提供一个可参考的依据。 
【关键词】 同义词、对外汉语教学、语料库、词语搭配、类联接

《岳麓书院藏秦简（伍）》部分字词研读
高婷婷  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

【摘要】《岳麓书院藏秦简（伍）》包含秦代大量律令档案材料，内容丰富，史料价值 高。本文提出五
则字词释读、断句意见，如简 131-132“劾”如字读、“失道” 当指偏离目的地、“回留”应断读开；
里耶秦简 8-777 号简当断读作“从人论、 报、择（释）免归致书具此中。”“简 163“私属免婢”当断
读开；简 199“率” 有劝勉之意；简 225“均”读为“徇”，巡视之意等。以期进一步疏通文义，为 学
界后续利用该文本提供便利。 
【关键词】岳麓秦简、字词释读、断句

语法训诂浅议：基于三个平面的“新描写”
高扬 浙江财经大学

【摘要】利用语法进行训诂实践最为关键的一步，是对疑难词句进行细致的结构描写。传统结构主义成熟
的描写方法的确解决了大量的问题，但是古代汉语，尤其是上古汉语作为一种综合性倾向的语言，存在大
量同形异构、一种形式表示多种功能、多种结构表示一种功能的现象，传统成分分析的方法在描写时还是
显得捉襟见肘。想要精准的描写就必须高度重视语言学理论工具，将不冲突的理论加以融合，将解释与描
写加以统一。因此我们的主张是：语法训诂应该基于古代汉语综合性的倾向，充分利用语言学理论，以考
察分布为核心，剥离语言外证据，根据需要在语法、语义、语用三个平面展开研究，在描写中加深解释，
在解释中深化描写，从而对待考词句的显性和隐性结构都做出最细致的描写，进而考察句例分布，求得达
诂。如在语法层面，除了关注最表层的成分组合外，也应该注意到，长期被忽略的汉语韵律，实质上就具
有形态的功能，利用这一形态，可以很好地解释一些传统结构语言学无法解释的问题，进而对结构做出精
细描写，解决争议。再如语义层面，上古汉语缺少形态变化，其他语法形式也比较隐蔽，位于深层的语义
层面研究涉及到语义特征、语义指向、义素分析、语义场等。如能充分利用，则可通过充分解释，对结构
做更准确的描写。而语用理论，可以帮助解决句与句之间的问题，适合处理一些重复、句读争议；而鉴于
语言普遍存在的语用诱发机制，这个层面的研究更是在描写时不能或缺的。
【关键词】语法、训诂、新描写主义、解释

皖北中原官话区淮北方言的疑问句
郭迪迪  郭辉  亳州学院中文

【摘要】“淮北”指安徽省北部的淮北市，辖相山、烈山、杜集三区和濉溪一县。按《中国语言地图集》
（2012）的分区，三区和濉溪分属中原官话徐淮片及商阜片。淮北方言疑问句有是非句、特指句、选择
问、反复问句四类。是非问是在陈述句末尾加上扬的语调“↗”表疑问。特指问常在句中用“啥子、咋的、
咋着、哪来”等代词作疑问点，要求对方就疑问点作出回答。选择句常用“是/ｖｐ还是ＶＰ”的选择格式作
疑问的焦点，句末常用语气词“昂”。文章主要描写分析了淮北方言的“可ＶＰ、ＶＰ不/没ＶＰ、ＶＰ
不(啵)/没有”三种形式的反复问句，并讨论了“ＫＶＰ、ＶＰ－neg、ＶＰ－neg－VP”的历史层次及
“可ＶＰ、还ＶＰ”的来源。
【关键词】皖北中原官话、淮北方言、疑问句

欧化影响下表范围限定的方位结构“NP抽象上”
郝锐  首都师范大学

【摘要】受欧化影响，早期现代汉语中表范围限定的方位结构“NP抽象上”集中大量出现。新中国成立
以来中期现代汉语中这一结构呈现新的发展态势。使用方面，表范围限定的“NP抽象上”成员有增有减、
有“潜”有“显”，但“增”和“显”是主流，既有量的增，也有类的显。语法功能方面，早期现代汉语
中“NP抽象上”可以充当状语、定语、补语，中期以来则发展出了“句首修饰语”的功能。具有人际功
能的“NP抽象上”成员正是从做句首修饰语的位置上进一步转变而来，且逐渐发展出全句评注、传信和
情态、衔接连贯以及焦点凸显等功能。

【关键词】欧化、NP抽象上、历时演变、表达功能

华语综艺节目对新加坡华族学生之影响的调查—以南洋理工大学为例
洪玮嬣  许润芳  南洋理工大学

【摘要】随着新媒体覆盖面的不断扩大和华语综艺质量的逐步提高，两岸三地和新马的华族年轻人对综艺
节目的关注度不断上升，由于没有语言壁垒、更新及时、内容有趣、种类丰富，新加坡华族青年大多对华
语综艺节目有所了解，部分学生更成为了资深观众。本文通过对本地华族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掌握其观
看华语综艺节目的频率、动机和偏好，两岸三地及本地华语最受欢迎节目的播放渠道、类型、主题、播放
平台和制作地点，华语综艺及相关对新加坡华族大学生华语使用水平、文化素养等方面产生的影响，了解
大学生在观看过程中感受到的文化、思维差异及对节目内容制作方向的期待，总结华语综艺对华族大学生
的影响及其走向华语中圈的可改进之处，为两岸三地及新加坡本土华语综艺节目发展方向提供参考，探讨
综艺节目等文化项目应用于汉语国际教育的可能性。
【关键词】汉语国际教育 综艺节目 华语 口语教学

短视频技术应用于听障初中生汉语教学的研究
洪臻颖  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 

【摘要】媒体技术极大地促进了短视频内容的发展与传播，短视频也成为了前者最常见的应用领域之一，
为身处不同行业的受众提供了信息输出和接收的渠道。而短视频的普及恰恰赋予了听障学生群体公平地接
受信息的机会。目前，以短视频为媒介，对听障学生进行汉语教学的研究仍有较大的发展空间。由于先天
或后天的身体缺陷和特殊的成长经历，听障学生常常会产生严重的自我封闭心态和对陌生环境的抵触心理，
又因与社会接触机会较少，自然地落于信息传输通道的末端。因此，只有将语言与技术二者有效地融合，听
障学生才能在汉语学习的道路上缩短与健全学生间的差距，且逐步实现“信息平权”。本文将以听障初中学
生的汉语学习过程为研究对象，依据认知语言学的相关理论，通过对听障学生的语言获得过程进行语境依赖
方面的研究，提出短视频应用软件参与其汉语习得的改进方案。
【关键词】听障学生、汉语教学、短视频 语境依赖

从康德的文学艺术理论看阅读在提高华文作为第二语言学习的学习兴趣中的作用
黄婉玉  林进展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新加坡以英语为通用语言，学生的华文学习缺乏足够的语言环境和学习动机。华文作为第二语言
的社会地位既定，其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不足的情况既定，仅依靠功利性动机注定无法引起学生学习华文
的足够动力，需要一个非功利性方法来提高学生学习华文的兴趣。康德在其美学理论中提出，由审美判断
所产生的愉悦是无功利性的、无任何利害关系的愉悦。审美活动是一种非功利性的、无利害关系的活动。
他认为阅读是最高级的审美活动，具有审美活动无功利、无利害关系的本质特点，是符合人的自由本质的
最高级的活动。由此看来，阅读是一种无功利性的活动，能够产生普遍的愉悦感受，可以用来提高学生学
习华文的兴趣。而若要阅读能够担当引起学生学习华文兴趣的重任，则需要让华文阅读回归阅读的审美本
质。
【关键词】第二语言学习、无功利性、阅读、学习兴趣

华文写作：微视频的运用策略再探
黄易亭  张水福  郭兰花   新加坡国家初级学院
张曦姗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中学低年级的学生在记叙文写作的内容上总是千篇一律，主题不够鲜明，详略不当，更严重的是
内容缺乏逻辑性，情节不合理。因此，研究团队希望通过微视频帮助学生“乐于用华文作书面表达，能感
受写作的乐趣，丰富写作内容”。微视频教学模式从观看微视频开始，过后通过提问，在科技平台上让学
生思考与分析，同侪间针对视频进行讨论，并和老师一起总结视频内容的主题、人物形象等技能，经过这
一系列的思考与讨论，教师才给出对应的作文题目。这项研究已在本院连续进行了两年（2020-2021），
今年我们以137名低年级学生为研究对象，再优化教学策略，希望持续为中学低年级写作教学提供一个简
易、操作性强的教学方法，以提升学生的写作能力，并加强学生写作的信心。
【关键词】华文写作、微视频、中学低年级
 

汉语二语者动名搭配习得研究
姜晓欣 北京语言大学

【摘要】本文将从研究内容、研究语料、研究结果三部分概述论文内容，具体如下。 一、研究内容 通过
动名搭配中名词宾语的语义类别、错误搭配的类型分布、不同母语背景 二语者动名搭配产出量三个维度
考察二语者与母语者、不同母语背景二语者（日 语、韩语、维吾尔语）HSK 作文中产出的动名搭配是否
存在差异。 二、研究语料 二语者语料我们选取了 2010 年 10 月 HSK 考试作文 90 篇，其中，韩国、日 本、
中国维吾尔族二语者作文各 30 篇。母语者语料是高三及其以上学历的汉语 母语者按照 HSK 作文考试要
求写的同题作文，共 30 篇。 三、研究结果 1、动名搭配中宾语对语义角色的优先选择关系是“受事>对
象>等同>致使> 结果”，二语者与母语者动宾语义类型选择顺序基本相同。 2、动词误用占偏误总数的一
半，是主要的偏误类型。 3、日本二语者与韩国二语者产出正确搭配的比率不存在显著性差异，产出 搭
配总量最多、错误搭配数量最少的是维吾尔族二语者。
【关键词】汉语二语者、书面语、动名搭配

汉语学习者常见的母语负迁移及教学对策
蒋一鸣  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

【摘要】以英语为母语的汉语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常常会受到母语的干扰，这种现象被称为“母语负迁
移”。因英语和汉语具有明显差异，以及学习者受母语思维的影响，“母语负迁移”现象在以英语为母语
的汉语学习者群体中屡屡发生，且有一定的规律性和同质性。研究母语负迁移有助于发现汉语学习的重难
点，指导教师更有针对性地开展汉语教学，从而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增强学生的动力和信心。过往文献
和本项研究显示，常见的母语负迁移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语音、词汇、句法、书写系统及文化背景。本
项研究将对以上五方面进行详细介绍和说明，并提供如下三点教学对策，以减轻母语负迁移对中文学习的
影响：归纳常见错误点并提供配套练习；营造“沉浸式”汉语学习环境；保持耐心并鼓励学生从错误中学
习。
【关键词】母语负迁移、汉语学习、教学对策

韩中后缀“X家”的语义研究 
金梅 ·朴兴洙   韩国外国语大学

【摘要】汉字和汉语最早在商末周初就被箕子传播到了‘朝鲜’， 汉语教学在韩半岛的历史源远流长。
作为汉字文化圈和儒家文化圈的国家，韩国对汉字、汉语和汉文化一直有较强的认同感。 韩国是大约从
公元600年开始，借用相当于汉语中高音的语音和文字。在韩语词语当中汉字词所占比例相当高， 虽然《
训民正音》（1446年）颁布之后， 韩国有了自己的文字， 汉字词的使用早己深入人心。韩语中的汉字词
大多保留唐宋时期的中古音韵， 书写上基本采用繁体字， 因此，韩国是最早接触和吸收汉字汉文化进行
汉语教育的国家。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不管是国家层面还是民间，韩国一直保持着汉语教育的传统。本
文研究的是汉语和韩语中共同使用的后缀“X家”（“X가”）的语义对比，特别是着眼于它的语义特性，
阐明意义差异为研究目的。韩中 “X家”的语义可分为同义，转移，变异的关系。笔者以类后缀“X家”
的语义特征、语用特征等方面来浅析“X家”词缀化产生的原因。韩中两国同处“汉字文化圈”之中，有
着密切的联系。第二语言的习得离不开牢固的第一语言基础。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研究已经成为一门独立的
学科，研究日益精深。各国的汉语学习者，在自身文化特点的影响下，对汉语语言的习得、难易把握、也
有着不同特点。其语言的共性及个性更有着不同于其他的特点，这为中韩语言研究提供了必要性，也为对
韩国的汉语学习者的研究提供了必要性。第一语言对第二语言的影响和干扰，所以常常会使第二语言的学
习者自觉不自觉地要以第一语言为标准来套用所学的语言，因此产生“对等”意识和偏误现象。希望中韩
共同使用的后缀“X家”的语义对比研究，对中韩之间跨语言跨文化研究的引玉之砖。
【关键词】 “X家”、类后缀、语义差异、韩国汉语学习者.

明末西班牙传教士菲律宾漳州闽南话教材古今韵母分合考辨 —以《汉语语法：漳州话语言艺术》（1620）
西班牙巴塞罗那图书馆善本为例
金美  中国厦门大学

【摘要】本文以在菲律宾马尼拉传教的西班牙道明会（又称“多明我会”）传教士撰写于1620年的教材
《汉语语法：漳州话语言艺术》（下文简称“漳州语艺”）西班牙巴塞罗那大学图书馆善本漳州闽南语为
例，对比考察今漳州话（下文简称“今漳州话”）与《广韵》音系韵母（每字所属韵摄开合等次及声调用
小字号标注于每字右下角），查考辨正明末菲律宾漳州闽南话与今闽南话韵母古今分合的历史音变遗存，
颇有启示意义． 
【关键词】 明末西班牙传教士、菲律宾漳州闽南话教材、古今韵母分合

跨语言视角下汉语结束义动词的语法化研究
景高娃  浙江外国语学院 

【摘要】本文采用共时和历时相结合的方法，对汉语结束义动词的语法化过程进行分析，并借鉴语义地图
的方法，描绘结束义动词的多功能性。事件连接功能的产生是结束义动词语法化非常重要的一环，符合类
型学结束义动词语法化的一般路径。在共时平面上，对方言中的结束义动词的关注还不足。“罢”在普通
话中已很少使用，但保留在豫北方言中，进一步虚化，并扩展出表达经历的用法。从跨方言或跨语言的角
度来看，汉语方言和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语言中的结束义动词有相似的从完结到经历的扩展路径。已见报
道的境外语言的结束义动词可以表达“以后”“已经”“完结”“接续”“过去”“完成体”等多种功能。
汉语结束义动词向完成体甚至经历体方向发展，体现了类型学的共性。
【关键词】结束义动词、多功能性、语法化、经历体

认知视域下韩国学生能性述补结构的习得研究
雷婷  中山大学 

【摘要】能性述补结构一般是指“V得/不C”结构，是汉语的一种特殊句法结构，该结构的使用条件相对
比较复杂，在韩语中没有完全相同的对应形式，因此韩国学生在使用该结构的时候常常出现各种偏误。传
统的“V得/不C”结构教学主要偏重于结构形式的描述，学习者虽然能记住能“V得/不C”的结构形式，
但是能准确理解把握并有意识地正确使用该结构的学习者却不多。本文尝试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对能性述
补结构“V得/不C”进行习得和认知研究，试图探索出能性述补结构“V得/不C”的认知加工机制，并以
此为依据帮助对外汉语教师找到更为科学有效的教学策略。
【关键词】能性述补结构、二语习得、认知研究、汉语教学

新马地区私会党的行业隐秘语
李国樑  新加坡独立民间文史研究员、民间文史顾问

【摘要】新马的华人帮会源自中国清朝的天地会，殖民地政府称之为secret society（私会党）。虽然一
些私会党员曾经回国反清，大体上私会党的本质已演变成通过武力争夺地盘，以新客与黄赌毒为主要营收
的社会罪案源头。19世纪末，新加坡私会党被令“解散”后，成立以洪门“廿一”为根基的“天地人神”
派系，行语亦趋向本土化，例如“平中”和“崩角”两大主流招纳新丁时都会“做大戏”和“布袋戏”，
急功好利的私会党老大则“去角”；私会党内部职位有426、415、49等，民间形容“08、24、369，敌
不过999（警方号码）”；一旦“风来了”最好马上把“白鱼”藏起来。此外，“开台”跑码头必须以《
五祖船》对诗，跟“水”相关的隐语甚至通俗化，成为民间方言惯用的俚语。 
【关键词】新加坡、天地会、私会党、行语

关于华文实时在线课堂互动技巧的思考
李静  范静哗博士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COVID-19的疫情导致许多青少年的学习场域从传统的同一物理空间的课堂转到虚拟空间的实时
在线课堂，实时在线教学的互动环境的改变也导致传统的师生互动条件发生了变化。当教师和学生分散在
各自的生活空间，在共享的虚拟学习空间中师生的互动与传统课堂相比，相对缺少非言语交流，这对学习
者的投入和注意保持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教师需要进行专门调整才能发挥在线教学的效果。本文从青少年
心理学的角度探讨注意力及其与在线学习的关系，进而分析在线课堂中的常见任务，并总结在线教学中的
一些互动技巧，目的在于通过形成良好师生关系、积极的学习氛围来加强课堂互动，为学习者赋能。文中
总结的互动技巧主要包括：1.激发学习动机的互动技巧，如提问、反馈、非言语交流等；2.教学过程策略
的互动技巧，如明确学习任务、设计话题以及任务导向教学等；3.差异化教学策略的互动技巧，如应用资
讯科技支持差异化教学、组织统筹课堂中的互动。
【关键词】在线课堂、非言语交流、青少年学习心理、在线互动

关于强调数量“就”的重音形式
李美京 韩国大邱大学
            
【摘要】本文主要以声学的方式针对既可强调数量多又可强调数量少的副词“就” 进行的研究。前人对
此研究已经很多如，在句法、语用、语义演变、语义指向、主观量等方面，但在韵律方面的研究却很少，
且几乎都靠语感来判断“就”是重读还是轻读。本文要对“就”的本体研究与韩汉对比研究同步进行，考
察在有无“就”的单量式结构中重音形式有何区别，还要看中国人和韩国人对“就”句子的音长和音高有
何不同。实验材料选择了《现代汉语八百词》，《现代汉语虚词词典》中的例句及自己调整的例句，一共
20个句子。实验对象为中国人3名，韩国人3名，各读三遍。分析对象一共为360（20*3*6=360）个句子，
57，600（20*160*3*6=57，600）个音节。本文要分析句中有无副词“就”的两种情况下，句中音长和
音高的不同。研究结果大体如下，第一，通过分析音长和音高来看，句中有无“就”时，重音位置有所不

同，没有“就”时，重音放在句末数量单位上，并且各音节的音长相差不大。强调少量时重音既可在“就”
上，也可在“就”后的数量单位上；强调大量时，重音放在“就”前。第二，韩国人不管副词“就”在哪
儿，一般都把重音放在数字上，有些人把它放在动词上。可见，韩国人对句中出现强调数量的副词“就”
的重音格式不太了解。第三，韩国人的每个音节音长区别不大，而重音的表现不太凸显。
【关键词】重音、 副词“就”、音长、音高

东南亚华语早期词汇发展变化研究
李权  北京师范大学

【摘要】本文以《叻报》《新国民日报》为研究对象，分别选取1917-1920（本文称之为“前期”）和
1930年前后（本文称之为“后期”）的等量本地新闻语料进行两点间的词汇比较，主要有以下两点变化：
第一，文言形式减少，白话形式增加。早期华语的语言风格可归纳为“文白相融”，即尚古的文言词和通
俗的白话词并存共用。对比前后期，文言形式有所减少，白话形式有所增加，体现出文言向白话的过渡特
点。第二，由不稳定趋于稳定。表现为如下语言事实：其一是同义形式的选择，如同素异序词，其二是异
形词的选择，包括自源和他源两类。它们均表现出前期词形丰富，且频次相近，后期出现了主要词形的变
化。以上几种变化主要受以下三种因素的影响：其一，早期国语的影响；其二，东南亚本土因素的影响；
其三，外语的影响。从“史”的角度来看，应该将共时和历时的研究思路相结合，多角度考察影响华语发
展变化的因素。
【关键词】东南亚华语、叻报、新国民日报、词汇

基于网络技术支持下韩国高校汉语教育现状
李秀彬 韩国仁荷大学/中国天津师范大学

【摘要】随着网络技术的普及，不受时空限制可以展开汉语教育。在疫情情况下，多数韩国高校采取了基
于网络技术支持下的远程汉语教育。本研究主要考察对象为20所韩国重点高校的汉语教育现状，主要考
察范围为韩国政府的官方文件、高校常用的LMS系统，K-MOOC平台、KOCW高校资源共享平台、高校
的OCW平台、高校官方网站进行了考察。考察得知，1）汉语与其他外语相比，韩国政府对汉语教育方
面的支持力度变化不大，可说明为韩国政府重视汉语教育。2）韩国高校利用LMS系统开展混合式学习以
及远程教育提高汉语课堂教学的绩效。3）通过K-MOOC管理实施策划可以看出，韩国政府重视基于网
络技术支持下的远程教育，以及远程教育有着一定的意义。本文进行了基于LMS系统支持下的汉语课堂教
学设计。LMS系统可以实现以学习者为中心的课堂教学，又可以减少教师的备课时间。基于LMS系统的汉
语课堂教学可以分为三大环节开展不同的教学活动。1）课前环节主要进行资源学习，比如：教师把教学
资源上传到LMS系统让学习者进行自学。2）课中环节可以点击远程会议（ZOOM与谷歌会议）开展远程
教育。3）课后环节利用LMS系统上的练习，考察学习者的掌握度。4)学生互动方面，LMS系统上教师创
建小组之后，不仅可以进行生生互动，还可以线上会议当中可以进行师生讨论。本文的研究工作可以为对
韩国汉语教育的信息化与汉语教学改革工作提供参考并借鉴。
【关键词】汉语教育 、系统

混合式学习模式运用于文学教学的设计与实践—以H2华文与文学小说教学为例
李志元  新加坡莱佛士书院（高中部）
张曦姗  南洋理工大学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随着数码科技的普及，课堂的教学形态及学生的学习方式也有了巨大的改变。混合式学习模式便
是其中一大教育趋势。学生在选读H2华文与文学这门课前，较少接触过文学作品，也缺乏深入分析文本
的能力。因此，如何带领学生深入分析课程中的所有作品，并教授学生分析文本的能力便成了一大教学难
点。本文试图以H2华文与文学课程下的小说教学为例，探究如何将混合式学习模式运用于文学教学上。
首先，本文将介绍研究背景与对象，并阐述新加坡混合式学习模式的概念和理论依据。接着说明运用混合
式学习模式于小说教学上的实践过程。最后，本文通过学生调查问卷、聚焦访谈及教师观察来检视教学设
计与实践的成效，再反思教学过程中所面对的挑战。
【关键词】混合式学习模式、H2华文与文学、小说教学

“年老”对新加坡华族年长病患意味着什么？—以医患门诊会话中的“年老”为例
林鼎勋   林尔嵘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摘要】在公共医院的门诊互动中，时而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一些年长患者会在话语中向医生标榜自己“
年老”的身份，如：“这么老了”、“我岁数有了”、“八十七岁了啦”等等。我们发现，这些以话语标
识自己或他人的“年老”身份不只是单纯的在传达信息。实际上，在不同的会话序列环境中，以话语标识

“年老”作为会话行为能达到不同的话语作用。以新加坡某一家医院的门诊语料为例，我们结合会话分析
（Conversation Analysis）方法与身份类属机制（Membership Categorization Device）的视角，
探讨“年老”这一身份类属在门诊互动中的作用。研究显示，一些华族年长患者会向医生标榜自己“年老”
的身份，以完成特定的话语行为，包括：一、合理化自己的病症；二、拒绝医生的医疗建议；三、辩解自
己身体功能的缺失。通过分析这些年长患者标识“年老”身份类属的互动序列及相关的会话行为，我们旨
在揭示新加坡华族年长患者对于“年老”这样一种身份标签的观念及认识，说明身份类属机制是如何搭建
起交互双方对话语的理解，也为医患沟通研究带来新的启发。
【关键词】会话分析、互动语言学、身份类属机制、年老

维吾尔语、西部裕固语颜色词文化内涵对比研究—以“黑”“白”为例
林雅琛   中央民族大学

【摘要】本文总结对比维吾尔语和西部裕固语“qɑrɑ/�ɑrɑ黑”“ɑq/ɑq白”的义项发现，两种语言“
黑色”既含褒义也含贬义，均有伟大、尊贵、有力、程度深、粗糙、无知、坏、反面的和孝服等义。但维
吾尔族接受了汉族“黑色”代表非法、秘密的认识。维吾尔族和西部裕固族都认为“白色”代表吉祥、善
良。西部裕固语“白色”可指所有奶制品和非宗教职业者，维吾尔族受到其他民族影响，借入了白色“落
后、反动”等贬义。并从社会生产实践、宗教信仰、风俗习惯三方面讨论“黑”“白”文化内涵的异同原
因。
【关键词】维吾尔语；西部裕固语；“黑”“白”颜色词；文化内涵对比

试论对外汉语教材中的拼音教学设计及拼音对教学的辅助作用—以《博雅汉语（第二版）》为例
刘迪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

【摘要】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开始学习汉语，各种对外汉语教材层出不穷。语音教学在语言学习初
期有着重要意义，对于汉语来说，拼音教学是发展其他语言技能的基础。教材是教学的依据，一些对外汉
语教材中对拼音教学的设计缺少科学性和系统性，并且没有较好的利用拼音辅助之后的技能教学。本文共
有五章，以《博雅汉语（第二版）》九册书为研究对象，分别从研究目的和意义、拼音教学设计、拼音练
习安排、拼音辅助其他语言技能教学、研究结论等方面展开论述。《博雅汉语（第二版）》总体而言在拼
音教学方面较为完善，但在发音方法教学和拼音练习方面仍可提升。本文详细分析了教材中拼音部分的优
劣利弊，希望能为其他对外汉语教材的编写完善提供思路，提高对外汉语教学的质量。
【关键词】对外汉语、拼音教学、教材设计

台湾“国语”新义新用的“杀”
刘吉力  长沙师范学院文学院  

【摘要】台湾“国语”的“杀”动形兼备，以动为主，辅以形容词用法。形容词“杀”主要有“狠/酷/低”
三个义项，各义项来源不同；历时考察“杀”，呈现由升到降的发展态势，义项由单到多再到以“低”义
为主，“杀”的发展演变有其内外部原因；对比其他多个华语社区，台湾“杀”与其形成有无之别的新生
差异。新义新用的“杀”充分体现了台湾“国语”的变异性及独特性，因此是研究其最新发展演变的典型
案例之一。
【关键词】台湾“国语”、“杀”、形容词、变异

更好地与文献对话：留学生学位论文转述结构考察与教学
刘锐  澳门大学

【摘要】学术写作中，引用是与已有研究建立联系、创建自身研究空间的重要方式（Swales， 1990）。
因此需要大量地使用诸如“某某发现/认为”、“在某某看来”这类转述结构。学术英语（EAP）研究表
明，二语学习者在掌握转述结构上存在相当的困难（Neff et al. 2003；陈建林，2011）。本研究旨在考
察汉语二语者的学位论文中转述结构的使用情况。本研究从CNKI硕士学位论文库中随机选取了13篇留学
生用汉语撰写的学位论文作为考察对象。由于引用通常集中地出现在文献综述部分，因此考察的重点放在
论文的“研究综述/研究现状/文献综述”部分。我们使用Liu & Wang（2019）的分类体系对转述结构进
行了标注。结果显示，留学生学位论文中使用最多的是过程性转述，其次是话语性转述，最少是发现性转
述、认知性转述。对比成熟写作者的论文（刘锐、黄启庆、王珊， 2021），留学生过度使用过程性转述，
而发现性转述、话语性转述的使用比例偏低。结合不同转述结构的功能来看，留学生在引用中主要关注的
是研究对象、方法，而对结论、成果、作者的观点缺乏足够的讨论和分析。此外还存在以下问题：转述语
的功能类型、种类单一；（2）转述语误用；（3）转述结构滥用，造成无意义的引用。针对这些情况，
本文提出应该对转述结构进行针对性训练，综合使用范文学习、结构控制训练、改写等练习方法，帮助二

语者理解和掌握多样化的转述手段，以提高汉语学术写作的水平。
【关键词】转述结构、学位论文、引用、学术汉语、学术写作

虚拟世界和元宇宙：汉语国际传播的应用现状和未来的可能性
卢文慧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研究生

【摘要】依托现代信息技术和互联网平台在线教育的不断发展，“互联网+”开展汉语教学受到汉语教师
与汉语学习者的共同重视，使汉语国际传播更多样化。虚拟世界是一种持久的在线计算机生成环境，在远
程物理位置的多个用户可为工作或学习进行实时交互。本文首先介绍了虚拟世界的历史发展和元宇宙的概
念。元宇宙是互联网的延伸，允许用户彼此之间以及周围的环境进行互动，包括虚拟现实（VR）和增强
现实（AR)。人工智能（AI）的使用现已成为汉语国际教育的现实。通过特别关注四个特性，虚拟世界或
元宇宙的集成网络在四个领域取得进展：沉浸式现实主义、访问和身份的普遍性、互操作性和可扩展性。
对于每个领域，当前状态和需要的发展，这些特性被认为是可行的多元核心组成部分。本文考虑虚拟空间
在当代汉语国际传播的应用现状，以及元宇宙新技术领域的影响。以当代汉语为对象，以多学科交叉为视
角，结合汉语国际传播的相关实践，虚拟世界利益相关者和开发人员之间未实现的协作，构成人类社会文
化互动的一个引人注目的领域。伴随新技术发展和教学理念变化，在虚拟世界和元宇宙视野下展望汉语国
际传播发展的新思路。
【关键词】元宇宙、虚拟世界、人工智能、汉语国际传播

东南亚华语量词历时发展调查与思考
卢月丽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摘要】本文以东南亚华语为对象，以“史”的眼光观察东南亚华语中量词的历时发展面貌，最终按照“
史”的范式形成比较完整的表述，试图从一些具体的方面展现东南亚华语发展演变的内容及过程。文中把
东南亚华语量词的发展归纳为以下三种模式：上扬式、下行式及曲折式。在对上述语言事实考察与梳理的
基础上，文中得出以下两点认识：其一，东南亚华语量词的发展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其发展不止一种模
式，而是三种交织在一起；其二，华语量词发展演变的原因既有方言、英语的影响，又有其作为祖语具有
保守性的制约。
【关键词】东南亚华语、量词、祖语、历时研究

浅谈国际汉语教学中的跨文化理解 ―以在日教学实践为例
路浩宇  日本关西学院   
陈碧强  中国山东曲阜师范大学

【摘要】笔者以自己在日本大学试行的两次以“友谊”和“孝道”为主题的汉语口语教学实践为例，通过
学习者对“友谊”和“孝道”为主题所作的口头发表，在提升口语表达能力的同时，引导学生了解中国的
文化与哲学思想。通过观察学习者对“友谊”和“孝道”话题的口语课的参与情况，我们发现日本学生对
友谊话题的兴趣更浓厚，对友谊的理解比孝道更深，对友谊价值的认同大于对孝道的认同。日本是原子化
社会，由于个人本位思想在日本的盛行，学生对于跟自己关联紧密的同时代事物表现出更大兴趣。孝道涉
及两代人或三代人之间的关系，复杂程度远大于友谊，故不太容易引起在“核心家庭”的时代背景下成长
起来的当代日本大学生的同情与理解。由此可见，任何一种观念都与它的历史和人文环境有关，是传统延
续和社会生活的产物。由于“孝”涉及到代际关系，日本学生对“孝”的认识相对浅薄，往往是泛泛而谈。
由此引出对教学目标的思考：一，国际汉语教学不应仅仅停留在“术”的层面，而应在锻炼学习者基础能
力的前提下，上升到对学习者的人文关怀与灵性启迪的大道上来。二，知识传授与文化交流是两个层面的
问题，知识传授是无条件性的，而文化之间的融合是有选择性的。国际汉语教学需要在尊重文化多样性的
前提下进行。
【关键词】国际汉语教学、友谊 孝道、人文关怀
  

怒苏语多义词的文化内涵
罗自群  中央民族大学

【摘要】怒苏语是生活在中国云南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福贡县的怒族怒苏支系说的一种语言，属于汉藏语系
藏缅语族彝语支。怒苏语词汇，按照义项来分，有单义词和多义词两类。本文重点从多义词这一方面来分
析怒苏语词汇所体现的文化内涵，通过与汉语、藏缅语族其他语言的比较，来说明怒苏语词汇文化内涵的
特点。文中所用的怒苏语词汇都是来自本人田野调查获取的第一手语料。一、怒苏语多义词的类型：如果
以汉语为参照点，怒苏语中存在一些多义词——一个怒苏语的词，可以有两个及以上的汉语词语和它相对
应。既然是多义词，语音相同，语义相关。根据词性，可以把怒苏语多义词分为两类：1、词性相同的，

2、词性不同的。（一）怒苏语词性相同的多义词  怒苏语词性相同的多义词比较常见的是名词、形容词
和动词。（二）怒苏语词性不同的多义词  怒苏语词性不同的多义词，比较常见的是一个多义词具有两种
不同的词性，当然，也有一部分多义词不止两种词性。二、怒苏语多义词的文化内涵：我们把怒苏语词性
相同的多义词看做是静态相关，而把词性不同的多义词看做动态相关。和汉语比，和汉族比，使用怒苏语
的怒苏人和汉族在认知上存在着诸多差异，汉语的表达显得更精细一些，而怒苏语则比较笼统一些。怒苏
语多义词的这种特点，充分体现了怒苏语的文化内涵。
【关键词】怒苏语 、多义词、文化内涵

汉语二语者书面产出词汇多样性的文本长度效应研究
马庆 北京语言大学

【摘要】词汇多样性是二语表达能力的重要标志，是计算机自动作文评分的重要采集变量，但是词汇多样
性测量指标与文本长度之间存在复杂的关系。本研究从2010年4月HSK写作考试的实测大数据中选取154
份语料，重点探究了汉语二语者书面产出词汇多样性与其文本长度的关系。结果发现：（1）词种数、
TTR、Root TTR 、Log TTR等8个测量指标可作为词汇多样性测量的有效参量，但通过相关分析结果可以
看出，当文本长度过短的时候，很难反映出词汇多样性与作文成绩之间的关系；（2）8个测量指标均存
在文本长度效应，其中MATTR受文本长度的影响较小；其余7个测量指标随着文本长度的变化整体呈现出
线性的变化趋势；（3）当文本长度在60至100词范围内时，除MATTR外，相同文本长度下的LD值均存在
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关键词】词汇多样性测量、文本长度、语言产出、作文自动评分

西南官话中古非晓组字混读的声学考察—以四川中江为例
饶冬梅   西华大学

【摘要】古非晓组字的混读在西南官话中较为常见[1][2]。西南四省（四川、云南、湖南、湖北）方言中
非晓组字的混读主要体现为八种类型（见表1）。本文以四川中江方言的古非晓组字今读作为深度调查对
象（前人调查结果为Type2类型[2][3]），选择10位年龄在55-65岁区间的发音人（男女各5），得到约
9000个语音材料，提取擦音中段20ms的谱重心CoG（Center of Gravity）和标准差SD(Standard 
Deviation)两个参数[4][5]，从声学和感知两个角度考察了四川湘语中非晓组字混读（merger）以及语
音性变读（phonetics variation）的原因[6][7]：非晓组字的混读，跟[f]/[xu]发音的相似性以及感知混
淆有关，和语言接触也有密切关系。四川湘语受强势方言（Type 1）及普通话影响，混读规律出现例外
之外的字有所增多，混读的条件也逐渐走向单一化。
【关键词】四川湘语、混读、语音变读、语言接触

河北方言的“去分阴阳”现象
桑宇红  白茹 河北师范大学 

【摘要】学界对河北地区保定、唐山、秦皇岛地区冀鲁官话保唐片轻声前去分阴阳的现象已有报道，较早
应是《昌黎方言志》（1960），后有李思敬（1995）对宁河方言，接着田静（2007）、刘克龙（2010）对
唐县，后又有郑莉（2014/2019）、白茹（2016）、曹庆改（2018）、李仕颖（2019）、尹凯（2020）等
分别报道了与保定毗邻的石家庄的深泽、无极、辛集及衡水部分地区安平、饶阳也存在“去分阴阳”的现
象。河北方言去分阴阳具体表现为：（1）在单字调层面可以区分阴阳去，如无极和深泽；（2）在连读层面
区分阴阳去；主要分布于保定地区的曲阳、定州、唐县三个县市；（3）仅在轻声前连读时区分阴阳去，
主要分布于保定及石家庄、衡水部分毗邻保定的地区。
【关键词】河北方言、去分阴阳、连调及轻声、保唐片

课例研究：放声思考在阅读教学中的策略与设计
盛丽春、韩爱玲、幸锦龙 、胡晓苏  四德女子中心
张曦姗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为了提高学生在阅读理解、感悟欣赏及延伸拓展方面的能力，本校研究团队通过放声思考阅读策
略(Think Aloud Strategy)进行有系统、有针对性的阅读教学。放声思考策略是将个人内在的无声思考，
用口语表达的方式，将心中所思考的内容说出来。老师能借此了解学生的思维过程并加以引导纠正。放声
思考方式是展示思考能力的有效方法，让思维可视化，同时也能训练学生的口语表达能力。本研究以79
名中二高华学生作为研究对象展开三轮的课例研究。本文首先从研究背景、研究对象和研究目的做一个整
体介绍；接着阐明理论依据和相关概念；再具体介绍整个研究的教学实践过程。研究结束后，通过调查问
卷、教师观察以及学生反馈进行分析，最后再反思教学过程中所面对的难题与挑战。

【关键词】课例研究、放声思考、阅读教学

“洪武赶散”与苏北江淮官话
石绍浪  北京语言大学

【摘要】“洪武赶散”是指明初苏南向苏北平原一次大规模移民，虽然正史没有确切记载，但在苏北民间
普遍流传。苏北江淮官话入声韵有一个较为独特的特征，曾梗摄一二等帮组字读圆唇后元音韵母，并与通
摄合并，其分布与“洪武赶散”的移民范围基本吻合。比较发现，苏北江淮官话的这个音变应是源于苏州
移民的影响。今苏北江淮官话入声韵类突破中古韵摄的格局，发生了简化，也可能是明初苏州方言在苏北
扩散的结果。余论认为，在分析江淮官话与吴语关系时，不能只局限于“同源”的角度，还应考虑明初苏
州苏州方言在苏北的扩散。
【关键词】“洪武赶散”、苏州方言、苏北方言、江淮官话、入声韵

德国语言学家加布伦兹及其《汉文经纬》研究
宋楠  德国国际合作署中德合作中心； 波恩东亚研究院chinnotopia中国论坛

【摘要】本论文第一章介绍了与乔治·加布伦兹有关的史实，包括十七到十九世纪西方汉学的兴起、独立
与发展、加布伦兹家族史和乔治·加布伦兹的汉学之路。 第二章到第四章将《汉文经纬》拆分为“汉语
基本面貌”、“分析系统”和“综合系统”研读与解析，完整展现加布伦兹的语法思想和其构建的古代汉
语语法体系。论文的第五章和第六章，分别探讨了加布伦兹在西方近代语言学历史上所起的作用，以及对
汉语语法思想史的影响、突破和超越。同时在论文结语部分，讨论了中外语言学界对于《汉文经纬》一书
不甚明晰的几个问题。
【关键词】加布伦兹  《汉文经纬》

华文作为第二语言新闻听读教学的文献综述
孙晓颖   张丽妹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新闻听读教学在华文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中更是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本文回顾和介绍了
2001-2021年二十年间华文作为第二语言新闻教学的相关研究，文献主要来源于中国知网 (CNKI) 和Web 
of Science等数据库。本研究的文献综述主要围绕四个研究问题：第一，华文作为第二语言新闻听读教
学的目标有哪些？第二，华文作为第二语言新闻听读教学的原则是什么？第三，华文作为第二语言新闻听
读教学的难点有哪些？第四，华文作为第二语言新闻听读教学的教学策略和方法有哪些？最后，本文结合
新的时代背景提出了华文作为第二语言新闻听读教学的优化建议。本研究的成果和发现对华文作为第二语
言新闻听读教学具有良好的指导意义，同时也为华文第二语言新闻听读教学法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和指引。
【关键词】华文作为第二语言、新闻听读教学、教学目标和原则、教学难点、教学方法 

乙圩壮语多功能语素te∶ŋ1

覃薇  中央民族大学 

【摘要】本文对乙圩村壮语“遭受”义语素“te∶ŋ1”进行全面的调查描写，并刻画出“遭受”义语素
“te∶ŋ1”功能的整体面貌。对“遭受”义语素部分语法功能的语法化过程进行探讨，归纳出其语法化的
路径和机制，为学界了解乙圩壮语“遭受”义语素功能的语法面貌和特征提供新的材料。乙圩壮语的“遭
受”义语素“te∶ŋ1”呈现出多功能性，具备了十三种功能：①“触碰”义动词；②“对、中、合”义动
词；③“遭受”义动词；④“需要、用”义动词；⑤被动标记；⑥“对”义形容词；⑦“致使”义动词；
⑧情态助动词；⑨结果补语；⑩程度/状态补语；⑪“到、轮到”义动词；⑫副词；⑬假设连词。其中，
本文调查到了“遭受”义语素“te∶ŋ1”以往没有被调查描写到的功能为：①程度/状态补语；②“到、
轮到”义动词；③副词；④假设连词。
【关键词】乙圩村、壮语、“遭受”义

祁东湘语多功能词“落”的语义演变与主观化
谭丽亚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西南林业大学外国语学院
陈海宏  云南民族大学民族文化学院

【摘要】湖南祁东湘语多功能词“落”的用法比较特殊，其语义演变属于通过增加新义而产生的多义模式，
它的多个义项在语义上有一定的关联，或直接关联，如“落”作实义动词时的多种语义；或间接关联，如
前加准词缀型小称标记“落”可能是由实义动词“落”的“降生”、“遗留在后面”等义隐喻而来的。“

落”在祁东湘语中还可以重叠，在语义和语用表达上带有一定的感情色彩，可表达说话者对命题的多种主
观态度。祁东湘语“落”语义演变的认知机制主要有类推（隐喻与之相关)、重新分析（转喻与之相关）和
主观化（褒化、贬化与之相关)等等。
【关键词】祁东湘语、“落”、多功能、语义演变、主观化

论析新加坡华人华语及身份认同的变迁
谭国勇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身份认同的建构在国家及其国家层面下的政治、经济及社会发展上有着深远的影响。它可以使人
认可该国家在政治经济及社会层面上的立场及政策，也可以让人民在某种程度上产生了归属感。教育是建
构身份认同的其中一环。据王赓武教授与陈庆文教授所示，新加坡华人身份认同，是最没有代表性，后者
则认为身份认同是有目的性地建构出来的。由此说明了新加坡华人身份认同正等待人们来填补。也正是如
此，新加坡政府通过不同媒介，包括教育政策等手段来灌输和建构自身倾向的华族身份认同，即倾向于文
化上的认同。本文尝试通过1979年讲华语运动及新加坡教育部历来的教育改革报告书，来了解其倾向和
期许。1979年讲华语运动，主要目的是要整合新加坡华族各方言群体。当时，新加坡华人社会有多达12
个华人方言群体，拥有一个共同的语言：华语，促进他们之间的沟通，减少之间的纷争，团结一致。这有
利于营造及实施双语教育政策的大环境，从中促进经济发展。然而，时间的推移，讲英语家庭的增加，使
得讲华语运动有了新的使命，即提升人们对华文的认识。新加坡教育部在报告书中所倡导的文化认识，倾
向于应对华族内部压力和需要。这回应了陈庆文认为华人身份认同是人造的说法。与此同时，随着华人移
民的移入，他们所带来的文化是否再次在原有身份认同上融合或产生分歧，则是未知数。这将会直接或间
接影响新加坡华文华语以及教育发展的走向。
【关键词】新加坡、华人华语、身份认同、教育

新加坡高中文学教学提问策略的探讨— QUILT框架下的教学设计与实践
唐佑彬   潘旭    李俊贤    郝德奕 淡马锡初级学院
张曦姗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在华文文学课堂上，设计优质问题能引导学生进行品读和鉴赏。因此，本研究以主修H2CLL的
61名学生为研究对象，探讨基于QUILT提问框架激发学生学习兴趣与提升学生思维能力的课堂教学模式。
本文首先介绍研究的背景、对象及方法，阐述基于QUILT提问框架的教学理念与理论依据；接着以现代小
说、诗歌、戏剧以及文言文为例，介绍如何基于QUILT的提问框架设计不同类型的问题的提问策略；本文
也根据学生的课堂反应，探讨了QUILT提问框架下不同文学作品教学的几种提问策略和问题设计类型，在
体现以学习者为中心、加强师生互动和凝聚同侪间学习力量等方面的成效。本论文最后将通过前后测的数
据对比分析、学生反馈、教师观察和学生产出检视教学设计的实施成效。
【关键词】文学教学 、提问策略、 QUILT框架、教学设计

楚辞“羌”字句与湘西凤凰方言ʧʰɑ13字句 比较研究
田晓黎  中央民族大学

【摘要】楚辞里的“羌” ，自东汉王逸注释后的1800多年来 ，众多研究者引经据典， 却始终没有确解。
《楚辞》的“羌”字是否有田野遗存？在湖南湘西凤凰方言中存在极具特 色的ʧʰɑ13 1字句。本文从凤凰
方言ʧʰɑ13字句的田野记音开始，逐条分析，总结规律，再与《楚 辞》16 处“羌”字句进行对比研究，
结果显现，凤凰方言ʧʰɑ13字句基本传承着《楚辞》“羌” 字句的语义。 
【关键词】《楚辞》  羌

国际中文学习软件的大型网络游戏化
汪歆玥  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   

【摘要】汉语学习时间长的特点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二语学习者的热情，而当下飞速发展的大型网络游戏新
颖有趣，常令人沉迷。修坝不如引流，把学生们对汉文化和网络游戏的双重兴趣融入到汉语学习的全过程，
将有助于培养学习者持续性的学习兴趣。本研究分析了当下常用汉语学习软件中的游戏模式，结合现有网
络游戏的汉元素部分，提出了将汉语学习软件大型网络游戏化的具体设想。持续化：脱胎于传统的孤立小
游戏，将累计的学习成果作为升级模式，合理地穿插各类支线任务。系统化：学习者通过注册账号建立个
人学习档案，学习任务既包括集体学习，也包括多种自学形式。针对性：以学习者的需求为导向，提供相
应的实用汉语知识。灵活性：及时更新，高度重视用户反馈。允许教师使用游戏程序和知识库，以方便与
线下教学配合使用。
【关键词 】汉语国际教育、学习软件、网络游戏、学习兴趣

“ 打（타）”字的韩国汉字音形成过程考察
王 浩  四川轻化工大学人文学院  

【摘要】“打”字，在《广韵》中有两个读音，都是阳声韵，一个是梗摄、梗韵，开口二等，上声，端母
“德冷切”；另一个是梗摄、迥韵，开口四等，上声，端母“都挺切”。但是在韩国汉字音中，“打”字
读阴声韵타[t�ɑ]。本文从历史语言学和语言接触的角度出发，认为中世韩汉音（15-16世纪）中存在的
타[t�ɑ]和뎍[tiək]这两种读音，其形成主要是中国的影响，由“德冷切”和“都挺切”两种读法，平行
发展而来，“德冷切”变成了“都瓦切”直接影响了타读音的形成；“都挺切”本来是阳声韵，在传入韩
国以后，其阳声韵尾[ŋ]变成了入声韵[k]，实现了“阳入对转”，从而形成了뎍的读音。近代以后，随着
日语词向韩语的大量涌入，“打”字的日语唐音だ[da]与韩汉音中타读 音的高度相似性，使得타读音在
与뎍读音的竞争中，取得了最终的胜利。

汉语方言亲属称谓中的音变
王红娟  山东师范大学  

【摘要】亲属称谓是方言词汇中重要的一类，我们在考察方言间的词汇差异时，亲属称谓往往是重要的参
照项，如《汉语方言地图集 词汇卷》共有203条词汇图，其中涉及亲属谓的就有“爷爷、奶奶、外祖父”
等14条。在对汉语各方言中的亲属称谓进行梳理时发现，汉语方言的亲属称谓中普遍存在音变现象。比
如，山西运城的“弟”，单字音为“ti33”，但在“兄弟”一词中读音变为“thi33”。本文的音变的含
义是指：1.某个字或某类字在称谓词中的读音与其他情况中的读音不同。2.某个字或某类字在称谓词中的
读音于古今演变规律不合。本文讨论的方言亲属称谓中的音变类型主要有以下三种：个别音变、系统音变、
别义音变。
【关键词】汉语方言、 亲属称谓、 音变

乡村振兴背景下民族地区发挥语言经济效能路径的再探讨—基于西藏自治区林芝市M县的个案研究
王娟  陕西师范大学

【摘要】语言能力是重要的人力资本，语言经济效能是语言的重要社会效能，语言扶贫工作作为中国贫困
治理体系的有机构成，在国家脱贫攻坚的重要阶段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
后，民族地区的语言文字工作在扶持对象、政策范围和顶层设计方面也相应需要作出一定的调整。本文试
图在乡村振兴背景下进一步探讨如何继续发挥语言经济效能的路径。
【关键词】乡村振兴、语言扶贫、民族地区

四川方言的音系特征和两个历史层次
王倩  周及徐  四川师范大学

【摘要】 以往的四川方言研究认为，现代四川方言皆为明清时期的“湖广填四川”所带来。我们在近十
年的时间里，在四川作了广泛的方言田野调查。根据实地调查材料，我们提出新的观点：在四川省的岷江、
嘉陵江流域分布着两种不同的官话方言：嘉陵江流域分布着以成都话为代表的以“入归阳平”为特征的西
南官话方言，这是明清湖广移民带来的；岷江流域分布着以大邑话、宜宾话为代表的有独立的入声调的官
话方言，这是明代以前的四川本地方言的后裔。二者分属不同的方言层次而共存于今天的四川。本文以
2019年出版的《岷江流域方音字汇——“20世纪四川方音大系”之一》中语音材料为据，借助实验语音
学方法对成都话与大邑话、宜宾话作音系整理、以Praat软件绘制其声学元音图、声调曲线图，分析其在
音系上的规律性语音差别，说明今天的四川方言不仅具有以成都话为代表的湖广话语音类型，还有更为古
老的另一方言层次——这个音系今天仍具有入声独立、果摄一等字读为-u、麻三精见组读-i、模韵字读为-o
等语音特征。这些语音特征与成都话的湖广话语音类型有明显的差别，独立于成渝片西南官话而存在。 因
此，现代四川方言分为本地和外来两个层次：本地层次叫“南路话”，外来层次叫“湖广话”。
【关键词】四川方言、岷江流域、成都话、大邑话、宜宾话、方言音系

保定方言两字组连读变调及其若干问题
王帅臣  华北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 

在对河北省保定市下辖的24个县市区进行方言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展开本文的分析。首先描写清苑区的
两字组前字连读变调情况，以便对保定核心区域的变调情况有所了解。其次，介绍保定方言中的阴平变调、
阳平变调、上声变调、去声变调的地理分布、调值表现、调类分布等基本情况。再次，重点讨论上声变调
和去声变调。上声变调后的调值情况有一定序列性：一种是前字变调后与本声调系统的阴平接近或合流；

一种是前字变调后与本声调系统的阳平接近或合流。上声变调既有类型学上的原因，也有历史因素在起作
用。去声变调有一类和轻声有关。

西宁方言持续体标记“着”
魏萌  中央民族大学

【摘要】汉语西宁方言的体标记“着”主要表达持续体的语法意义。除单独使用，方言中“着”常与起始
体标记“上”、完成体标记“下/了”等其他体标记叠用。由此，西宁方言的持续体标记“着”多构成
“V着V”、“V着C”或“V着＋从句”三种结构。西宁方言持续体标记“着”常与起始体标记“上”、
完成体标记“下/了”等叠用，且均处于其他体标记之后，即动词后第二位置。叠用中，“着”仍表达持
续体的语法意义，其语义与前一体标记层层套叠，具有一定顺承关系。如与起始体标记“上”叠用时，“
上”的语义指向前面的谓语动词，构成“V＋上”结构；“着”的语义则指向“V＋上”这一整体，表达
动作行为开始并将进一步持续的状态，“着”具有一定未完整体范畴义。“V＋上＋着”结构还可续接其
他动词或补语成分，构成“V＋上＋着＋V”结构。此外，西宁方言持续体标记“着”常以“V＋着＋C”
形式用于述补结构谓语句中。其中，C可为程度、情态、结果、数量等多种类型补语，形式上可由单个形
容词或副词、数量或偏正短语及主谓结构充当。语义层面，“V着＋C”由“V着”与C两个时间过程构
成，C主要由“V着”引发或伴随，即两个过程包含一定的逻辑因果关系，这种关系可以是显性的也可以
隐性的。除构成“V着V”、“V着C”和“V着＋从句”结构外，持续体标记“着”还可用于西宁方言的
存现句和“的字结构”中，其用法具有一定独特性。
【关键词】西宁方言、着、持续体标记

“口”的比较词义探索
吴宝安  湖北大学文学院 

【摘要】“口”这一概念在汉语中主要有“口、嘴”两个词，根据它在汉语、汉语方言以及其他语言中的
用法，我们整理出了12组与“口”有关的共同引申，这些共同引申都可以通过“转喻”和“隐喻”来解
释。 基于转喻的共同引申有7条，如： 与言语功能相关，“口”引申出“说话、话语”义。与饮食功能
相关，“口”引申出“口味”“人口”义。与临近部位相关，“口”引申出“脸、鼻、咽”“口部饰物”
义。基于隐喻的共同引申有5条，如：与形状、位置都相似，“口”引申出“容器等器物通外面的地方”
和“出入的通道”义。与形状相似，“口”引申出“（山谷、水道等）大的豁口”“突出的部分；尖儿”。
这12组共同的词义引申在汉语、汉语方言以及英语、俄语、西班牙语、日语、泰语、印度尼西亚语、壮
语等语言中都以共词的方式出现，因此，我们可以将其看作是“口”在语言中的共同演变模式。
【关键词】“口”  比较词义 、共同演变

新加坡中学华文快捷课程后进生
语文学习的挑战和独立学习能力的培养
吴宝发  张曦姗  周淑君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后进生学习一直是教育工作者关注的课题，新加坡教师也不例外。后进生学习问题复杂，包括语
文基础薄弱；个人学习态度不良；缺乏独立与迁移的学习能力；课堂教与学方法不当等。本文立足于本地
一所中学的校本研究，借助文献研究法、问卷调查法与观察法，对中二快捷班24位后进生的学习特点进
行梳理，由此作出为期六个月对3个单元的教学调整的尝试，旨在分析后进生在课堂中语文学习的挑战以
及探索他们独立学习能力的培养。本研究对2021年新教材篇章里的语文技能做一次系统性的梳理，在课
堂阅读理解教学时，强调对文章理解的元认知策略之字义层次、逻辑层次、概念层次的教学，调动学生的
元认知，以弥补学生因语文基础薄弱带来的教与学问题。
【关键词】华文快捷课程 、后进生、中学新教材、元认知

中韩跨国婚姻家庭双语学习和使用状况及问题研究
吴思敏  闽南师范大学

【摘要】近年来，中韩跨国婚姻家庭日益增多。据统计，来自中国的在韩结婚移民总数在2019年已接近
20万人。中韩跨国婚姻家庭既有别于传统华侨家庭，又有别于普通韩国家庭，在语言文化上具有特殊性。
本研究以在韩中韩跨国婚姻家庭为研究对象，对其双语学习和使用状况展开调研，并针对其问题提出解决
方案。研究分三部分进行：第一部分利用文献分析法整理并分析韩国政府对多文化家庭的政策及多文化家
庭支援中心的相关资料。第二部分利用问卷法、访谈法与参与观察法对中韩跨国婚姻家庭进行相关数据采
集，并对数据进行定量与定性分析，多维度考察多种因子对语言的影响以及因子之间的相互作用及其与内
部、外部环境的交互关系，全面把握中韩跨国婚姻家庭双语学习和使用的特点及问题。第三部分综合考虑

调研结果，针对中韩跨国婚姻家庭双语学习和使用的问题和需求，从内部（中韩跨国婚姻家庭自身）和外
部（社会机构与教育部门）提出解决方案。本研究不仅可为中韩跨国婚姻家庭双语教育提供理论基础和实
践方案，还为以其为对象的双语教材及教学资源提供理论依据，为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跨国婚姻家庭双语教
育研究提供参考。
【关键词】中韩跨国婚姻家庭、双语教育、调研、解决方案

实践与反思：国际中文教学与信息通讯技术之运用
夏雪  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

【摘要】随着教育技术的发展，如何善用信息通讯技术（ICT）来服务于教学，实现以“学生为中心”的
教学实践，成为当今教育研究的热点。在国际中文教学领域，我们也面临着如何有效地将ICT运用于课堂
教学和学生学习的问题。本文即以此为出发点，在现代教育理论的基础上，以新加坡国际学校的非汉语母
语学生为研究对象，结合IB华文课程中的一个主题单元，从课件设计及课堂教学反馈等方面对ICT在国际
中文教育中的实践情况进行探索性研究，总结ICT辅助中文教学的几个原则：包括设计ICT要以学生学习
需求为核心，ICT的课堂使用应避免“喧宾夺主”，并反思教师在ICT运用中的作用，以期对新技术下的
国际中文教学发展提供参考。
【关键词】 ICT、 国际中文、课件设计、课堂实践

The Brief Analysis of Japanese Culture's Absorp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ulture
Hui Xu   Maca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bstract: Cultural exchanges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have a history of nearly 2,000 years. The fine tradi-
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ulture have exerted great influence on almost every aspect of Japanese 
life, such as architecture, clothing and so on. At the same time, Japanese culture has made a series of 
cultural innovations and developments according to its own national conditions while absorbing Chinese 
culture for reference. Starting with the reasons why Japan absorbed Chinese culture and analyzing the 
exchanges between Japan and China from 1972 to 2011, this paper analyzes and concludes that the similar 
cultural background of the two countries is the basic reason for Japan to better learn from Chinese culture. 
Finally, this paper expounds and analyzes Japan's absorp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ulture from 
three aspects: religion, ideology and diet. It is concluded that Japanese culture originated from Chinese 
culture, and before the Tang Dynasty, Chinese culture had the greatest influence on Japanese culture; after 
the Tang Dynasty， Japan began to have a real culture, but it was still influenced by Chinese culture.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and improvement of its own culture, it finally formed its own unique style. 
Key Words: Japanese culture; Chinese culture; Absorb; 

港式中文词汇与普通话的隐性差异
徐涵韬  北京师范大学

【摘要】“隐性差异”的概念及思想适用于全球华语对比研究，文章立足于此，讨论港式中文词汇与普通
话的隐性差异，首先以量词“枚”、动词“怀疑”以及名词“论调”为例，分析其在概念义、语法义、色
彩义等方面的表现；然后举例说明了隐性差异的三种存在形式，即有无之别、大小之别和程度之别，并指
出三者之间联系密切，不能孤立讨论；最后，文章认为未来研究应增强对华语隐性差异的考察分析，拓展
隐性差异的研究内容、语体范围及比较对象。
【关键词】隐性差异、词汇、港式中文、普通话

基本核心词词义的跨语言表现与特点—以61种语言为例
许可  冉启斌 南开大学

【摘要】本文建立了61种语言60个基本核心词词义数据库，从跨语言角度对其进行了细致考察。数据库
中共有义项约11440个，平均每词义项略超3个，最多达21个。平均义项数方面，动词最多，形容词其次，
名词、否定副词随后，数词、代词最少。义项数可能受词与外部世界的关联性、在词汇系统中的基本性以
及概念本身模糊性的影响。对词义引申深度赋值后，看到动词、形容词、名词的词义引申能力分较高，各
词的平均义项数与该分排名不一致。语言、词类对义项数量、引申能力分影响显著。通过网络图谱对词义
进行聚类分析和可视化分析后，基本核心词被分为10类，词类对聚类有影响。动、名、上形成较大词团。
名词[±指人][±身体部位]，形容词[±积极/消极]等特征会使词类内部形成关系更紧密的小类。图谱中，
hand连接动词和身体部位名词；head连接身体部位名词和指人类名词；man连接指人名词与褒义形容
词；one连接指人名词和数词；die、sleep等词连接动词和形容词等。

【关键词】基本核心词、词义引申、数据库、】可视化

冰墩墩的启示：中华文化符号海外传播的机遇与挑战
许琳皎  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

【摘要】北京2022年冬奥会吉祥物“冰墩墩”在国内外社交平台的爆红引起各界讨论。作为一种文化符
号，“冰墩墩”兼具多重内涵，承载着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功能。“冰墩墩”成为“顶流”，不仅
展现了中华文化强大的感召力，也为中华文化符号的海外传播提供了新思考。本研究基于符号学理论，从
视觉和语言两个维度分析符号传播的特点，挖掘“冰墩墩热”的深层原因，并从中得出中华文化符号海外
传播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基于此，笔者从符号传播的原则、内容和方式三方面提出了建议，即：调整传播
心态，着眼他者视角；加强内容设计，挖掘文化内涵；充分利用互联网媒介，引发情感共鸣。以期为中华
文化符号的海外传播提供借鉴，丰富中国文化传播领域的研究成果。
【关键词】中华文化符号、海外传播、文化传播、冰墩墩

韩国国民教育体系中汉语教育的发展与创新
许培新  山东大学

【摘要】本论文结合中韩两国历代交流的传统以及现代社会发展的趋势，在追溯韩国汉语教育发展历程的
基础上，重点考察自中韩建交以来韩国汉语教育的发展脉络，重点梳理并分析韩国国民教育体系中，大、
中小学不同层次汉语教育的发展情况以及出现的问题，总结韩国国民教育体系中汉语教育的主要特点；当
今国际大变局和新态势下，汉语教育发展面临着新情况、新问题，韩国国民教育体系中的汉语教育和学习
也在发生变化。因此基于教育理念升级、教学思路转型与教学模式创新，提出了加强韩国大、中小学汉语
教育的实践性、针对性，以及韩国汉语教育内涵式发展多元化路径的对策和建议。 
【关键词】韩国汉语教育、国民教育体系、内涵式发展

 
13—19世纪朝鲜半岛汉语教学对当代汉语国际教育的启示
许润芳  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

【摘要】朝鲜半岛有悠久的汉语学习历史，从以汉字为本、重视书面语学习到文言并重、对政治商务风俗
文化等不同领域进行全面了解，其汉语学习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汉学界人才辈出，促进了对中国制度、文
化的内化吸收及其本民族政治经济文化的进步。其中，国家层面的空前重视、语言政策的有力支持是不能
忽略的因素。目前流传的朝鲜半岛汉语教科书集中于13-19世纪，恰是两国政局革新、关系进一步密切的
时期，此类教材是今日研究两国历史上人文交往、不同时期汉语口语面貌、汉语教学法种类及影响、汉语
国际教育在半岛发展历程的宝鉴，本文以该时期《老乞大》《朴通事》《学清》等代表性汉语口语教材为
主要研究对象，结合韵书、字书及辞书类汉语书面语教材、《朝天录》《燕行录》与《朝鲜王朝实录》等
官方历史记载为佐证，共时对比同时期中国韵书。探讨官学、私学、司译院、承文院、译学院、质正官等
部门和职务发挥的历史作用，总结该时期朝鲜半岛汉语教学的优点和不足，力求为当代汉语国际教育汉语
人才培养、汉语教材编写、汉语教学法选择和语言政策制定提供一定的参考意义。
【关键词】朝鲜半岛、汉语国际教育、教学法、语言政策

语言赋能：乡村振兴多模态话语战略构建
杨城  浙江大学 

【摘要】语言是促进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乡村振兴中的每一步都离不开语言的力量。研究中首先依托多
模态话语分析综合框架，对余杭、桐庐、淳安三个乡村振兴示范地区的宣传片视频进行分析，总结其文化
、语境、内容、表达四个层面的多模态体现。其次依托质化分析的扎根理论方法，构建语言赋能乡村振兴
的战略模型，在组织、社会、个体三个层面探索赋能方向。最后，基于话语分析和战略模型提出未来语言
赋能乡村振兴的提升路径。研究发现，三个地区的多模态话语具有典型的区域特色，语言赋能乡村振兴需
要凝聚自上而下的多方力量，而国际化视角、内容的精准筹划、赋能视角的联动共振则是未来乡村振兴话
语努力的方向。
【关键词】乡村振兴、语言赋能、多模态、话语分析、战略模型

A Study on the Chinese Classroom of Foreign Students in the Epidemic Period Based on the Inter-
active Perspective
Haifeng Yang1,Daqian He2, Zhuoda Yang3

1. Center for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Wuh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Wuhan， 

2.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Wuh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Wuhan，
3. School of Chinese Studies and Cultural Exchange,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Abstract: Interaction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s affecting the result of online Chinese class teaching. 
By utilizing the method of questionnaire analysis, error analysis and document analysis， this paper selected 
200 international students from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Cultural Exchange of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of Wuh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of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as samples for investigation, including 94 undergraduates, 60 master 
students and 46 doctoral students. Among them, namely 86 in primary stage, 64 in intermediate stage and 
50 in advanced stage based on their HSK marks. The majority are from Asia (45%) and Europe (25%), the 
rest are from Africa (15%), America (10%) and Oceania (5%). This paper finds that the existing interactive 
methods of them include online conference platform, course live-streaming platform and video live-streaming 
platform. 
When using these platforms, we find there are some advantages of them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remote 
Chinese learning: They are convenient for students to preview and review before and after class, and they are 
helpful for the sharing of Chinese learning resources. However, we also find that there are some disadvantag-
es in teacher-student interaction and student-student interaction on these platforms, such as the lack of learn-
ing atmosphere (58% participants agreed) and the unwillingness of turning on the camera and micro-
phone(76% participants agreed). We think the factors causing these problems mainly include external and 
internal factors of teaching. The external factors include the factors of network connection, time difference, 
studying platform and studying resource allocation. The internal factor of Chinese teachers is that they are not 
adapted to the new way of online teaching, which makes them unable to carry out innovative design of class-
room interaction, and still choose the traditional teaching method (66% participants agreed). The internal 
factor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on the one hand, they lack online learning experience, so it is difficult to cope 
with some new challenges in teaching interaction practice. On the other hand, international students must 
overcome certain psychological factors in the interaction process of online Chinese classroom, among which 
anxiety and avoidance are the most prominent (80% participants agreed).
In conclusion, Chinese teachers can improve the interactive effect of online teaching through rational use of 
learning platform, effective allocation of learning resources and innovation of class interaction mode. Before 
teaching, teachers should inform students in advance of the selection of learning platform, registration, login, 
using process and a series of related matters. During the teaching process, teachers can allocate a certain 
proportion of class hours to organize interactive courses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s, such as group presenta-
tion, personal performance and seminar. After class, teachers can design and release questionnaires and 
use the background data statistics and other functions of the learning platform to analyze the frequency and 
quality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participation in interaction. Also, international students should actively adjust 
their learning psychology and improve their learning methods as well. In this way, they can get rid of negative 
psychological factors such as anxiety and avoidance, and focus on classroom interaction and knowledge 
itself, and finally achieve better learning results. Ultimately, teachers and students will collaborate to explore 
a course interaction path, adapting to the new mode of online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in the post-pan-
demic era. The research on this issue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enrich the theories of linguistics, psychology 
and pedagogy related to Teaching Chinese to Speakers of Other Languages. Also it can improve the teach-
ing efficiency of teachers and enhance the sense of gaining knowledge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Keywords: Interaction; Online Chinese Classroom; Chinese Teaching

国际华文推广的重要部分：志愿者项目的国别性/区域性分析—以缅甸为例
杨念  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

【摘要】2004年“国际中文教师志愿者项目”经中国教育部批准实施。直至疫情前，全球大约有7000名
志愿者在全球一百多个国家进行中文教学，其中大约3000名志愿者在东南亚各国任教，成为东南亚华文
教育重要力量。缅甸志愿者项目于 2009 年开始实施，至今已经有十年有余，到疫情前每年有一百多名志
愿者在缅甸各个城市甚至乡镇进行中文教学工作。十多年来，志愿者项目对缅甸华文教育发挥着重要作用：
为缅甸华文教育贡献了新的力量，弥补了缅甸华文师资的不足，促进了缅甸中文教育的合法化进程等。然
而，该项目也存在着一些问题，本人通过实地了解以及问卷的方式，深入分析了志愿者项目在缅甸的实施
情况，并针对性地提出几点建议，促进该项目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国际中文教师志愿者、华文教育、缅甸志愿者项目、参考

基于SLS平台的E晨读差异教学模式探索— 新加坡崇文中学的实践经验
叶语銮    徐小红   吴玉凡  新加坡崇文中学

【摘要】为了营造书香校园，培养学生的阅读兴趣和提高阅读水平，我校研究团队借助SLS平台，以110
名中三学生为研究对象，在全校进行E晨读研究计划。E晨读依据差异教学理论，照顾学生的个体差异，
所选篇章分年级、分主题、分文体，并结合各单元技能训练，设计不同程度、风格的晨读活动。学生借助
个人数码学习工具，选读纯文字或拼音版的、带声音和可查字典的篇章，通过SLS自测，在阅读护照上完
成任务。此外，高准备度的学生还可阅读更有挑战性的文章，并完成相应的挑战任务。研究结束后，团队
通过定量与定性研究检测学习成果。初步结果显示，基于SLS平台的E晨读差异教学模式，在一定程度上
激发了学生的阅读兴趣，也促进了教师的专业发展。
【关键词】SLS平台、E晨读、差异教学

Nasal Codas Merger in Chinese dialects: Modified Contrastive Specification and Sisterhood Merger 
Hypothesis
Jihye Yun  Asia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 Madison

Abstract：Chinese linguists have long debated about the directionality of nasal coda merger in Chinese 
dialects since the 1970’s. Some believe that the merging process is unidirectional (anterior to posterior) ,but 
others assert that alveolarization of nasal codas (-m>-n and -ŋ>-n) is the major trajectory. Previous studies 
failed to make a reasonable prediction about the further direction of the merger in addition to a lack of 
phonology-based analysis. This research analyzes the merging process on basis of Contrastive Hierarchy 
(CH) and Sisterhood Merger Hypothesis (SMH). The two theoretical frames make us draw two types of 
contrastive hierarchies: [Dorsal]>[Labial]，[Coronal]>[Labial]. That is，the merger between the alveolar 
and the velar nasal codas will occur after the completion of the merger between the labial and alveolar ones. 
Alternatively， the alveolarization of the velar nasal coda will happen after the completion of the merger 
between the labial and velar ones because the structure merger takes place on sister node of contrastive 
hierarchy. In conclusion， the final phase of the nasal coda merger will be the alveolarization of the velar 
nasal coda. The data of Chinese dialects and markedness theory both buttress the conclusion.

Keywords: Nasal codas，Chinese dialects，contrastive hierarchy，sisterhood merger

《易经》归纳、演绎思维在母语教学中的课堂实践和应用
庾潍诚  新加坡伟源中学

【摘要】作者根据自己长期研究《易经》的经验，提出和认为：《易经》作为中华古代的文化典籍，归纳
和演绎思维是它的最重要核心思想之一。同时，作者结合了自己多年的新加坡课堂教学实践，发现：《易
经》的归纳、演绎思维可以有效实践应用在现代的母语教学当中。归纳，是引导学生化繁为简，迅速掌握
教师布置的课堂指令或內容；演绎，则是学生有效应用课堂所学知识进行复述和重构。本文列举具体的课
堂实践应用例子，就是：(一)课堂的指令语言“ABCD”；（二）思维图的教学应用；(二)作文教学实践
的“DEEPAI”（细节描写）自创理论。作者最终观点认为，《易经》思想可以古为今用，实践应用到课
堂母语教学，从而达到提升学生的母语学习效果。
【关键词】易经、归纳、演绎、教学实践应用

中国古代建筑文化的汉字演绎
袁忠  中国华南理工大学

【摘要】中国古代建筑文化的丰富思想很多都凝结在一个个的汉字中。在汉字的构形、本义、转义、暗喻
等不同的运用中，存在着古人有关建筑活动、建筑形象、建筑心理等蕴含，很多汉字就是一个空间概念、
一个居住范畴。古人对中国古代建筑的感知的原初意识首先凝固在古汉字中，古代建筑的最初“文本”可
求诸古汉字，作为象形文字的古汉字与作为现实空间的古建有着天然而内在的通贯性。本文通过考察汉字
的字符构形及作为词或词素的单个汉字所展示出的建筑文化意象，探究作为表形文字、表意文字的古汉字
在其构形、组词、使用、书写等多方面体现的古代建筑文化意义。
【关键词】汉字、中国文化、古代建筑

GRR教学模式的实践与反思——以新加坡H2华文与文学新诗教学为例
张建立   张建平  新加坡国家初级学院    
张曦姗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2021年新加坡H2华文与文学新课程引进课外文学作品赏析的部分，与旧课程标准相比，这对学
生是具挑战性的变革。为应对该挑战，我院以新诗为切入点，设计了从指定文本到课外文学作品的教学实
践配套。该实践以“新加坡课堂教学实践要领”(STP)为指导，依据探究式学习（IBL）理论，采取“教、
扶、放、收”四个阶段的“渐进释放责任直接教学模式”（GRR），旨在逐步培养学生独立鉴赏文学作
品的能力。实践证实，这一教学策略增强了学生的信心和赏析能力；同时，也发现了一些有待进一步充实
和深入探索的空间。本论文将阐述该实践所采用的教学理论、教学策略、教学流程、教学成效及反思。
【关键词】  GRR教学模式、H2华文与文学、新诗教学    

“V走”和“V去”互换性的多重对应分析
张进凯  中国兴义民族师范学院 文学与传媒学院

【摘要】  本文在“原型—样例连续统”理论指导下，通过基于用法的多重分析方法探讨表征“位移运动
事件”的“V走”和“V去”的变异性和互换性。研究发现：“V走”主要表征位移方向不明确、没有位
移目的地的位移运动事件；“V去”主要表征位移方向明确、位移目的地可预测的位移运动事件，因此
“V走”和“V去”处于位移运动事件“原型—样例连续统”的不同位置，“V去”较“V走”更接近位移
运动事件的原型。“V走”和“V去”在表征位移运动事件原型特征和典型样例时不存在概念重合，在表
征位移运动事件非典型样例时，在概念变量特征的交互作用下表现出概念重合。
【关键词】多重对应分析  位移运动事件  概念变量  互换性  变异性

书面语言复杂度对华语二语者写作质量的影响研究
张漫莉  北京语言大学  

【摘要】本研究基于韩国学生的HSK写作测试语料，采用若干典型指标，对华语二语者的书面语言复杂度
与写作成绩之间的关系进行了量化分析，考察了词汇及句法复杂度指标对学生写作质量的影响。研究结果
表明：词汇复杂度和句法复杂度指标与学生的写作质量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Guiraud指标、虚词
使用比率、连词使用比率、复杂词使用比率、话题链数量、话题链分句数、零形成分数量和T单位数量等
指标对写作质量具有较强的解释及预测效度。
【关键词】语言复杂度、汉语二语、写作质量
  

基于树库的汉语二语写作句法复杂度研究
张婉莹  北京语言大学

【摘要】句法复杂度（Syntactic Complexity，简称SC）在评价二语者语言水平、语言动态发展及写作
质量中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吴继峰，2018）。已有的研究侧重于SC对日语、韩语等母语者的汉语写作
评估的有效性问题，研究结论未必适合少数民族母语背景的汉语二语书面语评价。基于此，本研究以参加 
HSK（高等）考试的维吾尔族考生的作文语料为研究对象，基于自建的汉语二语句法标注语料库，从粗粒
度和细粒度两方面指标体系入手进行以下四个方面的研究：（1）通过预处理构建小型依存句法树库（
Dependency Grammar Treebank），作为句法复杂度研究基础；（2）通过小句切分和搭配抽取研
究粗粒度指标和细粒度指标的分布特征；（3）针对不同写作水平的被试SC指标进行对比研究；（4）基
于典型SC指标体系探讨二语写作水平动态发展特点。研究发现，基于T单位等粗粒度句法复杂度指标在区
分学生写作水平和预测写作成绩方面的解释力较弱，而基于短语层面的细粒度句法复杂度指标能够有效区
分写作水平和预测写作成绩。
【关键词】树库、 二语、语法

阅读与抒情文写作教学的有机结合—以华侨中学（高中部）语文特选课程为例
张薇  王健仲  华侨中学（高中部）

【摘要】抒情文写作一直是学生的弱点，也是教师的教学难点。由于没有经过有系统的抒情文写作训练，
高中生很容易将抒情文、记叙文或议论文混为一谈，对抒情文的写作手法更是一知半解。再加上学生缺少
生活历练，要让他们短时间内掌握抒情文写作手法，并进行创作，无疑难度极大。有鉴于此，我们决定在
现有的教学内容上融入抒情文写作教学，尝试结合REAP的阅读理论与教学实践，将阅读与抒情文写作教

学有机结合，以39位高一H2华文与文学的学生为对象，引导他们建构抒情文概念，了解并掌握抒情方式
与写作手法，从而进行写作实践。最终，通过调查问卷、课堂观察和学生作品，梳理和分析了阅读与抒情
文写作相互融合的方法及其有效性。
【关键词】抒情文写作、阅读教学、REAP阅读方法、语文特选课程

地名中的关中方言
张文丽  陕西学前师范学院文学院

【摘要】关中方言，曾经作为汉民族共同语基础方言，对周边地区方言、其他地区方言和民族共同语产生
过重要影响。地名是人们用以区别个体地物的语言符号，而作为纪录地名的语言符号包含形、音、义三个
部分。关中方言区的地名，尤其是地名用字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关中方言的特点。本文从关中方言
区中的代表性地区——西安入手，整理分析其地名，得出如下结论：1.声母 （1）古全浊声母清化，平声
送气，仄声归并关中方言中存在差异，西安归不送气，例如“中官亭/中官厅”、“安居巷/钱局巷”。
（2）古知系开口字按照等分化，知系二等、庄组、章组止摄字与精组合流，读ts、tsh、s，例如“三里
村/山李村”。（3）古泥、来二母在洪音前混用，尤其是在洪音鼻音前，泥母混入来母，读l，例如“新
农田/兴隆庄”。2.韵母 （1）前后鼻音混用，关中方言后鼻音为ŋ，前鼻音丢掉鼻尾n，主要元音鼻音化
。由于在当地人听感上二者具有相似性，表现在地名中前后鼻音字混用。例如“上游巷/三友巷”。（2
）遇摄合口一等端系字，元音复音化，读ou，与流摄合并。例如“双楼寺/双路寺/双芦寺”。（3）果摄
开口字一等字与果摄合口字合并，例如“贺韶村/火烧村”。通过分析发现西安地名用字的流变反映了关
中方言的特点及其变化，具有强烈的方言特色，深入研究地名可以挖掘背后隐含的历史文化内涵，提升文
化软实力；可以为地名用字、拼写管理提供理论支撑，推动新时代的语言文字工作。
【关键词】关中方言、西安地名、文化

从外交新词语看中国外交动向—以2010-2020年度《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媒体新词语表为例
张星霞  韩国汉阳大学

【摘要】本研究基于2010-2020年度《中国语言生活报告》媒体新词语表中的外交新词语，运用数据分析
法，从其分类、使用频次和年度分布三个方面考察中国近十年以来的外交动向，为读者勾勒出中国外交全
貌，以期让读者更好地了解当前中国的外交形势，并为中国未来的外交实践提供一定的智力支持。本研究
认为，按照领域划分，这些新词语所涉及的外交领域包括总体外交、经济外交、政治外交、军事外交、文
化外交、科技外交和医疗外交等七大领域；根据性质，这些新词语所涉及的外交类型又可分为方针类、方
式类、事件类、成果类、组织/平台类、场所类、色彩类和人物类等八大类型。它们较为真实、客观地反
映了中国近十年以来的外交动向。
【关键词】外交新词语、中国外交动向、《中国语言生活报告》、分类、使用频次、年度分布

华语文汉字学习策略个案研究-以印尼华语文学习者为例
张胜昔　中国华东师范大学国际汉语文化学院
陈信助　台湾中国文化大学教育系

【摘要】对外华语文之汉字习得一直困扰着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与学。若华语文教学伊始就“重听说而
轻汉字”，不仅将形成中高级以上的学习阻力，更达不到语言习得可持续发展的教学效果。本研究针对一
名中高级程度印尼华语学习者的“初级汉字习得历程”进行了个案分析，围绕汉字习得心理认知、脑神经
机制、仲介汉字等理论，剖析形声字之习写、读音、识义三方面的“中介状态”，深度探讨了形声字之“
形义-音”的习得联结难度，说明汉字作为第二书写系统的学习策略，以及具逻辑性有系统的字本位教学
在华语文习得中的重要性。期许研究结果可提供日后相关教学与研究参考使用。
【关键词】字本位理念、汉字心理认知、中介汉字、可持续性发展、个案分析

“错位的称呼”—当代汉语社交称谓语的变异与泛化
张雪  澳门科技大学 

【摘要】汉语中的社交称谓语是汉文化特征的缩影，亦是对中国社会现状的即时反映(Chao1956， 
Gu1990， Wang2003)。无论是对于语言学本体研究，还是对于语言与社会的互动关系研究，该议题都
具有新鲜价值(Brown&Ford1961， Ervin-Tripp1972， Zhang2021)。本文基于真实语料收集与分析，
针对当代汉语中四个新兴社交面称语(social vocative)的使用原则、表意功能、交际效果等维度进行了
深入讨论（分别为：“（小）哥哥/姐姐”、“老师”、“同学”、“家人们”）。研究发现，当代汉语
社交面称词有如下特征：（1）原有亲属称谓用法深入泛化（例如“（小）哥哥/姐姐”）；（2）职业称
谓用法深入泛化（如“老师”）；（3）“错位”称谓语兴起（如“同学”）；（4）网络称谓语变异性

强（如“家人们”）。当代汉语社交称谓语处于全面深入的泛化与变异中，其成因、过程、程度等，都与
语言发展和社会变迁密切相关。
【关键词】称谓语、社交面称、语言泛化、语言变异

“给我+VP”的主观处置功能
章天明  日本小樽商科大学

【摘要】本文主要讨论“给我+VP”结构表主观处置的语义来源，以及“给我+VP”结构 主观处置功能
实现的机制。 第一，“给我+VP”有两种不同的语义特征。表示“请求”的“给我+VP”中的 “给我”
等同于“为我”或“替我”；而表示“命令”义时，“给我”不等于“为、 替、向”等等，“给我”只
表语法意义。 第二，“给我+VP”的主语只能是第二人称代词，或指人称谓词语，或者是 VP 的受事。
VP 应当具有 [+自主]、[+动作]和[-褒义]的语义特征。 第三，通过“给”字句处置义来源的再分析，以及
与“给 X+VP”句式的对比， 分析得出“给我+VP”句式具有主观处置义。 第四，“给我+VP”中“给
我”的语法化成分的性质，以及第一人称代词的介 入，使“给我+VP”的主观性得到实现。
 【关键词】语义关联、结构关联、受益和受损、主观处置

多元智能理论与对外汉语阅读教学研究—以《零食》为例
赵畅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

【摘要】阅读过程包含着反应读者认知过程的丰富材料，是学习者汉语能力高低的重要体现。虽然近些年
汉语阅读教学的研究层出不穷，但是汉语阅读课堂仍存在着学生学习被动的情况，因此其教学策略还有待
进一步的研究。经过对教学理论的研究，多元智能理论从心理学角度研究了人的智力潜能是多元的，而阅
读教学不仅要教授学生语言文字知识和阅读规律，还要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因此， 我们认为， 对
外汉语阅读教学要想达到最佳的效果， 就必须从多元智能理论出发。本文主要结合《零食》一课从智能
理论下的每一个智能元素分析适合的教学策略和具体实践情况，最后经过反思提出多元智能指导下的阅读
课的教学原则，希望能够为阅读教学者提供一定的参考性建议。
【关键词】对外汉语阅读教学、多元智能理论、教学策略

中韩二语教学高阶教材对比与分析
赵莉  南京大学
赵学玲  Seogwipo-si, Jeju-do, Korea

【摘要】本文选取中韩两国用于本国语言国际教育的代表性教材《博雅汉语》（2018-2020）和《首尔大
学韩国语》（2012-2015），就两种教材高级阶段部分在文化主题选择、体裁内容以及训练模式上的异同
加以比较。认为两种教材在结构上都以文化主题来分类编排，并与训练模式紧密结合，但两种教材呈现出
的差异也十分明显。两者之间的差异固然可归因于两国国情、语言、文化特点的不同，但文化视角和文化
意识的不同是最根本的原因。考虑认知规律和文化视角，选择恰当且丰富的文化内容，不仅能够更好地实
现与国际学生的共情和跨文化交际的目的，通过与语言功能的紧密结合，也能够使语言训练获得更好的效
果。
【关键词】二语教学、高阶教材、对比、分析

社会语言学视角下女性群体通称的使用情况分析
郑皓月  中央民族大学

【摘要】称谓是人类社会中体现特定的人在特定的人际关系中关于身份角色的称呼，称谓词语与社会发展
联系非常紧密，在新中国的发展历程中，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乃至与国际社会的关系都将对称谓
词的使用产生影响，并在历时语料库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迹。在语言生活中，女性群体通称使用情况的
相关统计既反映了语言生活的变化又反映了中国妇女的发展状况，本文主要从社会语言学视角出发，观察
女性群体通称的使用情况。分别从历时角度和共时角度出发，分析五四运动以来“女性群体通称”使用情
况的历时变化，分析不同语体下女性群体通称的使用变化，发现人们对女性群体通称“妇女”“女性”“
女人”“女子”语义特征的不同认识影响了人们在不同场合下对女性群体通称的理解和选用。
【关键词】社会语言学、女性、称谓、语义

反义词“前”“后”的平衡与不平衡研究
周欣然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

【摘要】反义词作为一种常见的语言现象在人们的生活中被普遍使用。一般而言，反义词总是成对出现，

形成平衡状态，即一个词与另一个词形式对称但意义相反。然而以“前”、“后”为例，作为现代汉语中
使用频率较高的一对典型反义词，却很少有人在使用时能注意到其背后隐藏的不平衡现象。本文第一、第
二部分均从义项、构词、所构词、使用频率这四个方面展开，分别探析反义词“前”“后”平衡与不平衡
的具体表现，说明两者在平衡中存在着不平衡。接着又从认知、语义、语用、文化四个角度阐述原因，正
是由于“后”的被认知时间更早、语义范畴更大、受语言经济原则影响更多以及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内涵更
丰富，才使其能够拥有更广的使用范畴和更高的使用频率，也因此造成了反义词“前”“后”的不平衡现
象。
【关键词】前、后、平衡、不平衡

整合训诂方法论新探
周雁飞  新加坡新跃社科大学

【摘要】陆宗达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提倡“训诂方法的科学化” 。本文运用肯·威尔伯的”整合理
论”，采用其“四象限五要素”的框架结构梳理审视传统的训诂理论和方法。首先论述了训诂原理与整合
理论的内在关系，在此基础上将训诂学的适用范围与整合理论相结合，阐释其与传统训诂方法之间的深层
关联模式，及其有效性、前瞻性，进而使整合训诂方法不仅具有理性的解析，而且富于实践的可操作性。
本文是实践训诂学与西方阐释学（英语：hermeneutics）接轨的一次尝试，旨在为训诂方法论的现代转
化提供新的激荡和借鉴。
【关键词】训诂学、解释学、整合理论、四象限五要素

普通话句末语气词的句法性质
宗晓哲  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院

【摘要】本文探讨了句末语气词“啊、吧、吗、呢”的句法特征，认为它们超出了狭义的句法范畴，在话
语中具有表达功能和人际交际的价值。首先，从通过与语气副词、标句词“说”的位置对比，可以看出语
气词句法位置很高，独立于所在句子，属于语用层面。从语用角度来看，句末语气词具有明显的程序意义。
“啊”要求听话者参与到会话中，促进话论继续，是“互动标记”。“吧”在句中通过降低话语确信度，
缓和交际双方关系，是“礼貌标记”。“吗”要求话语权发生变化，促使听话者对所提问题进行进一步的
解释，是“问询标记”。“呢”在话语中起到凸显说话者所表达的语义关系的功能，使得话语与语境之间
存在一定的语义联系，是“焦点凸显标记”。
【关键词】句末语气词、话语标记、句法-语用接口

现代汉语周遍性主语中周遍义的形成原因
左思民  高丽大学中文系 /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  

【摘要】本文探讨了现代汉语六种周遍性主语中周遍义的形成原因。结论如下：在任指疑问类周遍性主语
句如“谁都认识”中，主语的周遍义是经由疑问代词的任指用法而获得的“全域义”。在含数词“一”的
周遍性主语句如“她一点道理也不懂”中，主语的周遍义依托梯级义经语用推理而得，并且只允许从否定
极小量达到否定全量的推理。在列举类周遍性主语句如“老王粤菜也吃过，川菜也吃过，鲁菜也吃过，浙
菜也吃过，中国八大菜系的菜都吃过”中，主语的周遍义并非列举的产物，而由最末的总括分句直接表达。
在物量词重叠类周遍性主语句如“家家都用上了煤气炉”中，主语的周遍义源于物量词重叠式所具的“每
一”意义。在含“全部”等词的周遍性主语句如“全部（都）得参加会议”中，以及含“每”等词的周遍
性主语句如“每个人（都）很认真”中，主语所含的周遍义由充当句子主语的词语直接表达。
【关键词】周遍性主语、任指、语义、语用义

28



七、论文摘要

试析因果连词“因而”“从而”“故而”
安美璇  北京师范大学

【摘要】“因而”“从而”与“故而”是表示因果关系的一组连词。经考察发现，三个词的生成方式均属
于跨层结构的词汇化，源头可以追溯到先秦文献语言。古代汉语句法结构模式的弱化和消失是促成三者词
汇化的重要动因，因此立足于古代汉语，结合词素“从”“因”“故”的词义及特点，考察并解释连词“
因而”“从而”“故而”在现代汉语中存在的使用差异，可以得到三者的区别特征。具体表现为：“因而
”强调因果之间的联系，依据前者推测出后者，后者可以是有所依据的推论；“从而”强调两个事件的发
生存在先后顺序，表达因果关系时，需要首先在语境上满足因果逻辑，通常更强调结果；“故而”所连接
的“原因”与“结果”均是已经发生的既定事实或客观存在的现实情况及惯例，通常更强调引出结果，但
也关注对原因的追溯。
【关键词】因果连词、词义特点、区别特征

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口语流利性评价指标效度研究
鲍杰 北京语言大学
 
【摘要】口语流利性是衡量二语学习者口语水平的重要标准，然而学界对于是否有必要从多个维度对其展
开评价尚没有明确的回答。研究以78份韩国汉语学习者的HSK口语测试录音为研究对象，以专家评分作为
参照，从时间、表达、语言（包括句法、词汇、语音）三个维度选取24项指标作为评价依据，来考察各
项指标对考生口语流利水平评价的效度。研究结果表明（1）所选取的指标中，与口语流利成绩相关的指
标共13项，可以解释口语流利成绩74.4%的方差；（2）在13项指标中，有5项时间维度指标、2项表达维
度指标和5项语言维度指标（句法指标1项、词汇指标4项）能够区分考生的口语流利水平。以上结果说明
在对汉语学习者的口语流利性进行评价时，有必要提取多维度特征。
【关键词】口语流利性、评价维度、指标效度、韩国汉语学习者

潮汕方言陈述语气词“哗（还）”的用法及其语法化
陈楷森  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摘要】在潮汕方言中，“哗[hũã33]”是表示确认某个事实的陈述语气词，由“哗”所构成的“VP哗
[hũã33]”可根据语境还原为“VP1□[hũã33]VP2”，还原式中“□[hũã33]”这个语音形式不再能分
析为语气词“哗[hũã33]”，而应分析为副词“还[hũã33]”。文章在考察语气词“哗”和副词“还”的
基础上，指出语气词“哗”的本字是“还”，语气词“还”由副词“还”语法化而来，其“确认”义来源
于副词“还”的“延续”义，虚化环境是根据语境省略了VP2从而使副词“还”处于句末位置的“ V P 1
还 ” 。 这 种 确 认 功 能 在 语 用 类 推 的 作 用 下 ， 最 终 固 化 为 语 气 词 “ 还 ” 的 语 法 意 义 。
【关键词】哗、还、语气词、潮汕方言

湖南平江赣语能愿动词“要”的脱落及长音现象考察
陈山青  邹珊珊 湘潭大学
 
【摘要】湖南平江赣语能愿动词“要”在语流中可脱落，使前音节读音补偿性加长，从而形成“脱落→长
音”音义互动现象。除了单一脱落外，“要”还可与副词“也”形成双重和选择性脱落。实验语音分析显
示，长音具体表现为音节的主要元音发音明显加长，声调调值变为[原调值+4]，声母不发生改变。语言经
济原则和韵律法则是该现象形成的动因和机制。能愿动词“要”的脱落代表了汉语音节脱落的一种类型，
提供了一种句法创新的途径。   
【关键词】能愿动词、要、脱落、长音、音义互动、韵律法则

中国古诗与其印尼语译文比较研究——以唐诗的韵律问题为中心
陈衍宏(Clement Tanaka) 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摘要】经过调查发现，目前中国古典诗词的印尼语译本数量不多，此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印尼上世纪
50年代至90年代的“禁华”政策所影响。诗歌翻译主张“三美论”，韵律是诗歌创作的重要因素之一，
韵律的转译应当被重视。本文梳理约有7种唐诗印尼语译本之后，发现周福源译文尤其重视“音美”部分。
本文根据译文的用韵情况与印尼古代诗歌类型进行对照，将周福源译文分为五种类型。然而，受到语言差
异的影响，多数诗作经过翻译后，在词语数量方面难以呈现形式上的一致，仅有少数情况或巧合原因达到

词数相同，如《十五夜望月寄杜郎中》原文与译文均有7个字（汉）、7个词（印尼），此现象或许为周
氏无法满足押同韵情况之下，对字数采取了一定的“补救”措施。最后，为了提高中印尼韵文作品翻译的
水平，本文提出了从宏观及微观层面的相关建议。
【关键词】唐诗、韵律、印尼语译本、比较

字本位理念之华语文教育生态系统教学效能分析
陈信助  台湾中国文化大学
张胜昔  中国华东师范大学

【摘要】本研究依据差异化教学与适性化教学理论探讨华语文教学生态系统中「字本位 理念」的教学效
能的重要性。透过台湾某大学华语文中心的初级华语文课程进行实验研 究。本研究采用开放式行动研究
法，辅以文献资料分析法、经验总结法和调查访谈法。研究过程包括「计画-实施-观察-反思」四大环节，
首先依据学习者背景之差异与需求， 适度安排（调适）总体教学方案及课程；再透过华语文「听、说、读、
写」并重的「综 合教学法」推进新的班级经营，以字本位理念及教育生态系统为基础重新设计和安排课 程；
然后依据学习者对课堂教学环节的感知进行反思与检讨，进行行动研究。研究结将提供对外华语文教学与
研究参考使用。
【关键词】差异化教学、适性化教学、字本位、教育生态系统、综合教学法

六何法的教学局限及其对策
龚成 王娟 郑文佩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六何法”能帮助学生快速找出文章的主要信息，经常被用在阅读教学中。很多教师在写作教学
中也常使用六何法指导学生构思，列出写作大纲。六何法在阅读教学中的优点较为明显，但在写作教学中，
却有其教学方面的局限。因为使用六何法进行选材，其实只是对选材信息进行罗列的手段，它是选材的结
果，而并不是选材的方法。至于如何确定“六何”中的诸多信息，为什么是此信息而不是彼信息，正是学
生特别需要得到辅导和训练的地方。而这个思维的过程，较少在课堂教学中得到显性训练。本文以写人和
写事的记叙文为例，通过思维过程的角度分析六何法在写作选材上的局限和不足，并尝试提出相应的解决
办法，帮助学生利用六何法进行最优选材。
【关键词】六何法、写作教学、教学局限、对策

法汉翻译中的名动词类转换
成萌 法国索邦大学

【摘要】词类转换是 J.-P.Vinay 和 J.Darbelnet (1958) 在《法语与英语文体学对比》中，通过对法英
文本的比较分析，提出的翻译主要手段之一：“ 在不改变信息含义的前提下，一种词类替换另一种词类
的过程。”由于法语与汉语在词汇和语法功能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在翻译实践中，译者往往采用该手段使
翻译变得更精准地道。该研究将基于对法国文学作品《红与黑》原文与三个中文译本的对比而进行词类转
换的相关分析。本文中我们将主要介绍在法汉翻译中出现的法语名词转换为汉语动词的现象。比如，法语
中紧随时间介词的动作名词常转换为汉语动词；又如，法语时间名词后的动作名词或情感名词可转换为汉
语动词，等等。通过对比，我们将发现汉语更习惯于用动词来表达时间含义。
【关键词】 词类转换、 法汉翻译、名词、动词。

中韩小说的机器翻译与人工翻译对比—以中国当代代表作家余华的作品为例
崔贤植 上海商学院

【摘要】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飞跃发展，神经机器翻译取得了巨大进展。机器翻译能否取代人工翻译？机
器翻译能否翻译小说？以上议题已成为翻译学界的热门话题。本文以中国当代先锋派代表作家余华作品的
韩译实例，选用中韩两国具有代表性的机器翻译引擎百度翻译和Papago，从文化负载词、长难句、超
句翻译单位等层面对比分析机器翻译和人工翻译，探讨机器翻译存在的问题以及前景展望。
【关键词】机器翻译、人工翻译、中译韩、小说

基于语料库的对外汉语同义词辨析—以“一定”和 “肯定”为例
崔香兰·朴兴洙  韩国外国语大学
 
【摘要】本文希望通过语料库的实证研究，探索出同义词“一定”和“肯定”的异同点和搭配对象的互补
性，以更好地理解并使用。 一般的同义词辨析大都通过字典等工具，依靠直觉经验和内省的方式。虽然

字典具有权威性，但仅仅依靠字典来辨析同义词存在许多不足之处。大型语料库以及先进的检索工具以其
特有的优势为同义词辨析提供了新的方法。本文基于先进的北京语言大学大数据与语言教育研究所的
BCC语料库，采用定量和定性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以同义词“一定”和“肯定”为例，分别从语域
分布、类联接、搭配特征及语义韵方面进行了同义词辨析的实证研究。 综上所诉，本文立足于对外汉语
教学视角，旨在探讨如何帮助学习者更加直观、有效的辨析近义词“一定”和“肯定”。尽管在内容上还
有许多不足之处，但仍然希望可以为汉语同义词教学提供一个可参考的依据。 
【关键词】 同义词、对外汉语教学、语料库、词语搭配、类联接

《岳麓书院藏秦简（伍）》部分字词研读
高婷婷  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

【摘要】《岳麓书院藏秦简（伍）》包含秦代大量律令档案材料，内容丰富，史料价值 高。本文提出五
则字词释读、断句意见，如简 131-132“劾”如字读、“失道” 当指偏离目的地、“回留”应断读开；
里耶秦简 8-777 号简当断读作“从人论、 报、择（释）免归致书具此中。”“简 163“私属免婢”当断
读开；简 199“率” 有劝勉之意；简 225“均”读为“徇”，巡视之意等。以期进一步疏通文义，为 学
界后续利用该文本提供便利。 
【关键词】岳麓秦简、字词释读、断句

语法训诂浅议：基于三个平面的“新描写”
高扬 浙江财经大学

【摘要】利用语法进行训诂实践最为关键的一步，是对疑难词句进行细致的结构描写。传统结构主义成熟
的描写方法的确解决了大量的问题，但是古代汉语，尤其是上古汉语作为一种综合性倾向的语言，存在大
量同形异构、一种形式表示多种功能、多种结构表示一种功能的现象，传统成分分析的方法在描写时还是
显得捉襟见肘。想要精准的描写就必须高度重视语言学理论工具，将不冲突的理论加以融合，将解释与描
写加以统一。因此我们的主张是：语法训诂应该基于古代汉语综合性的倾向，充分利用语言学理论，以考
察分布为核心，剥离语言外证据，根据需要在语法、语义、语用三个平面展开研究，在描写中加深解释，
在解释中深化描写，从而对待考词句的显性和隐性结构都做出最细致的描写，进而考察句例分布，求得达
诂。如在语法层面，除了关注最表层的成分组合外，也应该注意到，长期被忽略的汉语韵律，实质上就具
有形态的功能，利用这一形态，可以很好地解释一些传统结构语言学无法解释的问题，进而对结构做出精
细描写，解决争议。再如语义层面，上古汉语缺少形态变化，其他语法形式也比较隐蔽，位于深层的语义
层面研究涉及到语义特征、语义指向、义素分析、语义场等。如能充分利用，则可通过充分解释，对结构
做更准确的描写。而语用理论，可以帮助解决句与句之间的问题，适合处理一些重复、句读争议；而鉴于
语言普遍存在的语用诱发机制，这个层面的研究更是在描写时不能或缺的。
【关键词】语法、训诂、新描写主义、解释

皖北中原官话区淮北方言的疑问句
郭迪迪  郭辉  亳州学院中文

【摘要】“淮北”指安徽省北部的淮北市，辖相山、烈山、杜集三区和濉溪一县。按《中国语言地图集》
（2012）的分区，三区和濉溪分属中原官话徐淮片及商阜片。淮北方言疑问句有是非句、特指句、选择
问、反复问句四类。是非问是在陈述句末尾加上扬的语调“↗”表疑问。特指问常在句中用“啥子、咋的、
咋着、哪来”等代词作疑问点，要求对方就疑问点作出回答。选择句常用“是/ｖｐ还是ＶＰ”的选择格式作
疑问的焦点，句末常用语气词“昂”。文章主要描写分析了淮北方言的“可ＶＰ、ＶＰ不/没ＶＰ、ＶＰ
不(啵)/没有”三种形式的反复问句，并讨论了“ＫＶＰ、ＶＰ－neg、ＶＰ－neg－VP”的历史层次及
“可ＶＰ、还ＶＰ”的来源。
【关键词】皖北中原官话、淮北方言、疑问句

欧化影响下表范围限定的方位结构“NP抽象上”
郝锐  首都师范大学

【摘要】受欧化影响，早期现代汉语中表范围限定的方位结构“NP抽象上”集中大量出现。新中国成立
以来中期现代汉语中这一结构呈现新的发展态势。使用方面，表范围限定的“NP抽象上”成员有增有减、
有“潜”有“显”，但“增”和“显”是主流，既有量的增，也有类的显。语法功能方面，早期现代汉语
中“NP抽象上”可以充当状语、定语、补语，中期以来则发展出了“句首修饰语”的功能。具有人际功
能的“NP抽象上”成员正是从做句首修饰语的位置上进一步转变而来，且逐渐发展出全句评注、传信和
情态、衔接连贯以及焦点凸显等功能。

【关键词】欧化、NP抽象上、历时演变、表达功能

华语综艺节目对新加坡华族学生之影响的调查—以南洋理工大学为例
洪玮嬣  许润芳  南洋理工大学

【摘要】随着新媒体覆盖面的不断扩大和华语综艺质量的逐步提高，两岸三地和新马的华族年轻人对综艺
节目的关注度不断上升，由于没有语言壁垒、更新及时、内容有趣、种类丰富，新加坡华族青年大多对华
语综艺节目有所了解，部分学生更成为了资深观众。本文通过对本地华族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掌握其观
看华语综艺节目的频率、动机和偏好，两岸三地及本地华语最受欢迎节目的播放渠道、类型、主题、播放
平台和制作地点，华语综艺及相关对新加坡华族大学生华语使用水平、文化素养等方面产生的影响，了解
大学生在观看过程中感受到的文化、思维差异及对节目内容制作方向的期待，总结华语综艺对华族大学生
的影响及其走向华语中圈的可改进之处，为两岸三地及新加坡本土华语综艺节目发展方向提供参考，探讨
综艺节目等文化项目应用于汉语国际教育的可能性。
【关键词】汉语国际教育 综艺节目 华语 口语教学

短视频技术应用于听障初中生汉语教学的研究
洪臻颖  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 

【摘要】媒体技术极大地促进了短视频内容的发展与传播，短视频也成为了前者最常见的应用领域之一，
为身处不同行业的受众提供了信息输出和接收的渠道。而短视频的普及恰恰赋予了听障学生群体公平地接
受信息的机会。目前，以短视频为媒介，对听障学生进行汉语教学的研究仍有较大的发展空间。由于先天
或后天的身体缺陷和特殊的成长经历，听障学生常常会产生严重的自我封闭心态和对陌生环境的抵触心理，
又因与社会接触机会较少，自然地落于信息传输通道的末端。因此，只有将语言与技术二者有效地融合，听
障学生才能在汉语学习的道路上缩短与健全学生间的差距，且逐步实现“信息平权”。本文将以听障初中学
生的汉语学习过程为研究对象，依据认知语言学的相关理论，通过对听障学生的语言获得过程进行语境依赖
方面的研究，提出短视频应用软件参与其汉语习得的改进方案。
【关键词】听障学生、汉语教学、短视频 语境依赖

从康德的文学艺术理论看阅读在提高华文作为第二语言学习的学习兴趣中的作用
黄婉玉  林进展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新加坡以英语为通用语言，学生的华文学习缺乏足够的语言环境和学习动机。华文作为第二语言
的社会地位既定，其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不足的情况既定，仅依靠功利性动机注定无法引起学生学习华文
的足够动力，需要一个非功利性方法来提高学生学习华文的兴趣。康德在其美学理论中提出，由审美判断
所产生的愉悦是无功利性的、无任何利害关系的愉悦。审美活动是一种非功利性的、无利害关系的活动。
他认为阅读是最高级的审美活动，具有审美活动无功利、无利害关系的本质特点，是符合人的自由本质的
最高级的活动。由此看来，阅读是一种无功利性的活动，能够产生普遍的愉悦感受，可以用来提高学生学
习华文的兴趣。而若要阅读能够担当引起学生学习华文兴趣的重任，则需要让华文阅读回归阅读的审美本
质。
【关键词】第二语言学习、无功利性、阅读、学习兴趣

华文写作：微视频的运用策略再探
黄易亭  张水福  郭兰花   新加坡国家初级学院
张曦姗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中学低年级的学生在记叙文写作的内容上总是千篇一律，主题不够鲜明，详略不当，更严重的是
内容缺乏逻辑性，情节不合理。因此，研究团队希望通过微视频帮助学生“乐于用华文作书面表达，能感
受写作的乐趣，丰富写作内容”。微视频教学模式从观看微视频开始，过后通过提问，在科技平台上让学
生思考与分析，同侪间针对视频进行讨论，并和老师一起总结视频内容的主题、人物形象等技能，经过这
一系列的思考与讨论，教师才给出对应的作文题目。这项研究已在本院连续进行了两年（2020-2021），
今年我们以137名低年级学生为研究对象，再优化教学策略，希望持续为中学低年级写作教学提供一个简
易、操作性强的教学方法，以提升学生的写作能力，并加强学生写作的信心。
【关键词】华文写作、微视频、中学低年级
 

汉语二语者动名搭配习得研究
姜晓欣 北京语言大学

【摘要】本文将从研究内容、研究语料、研究结果三部分概述论文内容，具体如下。 一、研究内容 通过
动名搭配中名词宾语的语义类别、错误搭配的类型分布、不同母语背景 二语者动名搭配产出量三个维度
考察二语者与母语者、不同母语背景二语者（日 语、韩语、维吾尔语）HSK 作文中产出的动名搭配是否
存在差异。 二、研究语料 二语者语料我们选取了 2010 年 10 月 HSK 考试作文 90 篇，其中，韩国、日 本、
中国维吾尔族二语者作文各 30 篇。母语者语料是高三及其以上学历的汉语 母语者按照 HSK 作文考试要
求写的同题作文，共 30 篇。 三、研究结果 1、动名搭配中宾语对语义角色的优先选择关系是“受事>对
象>等同>致使> 结果”，二语者与母语者动宾语义类型选择顺序基本相同。 2、动词误用占偏误总数的一
半，是主要的偏误类型。 3、日本二语者与韩国二语者产出正确搭配的比率不存在显著性差异，产出 搭
配总量最多、错误搭配数量最少的是维吾尔族二语者。
【关键词】汉语二语者、书面语、动名搭配

汉语学习者常见的母语负迁移及教学对策
蒋一鸣  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

【摘要】以英语为母语的汉语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常常会受到母语的干扰，这种现象被称为“母语负迁
移”。因英语和汉语具有明显差异，以及学习者受母语思维的影响，“母语负迁移”现象在以英语为母语
的汉语学习者群体中屡屡发生，且有一定的规律性和同质性。研究母语负迁移有助于发现汉语学习的重难
点，指导教师更有针对性地开展汉语教学，从而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增强学生的动力和信心。过往文献
和本项研究显示，常见的母语负迁移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语音、词汇、句法、书写系统及文化背景。本
项研究将对以上五方面进行详细介绍和说明，并提供如下三点教学对策，以减轻母语负迁移对中文学习的
影响：归纳常见错误点并提供配套练习；营造“沉浸式”汉语学习环境；保持耐心并鼓励学生从错误中学
习。
【关键词】母语负迁移、汉语学习、教学对策

韩中后缀“X家”的语义研究 
金梅 ·朴兴洙   韩国外国语大学

【摘要】汉字和汉语最早在商末周初就被箕子传播到了‘朝鲜’， 汉语教学在韩半岛的历史源远流长。
作为汉字文化圈和儒家文化圈的国家，韩国对汉字、汉语和汉文化一直有较强的认同感。 韩国是大约从
公元600年开始，借用相当于汉语中高音的语音和文字。在韩语词语当中汉字词所占比例相当高， 虽然《
训民正音》（1446年）颁布之后， 韩国有了自己的文字， 汉字词的使用早己深入人心。韩语中的汉字词
大多保留唐宋时期的中古音韵， 书写上基本采用繁体字， 因此，韩国是最早接触和吸收汉字汉文化进行
汉语教育的国家。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不管是国家层面还是民间，韩国一直保持着汉语教育的传统。本
文研究的是汉语和韩语中共同使用的后缀“X家”（“X가”）的语义对比，特别是着眼于它的语义特性，
阐明意义差异为研究目的。韩中 “X家”的语义可分为同义，转移，变异的关系。笔者以类后缀“X家”
的语义特征、语用特征等方面来浅析“X家”词缀化产生的原因。韩中两国同处“汉字文化圈”之中，有
着密切的联系。第二语言的习得离不开牢固的第一语言基础。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研究已经成为一门独立的
学科，研究日益精深。各国的汉语学习者，在自身文化特点的影响下，对汉语语言的习得、难易把握、也
有着不同特点。其语言的共性及个性更有着不同于其他的特点，这为中韩语言研究提供了必要性，也为对
韩国的汉语学习者的研究提供了必要性。第一语言对第二语言的影响和干扰，所以常常会使第二语言的学
习者自觉不自觉地要以第一语言为标准来套用所学的语言，因此产生“对等”意识和偏误现象。希望中韩
共同使用的后缀“X家”的语义对比研究，对中韩之间跨语言跨文化研究的引玉之砖。
【关键词】 “X家”、类后缀、语义差异、韩国汉语学习者.

明末西班牙传教士菲律宾漳州闽南话教材古今韵母分合考辨 —以《汉语语法：漳州话语言艺术》（1620）
西班牙巴塞罗那图书馆善本为例
金美  中国厦门大学

【摘要】本文以在菲律宾马尼拉传教的西班牙道明会（又称“多明我会”）传教士撰写于1620年的教材
《汉语语法：漳州话语言艺术》（下文简称“漳州语艺”）西班牙巴塞罗那大学图书馆善本漳州闽南语为
例，对比考察今漳州话（下文简称“今漳州话”）与《广韵》音系韵母（每字所属韵摄开合等次及声调用
小字号标注于每字右下角），查考辨正明末菲律宾漳州闽南话与今闽南话韵母古今分合的历史音变遗存，
颇有启示意义． 
【关键词】 明末西班牙传教士、菲律宾漳州闽南话教材、古今韵母分合

跨语言视角下汉语结束义动词的语法化研究
景高娃  浙江外国语学院 

【摘要】本文采用共时和历时相结合的方法，对汉语结束义动词的语法化过程进行分析，并借鉴语义地图
的方法，描绘结束义动词的多功能性。事件连接功能的产生是结束义动词语法化非常重要的一环，符合类
型学结束义动词语法化的一般路径。在共时平面上，对方言中的结束义动词的关注还不足。“罢”在普通
话中已很少使用，但保留在豫北方言中，进一步虚化，并扩展出表达经历的用法。从跨方言或跨语言的角
度来看，汉语方言和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语言中的结束义动词有相似的从完结到经历的扩展路径。已见报
道的境外语言的结束义动词可以表达“以后”“已经”“完结”“接续”“过去”“完成体”等多种功能。
汉语结束义动词向完成体甚至经历体方向发展，体现了类型学的共性。
【关键词】结束义动词、多功能性、语法化、经历体

认知视域下韩国学生能性述补结构的习得研究
雷婷  中山大学 

【摘要】能性述补结构一般是指“V得/不C”结构，是汉语的一种特殊句法结构，该结构的使用条件相对
比较复杂，在韩语中没有完全相同的对应形式，因此韩国学生在使用该结构的时候常常出现各种偏误。传
统的“V得/不C”结构教学主要偏重于结构形式的描述，学习者虽然能记住能“V得/不C”的结构形式，
但是能准确理解把握并有意识地正确使用该结构的学习者却不多。本文尝试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对能性述
补结构“V得/不C”进行习得和认知研究，试图探索出能性述补结构“V得/不C”的认知加工机制，并以
此为依据帮助对外汉语教师找到更为科学有效的教学策略。
【关键词】能性述补结构、二语习得、认知研究、汉语教学

新马地区私会党的行业隐秘语
李国樑  新加坡独立民间文史研究员、民间文史顾问

【摘要】新马的华人帮会源自中国清朝的天地会，殖民地政府称之为secret society（私会党）。虽然一
些私会党员曾经回国反清，大体上私会党的本质已演变成通过武力争夺地盘，以新客与黄赌毒为主要营收
的社会罪案源头。19世纪末，新加坡私会党被令“解散”后，成立以洪门“廿一”为根基的“天地人神”
派系，行语亦趋向本土化，例如“平中”和“崩角”两大主流招纳新丁时都会“做大戏”和“布袋戏”，
急功好利的私会党老大则“去角”；私会党内部职位有426、415、49等，民间形容“08、24、369，敌
不过999（警方号码）”；一旦“风来了”最好马上把“白鱼”藏起来。此外，“开台”跑码头必须以《
五祖船》对诗，跟“水”相关的隐语甚至通俗化，成为民间方言惯用的俚语。 
【关键词】新加坡、天地会、私会党、行语

关于华文实时在线课堂互动技巧的思考
李静  范静哗博士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COVID-19的疫情导致许多青少年的学习场域从传统的同一物理空间的课堂转到虚拟空间的实时
在线课堂，实时在线教学的互动环境的改变也导致传统的师生互动条件发生了变化。当教师和学生分散在
各自的生活空间，在共享的虚拟学习空间中师生的互动与传统课堂相比，相对缺少非言语交流，这对学习
者的投入和注意保持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教师需要进行专门调整才能发挥在线教学的效果。本文从青少年
心理学的角度探讨注意力及其与在线学习的关系，进而分析在线课堂中的常见任务，并总结在线教学中的
一些互动技巧，目的在于通过形成良好师生关系、积极的学习氛围来加强课堂互动，为学习者赋能。文中
总结的互动技巧主要包括：1.激发学习动机的互动技巧，如提问、反馈、非言语交流等；2.教学过程策略
的互动技巧，如明确学习任务、设计话题以及任务导向教学等；3.差异化教学策略的互动技巧，如应用资
讯科技支持差异化教学、组织统筹课堂中的互动。
【关键词】在线课堂、非言语交流、青少年学习心理、在线互动

关于强调数量“就”的重音形式
李美京 韩国大邱大学
            
【摘要】本文主要以声学的方式针对既可强调数量多又可强调数量少的副词“就” 进行的研究。前人对
此研究已经很多如，在句法、语用、语义演变、语义指向、主观量等方面，但在韵律方面的研究却很少，
且几乎都靠语感来判断“就”是重读还是轻读。本文要对“就”的本体研究与韩汉对比研究同步进行，考
察在有无“就”的单量式结构中重音形式有何区别，还要看中国人和韩国人对“就”句子的音长和音高有
何不同。实验材料选择了《现代汉语八百词》，《现代汉语虚词词典》中的例句及自己调整的例句，一共
20个句子。实验对象为中国人3名，韩国人3名，各读三遍。分析对象一共为360（20*3*6=360）个句子，
57，600（20*160*3*6=57，600）个音节。本文要分析句中有无副词“就”的两种情况下，句中音长和
音高的不同。研究结果大体如下，第一，通过分析音长和音高来看，句中有无“就”时，重音位置有所不

同，没有“就”时，重音放在句末数量单位上，并且各音节的音长相差不大。强调少量时重音既可在“就”
上，也可在“就”后的数量单位上；强调大量时，重音放在“就”前。第二，韩国人不管副词“就”在哪
儿，一般都把重音放在数字上，有些人把它放在动词上。可见，韩国人对句中出现强调数量的副词“就”
的重音格式不太了解。第三，韩国人的每个音节音长区别不大，而重音的表现不太凸显。
【关键词】重音、 副词“就”、音长、音高

东南亚华语早期词汇发展变化研究
李权  北京师范大学

【摘要】本文以《叻报》《新国民日报》为研究对象，分别选取1917-1920（本文称之为“前期”）和
1930年前后（本文称之为“后期”）的等量本地新闻语料进行两点间的词汇比较，主要有以下两点变化：
第一，文言形式减少，白话形式增加。早期华语的语言风格可归纳为“文白相融”，即尚古的文言词和通
俗的白话词并存共用。对比前后期，文言形式有所减少，白话形式有所增加，体现出文言向白话的过渡特
点。第二，由不稳定趋于稳定。表现为如下语言事实：其一是同义形式的选择，如同素异序词，其二是异
形词的选择，包括自源和他源两类。它们均表现出前期词形丰富，且频次相近，后期出现了主要词形的变
化。以上几种变化主要受以下三种因素的影响：其一，早期国语的影响；其二，东南亚本土因素的影响；
其三，外语的影响。从“史”的角度来看，应该将共时和历时的研究思路相结合，多角度考察影响华语发
展变化的因素。
【关键词】东南亚华语、叻报、新国民日报、词汇

基于网络技术支持下韩国高校汉语教育现状
李秀彬 韩国仁荷大学/中国天津师范大学

【摘要】随着网络技术的普及，不受时空限制可以展开汉语教育。在疫情情况下，多数韩国高校采取了基
于网络技术支持下的远程汉语教育。本研究主要考察对象为20所韩国重点高校的汉语教育现状，主要考
察范围为韩国政府的官方文件、高校常用的LMS系统，K-MOOC平台、KOCW高校资源共享平台、高校
的OCW平台、高校官方网站进行了考察。考察得知，1）汉语与其他外语相比，韩国政府对汉语教育方
面的支持力度变化不大，可说明为韩国政府重视汉语教育。2）韩国高校利用LMS系统开展混合式学习以
及远程教育提高汉语课堂教学的绩效。3）通过K-MOOC管理实施策划可以看出，韩国政府重视基于网
络技术支持下的远程教育，以及远程教育有着一定的意义。本文进行了基于LMS系统支持下的汉语课堂教
学设计。LMS系统可以实现以学习者为中心的课堂教学，又可以减少教师的备课时间。基于LMS系统的汉
语课堂教学可以分为三大环节开展不同的教学活动。1）课前环节主要进行资源学习，比如：教师把教学
资源上传到LMS系统让学习者进行自学。2）课中环节可以点击远程会议（ZOOM与谷歌会议）开展远程
教育。3）课后环节利用LMS系统上的练习，考察学习者的掌握度。4)学生互动方面，LMS系统上教师创
建小组之后，不仅可以进行生生互动，还可以线上会议当中可以进行师生讨论。本文的研究工作可以为对
韩国汉语教育的信息化与汉语教学改革工作提供参考并借鉴。
【关键词】汉语教育 、系统

混合式学习模式运用于文学教学的设计与实践—以H2华文与文学小说教学为例
李志元  新加坡莱佛士书院（高中部）
张曦姗  南洋理工大学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随着数码科技的普及，课堂的教学形态及学生的学习方式也有了巨大的改变。混合式学习模式便
是其中一大教育趋势。学生在选读H2华文与文学这门课前，较少接触过文学作品，也缺乏深入分析文本
的能力。因此，如何带领学生深入分析课程中的所有作品，并教授学生分析文本的能力便成了一大教学难
点。本文试图以H2华文与文学课程下的小说教学为例，探究如何将混合式学习模式运用于文学教学上。
首先，本文将介绍研究背景与对象，并阐述新加坡混合式学习模式的概念和理论依据。接着说明运用混合
式学习模式于小说教学上的实践过程。最后，本文通过学生调查问卷、聚焦访谈及教师观察来检视教学设
计与实践的成效，再反思教学过程中所面对的挑战。
【关键词】混合式学习模式、H2华文与文学、小说教学

“年老”对新加坡华族年长病患意味着什么？—以医患门诊会话中的“年老”为例
林鼎勋   林尔嵘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摘要】在公共医院的门诊互动中，时而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一些年长患者会在话语中向医生标榜自己“
年老”的身份，如：“这么老了”、“我岁数有了”、“八十七岁了啦”等等。我们发现，这些以话语标
识自己或他人的“年老”身份不只是单纯的在传达信息。实际上，在不同的会话序列环境中，以话语标识

“年老”作为会话行为能达到不同的话语作用。以新加坡某一家医院的门诊语料为例，我们结合会话分析
（Conversation Analysis）方法与身份类属机制（Membership Categorization Device）的视角，
探讨“年老”这一身份类属在门诊互动中的作用。研究显示，一些华族年长患者会向医生标榜自己“年老”
的身份，以完成特定的话语行为，包括：一、合理化自己的病症；二、拒绝医生的医疗建议；三、辩解自
己身体功能的缺失。通过分析这些年长患者标识“年老”身份类属的互动序列及相关的会话行为，我们旨
在揭示新加坡华族年长患者对于“年老”这样一种身份标签的观念及认识，说明身份类属机制是如何搭建
起交互双方对话语的理解，也为医患沟通研究带来新的启发。
【关键词】会话分析、互动语言学、身份类属机制、年老

维吾尔语、西部裕固语颜色词文化内涵对比研究—以“黑”“白”为例
林雅琛   中央民族大学

【摘要】本文总结对比维吾尔语和西部裕固语“qɑrɑ/�ɑrɑ黑”“ɑq/ɑq白”的义项发现，两种语言“
黑色”既含褒义也含贬义，均有伟大、尊贵、有力、程度深、粗糙、无知、坏、反面的和孝服等义。但维
吾尔族接受了汉族“黑色”代表非法、秘密的认识。维吾尔族和西部裕固族都认为“白色”代表吉祥、善
良。西部裕固语“白色”可指所有奶制品和非宗教职业者，维吾尔族受到其他民族影响，借入了白色“落
后、反动”等贬义。并从社会生产实践、宗教信仰、风俗习惯三方面讨论“黑”“白”文化内涵的异同原
因。
【关键词】维吾尔语；西部裕固语；“黑”“白”颜色词；文化内涵对比

试论对外汉语教材中的拼音教学设计及拼音对教学的辅助作用—以《博雅汉语（第二版）》为例
刘迪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

【摘要】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开始学习汉语，各种对外汉语教材层出不穷。语音教学在语言学习初
期有着重要意义，对于汉语来说，拼音教学是发展其他语言技能的基础。教材是教学的依据，一些对外汉
语教材中对拼音教学的设计缺少科学性和系统性，并且没有较好的利用拼音辅助之后的技能教学。本文共
有五章，以《博雅汉语（第二版）》九册书为研究对象，分别从研究目的和意义、拼音教学设计、拼音练
习安排、拼音辅助其他语言技能教学、研究结论等方面展开论述。《博雅汉语（第二版）》总体而言在拼
音教学方面较为完善，但在发音方法教学和拼音练习方面仍可提升。本文详细分析了教材中拼音部分的优
劣利弊，希望能为其他对外汉语教材的编写完善提供思路，提高对外汉语教学的质量。
【关键词】对外汉语、拼音教学、教材设计

台湾“国语”新义新用的“杀”
刘吉力  长沙师范学院文学院  

【摘要】台湾“国语”的“杀”动形兼备，以动为主，辅以形容词用法。形容词“杀”主要有“狠/酷/低”
三个义项，各义项来源不同；历时考察“杀”，呈现由升到降的发展态势，义项由单到多再到以“低”义
为主，“杀”的发展演变有其内外部原因；对比其他多个华语社区，台湾“杀”与其形成有无之别的新生
差异。新义新用的“杀”充分体现了台湾“国语”的变异性及独特性，因此是研究其最新发展演变的典型
案例之一。
【关键词】台湾“国语”、“杀”、形容词、变异

更好地与文献对话：留学生学位论文转述结构考察与教学
刘锐  澳门大学

【摘要】学术写作中，引用是与已有研究建立联系、创建自身研究空间的重要方式（Swales， 1990）。
因此需要大量地使用诸如“某某发现/认为”、“在某某看来”这类转述结构。学术英语（EAP）研究表
明，二语学习者在掌握转述结构上存在相当的困难（Neff et al. 2003；陈建林，2011）。本研究旨在考
察汉语二语者的学位论文中转述结构的使用情况。本研究从CNKI硕士学位论文库中随机选取了13篇留学
生用汉语撰写的学位论文作为考察对象。由于引用通常集中地出现在文献综述部分，因此考察的重点放在
论文的“研究综述/研究现状/文献综述”部分。我们使用Liu & Wang（2019）的分类体系对转述结构进
行了标注。结果显示，留学生学位论文中使用最多的是过程性转述，其次是话语性转述，最少是发现性转
述、认知性转述。对比成熟写作者的论文（刘锐、黄启庆、王珊， 2021），留学生过度使用过程性转述，
而发现性转述、话语性转述的使用比例偏低。结合不同转述结构的功能来看，留学生在引用中主要关注的
是研究对象、方法，而对结论、成果、作者的观点缺乏足够的讨论和分析。此外还存在以下问题：转述语
的功能类型、种类单一；（2）转述语误用；（3）转述结构滥用，造成无意义的引用。针对这些情况，
本文提出应该对转述结构进行针对性训练，综合使用范文学习、结构控制训练、改写等练习方法，帮助二

语者理解和掌握多样化的转述手段，以提高汉语学术写作的水平。
【关键词】转述结构、学位论文、引用、学术汉语、学术写作

虚拟世界和元宇宙：汉语国际传播的应用现状和未来的可能性
卢文慧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研究生

【摘要】依托现代信息技术和互联网平台在线教育的不断发展，“互联网+”开展汉语教学受到汉语教师
与汉语学习者的共同重视，使汉语国际传播更多样化。虚拟世界是一种持久的在线计算机生成环境，在远
程物理位置的多个用户可为工作或学习进行实时交互。本文首先介绍了虚拟世界的历史发展和元宇宙的概
念。元宇宙是互联网的延伸，允许用户彼此之间以及周围的环境进行互动，包括虚拟现实（VR）和增强
现实（AR)。人工智能（AI）的使用现已成为汉语国际教育的现实。通过特别关注四个特性，虚拟世界或
元宇宙的集成网络在四个领域取得进展：沉浸式现实主义、访问和身份的普遍性、互操作性和可扩展性。
对于每个领域，当前状态和需要的发展，这些特性被认为是可行的多元核心组成部分。本文考虑虚拟空间
在当代汉语国际传播的应用现状，以及元宇宙新技术领域的影响。以当代汉语为对象，以多学科交叉为视
角，结合汉语国际传播的相关实践，虚拟世界利益相关者和开发人员之间未实现的协作，构成人类社会文
化互动的一个引人注目的领域。伴随新技术发展和教学理念变化，在虚拟世界和元宇宙视野下展望汉语国
际传播发展的新思路。
【关键词】元宇宙、虚拟世界、人工智能、汉语国际传播

东南亚华语量词历时发展调查与思考
卢月丽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摘要】本文以东南亚华语为对象，以“史”的眼光观察东南亚华语中量词的历时发展面貌，最终按照“
史”的范式形成比较完整的表述，试图从一些具体的方面展现东南亚华语发展演变的内容及过程。文中把
东南亚华语量词的发展归纳为以下三种模式：上扬式、下行式及曲折式。在对上述语言事实考察与梳理的
基础上，文中得出以下两点认识：其一，东南亚华语量词的发展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其发展不止一种模
式，而是三种交织在一起；其二，华语量词发展演变的原因既有方言、英语的影响，又有其作为祖语具有
保守性的制约。
【关键词】东南亚华语、量词、祖语、历时研究

浅谈国际汉语教学中的跨文化理解 ―以在日教学实践为例
路浩宇  日本关西学院   
陈碧强  中国山东曲阜师范大学

【摘要】笔者以自己在日本大学试行的两次以“友谊”和“孝道”为主题的汉语口语教学实践为例，通过
学习者对“友谊”和“孝道”为主题所作的口头发表，在提升口语表达能力的同时，引导学生了解中国的
文化与哲学思想。通过观察学习者对“友谊”和“孝道”话题的口语课的参与情况，我们发现日本学生对
友谊话题的兴趣更浓厚，对友谊的理解比孝道更深，对友谊价值的认同大于对孝道的认同。日本是原子化
社会，由于个人本位思想在日本的盛行，学生对于跟自己关联紧密的同时代事物表现出更大兴趣。孝道涉
及两代人或三代人之间的关系，复杂程度远大于友谊，故不太容易引起在“核心家庭”的时代背景下成长
起来的当代日本大学生的同情与理解。由此可见，任何一种观念都与它的历史和人文环境有关，是传统延
续和社会生活的产物。由于“孝”涉及到代际关系，日本学生对“孝”的认识相对浅薄，往往是泛泛而谈。
由此引出对教学目标的思考：一，国际汉语教学不应仅仅停留在“术”的层面，而应在锻炼学习者基础能
力的前提下，上升到对学习者的人文关怀与灵性启迪的大道上来。二，知识传授与文化交流是两个层面的
问题，知识传授是无条件性的，而文化之间的融合是有选择性的。国际汉语教学需要在尊重文化多样性的
前提下进行。
【关键词】国际汉语教学、友谊 孝道、人文关怀
  

怒苏语多义词的文化内涵
罗自群  中央民族大学

【摘要】怒苏语是生活在中国云南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福贡县的怒族怒苏支系说的一种语言，属于汉藏语系
藏缅语族彝语支。怒苏语词汇，按照义项来分，有单义词和多义词两类。本文重点从多义词这一方面来分
析怒苏语词汇所体现的文化内涵，通过与汉语、藏缅语族其他语言的比较，来说明怒苏语词汇文化内涵的
特点。文中所用的怒苏语词汇都是来自本人田野调查获取的第一手语料。一、怒苏语多义词的类型：如果
以汉语为参照点，怒苏语中存在一些多义词——一个怒苏语的词，可以有两个及以上的汉语词语和它相对
应。既然是多义词，语音相同，语义相关。根据词性，可以把怒苏语多义词分为两类：1、词性相同的，

2、词性不同的。（一）怒苏语词性相同的多义词  怒苏语词性相同的多义词比较常见的是名词、形容词
和动词。（二）怒苏语词性不同的多义词  怒苏语词性不同的多义词，比较常见的是一个多义词具有两种
不同的词性，当然，也有一部分多义词不止两种词性。二、怒苏语多义词的文化内涵：我们把怒苏语词性
相同的多义词看做是静态相关，而把词性不同的多义词看做动态相关。和汉语比，和汉族比，使用怒苏语
的怒苏人和汉族在认知上存在着诸多差异，汉语的表达显得更精细一些，而怒苏语则比较笼统一些。怒苏
语多义词的这种特点，充分体现了怒苏语的文化内涵。
【关键词】怒苏语 、多义词、文化内涵

汉语二语者书面产出词汇多样性的文本长度效应研究
马庆 北京语言大学

【摘要】词汇多样性是二语表达能力的重要标志，是计算机自动作文评分的重要采集变量，但是词汇多样
性测量指标与文本长度之间存在复杂的关系。本研究从2010年4月HSK写作考试的实测大数据中选取154
份语料，重点探究了汉语二语者书面产出词汇多样性与其文本长度的关系。结果发现：（1）词种数、
TTR、Root TTR 、Log TTR等8个测量指标可作为词汇多样性测量的有效参量，但通过相关分析结果可以
看出，当文本长度过短的时候，很难反映出词汇多样性与作文成绩之间的关系；（2）8个测量指标均存
在文本长度效应，其中MATTR受文本长度的影响较小；其余7个测量指标随着文本长度的变化整体呈现出
线性的变化趋势；（3）当文本长度在60至100词范围内时，除MATTR外，相同文本长度下的LD值均存在
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关键词】词汇多样性测量、文本长度、语言产出、作文自动评分

西南官话中古非晓组字混读的声学考察—以四川中江为例
饶冬梅   西华大学

【摘要】古非晓组字的混读在西南官话中较为常见[1][2]。西南四省（四川、云南、湖南、湖北）方言中
非晓组字的混读主要体现为八种类型（见表1）。本文以四川中江方言的古非晓组字今读作为深度调查对
象（前人调查结果为Type2类型[2][3]），选择10位年龄在55-65岁区间的发音人（男女各5），得到约
9000个语音材料，提取擦音中段20ms的谱重心CoG（Center of Gravity）和标准差SD(Standard 
Deviation)两个参数[4][5]，从声学和感知两个角度考察了四川湘语中非晓组字混读（merger）以及语
音性变读（phonetics variation）的原因[6][7]：非晓组字的混读，跟[f]/[xu]发音的相似性以及感知混
淆有关，和语言接触也有密切关系。四川湘语受强势方言（Type 1）及普通话影响，混读规律出现例外
之外的字有所增多，混读的条件也逐渐走向单一化。
【关键词】四川湘语、混读、语音变读、语言接触

河北方言的“去分阴阳”现象
桑宇红  白茹 河北师范大学 

【摘要】学界对河北地区保定、唐山、秦皇岛地区冀鲁官话保唐片轻声前去分阴阳的现象已有报道，较早
应是《昌黎方言志》（1960），后有李思敬（1995）对宁河方言，接着田静（2007）、刘克龙（2010）对
唐县，后又有郑莉（2014/2019）、白茹（2016）、曹庆改（2018）、李仕颖（2019）、尹凯（2020）等
分别报道了与保定毗邻的石家庄的深泽、无极、辛集及衡水部分地区安平、饶阳也存在“去分阴阳”的现
象。河北方言去分阴阳具体表现为：（1）在单字调层面可以区分阴阳去，如无极和深泽；（2）在连读层面
区分阴阳去；主要分布于保定地区的曲阳、定州、唐县三个县市；（3）仅在轻声前连读时区分阴阳去，
主要分布于保定及石家庄、衡水部分毗邻保定的地区。
【关键词】河北方言、去分阴阳、连调及轻声、保唐片

课例研究：放声思考在阅读教学中的策略与设计
盛丽春、韩爱玲、幸锦龙 、胡晓苏  四德女子中心
张曦姗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为了提高学生在阅读理解、感悟欣赏及延伸拓展方面的能力，本校研究团队通过放声思考阅读策
略(Think Aloud Strategy)进行有系统、有针对性的阅读教学。放声思考策略是将个人内在的无声思考，
用口语表达的方式，将心中所思考的内容说出来。老师能借此了解学生的思维过程并加以引导纠正。放声
思考方式是展示思考能力的有效方法，让思维可视化，同时也能训练学生的口语表达能力。本研究以79
名中二高华学生作为研究对象展开三轮的课例研究。本文首先从研究背景、研究对象和研究目的做一个整
体介绍；接着阐明理论依据和相关概念；再具体介绍整个研究的教学实践过程。研究结束后，通过调查问
卷、教师观察以及学生反馈进行分析，最后再反思教学过程中所面对的难题与挑战。

【关键词】课例研究、放声思考、阅读教学

“洪武赶散”与苏北江淮官话
石绍浪  北京语言大学

【摘要】“洪武赶散”是指明初苏南向苏北平原一次大规模移民，虽然正史没有确切记载，但在苏北民间
普遍流传。苏北江淮官话入声韵有一个较为独特的特征，曾梗摄一二等帮组字读圆唇后元音韵母，并与通
摄合并，其分布与“洪武赶散”的移民范围基本吻合。比较发现，苏北江淮官话的这个音变应是源于苏州
移民的影响。今苏北江淮官话入声韵类突破中古韵摄的格局，发生了简化，也可能是明初苏州方言在苏北
扩散的结果。余论认为，在分析江淮官话与吴语关系时，不能只局限于“同源”的角度，还应考虑明初苏
州苏州方言在苏北的扩散。
【关键词】“洪武赶散”、苏州方言、苏北方言、江淮官话、入声韵

德国语言学家加布伦兹及其《汉文经纬》研究
宋楠  德国国际合作署中德合作中心； 波恩东亚研究院chinnotopia中国论坛

【摘要】本论文第一章介绍了与乔治·加布伦兹有关的史实，包括十七到十九世纪西方汉学的兴起、独立
与发展、加布伦兹家族史和乔治·加布伦兹的汉学之路。 第二章到第四章将《汉文经纬》拆分为“汉语
基本面貌”、“分析系统”和“综合系统”研读与解析，完整展现加布伦兹的语法思想和其构建的古代汉
语语法体系。论文的第五章和第六章，分别探讨了加布伦兹在西方近代语言学历史上所起的作用，以及对
汉语语法思想史的影响、突破和超越。同时在论文结语部分，讨论了中外语言学界对于《汉文经纬》一书
不甚明晰的几个问题。
【关键词】加布伦兹  《汉文经纬》

华文作为第二语言新闻听读教学的文献综述
孙晓颖   张丽妹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新闻听读教学在华文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中更是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本文回顾和介绍了
2001-2021年二十年间华文作为第二语言新闻教学的相关研究，文献主要来源于中国知网 (CNKI) 和Web 
of Science等数据库。本研究的文献综述主要围绕四个研究问题：第一，华文作为第二语言新闻听读教
学的目标有哪些？第二，华文作为第二语言新闻听读教学的原则是什么？第三，华文作为第二语言新闻听
读教学的难点有哪些？第四，华文作为第二语言新闻听读教学的教学策略和方法有哪些？最后，本文结合
新的时代背景提出了华文作为第二语言新闻听读教学的优化建议。本研究的成果和发现对华文作为第二语
言新闻听读教学具有良好的指导意义，同时也为华文第二语言新闻听读教学法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和指引。
【关键词】华文作为第二语言、新闻听读教学、教学目标和原则、教学难点、教学方法 

乙圩壮语多功能语素te∶ŋ1

覃薇  中央民族大学 

【摘要】本文对乙圩村壮语“遭受”义语素“te∶ŋ1”进行全面的调查描写，并刻画出“遭受”义语素
“te∶ŋ1”功能的整体面貌。对“遭受”义语素部分语法功能的语法化过程进行探讨，归纳出其语法化的
路径和机制，为学界了解乙圩壮语“遭受”义语素功能的语法面貌和特征提供新的材料。乙圩壮语的“遭
受”义语素“te∶ŋ1”呈现出多功能性，具备了十三种功能：①“触碰”义动词；②“对、中、合”义动
词；③“遭受”义动词；④“需要、用”义动词；⑤被动标记；⑥“对”义形容词；⑦“致使”义动词；
⑧情态助动词；⑨结果补语；⑩程度/状态补语；⑪“到、轮到”义动词；⑫副词；⑬假设连词。其中，
本文调查到了“遭受”义语素“te∶ŋ1”以往没有被调查描写到的功能为：①程度/状态补语；②“到、
轮到”义动词；③副词；④假设连词。
【关键词】乙圩村、壮语、“遭受”义

祁东湘语多功能词“落”的语义演变与主观化
谭丽亚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西南林业大学外国语学院
陈海宏  云南民族大学民族文化学院

【摘要】湖南祁东湘语多功能词“落”的用法比较特殊，其语义演变属于通过增加新义而产生的多义模式，
它的多个义项在语义上有一定的关联，或直接关联，如“落”作实义动词时的多种语义；或间接关联，如
前加准词缀型小称标记“落”可能是由实义动词“落”的“降生”、“遗留在后面”等义隐喻而来的。“

落”在祁东湘语中还可以重叠，在语义和语用表达上带有一定的感情色彩，可表达说话者对命题的多种主
观态度。祁东湘语“落”语义演变的认知机制主要有类推（隐喻与之相关)、重新分析（转喻与之相关）和
主观化（褒化、贬化与之相关)等等。
【关键词】祁东湘语、“落”、多功能、语义演变、主观化

论析新加坡华人华语及身份认同的变迁
谭国勇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身份认同的建构在国家及其国家层面下的政治、经济及社会发展上有着深远的影响。它可以使人
认可该国家在政治经济及社会层面上的立场及政策，也可以让人民在某种程度上产生了归属感。教育是建
构身份认同的其中一环。据王赓武教授与陈庆文教授所示，新加坡华人身份认同，是最没有代表性，后者
则认为身份认同是有目的性地建构出来的。由此说明了新加坡华人身份认同正等待人们来填补。也正是如
此，新加坡政府通过不同媒介，包括教育政策等手段来灌输和建构自身倾向的华族身份认同，即倾向于文
化上的认同。本文尝试通过1979年讲华语运动及新加坡教育部历来的教育改革报告书，来了解其倾向和
期许。1979年讲华语运动，主要目的是要整合新加坡华族各方言群体。当时，新加坡华人社会有多达12
个华人方言群体，拥有一个共同的语言：华语，促进他们之间的沟通，减少之间的纷争，团结一致。这有
利于营造及实施双语教育政策的大环境，从中促进经济发展。然而，时间的推移，讲英语家庭的增加，使
得讲华语运动有了新的使命，即提升人们对华文的认识。新加坡教育部在报告书中所倡导的文化认识，倾
向于应对华族内部压力和需要。这回应了陈庆文认为华人身份认同是人造的说法。与此同时，随着华人移
民的移入，他们所带来的文化是否再次在原有身份认同上融合或产生分歧，则是未知数。这将会直接或间
接影响新加坡华文华语以及教育发展的走向。
【关键词】新加坡、华人华语、身份认同、教育

新加坡高中文学教学提问策略的探讨— QUILT框架下的教学设计与实践
唐佑彬   潘旭    李俊贤    郝德奕 淡马锡初级学院
张曦姗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在华文文学课堂上，设计优质问题能引导学生进行品读和鉴赏。因此，本研究以主修H2CLL的
61名学生为研究对象，探讨基于QUILT提问框架激发学生学习兴趣与提升学生思维能力的课堂教学模式。
本文首先介绍研究的背景、对象及方法，阐述基于QUILT提问框架的教学理念与理论依据；接着以现代小
说、诗歌、戏剧以及文言文为例，介绍如何基于QUILT的提问框架设计不同类型的问题的提问策略；本文
也根据学生的课堂反应，探讨了QUILT提问框架下不同文学作品教学的几种提问策略和问题设计类型，在
体现以学习者为中心、加强师生互动和凝聚同侪间学习力量等方面的成效。本论文最后将通过前后测的数
据对比分析、学生反馈、教师观察和学生产出检视教学设计的实施成效。
【关键词】文学教学 、提问策略、 QUILT框架、教学设计

楚辞“羌”字句与湘西凤凰方言ʧʰɑ13字句 比较研究
田晓黎  中央民族大学

【摘要】楚辞里的“羌” ，自东汉王逸注释后的1800多年来 ，众多研究者引经据典， 却始终没有确解。
《楚辞》的“羌”字是否有田野遗存？在湖南湘西凤凰方言中存在极具特 色的ʧʰɑ13 1字句。本文从凤凰
方言ʧʰɑ13字句的田野记音开始，逐条分析，总结规律，再与《楚 辞》16 处“羌”字句进行对比研究，
结果显现，凤凰方言ʧʰɑ13字句基本传承着《楚辞》“羌” 字句的语义。 
【关键词】《楚辞》  羌

国际中文学习软件的大型网络游戏化
汪歆玥  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   

【摘要】汉语学习时间长的特点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二语学习者的热情，而当下飞速发展的大型网络游戏新
颖有趣，常令人沉迷。修坝不如引流，把学生们对汉文化和网络游戏的双重兴趣融入到汉语学习的全过程，
将有助于培养学习者持续性的学习兴趣。本研究分析了当下常用汉语学习软件中的游戏模式，结合现有网
络游戏的汉元素部分，提出了将汉语学习软件大型网络游戏化的具体设想。持续化：脱胎于传统的孤立小
游戏，将累计的学习成果作为升级模式，合理地穿插各类支线任务。系统化：学习者通过注册账号建立个
人学习档案，学习任务既包括集体学习，也包括多种自学形式。针对性：以学习者的需求为导向，提供相
应的实用汉语知识。灵活性：及时更新，高度重视用户反馈。允许教师使用游戏程序和知识库，以方便与
线下教学配合使用。
【关键词 】汉语国际教育、学习软件、网络游戏、学习兴趣

“ 打（타）”字的韩国汉字音形成过程考察
王 浩  四川轻化工大学人文学院  

【摘要】“打”字，在《广韵》中有两个读音，都是阳声韵，一个是梗摄、梗韵，开口二等，上声，端母
“德冷切”；另一个是梗摄、迥韵，开口四等，上声，端母“都挺切”。但是在韩国汉字音中，“打”字
读阴声韵타[t�ɑ]。本文从历史语言学和语言接触的角度出发，认为中世韩汉音（15-16世纪）中存在的
타[t�ɑ]和뎍[tiək]这两种读音，其形成主要是中国的影响，由“德冷切”和“都挺切”两种读法，平行
发展而来，“德冷切”变成了“都瓦切”直接影响了타读音的形成；“都挺切”本来是阳声韵，在传入韩
国以后，其阳声韵尾[ŋ]变成了入声韵[k]，实现了“阳入对转”，从而形成了뎍的读音。近代以后，随着
日语词向韩语的大量涌入，“打”字的日语唐音だ[da]与韩汉音中타读 音的高度相似性，使得타读音在
与뎍读音的竞争中，取得了最终的胜利。

汉语方言亲属称谓中的音变
王红娟  山东师范大学  

【摘要】亲属称谓是方言词汇中重要的一类，我们在考察方言间的词汇差异时，亲属称谓往往是重要的参
照项，如《汉语方言地图集 词汇卷》共有203条词汇图，其中涉及亲属谓的就有“爷爷、奶奶、外祖父”
等14条。在对汉语各方言中的亲属称谓进行梳理时发现，汉语方言的亲属称谓中普遍存在音变现象。比
如，山西运城的“弟”，单字音为“ti33”，但在“兄弟”一词中读音变为“thi33”。本文的音变的含
义是指：1.某个字或某类字在称谓词中的读音与其他情况中的读音不同。2.某个字或某类字在称谓词中的
读音于古今演变规律不合。本文讨论的方言亲属称谓中的音变类型主要有以下三种：个别音变、系统音变、
别义音变。
【关键词】汉语方言、 亲属称谓、 音变

乡村振兴背景下民族地区发挥语言经济效能路径的再探讨—基于西藏自治区林芝市M县的个案研究
王娟  陕西师范大学

【摘要】语言能力是重要的人力资本，语言经济效能是语言的重要社会效能，语言扶贫工作作为中国贫困
治理体系的有机构成，在国家脱贫攻坚的重要阶段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
后，民族地区的语言文字工作在扶持对象、政策范围和顶层设计方面也相应需要作出一定的调整。本文试
图在乡村振兴背景下进一步探讨如何继续发挥语言经济效能的路径。
【关键词】乡村振兴、语言扶贫、民族地区

四川方言的音系特征和两个历史层次
王倩  周及徐  四川师范大学

【摘要】 以往的四川方言研究认为，现代四川方言皆为明清时期的“湖广填四川”所带来。我们在近十
年的时间里，在四川作了广泛的方言田野调查。根据实地调查材料，我们提出新的观点：在四川省的岷江、
嘉陵江流域分布着两种不同的官话方言：嘉陵江流域分布着以成都话为代表的以“入归阳平”为特征的西
南官话方言，这是明清湖广移民带来的；岷江流域分布着以大邑话、宜宾话为代表的有独立的入声调的官
话方言，这是明代以前的四川本地方言的后裔。二者分属不同的方言层次而共存于今天的四川。本文以
2019年出版的《岷江流域方音字汇——“20世纪四川方音大系”之一》中语音材料为据，借助实验语音
学方法对成都话与大邑话、宜宾话作音系整理、以Praat软件绘制其声学元音图、声调曲线图，分析其在
音系上的规律性语音差别，说明今天的四川方言不仅具有以成都话为代表的湖广话语音类型，还有更为古
老的另一方言层次——这个音系今天仍具有入声独立、果摄一等字读为-u、麻三精见组读-i、模韵字读为-o
等语音特征。这些语音特征与成都话的湖广话语音类型有明显的差别，独立于成渝片西南官话而存在。 因
此，现代四川方言分为本地和外来两个层次：本地层次叫“南路话”，外来层次叫“湖广话”。
【关键词】四川方言、岷江流域、成都话、大邑话、宜宾话、方言音系

保定方言两字组连读变调及其若干问题
王帅臣  华北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 

在对河北省保定市下辖的24个县市区进行方言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展开本文的分析。首先描写清苑区的
两字组前字连读变调情况，以便对保定核心区域的变调情况有所了解。其次，介绍保定方言中的阴平变调、
阳平变调、上声变调、去声变调的地理分布、调值表现、调类分布等基本情况。再次，重点讨论上声变调
和去声变调。上声变调后的调值情况有一定序列性：一种是前字变调后与本声调系统的阴平接近或合流；

一种是前字变调后与本声调系统的阳平接近或合流。上声变调既有类型学上的原因，也有历史因素在起作
用。去声变调有一类和轻声有关。

西宁方言持续体标记“着”
魏萌  中央民族大学

【摘要】汉语西宁方言的体标记“着”主要表达持续体的语法意义。除单独使用，方言中“着”常与起始
体标记“上”、完成体标记“下/了”等其他体标记叠用。由此，西宁方言的持续体标记“着”多构成
“V着V”、“V着C”或“V着＋从句”三种结构。西宁方言持续体标记“着”常与起始体标记“上”、
完成体标记“下/了”等叠用，且均处于其他体标记之后，即动词后第二位置。叠用中，“着”仍表达持
续体的语法意义，其语义与前一体标记层层套叠，具有一定顺承关系。如与起始体标记“上”叠用时，“
上”的语义指向前面的谓语动词，构成“V＋上”结构；“着”的语义则指向“V＋上”这一整体，表达
动作行为开始并将进一步持续的状态，“着”具有一定未完整体范畴义。“V＋上＋着”结构还可续接其
他动词或补语成分，构成“V＋上＋着＋V”结构。此外，西宁方言持续体标记“着”常以“V＋着＋C”
形式用于述补结构谓语句中。其中，C可为程度、情态、结果、数量等多种类型补语，形式上可由单个形
容词或副词、数量或偏正短语及主谓结构充当。语义层面，“V着＋C”由“V着”与C两个时间过程构
成，C主要由“V着”引发或伴随，即两个过程包含一定的逻辑因果关系，这种关系可以是显性的也可以
隐性的。除构成“V着V”、“V着C”和“V着＋从句”结构外，持续体标记“着”还可用于西宁方言的
存现句和“的字结构”中，其用法具有一定独特性。
【关键词】西宁方言、着、持续体标记

“口”的比较词义探索
吴宝安  湖北大学文学院 

【摘要】“口”这一概念在汉语中主要有“口、嘴”两个词，根据它在汉语、汉语方言以及其他语言中的
用法，我们整理出了12组与“口”有关的共同引申，这些共同引申都可以通过“转喻”和“隐喻”来解
释。 基于转喻的共同引申有7条，如： 与言语功能相关，“口”引申出“说话、话语”义。与饮食功能
相关，“口”引申出“口味”“人口”义。与临近部位相关，“口”引申出“脸、鼻、咽”“口部饰物”
义。基于隐喻的共同引申有5条，如：与形状、位置都相似，“口”引申出“容器等器物通外面的地方”
和“出入的通道”义。与形状相似，“口”引申出“（山谷、水道等）大的豁口”“突出的部分；尖儿”。
这12组共同的词义引申在汉语、汉语方言以及英语、俄语、西班牙语、日语、泰语、印度尼西亚语、壮
语等语言中都以共词的方式出现，因此，我们可以将其看作是“口”在语言中的共同演变模式。
【关键词】“口”  比较词义 、共同演变

新加坡中学华文快捷课程后进生
语文学习的挑战和独立学习能力的培养
吴宝发  张曦姗  周淑君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后进生学习一直是教育工作者关注的课题，新加坡教师也不例外。后进生学习问题复杂，包括语
文基础薄弱；个人学习态度不良；缺乏独立与迁移的学习能力；课堂教与学方法不当等。本文立足于本地
一所中学的校本研究，借助文献研究法、问卷调查法与观察法，对中二快捷班24位后进生的学习特点进
行梳理，由此作出为期六个月对3个单元的教学调整的尝试，旨在分析后进生在课堂中语文学习的挑战以
及探索他们独立学习能力的培养。本研究对2021年新教材篇章里的语文技能做一次系统性的梳理，在课
堂阅读理解教学时，强调对文章理解的元认知策略之字义层次、逻辑层次、概念层次的教学，调动学生的
元认知，以弥补学生因语文基础薄弱带来的教与学问题。
【关键词】华文快捷课程 、后进生、中学新教材、元认知

中韩跨国婚姻家庭双语学习和使用状况及问题研究
吴思敏  闽南师范大学

【摘要】近年来，中韩跨国婚姻家庭日益增多。据统计，来自中国的在韩结婚移民总数在2019年已接近
20万人。中韩跨国婚姻家庭既有别于传统华侨家庭，又有别于普通韩国家庭，在语言文化上具有特殊性。
本研究以在韩中韩跨国婚姻家庭为研究对象，对其双语学习和使用状况展开调研，并针对其问题提出解决
方案。研究分三部分进行：第一部分利用文献分析法整理并分析韩国政府对多文化家庭的政策及多文化家
庭支援中心的相关资料。第二部分利用问卷法、访谈法与参与观察法对中韩跨国婚姻家庭进行相关数据采
集，并对数据进行定量与定性分析，多维度考察多种因子对语言的影响以及因子之间的相互作用及其与内
部、外部环境的交互关系，全面把握中韩跨国婚姻家庭双语学习和使用的特点及问题。第三部分综合考虑

调研结果，针对中韩跨国婚姻家庭双语学习和使用的问题和需求，从内部（中韩跨国婚姻家庭自身）和外
部（社会机构与教育部门）提出解决方案。本研究不仅可为中韩跨国婚姻家庭双语教育提供理论基础和实
践方案，还为以其为对象的双语教材及教学资源提供理论依据，为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跨国婚姻家庭双语教
育研究提供参考。
【关键词】中韩跨国婚姻家庭、双语教育、调研、解决方案

实践与反思：国际中文教学与信息通讯技术之运用
夏雪  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

【摘要】随着教育技术的发展，如何善用信息通讯技术（ICT）来服务于教学，实现以“学生为中心”的
教学实践，成为当今教育研究的热点。在国际中文教学领域，我们也面临着如何有效地将ICT运用于课堂
教学和学生学习的问题。本文即以此为出发点，在现代教育理论的基础上，以新加坡国际学校的非汉语母
语学生为研究对象，结合IB华文课程中的一个主题单元，从课件设计及课堂教学反馈等方面对ICT在国际
中文教育中的实践情况进行探索性研究，总结ICT辅助中文教学的几个原则：包括设计ICT要以学生学习
需求为核心，ICT的课堂使用应避免“喧宾夺主”，并反思教师在ICT运用中的作用，以期对新技术下的
国际中文教学发展提供参考。
【关键词】 ICT、 国际中文、课件设计、课堂实践

The Brief Analysis of Japanese Culture's Absorp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ulture
Hui Xu   Maca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bstract: Cultural exchanges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have a history of nearly 2,000 years. The fine tradi-
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ulture have exerted great influence on almost every aspect of Japanese 
life, such as architecture, clothing and so on. At the same time, Japanese culture has made a series of 
cultural innovations and developments according to its own national conditions while absorbing Chinese 
culture for reference. Starting with the reasons why Japan absorbed Chinese culture and analyzing the 
exchanges between Japan and China from 1972 to 2011, this paper analyzes and concludes that the similar 
cultural background of the two countries is the basic reason for Japan to better learn from Chinese culture. 
Finally, this paper expounds and analyzes Japan's absorp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ulture from 
three aspects: religion, ideology and diet. It is concluded that Japanese culture originated from Chinese 
culture, and before the Tang Dynasty, Chinese culture had the greatest influence on Japanese culture; after 
the Tang Dynasty， Japan began to have a real culture, but it was still influenced by Chinese culture.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and improvement of its own culture, it finally formed its own unique style. 
Key Words: Japanese culture; Chinese culture; Absorb; 

港式中文词汇与普通话的隐性差异
徐涵韬  北京师范大学

【摘要】“隐性差异”的概念及思想适用于全球华语对比研究，文章立足于此，讨论港式中文词汇与普通
话的隐性差异，首先以量词“枚”、动词“怀疑”以及名词“论调”为例，分析其在概念义、语法义、色
彩义等方面的表现；然后举例说明了隐性差异的三种存在形式，即有无之别、大小之别和程度之别，并指
出三者之间联系密切，不能孤立讨论；最后，文章认为未来研究应增强对华语隐性差异的考察分析，拓展
隐性差异的研究内容、语体范围及比较对象。
【关键词】隐性差异、词汇、港式中文、普通话

基本核心词词义的跨语言表现与特点—以61种语言为例
许可  冉启斌 南开大学

【摘要】本文建立了61种语言60个基本核心词词义数据库，从跨语言角度对其进行了细致考察。数据库
中共有义项约11440个，平均每词义项略超3个，最多达21个。平均义项数方面，动词最多，形容词其次，
名词、否定副词随后，数词、代词最少。义项数可能受词与外部世界的关联性、在词汇系统中的基本性以
及概念本身模糊性的影响。对词义引申深度赋值后，看到动词、形容词、名词的词义引申能力分较高，各
词的平均义项数与该分排名不一致。语言、词类对义项数量、引申能力分影响显著。通过网络图谱对词义
进行聚类分析和可视化分析后，基本核心词被分为10类，词类对聚类有影响。动、名、上形成较大词团。
名词[±指人][±身体部位]，形容词[±积极/消极]等特征会使词类内部形成关系更紧密的小类。图谱中，
hand连接动词和身体部位名词；head连接身体部位名词和指人类名词；man连接指人名词与褒义形容
词；one连接指人名词和数词；die、sleep等词连接动词和形容词等。

【关键词】基本核心词、词义引申、数据库、】可视化

冰墩墩的启示：中华文化符号海外传播的机遇与挑战
许琳皎  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

【摘要】北京2022年冬奥会吉祥物“冰墩墩”在国内外社交平台的爆红引起各界讨论。作为一种文化符
号，“冰墩墩”兼具多重内涵，承载着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功能。“冰墩墩”成为“顶流”，不仅
展现了中华文化强大的感召力，也为中华文化符号的海外传播提供了新思考。本研究基于符号学理论，从
视觉和语言两个维度分析符号传播的特点，挖掘“冰墩墩热”的深层原因，并从中得出中华文化符号海外
传播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基于此，笔者从符号传播的原则、内容和方式三方面提出了建议，即：调整传播
心态，着眼他者视角；加强内容设计，挖掘文化内涵；充分利用互联网媒介，引发情感共鸣。以期为中华
文化符号的海外传播提供借鉴，丰富中国文化传播领域的研究成果。
【关键词】中华文化符号、海外传播、文化传播、冰墩墩

韩国国民教育体系中汉语教育的发展与创新
许培新  山东大学

【摘要】本论文结合中韩两国历代交流的传统以及现代社会发展的趋势，在追溯韩国汉语教育发展历程的
基础上，重点考察自中韩建交以来韩国汉语教育的发展脉络，重点梳理并分析韩国国民教育体系中，大、
中小学不同层次汉语教育的发展情况以及出现的问题，总结韩国国民教育体系中汉语教育的主要特点；当
今国际大变局和新态势下，汉语教育发展面临着新情况、新问题，韩国国民教育体系中的汉语教育和学习
也在发生变化。因此基于教育理念升级、教学思路转型与教学模式创新，提出了加强韩国大、中小学汉语
教育的实践性、针对性，以及韩国汉语教育内涵式发展多元化路径的对策和建议。 
【关键词】韩国汉语教育、国民教育体系、内涵式发展

 
13—19世纪朝鲜半岛汉语教学对当代汉语国际教育的启示
许润芳  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

【摘要】朝鲜半岛有悠久的汉语学习历史，从以汉字为本、重视书面语学习到文言并重、对政治商务风俗
文化等不同领域进行全面了解，其汉语学习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汉学界人才辈出，促进了对中国制度、文
化的内化吸收及其本民族政治经济文化的进步。其中，国家层面的空前重视、语言政策的有力支持是不能
忽略的因素。目前流传的朝鲜半岛汉语教科书集中于13-19世纪，恰是两国政局革新、关系进一步密切的
时期，此类教材是今日研究两国历史上人文交往、不同时期汉语口语面貌、汉语教学法种类及影响、汉语
国际教育在半岛发展历程的宝鉴，本文以该时期《老乞大》《朴通事》《学清》等代表性汉语口语教材为
主要研究对象，结合韵书、字书及辞书类汉语书面语教材、《朝天录》《燕行录》与《朝鲜王朝实录》等
官方历史记载为佐证，共时对比同时期中国韵书。探讨官学、私学、司译院、承文院、译学院、质正官等
部门和职务发挥的历史作用，总结该时期朝鲜半岛汉语教学的优点和不足，力求为当代汉语国际教育汉语
人才培养、汉语教材编写、汉语教学法选择和语言政策制定提供一定的参考意义。
【关键词】朝鲜半岛、汉语国际教育、教学法、语言政策

语言赋能：乡村振兴多模态话语战略构建
杨城  浙江大学 

【摘要】语言是促进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乡村振兴中的每一步都离不开语言的力量。研究中首先依托多
模态话语分析综合框架，对余杭、桐庐、淳安三个乡村振兴示范地区的宣传片视频进行分析，总结其文化
、语境、内容、表达四个层面的多模态体现。其次依托质化分析的扎根理论方法，构建语言赋能乡村振兴
的战略模型，在组织、社会、个体三个层面探索赋能方向。最后，基于话语分析和战略模型提出未来语言
赋能乡村振兴的提升路径。研究发现，三个地区的多模态话语具有典型的区域特色，语言赋能乡村振兴需
要凝聚自上而下的多方力量，而国际化视角、内容的精准筹划、赋能视角的联动共振则是未来乡村振兴话
语努力的方向。
【关键词】乡村振兴、语言赋能、多模态、话语分析、战略模型

A Study on the Chinese Classroom of Foreign Students in the Epidemic Period Based on the Inter-
active Perspective
Haifeng Yang1,Daqian He2, Zhuoda Yang3

1. Center for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Wuh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Wuhan， 

2.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Wuh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Wuhan，
3. School of Chinese Studies and Cultural Exchange,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Abstract: Interaction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s affecting the result of online Chinese class teaching. 
By utilizing the method of questionnaire analysis, error analysis and document analysis， this paper selected 
200 international students from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Cultural Exchange of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of Wuh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of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as samples for investigation, including 94 undergraduates, 60 master 
students and 46 doctoral students. Among them, namely 86 in primary stage, 64 in intermediate stage and 
50 in advanced stage based on their HSK marks. The majority are from Asia (45%) and Europe (25%), the 
rest are from Africa (15%), America (10%) and Oceania (5%). This paper finds that the existing interactive 
methods of them include online conference platform, course live-streaming platform and video live-streaming 
platform. 
When using these platforms, we find there are some advantages of them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remote 
Chinese learning: They are convenient for students to preview and review before and after class, and they are 
helpful for the sharing of Chinese learning resources. However, we also find that there are some disadvantag-
es in teacher-student interaction and student-student interaction on these platforms, such as the lack of learn-
ing atmosphere (58% participants agreed) and the unwillingness of turning on the camera and micro-
phone(76% participants agreed). We think the factors causing these problems mainly include external and 
internal factors of teaching. The external factors include the factors of network connection, time difference, 
studying platform and studying resource allocation. The internal factor of Chinese teachers is that they are not 
adapted to the new way of online teaching, which makes them unable to carry out innovative design of class-
room interaction, and still choose the traditional teaching method (66% participants agreed). The internal 
factor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on the one hand, they lack online learning experience, so it is difficult to cope 
with some new challenges in teaching interaction practice. On the other hand, international students must 
overcome certain psychological factors in the interaction process of online Chinese classroom, among which 
anxiety and avoidance are the most prominent (80% participants agreed).
In conclusion, Chinese teachers can improve the interactive effect of online teaching through rational use of 
learning platform, effective allocation of learning resources and innovation of class interaction mode. Before 
teaching, teachers should inform students in advance of the selection of learning platform, registration, login, 
using process and a series of related matters. During the teaching process, teachers can allocate a certain 
proportion of class hours to organize interactive courses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s, such as group presenta-
tion, personal performance and seminar. After class, teachers can design and release questionnaires and 
use the background data statistics and other functions of the learning platform to analyze the frequency and 
quality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participation in interaction. Also, international students should actively adjust 
their learning psychology and improve their learning methods as well. In this way, they can get rid of negative 
psychological factors such as anxiety and avoidance, and focus on classroom interaction and knowledge 
itself, and finally achieve better learning results. Ultimately, teachers and students will collaborate to explore 
a course interaction path, adapting to the new mode of online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in the post-pan-
demic era. The research on this issue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enrich the theories of linguistics, psychology 
and pedagogy related to Teaching Chinese to Speakers of Other Languages. Also it can improve the teach-
ing efficiency of teachers and enhance the sense of gaining knowledge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Keywords: Interaction; Online Chinese Classroom; Chinese Teaching

国际华文推广的重要部分：志愿者项目的国别性/区域性分析—以缅甸为例
杨念  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

【摘要】2004年“国际中文教师志愿者项目”经中国教育部批准实施。直至疫情前，全球大约有7000名
志愿者在全球一百多个国家进行中文教学，其中大约3000名志愿者在东南亚各国任教，成为东南亚华文
教育重要力量。缅甸志愿者项目于 2009 年开始实施，至今已经有十年有余，到疫情前每年有一百多名志
愿者在缅甸各个城市甚至乡镇进行中文教学工作。十多年来，志愿者项目对缅甸华文教育发挥着重要作用：
为缅甸华文教育贡献了新的力量，弥补了缅甸华文师资的不足，促进了缅甸中文教育的合法化进程等。然
而，该项目也存在着一些问题，本人通过实地了解以及问卷的方式，深入分析了志愿者项目在缅甸的实施
情况，并针对性地提出几点建议，促进该项目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国际中文教师志愿者、华文教育、缅甸志愿者项目、参考

基于SLS平台的E晨读差异教学模式探索— 新加坡崇文中学的实践经验
叶语銮    徐小红   吴玉凡  新加坡崇文中学

【摘要】为了营造书香校园，培养学生的阅读兴趣和提高阅读水平，我校研究团队借助SLS平台，以110
名中三学生为研究对象，在全校进行E晨读研究计划。E晨读依据差异教学理论，照顾学生的个体差异，
所选篇章分年级、分主题、分文体，并结合各单元技能训练，设计不同程度、风格的晨读活动。学生借助
个人数码学习工具，选读纯文字或拼音版的、带声音和可查字典的篇章，通过SLS自测，在阅读护照上完
成任务。此外，高准备度的学生还可阅读更有挑战性的文章，并完成相应的挑战任务。研究结束后，团队
通过定量与定性研究检测学习成果。初步结果显示，基于SLS平台的E晨读差异教学模式，在一定程度上
激发了学生的阅读兴趣，也促进了教师的专业发展。
【关键词】SLS平台、E晨读、差异教学

Nasal Codas Merger in Chinese dialects: Modified Contrastive Specification and Sisterhood Merger 
Hypothesis
Jihye Yun  Asia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 Madison

Abstract：Chinese linguists have long debated about the directionality of nasal coda merger in Chinese 
dialects since the 1970’s. Some believe that the merging process is unidirectional (anterior to posterior) ,but 
others assert that alveolarization of nasal codas (-m>-n and -ŋ>-n) is the major trajectory. Previous studies 
failed to make a reasonable prediction about the further direction of the merger in addition to a lack of 
phonology-based analysis. This research analyzes the merging process on basis of Contrastive Hierarchy 
(CH) and Sisterhood Merger Hypothesis (SMH). The two theoretical frames make us draw two types of 
contrastive hierarchies: [Dorsal]>[Labial]，[Coronal]>[Labial]. That is，the merger between the alveolar 
and the velar nasal codas will occur after the completion of the merger between the labial and alveolar ones. 
Alternatively， the alveolarization of the velar nasal coda will happen after the completion of the merger 
between the labial and velar ones because the structure merger takes place on sister node of contrastive 
hierarchy. In conclusion， the final phase of the nasal coda merger will be the alveolarization of the velar 
nasal coda. The data of Chinese dialects and markedness theory both buttress the conclusion.

Keywords: Nasal codas，Chinese dialects，contrastive hierarchy，sisterhood merger

《易经》归纳、演绎思维在母语教学中的课堂实践和应用
庾潍诚  新加坡伟源中学

【摘要】作者根据自己长期研究《易经》的经验，提出和认为：《易经》作为中华古代的文化典籍，归纳
和演绎思维是它的最重要核心思想之一。同时，作者结合了自己多年的新加坡课堂教学实践，发现：《易
经》的归纳、演绎思维可以有效实践应用在现代的母语教学当中。归纳，是引导学生化繁为简，迅速掌握
教师布置的课堂指令或內容；演绎，则是学生有效应用课堂所学知识进行复述和重构。本文列举具体的课
堂实践应用例子，就是：(一)课堂的指令语言“ABCD”；（二）思维图的教学应用；(二)作文教学实践
的“DEEPAI”（细节描写）自创理论。作者最终观点认为，《易经》思想可以古为今用，实践应用到课
堂母语教学，从而达到提升学生的母语学习效果。
【关键词】易经、归纳、演绎、教学实践应用

中国古代建筑文化的汉字演绎
袁忠  中国华南理工大学

【摘要】中国古代建筑文化的丰富思想很多都凝结在一个个的汉字中。在汉字的构形、本义、转义、暗喻
等不同的运用中，存在着古人有关建筑活动、建筑形象、建筑心理等蕴含，很多汉字就是一个空间概念、
一个居住范畴。古人对中国古代建筑的感知的原初意识首先凝固在古汉字中，古代建筑的最初“文本”可
求诸古汉字，作为象形文字的古汉字与作为现实空间的古建有着天然而内在的通贯性。本文通过考察汉字
的字符构形及作为词或词素的单个汉字所展示出的建筑文化意象，探究作为表形文字、表意文字的古汉字
在其构形、组词、使用、书写等多方面体现的古代建筑文化意义。
【关键词】汉字、中国文化、古代建筑

GRR教学模式的实践与反思——以新加坡H2华文与文学新诗教学为例
张建立   张建平  新加坡国家初级学院    
张曦姗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2021年新加坡H2华文与文学新课程引进课外文学作品赏析的部分，与旧课程标准相比，这对学
生是具挑战性的变革。为应对该挑战，我院以新诗为切入点，设计了从指定文本到课外文学作品的教学实
践配套。该实践以“新加坡课堂教学实践要领”(STP)为指导，依据探究式学习（IBL）理论，采取“教、
扶、放、收”四个阶段的“渐进释放责任直接教学模式”（GRR），旨在逐步培养学生独立鉴赏文学作
品的能力。实践证实，这一教学策略增强了学生的信心和赏析能力；同时，也发现了一些有待进一步充实
和深入探索的空间。本论文将阐述该实践所采用的教学理论、教学策略、教学流程、教学成效及反思。
【关键词】  GRR教学模式、H2华文与文学、新诗教学    

“V走”和“V去”互换性的多重对应分析
张进凯  中国兴义民族师范学院 文学与传媒学院

【摘要】  本文在“原型—样例连续统”理论指导下，通过基于用法的多重分析方法探讨表征“位移运动
事件”的“V走”和“V去”的变异性和互换性。研究发现：“V走”主要表征位移方向不明确、没有位
移目的地的位移运动事件；“V去”主要表征位移方向明确、位移目的地可预测的位移运动事件，因此
“V走”和“V去”处于位移运动事件“原型—样例连续统”的不同位置，“V去”较“V走”更接近位移
运动事件的原型。“V走”和“V去”在表征位移运动事件原型特征和典型样例时不存在概念重合，在表
征位移运动事件非典型样例时，在概念变量特征的交互作用下表现出概念重合。
【关键词】多重对应分析  位移运动事件  概念变量  互换性  变异性

书面语言复杂度对华语二语者写作质量的影响研究
张漫莉  北京语言大学  

【摘要】本研究基于韩国学生的HSK写作测试语料，采用若干典型指标，对华语二语者的书面语言复杂度
与写作成绩之间的关系进行了量化分析，考察了词汇及句法复杂度指标对学生写作质量的影响。研究结果
表明：词汇复杂度和句法复杂度指标与学生的写作质量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Guiraud指标、虚词
使用比率、连词使用比率、复杂词使用比率、话题链数量、话题链分句数、零形成分数量和T单位数量等
指标对写作质量具有较强的解释及预测效度。
【关键词】语言复杂度、汉语二语、写作质量
  

基于树库的汉语二语写作句法复杂度研究
张婉莹  北京语言大学

【摘要】句法复杂度（Syntactic Complexity，简称SC）在评价二语者语言水平、语言动态发展及写作
质量中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吴继峰，2018）。已有的研究侧重于SC对日语、韩语等母语者的汉语写作
评估的有效性问题，研究结论未必适合少数民族母语背景的汉语二语书面语评价。基于此，本研究以参加 
HSK（高等）考试的维吾尔族考生的作文语料为研究对象，基于自建的汉语二语句法标注语料库，从粗粒
度和细粒度两方面指标体系入手进行以下四个方面的研究：（1）通过预处理构建小型依存句法树库（
Dependency Grammar Treebank），作为句法复杂度研究基础；（2）通过小句切分和搭配抽取研
究粗粒度指标和细粒度指标的分布特征；（3）针对不同写作水平的被试SC指标进行对比研究；（4）基
于典型SC指标体系探讨二语写作水平动态发展特点。研究发现，基于T单位等粗粒度句法复杂度指标在区
分学生写作水平和预测写作成绩方面的解释力较弱，而基于短语层面的细粒度句法复杂度指标能够有效区
分写作水平和预测写作成绩。
【关键词】树库、 二语、语法

阅读与抒情文写作教学的有机结合—以华侨中学（高中部）语文特选课程为例
张薇  王健仲  华侨中学（高中部）

【摘要】抒情文写作一直是学生的弱点，也是教师的教学难点。由于没有经过有系统的抒情文写作训练，
高中生很容易将抒情文、记叙文或议论文混为一谈，对抒情文的写作手法更是一知半解。再加上学生缺少
生活历练，要让他们短时间内掌握抒情文写作手法，并进行创作，无疑难度极大。有鉴于此，我们决定在
现有的教学内容上融入抒情文写作教学，尝试结合REAP的阅读理论与教学实践，将阅读与抒情文写作教

学有机结合，以39位高一H2华文与文学的学生为对象，引导他们建构抒情文概念，了解并掌握抒情方式
与写作手法，从而进行写作实践。最终，通过调查问卷、课堂观察和学生作品，梳理和分析了阅读与抒情
文写作相互融合的方法及其有效性。
【关键词】抒情文写作、阅读教学、REAP阅读方法、语文特选课程

地名中的关中方言
张文丽  陕西学前师范学院文学院

【摘要】关中方言，曾经作为汉民族共同语基础方言，对周边地区方言、其他地区方言和民族共同语产生
过重要影响。地名是人们用以区别个体地物的语言符号，而作为纪录地名的语言符号包含形、音、义三个
部分。关中方言区的地名，尤其是地名用字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关中方言的特点。本文从关中方言
区中的代表性地区——西安入手，整理分析其地名，得出如下结论：1.声母 （1）古全浊声母清化，平声
送气，仄声归并关中方言中存在差异，西安归不送气，例如“中官亭/中官厅”、“安居巷/钱局巷”。
（2）古知系开口字按照等分化，知系二等、庄组、章组止摄字与精组合流，读ts、tsh、s，例如“三里
村/山李村”。（3）古泥、来二母在洪音前混用，尤其是在洪音鼻音前，泥母混入来母，读l，例如“新
农田/兴隆庄”。2.韵母 （1）前后鼻音混用，关中方言后鼻音为ŋ，前鼻音丢掉鼻尾n，主要元音鼻音化
。由于在当地人听感上二者具有相似性，表现在地名中前后鼻音字混用。例如“上游巷/三友巷”。（2
）遇摄合口一等端系字，元音复音化，读ou，与流摄合并。例如“双楼寺/双路寺/双芦寺”。（3）果摄
开口字一等字与果摄合口字合并，例如“贺韶村/火烧村”。通过分析发现西安地名用字的流变反映了关
中方言的特点及其变化，具有强烈的方言特色，深入研究地名可以挖掘背后隐含的历史文化内涵，提升文
化软实力；可以为地名用字、拼写管理提供理论支撑，推动新时代的语言文字工作。
【关键词】关中方言、西安地名、文化

从外交新词语看中国外交动向—以2010-2020年度《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媒体新词语表为例
张星霞  韩国汉阳大学

【摘要】本研究基于2010-2020年度《中国语言生活报告》媒体新词语表中的外交新词语，运用数据分析
法，从其分类、使用频次和年度分布三个方面考察中国近十年以来的外交动向，为读者勾勒出中国外交全
貌，以期让读者更好地了解当前中国的外交形势，并为中国未来的外交实践提供一定的智力支持。本研究
认为，按照领域划分，这些新词语所涉及的外交领域包括总体外交、经济外交、政治外交、军事外交、文
化外交、科技外交和医疗外交等七大领域；根据性质，这些新词语所涉及的外交类型又可分为方针类、方
式类、事件类、成果类、组织/平台类、场所类、色彩类和人物类等八大类型。它们较为真实、客观地反
映了中国近十年以来的外交动向。
【关键词】外交新词语、中国外交动向、《中国语言生活报告》、分类、使用频次、年度分布

华语文汉字学习策略个案研究-以印尼华语文学习者为例
张胜昔　中国华东师范大学国际汉语文化学院
陈信助　台湾中国文化大学教育系

【摘要】对外华语文之汉字习得一直困扰着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与学。若华语文教学伊始就“重听说而
轻汉字”，不仅将形成中高级以上的学习阻力，更达不到语言习得可持续发展的教学效果。本研究针对一
名中高级程度印尼华语学习者的“初级汉字习得历程”进行了个案分析，围绕汉字习得心理认知、脑神经
机制、仲介汉字等理论，剖析形声字之习写、读音、识义三方面的“中介状态”，深度探讨了形声字之“
形义-音”的习得联结难度，说明汉字作为第二书写系统的学习策略，以及具逻辑性有系统的字本位教学
在华语文习得中的重要性。期许研究结果可提供日后相关教学与研究参考使用。
【关键词】字本位理念、汉字心理认知、中介汉字、可持续性发展、个案分析

“错位的称呼”—当代汉语社交称谓语的变异与泛化
张雪  澳门科技大学 

【摘要】汉语中的社交称谓语是汉文化特征的缩影，亦是对中国社会现状的即时反映(Chao1956， 
Gu1990， Wang2003)。无论是对于语言学本体研究，还是对于语言与社会的互动关系研究，该议题都
具有新鲜价值(Brown&Ford1961， Ervin-Tripp1972， Zhang2021)。本文基于真实语料收集与分析，
针对当代汉语中四个新兴社交面称语(social vocative)的使用原则、表意功能、交际效果等维度进行了
深入讨论（分别为：“（小）哥哥/姐姐”、“老师”、“同学”、“家人们”）。研究发现，当代汉语
社交面称词有如下特征：（1）原有亲属称谓用法深入泛化（例如“（小）哥哥/姐姐”）；（2）职业称
谓用法深入泛化（如“老师”）；（3）“错位”称谓语兴起（如“同学”）；（4）网络称谓语变异性

强（如“家人们”）。当代汉语社交称谓语处于全面深入的泛化与变异中，其成因、过程、程度等，都与
语言发展和社会变迁密切相关。
【关键词】称谓语、社交面称、语言泛化、语言变异

“给我+VP”的主观处置功能
章天明  日本小樽商科大学

【摘要】本文主要讨论“给我+VP”结构表主观处置的语义来源，以及“给我+VP”结构 主观处置功能
实现的机制。 第一，“给我+VP”有两种不同的语义特征。表示“请求”的“给我+VP”中的 “给我”
等同于“为我”或“替我”；而表示“命令”义时，“给我”不等于“为、 替、向”等等，“给我”只
表语法意义。 第二，“给我+VP”的主语只能是第二人称代词，或指人称谓词语，或者是 VP 的受事。
VP 应当具有 [+自主]、[+动作]和[-褒义]的语义特征。 第三，通过“给”字句处置义来源的再分析，以及
与“给 X+VP”句式的对比， 分析得出“给我+VP”句式具有主观处置义。 第四，“给我+VP”中“给
我”的语法化成分的性质，以及第一人称代词的介 入，使“给我+VP”的主观性得到实现。
 【关键词】语义关联、结构关联、受益和受损、主观处置

多元智能理论与对外汉语阅读教学研究—以《零食》为例
赵畅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

【摘要】阅读过程包含着反应读者认知过程的丰富材料，是学习者汉语能力高低的重要体现。虽然近些年
汉语阅读教学的研究层出不穷，但是汉语阅读课堂仍存在着学生学习被动的情况，因此其教学策略还有待
进一步的研究。经过对教学理论的研究，多元智能理论从心理学角度研究了人的智力潜能是多元的，而阅
读教学不仅要教授学生语言文字知识和阅读规律，还要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因此， 我们认为， 对
外汉语阅读教学要想达到最佳的效果， 就必须从多元智能理论出发。本文主要结合《零食》一课从智能
理论下的每一个智能元素分析适合的教学策略和具体实践情况，最后经过反思提出多元智能指导下的阅读
课的教学原则，希望能够为阅读教学者提供一定的参考性建议。
【关键词】对外汉语阅读教学、多元智能理论、教学策略

中韩二语教学高阶教材对比与分析
赵莉  南京大学
赵学玲  Seogwipo-si, Jeju-do, Korea

【摘要】本文选取中韩两国用于本国语言国际教育的代表性教材《博雅汉语》（2018-2020）和《首尔大
学韩国语》（2012-2015），就两种教材高级阶段部分在文化主题选择、体裁内容以及训练模式上的异同
加以比较。认为两种教材在结构上都以文化主题来分类编排，并与训练模式紧密结合，但两种教材呈现出
的差异也十分明显。两者之间的差异固然可归因于两国国情、语言、文化特点的不同，但文化视角和文化
意识的不同是最根本的原因。考虑认知规律和文化视角，选择恰当且丰富的文化内容，不仅能够更好地实
现与国际学生的共情和跨文化交际的目的，通过与语言功能的紧密结合，也能够使语言训练获得更好的效
果。
【关键词】二语教学、高阶教材、对比、分析

社会语言学视角下女性群体通称的使用情况分析
郑皓月  中央民族大学

【摘要】称谓是人类社会中体现特定的人在特定的人际关系中关于身份角色的称呼，称谓词语与社会发展
联系非常紧密，在新中国的发展历程中，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乃至与国际社会的关系都将对称谓
词的使用产生影响，并在历时语料库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迹。在语言生活中，女性群体通称使用情况的
相关统计既反映了语言生活的变化又反映了中国妇女的发展状况，本文主要从社会语言学视角出发，观察
女性群体通称的使用情况。分别从历时角度和共时角度出发，分析五四运动以来“女性群体通称”使用情
况的历时变化，分析不同语体下女性群体通称的使用变化，发现人们对女性群体通称“妇女”“女性”“
女人”“女子”语义特征的不同认识影响了人们在不同场合下对女性群体通称的理解和选用。
【关键词】社会语言学、女性、称谓、语义

反义词“前”“后”的平衡与不平衡研究
周欣然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

【摘要】反义词作为一种常见的语言现象在人们的生活中被普遍使用。一般而言，反义词总是成对出现，

形成平衡状态，即一个词与另一个词形式对称但意义相反。然而以“前”、“后”为例，作为现代汉语中
使用频率较高的一对典型反义词，却很少有人在使用时能注意到其背后隐藏的不平衡现象。本文第一、第
二部分均从义项、构词、所构词、使用频率这四个方面展开，分别探析反义词“前”“后”平衡与不平衡
的具体表现，说明两者在平衡中存在着不平衡。接着又从认知、语义、语用、文化四个角度阐述原因，正
是由于“后”的被认知时间更早、语义范畴更大、受语言经济原则影响更多以及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内涵更
丰富，才使其能够拥有更广的使用范畴和更高的使用频率，也因此造成了反义词“前”“后”的不平衡现
象。
【关键词】前、后、平衡、不平衡

整合训诂方法论新探
周雁飞  新加坡新跃社科大学

【摘要】陆宗达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提倡“训诂方法的科学化” 。本文运用肯·威尔伯的”整合理
论”，采用其“四象限五要素”的框架结构梳理审视传统的训诂理论和方法。首先论述了训诂原理与整合
理论的内在关系，在此基础上将训诂学的适用范围与整合理论相结合，阐释其与传统训诂方法之间的深层
关联模式，及其有效性、前瞻性，进而使整合训诂方法不仅具有理性的解析，而且富于实践的可操作性。
本文是实践训诂学与西方阐释学（英语：hermeneutics）接轨的一次尝试，旨在为训诂方法论的现代转
化提供新的激荡和借鉴。
【关键词】训诂学、解释学、整合理论、四象限五要素

普通话句末语气词的句法性质
宗晓哲  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院

【摘要】本文探讨了句末语气词“啊、吧、吗、呢”的句法特征，认为它们超出了狭义的句法范畴，在话
语中具有表达功能和人际交际的价值。首先，从通过与语气副词、标句词“说”的位置对比，可以看出语
气词句法位置很高，独立于所在句子，属于语用层面。从语用角度来看，句末语气词具有明显的程序意义。
“啊”要求听话者参与到会话中，促进话论继续，是“互动标记”。“吧”在句中通过降低话语确信度，
缓和交际双方关系，是“礼貌标记”。“吗”要求话语权发生变化，促使听话者对所提问题进行进一步的
解释，是“问询标记”。“呢”在话语中起到凸显说话者所表达的语义关系的功能，使得话语与语境之间
存在一定的语义联系，是“焦点凸显标记”。
【关键词】句末语气词、话语标记、句法-语用接口

现代汉语周遍性主语中周遍义的形成原因
左思民  高丽大学中文系 /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  

【摘要】本文探讨了现代汉语六种周遍性主语中周遍义的形成原因。结论如下：在任指疑问类周遍性主语
句如“谁都认识”中，主语的周遍义是经由疑问代词的任指用法而获得的“全域义”。在含数词“一”的
周遍性主语句如“她一点道理也不懂”中，主语的周遍义依托梯级义经语用推理而得，并且只允许从否定
极小量达到否定全量的推理。在列举类周遍性主语句如“老王粤菜也吃过，川菜也吃过，鲁菜也吃过，浙
菜也吃过，中国八大菜系的菜都吃过”中，主语的周遍义并非列举的产物，而由最末的总括分句直接表达。
在物量词重叠类周遍性主语句如“家家都用上了煤气炉”中，主语的周遍义源于物量词重叠式所具的“每
一”意义。在含“全部”等词的周遍性主语句如“全部（都）得参加会议”中，以及含“每”等词的周遍
性主语句如“每个人（都）很认真”中，主语所含的周遍义由充当句子主语的词语直接表达。
【关键词】周遍性主语、任指、语义、语用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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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论文摘要

试析因果连词“因而”“从而”“故而”
安美璇  北京师范大学

【摘要】“因而”“从而”与“故而”是表示因果关系的一组连词。经考察发现，三个词的生成方式均属
于跨层结构的词汇化，源头可以追溯到先秦文献语言。古代汉语句法结构模式的弱化和消失是促成三者词
汇化的重要动因，因此立足于古代汉语，结合词素“从”“因”“故”的词义及特点，考察并解释连词“
因而”“从而”“故而”在现代汉语中存在的使用差异，可以得到三者的区别特征。具体表现为：“因而
”强调因果之间的联系，依据前者推测出后者，后者可以是有所依据的推论；“从而”强调两个事件的发
生存在先后顺序，表达因果关系时，需要首先在语境上满足因果逻辑，通常更强调结果；“故而”所连接
的“原因”与“结果”均是已经发生的既定事实或客观存在的现实情况及惯例，通常更强调引出结果，但
也关注对原因的追溯。
【关键词】因果连词、词义特点、区别特征

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口语流利性评价指标效度研究
鲍杰 北京语言大学
 
【摘要】口语流利性是衡量二语学习者口语水平的重要标准，然而学界对于是否有必要从多个维度对其展
开评价尚没有明确的回答。研究以78份韩国汉语学习者的HSK口语测试录音为研究对象，以专家评分作为
参照，从时间、表达、语言（包括句法、词汇、语音）三个维度选取24项指标作为评价依据，来考察各
项指标对考生口语流利水平评价的效度。研究结果表明（1）所选取的指标中，与口语流利成绩相关的指
标共13项，可以解释口语流利成绩74.4%的方差；（2）在13项指标中，有5项时间维度指标、2项表达维
度指标和5项语言维度指标（句法指标1项、词汇指标4项）能够区分考生的口语流利水平。以上结果说明
在对汉语学习者的口语流利性进行评价时，有必要提取多维度特征。
【关键词】口语流利性、评价维度、指标效度、韩国汉语学习者

潮汕方言陈述语气词“哗（还）”的用法及其语法化
陈楷森  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摘要】在潮汕方言中，“哗[hũã33]”是表示确认某个事实的陈述语气词，由“哗”所构成的“VP哗
[hũã33]”可根据语境还原为“VP1□[hũã33]VP2”，还原式中“□[hũã33]”这个语音形式不再能分
析为语气词“哗[hũã33]”，而应分析为副词“还[hũã33]”。文章在考察语气词“哗”和副词“还”的
基础上，指出语气词“哗”的本字是“还”，语气词“还”由副词“还”语法化而来，其“确认”义来源
于副词“还”的“延续”义，虚化环境是根据语境省略了VP2从而使副词“还”处于句末位置的“ V P 1
还 ” 。 这 种 确 认 功 能 在 语 用 类 推 的 作 用 下 ， 最 终 固 化 为 语 气 词 “ 还 ” 的 语 法 意 义 。
【关键词】哗、还、语气词、潮汕方言

湖南平江赣语能愿动词“要”的脱落及长音现象考察
陈山青  邹珊珊 湘潭大学
 
【摘要】湖南平江赣语能愿动词“要”在语流中可脱落，使前音节读音补偿性加长，从而形成“脱落→长
音”音义互动现象。除了单一脱落外，“要”还可与副词“也”形成双重和选择性脱落。实验语音分析显
示，长音具体表现为音节的主要元音发音明显加长，声调调值变为[原调值+4]，声母不发生改变。语言经
济原则和韵律法则是该现象形成的动因和机制。能愿动词“要”的脱落代表了汉语音节脱落的一种类型，
提供了一种句法创新的途径。   
【关键词】能愿动词、要、脱落、长音、音义互动、韵律法则

中国古诗与其印尼语译文比较研究——以唐诗的韵律问题为中心
陈衍宏(Clement Tanaka) 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摘要】经过调查发现，目前中国古典诗词的印尼语译本数量不多，此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印尼上世纪
50年代至90年代的“禁华”政策所影响。诗歌翻译主张“三美论”，韵律是诗歌创作的重要因素之一，
韵律的转译应当被重视。本文梳理约有7种唐诗印尼语译本之后，发现周福源译文尤其重视“音美”部分。
本文根据译文的用韵情况与印尼古代诗歌类型进行对照，将周福源译文分为五种类型。然而，受到语言差
异的影响，多数诗作经过翻译后，在词语数量方面难以呈现形式上的一致，仅有少数情况或巧合原因达到

词数相同，如《十五夜望月寄杜郎中》原文与译文均有7个字（汉）、7个词（印尼），此现象或许为周
氏无法满足押同韵情况之下，对字数采取了一定的“补救”措施。最后，为了提高中印尼韵文作品翻译的
水平，本文提出了从宏观及微观层面的相关建议。
【关键词】唐诗、韵律、印尼语译本、比较

字本位理念之华语文教育生态系统教学效能分析
陈信助  台湾中国文化大学
张胜昔  中国华东师范大学

【摘要】本研究依据差异化教学与适性化教学理论探讨华语文教学生态系统中「字本位 理念」的教学效
能的重要性。透过台湾某大学华语文中心的初级华语文课程进行实验研 究。本研究采用开放式行动研究
法，辅以文献资料分析法、经验总结法和调查访谈法。研究过程包括「计画-实施-观察-反思」四大环节，
首先依据学习者背景之差异与需求， 适度安排（调适）总体教学方案及课程；再透过华语文「听、说、读、
写」并重的「综 合教学法」推进新的班级经营，以字本位理念及教育生态系统为基础重新设计和安排课 程；
然后依据学习者对课堂教学环节的感知进行反思与检讨，进行行动研究。研究结将提供对外华语文教学与
研究参考使用。
【关键词】差异化教学、适性化教学、字本位、教育生态系统、综合教学法

六何法的教学局限及其对策
龚成 王娟 郑文佩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六何法”能帮助学生快速找出文章的主要信息，经常被用在阅读教学中。很多教师在写作教学
中也常使用六何法指导学生构思，列出写作大纲。六何法在阅读教学中的优点较为明显，但在写作教学中，
却有其教学方面的局限。因为使用六何法进行选材，其实只是对选材信息进行罗列的手段，它是选材的结
果，而并不是选材的方法。至于如何确定“六何”中的诸多信息，为什么是此信息而不是彼信息，正是学
生特别需要得到辅导和训练的地方。而这个思维的过程，较少在课堂教学中得到显性训练。本文以写人和
写事的记叙文为例，通过思维过程的角度分析六何法在写作选材上的局限和不足，并尝试提出相应的解决
办法，帮助学生利用六何法进行最优选材。
【关键词】六何法、写作教学、教学局限、对策

法汉翻译中的名动词类转换
成萌 法国索邦大学

【摘要】词类转换是 J.-P.Vinay 和 J.Darbelnet (1958) 在《法语与英语文体学对比》中，通过对法英
文本的比较分析，提出的翻译主要手段之一：“ 在不改变信息含义的前提下，一种词类替换另一种词类
的过程。”由于法语与汉语在词汇和语法功能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在翻译实践中，译者往往采用该手段使
翻译变得更精准地道。该研究将基于对法国文学作品《红与黑》原文与三个中文译本的对比而进行词类转
换的相关分析。本文中我们将主要介绍在法汉翻译中出现的法语名词转换为汉语动词的现象。比如，法语
中紧随时间介词的动作名词常转换为汉语动词；又如，法语时间名词后的动作名词或情感名词可转换为汉
语动词，等等。通过对比，我们将发现汉语更习惯于用动词来表达时间含义。
【关键词】 词类转换、 法汉翻译、名词、动词。

中韩小说的机器翻译与人工翻译对比—以中国当代代表作家余华的作品为例
崔贤植 上海商学院

【摘要】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飞跃发展，神经机器翻译取得了巨大进展。机器翻译能否取代人工翻译？机
器翻译能否翻译小说？以上议题已成为翻译学界的热门话题。本文以中国当代先锋派代表作家余华作品的
韩译实例，选用中韩两国具有代表性的机器翻译引擎百度翻译和Papago，从文化负载词、长难句、超
句翻译单位等层面对比分析机器翻译和人工翻译，探讨机器翻译存在的问题以及前景展望。
【关键词】机器翻译、人工翻译、中译韩、小说

基于语料库的对外汉语同义词辨析—以“一定”和 “肯定”为例
崔香兰·朴兴洙  韩国外国语大学
 
【摘要】本文希望通过语料库的实证研究，探索出同义词“一定”和“肯定”的异同点和搭配对象的互补
性，以更好地理解并使用。 一般的同义词辨析大都通过字典等工具，依靠直觉经验和内省的方式。虽然

字典具有权威性，但仅仅依靠字典来辨析同义词存在许多不足之处。大型语料库以及先进的检索工具以其
特有的优势为同义词辨析提供了新的方法。本文基于先进的北京语言大学大数据与语言教育研究所的
BCC语料库，采用定量和定性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以同义词“一定”和“肯定”为例，分别从语域
分布、类联接、搭配特征及语义韵方面进行了同义词辨析的实证研究。 综上所诉，本文立足于对外汉语
教学视角，旨在探讨如何帮助学习者更加直观、有效的辨析近义词“一定”和“肯定”。尽管在内容上还
有许多不足之处，但仍然希望可以为汉语同义词教学提供一个可参考的依据。 
【关键词】 同义词、对外汉语教学、语料库、词语搭配、类联接

《岳麓书院藏秦简（伍）》部分字词研读
高婷婷  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

【摘要】《岳麓书院藏秦简（伍）》包含秦代大量律令档案材料，内容丰富，史料价值 高。本文提出五
则字词释读、断句意见，如简 131-132“劾”如字读、“失道” 当指偏离目的地、“回留”应断读开；
里耶秦简 8-777 号简当断读作“从人论、 报、择（释）免归致书具此中。”“简 163“私属免婢”当断
读开；简 199“率” 有劝勉之意；简 225“均”读为“徇”，巡视之意等。以期进一步疏通文义，为 学
界后续利用该文本提供便利。 
【关键词】岳麓秦简、字词释读、断句

语法训诂浅议：基于三个平面的“新描写”
高扬 浙江财经大学

【摘要】利用语法进行训诂实践最为关键的一步，是对疑难词句进行细致的结构描写。传统结构主义成熟
的描写方法的确解决了大量的问题，但是古代汉语，尤其是上古汉语作为一种综合性倾向的语言，存在大
量同形异构、一种形式表示多种功能、多种结构表示一种功能的现象，传统成分分析的方法在描写时还是
显得捉襟见肘。想要精准的描写就必须高度重视语言学理论工具，将不冲突的理论加以融合，将解释与描
写加以统一。因此我们的主张是：语法训诂应该基于古代汉语综合性的倾向，充分利用语言学理论，以考
察分布为核心，剥离语言外证据，根据需要在语法、语义、语用三个平面展开研究，在描写中加深解释，
在解释中深化描写，从而对待考词句的显性和隐性结构都做出最细致的描写，进而考察句例分布，求得达
诂。如在语法层面，除了关注最表层的成分组合外，也应该注意到，长期被忽略的汉语韵律，实质上就具
有形态的功能，利用这一形态，可以很好地解释一些传统结构语言学无法解释的问题，进而对结构做出精
细描写，解决争议。再如语义层面，上古汉语缺少形态变化，其他语法形式也比较隐蔽，位于深层的语义
层面研究涉及到语义特征、语义指向、义素分析、语义场等。如能充分利用，则可通过充分解释，对结构
做更准确的描写。而语用理论，可以帮助解决句与句之间的问题，适合处理一些重复、句读争议；而鉴于
语言普遍存在的语用诱发机制，这个层面的研究更是在描写时不能或缺的。
【关键词】语法、训诂、新描写主义、解释

皖北中原官话区淮北方言的疑问句
郭迪迪  郭辉  亳州学院中文

【摘要】“淮北”指安徽省北部的淮北市，辖相山、烈山、杜集三区和濉溪一县。按《中国语言地图集》
（2012）的分区，三区和濉溪分属中原官话徐淮片及商阜片。淮北方言疑问句有是非句、特指句、选择
问、反复问句四类。是非问是在陈述句末尾加上扬的语调“↗”表疑问。特指问常在句中用“啥子、咋的、
咋着、哪来”等代词作疑问点，要求对方就疑问点作出回答。选择句常用“是/ｖｐ还是ＶＰ”的选择格式作
疑问的焦点，句末常用语气词“昂”。文章主要描写分析了淮北方言的“可ＶＰ、ＶＰ不/没ＶＰ、ＶＰ
不(啵)/没有”三种形式的反复问句，并讨论了“ＫＶＰ、ＶＰ－neg、ＶＰ－neg－VP”的历史层次及
“可ＶＰ、还ＶＰ”的来源。
【关键词】皖北中原官话、淮北方言、疑问句

欧化影响下表范围限定的方位结构“NP抽象上”
郝锐  首都师范大学

【摘要】受欧化影响，早期现代汉语中表范围限定的方位结构“NP抽象上”集中大量出现。新中国成立
以来中期现代汉语中这一结构呈现新的发展态势。使用方面，表范围限定的“NP抽象上”成员有增有减、
有“潜”有“显”，但“增”和“显”是主流，既有量的增，也有类的显。语法功能方面，早期现代汉语
中“NP抽象上”可以充当状语、定语、补语，中期以来则发展出了“句首修饰语”的功能。具有人际功
能的“NP抽象上”成员正是从做句首修饰语的位置上进一步转变而来，且逐渐发展出全句评注、传信和
情态、衔接连贯以及焦点凸显等功能。

【关键词】欧化、NP抽象上、历时演变、表达功能

华语综艺节目对新加坡华族学生之影响的调查—以南洋理工大学为例
洪玮嬣  许润芳  南洋理工大学

【摘要】随着新媒体覆盖面的不断扩大和华语综艺质量的逐步提高，两岸三地和新马的华族年轻人对综艺
节目的关注度不断上升，由于没有语言壁垒、更新及时、内容有趣、种类丰富，新加坡华族青年大多对华
语综艺节目有所了解，部分学生更成为了资深观众。本文通过对本地华族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掌握其观
看华语综艺节目的频率、动机和偏好，两岸三地及本地华语最受欢迎节目的播放渠道、类型、主题、播放
平台和制作地点，华语综艺及相关对新加坡华族大学生华语使用水平、文化素养等方面产生的影响，了解
大学生在观看过程中感受到的文化、思维差异及对节目内容制作方向的期待，总结华语综艺对华族大学生
的影响及其走向华语中圈的可改进之处，为两岸三地及新加坡本土华语综艺节目发展方向提供参考，探讨
综艺节目等文化项目应用于汉语国际教育的可能性。
【关键词】汉语国际教育 综艺节目 华语 口语教学

短视频技术应用于听障初中生汉语教学的研究
洪臻颖  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 

【摘要】媒体技术极大地促进了短视频内容的发展与传播，短视频也成为了前者最常见的应用领域之一，
为身处不同行业的受众提供了信息输出和接收的渠道。而短视频的普及恰恰赋予了听障学生群体公平地接
受信息的机会。目前，以短视频为媒介，对听障学生进行汉语教学的研究仍有较大的发展空间。由于先天
或后天的身体缺陷和特殊的成长经历，听障学生常常会产生严重的自我封闭心态和对陌生环境的抵触心理，
又因与社会接触机会较少，自然地落于信息传输通道的末端。因此，只有将语言与技术二者有效地融合，听
障学生才能在汉语学习的道路上缩短与健全学生间的差距，且逐步实现“信息平权”。本文将以听障初中学
生的汉语学习过程为研究对象，依据认知语言学的相关理论，通过对听障学生的语言获得过程进行语境依赖
方面的研究，提出短视频应用软件参与其汉语习得的改进方案。
【关键词】听障学生、汉语教学、短视频 语境依赖

从康德的文学艺术理论看阅读在提高华文作为第二语言学习的学习兴趣中的作用
黄婉玉  林进展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新加坡以英语为通用语言，学生的华文学习缺乏足够的语言环境和学习动机。华文作为第二语言
的社会地位既定，其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不足的情况既定，仅依靠功利性动机注定无法引起学生学习华文
的足够动力，需要一个非功利性方法来提高学生学习华文的兴趣。康德在其美学理论中提出，由审美判断
所产生的愉悦是无功利性的、无任何利害关系的愉悦。审美活动是一种非功利性的、无利害关系的活动。
他认为阅读是最高级的审美活动，具有审美活动无功利、无利害关系的本质特点，是符合人的自由本质的
最高级的活动。由此看来，阅读是一种无功利性的活动，能够产生普遍的愉悦感受，可以用来提高学生学
习华文的兴趣。而若要阅读能够担当引起学生学习华文兴趣的重任，则需要让华文阅读回归阅读的审美本
质。
【关键词】第二语言学习、无功利性、阅读、学习兴趣

华文写作：微视频的运用策略再探
黄易亭  张水福  郭兰花   新加坡国家初级学院
张曦姗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中学低年级的学生在记叙文写作的内容上总是千篇一律，主题不够鲜明，详略不当，更严重的是
内容缺乏逻辑性，情节不合理。因此，研究团队希望通过微视频帮助学生“乐于用华文作书面表达，能感
受写作的乐趣，丰富写作内容”。微视频教学模式从观看微视频开始，过后通过提问，在科技平台上让学
生思考与分析，同侪间针对视频进行讨论，并和老师一起总结视频内容的主题、人物形象等技能，经过这
一系列的思考与讨论，教师才给出对应的作文题目。这项研究已在本院连续进行了两年（2020-2021），
今年我们以137名低年级学生为研究对象，再优化教学策略，希望持续为中学低年级写作教学提供一个简
易、操作性强的教学方法，以提升学生的写作能力，并加强学生写作的信心。
【关键词】华文写作、微视频、中学低年级
 

汉语二语者动名搭配习得研究
姜晓欣 北京语言大学

【摘要】本文将从研究内容、研究语料、研究结果三部分概述论文内容，具体如下。 一、研究内容 通过
动名搭配中名词宾语的语义类别、错误搭配的类型分布、不同母语背景 二语者动名搭配产出量三个维度
考察二语者与母语者、不同母语背景二语者（日 语、韩语、维吾尔语）HSK 作文中产出的动名搭配是否
存在差异。 二、研究语料 二语者语料我们选取了 2010 年 10 月 HSK 考试作文 90 篇，其中，韩国、日 本、
中国维吾尔族二语者作文各 30 篇。母语者语料是高三及其以上学历的汉语 母语者按照 HSK 作文考试要
求写的同题作文，共 30 篇。 三、研究结果 1、动名搭配中宾语对语义角色的优先选择关系是“受事>对
象>等同>致使> 结果”，二语者与母语者动宾语义类型选择顺序基本相同。 2、动词误用占偏误总数的一
半，是主要的偏误类型。 3、日本二语者与韩国二语者产出正确搭配的比率不存在显著性差异，产出 搭
配总量最多、错误搭配数量最少的是维吾尔族二语者。
【关键词】汉语二语者、书面语、动名搭配

汉语学习者常见的母语负迁移及教学对策
蒋一鸣  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

【摘要】以英语为母语的汉语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常常会受到母语的干扰，这种现象被称为“母语负迁
移”。因英语和汉语具有明显差异，以及学习者受母语思维的影响，“母语负迁移”现象在以英语为母语
的汉语学习者群体中屡屡发生，且有一定的规律性和同质性。研究母语负迁移有助于发现汉语学习的重难
点，指导教师更有针对性地开展汉语教学，从而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增强学生的动力和信心。过往文献
和本项研究显示，常见的母语负迁移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语音、词汇、句法、书写系统及文化背景。本
项研究将对以上五方面进行详细介绍和说明，并提供如下三点教学对策，以减轻母语负迁移对中文学习的
影响：归纳常见错误点并提供配套练习；营造“沉浸式”汉语学习环境；保持耐心并鼓励学生从错误中学
习。
【关键词】母语负迁移、汉语学习、教学对策

韩中后缀“X家”的语义研究 
金梅 ·朴兴洙   韩国外国语大学

【摘要】汉字和汉语最早在商末周初就被箕子传播到了‘朝鲜’， 汉语教学在韩半岛的历史源远流长。
作为汉字文化圈和儒家文化圈的国家，韩国对汉字、汉语和汉文化一直有较强的认同感。 韩国是大约从
公元600年开始，借用相当于汉语中高音的语音和文字。在韩语词语当中汉字词所占比例相当高， 虽然《
训民正音》（1446年）颁布之后， 韩国有了自己的文字， 汉字词的使用早己深入人心。韩语中的汉字词
大多保留唐宋时期的中古音韵， 书写上基本采用繁体字， 因此，韩国是最早接触和吸收汉字汉文化进行
汉语教育的国家。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不管是国家层面还是民间，韩国一直保持着汉语教育的传统。本
文研究的是汉语和韩语中共同使用的后缀“X家”（“X가”）的语义对比，特别是着眼于它的语义特性，
阐明意义差异为研究目的。韩中 “X家”的语义可分为同义，转移，变异的关系。笔者以类后缀“X家”
的语义特征、语用特征等方面来浅析“X家”词缀化产生的原因。韩中两国同处“汉字文化圈”之中，有
着密切的联系。第二语言的习得离不开牢固的第一语言基础。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研究已经成为一门独立的
学科，研究日益精深。各国的汉语学习者，在自身文化特点的影响下，对汉语语言的习得、难易把握、也
有着不同特点。其语言的共性及个性更有着不同于其他的特点，这为中韩语言研究提供了必要性，也为对
韩国的汉语学习者的研究提供了必要性。第一语言对第二语言的影响和干扰，所以常常会使第二语言的学
习者自觉不自觉地要以第一语言为标准来套用所学的语言，因此产生“对等”意识和偏误现象。希望中韩
共同使用的后缀“X家”的语义对比研究，对中韩之间跨语言跨文化研究的引玉之砖。
【关键词】 “X家”、类后缀、语义差异、韩国汉语学习者.

明末西班牙传教士菲律宾漳州闽南话教材古今韵母分合考辨 —以《汉语语法：漳州话语言艺术》（1620）
西班牙巴塞罗那图书馆善本为例
金美  中国厦门大学

【摘要】本文以在菲律宾马尼拉传教的西班牙道明会（又称“多明我会”）传教士撰写于1620年的教材
《汉语语法：漳州话语言艺术》（下文简称“漳州语艺”）西班牙巴塞罗那大学图书馆善本漳州闽南语为
例，对比考察今漳州话（下文简称“今漳州话”）与《广韵》音系韵母（每字所属韵摄开合等次及声调用
小字号标注于每字右下角），查考辨正明末菲律宾漳州闽南话与今闽南话韵母古今分合的历史音变遗存，
颇有启示意义． 
【关键词】 明末西班牙传教士、菲律宾漳州闽南话教材、古今韵母分合

跨语言视角下汉语结束义动词的语法化研究
景高娃  浙江外国语学院 

【摘要】本文采用共时和历时相结合的方法，对汉语结束义动词的语法化过程进行分析，并借鉴语义地图
的方法，描绘结束义动词的多功能性。事件连接功能的产生是结束义动词语法化非常重要的一环，符合类
型学结束义动词语法化的一般路径。在共时平面上，对方言中的结束义动词的关注还不足。“罢”在普通
话中已很少使用，但保留在豫北方言中，进一步虚化，并扩展出表达经历的用法。从跨方言或跨语言的角
度来看，汉语方言和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语言中的结束义动词有相似的从完结到经历的扩展路径。已见报
道的境外语言的结束义动词可以表达“以后”“已经”“完结”“接续”“过去”“完成体”等多种功能。
汉语结束义动词向完成体甚至经历体方向发展，体现了类型学的共性。
【关键词】结束义动词、多功能性、语法化、经历体

认知视域下韩国学生能性述补结构的习得研究
雷婷  中山大学 

【摘要】能性述补结构一般是指“V得/不C”结构，是汉语的一种特殊句法结构，该结构的使用条件相对
比较复杂，在韩语中没有完全相同的对应形式，因此韩国学生在使用该结构的时候常常出现各种偏误。传
统的“V得/不C”结构教学主要偏重于结构形式的描述，学习者虽然能记住能“V得/不C”的结构形式，
但是能准确理解把握并有意识地正确使用该结构的学习者却不多。本文尝试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对能性述
补结构“V得/不C”进行习得和认知研究，试图探索出能性述补结构“V得/不C”的认知加工机制，并以
此为依据帮助对外汉语教师找到更为科学有效的教学策略。
【关键词】能性述补结构、二语习得、认知研究、汉语教学

新马地区私会党的行业隐秘语
李国樑  新加坡独立民间文史研究员、民间文史顾问

【摘要】新马的华人帮会源自中国清朝的天地会，殖民地政府称之为secret society（私会党）。虽然一
些私会党员曾经回国反清，大体上私会党的本质已演变成通过武力争夺地盘，以新客与黄赌毒为主要营收
的社会罪案源头。19世纪末，新加坡私会党被令“解散”后，成立以洪门“廿一”为根基的“天地人神”
派系，行语亦趋向本土化，例如“平中”和“崩角”两大主流招纳新丁时都会“做大戏”和“布袋戏”，
急功好利的私会党老大则“去角”；私会党内部职位有426、415、49等，民间形容“08、24、369，敌
不过999（警方号码）”；一旦“风来了”最好马上把“白鱼”藏起来。此外，“开台”跑码头必须以《
五祖船》对诗，跟“水”相关的隐语甚至通俗化，成为民间方言惯用的俚语。 
【关键词】新加坡、天地会、私会党、行语

关于华文实时在线课堂互动技巧的思考
李静  范静哗博士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COVID-19的疫情导致许多青少年的学习场域从传统的同一物理空间的课堂转到虚拟空间的实时
在线课堂，实时在线教学的互动环境的改变也导致传统的师生互动条件发生了变化。当教师和学生分散在
各自的生活空间，在共享的虚拟学习空间中师生的互动与传统课堂相比，相对缺少非言语交流，这对学习
者的投入和注意保持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教师需要进行专门调整才能发挥在线教学的效果。本文从青少年
心理学的角度探讨注意力及其与在线学习的关系，进而分析在线课堂中的常见任务，并总结在线教学中的
一些互动技巧，目的在于通过形成良好师生关系、积极的学习氛围来加强课堂互动，为学习者赋能。文中
总结的互动技巧主要包括：1.激发学习动机的互动技巧，如提问、反馈、非言语交流等；2.教学过程策略
的互动技巧，如明确学习任务、设计话题以及任务导向教学等；3.差异化教学策略的互动技巧，如应用资
讯科技支持差异化教学、组织统筹课堂中的互动。
【关键词】在线课堂、非言语交流、青少年学习心理、在线互动

关于强调数量“就”的重音形式
李美京 韩国大邱大学
            
【摘要】本文主要以声学的方式针对既可强调数量多又可强调数量少的副词“就” 进行的研究。前人对
此研究已经很多如，在句法、语用、语义演变、语义指向、主观量等方面，但在韵律方面的研究却很少，
且几乎都靠语感来判断“就”是重读还是轻读。本文要对“就”的本体研究与韩汉对比研究同步进行，考
察在有无“就”的单量式结构中重音形式有何区别，还要看中国人和韩国人对“就”句子的音长和音高有
何不同。实验材料选择了《现代汉语八百词》，《现代汉语虚词词典》中的例句及自己调整的例句，一共
20个句子。实验对象为中国人3名，韩国人3名，各读三遍。分析对象一共为360（20*3*6=360）个句子，
57，600（20*160*3*6=57，600）个音节。本文要分析句中有无副词“就”的两种情况下，句中音长和
音高的不同。研究结果大体如下，第一，通过分析音长和音高来看，句中有无“就”时，重音位置有所不

同，没有“就”时，重音放在句末数量单位上，并且各音节的音长相差不大。强调少量时重音既可在“就”
上，也可在“就”后的数量单位上；强调大量时，重音放在“就”前。第二，韩国人不管副词“就”在哪
儿，一般都把重音放在数字上，有些人把它放在动词上。可见，韩国人对句中出现强调数量的副词“就”
的重音格式不太了解。第三，韩国人的每个音节音长区别不大，而重音的表现不太凸显。
【关键词】重音、 副词“就”、音长、音高

东南亚华语早期词汇发展变化研究
李权  北京师范大学

【摘要】本文以《叻报》《新国民日报》为研究对象，分别选取1917-1920（本文称之为“前期”）和
1930年前后（本文称之为“后期”）的等量本地新闻语料进行两点间的词汇比较，主要有以下两点变化：
第一，文言形式减少，白话形式增加。早期华语的语言风格可归纳为“文白相融”，即尚古的文言词和通
俗的白话词并存共用。对比前后期，文言形式有所减少，白话形式有所增加，体现出文言向白话的过渡特
点。第二，由不稳定趋于稳定。表现为如下语言事实：其一是同义形式的选择，如同素异序词，其二是异
形词的选择，包括自源和他源两类。它们均表现出前期词形丰富，且频次相近，后期出现了主要词形的变
化。以上几种变化主要受以下三种因素的影响：其一，早期国语的影响；其二，东南亚本土因素的影响；
其三，外语的影响。从“史”的角度来看，应该将共时和历时的研究思路相结合，多角度考察影响华语发
展变化的因素。
【关键词】东南亚华语、叻报、新国民日报、词汇

基于网络技术支持下韩国高校汉语教育现状
李秀彬 韩国仁荷大学/中国天津师范大学

【摘要】随着网络技术的普及，不受时空限制可以展开汉语教育。在疫情情况下，多数韩国高校采取了基
于网络技术支持下的远程汉语教育。本研究主要考察对象为20所韩国重点高校的汉语教育现状，主要考
察范围为韩国政府的官方文件、高校常用的LMS系统，K-MOOC平台、KOCW高校资源共享平台、高校
的OCW平台、高校官方网站进行了考察。考察得知，1）汉语与其他外语相比，韩国政府对汉语教育方
面的支持力度变化不大，可说明为韩国政府重视汉语教育。2）韩国高校利用LMS系统开展混合式学习以
及远程教育提高汉语课堂教学的绩效。3）通过K-MOOC管理实施策划可以看出，韩国政府重视基于网
络技术支持下的远程教育，以及远程教育有着一定的意义。本文进行了基于LMS系统支持下的汉语课堂教
学设计。LMS系统可以实现以学习者为中心的课堂教学，又可以减少教师的备课时间。基于LMS系统的汉
语课堂教学可以分为三大环节开展不同的教学活动。1）课前环节主要进行资源学习，比如：教师把教学
资源上传到LMS系统让学习者进行自学。2）课中环节可以点击远程会议（ZOOM与谷歌会议）开展远程
教育。3）课后环节利用LMS系统上的练习，考察学习者的掌握度。4)学生互动方面，LMS系统上教师创
建小组之后，不仅可以进行生生互动，还可以线上会议当中可以进行师生讨论。本文的研究工作可以为对
韩国汉语教育的信息化与汉语教学改革工作提供参考并借鉴。
【关键词】汉语教育 、系统

混合式学习模式运用于文学教学的设计与实践—以H2华文与文学小说教学为例
李志元  新加坡莱佛士书院（高中部）
张曦姗  南洋理工大学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随着数码科技的普及，课堂的教学形态及学生的学习方式也有了巨大的改变。混合式学习模式便
是其中一大教育趋势。学生在选读H2华文与文学这门课前，较少接触过文学作品，也缺乏深入分析文本
的能力。因此，如何带领学生深入分析课程中的所有作品，并教授学生分析文本的能力便成了一大教学难
点。本文试图以H2华文与文学课程下的小说教学为例，探究如何将混合式学习模式运用于文学教学上。
首先，本文将介绍研究背景与对象，并阐述新加坡混合式学习模式的概念和理论依据。接着说明运用混合
式学习模式于小说教学上的实践过程。最后，本文通过学生调查问卷、聚焦访谈及教师观察来检视教学设
计与实践的成效，再反思教学过程中所面对的挑战。
【关键词】混合式学习模式、H2华文与文学、小说教学

“年老”对新加坡华族年长病患意味着什么？—以医患门诊会话中的“年老”为例
林鼎勋   林尔嵘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摘要】在公共医院的门诊互动中，时而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一些年长患者会在话语中向医生标榜自己“
年老”的身份，如：“这么老了”、“我岁数有了”、“八十七岁了啦”等等。我们发现，这些以话语标
识自己或他人的“年老”身份不只是单纯的在传达信息。实际上，在不同的会话序列环境中，以话语标识

“年老”作为会话行为能达到不同的话语作用。以新加坡某一家医院的门诊语料为例，我们结合会话分析
（Conversation Analysis）方法与身份类属机制（Membership Categorization Device）的视角，
探讨“年老”这一身份类属在门诊互动中的作用。研究显示，一些华族年长患者会向医生标榜自己“年老”
的身份，以完成特定的话语行为，包括：一、合理化自己的病症；二、拒绝医生的医疗建议；三、辩解自
己身体功能的缺失。通过分析这些年长患者标识“年老”身份类属的互动序列及相关的会话行为，我们旨
在揭示新加坡华族年长患者对于“年老”这样一种身份标签的观念及认识，说明身份类属机制是如何搭建
起交互双方对话语的理解，也为医患沟通研究带来新的启发。
【关键词】会话分析、互动语言学、身份类属机制、年老

维吾尔语、西部裕固语颜色词文化内涵对比研究—以“黑”“白”为例
林雅琛   中央民族大学

【摘要】本文总结对比维吾尔语和西部裕固语“qɑrɑ/�ɑrɑ黑”“ɑq/ɑq白”的义项发现，两种语言“
黑色”既含褒义也含贬义，均有伟大、尊贵、有力、程度深、粗糙、无知、坏、反面的和孝服等义。但维
吾尔族接受了汉族“黑色”代表非法、秘密的认识。维吾尔族和西部裕固族都认为“白色”代表吉祥、善
良。西部裕固语“白色”可指所有奶制品和非宗教职业者，维吾尔族受到其他民族影响，借入了白色“落
后、反动”等贬义。并从社会生产实践、宗教信仰、风俗习惯三方面讨论“黑”“白”文化内涵的异同原
因。
【关键词】维吾尔语；西部裕固语；“黑”“白”颜色词；文化内涵对比

试论对外汉语教材中的拼音教学设计及拼音对教学的辅助作用—以《博雅汉语（第二版）》为例
刘迪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

【摘要】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开始学习汉语，各种对外汉语教材层出不穷。语音教学在语言学习初
期有着重要意义，对于汉语来说，拼音教学是发展其他语言技能的基础。教材是教学的依据，一些对外汉
语教材中对拼音教学的设计缺少科学性和系统性，并且没有较好的利用拼音辅助之后的技能教学。本文共
有五章，以《博雅汉语（第二版）》九册书为研究对象，分别从研究目的和意义、拼音教学设计、拼音练
习安排、拼音辅助其他语言技能教学、研究结论等方面展开论述。《博雅汉语（第二版）》总体而言在拼
音教学方面较为完善，但在发音方法教学和拼音练习方面仍可提升。本文详细分析了教材中拼音部分的优
劣利弊，希望能为其他对外汉语教材的编写完善提供思路，提高对外汉语教学的质量。
【关键词】对外汉语、拼音教学、教材设计

台湾“国语”新义新用的“杀”
刘吉力  长沙师范学院文学院  

【摘要】台湾“国语”的“杀”动形兼备，以动为主，辅以形容词用法。形容词“杀”主要有“狠/酷/低”
三个义项，各义项来源不同；历时考察“杀”，呈现由升到降的发展态势，义项由单到多再到以“低”义
为主，“杀”的发展演变有其内外部原因；对比其他多个华语社区，台湾“杀”与其形成有无之别的新生
差异。新义新用的“杀”充分体现了台湾“国语”的变异性及独特性，因此是研究其最新发展演变的典型
案例之一。
【关键词】台湾“国语”、“杀”、形容词、变异

更好地与文献对话：留学生学位论文转述结构考察与教学
刘锐  澳门大学

【摘要】学术写作中，引用是与已有研究建立联系、创建自身研究空间的重要方式（Swales， 1990）。
因此需要大量地使用诸如“某某发现/认为”、“在某某看来”这类转述结构。学术英语（EAP）研究表
明，二语学习者在掌握转述结构上存在相当的困难（Neff et al. 2003；陈建林，2011）。本研究旨在考
察汉语二语者的学位论文中转述结构的使用情况。本研究从CNKI硕士学位论文库中随机选取了13篇留学
生用汉语撰写的学位论文作为考察对象。由于引用通常集中地出现在文献综述部分，因此考察的重点放在
论文的“研究综述/研究现状/文献综述”部分。我们使用Liu & Wang（2019）的分类体系对转述结构进
行了标注。结果显示，留学生学位论文中使用最多的是过程性转述，其次是话语性转述，最少是发现性转
述、认知性转述。对比成熟写作者的论文（刘锐、黄启庆、王珊， 2021），留学生过度使用过程性转述，
而发现性转述、话语性转述的使用比例偏低。结合不同转述结构的功能来看，留学生在引用中主要关注的
是研究对象、方法，而对结论、成果、作者的观点缺乏足够的讨论和分析。此外还存在以下问题：转述语
的功能类型、种类单一；（2）转述语误用；（3）转述结构滥用，造成无意义的引用。针对这些情况，
本文提出应该对转述结构进行针对性训练，综合使用范文学习、结构控制训练、改写等练习方法，帮助二

语者理解和掌握多样化的转述手段，以提高汉语学术写作的水平。
【关键词】转述结构、学位论文、引用、学术汉语、学术写作

虚拟世界和元宇宙：汉语国际传播的应用现状和未来的可能性
卢文慧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研究生

【摘要】依托现代信息技术和互联网平台在线教育的不断发展，“互联网+”开展汉语教学受到汉语教师
与汉语学习者的共同重视，使汉语国际传播更多样化。虚拟世界是一种持久的在线计算机生成环境，在远
程物理位置的多个用户可为工作或学习进行实时交互。本文首先介绍了虚拟世界的历史发展和元宇宙的概
念。元宇宙是互联网的延伸，允许用户彼此之间以及周围的环境进行互动，包括虚拟现实（VR）和增强
现实（AR)。人工智能（AI）的使用现已成为汉语国际教育的现实。通过特别关注四个特性，虚拟世界或
元宇宙的集成网络在四个领域取得进展：沉浸式现实主义、访问和身份的普遍性、互操作性和可扩展性。
对于每个领域，当前状态和需要的发展，这些特性被认为是可行的多元核心组成部分。本文考虑虚拟空间
在当代汉语国际传播的应用现状，以及元宇宙新技术领域的影响。以当代汉语为对象，以多学科交叉为视
角，结合汉语国际传播的相关实践，虚拟世界利益相关者和开发人员之间未实现的协作，构成人类社会文
化互动的一个引人注目的领域。伴随新技术发展和教学理念变化，在虚拟世界和元宇宙视野下展望汉语国
际传播发展的新思路。
【关键词】元宇宙、虚拟世界、人工智能、汉语国际传播

东南亚华语量词历时发展调查与思考
卢月丽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摘要】本文以东南亚华语为对象，以“史”的眼光观察东南亚华语中量词的历时发展面貌，最终按照“
史”的范式形成比较完整的表述，试图从一些具体的方面展现东南亚华语发展演变的内容及过程。文中把
东南亚华语量词的发展归纳为以下三种模式：上扬式、下行式及曲折式。在对上述语言事实考察与梳理的
基础上，文中得出以下两点认识：其一，东南亚华语量词的发展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其发展不止一种模
式，而是三种交织在一起；其二，华语量词发展演变的原因既有方言、英语的影响，又有其作为祖语具有
保守性的制约。
【关键词】东南亚华语、量词、祖语、历时研究

浅谈国际汉语教学中的跨文化理解 ―以在日教学实践为例
路浩宇  日本关西学院   
陈碧强  中国山东曲阜师范大学

【摘要】笔者以自己在日本大学试行的两次以“友谊”和“孝道”为主题的汉语口语教学实践为例，通过
学习者对“友谊”和“孝道”为主题所作的口头发表，在提升口语表达能力的同时，引导学生了解中国的
文化与哲学思想。通过观察学习者对“友谊”和“孝道”话题的口语课的参与情况，我们发现日本学生对
友谊话题的兴趣更浓厚，对友谊的理解比孝道更深，对友谊价值的认同大于对孝道的认同。日本是原子化
社会，由于个人本位思想在日本的盛行，学生对于跟自己关联紧密的同时代事物表现出更大兴趣。孝道涉
及两代人或三代人之间的关系，复杂程度远大于友谊，故不太容易引起在“核心家庭”的时代背景下成长
起来的当代日本大学生的同情与理解。由此可见，任何一种观念都与它的历史和人文环境有关，是传统延
续和社会生活的产物。由于“孝”涉及到代际关系，日本学生对“孝”的认识相对浅薄，往往是泛泛而谈。
由此引出对教学目标的思考：一，国际汉语教学不应仅仅停留在“术”的层面，而应在锻炼学习者基础能
力的前提下，上升到对学习者的人文关怀与灵性启迪的大道上来。二，知识传授与文化交流是两个层面的
问题，知识传授是无条件性的，而文化之间的融合是有选择性的。国际汉语教学需要在尊重文化多样性的
前提下进行。
【关键词】国际汉语教学、友谊 孝道、人文关怀
  

怒苏语多义词的文化内涵
罗自群  中央民族大学

【摘要】怒苏语是生活在中国云南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福贡县的怒族怒苏支系说的一种语言，属于汉藏语系
藏缅语族彝语支。怒苏语词汇，按照义项来分，有单义词和多义词两类。本文重点从多义词这一方面来分
析怒苏语词汇所体现的文化内涵，通过与汉语、藏缅语族其他语言的比较，来说明怒苏语词汇文化内涵的
特点。文中所用的怒苏语词汇都是来自本人田野调查获取的第一手语料。一、怒苏语多义词的类型：如果
以汉语为参照点，怒苏语中存在一些多义词——一个怒苏语的词，可以有两个及以上的汉语词语和它相对
应。既然是多义词，语音相同，语义相关。根据词性，可以把怒苏语多义词分为两类：1、词性相同的，

2、词性不同的。（一）怒苏语词性相同的多义词  怒苏语词性相同的多义词比较常见的是名词、形容词
和动词。（二）怒苏语词性不同的多义词  怒苏语词性不同的多义词，比较常见的是一个多义词具有两种
不同的词性，当然，也有一部分多义词不止两种词性。二、怒苏语多义词的文化内涵：我们把怒苏语词性
相同的多义词看做是静态相关，而把词性不同的多义词看做动态相关。和汉语比，和汉族比，使用怒苏语
的怒苏人和汉族在认知上存在着诸多差异，汉语的表达显得更精细一些，而怒苏语则比较笼统一些。怒苏
语多义词的这种特点，充分体现了怒苏语的文化内涵。
【关键词】怒苏语 、多义词、文化内涵

汉语二语者书面产出词汇多样性的文本长度效应研究
马庆 北京语言大学

【摘要】词汇多样性是二语表达能力的重要标志，是计算机自动作文评分的重要采集变量，但是词汇多样
性测量指标与文本长度之间存在复杂的关系。本研究从2010年4月HSK写作考试的实测大数据中选取154
份语料，重点探究了汉语二语者书面产出词汇多样性与其文本长度的关系。结果发现：（1）词种数、
TTR、Root TTR 、Log TTR等8个测量指标可作为词汇多样性测量的有效参量，但通过相关分析结果可以
看出，当文本长度过短的时候，很难反映出词汇多样性与作文成绩之间的关系；（2）8个测量指标均存
在文本长度效应，其中MATTR受文本长度的影响较小；其余7个测量指标随着文本长度的变化整体呈现出
线性的变化趋势；（3）当文本长度在60至100词范围内时，除MATTR外，相同文本长度下的LD值均存在
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关键词】词汇多样性测量、文本长度、语言产出、作文自动评分

西南官话中古非晓组字混读的声学考察—以四川中江为例
饶冬梅   西华大学

【摘要】古非晓组字的混读在西南官话中较为常见[1][2]。西南四省（四川、云南、湖南、湖北）方言中
非晓组字的混读主要体现为八种类型（见表1）。本文以四川中江方言的古非晓组字今读作为深度调查对
象（前人调查结果为Type2类型[2][3]），选择10位年龄在55-65岁区间的发音人（男女各5），得到约
9000个语音材料，提取擦音中段20ms的谱重心CoG（Center of Gravity）和标准差SD(Standard 
Deviation)两个参数[4][5]，从声学和感知两个角度考察了四川湘语中非晓组字混读（merger）以及语
音性变读（phonetics variation）的原因[6][7]：非晓组字的混读，跟[f]/[xu]发音的相似性以及感知混
淆有关，和语言接触也有密切关系。四川湘语受强势方言（Type 1）及普通话影响，混读规律出现例外
之外的字有所增多，混读的条件也逐渐走向单一化。
【关键词】四川湘语、混读、语音变读、语言接触

河北方言的“去分阴阳”现象
桑宇红  白茹 河北师范大学 

【摘要】学界对河北地区保定、唐山、秦皇岛地区冀鲁官话保唐片轻声前去分阴阳的现象已有报道，较早
应是《昌黎方言志》（1960），后有李思敬（1995）对宁河方言，接着田静（2007）、刘克龙（2010）对
唐县，后又有郑莉（2014/2019）、白茹（2016）、曹庆改（2018）、李仕颖（2019）、尹凯（2020）等
分别报道了与保定毗邻的石家庄的深泽、无极、辛集及衡水部分地区安平、饶阳也存在“去分阴阳”的现
象。河北方言去分阴阳具体表现为：（1）在单字调层面可以区分阴阳去，如无极和深泽；（2）在连读层面
区分阴阳去；主要分布于保定地区的曲阳、定州、唐县三个县市；（3）仅在轻声前连读时区分阴阳去，
主要分布于保定及石家庄、衡水部分毗邻保定的地区。
【关键词】河北方言、去分阴阳、连调及轻声、保唐片

课例研究：放声思考在阅读教学中的策略与设计
盛丽春、韩爱玲、幸锦龙 、胡晓苏  四德女子中心
张曦姗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为了提高学生在阅读理解、感悟欣赏及延伸拓展方面的能力，本校研究团队通过放声思考阅读策
略(Think Aloud Strategy)进行有系统、有针对性的阅读教学。放声思考策略是将个人内在的无声思考，
用口语表达的方式，将心中所思考的内容说出来。老师能借此了解学生的思维过程并加以引导纠正。放声
思考方式是展示思考能力的有效方法，让思维可视化，同时也能训练学生的口语表达能力。本研究以79
名中二高华学生作为研究对象展开三轮的课例研究。本文首先从研究背景、研究对象和研究目的做一个整
体介绍；接着阐明理论依据和相关概念；再具体介绍整个研究的教学实践过程。研究结束后，通过调查问
卷、教师观察以及学生反馈进行分析，最后再反思教学过程中所面对的难题与挑战。

【关键词】课例研究、放声思考、阅读教学

“洪武赶散”与苏北江淮官话
石绍浪  北京语言大学

【摘要】“洪武赶散”是指明初苏南向苏北平原一次大规模移民，虽然正史没有确切记载，但在苏北民间
普遍流传。苏北江淮官话入声韵有一个较为独特的特征，曾梗摄一二等帮组字读圆唇后元音韵母，并与通
摄合并，其分布与“洪武赶散”的移民范围基本吻合。比较发现，苏北江淮官话的这个音变应是源于苏州
移民的影响。今苏北江淮官话入声韵类突破中古韵摄的格局，发生了简化，也可能是明初苏州方言在苏北
扩散的结果。余论认为，在分析江淮官话与吴语关系时，不能只局限于“同源”的角度，还应考虑明初苏
州苏州方言在苏北的扩散。
【关键词】“洪武赶散”、苏州方言、苏北方言、江淮官话、入声韵

德国语言学家加布伦兹及其《汉文经纬》研究
宋楠  德国国际合作署中德合作中心； 波恩东亚研究院chinnotopia中国论坛

【摘要】本论文第一章介绍了与乔治·加布伦兹有关的史实，包括十七到十九世纪西方汉学的兴起、独立
与发展、加布伦兹家族史和乔治·加布伦兹的汉学之路。 第二章到第四章将《汉文经纬》拆分为“汉语
基本面貌”、“分析系统”和“综合系统”研读与解析，完整展现加布伦兹的语法思想和其构建的古代汉
语语法体系。论文的第五章和第六章，分别探讨了加布伦兹在西方近代语言学历史上所起的作用，以及对
汉语语法思想史的影响、突破和超越。同时在论文结语部分，讨论了中外语言学界对于《汉文经纬》一书
不甚明晰的几个问题。
【关键词】加布伦兹  《汉文经纬》

华文作为第二语言新闻听读教学的文献综述
孙晓颖   张丽妹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新闻听读教学在华文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中更是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本文回顾和介绍了
2001-2021年二十年间华文作为第二语言新闻教学的相关研究，文献主要来源于中国知网 (CNKI) 和Web 
of Science等数据库。本研究的文献综述主要围绕四个研究问题：第一，华文作为第二语言新闻听读教
学的目标有哪些？第二，华文作为第二语言新闻听读教学的原则是什么？第三，华文作为第二语言新闻听
读教学的难点有哪些？第四，华文作为第二语言新闻听读教学的教学策略和方法有哪些？最后，本文结合
新的时代背景提出了华文作为第二语言新闻听读教学的优化建议。本研究的成果和发现对华文作为第二语
言新闻听读教学具有良好的指导意义，同时也为华文第二语言新闻听读教学法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和指引。
【关键词】华文作为第二语言、新闻听读教学、教学目标和原则、教学难点、教学方法 

乙圩壮语多功能语素te∶ŋ1

覃薇  中央民族大学 

【摘要】本文对乙圩村壮语“遭受”义语素“te∶ŋ1”进行全面的调查描写，并刻画出“遭受”义语素
“te∶ŋ1”功能的整体面貌。对“遭受”义语素部分语法功能的语法化过程进行探讨，归纳出其语法化的
路径和机制，为学界了解乙圩壮语“遭受”义语素功能的语法面貌和特征提供新的材料。乙圩壮语的“遭
受”义语素“te∶ŋ1”呈现出多功能性，具备了十三种功能：①“触碰”义动词；②“对、中、合”义动
词；③“遭受”义动词；④“需要、用”义动词；⑤被动标记；⑥“对”义形容词；⑦“致使”义动词；
⑧情态助动词；⑨结果补语；⑩程度/状态补语；⑪“到、轮到”义动词；⑫副词；⑬假设连词。其中，
本文调查到了“遭受”义语素“te∶ŋ1”以往没有被调查描写到的功能为：①程度/状态补语；②“到、
轮到”义动词；③副词；④假设连词。
【关键词】乙圩村、壮语、“遭受”义

祁东湘语多功能词“落”的语义演变与主观化
谭丽亚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西南林业大学外国语学院
陈海宏  云南民族大学民族文化学院

【摘要】湖南祁东湘语多功能词“落”的用法比较特殊，其语义演变属于通过增加新义而产生的多义模式，
它的多个义项在语义上有一定的关联，或直接关联，如“落”作实义动词时的多种语义；或间接关联，如
前加准词缀型小称标记“落”可能是由实义动词“落”的“降生”、“遗留在后面”等义隐喻而来的。“

落”在祁东湘语中还可以重叠，在语义和语用表达上带有一定的感情色彩，可表达说话者对命题的多种主
观态度。祁东湘语“落”语义演变的认知机制主要有类推（隐喻与之相关)、重新分析（转喻与之相关）和
主观化（褒化、贬化与之相关)等等。
【关键词】祁东湘语、“落”、多功能、语义演变、主观化

论析新加坡华人华语及身份认同的变迁
谭国勇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身份认同的建构在国家及其国家层面下的政治、经济及社会发展上有着深远的影响。它可以使人
认可该国家在政治经济及社会层面上的立场及政策，也可以让人民在某种程度上产生了归属感。教育是建
构身份认同的其中一环。据王赓武教授与陈庆文教授所示，新加坡华人身份认同，是最没有代表性，后者
则认为身份认同是有目的性地建构出来的。由此说明了新加坡华人身份认同正等待人们来填补。也正是如
此，新加坡政府通过不同媒介，包括教育政策等手段来灌输和建构自身倾向的华族身份认同，即倾向于文
化上的认同。本文尝试通过1979年讲华语运动及新加坡教育部历来的教育改革报告书，来了解其倾向和
期许。1979年讲华语运动，主要目的是要整合新加坡华族各方言群体。当时，新加坡华人社会有多达12
个华人方言群体，拥有一个共同的语言：华语，促进他们之间的沟通，减少之间的纷争，团结一致。这有
利于营造及实施双语教育政策的大环境，从中促进经济发展。然而，时间的推移，讲英语家庭的增加，使
得讲华语运动有了新的使命，即提升人们对华文的认识。新加坡教育部在报告书中所倡导的文化认识，倾
向于应对华族内部压力和需要。这回应了陈庆文认为华人身份认同是人造的说法。与此同时，随着华人移
民的移入，他们所带来的文化是否再次在原有身份认同上融合或产生分歧，则是未知数。这将会直接或间
接影响新加坡华文华语以及教育发展的走向。
【关键词】新加坡、华人华语、身份认同、教育

新加坡高中文学教学提问策略的探讨— QUILT框架下的教学设计与实践
唐佑彬   潘旭    李俊贤    郝德奕 淡马锡初级学院
张曦姗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在华文文学课堂上，设计优质问题能引导学生进行品读和鉴赏。因此，本研究以主修H2CLL的
61名学生为研究对象，探讨基于QUILT提问框架激发学生学习兴趣与提升学生思维能力的课堂教学模式。
本文首先介绍研究的背景、对象及方法，阐述基于QUILT提问框架的教学理念与理论依据；接着以现代小
说、诗歌、戏剧以及文言文为例，介绍如何基于QUILT的提问框架设计不同类型的问题的提问策略；本文
也根据学生的课堂反应，探讨了QUILT提问框架下不同文学作品教学的几种提问策略和问题设计类型，在
体现以学习者为中心、加强师生互动和凝聚同侪间学习力量等方面的成效。本论文最后将通过前后测的数
据对比分析、学生反馈、教师观察和学生产出检视教学设计的实施成效。
【关键词】文学教学 、提问策略、 QUILT框架、教学设计

楚辞“羌”字句与湘西凤凰方言ʧʰɑ13字句 比较研究
田晓黎  中央民族大学

【摘要】楚辞里的“羌” ，自东汉王逸注释后的1800多年来 ，众多研究者引经据典， 却始终没有确解。
《楚辞》的“羌”字是否有田野遗存？在湖南湘西凤凰方言中存在极具特 色的ʧʰɑ13 1字句。本文从凤凰
方言ʧʰɑ13字句的田野记音开始，逐条分析，总结规律，再与《楚 辞》16 处“羌”字句进行对比研究，
结果显现，凤凰方言ʧʰɑ13字句基本传承着《楚辞》“羌” 字句的语义。 
【关键词】《楚辞》  羌

国际中文学习软件的大型网络游戏化
汪歆玥  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   

【摘要】汉语学习时间长的特点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二语学习者的热情，而当下飞速发展的大型网络游戏新
颖有趣，常令人沉迷。修坝不如引流，把学生们对汉文化和网络游戏的双重兴趣融入到汉语学习的全过程，
将有助于培养学习者持续性的学习兴趣。本研究分析了当下常用汉语学习软件中的游戏模式，结合现有网
络游戏的汉元素部分，提出了将汉语学习软件大型网络游戏化的具体设想。持续化：脱胎于传统的孤立小
游戏，将累计的学习成果作为升级模式，合理地穿插各类支线任务。系统化：学习者通过注册账号建立个
人学习档案，学习任务既包括集体学习，也包括多种自学形式。针对性：以学习者的需求为导向，提供相
应的实用汉语知识。灵活性：及时更新，高度重视用户反馈。允许教师使用游戏程序和知识库，以方便与
线下教学配合使用。
【关键词 】汉语国际教育、学习软件、网络游戏、学习兴趣

“ 打（타）”字的韩国汉字音形成过程考察
王 浩  四川轻化工大学人文学院  

【摘要】“打”字，在《广韵》中有两个读音，都是阳声韵，一个是梗摄、梗韵，开口二等，上声，端母
“德冷切”；另一个是梗摄、迥韵，开口四等，上声，端母“都挺切”。但是在韩国汉字音中，“打”字
读阴声韵타[t�ɑ]。本文从历史语言学和语言接触的角度出发，认为中世韩汉音（15-16世纪）中存在的
타[t�ɑ]和뎍[tiək]这两种读音，其形成主要是中国的影响，由“德冷切”和“都挺切”两种读法，平行
发展而来，“德冷切”变成了“都瓦切”直接影响了타读音的形成；“都挺切”本来是阳声韵，在传入韩
国以后，其阳声韵尾[ŋ]变成了入声韵[k]，实现了“阳入对转”，从而形成了뎍的读音。近代以后，随着
日语词向韩语的大量涌入，“打”字的日语唐音だ[da]与韩汉音中타读 音的高度相似性，使得타读音在
与뎍读音的竞争中，取得了最终的胜利。

汉语方言亲属称谓中的音变
王红娟  山东师范大学  

【摘要】亲属称谓是方言词汇中重要的一类，我们在考察方言间的词汇差异时，亲属称谓往往是重要的参
照项，如《汉语方言地图集 词汇卷》共有203条词汇图，其中涉及亲属谓的就有“爷爷、奶奶、外祖父”
等14条。在对汉语各方言中的亲属称谓进行梳理时发现，汉语方言的亲属称谓中普遍存在音变现象。比
如，山西运城的“弟”，单字音为“ti33”，但在“兄弟”一词中读音变为“thi33”。本文的音变的含
义是指：1.某个字或某类字在称谓词中的读音与其他情况中的读音不同。2.某个字或某类字在称谓词中的
读音于古今演变规律不合。本文讨论的方言亲属称谓中的音变类型主要有以下三种：个别音变、系统音变、
别义音变。
【关键词】汉语方言、 亲属称谓、 音变

乡村振兴背景下民族地区发挥语言经济效能路径的再探讨—基于西藏自治区林芝市M县的个案研究
王娟  陕西师范大学

【摘要】语言能力是重要的人力资本，语言经济效能是语言的重要社会效能，语言扶贫工作作为中国贫困
治理体系的有机构成，在国家脱贫攻坚的重要阶段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
后，民族地区的语言文字工作在扶持对象、政策范围和顶层设计方面也相应需要作出一定的调整。本文试
图在乡村振兴背景下进一步探讨如何继续发挥语言经济效能的路径。
【关键词】乡村振兴、语言扶贫、民族地区

四川方言的音系特征和两个历史层次
王倩  周及徐  四川师范大学

【摘要】 以往的四川方言研究认为，现代四川方言皆为明清时期的“湖广填四川”所带来。我们在近十
年的时间里，在四川作了广泛的方言田野调查。根据实地调查材料，我们提出新的观点：在四川省的岷江、
嘉陵江流域分布着两种不同的官话方言：嘉陵江流域分布着以成都话为代表的以“入归阳平”为特征的西
南官话方言，这是明清湖广移民带来的；岷江流域分布着以大邑话、宜宾话为代表的有独立的入声调的官
话方言，这是明代以前的四川本地方言的后裔。二者分属不同的方言层次而共存于今天的四川。本文以
2019年出版的《岷江流域方音字汇——“20世纪四川方音大系”之一》中语音材料为据，借助实验语音
学方法对成都话与大邑话、宜宾话作音系整理、以Praat软件绘制其声学元音图、声调曲线图，分析其在
音系上的规律性语音差别，说明今天的四川方言不仅具有以成都话为代表的湖广话语音类型，还有更为古
老的另一方言层次——这个音系今天仍具有入声独立、果摄一等字读为-u、麻三精见组读-i、模韵字读为-o
等语音特征。这些语音特征与成都话的湖广话语音类型有明显的差别，独立于成渝片西南官话而存在。 因
此，现代四川方言分为本地和外来两个层次：本地层次叫“南路话”，外来层次叫“湖广话”。
【关键词】四川方言、岷江流域、成都话、大邑话、宜宾话、方言音系

保定方言两字组连读变调及其若干问题
王帅臣  华北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 

在对河北省保定市下辖的24个县市区进行方言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展开本文的分析。首先描写清苑区的
两字组前字连读变调情况，以便对保定核心区域的变调情况有所了解。其次，介绍保定方言中的阴平变调、
阳平变调、上声变调、去声变调的地理分布、调值表现、调类分布等基本情况。再次，重点讨论上声变调
和去声变调。上声变调后的调值情况有一定序列性：一种是前字变调后与本声调系统的阴平接近或合流；

一种是前字变调后与本声调系统的阳平接近或合流。上声变调既有类型学上的原因，也有历史因素在起作
用。去声变调有一类和轻声有关。

西宁方言持续体标记“着”
魏萌  中央民族大学

【摘要】汉语西宁方言的体标记“着”主要表达持续体的语法意义。除单独使用，方言中“着”常与起始
体标记“上”、完成体标记“下/了”等其他体标记叠用。由此，西宁方言的持续体标记“着”多构成
“V着V”、“V着C”或“V着＋从句”三种结构。西宁方言持续体标记“着”常与起始体标记“上”、
完成体标记“下/了”等叠用，且均处于其他体标记之后，即动词后第二位置。叠用中，“着”仍表达持
续体的语法意义，其语义与前一体标记层层套叠，具有一定顺承关系。如与起始体标记“上”叠用时，“
上”的语义指向前面的谓语动词，构成“V＋上”结构；“着”的语义则指向“V＋上”这一整体，表达
动作行为开始并将进一步持续的状态，“着”具有一定未完整体范畴义。“V＋上＋着”结构还可续接其
他动词或补语成分，构成“V＋上＋着＋V”结构。此外，西宁方言持续体标记“着”常以“V＋着＋C”
形式用于述补结构谓语句中。其中，C可为程度、情态、结果、数量等多种类型补语，形式上可由单个形
容词或副词、数量或偏正短语及主谓结构充当。语义层面，“V着＋C”由“V着”与C两个时间过程构
成，C主要由“V着”引发或伴随，即两个过程包含一定的逻辑因果关系，这种关系可以是显性的也可以
隐性的。除构成“V着V”、“V着C”和“V着＋从句”结构外，持续体标记“着”还可用于西宁方言的
存现句和“的字结构”中，其用法具有一定独特性。
【关键词】西宁方言、着、持续体标记

“口”的比较词义探索
吴宝安  湖北大学文学院 

【摘要】“口”这一概念在汉语中主要有“口、嘴”两个词，根据它在汉语、汉语方言以及其他语言中的
用法，我们整理出了12组与“口”有关的共同引申，这些共同引申都可以通过“转喻”和“隐喻”来解
释。 基于转喻的共同引申有7条，如： 与言语功能相关，“口”引申出“说话、话语”义。与饮食功能
相关，“口”引申出“口味”“人口”义。与临近部位相关，“口”引申出“脸、鼻、咽”“口部饰物”
义。基于隐喻的共同引申有5条，如：与形状、位置都相似，“口”引申出“容器等器物通外面的地方”
和“出入的通道”义。与形状相似，“口”引申出“（山谷、水道等）大的豁口”“突出的部分；尖儿”。
这12组共同的词义引申在汉语、汉语方言以及英语、俄语、西班牙语、日语、泰语、印度尼西亚语、壮
语等语言中都以共词的方式出现，因此，我们可以将其看作是“口”在语言中的共同演变模式。
【关键词】“口”  比较词义 、共同演变

新加坡中学华文快捷课程后进生
语文学习的挑战和独立学习能力的培养
吴宝发  张曦姗  周淑君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后进生学习一直是教育工作者关注的课题，新加坡教师也不例外。后进生学习问题复杂，包括语
文基础薄弱；个人学习态度不良；缺乏独立与迁移的学习能力；课堂教与学方法不当等。本文立足于本地
一所中学的校本研究，借助文献研究法、问卷调查法与观察法，对中二快捷班24位后进生的学习特点进
行梳理，由此作出为期六个月对3个单元的教学调整的尝试，旨在分析后进生在课堂中语文学习的挑战以
及探索他们独立学习能力的培养。本研究对2021年新教材篇章里的语文技能做一次系统性的梳理，在课
堂阅读理解教学时，强调对文章理解的元认知策略之字义层次、逻辑层次、概念层次的教学，调动学生的
元认知，以弥补学生因语文基础薄弱带来的教与学问题。
【关键词】华文快捷课程 、后进生、中学新教材、元认知

中韩跨国婚姻家庭双语学习和使用状况及问题研究
吴思敏  闽南师范大学

【摘要】近年来，中韩跨国婚姻家庭日益增多。据统计，来自中国的在韩结婚移民总数在2019年已接近
20万人。中韩跨国婚姻家庭既有别于传统华侨家庭，又有别于普通韩国家庭，在语言文化上具有特殊性。
本研究以在韩中韩跨国婚姻家庭为研究对象，对其双语学习和使用状况展开调研，并针对其问题提出解决
方案。研究分三部分进行：第一部分利用文献分析法整理并分析韩国政府对多文化家庭的政策及多文化家
庭支援中心的相关资料。第二部分利用问卷法、访谈法与参与观察法对中韩跨国婚姻家庭进行相关数据采
集，并对数据进行定量与定性分析，多维度考察多种因子对语言的影响以及因子之间的相互作用及其与内
部、外部环境的交互关系，全面把握中韩跨国婚姻家庭双语学习和使用的特点及问题。第三部分综合考虑

调研结果，针对中韩跨国婚姻家庭双语学习和使用的问题和需求，从内部（中韩跨国婚姻家庭自身）和外
部（社会机构与教育部门）提出解决方案。本研究不仅可为中韩跨国婚姻家庭双语教育提供理论基础和实
践方案，还为以其为对象的双语教材及教学资源提供理论依据，为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跨国婚姻家庭双语教
育研究提供参考。
【关键词】中韩跨国婚姻家庭、双语教育、调研、解决方案

实践与反思：国际中文教学与信息通讯技术之运用
夏雪  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

【摘要】随着教育技术的发展，如何善用信息通讯技术（ICT）来服务于教学，实现以“学生为中心”的
教学实践，成为当今教育研究的热点。在国际中文教学领域，我们也面临着如何有效地将ICT运用于课堂
教学和学生学习的问题。本文即以此为出发点，在现代教育理论的基础上，以新加坡国际学校的非汉语母
语学生为研究对象，结合IB华文课程中的一个主题单元，从课件设计及课堂教学反馈等方面对ICT在国际
中文教育中的实践情况进行探索性研究，总结ICT辅助中文教学的几个原则：包括设计ICT要以学生学习
需求为核心，ICT的课堂使用应避免“喧宾夺主”，并反思教师在ICT运用中的作用，以期对新技术下的
国际中文教学发展提供参考。
【关键词】 ICT、 国际中文、课件设计、课堂实践

The Brief Analysis of Japanese Culture's Absorp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ulture
Hui Xu   Maca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bstract: Cultural exchanges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have a history of nearly 2,000 years. The fine tradi-
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ulture have exerted great influence on almost every aspect of Japanese 
life, such as architecture, clothing and so on. At the same time, Japanese culture has made a series of 
cultural innovations and developments according to its own national conditions while absorbing Chinese 
culture for reference. Starting with the reasons why Japan absorbed Chinese culture and analyzing the 
exchanges between Japan and China from 1972 to 2011, this paper analyzes and concludes that the similar 
cultural background of the two countries is the basic reason for Japan to better learn from Chinese culture. 
Finally, this paper expounds and analyzes Japan's absorp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ulture from 
three aspects: religion, ideology and diet. It is concluded that Japanese culture originated from Chinese 
culture, and before the Tang Dynasty, Chinese culture had the greatest influence on Japanese culture; after 
the Tang Dynasty， Japan began to have a real culture, but it was still influenced by Chinese culture.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and improvement of its own culture, it finally formed its own unique style. 
Key Words: Japanese culture; Chinese culture; Absorb; 

港式中文词汇与普通话的隐性差异
徐涵韬  北京师范大学

【摘要】“隐性差异”的概念及思想适用于全球华语对比研究，文章立足于此，讨论港式中文词汇与普通
话的隐性差异，首先以量词“枚”、动词“怀疑”以及名词“论调”为例，分析其在概念义、语法义、色
彩义等方面的表现；然后举例说明了隐性差异的三种存在形式，即有无之别、大小之别和程度之别，并指
出三者之间联系密切，不能孤立讨论；最后，文章认为未来研究应增强对华语隐性差异的考察分析，拓展
隐性差异的研究内容、语体范围及比较对象。
【关键词】隐性差异、词汇、港式中文、普通话

基本核心词词义的跨语言表现与特点—以61种语言为例
许可  冉启斌 南开大学

【摘要】本文建立了61种语言60个基本核心词词义数据库，从跨语言角度对其进行了细致考察。数据库
中共有义项约11440个，平均每词义项略超3个，最多达21个。平均义项数方面，动词最多，形容词其次，
名词、否定副词随后，数词、代词最少。义项数可能受词与外部世界的关联性、在词汇系统中的基本性以
及概念本身模糊性的影响。对词义引申深度赋值后，看到动词、形容词、名词的词义引申能力分较高，各
词的平均义项数与该分排名不一致。语言、词类对义项数量、引申能力分影响显著。通过网络图谱对词义
进行聚类分析和可视化分析后，基本核心词被分为10类，词类对聚类有影响。动、名、上形成较大词团。
名词[±指人][±身体部位]，形容词[±积极/消极]等特征会使词类内部形成关系更紧密的小类。图谱中，
hand连接动词和身体部位名词；head连接身体部位名词和指人类名词；man连接指人名词与褒义形容
词；one连接指人名词和数词；die、sleep等词连接动词和形容词等。

【关键词】基本核心词、词义引申、数据库、】可视化

冰墩墩的启示：中华文化符号海外传播的机遇与挑战
许琳皎  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

【摘要】北京2022年冬奥会吉祥物“冰墩墩”在国内外社交平台的爆红引起各界讨论。作为一种文化符
号，“冰墩墩”兼具多重内涵，承载着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功能。“冰墩墩”成为“顶流”，不仅
展现了中华文化强大的感召力，也为中华文化符号的海外传播提供了新思考。本研究基于符号学理论，从
视觉和语言两个维度分析符号传播的特点，挖掘“冰墩墩热”的深层原因，并从中得出中华文化符号海外
传播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基于此，笔者从符号传播的原则、内容和方式三方面提出了建议，即：调整传播
心态，着眼他者视角；加强内容设计，挖掘文化内涵；充分利用互联网媒介，引发情感共鸣。以期为中华
文化符号的海外传播提供借鉴，丰富中国文化传播领域的研究成果。
【关键词】中华文化符号、海外传播、文化传播、冰墩墩

韩国国民教育体系中汉语教育的发展与创新
许培新  山东大学

【摘要】本论文结合中韩两国历代交流的传统以及现代社会发展的趋势，在追溯韩国汉语教育发展历程的
基础上，重点考察自中韩建交以来韩国汉语教育的发展脉络，重点梳理并分析韩国国民教育体系中，大、
中小学不同层次汉语教育的发展情况以及出现的问题，总结韩国国民教育体系中汉语教育的主要特点；当
今国际大变局和新态势下，汉语教育发展面临着新情况、新问题，韩国国民教育体系中的汉语教育和学习
也在发生变化。因此基于教育理念升级、教学思路转型与教学模式创新，提出了加强韩国大、中小学汉语
教育的实践性、针对性，以及韩国汉语教育内涵式发展多元化路径的对策和建议。 
【关键词】韩国汉语教育、国民教育体系、内涵式发展

 
13—19世纪朝鲜半岛汉语教学对当代汉语国际教育的启示
许润芳  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

【摘要】朝鲜半岛有悠久的汉语学习历史，从以汉字为本、重视书面语学习到文言并重、对政治商务风俗
文化等不同领域进行全面了解，其汉语学习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汉学界人才辈出，促进了对中国制度、文
化的内化吸收及其本民族政治经济文化的进步。其中，国家层面的空前重视、语言政策的有力支持是不能
忽略的因素。目前流传的朝鲜半岛汉语教科书集中于13-19世纪，恰是两国政局革新、关系进一步密切的
时期，此类教材是今日研究两国历史上人文交往、不同时期汉语口语面貌、汉语教学法种类及影响、汉语
国际教育在半岛发展历程的宝鉴，本文以该时期《老乞大》《朴通事》《学清》等代表性汉语口语教材为
主要研究对象，结合韵书、字书及辞书类汉语书面语教材、《朝天录》《燕行录》与《朝鲜王朝实录》等
官方历史记载为佐证，共时对比同时期中国韵书。探讨官学、私学、司译院、承文院、译学院、质正官等
部门和职务发挥的历史作用，总结该时期朝鲜半岛汉语教学的优点和不足，力求为当代汉语国际教育汉语
人才培养、汉语教材编写、汉语教学法选择和语言政策制定提供一定的参考意义。
【关键词】朝鲜半岛、汉语国际教育、教学法、语言政策

语言赋能：乡村振兴多模态话语战略构建
杨城  浙江大学 

【摘要】语言是促进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乡村振兴中的每一步都离不开语言的力量。研究中首先依托多
模态话语分析综合框架，对余杭、桐庐、淳安三个乡村振兴示范地区的宣传片视频进行分析，总结其文化
、语境、内容、表达四个层面的多模态体现。其次依托质化分析的扎根理论方法，构建语言赋能乡村振兴
的战略模型，在组织、社会、个体三个层面探索赋能方向。最后，基于话语分析和战略模型提出未来语言
赋能乡村振兴的提升路径。研究发现，三个地区的多模态话语具有典型的区域特色，语言赋能乡村振兴需
要凝聚自上而下的多方力量，而国际化视角、内容的精准筹划、赋能视角的联动共振则是未来乡村振兴话
语努力的方向。
【关键词】乡村振兴、语言赋能、多模态、话语分析、战略模型

A Study on the Chinese Classroom of Foreign Students in the Epidemic Period Based on the Inter-
active Perspective
Haifeng Yang1,Daqian He2, Zhuoda Yang3

1. Center for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Wuh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Wuhan， 

2.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Wuh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Wuhan，
3. School of Chinese Studies and Cultural Exchange,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Abstract: Interaction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s affecting the result of online Chinese class teaching. 
By utilizing the method of questionnaire analysis, error analysis and document analysis， this paper selected 
200 international students from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Cultural Exchange of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of Wuh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of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as samples for investigation, including 94 undergraduates, 60 master 
students and 46 doctoral students. Among them, namely 86 in primary stage, 64 in intermediate stage and 
50 in advanced stage based on their HSK marks. The majority are from Asia (45%) and Europe (25%), the 
rest are from Africa (15%), America (10%) and Oceania (5%). This paper finds that the existing interactive 
methods of them include online conference platform, course live-streaming platform and video live-streaming 
platform. 
When using these platforms, we find there are some advantages of them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remote 
Chinese learning: They are convenient for students to preview and review before and after class, and they are 
helpful for the sharing of Chinese learning resources. However, we also find that there are some disadvantag-
es in teacher-student interaction and student-student interaction on these platforms, such as the lack of learn-
ing atmosphere (58% participants agreed) and the unwillingness of turning on the camera and micro-
phone(76% participants agreed). We think the factors causing these problems mainly include external and 
internal factors of teaching. The external factors include the factors of network connection, time difference, 
studying platform and studying resource allocation. The internal factor of Chinese teachers is that they are not 
adapted to the new way of online teaching, which makes them unable to carry out innovative design of class-
room interaction, and still choose the traditional teaching method (66% participants agreed). The internal 
factor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on the one hand, they lack online learning experience, so it is difficult to cope 
with some new challenges in teaching interaction practice. On the other hand, international students must 
overcome certain psychological factors in the interaction process of online Chinese classroom, among which 
anxiety and avoidance are the most prominent (80% participants agreed).
In conclusion, Chinese teachers can improve the interactive effect of online teaching through rational use of 
learning platform, effective allocation of learning resources and innovation of class interaction mode. Before 
teaching, teachers should inform students in advance of the selection of learning platform, registration, login, 
using process and a series of related matters. During the teaching process, teachers can allocate a certain 
proportion of class hours to organize interactive courses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s, such as group presenta-
tion, personal performance and seminar. After class, teachers can design and release questionnaires and 
use the background data statistics and other functions of the learning platform to analyze the frequency and 
quality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participation in interaction. Also, international students should actively adjust 
their learning psychology and improve their learning methods as well. In this way, they can get rid of negative 
psychological factors such as anxiety and avoidance, and focus on classroom interaction and knowledge 
itself, and finally achieve better learning results. Ultimately, teachers and students will collaborate to explore 
a course interaction path, adapting to the new mode of online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in the post-pan-
demic era. The research on this issue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enrich the theories of linguistics, psychology 
and pedagogy related to Teaching Chinese to Speakers of Other Languages. Also it can improve the teach-
ing efficiency of teachers and enhance the sense of gaining knowledge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Keywords: Interaction; Online Chinese Classroom; Chinese Teaching

国际华文推广的重要部分：志愿者项目的国别性/区域性分析—以缅甸为例
杨念  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

【摘要】2004年“国际中文教师志愿者项目”经中国教育部批准实施。直至疫情前，全球大约有7000名
志愿者在全球一百多个国家进行中文教学，其中大约3000名志愿者在东南亚各国任教，成为东南亚华文
教育重要力量。缅甸志愿者项目于 2009 年开始实施，至今已经有十年有余，到疫情前每年有一百多名志
愿者在缅甸各个城市甚至乡镇进行中文教学工作。十多年来，志愿者项目对缅甸华文教育发挥着重要作用：
为缅甸华文教育贡献了新的力量，弥补了缅甸华文师资的不足，促进了缅甸中文教育的合法化进程等。然
而，该项目也存在着一些问题，本人通过实地了解以及问卷的方式，深入分析了志愿者项目在缅甸的实施
情况，并针对性地提出几点建议，促进该项目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国际中文教师志愿者、华文教育、缅甸志愿者项目、参考

基于SLS平台的E晨读差异教学模式探索— 新加坡崇文中学的实践经验
叶语銮    徐小红   吴玉凡  新加坡崇文中学

【摘要】为了营造书香校园，培养学生的阅读兴趣和提高阅读水平，我校研究团队借助SLS平台，以110
名中三学生为研究对象，在全校进行E晨读研究计划。E晨读依据差异教学理论，照顾学生的个体差异，
所选篇章分年级、分主题、分文体，并结合各单元技能训练，设计不同程度、风格的晨读活动。学生借助
个人数码学习工具，选读纯文字或拼音版的、带声音和可查字典的篇章，通过SLS自测，在阅读护照上完
成任务。此外，高准备度的学生还可阅读更有挑战性的文章，并完成相应的挑战任务。研究结束后，团队
通过定量与定性研究检测学习成果。初步结果显示，基于SLS平台的E晨读差异教学模式，在一定程度上
激发了学生的阅读兴趣，也促进了教师的专业发展。
【关键词】SLS平台、E晨读、差异教学

Nasal Codas Merger in Chinese dialects: Modified Contrastive Specification and Sisterhood Merger 
Hypothesis
Jihye Yun  Asia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 Madison

Abstract：Chinese linguists have long debated about the directionality of nasal coda merger in Chinese 
dialects since the 1970’s. Some believe that the merging process is unidirectional (anterior to posterior) ,but 
others assert that alveolarization of nasal codas (-m>-n and -ŋ>-n) is the major trajectory. Previous studies 
failed to make a reasonable prediction about the further direction of the merger in addition to a lack of 
phonology-based analysis. This research analyzes the merging process on basis of Contrastive Hierarchy 
(CH) and Sisterhood Merger Hypothesis (SMH). The two theoretical frames make us draw two types of 
contrastive hierarchies: [Dorsal]>[Labial]，[Coronal]>[Labial]. That is，the merger between the alveolar 
and the velar nasal codas will occur after the completion of the merger between the labial and alveolar ones. 
Alternatively， the alveolarization of the velar nasal coda will happen after the completion of the merger 
between the labial and velar ones because the structure merger takes place on sister node of contrastive 
hierarchy. In conclusion， the final phase of the nasal coda merger will be the alveolarization of the velar 
nasal coda. The data of Chinese dialects and markedness theory both buttress the conclusion.

Keywords: Nasal codas，Chinese dialects，contrastive hierarchy，sisterhood merger

《易经》归纳、演绎思维在母语教学中的课堂实践和应用
庾潍诚  新加坡伟源中学

【摘要】作者根据自己长期研究《易经》的经验，提出和认为：《易经》作为中华古代的文化典籍，归纳
和演绎思维是它的最重要核心思想之一。同时，作者结合了自己多年的新加坡课堂教学实践，发现：《易
经》的归纳、演绎思维可以有效实践应用在现代的母语教学当中。归纳，是引导学生化繁为简，迅速掌握
教师布置的课堂指令或內容；演绎，则是学生有效应用课堂所学知识进行复述和重构。本文列举具体的课
堂实践应用例子，就是：(一)课堂的指令语言“ABCD”；（二）思维图的教学应用；(二)作文教学实践
的“DEEPAI”（细节描写）自创理论。作者最终观点认为，《易经》思想可以古为今用，实践应用到课
堂母语教学，从而达到提升学生的母语学习效果。
【关键词】易经、归纳、演绎、教学实践应用

中国古代建筑文化的汉字演绎
袁忠  中国华南理工大学

【摘要】中国古代建筑文化的丰富思想很多都凝结在一个个的汉字中。在汉字的构形、本义、转义、暗喻
等不同的运用中，存在着古人有关建筑活动、建筑形象、建筑心理等蕴含，很多汉字就是一个空间概念、
一个居住范畴。古人对中国古代建筑的感知的原初意识首先凝固在古汉字中，古代建筑的最初“文本”可
求诸古汉字，作为象形文字的古汉字与作为现实空间的古建有着天然而内在的通贯性。本文通过考察汉字
的字符构形及作为词或词素的单个汉字所展示出的建筑文化意象，探究作为表形文字、表意文字的古汉字
在其构形、组词、使用、书写等多方面体现的古代建筑文化意义。
【关键词】汉字、中国文化、古代建筑

GRR教学模式的实践与反思——以新加坡H2华文与文学新诗教学为例
张建立   张建平  新加坡国家初级学院    
张曦姗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2021年新加坡H2华文与文学新课程引进课外文学作品赏析的部分，与旧课程标准相比，这对学
生是具挑战性的变革。为应对该挑战，我院以新诗为切入点，设计了从指定文本到课外文学作品的教学实
践配套。该实践以“新加坡课堂教学实践要领”(STP)为指导，依据探究式学习（IBL）理论，采取“教、
扶、放、收”四个阶段的“渐进释放责任直接教学模式”（GRR），旨在逐步培养学生独立鉴赏文学作
品的能力。实践证实，这一教学策略增强了学生的信心和赏析能力；同时，也发现了一些有待进一步充实
和深入探索的空间。本论文将阐述该实践所采用的教学理论、教学策略、教学流程、教学成效及反思。
【关键词】  GRR教学模式、H2华文与文学、新诗教学    

“V走”和“V去”互换性的多重对应分析
张进凯  中国兴义民族师范学院 文学与传媒学院

【摘要】  本文在“原型—样例连续统”理论指导下，通过基于用法的多重分析方法探讨表征“位移运动
事件”的“V走”和“V去”的变异性和互换性。研究发现：“V走”主要表征位移方向不明确、没有位
移目的地的位移运动事件；“V去”主要表征位移方向明确、位移目的地可预测的位移运动事件，因此
“V走”和“V去”处于位移运动事件“原型—样例连续统”的不同位置，“V去”较“V走”更接近位移
运动事件的原型。“V走”和“V去”在表征位移运动事件原型特征和典型样例时不存在概念重合，在表
征位移运动事件非典型样例时，在概念变量特征的交互作用下表现出概念重合。
【关键词】多重对应分析  位移运动事件  概念变量  互换性  变异性

书面语言复杂度对华语二语者写作质量的影响研究
张漫莉  北京语言大学  

【摘要】本研究基于韩国学生的HSK写作测试语料，采用若干典型指标，对华语二语者的书面语言复杂度
与写作成绩之间的关系进行了量化分析，考察了词汇及句法复杂度指标对学生写作质量的影响。研究结果
表明：词汇复杂度和句法复杂度指标与学生的写作质量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Guiraud指标、虚词
使用比率、连词使用比率、复杂词使用比率、话题链数量、话题链分句数、零形成分数量和T单位数量等
指标对写作质量具有较强的解释及预测效度。
【关键词】语言复杂度、汉语二语、写作质量
  

基于树库的汉语二语写作句法复杂度研究
张婉莹  北京语言大学

【摘要】句法复杂度（Syntactic Complexity，简称SC）在评价二语者语言水平、语言动态发展及写作
质量中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吴继峰，2018）。已有的研究侧重于SC对日语、韩语等母语者的汉语写作
评估的有效性问题，研究结论未必适合少数民族母语背景的汉语二语书面语评价。基于此，本研究以参加 
HSK（高等）考试的维吾尔族考生的作文语料为研究对象，基于自建的汉语二语句法标注语料库，从粗粒
度和细粒度两方面指标体系入手进行以下四个方面的研究：（1）通过预处理构建小型依存句法树库（
Dependency Grammar Treebank），作为句法复杂度研究基础；（2）通过小句切分和搭配抽取研
究粗粒度指标和细粒度指标的分布特征；（3）针对不同写作水平的被试SC指标进行对比研究；（4）基
于典型SC指标体系探讨二语写作水平动态发展特点。研究发现，基于T单位等粗粒度句法复杂度指标在区
分学生写作水平和预测写作成绩方面的解释力较弱，而基于短语层面的细粒度句法复杂度指标能够有效区
分写作水平和预测写作成绩。
【关键词】树库、 二语、语法

阅读与抒情文写作教学的有机结合—以华侨中学（高中部）语文特选课程为例
张薇  王健仲  华侨中学（高中部）

【摘要】抒情文写作一直是学生的弱点，也是教师的教学难点。由于没有经过有系统的抒情文写作训练，
高中生很容易将抒情文、记叙文或议论文混为一谈，对抒情文的写作手法更是一知半解。再加上学生缺少
生活历练，要让他们短时间内掌握抒情文写作手法，并进行创作，无疑难度极大。有鉴于此，我们决定在
现有的教学内容上融入抒情文写作教学，尝试结合REAP的阅读理论与教学实践，将阅读与抒情文写作教

学有机结合，以39位高一H2华文与文学的学生为对象，引导他们建构抒情文概念，了解并掌握抒情方式
与写作手法，从而进行写作实践。最终，通过调查问卷、课堂观察和学生作品，梳理和分析了阅读与抒情
文写作相互融合的方法及其有效性。
【关键词】抒情文写作、阅读教学、REAP阅读方法、语文特选课程

地名中的关中方言
张文丽  陕西学前师范学院文学院

【摘要】关中方言，曾经作为汉民族共同语基础方言，对周边地区方言、其他地区方言和民族共同语产生
过重要影响。地名是人们用以区别个体地物的语言符号，而作为纪录地名的语言符号包含形、音、义三个
部分。关中方言区的地名，尤其是地名用字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关中方言的特点。本文从关中方言
区中的代表性地区——西安入手，整理分析其地名，得出如下结论：1.声母 （1）古全浊声母清化，平声
送气，仄声归并关中方言中存在差异，西安归不送气，例如“中官亭/中官厅”、“安居巷/钱局巷”。
（2）古知系开口字按照等分化，知系二等、庄组、章组止摄字与精组合流，读ts、tsh、s，例如“三里
村/山李村”。（3）古泥、来二母在洪音前混用，尤其是在洪音鼻音前，泥母混入来母，读l，例如“新
农田/兴隆庄”。2.韵母 （1）前后鼻音混用，关中方言后鼻音为ŋ，前鼻音丢掉鼻尾n，主要元音鼻音化
。由于在当地人听感上二者具有相似性，表现在地名中前后鼻音字混用。例如“上游巷/三友巷”。（2
）遇摄合口一等端系字，元音复音化，读ou，与流摄合并。例如“双楼寺/双路寺/双芦寺”。（3）果摄
开口字一等字与果摄合口字合并，例如“贺韶村/火烧村”。通过分析发现西安地名用字的流变反映了关
中方言的特点及其变化，具有强烈的方言特色，深入研究地名可以挖掘背后隐含的历史文化内涵，提升文
化软实力；可以为地名用字、拼写管理提供理论支撑，推动新时代的语言文字工作。
【关键词】关中方言、西安地名、文化

从外交新词语看中国外交动向—以2010-2020年度《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媒体新词语表为例
张星霞  韩国汉阳大学

【摘要】本研究基于2010-2020年度《中国语言生活报告》媒体新词语表中的外交新词语，运用数据分析
法，从其分类、使用频次和年度分布三个方面考察中国近十年以来的外交动向，为读者勾勒出中国外交全
貌，以期让读者更好地了解当前中国的外交形势，并为中国未来的外交实践提供一定的智力支持。本研究
认为，按照领域划分，这些新词语所涉及的外交领域包括总体外交、经济外交、政治外交、军事外交、文
化外交、科技外交和医疗外交等七大领域；根据性质，这些新词语所涉及的外交类型又可分为方针类、方
式类、事件类、成果类、组织/平台类、场所类、色彩类和人物类等八大类型。它们较为真实、客观地反
映了中国近十年以来的外交动向。
【关键词】外交新词语、中国外交动向、《中国语言生活报告》、分类、使用频次、年度分布

华语文汉字学习策略个案研究-以印尼华语文学习者为例
张胜昔　中国华东师范大学国际汉语文化学院
陈信助　台湾中国文化大学教育系

【摘要】对外华语文之汉字习得一直困扰着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与学。若华语文教学伊始就“重听说而
轻汉字”，不仅将形成中高级以上的学习阻力，更达不到语言习得可持续发展的教学效果。本研究针对一
名中高级程度印尼华语学习者的“初级汉字习得历程”进行了个案分析，围绕汉字习得心理认知、脑神经
机制、仲介汉字等理论，剖析形声字之习写、读音、识义三方面的“中介状态”，深度探讨了形声字之“
形义-音”的习得联结难度，说明汉字作为第二书写系统的学习策略，以及具逻辑性有系统的字本位教学
在华语文习得中的重要性。期许研究结果可提供日后相关教学与研究参考使用。
【关键词】字本位理念、汉字心理认知、中介汉字、可持续性发展、个案分析

“错位的称呼”—当代汉语社交称谓语的变异与泛化
张雪  澳门科技大学 

【摘要】汉语中的社交称谓语是汉文化特征的缩影，亦是对中国社会现状的即时反映(Chao1956， 
Gu1990， Wang2003)。无论是对于语言学本体研究，还是对于语言与社会的互动关系研究，该议题都
具有新鲜价值(Brown&Ford1961， Ervin-Tripp1972， Zhang2021)。本文基于真实语料收集与分析，
针对当代汉语中四个新兴社交面称语(social vocative)的使用原则、表意功能、交际效果等维度进行了
深入讨论（分别为：“（小）哥哥/姐姐”、“老师”、“同学”、“家人们”）。研究发现，当代汉语
社交面称词有如下特征：（1）原有亲属称谓用法深入泛化（例如“（小）哥哥/姐姐”）；（2）职业称
谓用法深入泛化（如“老师”）；（3）“错位”称谓语兴起（如“同学”）；（4）网络称谓语变异性

强（如“家人们”）。当代汉语社交称谓语处于全面深入的泛化与变异中，其成因、过程、程度等，都与
语言发展和社会变迁密切相关。
【关键词】称谓语、社交面称、语言泛化、语言变异

“给我+VP”的主观处置功能
章天明  日本小樽商科大学

【摘要】本文主要讨论“给我+VP”结构表主观处置的语义来源，以及“给我+VP”结构 主观处置功能
实现的机制。 第一，“给我+VP”有两种不同的语义特征。表示“请求”的“给我+VP”中的 “给我”
等同于“为我”或“替我”；而表示“命令”义时，“给我”不等于“为、 替、向”等等，“给我”只
表语法意义。 第二，“给我+VP”的主语只能是第二人称代词，或指人称谓词语，或者是 VP 的受事。
VP 应当具有 [+自主]、[+动作]和[-褒义]的语义特征。 第三，通过“给”字句处置义来源的再分析，以及
与“给 X+VP”句式的对比， 分析得出“给我+VP”句式具有主观处置义。 第四，“给我+VP”中“给
我”的语法化成分的性质，以及第一人称代词的介 入，使“给我+VP”的主观性得到实现。
 【关键词】语义关联、结构关联、受益和受损、主观处置

多元智能理论与对外汉语阅读教学研究—以《零食》为例
赵畅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

【摘要】阅读过程包含着反应读者认知过程的丰富材料，是学习者汉语能力高低的重要体现。虽然近些年
汉语阅读教学的研究层出不穷，但是汉语阅读课堂仍存在着学生学习被动的情况，因此其教学策略还有待
进一步的研究。经过对教学理论的研究，多元智能理论从心理学角度研究了人的智力潜能是多元的，而阅
读教学不仅要教授学生语言文字知识和阅读规律，还要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因此， 我们认为， 对
外汉语阅读教学要想达到最佳的效果， 就必须从多元智能理论出发。本文主要结合《零食》一课从智能
理论下的每一个智能元素分析适合的教学策略和具体实践情况，最后经过反思提出多元智能指导下的阅读
课的教学原则，希望能够为阅读教学者提供一定的参考性建议。
【关键词】对外汉语阅读教学、多元智能理论、教学策略

中韩二语教学高阶教材对比与分析
赵莉  南京大学
赵学玲  Seogwipo-si, Jeju-do, Korea

【摘要】本文选取中韩两国用于本国语言国际教育的代表性教材《博雅汉语》（2018-2020）和《首尔大
学韩国语》（2012-2015），就两种教材高级阶段部分在文化主题选择、体裁内容以及训练模式上的异同
加以比较。认为两种教材在结构上都以文化主题来分类编排，并与训练模式紧密结合，但两种教材呈现出
的差异也十分明显。两者之间的差异固然可归因于两国国情、语言、文化特点的不同，但文化视角和文化
意识的不同是最根本的原因。考虑认知规律和文化视角，选择恰当且丰富的文化内容，不仅能够更好地实
现与国际学生的共情和跨文化交际的目的，通过与语言功能的紧密结合，也能够使语言训练获得更好的效
果。
【关键词】二语教学、高阶教材、对比、分析

社会语言学视角下女性群体通称的使用情况分析
郑皓月  中央民族大学

【摘要】称谓是人类社会中体现特定的人在特定的人际关系中关于身份角色的称呼，称谓词语与社会发展
联系非常紧密，在新中国的发展历程中，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乃至与国际社会的关系都将对称谓
词的使用产生影响，并在历时语料库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迹。在语言生活中，女性群体通称使用情况的
相关统计既反映了语言生活的变化又反映了中国妇女的发展状况，本文主要从社会语言学视角出发，观察
女性群体通称的使用情况。分别从历时角度和共时角度出发，分析五四运动以来“女性群体通称”使用情
况的历时变化，分析不同语体下女性群体通称的使用变化，发现人们对女性群体通称“妇女”“女性”“
女人”“女子”语义特征的不同认识影响了人们在不同场合下对女性群体通称的理解和选用。
【关键词】社会语言学、女性、称谓、语义

反义词“前”“后”的平衡与不平衡研究
周欣然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

【摘要】反义词作为一种常见的语言现象在人们的生活中被普遍使用。一般而言，反义词总是成对出现，

形成平衡状态，即一个词与另一个词形式对称但意义相反。然而以“前”、“后”为例，作为现代汉语中
使用频率较高的一对典型反义词，却很少有人在使用时能注意到其背后隐藏的不平衡现象。本文第一、第
二部分均从义项、构词、所构词、使用频率这四个方面展开，分别探析反义词“前”“后”平衡与不平衡
的具体表现，说明两者在平衡中存在着不平衡。接着又从认知、语义、语用、文化四个角度阐述原因，正
是由于“后”的被认知时间更早、语义范畴更大、受语言经济原则影响更多以及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内涵更
丰富，才使其能够拥有更广的使用范畴和更高的使用频率，也因此造成了反义词“前”“后”的不平衡现
象。
【关键词】前、后、平衡、不平衡

整合训诂方法论新探
周雁飞  新加坡新跃社科大学

【摘要】陆宗达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提倡“训诂方法的科学化” 。本文运用肯·威尔伯的”整合理
论”，采用其“四象限五要素”的框架结构梳理审视传统的训诂理论和方法。首先论述了训诂原理与整合
理论的内在关系，在此基础上将训诂学的适用范围与整合理论相结合，阐释其与传统训诂方法之间的深层
关联模式，及其有效性、前瞻性，进而使整合训诂方法不仅具有理性的解析，而且富于实践的可操作性。
本文是实践训诂学与西方阐释学（英语：hermeneutics）接轨的一次尝试，旨在为训诂方法论的现代转
化提供新的激荡和借鉴。
【关键词】训诂学、解释学、整合理论、四象限五要素

普通话句末语气词的句法性质
宗晓哲  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院

【摘要】本文探讨了句末语气词“啊、吧、吗、呢”的句法特征，认为它们超出了狭义的句法范畴，在话
语中具有表达功能和人际交际的价值。首先，从通过与语气副词、标句词“说”的位置对比，可以看出语
气词句法位置很高，独立于所在句子，属于语用层面。从语用角度来看，句末语气词具有明显的程序意义。
“啊”要求听话者参与到会话中，促进话论继续，是“互动标记”。“吧”在句中通过降低话语确信度，
缓和交际双方关系，是“礼貌标记”。“吗”要求话语权发生变化，促使听话者对所提问题进行进一步的
解释，是“问询标记”。“呢”在话语中起到凸显说话者所表达的语义关系的功能，使得话语与语境之间
存在一定的语义联系，是“焦点凸显标记”。
【关键词】句末语气词、话语标记、句法-语用接口

现代汉语周遍性主语中周遍义的形成原因
左思民  高丽大学中文系 /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  

【摘要】本文探讨了现代汉语六种周遍性主语中周遍义的形成原因。结论如下：在任指疑问类周遍性主语
句如“谁都认识”中，主语的周遍义是经由疑问代词的任指用法而获得的“全域义”。在含数词“一”的
周遍性主语句如“她一点道理也不懂”中，主语的周遍义依托梯级义经语用推理而得，并且只允许从否定
极小量达到否定全量的推理。在列举类周遍性主语句如“老王粤菜也吃过，川菜也吃过，鲁菜也吃过，浙
菜也吃过，中国八大菜系的菜都吃过”中，主语的周遍义并非列举的产物，而由最末的总括分句直接表达。
在物量词重叠类周遍性主语句如“家家都用上了煤气炉”中，主语的周遍义源于物量词重叠式所具的“每
一”意义。在含“全部”等词的周遍性主语句如“全部（都）得参加会议”中，以及含“每”等词的周遍
性主语句如“每个人（都）很认真”中，主语所含的周遍义由充当句子主语的词语直接表达。
【关键词】周遍性主语、任指、语义、语用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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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论文摘要

试析因果连词“因而”“从而”“故而”
安美璇  北京师范大学

【摘要】“因而”“从而”与“故而”是表示因果关系的一组连词。经考察发现，三个词的生成方式均属
于跨层结构的词汇化，源头可以追溯到先秦文献语言。古代汉语句法结构模式的弱化和消失是促成三者词
汇化的重要动因，因此立足于古代汉语，结合词素“从”“因”“故”的词义及特点，考察并解释连词“
因而”“从而”“故而”在现代汉语中存在的使用差异，可以得到三者的区别特征。具体表现为：“因而
”强调因果之间的联系，依据前者推测出后者，后者可以是有所依据的推论；“从而”强调两个事件的发
生存在先后顺序，表达因果关系时，需要首先在语境上满足因果逻辑，通常更强调结果；“故而”所连接
的“原因”与“结果”均是已经发生的既定事实或客观存在的现实情况及惯例，通常更强调引出结果，但
也关注对原因的追溯。
【关键词】因果连词、词义特点、区别特征

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口语流利性评价指标效度研究
鲍杰 北京语言大学
 
【摘要】口语流利性是衡量二语学习者口语水平的重要标准，然而学界对于是否有必要从多个维度对其展
开评价尚没有明确的回答。研究以78份韩国汉语学习者的HSK口语测试录音为研究对象，以专家评分作为
参照，从时间、表达、语言（包括句法、词汇、语音）三个维度选取24项指标作为评价依据，来考察各
项指标对考生口语流利水平评价的效度。研究结果表明（1）所选取的指标中，与口语流利成绩相关的指
标共13项，可以解释口语流利成绩74.4%的方差；（2）在13项指标中，有5项时间维度指标、2项表达维
度指标和5项语言维度指标（句法指标1项、词汇指标4项）能够区分考生的口语流利水平。以上结果说明
在对汉语学习者的口语流利性进行评价时，有必要提取多维度特征。
【关键词】口语流利性、评价维度、指标效度、韩国汉语学习者

潮汕方言陈述语气词“哗（还）”的用法及其语法化
陈楷森  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摘要】在潮汕方言中，“哗[hũã33]”是表示确认某个事实的陈述语气词，由“哗”所构成的“VP哗
[hũã33]”可根据语境还原为“VP1□[hũã33]VP2”，还原式中“□[hũã33]”这个语音形式不再能分
析为语气词“哗[hũã33]”，而应分析为副词“还[hũã33]”。文章在考察语气词“哗”和副词“还”的
基础上，指出语气词“哗”的本字是“还”，语气词“还”由副词“还”语法化而来，其“确认”义来源
于副词“还”的“延续”义，虚化环境是根据语境省略了VP2从而使副词“还”处于句末位置的“ V P 1
还 ” 。 这 种 确 认 功 能 在 语 用 类 推 的 作 用 下 ， 最 终 固 化 为 语 气 词 “ 还 ” 的 语 法 意 义 。
【关键词】哗、还、语气词、潮汕方言

湖南平江赣语能愿动词“要”的脱落及长音现象考察
陈山青  邹珊珊 湘潭大学
 
【摘要】湖南平江赣语能愿动词“要”在语流中可脱落，使前音节读音补偿性加长，从而形成“脱落→长
音”音义互动现象。除了单一脱落外，“要”还可与副词“也”形成双重和选择性脱落。实验语音分析显
示，长音具体表现为音节的主要元音发音明显加长，声调调值变为[原调值+4]，声母不发生改变。语言经
济原则和韵律法则是该现象形成的动因和机制。能愿动词“要”的脱落代表了汉语音节脱落的一种类型，
提供了一种句法创新的途径。   
【关键词】能愿动词、要、脱落、长音、音义互动、韵律法则

中国古诗与其印尼语译文比较研究——以唐诗的韵律问题为中心
陈衍宏(Clement Tanaka) 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摘要】经过调查发现，目前中国古典诗词的印尼语译本数量不多，此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印尼上世纪
50年代至90年代的“禁华”政策所影响。诗歌翻译主张“三美论”，韵律是诗歌创作的重要因素之一，
韵律的转译应当被重视。本文梳理约有7种唐诗印尼语译本之后，发现周福源译文尤其重视“音美”部分。
本文根据译文的用韵情况与印尼古代诗歌类型进行对照，将周福源译文分为五种类型。然而，受到语言差
异的影响，多数诗作经过翻译后，在词语数量方面难以呈现形式上的一致，仅有少数情况或巧合原因达到

词数相同，如《十五夜望月寄杜郎中》原文与译文均有7个字（汉）、7个词（印尼），此现象或许为周
氏无法满足押同韵情况之下，对字数采取了一定的“补救”措施。最后，为了提高中印尼韵文作品翻译的
水平，本文提出了从宏观及微观层面的相关建议。
【关键词】唐诗、韵律、印尼语译本、比较

字本位理念之华语文教育生态系统教学效能分析
陈信助  台湾中国文化大学
张胜昔  中国华东师范大学

【摘要】本研究依据差异化教学与适性化教学理论探讨华语文教学生态系统中「字本位 理念」的教学效
能的重要性。透过台湾某大学华语文中心的初级华语文课程进行实验研 究。本研究采用开放式行动研究
法，辅以文献资料分析法、经验总结法和调查访谈法。研究过程包括「计画-实施-观察-反思」四大环节，
首先依据学习者背景之差异与需求， 适度安排（调适）总体教学方案及课程；再透过华语文「听、说、读、
写」并重的「综 合教学法」推进新的班级经营，以字本位理念及教育生态系统为基础重新设计和安排课 程；
然后依据学习者对课堂教学环节的感知进行反思与检讨，进行行动研究。研究结将提供对外华语文教学与
研究参考使用。
【关键词】差异化教学、适性化教学、字本位、教育生态系统、综合教学法

六何法的教学局限及其对策
龚成 王娟 郑文佩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六何法”能帮助学生快速找出文章的主要信息，经常被用在阅读教学中。很多教师在写作教学
中也常使用六何法指导学生构思，列出写作大纲。六何法在阅读教学中的优点较为明显，但在写作教学中，
却有其教学方面的局限。因为使用六何法进行选材，其实只是对选材信息进行罗列的手段，它是选材的结
果，而并不是选材的方法。至于如何确定“六何”中的诸多信息，为什么是此信息而不是彼信息，正是学
生特别需要得到辅导和训练的地方。而这个思维的过程，较少在课堂教学中得到显性训练。本文以写人和
写事的记叙文为例，通过思维过程的角度分析六何法在写作选材上的局限和不足，并尝试提出相应的解决
办法，帮助学生利用六何法进行最优选材。
【关键词】六何法、写作教学、教学局限、对策

法汉翻译中的名动词类转换
成萌 法国索邦大学

【摘要】词类转换是 J.-P.Vinay 和 J.Darbelnet (1958) 在《法语与英语文体学对比》中，通过对法英
文本的比较分析，提出的翻译主要手段之一：“ 在不改变信息含义的前提下，一种词类替换另一种词类
的过程。”由于法语与汉语在词汇和语法功能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在翻译实践中，译者往往采用该手段使
翻译变得更精准地道。该研究将基于对法国文学作品《红与黑》原文与三个中文译本的对比而进行词类转
换的相关分析。本文中我们将主要介绍在法汉翻译中出现的法语名词转换为汉语动词的现象。比如，法语
中紧随时间介词的动作名词常转换为汉语动词；又如，法语时间名词后的动作名词或情感名词可转换为汉
语动词，等等。通过对比，我们将发现汉语更习惯于用动词来表达时间含义。
【关键词】 词类转换、 法汉翻译、名词、动词。

中韩小说的机器翻译与人工翻译对比—以中国当代代表作家余华的作品为例
崔贤植 上海商学院

【摘要】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飞跃发展，神经机器翻译取得了巨大进展。机器翻译能否取代人工翻译？机
器翻译能否翻译小说？以上议题已成为翻译学界的热门话题。本文以中国当代先锋派代表作家余华作品的
韩译实例，选用中韩两国具有代表性的机器翻译引擎百度翻译和Papago，从文化负载词、长难句、超
句翻译单位等层面对比分析机器翻译和人工翻译，探讨机器翻译存在的问题以及前景展望。
【关键词】机器翻译、人工翻译、中译韩、小说

基于语料库的对外汉语同义词辨析—以“一定”和 “肯定”为例
崔香兰·朴兴洙  韩国外国语大学
 
【摘要】本文希望通过语料库的实证研究，探索出同义词“一定”和“肯定”的异同点和搭配对象的互补
性，以更好地理解并使用。 一般的同义词辨析大都通过字典等工具，依靠直觉经验和内省的方式。虽然

字典具有权威性，但仅仅依靠字典来辨析同义词存在许多不足之处。大型语料库以及先进的检索工具以其
特有的优势为同义词辨析提供了新的方法。本文基于先进的北京语言大学大数据与语言教育研究所的
BCC语料库，采用定量和定性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以同义词“一定”和“肯定”为例，分别从语域
分布、类联接、搭配特征及语义韵方面进行了同义词辨析的实证研究。 综上所诉，本文立足于对外汉语
教学视角，旨在探讨如何帮助学习者更加直观、有效的辨析近义词“一定”和“肯定”。尽管在内容上还
有许多不足之处，但仍然希望可以为汉语同义词教学提供一个可参考的依据。 
【关键词】 同义词、对外汉语教学、语料库、词语搭配、类联接

《岳麓书院藏秦简（伍）》部分字词研读
高婷婷  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

【摘要】《岳麓书院藏秦简（伍）》包含秦代大量律令档案材料，内容丰富，史料价值 高。本文提出五
则字词释读、断句意见，如简 131-132“劾”如字读、“失道” 当指偏离目的地、“回留”应断读开；
里耶秦简 8-777 号简当断读作“从人论、 报、择（释）免归致书具此中。”“简 163“私属免婢”当断
读开；简 199“率” 有劝勉之意；简 225“均”读为“徇”，巡视之意等。以期进一步疏通文义，为 学
界后续利用该文本提供便利。 
【关键词】岳麓秦简、字词释读、断句

语法训诂浅议：基于三个平面的“新描写”
高扬 浙江财经大学

【摘要】利用语法进行训诂实践最为关键的一步，是对疑难词句进行细致的结构描写。传统结构主义成熟
的描写方法的确解决了大量的问题，但是古代汉语，尤其是上古汉语作为一种综合性倾向的语言，存在大
量同形异构、一种形式表示多种功能、多种结构表示一种功能的现象，传统成分分析的方法在描写时还是
显得捉襟见肘。想要精准的描写就必须高度重视语言学理论工具，将不冲突的理论加以融合，将解释与描
写加以统一。因此我们的主张是：语法训诂应该基于古代汉语综合性的倾向，充分利用语言学理论，以考
察分布为核心，剥离语言外证据，根据需要在语法、语义、语用三个平面展开研究，在描写中加深解释，
在解释中深化描写，从而对待考词句的显性和隐性结构都做出最细致的描写，进而考察句例分布，求得达
诂。如在语法层面，除了关注最表层的成分组合外，也应该注意到，长期被忽略的汉语韵律，实质上就具
有形态的功能，利用这一形态，可以很好地解释一些传统结构语言学无法解释的问题，进而对结构做出精
细描写，解决争议。再如语义层面，上古汉语缺少形态变化，其他语法形式也比较隐蔽，位于深层的语义
层面研究涉及到语义特征、语义指向、义素分析、语义场等。如能充分利用，则可通过充分解释，对结构
做更准确的描写。而语用理论，可以帮助解决句与句之间的问题，适合处理一些重复、句读争议；而鉴于
语言普遍存在的语用诱发机制，这个层面的研究更是在描写时不能或缺的。
【关键词】语法、训诂、新描写主义、解释

皖北中原官话区淮北方言的疑问句
郭迪迪  郭辉  亳州学院中文

【摘要】“淮北”指安徽省北部的淮北市，辖相山、烈山、杜集三区和濉溪一县。按《中国语言地图集》
（2012）的分区，三区和濉溪分属中原官话徐淮片及商阜片。淮北方言疑问句有是非句、特指句、选择
问、反复问句四类。是非问是在陈述句末尾加上扬的语调“↗”表疑问。特指问常在句中用“啥子、咋的、
咋着、哪来”等代词作疑问点，要求对方就疑问点作出回答。选择句常用“是/ｖｐ还是ＶＰ”的选择格式作
疑问的焦点，句末常用语气词“昂”。文章主要描写分析了淮北方言的“可ＶＰ、ＶＰ不/没ＶＰ、ＶＰ
不(啵)/没有”三种形式的反复问句，并讨论了“ＫＶＰ、ＶＰ－neg、ＶＰ－neg－VP”的历史层次及
“可ＶＰ、还ＶＰ”的来源。
【关键词】皖北中原官话、淮北方言、疑问句

欧化影响下表范围限定的方位结构“NP抽象上”
郝锐  首都师范大学

【摘要】受欧化影响，早期现代汉语中表范围限定的方位结构“NP抽象上”集中大量出现。新中国成立
以来中期现代汉语中这一结构呈现新的发展态势。使用方面，表范围限定的“NP抽象上”成员有增有减、
有“潜”有“显”，但“增”和“显”是主流，既有量的增，也有类的显。语法功能方面，早期现代汉语
中“NP抽象上”可以充当状语、定语、补语，中期以来则发展出了“句首修饰语”的功能。具有人际功
能的“NP抽象上”成员正是从做句首修饰语的位置上进一步转变而来，且逐渐发展出全句评注、传信和
情态、衔接连贯以及焦点凸显等功能。

【关键词】欧化、NP抽象上、历时演变、表达功能

华语综艺节目对新加坡华族学生之影响的调查—以南洋理工大学为例
洪玮嬣  许润芳  南洋理工大学

【摘要】随着新媒体覆盖面的不断扩大和华语综艺质量的逐步提高，两岸三地和新马的华族年轻人对综艺
节目的关注度不断上升，由于没有语言壁垒、更新及时、内容有趣、种类丰富，新加坡华族青年大多对华
语综艺节目有所了解，部分学生更成为了资深观众。本文通过对本地华族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掌握其观
看华语综艺节目的频率、动机和偏好，两岸三地及本地华语最受欢迎节目的播放渠道、类型、主题、播放
平台和制作地点，华语综艺及相关对新加坡华族大学生华语使用水平、文化素养等方面产生的影响，了解
大学生在观看过程中感受到的文化、思维差异及对节目内容制作方向的期待，总结华语综艺对华族大学生
的影响及其走向华语中圈的可改进之处，为两岸三地及新加坡本土华语综艺节目发展方向提供参考，探讨
综艺节目等文化项目应用于汉语国际教育的可能性。
【关键词】汉语国际教育 综艺节目 华语 口语教学

短视频技术应用于听障初中生汉语教学的研究
洪臻颖  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 

【摘要】媒体技术极大地促进了短视频内容的发展与传播，短视频也成为了前者最常见的应用领域之一，
为身处不同行业的受众提供了信息输出和接收的渠道。而短视频的普及恰恰赋予了听障学生群体公平地接
受信息的机会。目前，以短视频为媒介，对听障学生进行汉语教学的研究仍有较大的发展空间。由于先天
或后天的身体缺陷和特殊的成长经历，听障学生常常会产生严重的自我封闭心态和对陌生环境的抵触心理，
又因与社会接触机会较少，自然地落于信息传输通道的末端。因此，只有将语言与技术二者有效地融合，听
障学生才能在汉语学习的道路上缩短与健全学生间的差距，且逐步实现“信息平权”。本文将以听障初中学
生的汉语学习过程为研究对象，依据认知语言学的相关理论，通过对听障学生的语言获得过程进行语境依赖
方面的研究，提出短视频应用软件参与其汉语习得的改进方案。
【关键词】听障学生、汉语教学、短视频 语境依赖

从康德的文学艺术理论看阅读在提高华文作为第二语言学习的学习兴趣中的作用
黄婉玉  林进展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新加坡以英语为通用语言，学生的华文学习缺乏足够的语言环境和学习动机。华文作为第二语言
的社会地位既定，其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不足的情况既定，仅依靠功利性动机注定无法引起学生学习华文
的足够动力，需要一个非功利性方法来提高学生学习华文的兴趣。康德在其美学理论中提出，由审美判断
所产生的愉悦是无功利性的、无任何利害关系的愉悦。审美活动是一种非功利性的、无利害关系的活动。
他认为阅读是最高级的审美活动，具有审美活动无功利、无利害关系的本质特点，是符合人的自由本质的
最高级的活动。由此看来，阅读是一种无功利性的活动，能够产生普遍的愉悦感受，可以用来提高学生学
习华文的兴趣。而若要阅读能够担当引起学生学习华文兴趣的重任，则需要让华文阅读回归阅读的审美本
质。
【关键词】第二语言学习、无功利性、阅读、学习兴趣

华文写作：微视频的运用策略再探
黄易亭  张水福  郭兰花   新加坡国家初级学院
张曦姗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中学低年级的学生在记叙文写作的内容上总是千篇一律，主题不够鲜明，详略不当，更严重的是
内容缺乏逻辑性，情节不合理。因此，研究团队希望通过微视频帮助学生“乐于用华文作书面表达，能感
受写作的乐趣，丰富写作内容”。微视频教学模式从观看微视频开始，过后通过提问，在科技平台上让学
生思考与分析，同侪间针对视频进行讨论，并和老师一起总结视频内容的主题、人物形象等技能，经过这
一系列的思考与讨论，教师才给出对应的作文题目。这项研究已在本院连续进行了两年（2020-2021），
今年我们以137名低年级学生为研究对象，再优化教学策略，希望持续为中学低年级写作教学提供一个简
易、操作性强的教学方法，以提升学生的写作能力，并加强学生写作的信心。
【关键词】华文写作、微视频、中学低年级
 

汉语二语者动名搭配习得研究
姜晓欣 北京语言大学

【摘要】本文将从研究内容、研究语料、研究结果三部分概述论文内容，具体如下。 一、研究内容 通过
动名搭配中名词宾语的语义类别、错误搭配的类型分布、不同母语背景 二语者动名搭配产出量三个维度
考察二语者与母语者、不同母语背景二语者（日 语、韩语、维吾尔语）HSK 作文中产出的动名搭配是否
存在差异。 二、研究语料 二语者语料我们选取了 2010 年 10 月 HSK 考试作文 90 篇，其中，韩国、日 本、
中国维吾尔族二语者作文各 30 篇。母语者语料是高三及其以上学历的汉语 母语者按照 HSK 作文考试要
求写的同题作文，共 30 篇。 三、研究结果 1、动名搭配中宾语对语义角色的优先选择关系是“受事>对
象>等同>致使> 结果”，二语者与母语者动宾语义类型选择顺序基本相同。 2、动词误用占偏误总数的一
半，是主要的偏误类型。 3、日本二语者与韩国二语者产出正确搭配的比率不存在显著性差异，产出 搭
配总量最多、错误搭配数量最少的是维吾尔族二语者。
【关键词】汉语二语者、书面语、动名搭配

汉语学习者常见的母语负迁移及教学对策
蒋一鸣  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

【摘要】以英语为母语的汉语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常常会受到母语的干扰，这种现象被称为“母语负迁
移”。因英语和汉语具有明显差异，以及学习者受母语思维的影响，“母语负迁移”现象在以英语为母语
的汉语学习者群体中屡屡发生，且有一定的规律性和同质性。研究母语负迁移有助于发现汉语学习的重难
点，指导教师更有针对性地开展汉语教学，从而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增强学生的动力和信心。过往文献
和本项研究显示，常见的母语负迁移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语音、词汇、句法、书写系统及文化背景。本
项研究将对以上五方面进行详细介绍和说明，并提供如下三点教学对策，以减轻母语负迁移对中文学习的
影响：归纳常见错误点并提供配套练习；营造“沉浸式”汉语学习环境；保持耐心并鼓励学生从错误中学
习。
【关键词】母语负迁移、汉语学习、教学对策

韩中后缀“X家”的语义研究 
金梅 ·朴兴洙   韩国外国语大学

【摘要】汉字和汉语最早在商末周初就被箕子传播到了‘朝鲜’， 汉语教学在韩半岛的历史源远流长。
作为汉字文化圈和儒家文化圈的国家，韩国对汉字、汉语和汉文化一直有较强的认同感。 韩国是大约从
公元600年开始，借用相当于汉语中高音的语音和文字。在韩语词语当中汉字词所占比例相当高， 虽然《
训民正音》（1446年）颁布之后， 韩国有了自己的文字， 汉字词的使用早己深入人心。韩语中的汉字词
大多保留唐宋时期的中古音韵， 书写上基本采用繁体字， 因此，韩国是最早接触和吸收汉字汉文化进行
汉语教育的国家。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不管是国家层面还是民间，韩国一直保持着汉语教育的传统。本
文研究的是汉语和韩语中共同使用的后缀“X家”（“X가”）的语义对比，特别是着眼于它的语义特性，
阐明意义差异为研究目的。韩中 “X家”的语义可分为同义，转移，变异的关系。笔者以类后缀“X家”
的语义特征、语用特征等方面来浅析“X家”词缀化产生的原因。韩中两国同处“汉字文化圈”之中，有
着密切的联系。第二语言的习得离不开牢固的第一语言基础。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研究已经成为一门独立的
学科，研究日益精深。各国的汉语学习者，在自身文化特点的影响下，对汉语语言的习得、难易把握、也
有着不同特点。其语言的共性及个性更有着不同于其他的特点，这为中韩语言研究提供了必要性，也为对
韩国的汉语学习者的研究提供了必要性。第一语言对第二语言的影响和干扰，所以常常会使第二语言的学
习者自觉不自觉地要以第一语言为标准来套用所学的语言，因此产生“对等”意识和偏误现象。希望中韩
共同使用的后缀“X家”的语义对比研究，对中韩之间跨语言跨文化研究的引玉之砖。
【关键词】 “X家”、类后缀、语义差异、韩国汉语学习者.

明末西班牙传教士菲律宾漳州闽南话教材古今韵母分合考辨 —以《汉语语法：漳州话语言艺术》（1620）
西班牙巴塞罗那图书馆善本为例
金美  中国厦门大学

【摘要】本文以在菲律宾马尼拉传教的西班牙道明会（又称“多明我会”）传教士撰写于1620年的教材
《汉语语法：漳州话语言艺术》（下文简称“漳州语艺”）西班牙巴塞罗那大学图书馆善本漳州闽南语为
例，对比考察今漳州话（下文简称“今漳州话”）与《广韵》音系韵母（每字所属韵摄开合等次及声调用
小字号标注于每字右下角），查考辨正明末菲律宾漳州闽南话与今闽南话韵母古今分合的历史音变遗存，
颇有启示意义． 
【关键词】 明末西班牙传教士、菲律宾漳州闽南话教材、古今韵母分合

跨语言视角下汉语结束义动词的语法化研究
景高娃  浙江外国语学院 

【摘要】本文采用共时和历时相结合的方法，对汉语结束义动词的语法化过程进行分析，并借鉴语义地图
的方法，描绘结束义动词的多功能性。事件连接功能的产生是结束义动词语法化非常重要的一环，符合类
型学结束义动词语法化的一般路径。在共时平面上，对方言中的结束义动词的关注还不足。“罢”在普通
话中已很少使用，但保留在豫北方言中，进一步虚化，并扩展出表达经历的用法。从跨方言或跨语言的角
度来看，汉语方言和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语言中的结束义动词有相似的从完结到经历的扩展路径。已见报
道的境外语言的结束义动词可以表达“以后”“已经”“完结”“接续”“过去”“完成体”等多种功能。
汉语结束义动词向完成体甚至经历体方向发展，体现了类型学的共性。
【关键词】结束义动词、多功能性、语法化、经历体

认知视域下韩国学生能性述补结构的习得研究
雷婷  中山大学 

【摘要】能性述补结构一般是指“V得/不C”结构，是汉语的一种特殊句法结构，该结构的使用条件相对
比较复杂，在韩语中没有完全相同的对应形式，因此韩国学生在使用该结构的时候常常出现各种偏误。传
统的“V得/不C”结构教学主要偏重于结构形式的描述，学习者虽然能记住能“V得/不C”的结构形式，
但是能准确理解把握并有意识地正确使用该结构的学习者却不多。本文尝试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对能性述
补结构“V得/不C”进行习得和认知研究，试图探索出能性述补结构“V得/不C”的认知加工机制，并以
此为依据帮助对外汉语教师找到更为科学有效的教学策略。
【关键词】能性述补结构、二语习得、认知研究、汉语教学

新马地区私会党的行业隐秘语
李国樑  新加坡独立民间文史研究员、民间文史顾问

【摘要】新马的华人帮会源自中国清朝的天地会，殖民地政府称之为secret society（私会党）。虽然一
些私会党员曾经回国反清，大体上私会党的本质已演变成通过武力争夺地盘，以新客与黄赌毒为主要营收
的社会罪案源头。19世纪末，新加坡私会党被令“解散”后，成立以洪门“廿一”为根基的“天地人神”
派系，行语亦趋向本土化，例如“平中”和“崩角”两大主流招纳新丁时都会“做大戏”和“布袋戏”，
急功好利的私会党老大则“去角”；私会党内部职位有426、415、49等，民间形容“08、24、369，敌
不过999（警方号码）”；一旦“风来了”最好马上把“白鱼”藏起来。此外，“开台”跑码头必须以《
五祖船》对诗，跟“水”相关的隐语甚至通俗化，成为民间方言惯用的俚语。 
【关键词】新加坡、天地会、私会党、行语

关于华文实时在线课堂互动技巧的思考
李静  范静哗博士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COVID-19的疫情导致许多青少年的学习场域从传统的同一物理空间的课堂转到虚拟空间的实时
在线课堂，实时在线教学的互动环境的改变也导致传统的师生互动条件发生了变化。当教师和学生分散在
各自的生活空间，在共享的虚拟学习空间中师生的互动与传统课堂相比，相对缺少非言语交流，这对学习
者的投入和注意保持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教师需要进行专门调整才能发挥在线教学的效果。本文从青少年
心理学的角度探讨注意力及其与在线学习的关系，进而分析在线课堂中的常见任务，并总结在线教学中的
一些互动技巧，目的在于通过形成良好师生关系、积极的学习氛围来加强课堂互动，为学习者赋能。文中
总结的互动技巧主要包括：1.激发学习动机的互动技巧，如提问、反馈、非言语交流等；2.教学过程策略
的互动技巧，如明确学习任务、设计话题以及任务导向教学等；3.差异化教学策略的互动技巧，如应用资
讯科技支持差异化教学、组织统筹课堂中的互动。
【关键词】在线课堂、非言语交流、青少年学习心理、在线互动

关于强调数量“就”的重音形式
李美京 韩国大邱大学
            
【摘要】本文主要以声学的方式针对既可强调数量多又可强调数量少的副词“就” 进行的研究。前人对
此研究已经很多如，在句法、语用、语义演变、语义指向、主观量等方面，但在韵律方面的研究却很少，
且几乎都靠语感来判断“就”是重读还是轻读。本文要对“就”的本体研究与韩汉对比研究同步进行，考
察在有无“就”的单量式结构中重音形式有何区别，还要看中国人和韩国人对“就”句子的音长和音高有
何不同。实验材料选择了《现代汉语八百词》，《现代汉语虚词词典》中的例句及自己调整的例句，一共
20个句子。实验对象为中国人3名，韩国人3名，各读三遍。分析对象一共为360（20*3*6=360）个句子，
57，600（20*160*3*6=57，600）个音节。本文要分析句中有无副词“就”的两种情况下，句中音长和
音高的不同。研究结果大体如下，第一，通过分析音长和音高来看，句中有无“就”时，重音位置有所不

同，没有“就”时，重音放在句末数量单位上，并且各音节的音长相差不大。强调少量时重音既可在“就”
上，也可在“就”后的数量单位上；强调大量时，重音放在“就”前。第二，韩国人不管副词“就”在哪
儿，一般都把重音放在数字上，有些人把它放在动词上。可见，韩国人对句中出现强调数量的副词“就”
的重音格式不太了解。第三，韩国人的每个音节音长区别不大，而重音的表现不太凸显。
【关键词】重音、 副词“就”、音长、音高

东南亚华语早期词汇发展变化研究
李权  北京师范大学

【摘要】本文以《叻报》《新国民日报》为研究对象，分别选取1917-1920（本文称之为“前期”）和
1930年前后（本文称之为“后期”）的等量本地新闻语料进行两点间的词汇比较，主要有以下两点变化：
第一，文言形式减少，白话形式增加。早期华语的语言风格可归纳为“文白相融”，即尚古的文言词和通
俗的白话词并存共用。对比前后期，文言形式有所减少，白话形式有所增加，体现出文言向白话的过渡特
点。第二，由不稳定趋于稳定。表现为如下语言事实：其一是同义形式的选择，如同素异序词，其二是异
形词的选择，包括自源和他源两类。它们均表现出前期词形丰富，且频次相近，后期出现了主要词形的变
化。以上几种变化主要受以下三种因素的影响：其一，早期国语的影响；其二，东南亚本土因素的影响；
其三，外语的影响。从“史”的角度来看，应该将共时和历时的研究思路相结合，多角度考察影响华语发
展变化的因素。
【关键词】东南亚华语、叻报、新国民日报、词汇

基于网络技术支持下韩国高校汉语教育现状
李秀彬 韩国仁荷大学/中国天津师范大学

【摘要】随着网络技术的普及，不受时空限制可以展开汉语教育。在疫情情况下，多数韩国高校采取了基
于网络技术支持下的远程汉语教育。本研究主要考察对象为20所韩国重点高校的汉语教育现状，主要考
察范围为韩国政府的官方文件、高校常用的LMS系统，K-MOOC平台、KOCW高校资源共享平台、高校
的OCW平台、高校官方网站进行了考察。考察得知，1）汉语与其他外语相比，韩国政府对汉语教育方
面的支持力度变化不大，可说明为韩国政府重视汉语教育。2）韩国高校利用LMS系统开展混合式学习以
及远程教育提高汉语课堂教学的绩效。3）通过K-MOOC管理实施策划可以看出，韩国政府重视基于网
络技术支持下的远程教育，以及远程教育有着一定的意义。本文进行了基于LMS系统支持下的汉语课堂教
学设计。LMS系统可以实现以学习者为中心的课堂教学，又可以减少教师的备课时间。基于LMS系统的汉
语课堂教学可以分为三大环节开展不同的教学活动。1）课前环节主要进行资源学习，比如：教师把教学
资源上传到LMS系统让学习者进行自学。2）课中环节可以点击远程会议（ZOOM与谷歌会议）开展远程
教育。3）课后环节利用LMS系统上的练习，考察学习者的掌握度。4)学生互动方面，LMS系统上教师创
建小组之后，不仅可以进行生生互动，还可以线上会议当中可以进行师生讨论。本文的研究工作可以为对
韩国汉语教育的信息化与汉语教学改革工作提供参考并借鉴。
【关键词】汉语教育 、系统

混合式学习模式运用于文学教学的设计与实践—以H2华文与文学小说教学为例
李志元  新加坡莱佛士书院（高中部）
张曦姗  南洋理工大学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随着数码科技的普及，课堂的教学形态及学生的学习方式也有了巨大的改变。混合式学习模式便
是其中一大教育趋势。学生在选读H2华文与文学这门课前，较少接触过文学作品，也缺乏深入分析文本
的能力。因此，如何带领学生深入分析课程中的所有作品，并教授学生分析文本的能力便成了一大教学难
点。本文试图以H2华文与文学课程下的小说教学为例，探究如何将混合式学习模式运用于文学教学上。
首先，本文将介绍研究背景与对象，并阐述新加坡混合式学习模式的概念和理论依据。接着说明运用混合
式学习模式于小说教学上的实践过程。最后，本文通过学生调查问卷、聚焦访谈及教师观察来检视教学设
计与实践的成效，再反思教学过程中所面对的挑战。
【关键词】混合式学习模式、H2华文与文学、小说教学

“年老”对新加坡华族年长病患意味着什么？—以医患门诊会话中的“年老”为例
林鼎勋   林尔嵘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摘要】在公共医院的门诊互动中，时而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一些年长患者会在话语中向医生标榜自己“
年老”的身份，如：“这么老了”、“我岁数有了”、“八十七岁了啦”等等。我们发现，这些以话语标
识自己或他人的“年老”身份不只是单纯的在传达信息。实际上，在不同的会话序列环境中，以话语标识

“年老”作为会话行为能达到不同的话语作用。以新加坡某一家医院的门诊语料为例，我们结合会话分析
（Conversation Analysis）方法与身份类属机制（Membership Categorization Device）的视角，
探讨“年老”这一身份类属在门诊互动中的作用。研究显示，一些华族年长患者会向医生标榜自己“年老”
的身份，以完成特定的话语行为，包括：一、合理化自己的病症；二、拒绝医生的医疗建议；三、辩解自
己身体功能的缺失。通过分析这些年长患者标识“年老”身份类属的互动序列及相关的会话行为，我们旨
在揭示新加坡华族年长患者对于“年老”这样一种身份标签的观念及认识，说明身份类属机制是如何搭建
起交互双方对话语的理解，也为医患沟通研究带来新的启发。
【关键词】会话分析、互动语言学、身份类属机制、年老

维吾尔语、西部裕固语颜色词文化内涵对比研究—以“黑”“白”为例
林雅琛   中央民族大学

【摘要】本文总结对比维吾尔语和西部裕固语“qɑrɑ/�ɑrɑ黑”“ɑq/ɑq白”的义项发现，两种语言“
黑色”既含褒义也含贬义，均有伟大、尊贵、有力、程度深、粗糙、无知、坏、反面的和孝服等义。但维
吾尔族接受了汉族“黑色”代表非法、秘密的认识。维吾尔族和西部裕固族都认为“白色”代表吉祥、善
良。西部裕固语“白色”可指所有奶制品和非宗教职业者，维吾尔族受到其他民族影响，借入了白色“落
后、反动”等贬义。并从社会生产实践、宗教信仰、风俗习惯三方面讨论“黑”“白”文化内涵的异同原
因。
【关键词】维吾尔语；西部裕固语；“黑”“白”颜色词；文化内涵对比

试论对外汉语教材中的拼音教学设计及拼音对教学的辅助作用—以《博雅汉语（第二版）》为例
刘迪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

【摘要】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开始学习汉语，各种对外汉语教材层出不穷。语音教学在语言学习初
期有着重要意义，对于汉语来说，拼音教学是发展其他语言技能的基础。教材是教学的依据，一些对外汉
语教材中对拼音教学的设计缺少科学性和系统性，并且没有较好的利用拼音辅助之后的技能教学。本文共
有五章，以《博雅汉语（第二版）》九册书为研究对象，分别从研究目的和意义、拼音教学设计、拼音练
习安排、拼音辅助其他语言技能教学、研究结论等方面展开论述。《博雅汉语（第二版）》总体而言在拼
音教学方面较为完善，但在发音方法教学和拼音练习方面仍可提升。本文详细分析了教材中拼音部分的优
劣利弊，希望能为其他对外汉语教材的编写完善提供思路，提高对外汉语教学的质量。
【关键词】对外汉语、拼音教学、教材设计

台湾“国语”新义新用的“杀”
刘吉力  长沙师范学院文学院  

【摘要】台湾“国语”的“杀”动形兼备，以动为主，辅以形容词用法。形容词“杀”主要有“狠/酷/低”
三个义项，各义项来源不同；历时考察“杀”，呈现由升到降的发展态势，义项由单到多再到以“低”义
为主，“杀”的发展演变有其内外部原因；对比其他多个华语社区，台湾“杀”与其形成有无之别的新生
差异。新义新用的“杀”充分体现了台湾“国语”的变异性及独特性，因此是研究其最新发展演变的典型
案例之一。
【关键词】台湾“国语”、“杀”、形容词、变异

更好地与文献对话：留学生学位论文转述结构考察与教学
刘锐  澳门大学

【摘要】学术写作中，引用是与已有研究建立联系、创建自身研究空间的重要方式（Swales， 1990）。
因此需要大量地使用诸如“某某发现/认为”、“在某某看来”这类转述结构。学术英语（EAP）研究表
明，二语学习者在掌握转述结构上存在相当的困难（Neff et al. 2003；陈建林，2011）。本研究旨在考
察汉语二语者的学位论文中转述结构的使用情况。本研究从CNKI硕士学位论文库中随机选取了13篇留学
生用汉语撰写的学位论文作为考察对象。由于引用通常集中地出现在文献综述部分，因此考察的重点放在
论文的“研究综述/研究现状/文献综述”部分。我们使用Liu & Wang（2019）的分类体系对转述结构进
行了标注。结果显示，留学生学位论文中使用最多的是过程性转述，其次是话语性转述，最少是发现性转
述、认知性转述。对比成熟写作者的论文（刘锐、黄启庆、王珊， 2021），留学生过度使用过程性转述，
而发现性转述、话语性转述的使用比例偏低。结合不同转述结构的功能来看，留学生在引用中主要关注的
是研究对象、方法，而对结论、成果、作者的观点缺乏足够的讨论和分析。此外还存在以下问题：转述语
的功能类型、种类单一；（2）转述语误用；（3）转述结构滥用，造成无意义的引用。针对这些情况，
本文提出应该对转述结构进行针对性训练，综合使用范文学习、结构控制训练、改写等练习方法，帮助二

语者理解和掌握多样化的转述手段，以提高汉语学术写作的水平。
【关键词】转述结构、学位论文、引用、学术汉语、学术写作

虚拟世界和元宇宙：汉语国际传播的应用现状和未来的可能性
卢文慧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研究生

【摘要】依托现代信息技术和互联网平台在线教育的不断发展，“互联网+”开展汉语教学受到汉语教师
与汉语学习者的共同重视，使汉语国际传播更多样化。虚拟世界是一种持久的在线计算机生成环境，在远
程物理位置的多个用户可为工作或学习进行实时交互。本文首先介绍了虚拟世界的历史发展和元宇宙的概
念。元宇宙是互联网的延伸，允许用户彼此之间以及周围的环境进行互动，包括虚拟现实（VR）和增强
现实（AR)。人工智能（AI）的使用现已成为汉语国际教育的现实。通过特别关注四个特性，虚拟世界或
元宇宙的集成网络在四个领域取得进展：沉浸式现实主义、访问和身份的普遍性、互操作性和可扩展性。
对于每个领域，当前状态和需要的发展，这些特性被认为是可行的多元核心组成部分。本文考虑虚拟空间
在当代汉语国际传播的应用现状，以及元宇宙新技术领域的影响。以当代汉语为对象，以多学科交叉为视
角，结合汉语国际传播的相关实践，虚拟世界利益相关者和开发人员之间未实现的协作，构成人类社会文
化互动的一个引人注目的领域。伴随新技术发展和教学理念变化，在虚拟世界和元宇宙视野下展望汉语国
际传播发展的新思路。
【关键词】元宇宙、虚拟世界、人工智能、汉语国际传播

东南亚华语量词历时发展调查与思考
卢月丽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摘要】本文以东南亚华语为对象，以“史”的眼光观察东南亚华语中量词的历时发展面貌，最终按照“
史”的范式形成比较完整的表述，试图从一些具体的方面展现东南亚华语发展演变的内容及过程。文中把
东南亚华语量词的发展归纳为以下三种模式：上扬式、下行式及曲折式。在对上述语言事实考察与梳理的
基础上，文中得出以下两点认识：其一，东南亚华语量词的发展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其发展不止一种模
式，而是三种交织在一起；其二，华语量词发展演变的原因既有方言、英语的影响，又有其作为祖语具有
保守性的制约。
【关键词】东南亚华语、量词、祖语、历时研究

浅谈国际汉语教学中的跨文化理解 ―以在日教学实践为例
路浩宇  日本关西学院   
陈碧强  中国山东曲阜师范大学

【摘要】笔者以自己在日本大学试行的两次以“友谊”和“孝道”为主题的汉语口语教学实践为例，通过
学习者对“友谊”和“孝道”为主题所作的口头发表，在提升口语表达能力的同时，引导学生了解中国的
文化与哲学思想。通过观察学习者对“友谊”和“孝道”话题的口语课的参与情况，我们发现日本学生对
友谊话题的兴趣更浓厚，对友谊的理解比孝道更深，对友谊价值的认同大于对孝道的认同。日本是原子化
社会，由于个人本位思想在日本的盛行，学生对于跟自己关联紧密的同时代事物表现出更大兴趣。孝道涉
及两代人或三代人之间的关系，复杂程度远大于友谊，故不太容易引起在“核心家庭”的时代背景下成长
起来的当代日本大学生的同情与理解。由此可见，任何一种观念都与它的历史和人文环境有关，是传统延
续和社会生活的产物。由于“孝”涉及到代际关系，日本学生对“孝”的认识相对浅薄，往往是泛泛而谈。
由此引出对教学目标的思考：一，国际汉语教学不应仅仅停留在“术”的层面，而应在锻炼学习者基础能
力的前提下，上升到对学习者的人文关怀与灵性启迪的大道上来。二，知识传授与文化交流是两个层面的
问题，知识传授是无条件性的，而文化之间的融合是有选择性的。国际汉语教学需要在尊重文化多样性的
前提下进行。
【关键词】国际汉语教学、友谊 孝道、人文关怀
  

怒苏语多义词的文化内涵
罗自群  中央民族大学

【摘要】怒苏语是生活在中国云南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福贡县的怒族怒苏支系说的一种语言，属于汉藏语系
藏缅语族彝语支。怒苏语词汇，按照义项来分，有单义词和多义词两类。本文重点从多义词这一方面来分
析怒苏语词汇所体现的文化内涵，通过与汉语、藏缅语族其他语言的比较，来说明怒苏语词汇文化内涵的
特点。文中所用的怒苏语词汇都是来自本人田野调查获取的第一手语料。一、怒苏语多义词的类型：如果
以汉语为参照点，怒苏语中存在一些多义词——一个怒苏语的词，可以有两个及以上的汉语词语和它相对
应。既然是多义词，语音相同，语义相关。根据词性，可以把怒苏语多义词分为两类：1、词性相同的，

2、词性不同的。（一）怒苏语词性相同的多义词  怒苏语词性相同的多义词比较常见的是名词、形容词
和动词。（二）怒苏语词性不同的多义词  怒苏语词性不同的多义词，比较常见的是一个多义词具有两种
不同的词性，当然，也有一部分多义词不止两种词性。二、怒苏语多义词的文化内涵：我们把怒苏语词性
相同的多义词看做是静态相关，而把词性不同的多义词看做动态相关。和汉语比，和汉族比，使用怒苏语
的怒苏人和汉族在认知上存在着诸多差异，汉语的表达显得更精细一些，而怒苏语则比较笼统一些。怒苏
语多义词的这种特点，充分体现了怒苏语的文化内涵。
【关键词】怒苏语 、多义词、文化内涵

汉语二语者书面产出词汇多样性的文本长度效应研究
马庆 北京语言大学

【摘要】词汇多样性是二语表达能力的重要标志，是计算机自动作文评分的重要采集变量，但是词汇多样
性测量指标与文本长度之间存在复杂的关系。本研究从2010年4月HSK写作考试的实测大数据中选取154
份语料，重点探究了汉语二语者书面产出词汇多样性与其文本长度的关系。结果发现：（1）词种数、
TTR、Root TTR 、Log TTR等8个测量指标可作为词汇多样性测量的有效参量，但通过相关分析结果可以
看出，当文本长度过短的时候，很难反映出词汇多样性与作文成绩之间的关系；（2）8个测量指标均存
在文本长度效应，其中MATTR受文本长度的影响较小；其余7个测量指标随着文本长度的变化整体呈现出
线性的变化趋势；（3）当文本长度在60至100词范围内时，除MATTR外，相同文本长度下的LD值均存在
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关键词】词汇多样性测量、文本长度、语言产出、作文自动评分

西南官话中古非晓组字混读的声学考察—以四川中江为例
饶冬梅   西华大学

【摘要】古非晓组字的混读在西南官话中较为常见[1][2]。西南四省（四川、云南、湖南、湖北）方言中
非晓组字的混读主要体现为八种类型（见表1）。本文以四川中江方言的古非晓组字今读作为深度调查对
象（前人调查结果为Type2类型[2][3]），选择10位年龄在55-65岁区间的发音人（男女各5），得到约
9000个语音材料，提取擦音中段20ms的谱重心CoG（Center of Gravity）和标准差SD(Standard 
Deviation)两个参数[4][5]，从声学和感知两个角度考察了四川湘语中非晓组字混读（merger）以及语
音性变读（phonetics variation）的原因[6][7]：非晓组字的混读，跟[f]/[xu]发音的相似性以及感知混
淆有关，和语言接触也有密切关系。四川湘语受强势方言（Type 1）及普通话影响，混读规律出现例外
之外的字有所增多，混读的条件也逐渐走向单一化。
【关键词】四川湘语、混读、语音变读、语言接触

河北方言的“去分阴阳”现象
桑宇红  白茹 河北师范大学 

【摘要】学界对河北地区保定、唐山、秦皇岛地区冀鲁官话保唐片轻声前去分阴阳的现象已有报道，较早
应是《昌黎方言志》（1960），后有李思敬（1995）对宁河方言，接着田静（2007）、刘克龙（2010）对
唐县，后又有郑莉（2014/2019）、白茹（2016）、曹庆改（2018）、李仕颖（2019）、尹凯（2020）等
分别报道了与保定毗邻的石家庄的深泽、无极、辛集及衡水部分地区安平、饶阳也存在“去分阴阳”的现
象。河北方言去分阴阳具体表现为：（1）在单字调层面可以区分阴阳去，如无极和深泽；（2）在连读层面
区分阴阳去；主要分布于保定地区的曲阳、定州、唐县三个县市；（3）仅在轻声前连读时区分阴阳去，
主要分布于保定及石家庄、衡水部分毗邻保定的地区。
【关键词】河北方言、去分阴阳、连调及轻声、保唐片

课例研究：放声思考在阅读教学中的策略与设计
盛丽春、韩爱玲、幸锦龙 、胡晓苏  四德女子中心
张曦姗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为了提高学生在阅读理解、感悟欣赏及延伸拓展方面的能力，本校研究团队通过放声思考阅读策
略(Think Aloud Strategy)进行有系统、有针对性的阅读教学。放声思考策略是将个人内在的无声思考，
用口语表达的方式，将心中所思考的内容说出来。老师能借此了解学生的思维过程并加以引导纠正。放声
思考方式是展示思考能力的有效方法，让思维可视化，同时也能训练学生的口语表达能力。本研究以79
名中二高华学生作为研究对象展开三轮的课例研究。本文首先从研究背景、研究对象和研究目的做一个整
体介绍；接着阐明理论依据和相关概念；再具体介绍整个研究的教学实践过程。研究结束后，通过调查问
卷、教师观察以及学生反馈进行分析，最后再反思教学过程中所面对的难题与挑战。

【关键词】课例研究、放声思考、阅读教学

“洪武赶散”与苏北江淮官话
石绍浪  北京语言大学

【摘要】“洪武赶散”是指明初苏南向苏北平原一次大规模移民，虽然正史没有确切记载，但在苏北民间
普遍流传。苏北江淮官话入声韵有一个较为独特的特征，曾梗摄一二等帮组字读圆唇后元音韵母，并与通
摄合并，其分布与“洪武赶散”的移民范围基本吻合。比较发现，苏北江淮官话的这个音变应是源于苏州
移民的影响。今苏北江淮官话入声韵类突破中古韵摄的格局，发生了简化，也可能是明初苏州方言在苏北
扩散的结果。余论认为，在分析江淮官话与吴语关系时，不能只局限于“同源”的角度，还应考虑明初苏
州苏州方言在苏北的扩散。
【关键词】“洪武赶散”、苏州方言、苏北方言、江淮官话、入声韵

德国语言学家加布伦兹及其《汉文经纬》研究
宋楠  德国国际合作署中德合作中心； 波恩东亚研究院chinnotopia中国论坛

【摘要】本论文第一章介绍了与乔治·加布伦兹有关的史实，包括十七到十九世纪西方汉学的兴起、独立
与发展、加布伦兹家族史和乔治·加布伦兹的汉学之路。 第二章到第四章将《汉文经纬》拆分为“汉语
基本面貌”、“分析系统”和“综合系统”研读与解析，完整展现加布伦兹的语法思想和其构建的古代汉
语语法体系。论文的第五章和第六章，分别探讨了加布伦兹在西方近代语言学历史上所起的作用，以及对
汉语语法思想史的影响、突破和超越。同时在论文结语部分，讨论了中外语言学界对于《汉文经纬》一书
不甚明晰的几个问题。
【关键词】加布伦兹  《汉文经纬》

华文作为第二语言新闻听读教学的文献综述
孙晓颖   张丽妹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新闻听读教学在华文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中更是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本文回顾和介绍了
2001-2021年二十年间华文作为第二语言新闻教学的相关研究，文献主要来源于中国知网 (CNKI) 和Web 
of Science等数据库。本研究的文献综述主要围绕四个研究问题：第一，华文作为第二语言新闻听读教
学的目标有哪些？第二，华文作为第二语言新闻听读教学的原则是什么？第三，华文作为第二语言新闻听
读教学的难点有哪些？第四，华文作为第二语言新闻听读教学的教学策略和方法有哪些？最后，本文结合
新的时代背景提出了华文作为第二语言新闻听读教学的优化建议。本研究的成果和发现对华文作为第二语
言新闻听读教学具有良好的指导意义，同时也为华文第二语言新闻听读教学法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和指引。
【关键词】华文作为第二语言、新闻听读教学、教学目标和原则、教学难点、教学方法 

乙圩壮语多功能语素te∶ŋ1

覃薇  中央民族大学 

【摘要】本文对乙圩村壮语“遭受”义语素“te∶ŋ1”进行全面的调查描写，并刻画出“遭受”义语素
“te∶ŋ1”功能的整体面貌。对“遭受”义语素部分语法功能的语法化过程进行探讨，归纳出其语法化的
路径和机制，为学界了解乙圩壮语“遭受”义语素功能的语法面貌和特征提供新的材料。乙圩壮语的“遭
受”义语素“te∶ŋ1”呈现出多功能性，具备了十三种功能：①“触碰”义动词；②“对、中、合”义动
词；③“遭受”义动词；④“需要、用”义动词；⑤被动标记；⑥“对”义形容词；⑦“致使”义动词；
⑧情态助动词；⑨结果补语；⑩程度/状态补语；⑪“到、轮到”义动词；⑫副词；⑬假设连词。其中，
本文调查到了“遭受”义语素“te∶ŋ1”以往没有被调查描写到的功能为：①程度/状态补语；②“到、
轮到”义动词；③副词；④假设连词。
【关键词】乙圩村、壮语、“遭受”义

祁东湘语多功能词“落”的语义演变与主观化
谭丽亚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西南林业大学外国语学院
陈海宏  云南民族大学民族文化学院

【摘要】湖南祁东湘语多功能词“落”的用法比较特殊，其语义演变属于通过增加新义而产生的多义模式，
它的多个义项在语义上有一定的关联，或直接关联，如“落”作实义动词时的多种语义；或间接关联，如
前加准词缀型小称标记“落”可能是由实义动词“落”的“降生”、“遗留在后面”等义隐喻而来的。“

落”在祁东湘语中还可以重叠，在语义和语用表达上带有一定的感情色彩，可表达说话者对命题的多种主
观态度。祁东湘语“落”语义演变的认知机制主要有类推（隐喻与之相关)、重新分析（转喻与之相关）和
主观化（褒化、贬化与之相关)等等。
【关键词】祁东湘语、“落”、多功能、语义演变、主观化

论析新加坡华人华语及身份认同的变迁
谭国勇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身份认同的建构在国家及其国家层面下的政治、经济及社会发展上有着深远的影响。它可以使人
认可该国家在政治经济及社会层面上的立场及政策，也可以让人民在某种程度上产生了归属感。教育是建
构身份认同的其中一环。据王赓武教授与陈庆文教授所示，新加坡华人身份认同，是最没有代表性，后者
则认为身份认同是有目的性地建构出来的。由此说明了新加坡华人身份认同正等待人们来填补。也正是如
此，新加坡政府通过不同媒介，包括教育政策等手段来灌输和建构自身倾向的华族身份认同，即倾向于文
化上的认同。本文尝试通过1979年讲华语运动及新加坡教育部历来的教育改革报告书，来了解其倾向和
期许。1979年讲华语运动，主要目的是要整合新加坡华族各方言群体。当时，新加坡华人社会有多达12
个华人方言群体，拥有一个共同的语言：华语，促进他们之间的沟通，减少之间的纷争，团结一致。这有
利于营造及实施双语教育政策的大环境，从中促进经济发展。然而，时间的推移，讲英语家庭的增加，使
得讲华语运动有了新的使命，即提升人们对华文的认识。新加坡教育部在报告书中所倡导的文化认识，倾
向于应对华族内部压力和需要。这回应了陈庆文认为华人身份认同是人造的说法。与此同时，随着华人移
民的移入，他们所带来的文化是否再次在原有身份认同上融合或产生分歧，则是未知数。这将会直接或间
接影响新加坡华文华语以及教育发展的走向。
【关键词】新加坡、华人华语、身份认同、教育

新加坡高中文学教学提问策略的探讨— QUILT框架下的教学设计与实践
唐佑彬   潘旭    李俊贤    郝德奕 淡马锡初级学院
张曦姗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在华文文学课堂上，设计优质问题能引导学生进行品读和鉴赏。因此，本研究以主修H2CLL的
61名学生为研究对象，探讨基于QUILT提问框架激发学生学习兴趣与提升学生思维能力的课堂教学模式。
本文首先介绍研究的背景、对象及方法，阐述基于QUILT提问框架的教学理念与理论依据；接着以现代小
说、诗歌、戏剧以及文言文为例，介绍如何基于QUILT的提问框架设计不同类型的问题的提问策略；本文
也根据学生的课堂反应，探讨了QUILT提问框架下不同文学作品教学的几种提问策略和问题设计类型，在
体现以学习者为中心、加强师生互动和凝聚同侪间学习力量等方面的成效。本论文最后将通过前后测的数
据对比分析、学生反馈、教师观察和学生产出检视教学设计的实施成效。
【关键词】文学教学 、提问策略、 QUILT框架、教学设计

楚辞“羌”字句与湘西凤凰方言ʧʰɑ13字句 比较研究
田晓黎  中央民族大学

【摘要】楚辞里的“羌” ，自东汉王逸注释后的1800多年来 ，众多研究者引经据典， 却始终没有确解。
《楚辞》的“羌”字是否有田野遗存？在湖南湘西凤凰方言中存在极具特 色的ʧʰɑ13 1字句。本文从凤凰
方言ʧʰɑ13字句的田野记音开始，逐条分析，总结规律，再与《楚 辞》16 处“羌”字句进行对比研究，
结果显现，凤凰方言ʧʰɑ13字句基本传承着《楚辞》“羌” 字句的语义。 
【关键词】《楚辞》  羌

国际中文学习软件的大型网络游戏化
汪歆玥  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   

【摘要】汉语学习时间长的特点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二语学习者的热情，而当下飞速发展的大型网络游戏新
颖有趣，常令人沉迷。修坝不如引流，把学生们对汉文化和网络游戏的双重兴趣融入到汉语学习的全过程，
将有助于培养学习者持续性的学习兴趣。本研究分析了当下常用汉语学习软件中的游戏模式，结合现有网
络游戏的汉元素部分，提出了将汉语学习软件大型网络游戏化的具体设想。持续化：脱胎于传统的孤立小
游戏，将累计的学习成果作为升级模式，合理地穿插各类支线任务。系统化：学习者通过注册账号建立个
人学习档案，学习任务既包括集体学习，也包括多种自学形式。针对性：以学习者的需求为导向，提供相
应的实用汉语知识。灵活性：及时更新，高度重视用户反馈。允许教师使用游戏程序和知识库，以方便与
线下教学配合使用。
【关键词 】汉语国际教育、学习软件、网络游戏、学习兴趣

“ 打（타）”字的韩国汉字音形成过程考察
王 浩  四川轻化工大学人文学院  

【摘要】“打”字，在《广韵》中有两个读音，都是阳声韵，一个是梗摄、梗韵，开口二等，上声，端母
“德冷切”；另一个是梗摄、迥韵，开口四等，上声，端母“都挺切”。但是在韩国汉字音中，“打”字
读阴声韵타[t�ɑ]。本文从历史语言学和语言接触的角度出发，认为中世韩汉音（15-16世纪）中存在的
타[t�ɑ]和뎍[tiək]这两种读音，其形成主要是中国的影响，由“德冷切”和“都挺切”两种读法，平行
发展而来，“德冷切”变成了“都瓦切”直接影响了타读音的形成；“都挺切”本来是阳声韵，在传入韩
国以后，其阳声韵尾[ŋ]变成了入声韵[k]，实现了“阳入对转”，从而形成了뎍的读音。近代以后，随着
日语词向韩语的大量涌入，“打”字的日语唐音だ[da]与韩汉音中타读 音的高度相似性，使得타读音在
与뎍读音的竞争中，取得了最终的胜利。

汉语方言亲属称谓中的音变
王红娟  山东师范大学  

【摘要】亲属称谓是方言词汇中重要的一类，我们在考察方言间的词汇差异时，亲属称谓往往是重要的参
照项，如《汉语方言地图集 词汇卷》共有203条词汇图，其中涉及亲属谓的就有“爷爷、奶奶、外祖父”
等14条。在对汉语各方言中的亲属称谓进行梳理时发现，汉语方言的亲属称谓中普遍存在音变现象。比
如，山西运城的“弟”，单字音为“ti33”，但在“兄弟”一词中读音变为“thi33”。本文的音变的含
义是指：1.某个字或某类字在称谓词中的读音与其他情况中的读音不同。2.某个字或某类字在称谓词中的
读音于古今演变规律不合。本文讨论的方言亲属称谓中的音变类型主要有以下三种：个别音变、系统音变、
别义音变。
【关键词】汉语方言、 亲属称谓、 音变

乡村振兴背景下民族地区发挥语言经济效能路径的再探讨—基于西藏自治区林芝市M县的个案研究
王娟  陕西师范大学

【摘要】语言能力是重要的人力资本，语言经济效能是语言的重要社会效能，语言扶贫工作作为中国贫困
治理体系的有机构成，在国家脱贫攻坚的重要阶段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
后，民族地区的语言文字工作在扶持对象、政策范围和顶层设计方面也相应需要作出一定的调整。本文试
图在乡村振兴背景下进一步探讨如何继续发挥语言经济效能的路径。
【关键词】乡村振兴、语言扶贫、民族地区

四川方言的音系特征和两个历史层次
王倩  周及徐  四川师范大学

【摘要】 以往的四川方言研究认为，现代四川方言皆为明清时期的“湖广填四川”所带来。我们在近十
年的时间里，在四川作了广泛的方言田野调查。根据实地调查材料，我们提出新的观点：在四川省的岷江、
嘉陵江流域分布着两种不同的官话方言：嘉陵江流域分布着以成都话为代表的以“入归阳平”为特征的西
南官话方言，这是明清湖广移民带来的；岷江流域分布着以大邑话、宜宾话为代表的有独立的入声调的官
话方言，这是明代以前的四川本地方言的后裔。二者分属不同的方言层次而共存于今天的四川。本文以
2019年出版的《岷江流域方音字汇——“20世纪四川方音大系”之一》中语音材料为据，借助实验语音
学方法对成都话与大邑话、宜宾话作音系整理、以Praat软件绘制其声学元音图、声调曲线图，分析其在
音系上的规律性语音差别，说明今天的四川方言不仅具有以成都话为代表的湖广话语音类型，还有更为古
老的另一方言层次——这个音系今天仍具有入声独立、果摄一等字读为-u、麻三精见组读-i、模韵字读为-o
等语音特征。这些语音特征与成都话的湖广话语音类型有明显的差别，独立于成渝片西南官话而存在。 因
此，现代四川方言分为本地和外来两个层次：本地层次叫“南路话”，外来层次叫“湖广话”。
【关键词】四川方言、岷江流域、成都话、大邑话、宜宾话、方言音系

保定方言两字组连读变调及其若干问题
王帅臣  华北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 

在对河北省保定市下辖的24个县市区进行方言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展开本文的分析。首先描写清苑区的
两字组前字连读变调情况，以便对保定核心区域的变调情况有所了解。其次，介绍保定方言中的阴平变调、
阳平变调、上声变调、去声变调的地理分布、调值表现、调类分布等基本情况。再次，重点讨论上声变调
和去声变调。上声变调后的调值情况有一定序列性：一种是前字变调后与本声调系统的阴平接近或合流；

一种是前字变调后与本声调系统的阳平接近或合流。上声变调既有类型学上的原因，也有历史因素在起作
用。去声变调有一类和轻声有关。

西宁方言持续体标记“着”
魏萌  中央民族大学

【摘要】汉语西宁方言的体标记“着”主要表达持续体的语法意义。除单独使用，方言中“着”常与起始
体标记“上”、完成体标记“下/了”等其他体标记叠用。由此，西宁方言的持续体标记“着”多构成
“V着V”、“V着C”或“V着＋从句”三种结构。西宁方言持续体标记“着”常与起始体标记“上”、
完成体标记“下/了”等叠用，且均处于其他体标记之后，即动词后第二位置。叠用中，“着”仍表达持
续体的语法意义，其语义与前一体标记层层套叠，具有一定顺承关系。如与起始体标记“上”叠用时，“
上”的语义指向前面的谓语动词，构成“V＋上”结构；“着”的语义则指向“V＋上”这一整体，表达
动作行为开始并将进一步持续的状态，“着”具有一定未完整体范畴义。“V＋上＋着”结构还可续接其
他动词或补语成分，构成“V＋上＋着＋V”结构。此外，西宁方言持续体标记“着”常以“V＋着＋C”
形式用于述补结构谓语句中。其中，C可为程度、情态、结果、数量等多种类型补语，形式上可由单个形
容词或副词、数量或偏正短语及主谓结构充当。语义层面，“V着＋C”由“V着”与C两个时间过程构
成，C主要由“V着”引发或伴随，即两个过程包含一定的逻辑因果关系，这种关系可以是显性的也可以
隐性的。除构成“V着V”、“V着C”和“V着＋从句”结构外，持续体标记“着”还可用于西宁方言的
存现句和“的字结构”中，其用法具有一定独特性。
【关键词】西宁方言、着、持续体标记

“口”的比较词义探索
吴宝安  湖北大学文学院 

【摘要】“口”这一概念在汉语中主要有“口、嘴”两个词，根据它在汉语、汉语方言以及其他语言中的
用法，我们整理出了12组与“口”有关的共同引申，这些共同引申都可以通过“转喻”和“隐喻”来解
释。 基于转喻的共同引申有7条，如： 与言语功能相关，“口”引申出“说话、话语”义。与饮食功能
相关，“口”引申出“口味”“人口”义。与临近部位相关，“口”引申出“脸、鼻、咽”“口部饰物”
义。基于隐喻的共同引申有5条，如：与形状、位置都相似，“口”引申出“容器等器物通外面的地方”
和“出入的通道”义。与形状相似，“口”引申出“（山谷、水道等）大的豁口”“突出的部分；尖儿”。
这12组共同的词义引申在汉语、汉语方言以及英语、俄语、西班牙语、日语、泰语、印度尼西亚语、壮
语等语言中都以共词的方式出现，因此，我们可以将其看作是“口”在语言中的共同演变模式。
【关键词】“口”  比较词义 、共同演变

新加坡中学华文快捷课程后进生
语文学习的挑战和独立学习能力的培养
吴宝发  张曦姗  周淑君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后进生学习一直是教育工作者关注的课题，新加坡教师也不例外。后进生学习问题复杂，包括语
文基础薄弱；个人学习态度不良；缺乏独立与迁移的学习能力；课堂教与学方法不当等。本文立足于本地
一所中学的校本研究，借助文献研究法、问卷调查法与观察法，对中二快捷班24位后进生的学习特点进
行梳理，由此作出为期六个月对3个单元的教学调整的尝试，旨在分析后进生在课堂中语文学习的挑战以
及探索他们独立学习能力的培养。本研究对2021年新教材篇章里的语文技能做一次系统性的梳理，在课
堂阅读理解教学时，强调对文章理解的元认知策略之字义层次、逻辑层次、概念层次的教学，调动学生的
元认知，以弥补学生因语文基础薄弱带来的教与学问题。
【关键词】华文快捷课程 、后进生、中学新教材、元认知

中韩跨国婚姻家庭双语学习和使用状况及问题研究
吴思敏  闽南师范大学

【摘要】近年来，中韩跨国婚姻家庭日益增多。据统计，来自中国的在韩结婚移民总数在2019年已接近
20万人。中韩跨国婚姻家庭既有别于传统华侨家庭，又有别于普通韩国家庭，在语言文化上具有特殊性。
本研究以在韩中韩跨国婚姻家庭为研究对象，对其双语学习和使用状况展开调研，并针对其问题提出解决
方案。研究分三部分进行：第一部分利用文献分析法整理并分析韩国政府对多文化家庭的政策及多文化家
庭支援中心的相关资料。第二部分利用问卷法、访谈法与参与观察法对中韩跨国婚姻家庭进行相关数据采
集，并对数据进行定量与定性分析，多维度考察多种因子对语言的影响以及因子之间的相互作用及其与内
部、外部环境的交互关系，全面把握中韩跨国婚姻家庭双语学习和使用的特点及问题。第三部分综合考虑

调研结果，针对中韩跨国婚姻家庭双语学习和使用的问题和需求，从内部（中韩跨国婚姻家庭自身）和外
部（社会机构与教育部门）提出解决方案。本研究不仅可为中韩跨国婚姻家庭双语教育提供理论基础和实
践方案，还为以其为对象的双语教材及教学资源提供理论依据，为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跨国婚姻家庭双语教
育研究提供参考。
【关键词】中韩跨国婚姻家庭、双语教育、调研、解决方案

实践与反思：国际中文教学与信息通讯技术之运用
夏雪  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

【摘要】随着教育技术的发展，如何善用信息通讯技术（ICT）来服务于教学，实现以“学生为中心”的
教学实践，成为当今教育研究的热点。在国际中文教学领域，我们也面临着如何有效地将ICT运用于课堂
教学和学生学习的问题。本文即以此为出发点，在现代教育理论的基础上，以新加坡国际学校的非汉语母
语学生为研究对象，结合IB华文课程中的一个主题单元，从课件设计及课堂教学反馈等方面对ICT在国际
中文教育中的实践情况进行探索性研究，总结ICT辅助中文教学的几个原则：包括设计ICT要以学生学习
需求为核心，ICT的课堂使用应避免“喧宾夺主”，并反思教师在ICT运用中的作用，以期对新技术下的
国际中文教学发展提供参考。
【关键词】 ICT、 国际中文、课件设计、课堂实践

The Brief Analysis of Japanese Culture's Absorp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ulture
Hui Xu   Maca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bstract: Cultural exchanges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have a history of nearly 2,000 years. The fine tradi-
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ulture have exerted great influence on almost every aspect of Japanese 
life, such as architecture, clothing and so on. At the same time, Japanese culture has made a series of 
cultural innovations and developments according to its own national conditions while absorbing Chinese 
culture for reference. Starting with the reasons why Japan absorbed Chinese culture and analyzing the 
exchanges between Japan and China from 1972 to 2011, this paper analyzes and concludes that the similar 
cultural background of the two countries is the basic reason for Japan to better learn from Chinese culture. 
Finally, this paper expounds and analyzes Japan's absorp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ulture from 
three aspects: religion, ideology and diet. It is concluded that Japanese culture originated from Chinese 
culture, and before the Tang Dynasty, Chinese culture had the greatest influence on Japanese culture; after 
the Tang Dynasty， Japan began to have a real culture, but it was still influenced by Chinese culture.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and improvement of its own culture, it finally formed its own unique style. 
Key Words: Japanese culture; Chinese culture; Absorb; 

港式中文词汇与普通话的隐性差异
徐涵韬  北京师范大学

【摘要】“隐性差异”的概念及思想适用于全球华语对比研究，文章立足于此，讨论港式中文词汇与普通
话的隐性差异，首先以量词“枚”、动词“怀疑”以及名词“论调”为例，分析其在概念义、语法义、色
彩义等方面的表现；然后举例说明了隐性差异的三种存在形式，即有无之别、大小之别和程度之别，并指
出三者之间联系密切，不能孤立讨论；最后，文章认为未来研究应增强对华语隐性差异的考察分析，拓展
隐性差异的研究内容、语体范围及比较对象。
【关键词】隐性差异、词汇、港式中文、普通话

基本核心词词义的跨语言表现与特点—以61种语言为例
许可  冉启斌 南开大学

【摘要】本文建立了61种语言60个基本核心词词义数据库，从跨语言角度对其进行了细致考察。数据库
中共有义项约11440个，平均每词义项略超3个，最多达21个。平均义项数方面，动词最多，形容词其次，
名词、否定副词随后，数词、代词最少。义项数可能受词与外部世界的关联性、在词汇系统中的基本性以
及概念本身模糊性的影响。对词义引申深度赋值后，看到动词、形容词、名词的词义引申能力分较高，各
词的平均义项数与该分排名不一致。语言、词类对义项数量、引申能力分影响显著。通过网络图谱对词义
进行聚类分析和可视化分析后，基本核心词被分为10类，词类对聚类有影响。动、名、上形成较大词团。
名词[±指人][±身体部位]，形容词[±积极/消极]等特征会使词类内部形成关系更紧密的小类。图谱中，
hand连接动词和身体部位名词；head连接身体部位名词和指人类名词；man连接指人名词与褒义形容
词；one连接指人名词和数词；die、sleep等词连接动词和形容词等。

【关键词】基本核心词、词义引申、数据库、】可视化

冰墩墩的启示：中华文化符号海外传播的机遇与挑战
许琳皎  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

【摘要】北京2022年冬奥会吉祥物“冰墩墩”在国内外社交平台的爆红引起各界讨论。作为一种文化符
号，“冰墩墩”兼具多重内涵，承载着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功能。“冰墩墩”成为“顶流”，不仅
展现了中华文化强大的感召力，也为中华文化符号的海外传播提供了新思考。本研究基于符号学理论，从
视觉和语言两个维度分析符号传播的特点，挖掘“冰墩墩热”的深层原因，并从中得出中华文化符号海外
传播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基于此，笔者从符号传播的原则、内容和方式三方面提出了建议，即：调整传播
心态，着眼他者视角；加强内容设计，挖掘文化内涵；充分利用互联网媒介，引发情感共鸣。以期为中华
文化符号的海外传播提供借鉴，丰富中国文化传播领域的研究成果。
【关键词】中华文化符号、海外传播、文化传播、冰墩墩

韩国国民教育体系中汉语教育的发展与创新
许培新  山东大学

【摘要】本论文结合中韩两国历代交流的传统以及现代社会发展的趋势，在追溯韩国汉语教育发展历程的
基础上，重点考察自中韩建交以来韩国汉语教育的发展脉络，重点梳理并分析韩国国民教育体系中，大、
中小学不同层次汉语教育的发展情况以及出现的问题，总结韩国国民教育体系中汉语教育的主要特点；当
今国际大变局和新态势下，汉语教育发展面临着新情况、新问题，韩国国民教育体系中的汉语教育和学习
也在发生变化。因此基于教育理念升级、教学思路转型与教学模式创新，提出了加强韩国大、中小学汉语
教育的实践性、针对性，以及韩国汉语教育内涵式发展多元化路径的对策和建议。 
【关键词】韩国汉语教育、国民教育体系、内涵式发展

 
13—19世纪朝鲜半岛汉语教学对当代汉语国际教育的启示
许润芳  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

【摘要】朝鲜半岛有悠久的汉语学习历史，从以汉字为本、重视书面语学习到文言并重、对政治商务风俗
文化等不同领域进行全面了解，其汉语学习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汉学界人才辈出，促进了对中国制度、文
化的内化吸收及其本民族政治经济文化的进步。其中，国家层面的空前重视、语言政策的有力支持是不能
忽略的因素。目前流传的朝鲜半岛汉语教科书集中于13-19世纪，恰是两国政局革新、关系进一步密切的
时期，此类教材是今日研究两国历史上人文交往、不同时期汉语口语面貌、汉语教学法种类及影响、汉语
国际教育在半岛发展历程的宝鉴，本文以该时期《老乞大》《朴通事》《学清》等代表性汉语口语教材为
主要研究对象，结合韵书、字书及辞书类汉语书面语教材、《朝天录》《燕行录》与《朝鲜王朝实录》等
官方历史记载为佐证，共时对比同时期中国韵书。探讨官学、私学、司译院、承文院、译学院、质正官等
部门和职务发挥的历史作用，总结该时期朝鲜半岛汉语教学的优点和不足，力求为当代汉语国际教育汉语
人才培养、汉语教材编写、汉语教学法选择和语言政策制定提供一定的参考意义。
【关键词】朝鲜半岛、汉语国际教育、教学法、语言政策

语言赋能：乡村振兴多模态话语战略构建
杨城  浙江大学 

【摘要】语言是促进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乡村振兴中的每一步都离不开语言的力量。研究中首先依托多
模态话语分析综合框架，对余杭、桐庐、淳安三个乡村振兴示范地区的宣传片视频进行分析，总结其文化
、语境、内容、表达四个层面的多模态体现。其次依托质化分析的扎根理论方法，构建语言赋能乡村振兴
的战略模型，在组织、社会、个体三个层面探索赋能方向。最后，基于话语分析和战略模型提出未来语言
赋能乡村振兴的提升路径。研究发现，三个地区的多模态话语具有典型的区域特色，语言赋能乡村振兴需
要凝聚自上而下的多方力量，而国际化视角、内容的精准筹划、赋能视角的联动共振则是未来乡村振兴话
语努力的方向。
【关键词】乡村振兴、语言赋能、多模态、话语分析、战略模型

A Study on the Chinese Classroom of Foreign Students in the Epidemic Period Based on the Inter-
active Perspective
Haifeng Yang1,Daqian He2, Zhuoda Yang3

1. Center for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Wuh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Wuhan， 

2.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Wuh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Wuhan，
3. School of Chinese Studies and Cultural Exchange,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Abstract: Interaction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s affecting the result of online Chinese class teaching. 
By utilizing the method of questionnaire analysis, error analysis and document analysis， this paper selected 
200 international students from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Cultural Exchange of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of Wuh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of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as samples for investigation, including 94 undergraduates, 60 master 
students and 46 doctoral students. Among them, namely 86 in primary stage, 64 in intermediate stage and 
50 in advanced stage based on their HSK marks. The majority are from Asia (45%) and Europe (25%), the 
rest are from Africa (15%), America (10%) and Oceania (5%). This paper finds that the existing interactive 
methods of them include online conference platform, course live-streaming platform and video live-streaming 
platform. 
When using these platforms, we find there are some advantages of them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remote 
Chinese learning: They are convenient for students to preview and review before and after class, and they are 
helpful for the sharing of Chinese learning resources. However, we also find that there are some disadvantag-
es in teacher-student interaction and student-student interaction on these platforms, such as the lack of learn-
ing atmosphere (58% participants agreed) and the unwillingness of turning on the camera and micro-
phone(76% participants agreed). We think the factors causing these problems mainly include external and 
internal factors of teaching. The external factors include the factors of network connection, time difference, 
studying platform and studying resource allocation. The internal factor of Chinese teachers is that they are not 
adapted to the new way of online teaching, which makes them unable to carry out innovative design of class-
room interaction, and still choose the traditional teaching method (66% participants agreed). The internal 
factor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on the one hand, they lack online learning experience, so it is difficult to cope 
with some new challenges in teaching interaction practice. On the other hand, international students must 
overcome certain psychological factors in the interaction process of online Chinese classroom, among which 
anxiety and avoidance are the most prominent (80% participants agreed).
In conclusion, Chinese teachers can improve the interactive effect of online teaching through rational use of 
learning platform, effective allocation of learning resources and innovation of class interaction mode. Before 
teaching, teachers should inform students in advance of the selection of learning platform, registration, login, 
using process and a series of related matters. During the teaching process, teachers can allocate a certain 
proportion of class hours to organize interactive courses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s, such as group presenta-
tion, personal performance and seminar. After class, teachers can design and release questionnaires and 
use the background data statistics and other functions of the learning platform to analyze the frequency and 
quality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participation in interaction. Also, international students should actively adjust 
their learning psychology and improve their learning methods as well. In this way, they can get rid of negative 
psychological factors such as anxiety and avoidance, and focus on classroom interaction and knowledge 
itself, and finally achieve better learning results. Ultimately, teachers and students will collaborate to explore 
a course interaction path, adapting to the new mode of online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in the post-pan-
demic era. The research on this issue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enrich the theories of linguistics, psychology 
and pedagogy related to Teaching Chinese to Speakers of Other Languages. Also it can improve the teach-
ing efficiency of teachers and enhance the sense of gaining knowledge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Keywords: Interaction; Online Chinese Classroom; Chinese Teaching

国际华文推广的重要部分：志愿者项目的国别性/区域性分析—以缅甸为例
杨念  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

【摘要】2004年“国际中文教师志愿者项目”经中国教育部批准实施。直至疫情前，全球大约有7000名
志愿者在全球一百多个国家进行中文教学，其中大约3000名志愿者在东南亚各国任教，成为东南亚华文
教育重要力量。缅甸志愿者项目于 2009 年开始实施，至今已经有十年有余，到疫情前每年有一百多名志
愿者在缅甸各个城市甚至乡镇进行中文教学工作。十多年来，志愿者项目对缅甸华文教育发挥着重要作用：
为缅甸华文教育贡献了新的力量，弥补了缅甸华文师资的不足，促进了缅甸中文教育的合法化进程等。然
而，该项目也存在着一些问题，本人通过实地了解以及问卷的方式，深入分析了志愿者项目在缅甸的实施
情况，并针对性地提出几点建议，促进该项目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国际中文教师志愿者、华文教育、缅甸志愿者项目、参考

基于SLS平台的E晨读差异教学模式探索— 新加坡崇文中学的实践经验
叶语銮    徐小红   吴玉凡  新加坡崇文中学

【摘要】为了营造书香校园，培养学生的阅读兴趣和提高阅读水平，我校研究团队借助SLS平台，以110
名中三学生为研究对象，在全校进行E晨读研究计划。E晨读依据差异教学理论，照顾学生的个体差异，
所选篇章分年级、分主题、分文体，并结合各单元技能训练，设计不同程度、风格的晨读活动。学生借助
个人数码学习工具，选读纯文字或拼音版的、带声音和可查字典的篇章，通过SLS自测，在阅读护照上完
成任务。此外，高准备度的学生还可阅读更有挑战性的文章，并完成相应的挑战任务。研究结束后，团队
通过定量与定性研究检测学习成果。初步结果显示，基于SLS平台的E晨读差异教学模式，在一定程度上
激发了学生的阅读兴趣，也促进了教师的专业发展。
【关键词】SLS平台、E晨读、差异教学

Nasal Codas Merger in Chinese dialects: Modified Contrastive Specification and Sisterhood Merger 
Hypothesis
Jihye Yun  Asia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 Madison

Abstract：Chinese linguists have long debated about the directionality of nasal coda merger in Chinese 
dialects since the 1970’s. Some believe that the merging process is unidirectional (anterior to posterior) ,but 
others assert that alveolarization of nasal codas (-m>-n and -ŋ>-n) is the major trajectory. Previous studies 
failed to make a reasonable prediction about the further direction of the merger in addition to a lack of 
phonology-based analysis. This research analyzes the merging process on basis of Contrastive Hierarchy 
(CH) and Sisterhood Merger Hypothesis (SMH). The two theoretical frames make us draw two types of 
contrastive hierarchies: [Dorsal]>[Labial]，[Coronal]>[Labial]. That is，the merger between the alveolar 
and the velar nasal codas will occur after the completion of the merger between the labial and alveolar ones. 
Alternatively， the alveolarization of the velar nasal coda will happen after the completion of the merger 
between the labial and velar ones because the structure merger takes place on sister node of contrastive 
hierarchy. In conclusion， the final phase of the nasal coda merger will be the alveolarization of the velar 
nasal coda. The data of Chinese dialects and markedness theory both buttress the conclusion.

Keywords: Nasal codas，Chinese dialects，contrastive hierarchy，sisterhood merger

《易经》归纳、演绎思维在母语教学中的课堂实践和应用
庾潍诚  新加坡伟源中学

【摘要】作者根据自己长期研究《易经》的经验，提出和认为：《易经》作为中华古代的文化典籍，归纳
和演绎思维是它的最重要核心思想之一。同时，作者结合了自己多年的新加坡课堂教学实践，发现：《易
经》的归纳、演绎思维可以有效实践应用在现代的母语教学当中。归纳，是引导学生化繁为简，迅速掌握
教师布置的课堂指令或內容；演绎，则是学生有效应用课堂所学知识进行复述和重构。本文列举具体的课
堂实践应用例子，就是：(一)课堂的指令语言“ABCD”；（二）思维图的教学应用；(二)作文教学实践
的“DEEPAI”（细节描写）自创理论。作者最终观点认为，《易经》思想可以古为今用，实践应用到课
堂母语教学，从而达到提升学生的母语学习效果。
【关键词】易经、归纳、演绎、教学实践应用

中国古代建筑文化的汉字演绎
袁忠  中国华南理工大学

【摘要】中国古代建筑文化的丰富思想很多都凝结在一个个的汉字中。在汉字的构形、本义、转义、暗喻
等不同的运用中，存在着古人有关建筑活动、建筑形象、建筑心理等蕴含，很多汉字就是一个空间概念、
一个居住范畴。古人对中国古代建筑的感知的原初意识首先凝固在古汉字中，古代建筑的最初“文本”可
求诸古汉字，作为象形文字的古汉字与作为现实空间的古建有着天然而内在的通贯性。本文通过考察汉字
的字符构形及作为词或词素的单个汉字所展示出的建筑文化意象，探究作为表形文字、表意文字的古汉字
在其构形、组词、使用、书写等多方面体现的古代建筑文化意义。
【关键词】汉字、中国文化、古代建筑

GRR教学模式的实践与反思——以新加坡H2华文与文学新诗教学为例
张建立   张建平  新加坡国家初级学院    
张曦姗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2021年新加坡H2华文与文学新课程引进课外文学作品赏析的部分，与旧课程标准相比，这对学
生是具挑战性的变革。为应对该挑战，我院以新诗为切入点，设计了从指定文本到课外文学作品的教学实
践配套。该实践以“新加坡课堂教学实践要领”(STP)为指导，依据探究式学习（IBL）理论，采取“教、
扶、放、收”四个阶段的“渐进释放责任直接教学模式”（GRR），旨在逐步培养学生独立鉴赏文学作
品的能力。实践证实，这一教学策略增强了学生的信心和赏析能力；同时，也发现了一些有待进一步充实
和深入探索的空间。本论文将阐述该实践所采用的教学理论、教学策略、教学流程、教学成效及反思。
【关键词】  GRR教学模式、H2华文与文学、新诗教学    

“V走”和“V去”互换性的多重对应分析
张进凯  中国兴义民族师范学院 文学与传媒学院

【摘要】  本文在“原型—样例连续统”理论指导下，通过基于用法的多重分析方法探讨表征“位移运动
事件”的“V走”和“V去”的变异性和互换性。研究发现：“V走”主要表征位移方向不明确、没有位
移目的地的位移运动事件；“V去”主要表征位移方向明确、位移目的地可预测的位移运动事件，因此
“V走”和“V去”处于位移运动事件“原型—样例连续统”的不同位置，“V去”较“V走”更接近位移
运动事件的原型。“V走”和“V去”在表征位移运动事件原型特征和典型样例时不存在概念重合，在表
征位移运动事件非典型样例时，在概念变量特征的交互作用下表现出概念重合。
【关键词】多重对应分析  位移运动事件  概念变量  互换性  变异性

书面语言复杂度对华语二语者写作质量的影响研究
张漫莉  北京语言大学  

【摘要】本研究基于韩国学生的HSK写作测试语料，采用若干典型指标，对华语二语者的书面语言复杂度
与写作成绩之间的关系进行了量化分析，考察了词汇及句法复杂度指标对学生写作质量的影响。研究结果
表明：词汇复杂度和句法复杂度指标与学生的写作质量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Guiraud指标、虚词
使用比率、连词使用比率、复杂词使用比率、话题链数量、话题链分句数、零形成分数量和T单位数量等
指标对写作质量具有较强的解释及预测效度。
【关键词】语言复杂度、汉语二语、写作质量
  

基于树库的汉语二语写作句法复杂度研究
张婉莹  北京语言大学

【摘要】句法复杂度（Syntactic Complexity，简称SC）在评价二语者语言水平、语言动态发展及写作
质量中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吴继峰，2018）。已有的研究侧重于SC对日语、韩语等母语者的汉语写作
评估的有效性问题，研究结论未必适合少数民族母语背景的汉语二语书面语评价。基于此，本研究以参加 
HSK（高等）考试的维吾尔族考生的作文语料为研究对象，基于自建的汉语二语句法标注语料库，从粗粒
度和细粒度两方面指标体系入手进行以下四个方面的研究：（1）通过预处理构建小型依存句法树库（
Dependency Grammar Treebank），作为句法复杂度研究基础；（2）通过小句切分和搭配抽取研
究粗粒度指标和细粒度指标的分布特征；（3）针对不同写作水平的被试SC指标进行对比研究；（4）基
于典型SC指标体系探讨二语写作水平动态发展特点。研究发现，基于T单位等粗粒度句法复杂度指标在区
分学生写作水平和预测写作成绩方面的解释力较弱，而基于短语层面的细粒度句法复杂度指标能够有效区
分写作水平和预测写作成绩。
【关键词】树库、 二语、语法

阅读与抒情文写作教学的有机结合—以华侨中学（高中部）语文特选课程为例
张薇  王健仲  华侨中学（高中部）

【摘要】抒情文写作一直是学生的弱点，也是教师的教学难点。由于没有经过有系统的抒情文写作训练，
高中生很容易将抒情文、记叙文或议论文混为一谈，对抒情文的写作手法更是一知半解。再加上学生缺少
生活历练，要让他们短时间内掌握抒情文写作手法，并进行创作，无疑难度极大。有鉴于此，我们决定在
现有的教学内容上融入抒情文写作教学，尝试结合REAP的阅读理论与教学实践，将阅读与抒情文写作教

学有机结合，以39位高一H2华文与文学的学生为对象，引导他们建构抒情文概念，了解并掌握抒情方式
与写作手法，从而进行写作实践。最终，通过调查问卷、课堂观察和学生作品，梳理和分析了阅读与抒情
文写作相互融合的方法及其有效性。
【关键词】抒情文写作、阅读教学、REAP阅读方法、语文特选课程

地名中的关中方言
张文丽  陕西学前师范学院文学院

【摘要】关中方言，曾经作为汉民族共同语基础方言，对周边地区方言、其他地区方言和民族共同语产生
过重要影响。地名是人们用以区别个体地物的语言符号，而作为纪录地名的语言符号包含形、音、义三个
部分。关中方言区的地名，尤其是地名用字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关中方言的特点。本文从关中方言
区中的代表性地区——西安入手，整理分析其地名，得出如下结论：1.声母 （1）古全浊声母清化，平声
送气，仄声归并关中方言中存在差异，西安归不送气，例如“中官亭/中官厅”、“安居巷/钱局巷”。
（2）古知系开口字按照等分化，知系二等、庄组、章组止摄字与精组合流，读ts、tsh、s，例如“三里
村/山李村”。（3）古泥、来二母在洪音前混用，尤其是在洪音鼻音前，泥母混入来母，读l，例如“新
农田/兴隆庄”。2.韵母 （1）前后鼻音混用，关中方言后鼻音为ŋ，前鼻音丢掉鼻尾n，主要元音鼻音化
。由于在当地人听感上二者具有相似性，表现在地名中前后鼻音字混用。例如“上游巷/三友巷”。（2
）遇摄合口一等端系字，元音复音化，读ou，与流摄合并。例如“双楼寺/双路寺/双芦寺”。（3）果摄
开口字一等字与果摄合口字合并，例如“贺韶村/火烧村”。通过分析发现西安地名用字的流变反映了关
中方言的特点及其变化，具有强烈的方言特色，深入研究地名可以挖掘背后隐含的历史文化内涵，提升文
化软实力；可以为地名用字、拼写管理提供理论支撑，推动新时代的语言文字工作。
【关键词】关中方言、西安地名、文化

从外交新词语看中国外交动向—以2010-2020年度《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媒体新词语表为例
张星霞  韩国汉阳大学

【摘要】本研究基于2010-2020年度《中国语言生活报告》媒体新词语表中的外交新词语，运用数据分析
法，从其分类、使用频次和年度分布三个方面考察中国近十年以来的外交动向，为读者勾勒出中国外交全
貌，以期让读者更好地了解当前中国的外交形势，并为中国未来的外交实践提供一定的智力支持。本研究
认为，按照领域划分，这些新词语所涉及的外交领域包括总体外交、经济外交、政治外交、军事外交、文
化外交、科技外交和医疗外交等七大领域；根据性质，这些新词语所涉及的外交类型又可分为方针类、方
式类、事件类、成果类、组织/平台类、场所类、色彩类和人物类等八大类型。它们较为真实、客观地反
映了中国近十年以来的外交动向。
【关键词】外交新词语、中国外交动向、《中国语言生活报告》、分类、使用频次、年度分布

华语文汉字学习策略个案研究-以印尼华语文学习者为例
张胜昔　中国华东师范大学国际汉语文化学院
陈信助　台湾中国文化大学教育系

【摘要】对外华语文之汉字习得一直困扰着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与学。若华语文教学伊始就“重听说而
轻汉字”，不仅将形成中高级以上的学习阻力，更达不到语言习得可持续发展的教学效果。本研究针对一
名中高级程度印尼华语学习者的“初级汉字习得历程”进行了个案分析，围绕汉字习得心理认知、脑神经
机制、仲介汉字等理论，剖析形声字之习写、读音、识义三方面的“中介状态”，深度探讨了形声字之“
形义-音”的习得联结难度，说明汉字作为第二书写系统的学习策略，以及具逻辑性有系统的字本位教学
在华语文习得中的重要性。期许研究结果可提供日后相关教学与研究参考使用。
【关键词】字本位理念、汉字心理认知、中介汉字、可持续性发展、个案分析

“错位的称呼”—当代汉语社交称谓语的变异与泛化
张雪  澳门科技大学 

【摘要】汉语中的社交称谓语是汉文化特征的缩影，亦是对中国社会现状的即时反映(Chao1956， 
Gu1990， Wang2003)。无论是对于语言学本体研究，还是对于语言与社会的互动关系研究，该议题都
具有新鲜价值(Brown&Ford1961， Ervin-Tripp1972， Zhang2021)。本文基于真实语料收集与分析，
针对当代汉语中四个新兴社交面称语(social vocative)的使用原则、表意功能、交际效果等维度进行了
深入讨论（分别为：“（小）哥哥/姐姐”、“老师”、“同学”、“家人们”）。研究发现，当代汉语
社交面称词有如下特征：（1）原有亲属称谓用法深入泛化（例如“（小）哥哥/姐姐”）；（2）职业称
谓用法深入泛化（如“老师”）；（3）“错位”称谓语兴起（如“同学”）；（4）网络称谓语变异性

强（如“家人们”）。当代汉语社交称谓语处于全面深入的泛化与变异中，其成因、过程、程度等，都与
语言发展和社会变迁密切相关。
【关键词】称谓语、社交面称、语言泛化、语言变异

“给我+VP”的主观处置功能
章天明  日本小樽商科大学

【摘要】本文主要讨论“给我+VP”结构表主观处置的语义来源，以及“给我+VP”结构 主观处置功能
实现的机制。 第一，“给我+VP”有两种不同的语义特征。表示“请求”的“给我+VP”中的 “给我”
等同于“为我”或“替我”；而表示“命令”义时，“给我”不等于“为、 替、向”等等，“给我”只
表语法意义。 第二，“给我+VP”的主语只能是第二人称代词，或指人称谓词语，或者是 VP 的受事。
VP 应当具有 [+自主]、[+动作]和[-褒义]的语义特征。 第三，通过“给”字句处置义来源的再分析，以及
与“给 X+VP”句式的对比， 分析得出“给我+VP”句式具有主观处置义。 第四，“给我+VP”中“给
我”的语法化成分的性质，以及第一人称代词的介 入，使“给我+VP”的主观性得到实现。
 【关键词】语义关联、结构关联、受益和受损、主观处置

多元智能理论与对外汉语阅读教学研究—以《零食》为例
赵畅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

【摘要】阅读过程包含着反应读者认知过程的丰富材料，是学习者汉语能力高低的重要体现。虽然近些年
汉语阅读教学的研究层出不穷，但是汉语阅读课堂仍存在着学生学习被动的情况，因此其教学策略还有待
进一步的研究。经过对教学理论的研究，多元智能理论从心理学角度研究了人的智力潜能是多元的，而阅
读教学不仅要教授学生语言文字知识和阅读规律，还要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因此， 我们认为， 对
外汉语阅读教学要想达到最佳的效果， 就必须从多元智能理论出发。本文主要结合《零食》一课从智能
理论下的每一个智能元素分析适合的教学策略和具体实践情况，最后经过反思提出多元智能指导下的阅读
课的教学原则，希望能够为阅读教学者提供一定的参考性建议。
【关键词】对外汉语阅读教学、多元智能理论、教学策略

中韩二语教学高阶教材对比与分析
赵莉  南京大学
赵学玲  Seogwipo-si, Jeju-do, Korea

【摘要】本文选取中韩两国用于本国语言国际教育的代表性教材《博雅汉语》（2018-2020）和《首尔大
学韩国语》（2012-2015），就两种教材高级阶段部分在文化主题选择、体裁内容以及训练模式上的异同
加以比较。认为两种教材在结构上都以文化主题来分类编排，并与训练模式紧密结合，但两种教材呈现出
的差异也十分明显。两者之间的差异固然可归因于两国国情、语言、文化特点的不同，但文化视角和文化
意识的不同是最根本的原因。考虑认知规律和文化视角，选择恰当且丰富的文化内容，不仅能够更好地实
现与国际学生的共情和跨文化交际的目的，通过与语言功能的紧密结合，也能够使语言训练获得更好的效
果。
【关键词】二语教学、高阶教材、对比、分析

社会语言学视角下女性群体通称的使用情况分析
郑皓月  中央民族大学

【摘要】称谓是人类社会中体现特定的人在特定的人际关系中关于身份角色的称呼，称谓词语与社会发展
联系非常紧密，在新中国的发展历程中，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乃至与国际社会的关系都将对称谓
词的使用产生影响，并在历时语料库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迹。在语言生活中，女性群体通称使用情况的
相关统计既反映了语言生活的变化又反映了中国妇女的发展状况，本文主要从社会语言学视角出发，观察
女性群体通称的使用情况。分别从历时角度和共时角度出发，分析五四运动以来“女性群体通称”使用情
况的历时变化，分析不同语体下女性群体通称的使用变化，发现人们对女性群体通称“妇女”“女性”“
女人”“女子”语义特征的不同认识影响了人们在不同场合下对女性群体通称的理解和选用。
【关键词】社会语言学、女性、称谓、语义

反义词“前”“后”的平衡与不平衡研究
周欣然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

【摘要】反义词作为一种常见的语言现象在人们的生活中被普遍使用。一般而言，反义词总是成对出现，

形成平衡状态，即一个词与另一个词形式对称但意义相反。然而以“前”、“后”为例，作为现代汉语中
使用频率较高的一对典型反义词，却很少有人在使用时能注意到其背后隐藏的不平衡现象。本文第一、第
二部分均从义项、构词、所构词、使用频率这四个方面展开，分别探析反义词“前”“后”平衡与不平衡
的具体表现，说明两者在平衡中存在着不平衡。接着又从认知、语义、语用、文化四个角度阐述原因，正
是由于“后”的被认知时间更早、语义范畴更大、受语言经济原则影响更多以及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内涵更
丰富，才使其能够拥有更广的使用范畴和更高的使用频率，也因此造成了反义词“前”“后”的不平衡现
象。
【关键词】前、后、平衡、不平衡

整合训诂方法论新探
周雁飞  新加坡新跃社科大学

【摘要】陆宗达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提倡“训诂方法的科学化” 。本文运用肯·威尔伯的”整合理
论”，采用其“四象限五要素”的框架结构梳理审视传统的训诂理论和方法。首先论述了训诂原理与整合
理论的内在关系，在此基础上将训诂学的适用范围与整合理论相结合，阐释其与传统训诂方法之间的深层
关联模式，及其有效性、前瞻性，进而使整合训诂方法不仅具有理性的解析，而且富于实践的可操作性。
本文是实践训诂学与西方阐释学（英语：hermeneutics）接轨的一次尝试，旨在为训诂方法论的现代转
化提供新的激荡和借鉴。
【关键词】训诂学、解释学、整合理论、四象限五要素

普通话句末语气词的句法性质
宗晓哲  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院

【摘要】本文探讨了句末语气词“啊、吧、吗、呢”的句法特征，认为它们超出了狭义的句法范畴，在话
语中具有表达功能和人际交际的价值。首先，从通过与语气副词、标句词“说”的位置对比，可以看出语
气词句法位置很高，独立于所在句子，属于语用层面。从语用角度来看，句末语气词具有明显的程序意义。
“啊”要求听话者参与到会话中，促进话论继续，是“互动标记”。“吧”在句中通过降低话语确信度，
缓和交际双方关系，是“礼貌标记”。“吗”要求话语权发生变化，促使听话者对所提问题进行进一步的
解释，是“问询标记”。“呢”在话语中起到凸显说话者所表达的语义关系的功能，使得话语与语境之间
存在一定的语义联系，是“焦点凸显标记”。
【关键词】句末语气词、话语标记、句法-语用接口

现代汉语周遍性主语中周遍义的形成原因
左思民  高丽大学中文系 /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  

【摘要】本文探讨了现代汉语六种周遍性主语中周遍义的形成原因。结论如下：在任指疑问类周遍性主语
句如“谁都认识”中，主语的周遍义是经由疑问代词的任指用法而获得的“全域义”。在含数词“一”的
周遍性主语句如“她一点道理也不懂”中，主语的周遍义依托梯级义经语用推理而得，并且只允许从否定
极小量达到否定全量的推理。在列举类周遍性主语句如“老王粤菜也吃过，川菜也吃过，鲁菜也吃过，浙
菜也吃过，中国八大菜系的菜都吃过”中，主语的周遍义并非列举的产物，而由最末的总括分句直接表达。
在物量词重叠类周遍性主语句如“家家都用上了煤气炉”中，主语的周遍义源于物量词重叠式所具的“每
一”意义。在含“全部”等词的周遍性主语句如“全部（都）得参加会议”中，以及含“每”等词的周遍
性主语句如“每个人（都）很认真”中，主语所含的周遍义由充当句子主语的词语直接表达。
【关键词】周遍性主语、任指、语义、语用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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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论文摘要

试析因果连词“因而”“从而”“故而”
安美璇  北京师范大学

【摘要】“因而”“从而”与“故而”是表示因果关系的一组连词。经考察发现，三个词的生成方式均属
于跨层结构的词汇化，源头可以追溯到先秦文献语言。古代汉语句法结构模式的弱化和消失是促成三者词
汇化的重要动因，因此立足于古代汉语，结合词素“从”“因”“故”的词义及特点，考察并解释连词“
因而”“从而”“故而”在现代汉语中存在的使用差异，可以得到三者的区别特征。具体表现为：“因而
”强调因果之间的联系，依据前者推测出后者，后者可以是有所依据的推论；“从而”强调两个事件的发
生存在先后顺序，表达因果关系时，需要首先在语境上满足因果逻辑，通常更强调结果；“故而”所连接
的“原因”与“结果”均是已经发生的既定事实或客观存在的现实情况及惯例，通常更强调引出结果，但
也关注对原因的追溯。
【关键词】因果连词、词义特点、区别特征

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口语流利性评价指标效度研究
鲍杰 北京语言大学
 
【摘要】口语流利性是衡量二语学习者口语水平的重要标准，然而学界对于是否有必要从多个维度对其展
开评价尚没有明确的回答。研究以78份韩国汉语学习者的HSK口语测试录音为研究对象，以专家评分作为
参照，从时间、表达、语言（包括句法、词汇、语音）三个维度选取24项指标作为评价依据，来考察各
项指标对考生口语流利水平评价的效度。研究结果表明（1）所选取的指标中，与口语流利成绩相关的指
标共13项，可以解释口语流利成绩74.4%的方差；（2）在13项指标中，有5项时间维度指标、2项表达维
度指标和5项语言维度指标（句法指标1项、词汇指标4项）能够区分考生的口语流利水平。以上结果说明
在对汉语学习者的口语流利性进行评价时，有必要提取多维度特征。
【关键词】口语流利性、评价维度、指标效度、韩国汉语学习者

潮汕方言陈述语气词“哗（还）”的用法及其语法化
陈楷森  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摘要】在潮汕方言中，“哗[hũã33]”是表示确认某个事实的陈述语气词，由“哗”所构成的“VP哗
[hũã33]”可根据语境还原为“VP1□[hũã33]VP2”，还原式中“□[hũã33]”这个语音形式不再能分
析为语气词“哗[hũã33]”，而应分析为副词“还[hũã33]”。文章在考察语气词“哗”和副词“还”的
基础上，指出语气词“哗”的本字是“还”，语气词“还”由副词“还”语法化而来，其“确认”义来源
于副词“还”的“延续”义，虚化环境是根据语境省略了VP2从而使副词“还”处于句末位置的“ V P 1
还 ” 。 这 种 确 认 功 能 在 语 用 类 推 的 作 用 下 ， 最 终 固 化 为 语 气 词 “ 还 ” 的 语 法 意 义 。
【关键词】哗、还、语气词、潮汕方言

湖南平江赣语能愿动词“要”的脱落及长音现象考察
陈山青  邹珊珊 湘潭大学
 
【摘要】湖南平江赣语能愿动词“要”在语流中可脱落，使前音节读音补偿性加长，从而形成“脱落→长
音”音义互动现象。除了单一脱落外，“要”还可与副词“也”形成双重和选择性脱落。实验语音分析显
示，长音具体表现为音节的主要元音发音明显加长，声调调值变为[原调值+4]，声母不发生改变。语言经
济原则和韵律法则是该现象形成的动因和机制。能愿动词“要”的脱落代表了汉语音节脱落的一种类型，
提供了一种句法创新的途径。   
【关键词】能愿动词、要、脱落、长音、音义互动、韵律法则

中国古诗与其印尼语译文比较研究——以唐诗的韵律问题为中心
陈衍宏(Clement Tanaka) 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摘要】经过调查发现，目前中国古典诗词的印尼语译本数量不多，此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印尼上世纪
50年代至90年代的“禁华”政策所影响。诗歌翻译主张“三美论”，韵律是诗歌创作的重要因素之一，
韵律的转译应当被重视。本文梳理约有7种唐诗印尼语译本之后，发现周福源译文尤其重视“音美”部分。
本文根据译文的用韵情况与印尼古代诗歌类型进行对照，将周福源译文分为五种类型。然而，受到语言差
异的影响，多数诗作经过翻译后，在词语数量方面难以呈现形式上的一致，仅有少数情况或巧合原因达到

词数相同，如《十五夜望月寄杜郎中》原文与译文均有7个字（汉）、7个词（印尼），此现象或许为周
氏无法满足押同韵情况之下，对字数采取了一定的“补救”措施。最后，为了提高中印尼韵文作品翻译的
水平，本文提出了从宏观及微观层面的相关建议。
【关键词】唐诗、韵律、印尼语译本、比较

字本位理念之华语文教育生态系统教学效能分析
陈信助  台湾中国文化大学
张胜昔  中国华东师范大学

【摘要】本研究依据差异化教学与适性化教学理论探讨华语文教学生态系统中「字本位 理念」的教学效
能的重要性。透过台湾某大学华语文中心的初级华语文课程进行实验研 究。本研究采用开放式行动研究
法，辅以文献资料分析法、经验总结法和调查访谈法。研究过程包括「计画-实施-观察-反思」四大环节，
首先依据学习者背景之差异与需求， 适度安排（调适）总体教学方案及课程；再透过华语文「听、说、读、
写」并重的「综 合教学法」推进新的班级经营，以字本位理念及教育生态系统为基础重新设计和安排课 程；
然后依据学习者对课堂教学环节的感知进行反思与检讨，进行行动研究。研究结将提供对外华语文教学与
研究参考使用。
【关键词】差异化教学、适性化教学、字本位、教育生态系统、综合教学法

六何法的教学局限及其对策
龚成 王娟 郑文佩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六何法”能帮助学生快速找出文章的主要信息，经常被用在阅读教学中。很多教师在写作教学
中也常使用六何法指导学生构思，列出写作大纲。六何法在阅读教学中的优点较为明显，但在写作教学中，
却有其教学方面的局限。因为使用六何法进行选材，其实只是对选材信息进行罗列的手段，它是选材的结
果，而并不是选材的方法。至于如何确定“六何”中的诸多信息，为什么是此信息而不是彼信息，正是学
生特别需要得到辅导和训练的地方。而这个思维的过程，较少在课堂教学中得到显性训练。本文以写人和
写事的记叙文为例，通过思维过程的角度分析六何法在写作选材上的局限和不足，并尝试提出相应的解决
办法，帮助学生利用六何法进行最优选材。
【关键词】六何法、写作教学、教学局限、对策

法汉翻译中的名动词类转换
成萌 法国索邦大学

【摘要】词类转换是 J.-P.Vinay 和 J.Darbelnet (1958) 在《法语与英语文体学对比》中，通过对法英
文本的比较分析，提出的翻译主要手段之一：“ 在不改变信息含义的前提下，一种词类替换另一种词类
的过程。”由于法语与汉语在词汇和语法功能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在翻译实践中，译者往往采用该手段使
翻译变得更精准地道。该研究将基于对法国文学作品《红与黑》原文与三个中文译本的对比而进行词类转
换的相关分析。本文中我们将主要介绍在法汉翻译中出现的法语名词转换为汉语动词的现象。比如，法语
中紧随时间介词的动作名词常转换为汉语动词；又如，法语时间名词后的动作名词或情感名词可转换为汉
语动词，等等。通过对比，我们将发现汉语更习惯于用动词来表达时间含义。
【关键词】 词类转换、 法汉翻译、名词、动词。

中韩小说的机器翻译与人工翻译对比—以中国当代代表作家余华的作品为例
崔贤植 上海商学院

【摘要】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飞跃发展，神经机器翻译取得了巨大进展。机器翻译能否取代人工翻译？机
器翻译能否翻译小说？以上议题已成为翻译学界的热门话题。本文以中国当代先锋派代表作家余华作品的
韩译实例，选用中韩两国具有代表性的机器翻译引擎百度翻译和Papago，从文化负载词、长难句、超
句翻译单位等层面对比分析机器翻译和人工翻译，探讨机器翻译存在的问题以及前景展望。
【关键词】机器翻译、人工翻译、中译韩、小说

基于语料库的对外汉语同义词辨析—以“一定”和 “肯定”为例
崔香兰·朴兴洙  韩国外国语大学
 
【摘要】本文希望通过语料库的实证研究，探索出同义词“一定”和“肯定”的异同点和搭配对象的互补
性，以更好地理解并使用。 一般的同义词辨析大都通过字典等工具，依靠直觉经验和内省的方式。虽然

字典具有权威性，但仅仅依靠字典来辨析同义词存在许多不足之处。大型语料库以及先进的检索工具以其
特有的优势为同义词辨析提供了新的方法。本文基于先进的北京语言大学大数据与语言教育研究所的
BCC语料库，采用定量和定性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以同义词“一定”和“肯定”为例，分别从语域
分布、类联接、搭配特征及语义韵方面进行了同义词辨析的实证研究。 综上所诉，本文立足于对外汉语
教学视角，旨在探讨如何帮助学习者更加直观、有效的辨析近义词“一定”和“肯定”。尽管在内容上还
有许多不足之处，但仍然希望可以为汉语同义词教学提供一个可参考的依据。 
【关键词】 同义词、对外汉语教学、语料库、词语搭配、类联接

《岳麓书院藏秦简（伍）》部分字词研读
高婷婷  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

【摘要】《岳麓书院藏秦简（伍）》包含秦代大量律令档案材料，内容丰富，史料价值 高。本文提出五
则字词释读、断句意见，如简 131-132“劾”如字读、“失道” 当指偏离目的地、“回留”应断读开；
里耶秦简 8-777 号简当断读作“从人论、 报、择（释）免归致书具此中。”“简 163“私属免婢”当断
读开；简 199“率” 有劝勉之意；简 225“均”读为“徇”，巡视之意等。以期进一步疏通文义，为 学
界后续利用该文本提供便利。 
【关键词】岳麓秦简、字词释读、断句

语法训诂浅议：基于三个平面的“新描写”
高扬 浙江财经大学

【摘要】利用语法进行训诂实践最为关键的一步，是对疑难词句进行细致的结构描写。传统结构主义成熟
的描写方法的确解决了大量的问题，但是古代汉语，尤其是上古汉语作为一种综合性倾向的语言，存在大
量同形异构、一种形式表示多种功能、多种结构表示一种功能的现象，传统成分分析的方法在描写时还是
显得捉襟见肘。想要精准的描写就必须高度重视语言学理论工具，将不冲突的理论加以融合，将解释与描
写加以统一。因此我们的主张是：语法训诂应该基于古代汉语综合性的倾向，充分利用语言学理论，以考
察分布为核心，剥离语言外证据，根据需要在语法、语义、语用三个平面展开研究，在描写中加深解释，
在解释中深化描写，从而对待考词句的显性和隐性结构都做出最细致的描写，进而考察句例分布，求得达
诂。如在语法层面，除了关注最表层的成分组合外，也应该注意到，长期被忽略的汉语韵律，实质上就具
有形态的功能，利用这一形态，可以很好地解释一些传统结构语言学无法解释的问题，进而对结构做出精
细描写，解决争议。再如语义层面，上古汉语缺少形态变化，其他语法形式也比较隐蔽，位于深层的语义
层面研究涉及到语义特征、语义指向、义素分析、语义场等。如能充分利用，则可通过充分解释，对结构
做更准确的描写。而语用理论，可以帮助解决句与句之间的问题，适合处理一些重复、句读争议；而鉴于
语言普遍存在的语用诱发机制，这个层面的研究更是在描写时不能或缺的。
【关键词】语法、训诂、新描写主义、解释

皖北中原官话区淮北方言的疑问句
郭迪迪  郭辉  亳州学院中文

【摘要】“淮北”指安徽省北部的淮北市，辖相山、烈山、杜集三区和濉溪一县。按《中国语言地图集》
（2012）的分区，三区和濉溪分属中原官话徐淮片及商阜片。淮北方言疑问句有是非句、特指句、选择
问、反复问句四类。是非问是在陈述句末尾加上扬的语调“↗”表疑问。特指问常在句中用“啥子、咋的、
咋着、哪来”等代词作疑问点，要求对方就疑问点作出回答。选择句常用“是/ｖｐ还是ＶＰ”的选择格式作
疑问的焦点，句末常用语气词“昂”。文章主要描写分析了淮北方言的“可ＶＰ、ＶＰ不/没ＶＰ、ＶＰ
不(啵)/没有”三种形式的反复问句，并讨论了“ＫＶＰ、ＶＰ－neg、ＶＰ－neg－VP”的历史层次及
“可ＶＰ、还ＶＰ”的来源。
【关键词】皖北中原官话、淮北方言、疑问句

欧化影响下表范围限定的方位结构“NP抽象上”
郝锐  首都师范大学

【摘要】受欧化影响，早期现代汉语中表范围限定的方位结构“NP抽象上”集中大量出现。新中国成立
以来中期现代汉语中这一结构呈现新的发展态势。使用方面，表范围限定的“NP抽象上”成员有增有减、
有“潜”有“显”，但“增”和“显”是主流，既有量的增，也有类的显。语法功能方面，早期现代汉语
中“NP抽象上”可以充当状语、定语、补语，中期以来则发展出了“句首修饰语”的功能。具有人际功
能的“NP抽象上”成员正是从做句首修饰语的位置上进一步转变而来，且逐渐发展出全句评注、传信和
情态、衔接连贯以及焦点凸显等功能。

【关键词】欧化、NP抽象上、历时演变、表达功能

华语综艺节目对新加坡华族学生之影响的调查—以南洋理工大学为例
洪玮嬣  许润芳  南洋理工大学

【摘要】随着新媒体覆盖面的不断扩大和华语综艺质量的逐步提高，两岸三地和新马的华族年轻人对综艺
节目的关注度不断上升，由于没有语言壁垒、更新及时、内容有趣、种类丰富，新加坡华族青年大多对华
语综艺节目有所了解，部分学生更成为了资深观众。本文通过对本地华族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掌握其观
看华语综艺节目的频率、动机和偏好，两岸三地及本地华语最受欢迎节目的播放渠道、类型、主题、播放
平台和制作地点，华语综艺及相关对新加坡华族大学生华语使用水平、文化素养等方面产生的影响，了解
大学生在观看过程中感受到的文化、思维差异及对节目内容制作方向的期待，总结华语综艺对华族大学生
的影响及其走向华语中圈的可改进之处，为两岸三地及新加坡本土华语综艺节目发展方向提供参考，探讨
综艺节目等文化项目应用于汉语国际教育的可能性。
【关键词】汉语国际教育 综艺节目 华语 口语教学

短视频技术应用于听障初中生汉语教学的研究
洪臻颖  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 

【摘要】媒体技术极大地促进了短视频内容的发展与传播，短视频也成为了前者最常见的应用领域之一，
为身处不同行业的受众提供了信息输出和接收的渠道。而短视频的普及恰恰赋予了听障学生群体公平地接
受信息的机会。目前，以短视频为媒介，对听障学生进行汉语教学的研究仍有较大的发展空间。由于先天
或后天的身体缺陷和特殊的成长经历，听障学生常常会产生严重的自我封闭心态和对陌生环境的抵触心理，
又因与社会接触机会较少，自然地落于信息传输通道的末端。因此，只有将语言与技术二者有效地融合，听
障学生才能在汉语学习的道路上缩短与健全学生间的差距，且逐步实现“信息平权”。本文将以听障初中学
生的汉语学习过程为研究对象，依据认知语言学的相关理论，通过对听障学生的语言获得过程进行语境依赖
方面的研究，提出短视频应用软件参与其汉语习得的改进方案。
【关键词】听障学生、汉语教学、短视频 语境依赖

从康德的文学艺术理论看阅读在提高华文作为第二语言学习的学习兴趣中的作用
黄婉玉  林进展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新加坡以英语为通用语言，学生的华文学习缺乏足够的语言环境和学习动机。华文作为第二语言
的社会地位既定，其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不足的情况既定，仅依靠功利性动机注定无法引起学生学习华文
的足够动力，需要一个非功利性方法来提高学生学习华文的兴趣。康德在其美学理论中提出，由审美判断
所产生的愉悦是无功利性的、无任何利害关系的愉悦。审美活动是一种非功利性的、无利害关系的活动。
他认为阅读是最高级的审美活动，具有审美活动无功利、无利害关系的本质特点，是符合人的自由本质的
最高级的活动。由此看来，阅读是一种无功利性的活动，能够产生普遍的愉悦感受，可以用来提高学生学
习华文的兴趣。而若要阅读能够担当引起学生学习华文兴趣的重任，则需要让华文阅读回归阅读的审美本
质。
【关键词】第二语言学习、无功利性、阅读、学习兴趣

华文写作：微视频的运用策略再探
黄易亭  张水福  郭兰花   新加坡国家初级学院
张曦姗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中学低年级的学生在记叙文写作的内容上总是千篇一律，主题不够鲜明，详略不当，更严重的是
内容缺乏逻辑性，情节不合理。因此，研究团队希望通过微视频帮助学生“乐于用华文作书面表达，能感
受写作的乐趣，丰富写作内容”。微视频教学模式从观看微视频开始，过后通过提问，在科技平台上让学
生思考与分析，同侪间针对视频进行讨论，并和老师一起总结视频内容的主题、人物形象等技能，经过这
一系列的思考与讨论，教师才给出对应的作文题目。这项研究已在本院连续进行了两年（2020-2021），
今年我们以137名低年级学生为研究对象，再优化教学策略，希望持续为中学低年级写作教学提供一个简
易、操作性强的教学方法，以提升学生的写作能力，并加强学生写作的信心。
【关键词】华文写作、微视频、中学低年级
 

汉语二语者动名搭配习得研究
姜晓欣 北京语言大学

【摘要】本文将从研究内容、研究语料、研究结果三部分概述论文内容，具体如下。 一、研究内容 通过
动名搭配中名词宾语的语义类别、错误搭配的类型分布、不同母语背景 二语者动名搭配产出量三个维度
考察二语者与母语者、不同母语背景二语者（日 语、韩语、维吾尔语）HSK 作文中产出的动名搭配是否
存在差异。 二、研究语料 二语者语料我们选取了 2010 年 10 月 HSK 考试作文 90 篇，其中，韩国、日 本、
中国维吾尔族二语者作文各 30 篇。母语者语料是高三及其以上学历的汉语 母语者按照 HSK 作文考试要
求写的同题作文，共 30 篇。 三、研究结果 1、动名搭配中宾语对语义角色的优先选择关系是“受事>对
象>等同>致使> 结果”，二语者与母语者动宾语义类型选择顺序基本相同。 2、动词误用占偏误总数的一
半，是主要的偏误类型。 3、日本二语者与韩国二语者产出正确搭配的比率不存在显著性差异，产出 搭
配总量最多、错误搭配数量最少的是维吾尔族二语者。
【关键词】汉语二语者、书面语、动名搭配

汉语学习者常见的母语负迁移及教学对策
蒋一鸣  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

【摘要】以英语为母语的汉语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常常会受到母语的干扰，这种现象被称为“母语负迁
移”。因英语和汉语具有明显差异，以及学习者受母语思维的影响，“母语负迁移”现象在以英语为母语
的汉语学习者群体中屡屡发生，且有一定的规律性和同质性。研究母语负迁移有助于发现汉语学习的重难
点，指导教师更有针对性地开展汉语教学，从而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增强学生的动力和信心。过往文献
和本项研究显示，常见的母语负迁移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语音、词汇、句法、书写系统及文化背景。本
项研究将对以上五方面进行详细介绍和说明，并提供如下三点教学对策，以减轻母语负迁移对中文学习的
影响：归纳常见错误点并提供配套练习；营造“沉浸式”汉语学习环境；保持耐心并鼓励学生从错误中学
习。
【关键词】母语负迁移、汉语学习、教学对策

韩中后缀“X家”的语义研究 
金梅 ·朴兴洙   韩国外国语大学

【摘要】汉字和汉语最早在商末周初就被箕子传播到了‘朝鲜’， 汉语教学在韩半岛的历史源远流长。
作为汉字文化圈和儒家文化圈的国家，韩国对汉字、汉语和汉文化一直有较强的认同感。 韩国是大约从
公元600年开始，借用相当于汉语中高音的语音和文字。在韩语词语当中汉字词所占比例相当高， 虽然《
训民正音》（1446年）颁布之后， 韩国有了自己的文字， 汉字词的使用早己深入人心。韩语中的汉字词
大多保留唐宋时期的中古音韵， 书写上基本采用繁体字， 因此，韩国是最早接触和吸收汉字汉文化进行
汉语教育的国家。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不管是国家层面还是民间，韩国一直保持着汉语教育的传统。本
文研究的是汉语和韩语中共同使用的后缀“X家”（“X가”）的语义对比，特别是着眼于它的语义特性，
阐明意义差异为研究目的。韩中 “X家”的语义可分为同义，转移，变异的关系。笔者以类后缀“X家”
的语义特征、语用特征等方面来浅析“X家”词缀化产生的原因。韩中两国同处“汉字文化圈”之中，有
着密切的联系。第二语言的习得离不开牢固的第一语言基础。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研究已经成为一门独立的
学科，研究日益精深。各国的汉语学习者，在自身文化特点的影响下，对汉语语言的习得、难易把握、也
有着不同特点。其语言的共性及个性更有着不同于其他的特点，这为中韩语言研究提供了必要性，也为对
韩国的汉语学习者的研究提供了必要性。第一语言对第二语言的影响和干扰，所以常常会使第二语言的学
习者自觉不自觉地要以第一语言为标准来套用所学的语言，因此产生“对等”意识和偏误现象。希望中韩
共同使用的后缀“X家”的语义对比研究，对中韩之间跨语言跨文化研究的引玉之砖。
【关键词】 “X家”、类后缀、语义差异、韩国汉语学习者.

明末西班牙传教士菲律宾漳州闽南话教材古今韵母分合考辨 —以《汉语语法：漳州话语言艺术》（1620）
西班牙巴塞罗那图书馆善本为例
金美  中国厦门大学

【摘要】本文以在菲律宾马尼拉传教的西班牙道明会（又称“多明我会”）传教士撰写于1620年的教材
《汉语语法：漳州话语言艺术》（下文简称“漳州语艺”）西班牙巴塞罗那大学图书馆善本漳州闽南语为
例，对比考察今漳州话（下文简称“今漳州话”）与《广韵》音系韵母（每字所属韵摄开合等次及声调用
小字号标注于每字右下角），查考辨正明末菲律宾漳州闽南话与今闽南话韵母古今分合的历史音变遗存，
颇有启示意义． 
【关键词】 明末西班牙传教士、菲律宾漳州闽南话教材、古今韵母分合

跨语言视角下汉语结束义动词的语法化研究
景高娃  浙江外国语学院 

【摘要】本文采用共时和历时相结合的方法，对汉语结束义动词的语法化过程进行分析，并借鉴语义地图
的方法，描绘结束义动词的多功能性。事件连接功能的产生是结束义动词语法化非常重要的一环，符合类
型学结束义动词语法化的一般路径。在共时平面上，对方言中的结束义动词的关注还不足。“罢”在普通
话中已很少使用，但保留在豫北方言中，进一步虚化，并扩展出表达经历的用法。从跨方言或跨语言的角
度来看，汉语方言和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语言中的结束义动词有相似的从完结到经历的扩展路径。已见报
道的境外语言的结束义动词可以表达“以后”“已经”“完结”“接续”“过去”“完成体”等多种功能。
汉语结束义动词向完成体甚至经历体方向发展，体现了类型学的共性。
【关键词】结束义动词、多功能性、语法化、经历体

认知视域下韩国学生能性述补结构的习得研究
雷婷  中山大学 

【摘要】能性述补结构一般是指“V得/不C”结构，是汉语的一种特殊句法结构，该结构的使用条件相对
比较复杂，在韩语中没有完全相同的对应形式，因此韩国学生在使用该结构的时候常常出现各种偏误。传
统的“V得/不C”结构教学主要偏重于结构形式的描述，学习者虽然能记住能“V得/不C”的结构形式，
但是能准确理解把握并有意识地正确使用该结构的学习者却不多。本文尝试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对能性述
补结构“V得/不C”进行习得和认知研究，试图探索出能性述补结构“V得/不C”的认知加工机制，并以
此为依据帮助对外汉语教师找到更为科学有效的教学策略。
【关键词】能性述补结构、二语习得、认知研究、汉语教学

新马地区私会党的行业隐秘语
李国樑  新加坡独立民间文史研究员、民间文史顾问

【摘要】新马的华人帮会源自中国清朝的天地会，殖民地政府称之为secret society（私会党）。虽然一
些私会党员曾经回国反清，大体上私会党的本质已演变成通过武力争夺地盘，以新客与黄赌毒为主要营收
的社会罪案源头。19世纪末，新加坡私会党被令“解散”后，成立以洪门“廿一”为根基的“天地人神”
派系，行语亦趋向本土化，例如“平中”和“崩角”两大主流招纳新丁时都会“做大戏”和“布袋戏”，
急功好利的私会党老大则“去角”；私会党内部职位有426、415、49等，民间形容“08、24、369，敌
不过999（警方号码）”；一旦“风来了”最好马上把“白鱼”藏起来。此外，“开台”跑码头必须以《
五祖船》对诗，跟“水”相关的隐语甚至通俗化，成为民间方言惯用的俚语。 
【关键词】新加坡、天地会、私会党、行语

关于华文实时在线课堂互动技巧的思考
李静  范静哗博士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COVID-19的疫情导致许多青少年的学习场域从传统的同一物理空间的课堂转到虚拟空间的实时
在线课堂，实时在线教学的互动环境的改变也导致传统的师生互动条件发生了变化。当教师和学生分散在
各自的生活空间，在共享的虚拟学习空间中师生的互动与传统课堂相比，相对缺少非言语交流，这对学习
者的投入和注意保持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教师需要进行专门调整才能发挥在线教学的效果。本文从青少年
心理学的角度探讨注意力及其与在线学习的关系，进而分析在线课堂中的常见任务，并总结在线教学中的
一些互动技巧，目的在于通过形成良好师生关系、积极的学习氛围来加强课堂互动，为学习者赋能。文中
总结的互动技巧主要包括：1.激发学习动机的互动技巧，如提问、反馈、非言语交流等；2.教学过程策略
的互动技巧，如明确学习任务、设计话题以及任务导向教学等；3.差异化教学策略的互动技巧，如应用资
讯科技支持差异化教学、组织统筹课堂中的互动。
【关键词】在线课堂、非言语交流、青少年学习心理、在线互动

关于强调数量“就”的重音形式
李美京 韩国大邱大学
            
【摘要】本文主要以声学的方式针对既可强调数量多又可强调数量少的副词“就” 进行的研究。前人对
此研究已经很多如，在句法、语用、语义演变、语义指向、主观量等方面，但在韵律方面的研究却很少，
且几乎都靠语感来判断“就”是重读还是轻读。本文要对“就”的本体研究与韩汉对比研究同步进行，考
察在有无“就”的单量式结构中重音形式有何区别，还要看中国人和韩国人对“就”句子的音长和音高有
何不同。实验材料选择了《现代汉语八百词》，《现代汉语虚词词典》中的例句及自己调整的例句，一共
20个句子。实验对象为中国人3名，韩国人3名，各读三遍。分析对象一共为360（20*3*6=360）个句子，
57，600（20*160*3*6=57，600）个音节。本文要分析句中有无副词“就”的两种情况下，句中音长和
音高的不同。研究结果大体如下，第一，通过分析音长和音高来看，句中有无“就”时，重音位置有所不

同，没有“就”时，重音放在句末数量单位上，并且各音节的音长相差不大。强调少量时重音既可在“就”
上，也可在“就”后的数量单位上；强调大量时，重音放在“就”前。第二，韩国人不管副词“就”在哪
儿，一般都把重音放在数字上，有些人把它放在动词上。可见，韩国人对句中出现强调数量的副词“就”
的重音格式不太了解。第三，韩国人的每个音节音长区别不大，而重音的表现不太凸显。
【关键词】重音、 副词“就”、音长、音高

东南亚华语早期词汇发展变化研究
李权  北京师范大学

【摘要】本文以《叻报》《新国民日报》为研究对象，分别选取1917-1920（本文称之为“前期”）和
1930年前后（本文称之为“后期”）的等量本地新闻语料进行两点间的词汇比较，主要有以下两点变化：
第一，文言形式减少，白话形式增加。早期华语的语言风格可归纳为“文白相融”，即尚古的文言词和通
俗的白话词并存共用。对比前后期，文言形式有所减少，白话形式有所增加，体现出文言向白话的过渡特
点。第二，由不稳定趋于稳定。表现为如下语言事实：其一是同义形式的选择，如同素异序词，其二是异
形词的选择，包括自源和他源两类。它们均表现出前期词形丰富，且频次相近，后期出现了主要词形的变
化。以上几种变化主要受以下三种因素的影响：其一，早期国语的影响；其二，东南亚本土因素的影响；
其三，外语的影响。从“史”的角度来看，应该将共时和历时的研究思路相结合，多角度考察影响华语发
展变化的因素。
【关键词】东南亚华语、叻报、新国民日报、词汇

基于网络技术支持下韩国高校汉语教育现状
李秀彬 韩国仁荷大学/中国天津师范大学

【摘要】随着网络技术的普及，不受时空限制可以展开汉语教育。在疫情情况下，多数韩国高校采取了基
于网络技术支持下的远程汉语教育。本研究主要考察对象为20所韩国重点高校的汉语教育现状，主要考
察范围为韩国政府的官方文件、高校常用的LMS系统，K-MOOC平台、KOCW高校资源共享平台、高校
的OCW平台、高校官方网站进行了考察。考察得知，1）汉语与其他外语相比，韩国政府对汉语教育方
面的支持力度变化不大，可说明为韩国政府重视汉语教育。2）韩国高校利用LMS系统开展混合式学习以
及远程教育提高汉语课堂教学的绩效。3）通过K-MOOC管理实施策划可以看出，韩国政府重视基于网
络技术支持下的远程教育，以及远程教育有着一定的意义。本文进行了基于LMS系统支持下的汉语课堂教
学设计。LMS系统可以实现以学习者为中心的课堂教学，又可以减少教师的备课时间。基于LMS系统的汉
语课堂教学可以分为三大环节开展不同的教学活动。1）课前环节主要进行资源学习，比如：教师把教学
资源上传到LMS系统让学习者进行自学。2）课中环节可以点击远程会议（ZOOM与谷歌会议）开展远程
教育。3）课后环节利用LMS系统上的练习，考察学习者的掌握度。4)学生互动方面，LMS系统上教师创
建小组之后，不仅可以进行生生互动，还可以线上会议当中可以进行师生讨论。本文的研究工作可以为对
韩国汉语教育的信息化与汉语教学改革工作提供参考并借鉴。
【关键词】汉语教育 、系统

混合式学习模式运用于文学教学的设计与实践—以H2华文与文学小说教学为例
李志元  新加坡莱佛士书院（高中部）
张曦姗  南洋理工大学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随着数码科技的普及，课堂的教学形态及学生的学习方式也有了巨大的改变。混合式学习模式便
是其中一大教育趋势。学生在选读H2华文与文学这门课前，较少接触过文学作品，也缺乏深入分析文本
的能力。因此，如何带领学生深入分析课程中的所有作品，并教授学生分析文本的能力便成了一大教学难
点。本文试图以H2华文与文学课程下的小说教学为例，探究如何将混合式学习模式运用于文学教学上。
首先，本文将介绍研究背景与对象，并阐述新加坡混合式学习模式的概念和理论依据。接着说明运用混合
式学习模式于小说教学上的实践过程。最后，本文通过学生调查问卷、聚焦访谈及教师观察来检视教学设
计与实践的成效，再反思教学过程中所面对的挑战。
【关键词】混合式学习模式、H2华文与文学、小说教学

“年老”对新加坡华族年长病患意味着什么？—以医患门诊会话中的“年老”为例
林鼎勋   林尔嵘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摘要】在公共医院的门诊互动中，时而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一些年长患者会在话语中向医生标榜自己“
年老”的身份，如：“这么老了”、“我岁数有了”、“八十七岁了啦”等等。我们发现，这些以话语标
识自己或他人的“年老”身份不只是单纯的在传达信息。实际上，在不同的会话序列环境中，以话语标识

“年老”作为会话行为能达到不同的话语作用。以新加坡某一家医院的门诊语料为例，我们结合会话分析
（Conversation Analysis）方法与身份类属机制（Membership Categorization Device）的视角，
探讨“年老”这一身份类属在门诊互动中的作用。研究显示，一些华族年长患者会向医生标榜自己“年老”
的身份，以完成特定的话语行为，包括：一、合理化自己的病症；二、拒绝医生的医疗建议；三、辩解自
己身体功能的缺失。通过分析这些年长患者标识“年老”身份类属的互动序列及相关的会话行为，我们旨
在揭示新加坡华族年长患者对于“年老”这样一种身份标签的观念及认识，说明身份类属机制是如何搭建
起交互双方对话语的理解，也为医患沟通研究带来新的启发。
【关键词】会话分析、互动语言学、身份类属机制、年老

维吾尔语、西部裕固语颜色词文化内涵对比研究—以“黑”“白”为例
林雅琛   中央民族大学

【摘要】本文总结对比维吾尔语和西部裕固语“qɑrɑ/�ɑrɑ黑”“ɑq/ɑq白”的义项发现，两种语言“
黑色”既含褒义也含贬义，均有伟大、尊贵、有力、程度深、粗糙、无知、坏、反面的和孝服等义。但维
吾尔族接受了汉族“黑色”代表非法、秘密的认识。维吾尔族和西部裕固族都认为“白色”代表吉祥、善
良。西部裕固语“白色”可指所有奶制品和非宗教职业者，维吾尔族受到其他民族影响，借入了白色“落
后、反动”等贬义。并从社会生产实践、宗教信仰、风俗习惯三方面讨论“黑”“白”文化内涵的异同原
因。
【关键词】维吾尔语；西部裕固语；“黑”“白”颜色词；文化内涵对比

试论对外汉语教材中的拼音教学设计及拼音对教学的辅助作用—以《博雅汉语（第二版）》为例
刘迪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

【摘要】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开始学习汉语，各种对外汉语教材层出不穷。语音教学在语言学习初
期有着重要意义，对于汉语来说，拼音教学是发展其他语言技能的基础。教材是教学的依据，一些对外汉
语教材中对拼音教学的设计缺少科学性和系统性，并且没有较好的利用拼音辅助之后的技能教学。本文共
有五章，以《博雅汉语（第二版）》九册书为研究对象，分别从研究目的和意义、拼音教学设计、拼音练
习安排、拼音辅助其他语言技能教学、研究结论等方面展开论述。《博雅汉语（第二版）》总体而言在拼
音教学方面较为完善，但在发音方法教学和拼音练习方面仍可提升。本文详细分析了教材中拼音部分的优
劣利弊，希望能为其他对外汉语教材的编写完善提供思路，提高对外汉语教学的质量。
【关键词】对外汉语、拼音教学、教材设计

台湾“国语”新义新用的“杀”
刘吉力  长沙师范学院文学院  

【摘要】台湾“国语”的“杀”动形兼备，以动为主，辅以形容词用法。形容词“杀”主要有“狠/酷/低”
三个义项，各义项来源不同；历时考察“杀”，呈现由升到降的发展态势，义项由单到多再到以“低”义
为主，“杀”的发展演变有其内外部原因；对比其他多个华语社区，台湾“杀”与其形成有无之别的新生
差异。新义新用的“杀”充分体现了台湾“国语”的变异性及独特性，因此是研究其最新发展演变的典型
案例之一。
【关键词】台湾“国语”、“杀”、形容词、变异

更好地与文献对话：留学生学位论文转述结构考察与教学
刘锐  澳门大学

【摘要】学术写作中，引用是与已有研究建立联系、创建自身研究空间的重要方式（Swales， 1990）。
因此需要大量地使用诸如“某某发现/认为”、“在某某看来”这类转述结构。学术英语（EAP）研究表
明，二语学习者在掌握转述结构上存在相当的困难（Neff et al. 2003；陈建林，2011）。本研究旨在考
察汉语二语者的学位论文中转述结构的使用情况。本研究从CNKI硕士学位论文库中随机选取了13篇留学
生用汉语撰写的学位论文作为考察对象。由于引用通常集中地出现在文献综述部分，因此考察的重点放在
论文的“研究综述/研究现状/文献综述”部分。我们使用Liu & Wang（2019）的分类体系对转述结构进
行了标注。结果显示，留学生学位论文中使用最多的是过程性转述，其次是话语性转述，最少是发现性转
述、认知性转述。对比成熟写作者的论文（刘锐、黄启庆、王珊， 2021），留学生过度使用过程性转述，
而发现性转述、话语性转述的使用比例偏低。结合不同转述结构的功能来看，留学生在引用中主要关注的
是研究对象、方法，而对结论、成果、作者的观点缺乏足够的讨论和分析。此外还存在以下问题：转述语
的功能类型、种类单一；（2）转述语误用；（3）转述结构滥用，造成无意义的引用。针对这些情况，
本文提出应该对转述结构进行针对性训练，综合使用范文学习、结构控制训练、改写等练习方法，帮助二

语者理解和掌握多样化的转述手段，以提高汉语学术写作的水平。
【关键词】转述结构、学位论文、引用、学术汉语、学术写作

虚拟世界和元宇宙：汉语国际传播的应用现状和未来的可能性
卢文慧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研究生

【摘要】依托现代信息技术和互联网平台在线教育的不断发展，“互联网+”开展汉语教学受到汉语教师
与汉语学习者的共同重视，使汉语国际传播更多样化。虚拟世界是一种持久的在线计算机生成环境，在远
程物理位置的多个用户可为工作或学习进行实时交互。本文首先介绍了虚拟世界的历史发展和元宇宙的概
念。元宇宙是互联网的延伸，允许用户彼此之间以及周围的环境进行互动，包括虚拟现实（VR）和增强
现实（AR)。人工智能（AI）的使用现已成为汉语国际教育的现实。通过特别关注四个特性，虚拟世界或
元宇宙的集成网络在四个领域取得进展：沉浸式现实主义、访问和身份的普遍性、互操作性和可扩展性。
对于每个领域，当前状态和需要的发展，这些特性被认为是可行的多元核心组成部分。本文考虑虚拟空间
在当代汉语国际传播的应用现状，以及元宇宙新技术领域的影响。以当代汉语为对象，以多学科交叉为视
角，结合汉语国际传播的相关实践，虚拟世界利益相关者和开发人员之间未实现的协作，构成人类社会文
化互动的一个引人注目的领域。伴随新技术发展和教学理念变化，在虚拟世界和元宇宙视野下展望汉语国
际传播发展的新思路。
【关键词】元宇宙、虚拟世界、人工智能、汉语国际传播

东南亚华语量词历时发展调查与思考
卢月丽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摘要】本文以东南亚华语为对象，以“史”的眼光观察东南亚华语中量词的历时发展面貌，最终按照“
史”的范式形成比较完整的表述，试图从一些具体的方面展现东南亚华语发展演变的内容及过程。文中把
东南亚华语量词的发展归纳为以下三种模式：上扬式、下行式及曲折式。在对上述语言事实考察与梳理的
基础上，文中得出以下两点认识：其一，东南亚华语量词的发展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其发展不止一种模
式，而是三种交织在一起；其二，华语量词发展演变的原因既有方言、英语的影响，又有其作为祖语具有
保守性的制约。
【关键词】东南亚华语、量词、祖语、历时研究

浅谈国际汉语教学中的跨文化理解 ―以在日教学实践为例
路浩宇  日本关西学院   
陈碧强  中国山东曲阜师范大学

【摘要】笔者以自己在日本大学试行的两次以“友谊”和“孝道”为主题的汉语口语教学实践为例，通过
学习者对“友谊”和“孝道”为主题所作的口头发表，在提升口语表达能力的同时，引导学生了解中国的
文化与哲学思想。通过观察学习者对“友谊”和“孝道”话题的口语课的参与情况，我们发现日本学生对
友谊话题的兴趣更浓厚，对友谊的理解比孝道更深，对友谊价值的认同大于对孝道的认同。日本是原子化
社会，由于个人本位思想在日本的盛行，学生对于跟自己关联紧密的同时代事物表现出更大兴趣。孝道涉
及两代人或三代人之间的关系，复杂程度远大于友谊，故不太容易引起在“核心家庭”的时代背景下成长
起来的当代日本大学生的同情与理解。由此可见，任何一种观念都与它的历史和人文环境有关，是传统延
续和社会生活的产物。由于“孝”涉及到代际关系，日本学生对“孝”的认识相对浅薄，往往是泛泛而谈。
由此引出对教学目标的思考：一，国际汉语教学不应仅仅停留在“术”的层面，而应在锻炼学习者基础能
力的前提下，上升到对学习者的人文关怀与灵性启迪的大道上来。二，知识传授与文化交流是两个层面的
问题，知识传授是无条件性的，而文化之间的融合是有选择性的。国际汉语教学需要在尊重文化多样性的
前提下进行。
【关键词】国际汉语教学、友谊 孝道、人文关怀
  

怒苏语多义词的文化内涵
罗自群  中央民族大学

【摘要】怒苏语是生活在中国云南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福贡县的怒族怒苏支系说的一种语言，属于汉藏语系
藏缅语族彝语支。怒苏语词汇，按照义项来分，有单义词和多义词两类。本文重点从多义词这一方面来分
析怒苏语词汇所体现的文化内涵，通过与汉语、藏缅语族其他语言的比较，来说明怒苏语词汇文化内涵的
特点。文中所用的怒苏语词汇都是来自本人田野调查获取的第一手语料。一、怒苏语多义词的类型：如果
以汉语为参照点，怒苏语中存在一些多义词——一个怒苏语的词，可以有两个及以上的汉语词语和它相对
应。既然是多义词，语音相同，语义相关。根据词性，可以把怒苏语多义词分为两类：1、词性相同的，

2、词性不同的。（一）怒苏语词性相同的多义词  怒苏语词性相同的多义词比较常见的是名词、形容词
和动词。（二）怒苏语词性不同的多义词  怒苏语词性不同的多义词，比较常见的是一个多义词具有两种
不同的词性，当然，也有一部分多义词不止两种词性。二、怒苏语多义词的文化内涵：我们把怒苏语词性
相同的多义词看做是静态相关，而把词性不同的多义词看做动态相关。和汉语比，和汉族比，使用怒苏语
的怒苏人和汉族在认知上存在着诸多差异，汉语的表达显得更精细一些，而怒苏语则比较笼统一些。怒苏
语多义词的这种特点，充分体现了怒苏语的文化内涵。
【关键词】怒苏语 、多义词、文化内涵

汉语二语者书面产出词汇多样性的文本长度效应研究
马庆 北京语言大学

【摘要】词汇多样性是二语表达能力的重要标志，是计算机自动作文评分的重要采集变量，但是词汇多样
性测量指标与文本长度之间存在复杂的关系。本研究从2010年4月HSK写作考试的实测大数据中选取154
份语料，重点探究了汉语二语者书面产出词汇多样性与其文本长度的关系。结果发现：（1）词种数、
TTR、Root TTR 、Log TTR等8个测量指标可作为词汇多样性测量的有效参量，但通过相关分析结果可以
看出，当文本长度过短的时候，很难反映出词汇多样性与作文成绩之间的关系；（2）8个测量指标均存
在文本长度效应，其中MATTR受文本长度的影响较小；其余7个测量指标随着文本长度的变化整体呈现出
线性的变化趋势；（3）当文本长度在60至100词范围内时，除MATTR外，相同文本长度下的LD值均存在
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关键词】词汇多样性测量、文本长度、语言产出、作文自动评分

西南官话中古非晓组字混读的声学考察—以四川中江为例
饶冬梅   西华大学

【摘要】古非晓组字的混读在西南官话中较为常见[1][2]。西南四省（四川、云南、湖南、湖北）方言中
非晓组字的混读主要体现为八种类型（见表1）。本文以四川中江方言的古非晓组字今读作为深度调查对
象（前人调查结果为Type2类型[2][3]），选择10位年龄在55-65岁区间的发音人（男女各5），得到约
9000个语音材料，提取擦音中段20ms的谱重心CoG（Center of Gravity）和标准差SD(Standard 
Deviation)两个参数[4][5]，从声学和感知两个角度考察了四川湘语中非晓组字混读（merger）以及语
音性变读（phonetics variation）的原因[6][7]：非晓组字的混读，跟[f]/[xu]发音的相似性以及感知混
淆有关，和语言接触也有密切关系。四川湘语受强势方言（Type 1）及普通话影响，混读规律出现例外
之外的字有所增多，混读的条件也逐渐走向单一化。
【关键词】四川湘语、混读、语音变读、语言接触

河北方言的“去分阴阳”现象
桑宇红  白茹 河北师范大学 

【摘要】学界对河北地区保定、唐山、秦皇岛地区冀鲁官话保唐片轻声前去分阴阳的现象已有报道，较早
应是《昌黎方言志》（1960），后有李思敬（1995）对宁河方言，接着田静（2007）、刘克龙（2010）对
唐县，后又有郑莉（2014/2019）、白茹（2016）、曹庆改（2018）、李仕颖（2019）、尹凯（2020）等
分别报道了与保定毗邻的石家庄的深泽、无极、辛集及衡水部分地区安平、饶阳也存在“去分阴阳”的现
象。河北方言去分阴阳具体表现为：（1）在单字调层面可以区分阴阳去，如无极和深泽；（2）在连读层面
区分阴阳去；主要分布于保定地区的曲阳、定州、唐县三个县市；（3）仅在轻声前连读时区分阴阳去，
主要分布于保定及石家庄、衡水部分毗邻保定的地区。
【关键词】河北方言、去分阴阳、连调及轻声、保唐片

课例研究：放声思考在阅读教学中的策略与设计
盛丽春、韩爱玲、幸锦龙 、胡晓苏  四德女子中心
张曦姗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为了提高学生在阅读理解、感悟欣赏及延伸拓展方面的能力，本校研究团队通过放声思考阅读策
略(Think Aloud Strategy)进行有系统、有针对性的阅读教学。放声思考策略是将个人内在的无声思考，
用口语表达的方式，将心中所思考的内容说出来。老师能借此了解学生的思维过程并加以引导纠正。放声
思考方式是展示思考能力的有效方法，让思维可视化，同时也能训练学生的口语表达能力。本研究以79
名中二高华学生作为研究对象展开三轮的课例研究。本文首先从研究背景、研究对象和研究目的做一个整
体介绍；接着阐明理论依据和相关概念；再具体介绍整个研究的教学实践过程。研究结束后，通过调查问
卷、教师观察以及学生反馈进行分析，最后再反思教学过程中所面对的难题与挑战。

【关键词】课例研究、放声思考、阅读教学

“洪武赶散”与苏北江淮官话
石绍浪  北京语言大学

【摘要】“洪武赶散”是指明初苏南向苏北平原一次大规模移民，虽然正史没有确切记载，但在苏北民间
普遍流传。苏北江淮官话入声韵有一个较为独特的特征，曾梗摄一二等帮组字读圆唇后元音韵母，并与通
摄合并，其分布与“洪武赶散”的移民范围基本吻合。比较发现，苏北江淮官话的这个音变应是源于苏州
移民的影响。今苏北江淮官话入声韵类突破中古韵摄的格局，发生了简化，也可能是明初苏州方言在苏北
扩散的结果。余论认为，在分析江淮官话与吴语关系时，不能只局限于“同源”的角度，还应考虑明初苏
州苏州方言在苏北的扩散。
【关键词】“洪武赶散”、苏州方言、苏北方言、江淮官话、入声韵

德国语言学家加布伦兹及其《汉文经纬》研究
宋楠  德国国际合作署中德合作中心； 波恩东亚研究院chinnotopia中国论坛

【摘要】本论文第一章介绍了与乔治·加布伦兹有关的史实，包括十七到十九世纪西方汉学的兴起、独立
与发展、加布伦兹家族史和乔治·加布伦兹的汉学之路。 第二章到第四章将《汉文经纬》拆分为“汉语
基本面貌”、“分析系统”和“综合系统”研读与解析，完整展现加布伦兹的语法思想和其构建的古代汉
语语法体系。论文的第五章和第六章，分别探讨了加布伦兹在西方近代语言学历史上所起的作用，以及对
汉语语法思想史的影响、突破和超越。同时在论文结语部分，讨论了中外语言学界对于《汉文经纬》一书
不甚明晰的几个问题。
【关键词】加布伦兹  《汉文经纬》

华文作为第二语言新闻听读教学的文献综述
孙晓颖   张丽妹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新闻听读教学在华文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中更是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本文回顾和介绍了
2001-2021年二十年间华文作为第二语言新闻教学的相关研究，文献主要来源于中国知网 (CNKI) 和Web 
of Science等数据库。本研究的文献综述主要围绕四个研究问题：第一，华文作为第二语言新闻听读教
学的目标有哪些？第二，华文作为第二语言新闻听读教学的原则是什么？第三，华文作为第二语言新闻听
读教学的难点有哪些？第四，华文作为第二语言新闻听读教学的教学策略和方法有哪些？最后，本文结合
新的时代背景提出了华文作为第二语言新闻听读教学的优化建议。本研究的成果和发现对华文作为第二语
言新闻听读教学具有良好的指导意义，同时也为华文第二语言新闻听读教学法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和指引。
【关键词】华文作为第二语言、新闻听读教学、教学目标和原则、教学难点、教学方法 

乙圩壮语多功能语素te∶ŋ1

覃薇  中央民族大学 

【摘要】本文对乙圩村壮语“遭受”义语素“te∶ŋ1”进行全面的调查描写，并刻画出“遭受”义语素
“te∶ŋ1”功能的整体面貌。对“遭受”义语素部分语法功能的语法化过程进行探讨，归纳出其语法化的
路径和机制，为学界了解乙圩壮语“遭受”义语素功能的语法面貌和特征提供新的材料。乙圩壮语的“遭
受”义语素“te∶ŋ1”呈现出多功能性，具备了十三种功能：①“触碰”义动词；②“对、中、合”义动
词；③“遭受”义动词；④“需要、用”义动词；⑤被动标记；⑥“对”义形容词；⑦“致使”义动词；
⑧情态助动词；⑨结果补语；⑩程度/状态补语；⑪“到、轮到”义动词；⑫副词；⑬假设连词。其中，
本文调查到了“遭受”义语素“te∶ŋ1”以往没有被调查描写到的功能为：①程度/状态补语；②“到、
轮到”义动词；③副词；④假设连词。
【关键词】乙圩村、壮语、“遭受”义

祁东湘语多功能词“落”的语义演变与主观化
谭丽亚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西南林业大学外国语学院
陈海宏  云南民族大学民族文化学院

【摘要】湖南祁东湘语多功能词“落”的用法比较特殊，其语义演变属于通过增加新义而产生的多义模式，
它的多个义项在语义上有一定的关联，或直接关联，如“落”作实义动词时的多种语义；或间接关联，如
前加准词缀型小称标记“落”可能是由实义动词“落”的“降生”、“遗留在后面”等义隐喻而来的。“

落”在祁东湘语中还可以重叠，在语义和语用表达上带有一定的感情色彩，可表达说话者对命题的多种主
观态度。祁东湘语“落”语义演变的认知机制主要有类推（隐喻与之相关)、重新分析（转喻与之相关）和
主观化（褒化、贬化与之相关)等等。
【关键词】祁东湘语、“落”、多功能、语义演变、主观化

论析新加坡华人华语及身份认同的变迁
谭国勇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身份认同的建构在国家及其国家层面下的政治、经济及社会发展上有着深远的影响。它可以使人
认可该国家在政治经济及社会层面上的立场及政策，也可以让人民在某种程度上产生了归属感。教育是建
构身份认同的其中一环。据王赓武教授与陈庆文教授所示，新加坡华人身份认同，是最没有代表性，后者
则认为身份认同是有目的性地建构出来的。由此说明了新加坡华人身份认同正等待人们来填补。也正是如
此，新加坡政府通过不同媒介，包括教育政策等手段来灌输和建构自身倾向的华族身份认同，即倾向于文
化上的认同。本文尝试通过1979年讲华语运动及新加坡教育部历来的教育改革报告书，来了解其倾向和
期许。1979年讲华语运动，主要目的是要整合新加坡华族各方言群体。当时，新加坡华人社会有多达12
个华人方言群体，拥有一个共同的语言：华语，促进他们之间的沟通，减少之间的纷争，团结一致。这有
利于营造及实施双语教育政策的大环境，从中促进经济发展。然而，时间的推移，讲英语家庭的增加，使
得讲华语运动有了新的使命，即提升人们对华文的认识。新加坡教育部在报告书中所倡导的文化认识，倾
向于应对华族内部压力和需要。这回应了陈庆文认为华人身份认同是人造的说法。与此同时，随着华人移
民的移入，他们所带来的文化是否再次在原有身份认同上融合或产生分歧，则是未知数。这将会直接或间
接影响新加坡华文华语以及教育发展的走向。
【关键词】新加坡、华人华语、身份认同、教育

新加坡高中文学教学提问策略的探讨— QUILT框架下的教学设计与实践
唐佑彬   潘旭    李俊贤    郝德奕 淡马锡初级学院
张曦姗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在华文文学课堂上，设计优质问题能引导学生进行品读和鉴赏。因此，本研究以主修H2CLL的
61名学生为研究对象，探讨基于QUILT提问框架激发学生学习兴趣与提升学生思维能力的课堂教学模式。
本文首先介绍研究的背景、对象及方法，阐述基于QUILT提问框架的教学理念与理论依据；接着以现代小
说、诗歌、戏剧以及文言文为例，介绍如何基于QUILT的提问框架设计不同类型的问题的提问策略；本文
也根据学生的课堂反应，探讨了QUILT提问框架下不同文学作品教学的几种提问策略和问题设计类型，在
体现以学习者为中心、加强师生互动和凝聚同侪间学习力量等方面的成效。本论文最后将通过前后测的数
据对比分析、学生反馈、教师观察和学生产出检视教学设计的实施成效。
【关键词】文学教学 、提问策略、 QUILT框架、教学设计

楚辞“羌”字句与湘西凤凰方言ʧʰɑ13字句 比较研究
田晓黎  中央民族大学

【摘要】楚辞里的“羌” ，自东汉王逸注释后的1800多年来 ，众多研究者引经据典， 却始终没有确解。
《楚辞》的“羌”字是否有田野遗存？在湖南湘西凤凰方言中存在极具特 色的ʧʰɑ13 1字句。本文从凤凰
方言ʧʰɑ13字句的田野记音开始，逐条分析，总结规律，再与《楚 辞》16 处“羌”字句进行对比研究，
结果显现，凤凰方言ʧʰɑ13字句基本传承着《楚辞》“羌” 字句的语义。 
【关键词】《楚辞》  羌

国际中文学习软件的大型网络游戏化
汪歆玥  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   

【摘要】汉语学习时间长的特点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二语学习者的热情，而当下飞速发展的大型网络游戏新
颖有趣，常令人沉迷。修坝不如引流，把学生们对汉文化和网络游戏的双重兴趣融入到汉语学习的全过程，
将有助于培养学习者持续性的学习兴趣。本研究分析了当下常用汉语学习软件中的游戏模式，结合现有网
络游戏的汉元素部分，提出了将汉语学习软件大型网络游戏化的具体设想。持续化：脱胎于传统的孤立小
游戏，将累计的学习成果作为升级模式，合理地穿插各类支线任务。系统化：学习者通过注册账号建立个
人学习档案，学习任务既包括集体学习，也包括多种自学形式。针对性：以学习者的需求为导向，提供相
应的实用汉语知识。灵活性：及时更新，高度重视用户反馈。允许教师使用游戏程序和知识库，以方便与
线下教学配合使用。
【关键词 】汉语国际教育、学习软件、网络游戏、学习兴趣

“ 打（타）”字的韩国汉字音形成过程考察
王 浩  四川轻化工大学人文学院  

【摘要】“打”字，在《广韵》中有两个读音，都是阳声韵，一个是梗摄、梗韵，开口二等，上声，端母
“德冷切”；另一个是梗摄、迥韵，开口四等，上声，端母“都挺切”。但是在韩国汉字音中，“打”字
读阴声韵타[t�ɑ]。本文从历史语言学和语言接触的角度出发，认为中世韩汉音（15-16世纪）中存在的
타[t�ɑ]和뎍[tiək]这两种读音，其形成主要是中国的影响，由“德冷切”和“都挺切”两种读法，平行
发展而来，“德冷切”变成了“都瓦切”直接影响了타读音的形成；“都挺切”本来是阳声韵，在传入韩
国以后，其阳声韵尾[ŋ]变成了入声韵[k]，实现了“阳入对转”，从而形成了뎍的读音。近代以后，随着
日语词向韩语的大量涌入，“打”字的日语唐音だ[da]与韩汉音中타读 音的高度相似性，使得타读音在
与뎍读音的竞争中，取得了最终的胜利。

汉语方言亲属称谓中的音变
王红娟  山东师范大学  

【摘要】亲属称谓是方言词汇中重要的一类，我们在考察方言间的词汇差异时，亲属称谓往往是重要的参
照项，如《汉语方言地图集 词汇卷》共有203条词汇图，其中涉及亲属谓的就有“爷爷、奶奶、外祖父”
等14条。在对汉语各方言中的亲属称谓进行梳理时发现，汉语方言的亲属称谓中普遍存在音变现象。比
如，山西运城的“弟”，单字音为“ti33”，但在“兄弟”一词中读音变为“thi33”。本文的音变的含
义是指：1.某个字或某类字在称谓词中的读音与其他情况中的读音不同。2.某个字或某类字在称谓词中的
读音于古今演变规律不合。本文讨论的方言亲属称谓中的音变类型主要有以下三种：个别音变、系统音变、
别义音变。
【关键词】汉语方言、 亲属称谓、 音变

乡村振兴背景下民族地区发挥语言经济效能路径的再探讨—基于西藏自治区林芝市M县的个案研究
王娟  陕西师范大学

【摘要】语言能力是重要的人力资本，语言经济效能是语言的重要社会效能，语言扶贫工作作为中国贫困
治理体系的有机构成，在国家脱贫攻坚的重要阶段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
后，民族地区的语言文字工作在扶持对象、政策范围和顶层设计方面也相应需要作出一定的调整。本文试
图在乡村振兴背景下进一步探讨如何继续发挥语言经济效能的路径。
【关键词】乡村振兴、语言扶贫、民族地区

四川方言的音系特征和两个历史层次
王倩  周及徐  四川师范大学

【摘要】 以往的四川方言研究认为，现代四川方言皆为明清时期的“湖广填四川”所带来。我们在近十
年的时间里，在四川作了广泛的方言田野调查。根据实地调查材料，我们提出新的观点：在四川省的岷江、
嘉陵江流域分布着两种不同的官话方言：嘉陵江流域分布着以成都话为代表的以“入归阳平”为特征的西
南官话方言，这是明清湖广移民带来的；岷江流域分布着以大邑话、宜宾话为代表的有独立的入声调的官
话方言，这是明代以前的四川本地方言的后裔。二者分属不同的方言层次而共存于今天的四川。本文以
2019年出版的《岷江流域方音字汇——“20世纪四川方音大系”之一》中语音材料为据，借助实验语音
学方法对成都话与大邑话、宜宾话作音系整理、以Praat软件绘制其声学元音图、声调曲线图，分析其在
音系上的规律性语音差别，说明今天的四川方言不仅具有以成都话为代表的湖广话语音类型，还有更为古
老的另一方言层次——这个音系今天仍具有入声独立、果摄一等字读为-u、麻三精见组读-i、模韵字读为-o
等语音特征。这些语音特征与成都话的湖广话语音类型有明显的差别，独立于成渝片西南官话而存在。 因
此，现代四川方言分为本地和外来两个层次：本地层次叫“南路话”，外来层次叫“湖广话”。
【关键词】四川方言、岷江流域、成都话、大邑话、宜宾话、方言音系

保定方言两字组连读变调及其若干问题
王帅臣  华北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 

在对河北省保定市下辖的24个县市区进行方言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展开本文的分析。首先描写清苑区的
两字组前字连读变调情况，以便对保定核心区域的变调情况有所了解。其次，介绍保定方言中的阴平变调、
阳平变调、上声变调、去声变调的地理分布、调值表现、调类分布等基本情况。再次，重点讨论上声变调
和去声变调。上声变调后的调值情况有一定序列性：一种是前字变调后与本声调系统的阴平接近或合流；

一种是前字变调后与本声调系统的阳平接近或合流。上声变调既有类型学上的原因，也有历史因素在起作
用。去声变调有一类和轻声有关。

西宁方言持续体标记“着”
魏萌  中央民族大学

【摘要】汉语西宁方言的体标记“着”主要表达持续体的语法意义。除单独使用，方言中“着”常与起始
体标记“上”、完成体标记“下/了”等其他体标记叠用。由此，西宁方言的持续体标记“着”多构成
“V着V”、“V着C”或“V着＋从句”三种结构。西宁方言持续体标记“着”常与起始体标记“上”、
完成体标记“下/了”等叠用，且均处于其他体标记之后，即动词后第二位置。叠用中，“着”仍表达持
续体的语法意义，其语义与前一体标记层层套叠，具有一定顺承关系。如与起始体标记“上”叠用时，“
上”的语义指向前面的谓语动词，构成“V＋上”结构；“着”的语义则指向“V＋上”这一整体，表达
动作行为开始并将进一步持续的状态，“着”具有一定未完整体范畴义。“V＋上＋着”结构还可续接其
他动词或补语成分，构成“V＋上＋着＋V”结构。此外，西宁方言持续体标记“着”常以“V＋着＋C”
形式用于述补结构谓语句中。其中，C可为程度、情态、结果、数量等多种类型补语，形式上可由单个形
容词或副词、数量或偏正短语及主谓结构充当。语义层面，“V着＋C”由“V着”与C两个时间过程构
成，C主要由“V着”引发或伴随，即两个过程包含一定的逻辑因果关系，这种关系可以是显性的也可以
隐性的。除构成“V着V”、“V着C”和“V着＋从句”结构外，持续体标记“着”还可用于西宁方言的
存现句和“的字结构”中，其用法具有一定独特性。
【关键词】西宁方言、着、持续体标记

“口”的比较词义探索
吴宝安  湖北大学文学院 

【摘要】“口”这一概念在汉语中主要有“口、嘴”两个词，根据它在汉语、汉语方言以及其他语言中的
用法，我们整理出了12组与“口”有关的共同引申，这些共同引申都可以通过“转喻”和“隐喻”来解
释。 基于转喻的共同引申有7条，如： 与言语功能相关，“口”引申出“说话、话语”义。与饮食功能
相关，“口”引申出“口味”“人口”义。与临近部位相关，“口”引申出“脸、鼻、咽”“口部饰物”
义。基于隐喻的共同引申有5条，如：与形状、位置都相似，“口”引申出“容器等器物通外面的地方”
和“出入的通道”义。与形状相似，“口”引申出“（山谷、水道等）大的豁口”“突出的部分；尖儿”。
这12组共同的词义引申在汉语、汉语方言以及英语、俄语、西班牙语、日语、泰语、印度尼西亚语、壮
语等语言中都以共词的方式出现，因此，我们可以将其看作是“口”在语言中的共同演变模式。
【关键词】“口”  比较词义 、共同演变

新加坡中学华文快捷课程后进生
语文学习的挑战和独立学习能力的培养
吴宝发  张曦姗  周淑君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后进生学习一直是教育工作者关注的课题，新加坡教师也不例外。后进生学习问题复杂，包括语
文基础薄弱；个人学习态度不良；缺乏独立与迁移的学习能力；课堂教与学方法不当等。本文立足于本地
一所中学的校本研究，借助文献研究法、问卷调查法与观察法，对中二快捷班24位后进生的学习特点进
行梳理，由此作出为期六个月对3个单元的教学调整的尝试，旨在分析后进生在课堂中语文学习的挑战以
及探索他们独立学习能力的培养。本研究对2021年新教材篇章里的语文技能做一次系统性的梳理，在课
堂阅读理解教学时，强调对文章理解的元认知策略之字义层次、逻辑层次、概念层次的教学，调动学生的
元认知，以弥补学生因语文基础薄弱带来的教与学问题。
【关键词】华文快捷课程 、后进生、中学新教材、元认知

中韩跨国婚姻家庭双语学习和使用状况及问题研究
吴思敏  闽南师范大学

【摘要】近年来，中韩跨国婚姻家庭日益增多。据统计，来自中国的在韩结婚移民总数在2019年已接近
20万人。中韩跨国婚姻家庭既有别于传统华侨家庭，又有别于普通韩国家庭，在语言文化上具有特殊性。
本研究以在韩中韩跨国婚姻家庭为研究对象，对其双语学习和使用状况展开调研，并针对其问题提出解决
方案。研究分三部分进行：第一部分利用文献分析法整理并分析韩国政府对多文化家庭的政策及多文化家
庭支援中心的相关资料。第二部分利用问卷法、访谈法与参与观察法对中韩跨国婚姻家庭进行相关数据采
集，并对数据进行定量与定性分析，多维度考察多种因子对语言的影响以及因子之间的相互作用及其与内
部、外部环境的交互关系，全面把握中韩跨国婚姻家庭双语学习和使用的特点及问题。第三部分综合考虑

调研结果，针对中韩跨国婚姻家庭双语学习和使用的问题和需求，从内部（中韩跨国婚姻家庭自身）和外
部（社会机构与教育部门）提出解决方案。本研究不仅可为中韩跨国婚姻家庭双语教育提供理论基础和实
践方案，还为以其为对象的双语教材及教学资源提供理论依据，为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跨国婚姻家庭双语教
育研究提供参考。
【关键词】中韩跨国婚姻家庭、双语教育、调研、解决方案

实践与反思：国际中文教学与信息通讯技术之运用
夏雪  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

【摘要】随着教育技术的发展，如何善用信息通讯技术（ICT）来服务于教学，实现以“学生为中心”的
教学实践，成为当今教育研究的热点。在国际中文教学领域，我们也面临着如何有效地将ICT运用于课堂
教学和学生学习的问题。本文即以此为出发点，在现代教育理论的基础上，以新加坡国际学校的非汉语母
语学生为研究对象，结合IB华文课程中的一个主题单元，从课件设计及课堂教学反馈等方面对ICT在国际
中文教育中的实践情况进行探索性研究，总结ICT辅助中文教学的几个原则：包括设计ICT要以学生学习
需求为核心，ICT的课堂使用应避免“喧宾夺主”，并反思教师在ICT运用中的作用，以期对新技术下的
国际中文教学发展提供参考。
【关键词】 ICT、 国际中文、课件设计、课堂实践

The Brief Analysis of Japanese Culture's Absorp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ulture
Hui Xu   Maca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bstract: Cultural exchanges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have a history of nearly 2,000 years. The fine tradi-
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ulture have exerted great influence on almost every aspect of Japanese 
life, such as architecture, clothing and so on. At the same time, Japanese culture has made a series of 
cultural innovations and developments according to its own national conditions while absorbing Chinese 
culture for reference. Starting with the reasons why Japan absorbed Chinese culture and analyzing the 
exchanges between Japan and China from 1972 to 2011, this paper analyzes and concludes that the similar 
cultural background of the two countries is the basic reason for Japan to better learn from Chinese culture. 
Finally, this paper expounds and analyzes Japan's absorp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ulture from 
three aspects: religion, ideology and diet. It is concluded that Japanese culture originated from Chinese 
culture, and before the Tang Dynasty, Chinese culture had the greatest influence on Japanese culture; after 
the Tang Dynasty， Japan began to have a real culture, but it was still influenced by Chinese culture.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and improvement of its own culture, it finally formed its own unique style. 
Key Words: Japanese culture; Chinese culture; Absorb; 

港式中文词汇与普通话的隐性差异
徐涵韬  北京师范大学

【摘要】“隐性差异”的概念及思想适用于全球华语对比研究，文章立足于此，讨论港式中文词汇与普通
话的隐性差异，首先以量词“枚”、动词“怀疑”以及名词“论调”为例，分析其在概念义、语法义、色
彩义等方面的表现；然后举例说明了隐性差异的三种存在形式，即有无之别、大小之别和程度之别，并指
出三者之间联系密切，不能孤立讨论；最后，文章认为未来研究应增强对华语隐性差异的考察分析，拓展
隐性差异的研究内容、语体范围及比较对象。
【关键词】隐性差异、词汇、港式中文、普通话

基本核心词词义的跨语言表现与特点—以61种语言为例
许可  冉启斌 南开大学

【摘要】本文建立了61种语言60个基本核心词词义数据库，从跨语言角度对其进行了细致考察。数据库
中共有义项约11440个，平均每词义项略超3个，最多达21个。平均义项数方面，动词最多，形容词其次，
名词、否定副词随后，数词、代词最少。义项数可能受词与外部世界的关联性、在词汇系统中的基本性以
及概念本身模糊性的影响。对词义引申深度赋值后，看到动词、形容词、名词的词义引申能力分较高，各
词的平均义项数与该分排名不一致。语言、词类对义项数量、引申能力分影响显著。通过网络图谱对词义
进行聚类分析和可视化分析后，基本核心词被分为10类，词类对聚类有影响。动、名、上形成较大词团。
名词[±指人][±身体部位]，形容词[±积极/消极]等特征会使词类内部形成关系更紧密的小类。图谱中，
hand连接动词和身体部位名词；head连接身体部位名词和指人类名词；man连接指人名词与褒义形容
词；one连接指人名词和数词；die、sleep等词连接动词和形容词等。

【关键词】基本核心词、词义引申、数据库、】可视化

冰墩墩的启示：中华文化符号海外传播的机遇与挑战
许琳皎  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

【摘要】北京2022年冬奥会吉祥物“冰墩墩”在国内外社交平台的爆红引起各界讨论。作为一种文化符
号，“冰墩墩”兼具多重内涵，承载着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功能。“冰墩墩”成为“顶流”，不仅
展现了中华文化强大的感召力，也为中华文化符号的海外传播提供了新思考。本研究基于符号学理论，从
视觉和语言两个维度分析符号传播的特点，挖掘“冰墩墩热”的深层原因，并从中得出中华文化符号海外
传播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基于此，笔者从符号传播的原则、内容和方式三方面提出了建议，即：调整传播
心态，着眼他者视角；加强内容设计，挖掘文化内涵；充分利用互联网媒介，引发情感共鸣。以期为中华
文化符号的海外传播提供借鉴，丰富中国文化传播领域的研究成果。
【关键词】中华文化符号、海外传播、文化传播、冰墩墩

韩国国民教育体系中汉语教育的发展与创新
许培新  山东大学

【摘要】本论文结合中韩两国历代交流的传统以及现代社会发展的趋势，在追溯韩国汉语教育发展历程的
基础上，重点考察自中韩建交以来韩国汉语教育的发展脉络，重点梳理并分析韩国国民教育体系中，大、
中小学不同层次汉语教育的发展情况以及出现的问题，总结韩国国民教育体系中汉语教育的主要特点；当
今国际大变局和新态势下，汉语教育发展面临着新情况、新问题，韩国国民教育体系中的汉语教育和学习
也在发生变化。因此基于教育理念升级、教学思路转型与教学模式创新，提出了加强韩国大、中小学汉语
教育的实践性、针对性，以及韩国汉语教育内涵式发展多元化路径的对策和建议。 
【关键词】韩国汉语教育、国民教育体系、内涵式发展

 
13—19世纪朝鲜半岛汉语教学对当代汉语国际教育的启示
许润芳  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

【摘要】朝鲜半岛有悠久的汉语学习历史，从以汉字为本、重视书面语学习到文言并重、对政治商务风俗
文化等不同领域进行全面了解，其汉语学习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汉学界人才辈出，促进了对中国制度、文
化的内化吸收及其本民族政治经济文化的进步。其中，国家层面的空前重视、语言政策的有力支持是不能
忽略的因素。目前流传的朝鲜半岛汉语教科书集中于13-19世纪，恰是两国政局革新、关系进一步密切的
时期，此类教材是今日研究两国历史上人文交往、不同时期汉语口语面貌、汉语教学法种类及影响、汉语
国际教育在半岛发展历程的宝鉴，本文以该时期《老乞大》《朴通事》《学清》等代表性汉语口语教材为
主要研究对象，结合韵书、字书及辞书类汉语书面语教材、《朝天录》《燕行录》与《朝鲜王朝实录》等
官方历史记载为佐证，共时对比同时期中国韵书。探讨官学、私学、司译院、承文院、译学院、质正官等
部门和职务发挥的历史作用，总结该时期朝鲜半岛汉语教学的优点和不足，力求为当代汉语国际教育汉语
人才培养、汉语教材编写、汉语教学法选择和语言政策制定提供一定的参考意义。
【关键词】朝鲜半岛、汉语国际教育、教学法、语言政策

语言赋能：乡村振兴多模态话语战略构建
杨城  浙江大学 

【摘要】语言是促进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乡村振兴中的每一步都离不开语言的力量。研究中首先依托多
模态话语分析综合框架，对余杭、桐庐、淳安三个乡村振兴示范地区的宣传片视频进行分析，总结其文化
、语境、内容、表达四个层面的多模态体现。其次依托质化分析的扎根理论方法，构建语言赋能乡村振兴
的战略模型，在组织、社会、个体三个层面探索赋能方向。最后，基于话语分析和战略模型提出未来语言
赋能乡村振兴的提升路径。研究发现，三个地区的多模态话语具有典型的区域特色，语言赋能乡村振兴需
要凝聚自上而下的多方力量，而国际化视角、内容的精准筹划、赋能视角的联动共振则是未来乡村振兴话
语努力的方向。
【关键词】乡村振兴、语言赋能、多模态、话语分析、战略模型

A Study on the Chinese Classroom of Foreign Students in the Epidemic Period Based on the Inter-
active Perspective
Haifeng Yang1,Daqian He2, Zhuoda Yang3

1. Center for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Wuh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Wuhan， 

2.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Wuh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Wuhan，
3. School of Chinese Studies and Cultural Exchange,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Abstract: Interaction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s affecting the result of online Chinese class teaching. 
By utilizing the method of questionnaire analysis, error analysis and document analysis， this paper selected 
200 international students from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Cultural Exchange of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of Wuh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of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as samples for investigation, including 94 undergraduates, 60 master 
students and 46 doctoral students. Among them, namely 86 in primary stage, 64 in intermediate stage and 
50 in advanced stage based on their HSK marks. The majority are from Asia (45%) and Europe (25%), the 
rest are from Africa (15%), America (10%) and Oceania (5%). This paper finds that the existing interactive 
methods of them include online conference platform, course live-streaming platform and video live-streaming 
platform. 
When using these platforms, we find there are some advantages of them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remote 
Chinese learning: They are convenient for students to preview and review before and after class, and they are 
helpful for the sharing of Chinese learning resources. However, we also find that there are some disadvantag-
es in teacher-student interaction and student-student interaction on these platforms, such as the lack of learn-
ing atmosphere (58% participants agreed) and the unwillingness of turning on the camera and micro-
phone(76% participants agreed). We think the factors causing these problems mainly include external and 
internal factors of teaching. The external factors include the factors of network connection, time difference, 
studying platform and studying resource allocation. The internal factor of Chinese teachers is that they are not 
adapted to the new way of online teaching, which makes them unable to carry out innovative design of class-
room interaction, and still choose the traditional teaching method (66% participants agreed). The internal 
factor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on the one hand, they lack online learning experience, so it is difficult to cope 
with some new challenges in teaching interaction practice. On the other hand, international students must 
overcome certain psychological factors in the interaction process of online Chinese classroom, among which 
anxiety and avoidance are the most prominent (80% participants agreed).
In conclusion, Chinese teachers can improve the interactive effect of online teaching through rational use of 
learning platform, effective allocation of learning resources and innovation of class interaction mode. Before 
teaching, teachers should inform students in advance of the selection of learning platform, registration, login, 
using process and a series of related matters. During the teaching process, teachers can allocate a certain 
proportion of class hours to organize interactive courses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s, such as group presenta-
tion, personal performance and seminar. After class, teachers can design and release questionnaires and 
use the background data statistics and other functions of the learning platform to analyze the frequency and 
quality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participation in interaction. Also, international students should actively adjust 
their learning psychology and improve their learning methods as well. In this way, they can get rid of negative 
psychological factors such as anxiety and avoidance, and focus on classroom interaction and knowledge 
itself, and finally achieve better learning results. Ultimately, teachers and students will collaborate to explore 
a course interaction path, adapting to the new mode of online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in the post-pan-
demic era. The research on this issue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enrich the theories of linguistics, psychology 
and pedagogy related to Teaching Chinese to Speakers of Other Languages. Also it can improve the teach-
ing efficiency of teachers and enhance the sense of gaining knowledge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Keywords: Interaction; Online Chinese Classroom; Chinese Teaching

国际华文推广的重要部分：志愿者项目的国别性/区域性分析—以缅甸为例
杨念  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

【摘要】2004年“国际中文教师志愿者项目”经中国教育部批准实施。直至疫情前，全球大约有7000名
志愿者在全球一百多个国家进行中文教学，其中大约3000名志愿者在东南亚各国任教，成为东南亚华文
教育重要力量。缅甸志愿者项目于 2009 年开始实施，至今已经有十年有余，到疫情前每年有一百多名志
愿者在缅甸各个城市甚至乡镇进行中文教学工作。十多年来，志愿者项目对缅甸华文教育发挥着重要作用：
为缅甸华文教育贡献了新的力量，弥补了缅甸华文师资的不足，促进了缅甸中文教育的合法化进程等。然
而，该项目也存在着一些问题，本人通过实地了解以及问卷的方式，深入分析了志愿者项目在缅甸的实施
情况，并针对性地提出几点建议，促进该项目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国际中文教师志愿者、华文教育、缅甸志愿者项目、参考

基于SLS平台的E晨读差异教学模式探索— 新加坡崇文中学的实践经验
叶语銮    徐小红   吴玉凡  新加坡崇文中学

【摘要】为了营造书香校园，培养学生的阅读兴趣和提高阅读水平，我校研究团队借助SLS平台，以110
名中三学生为研究对象，在全校进行E晨读研究计划。E晨读依据差异教学理论，照顾学生的个体差异，
所选篇章分年级、分主题、分文体，并结合各单元技能训练，设计不同程度、风格的晨读活动。学生借助
个人数码学习工具，选读纯文字或拼音版的、带声音和可查字典的篇章，通过SLS自测，在阅读护照上完
成任务。此外，高准备度的学生还可阅读更有挑战性的文章，并完成相应的挑战任务。研究结束后，团队
通过定量与定性研究检测学习成果。初步结果显示，基于SLS平台的E晨读差异教学模式，在一定程度上
激发了学生的阅读兴趣，也促进了教师的专业发展。
【关键词】SLS平台、E晨读、差异教学

Nasal Codas Merger in Chinese dialects: Modified Contrastive Specification and Sisterhood Merger 
Hypothesis
Jihye Yun  Asia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 Madison

Abstract：Chinese linguists have long debated about the directionality of nasal coda merger in Chinese 
dialects since the 1970’s. Some believe that the merging process is unidirectional (anterior to posterior) ,but 
others assert that alveolarization of nasal codas (-m>-n and -ŋ>-n) is the major trajectory. Previous studies 
failed to make a reasonable prediction about the further direction of the merger in addition to a lack of 
phonology-based analysis. This research analyzes the merging process on basis of Contrastive Hierarchy 
(CH) and Sisterhood Merger Hypothesis (SMH). The two theoretical frames make us draw two types of 
contrastive hierarchies: [Dorsal]>[Labial]，[Coronal]>[Labial]. That is，the merger between the alveolar 
and the velar nasal codas will occur after the completion of the merger between the labial and alveolar ones. 
Alternatively， the alveolarization of the velar nasal coda will happen after the completion of the merger 
between the labial and velar ones because the structure merger takes place on sister node of contrastive 
hierarchy. In conclusion， the final phase of the nasal coda merger will be the alveolarization of the velar 
nasal coda. The data of Chinese dialects and markedness theory both buttress the conclusion.

Keywords: Nasal codas，Chinese dialects，contrastive hierarchy，sisterhood merger

《易经》归纳、演绎思维在母语教学中的课堂实践和应用
庾潍诚  新加坡伟源中学

【摘要】作者根据自己长期研究《易经》的经验，提出和认为：《易经》作为中华古代的文化典籍，归纳
和演绎思维是它的最重要核心思想之一。同时，作者结合了自己多年的新加坡课堂教学实践，发现：《易
经》的归纳、演绎思维可以有效实践应用在现代的母语教学当中。归纳，是引导学生化繁为简，迅速掌握
教师布置的课堂指令或內容；演绎，则是学生有效应用课堂所学知识进行复述和重构。本文列举具体的课
堂实践应用例子，就是：(一)课堂的指令语言“ABCD”；（二）思维图的教学应用；(二)作文教学实践
的“DEEPAI”（细节描写）自创理论。作者最终观点认为，《易经》思想可以古为今用，实践应用到课
堂母语教学，从而达到提升学生的母语学习效果。
【关键词】易经、归纳、演绎、教学实践应用

中国古代建筑文化的汉字演绎
袁忠  中国华南理工大学

【摘要】中国古代建筑文化的丰富思想很多都凝结在一个个的汉字中。在汉字的构形、本义、转义、暗喻
等不同的运用中，存在着古人有关建筑活动、建筑形象、建筑心理等蕴含，很多汉字就是一个空间概念、
一个居住范畴。古人对中国古代建筑的感知的原初意识首先凝固在古汉字中，古代建筑的最初“文本”可
求诸古汉字，作为象形文字的古汉字与作为现实空间的古建有着天然而内在的通贯性。本文通过考察汉字
的字符构形及作为词或词素的单个汉字所展示出的建筑文化意象，探究作为表形文字、表意文字的古汉字
在其构形、组词、使用、书写等多方面体现的古代建筑文化意义。
【关键词】汉字、中国文化、古代建筑

GRR教学模式的实践与反思——以新加坡H2华文与文学新诗教学为例
张建立   张建平  新加坡国家初级学院    
张曦姗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2021年新加坡H2华文与文学新课程引进课外文学作品赏析的部分，与旧课程标准相比，这对学
生是具挑战性的变革。为应对该挑战，我院以新诗为切入点，设计了从指定文本到课外文学作品的教学实
践配套。该实践以“新加坡课堂教学实践要领”(STP)为指导，依据探究式学习（IBL）理论，采取“教、
扶、放、收”四个阶段的“渐进释放责任直接教学模式”（GRR），旨在逐步培养学生独立鉴赏文学作
品的能力。实践证实，这一教学策略增强了学生的信心和赏析能力；同时，也发现了一些有待进一步充实
和深入探索的空间。本论文将阐述该实践所采用的教学理论、教学策略、教学流程、教学成效及反思。
【关键词】  GRR教学模式、H2华文与文学、新诗教学    

“V走”和“V去”互换性的多重对应分析
张进凯  中国兴义民族师范学院 文学与传媒学院

【摘要】  本文在“原型—样例连续统”理论指导下，通过基于用法的多重分析方法探讨表征“位移运动
事件”的“V走”和“V去”的变异性和互换性。研究发现：“V走”主要表征位移方向不明确、没有位
移目的地的位移运动事件；“V去”主要表征位移方向明确、位移目的地可预测的位移运动事件，因此
“V走”和“V去”处于位移运动事件“原型—样例连续统”的不同位置，“V去”较“V走”更接近位移
运动事件的原型。“V走”和“V去”在表征位移运动事件原型特征和典型样例时不存在概念重合，在表
征位移运动事件非典型样例时，在概念变量特征的交互作用下表现出概念重合。
【关键词】多重对应分析  位移运动事件  概念变量  互换性  变异性

书面语言复杂度对华语二语者写作质量的影响研究
张漫莉  北京语言大学  

【摘要】本研究基于韩国学生的HSK写作测试语料，采用若干典型指标，对华语二语者的书面语言复杂度
与写作成绩之间的关系进行了量化分析，考察了词汇及句法复杂度指标对学生写作质量的影响。研究结果
表明：词汇复杂度和句法复杂度指标与学生的写作质量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Guiraud指标、虚词
使用比率、连词使用比率、复杂词使用比率、话题链数量、话题链分句数、零形成分数量和T单位数量等
指标对写作质量具有较强的解释及预测效度。
【关键词】语言复杂度、汉语二语、写作质量
  

基于树库的汉语二语写作句法复杂度研究
张婉莹  北京语言大学

【摘要】句法复杂度（Syntactic Complexity，简称SC）在评价二语者语言水平、语言动态发展及写作
质量中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吴继峰，2018）。已有的研究侧重于SC对日语、韩语等母语者的汉语写作
评估的有效性问题，研究结论未必适合少数民族母语背景的汉语二语书面语评价。基于此，本研究以参加 
HSK（高等）考试的维吾尔族考生的作文语料为研究对象，基于自建的汉语二语句法标注语料库，从粗粒
度和细粒度两方面指标体系入手进行以下四个方面的研究：（1）通过预处理构建小型依存句法树库（
Dependency Grammar Treebank），作为句法复杂度研究基础；（2）通过小句切分和搭配抽取研
究粗粒度指标和细粒度指标的分布特征；（3）针对不同写作水平的被试SC指标进行对比研究；（4）基
于典型SC指标体系探讨二语写作水平动态发展特点。研究发现，基于T单位等粗粒度句法复杂度指标在区
分学生写作水平和预测写作成绩方面的解释力较弱，而基于短语层面的细粒度句法复杂度指标能够有效区
分写作水平和预测写作成绩。
【关键词】树库、 二语、语法

阅读与抒情文写作教学的有机结合—以华侨中学（高中部）语文特选课程为例
张薇  王健仲  华侨中学（高中部）

【摘要】抒情文写作一直是学生的弱点，也是教师的教学难点。由于没有经过有系统的抒情文写作训练，
高中生很容易将抒情文、记叙文或议论文混为一谈，对抒情文的写作手法更是一知半解。再加上学生缺少
生活历练，要让他们短时间内掌握抒情文写作手法，并进行创作，无疑难度极大。有鉴于此，我们决定在
现有的教学内容上融入抒情文写作教学，尝试结合REAP的阅读理论与教学实践，将阅读与抒情文写作教

学有机结合，以39位高一H2华文与文学的学生为对象，引导他们建构抒情文概念，了解并掌握抒情方式
与写作手法，从而进行写作实践。最终，通过调查问卷、课堂观察和学生作品，梳理和分析了阅读与抒情
文写作相互融合的方法及其有效性。
【关键词】抒情文写作、阅读教学、REAP阅读方法、语文特选课程

地名中的关中方言
张文丽  陕西学前师范学院文学院

【摘要】关中方言，曾经作为汉民族共同语基础方言，对周边地区方言、其他地区方言和民族共同语产生
过重要影响。地名是人们用以区别个体地物的语言符号，而作为纪录地名的语言符号包含形、音、义三个
部分。关中方言区的地名，尤其是地名用字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关中方言的特点。本文从关中方言
区中的代表性地区——西安入手，整理分析其地名，得出如下结论：1.声母 （1）古全浊声母清化，平声
送气，仄声归并关中方言中存在差异，西安归不送气，例如“中官亭/中官厅”、“安居巷/钱局巷”。
（2）古知系开口字按照等分化，知系二等、庄组、章组止摄字与精组合流，读ts、tsh、s，例如“三里
村/山李村”。（3）古泥、来二母在洪音前混用，尤其是在洪音鼻音前，泥母混入来母，读l，例如“新
农田/兴隆庄”。2.韵母 （1）前后鼻音混用，关中方言后鼻音为ŋ，前鼻音丢掉鼻尾n，主要元音鼻音化
。由于在当地人听感上二者具有相似性，表现在地名中前后鼻音字混用。例如“上游巷/三友巷”。（2
）遇摄合口一等端系字，元音复音化，读ou，与流摄合并。例如“双楼寺/双路寺/双芦寺”。（3）果摄
开口字一等字与果摄合口字合并，例如“贺韶村/火烧村”。通过分析发现西安地名用字的流变反映了关
中方言的特点及其变化，具有强烈的方言特色，深入研究地名可以挖掘背后隐含的历史文化内涵，提升文
化软实力；可以为地名用字、拼写管理提供理论支撑，推动新时代的语言文字工作。
【关键词】关中方言、西安地名、文化

从外交新词语看中国外交动向—以2010-2020年度《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媒体新词语表为例
张星霞  韩国汉阳大学

【摘要】本研究基于2010-2020年度《中国语言生活报告》媒体新词语表中的外交新词语，运用数据分析
法，从其分类、使用频次和年度分布三个方面考察中国近十年以来的外交动向，为读者勾勒出中国外交全
貌，以期让读者更好地了解当前中国的外交形势，并为中国未来的外交实践提供一定的智力支持。本研究
认为，按照领域划分，这些新词语所涉及的外交领域包括总体外交、经济外交、政治外交、军事外交、文
化外交、科技外交和医疗外交等七大领域；根据性质，这些新词语所涉及的外交类型又可分为方针类、方
式类、事件类、成果类、组织/平台类、场所类、色彩类和人物类等八大类型。它们较为真实、客观地反
映了中国近十年以来的外交动向。
【关键词】外交新词语、中国外交动向、《中国语言生活报告》、分类、使用频次、年度分布

华语文汉字学习策略个案研究-以印尼华语文学习者为例
张胜昔　中国华东师范大学国际汉语文化学院
陈信助　台湾中国文化大学教育系

【摘要】对外华语文之汉字习得一直困扰着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与学。若华语文教学伊始就“重听说而
轻汉字”，不仅将形成中高级以上的学习阻力，更达不到语言习得可持续发展的教学效果。本研究针对一
名中高级程度印尼华语学习者的“初级汉字习得历程”进行了个案分析，围绕汉字习得心理认知、脑神经
机制、仲介汉字等理论，剖析形声字之习写、读音、识义三方面的“中介状态”，深度探讨了形声字之“
形义-音”的习得联结难度，说明汉字作为第二书写系统的学习策略，以及具逻辑性有系统的字本位教学
在华语文习得中的重要性。期许研究结果可提供日后相关教学与研究参考使用。
【关键词】字本位理念、汉字心理认知、中介汉字、可持续性发展、个案分析

“错位的称呼”—当代汉语社交称谓语的变异与泛化
张雪  澳门科技大学 

【摘要】汉语中的社交称谓语是汉文化特征的缩影，亦是对中国社会现状的即时反映(Chao1956， 
Gu1990， Wang2003)。无论是对于语言学本体研究，还是对于语言与社会的互动关系研究，该议题都
具有新鲜价值(Brown&Ford1961， Ervin-Tripp1972， Zhang2021)。本文基于真实语料收集与分析，
针对当代汉语中四个新兴社交面称语(social vocative)的使用原则、表意功能、交际效果等维度进行了
深入讨论（分别为：“（小）哥哥/姐姐”、“老师”、“同学”、“家人们”）。研究发现，当代汉语
社交面称词有如下特征：（1）原有亲属称谓用法深入泛化（例如“（小）哥哥/姐姐”）；（2）职业称
谓用法深入泛化（如“老师”）；（3）“错位”称谓语兴起（如“同学”）；（4）网络称谓语变异性

强（如“家人们”）。当代汉语社交称谓语处于全面深入的泛化与变异中，其成因、过程、程度等，都与
语言发展和社会变迁密切相关。
【关键词】称谓语、社交面称、语言泛化、语言变异

“给我+VP”的主观处置功能
章天明  日本小樽商科大学

【摘要】本文主要讨论“给我+VP”结构表主观处置的语义来源，以及“给我+VP”结构 主观处置功能
实现的机制。 第一，“给我+VP”有两种不同的语义特征。表示“请求”的“给我+VP”中的 “给我”
等同于“为我”或“替我”；而表示“命令”义时，“给我”不等于“为、 替、向”等等，“给我”只
表语法意义。 第二，“给我+VP”的主语只能是第二人称代词，或指人称谓词语，或者是 VP 的受事。
VP 应当具有 [+自主]、[+动作]和[-褒义]的语义特征。 第三，通过“给”字句处置义来源的再分析，以及
与“给 X+VP”句式的对比， 分析得出“给我+VP”句式具有主观处置义。 第四，“给我+VP”中“给
我”的语法化成分的性质，以及第一人称代词的介 入，使“给我+VP”的主观性得到实现。
 【关键词】语义关联、结构关联、受益和受损、主观处置

多元智能理论与对外汉语阅读教学研究—以《零食》为例
赵畅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

【摘要】阅读过程包含着反应读者认知过程的丰富材料，是学习者汉语能力高低的重要体现。虽然近些年
汉语阅读教学的研究层出不穷，但是汉语阅读课堂仍存在着学生学习被动的情况，因此其教学策略还有待
进一步的研究。经过对教学理论的研究，多元智能理论从心理学角度研究了人的智力潜能是多元的，而阅
读教学不仅要教授学生语言文字知识和阅读规律，还要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因此， 我们认为， 对
外汉语阅读教学要想达到最佳的效果， 就必须从多元智能理论出发。本文主要结合《零食》一课从智能
理论下的每一个智能元素分析适合的教学策略和具体实践情况，最后经过反思提出多元智能指导下的阅读
课的教学原则，希望能够为阅读教学者提供一定的参考性建议。
【关键词】对外汉语阅读教学、多元智能理论、教学策略

中韩二语教学高阶教材对比与分析
赵莉  南京大学
赵学玲  Seogwipo-si, Jeju-do, Korea

【摘要】本文选取中韩两国用于本国语言国际教育的代表性教材《博雅汉语》（2018-2020）和《首尔大
学韩国语》（2012-2015），就两种教材高级阶段部分在文化主题选择、体裁内容以及训练模式上的异同
加以比较。认为两种教材在结构上都以文化主题来分类编排，并与训练模式紧密结合，但两种教材呈现出
的差异也十分明显。两者之间的差异固然可归因于两国国情、语言、文化特点的不同，但文化视角和文化
意识的不同是最根本的原因。考虑认知规律和文化视角，选择恰当且丰富的文化内容，不仅能够更好地实
现与国际学生的共情和跨文化交际的目的，通过与语言功能的紧密结合，也能够使语言训练获得更好的效
果。
【关键词】二语教学、高阶教材、对比、分析

社会语言学视角下女性群体通称的使用情况分析
郑皓月  中央民族大学

【摘要】称谓是人类社会中体现特定的人在特定的人际关系中关于身份角色的称呼，称谓词语与社会发展
联系非常紧密，在新中国的发展历程中，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乃至与国际社会的关系都将对称谓
词的使用产生影响，并在历时语料库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迹。在语言生活中，女性群体通称使用情况的
相关统计既反映了语言生活的变化又反映了中国妇女的发展状况，本文主要从社会语言学视角出发，观察
女性群体通称的使用情况。分别从历时角度和共时角度出发，分析五四运动以来“女性群体通称”使用情
况的历时变化，分析不同语体下女性群体通称的使用变化，发现人们对女性群体通称“妇女”“女性”“
女人”“女子”语义特征的不同认识影响了人们在不同场合下对女性群体通称的理解和选用。
【关键词】社会语言学、女性、称谓、语义

反义词“前”“后”的平衡与不平衡研究
周欣然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

【摘要】反义词作为一种常见的语言现象在人们的生活中被普遍使用。一般而言，反义词总是成对出现，

形成平衡状态，即一个词与另一个词形式对称但意义相反。然而以“前”、“后”为例，作为现代汉语中
使用频率较高的一对典型反义词，却很少有人在使用时能注意到其背后隐藏的不平衡现象。本文第一、第
二部分均从义项、构词、所构词、使用频率这四个方面展开，分别探析反义词“前”“后”平衡与不平衡
的具体表现，说明两者在平衡中存在着不平衡。接着又从认知、语义、语用、文化四个角度阐述原因，正
是由于“后”的被认知时间更早、语义范畴更大、受语言经济原则影响更多以及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内涵更
丰富，才使其能够拥有更广的使用范畴和更高的使用频率，也因此造成了反义词“前”“后”的不平衡现
象。
【关键词】前、后、平衡、不平衡

整合训诂方法论新探
周雁飞  新加坡新跃社科大学

【摘要】陆宗达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提倡“训诂方法的科学化” 。本文运用肯·威尔伯的”整合理
论”，采用其“四象限五要素”的框架结构梳理审视传统的训诂理论和方法。首先论述了训诂原理与整合
理论的内在关系，在此基础上将训诂学的适用范围与整合理论相结合，阐释其与传统训诂方法之间的深层
关联模式，及其有效性、前瞻性，进而使整合训诂方法不仅具有理性的解析，而且富于实践的可操作性。
本文是实践训诂学与西方阐释学（英语：hermeneutics）接轨的一次尝试，旨在为训诂方法论的现代转
化提供新的激荡和借鉴。
【关键词】训诂学、解释学、整合理论、四象限五要素

普通话句末语气词的句法性质
宗晓哲  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院

【摘要】本文探讨了句末语气词“啊、吧、吗、呢”的句法特征，认为它们超出了狭义的句法范畴，在话
语中具有表达功能和人际交际的价值。首先，从通过与语气副词、标句词“说”的位置对比，可以看出语
气词句法位置很高，独立于所在句子，属于语用层面。从语用角度来看，句末语气词具有明显的程序意义。
“啊”要求听话者参与到会话中，促进话论继续，是“互动标记”。“吧”在句中通过降低话语确信度，
缓和交际双方关系，是“礼貌标记”。“吗”要求话语权发生变化，促使听话者对所提问题进行进一步的
解释，是“问询标记”。“呢”在话语中起到凸显说话者所表达的语义关系的功能，使得话语与语境之间
存在一定的语义联系，是“焦点凸显标记”。
【关键词】句末语气词、话语标记、句法-语用接口

现代汉语周遍性主语中周遍义的形成原因
左思民  高丽大学中文系 /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  

【摘要】本文探讨了现代汉语六种周遍性主语中周遍义的形成原因。结论如下：在任指疑问类周遍性主语
句如“谁都认识”中，主语的周遍义是经由疑问代词的任指用法而获得的“全域义”。在含数词“一”的
周遍性主语句如“她一点道理也不懂”中，主语的周遍义依托梯级义经语用推理而得，并且只允许从否定
极小量达到否定全量的推理。在列举类周遍性主语句如“老王粤菜也吃过，川菜也吃过，鲁菜也吃过，浙
菜也吃过，中国八大菜系的菜都吃过”中，主语的周遍义并非列举的产物，而由最末的总括分句直接表达。
在物量词重叠类周遍性主语句如“家家都用上了煤气炉”中，主语的周遍义源于物量词重叠式所具的“每
一”意义。在含“全部”等词的周遍性主语句如“全部（都）得参加会议”中，以及含“每”等词的周遍
性主语句如“每个人（都）很认真”中，主语所含的周遍义由充当句子主语的词语直接表达。
【关键词】周遍性主语、任指、语义、语用义

【摘要】学术写作中，引用是与已有研究建立联系、创建自身研究空间的重要方式（Swales， 1990）。
因此需要大量地使用诸如“某某发现/认为”、“在某某看来”这类转述结构。学术英语（EAP）研究表
明，二语学习者在掌握转述结构上存在相当的困难（Neff et al. 2003；陈建林，2011）。本研究旨在考
察汉语二语者的学位论文中转述结构的使用情况。本研究从CNKI硕士学位论文库中随机选取了13篇留学
生用汉语撰写的学位论文作为考察对象。由于引用通常集中地出现在文献综述部分，因此考察的重点放在
论文的“研究综述/研究现状/文献综述”部分。我们使用Liu & Wang（2019）的分类体系对转述结构进
行了标注。结果显示，留学生学位论文中使用最多的是过程性转述，其次是话语性转述，最少是发现性转
述、认知性转述。对比成熟写作者的论文（刘锐、黄启庆、王珊， 2021），留学生过度使用过程性转述，
而发现性转述、话语性转述的使用比例偏低。结合不同转述结构的功能来看，留学生在引用中主要关注的
是研究对象、方法，而对结论、成果、作者的观点缺乏足够的讨论和分析。此外还存在以下问题：转述语
的功能类型、种类单一；（2）转述语误用；（3）转述结构滥用，造成无意义的引用。针对这些情况，
本文提出应该对转述结构进行针对性训练，综合使用范文学习、结构控制训练、改写等练习方法，帮助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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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论文摘要

试析因果连词“因而”“从而”“故而”
安美璇  北京师范大学

【摘要】“因而”“从而”与“故而”是表示因果关系的一组连词。经考察发现，三个词的生成方式均属
于跨层结构的词汇化，源头可以追溯到先秦文献语言。古代汉语句法结构模式的弱化和消失是促成三者词
汇化的重要动因，因此立足于古代汉语，结合词素“从”“因”“故”的词义及特点，考察并解释连词“
因而”“从而”“故而”在现代汉语中存在的使用差异，可以得到三者的区别特征。具体表现为：“因而
”强调因果之间的联系，依据前者推测出后者，后者可以是有所依据的推论；“从而”强调两个事件的发
生存在先后顺序，表达因果关系时，需要首先在语境上满足因果逻辑，通常更强调结果；“故而”所连接
的“原因”与“结果”均是已经发生的既定事实或客观存在的现实情况及惯例，通常更强调引出结果，但
也关注对原因的追溯。
【关键词】因果连词、词义特点、区别特征

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口语流利性评价指标效度研究
鲍杰 北京语言大学
 
【摘要】口语流利性是衡量二语学习者口语水平的重要标准，然而学界对于是否有必要从多个维度对其展
开评价尚没有明确的回答。研究以78份韩国汉语学习者的HSK口语测试录音为研究对象，以专家评分作为
参照，从时间、表达、语言（包括句法、词汇、语音）三个维度选取24项指标作为评价依据，来考察各
项指标对考生口语流利水平评价的效度。研究结果表明（1）所选取的指标中，与口语流利成绩相关的指
标共13项，可以解释口语流利成绩74.4%的方差；（2）在13项指标中，有5项时间维度指标、2项表达维
度指标和5项语言维度指标（句法指标1项、词汇指标4项）能够区分考生的口语流利水平。以上结果说明
在对汉语学习者的口语流利性进行评价时，有必要提取多维度特征。
【关键词】口语流利性、评价维度、指标效度、韩国汉语学习者

潮汕方言陈述语气词“哗（还）”的用法及其语法化
陈楷森  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摘要】在潮汕方言中，“哗[hũã33]”是表示确认某个事实的陈述语气词，由“哗”所构成的“VP哗
[hũã33]”可根据语境还原为“VP1□[hũã33]VP2”，还原式中“□[hũã33]”这个语音形式不再能分
析为语气词“哗[hũã33]”，而应分析为副词“还[hũã33]”。文章在考察语气词“哗”和副词“还”的
基础上，指出语气词“哗”的本字是“还”，语气词“还”由副词“还”语法化而来，其“确认”义来源
于副词“还”的“延续”义，虚化环境是根据语境省略了VP2从而使副词“还”处于句末位置的“ V P 1
还 ” 。 这 种 确 认 功 能 在 语 用 类 推 的 作 用 下 ， 最 终 固 化 为 语 气 词 “ 还 ” 的 语 法 意 义 。
【关键词】哗、还、语气词、潮汕方言

湖南平江赣语能愿动词“要”的脱落及长音现象考察
陈山青  邹珊珊 湘潭大学
 
【摘要】湖南平江赣语能愿动词“要”在语流中可脱落，使前音节读音补偿性加长，从而形成“脱落→长
音”音义互动现象。除了单一脱落外，“要”还可与副词“也”形成双重和选择性脱落。实验语音分析显
示，长音具体表现为音节的主要元音发音明显加长，声调调值变为[原调值+4]，声母不发生改变。语言经
济原则和韵律法则是该现象形成的动因和机制。能愿动词“要”的脱落代表了汉语音节脱落的一种类型，
提供了一种句法创新的途径。   
【关键词】能愿动词、要、脱落、长音、音义互动、韵律法则

中国古诗与其印尼语译文比较研究——以唐诗的韵律问题为中心
陈衍宏(Clement Tanaka) 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摘要】经过调查发现，目前中国古典诗词的印尼语译本数量不多，此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印尼上世纪
50年代至90年代的“禁华”政策所影响。诗歌翻译主张“三美论”，韵律是诗歌创作的重要因素之一，
韵律的转译应当被重视。本文梳理约有7种唐诗印尼语译本之后，发现周福源译文尤其重视“音美”部分。
本文根据译文的用韵情况与印尼古代诗歌类型进行对照，将周福源译文分为五种类型。然而，受到语言差
异的影响，多数诗作经过翻译后，在词语数量方面难以呈现形式上的一致，仅有少数情况或巧合原因达到

词数相同，如《十五夜望月寄杜郎中》原文与译文均有7个字（汉）、7个词（印尼），此现象或许为周
氏无法满足押同韵情况之下，对字数采取了一定的“补救”措施。最后，为了提高中印尼韵文作品翻译的
水平，本文提出了从宏观及微观层面的相关建议。
【关键词】唐诗、韵律、印尼语译本、比较

字本位理念之华语文教育生态系统教学效能分析
陈信助  台湾中国文化大学
张胜昔  中国华东师范大学

【摘要】本研究依据差异化教学与适性化教学理论探讨华语文教学生态系统中「字本位 理念」的教学效
能的重要性。透过台湾某大学华语文中心的初级华语文课程进行实验研 究。本研究采用开放式行动研究
法，辅以文献资料分析法、经验总结法和调查访谈法。研究过程包括「计画-实施-观察-反思」四大环节，
首先依据学习者背景之差异与需求， 适度安排（调适）总体教学方案及课程；再透过华语文「听、说、读、
写」并重的「综 合教学法」推进新的班级经营，以字本位理念及教育生态系统为基础重新设计和安排课 程；
然后依据学习者对课堂教学环节的感知进行反思与检讨，进行行动研究。研究结将提供对外华语文教学与
研究参考使用。
【关键词】差异化教学、适性化教学、字本位、教育生态系统、综合教学法

六何法的教学局限及其对策
龚成 王娟 郑文佩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六何法”能帮助学生快速找出文章的主要信息，经常被用在阅读教学中。很多教师在写作教学
中也常使用六何法指导学生构思，列出写作大纲。六何法在阅读教学中的优点较为明显，但在写作教学中，
却有其教学方面的局限。因为使用六何法进行选材，其实只是对选材信息进行罗列的手段，它是选材的结
果，而并不是选材的方法。至于如何确定“六何”中的诸多信息，为什么是此信息而不是彼信息，正是学
生特别需要得到辅导和训练的地方。而这个思维的过程，较少在课堂教学中得到显性训练。本文以写人和
写事的记叙文为例，通过思维过程的角度分析六何法在写作选材上的局限和不足，并尝试提出相应的解决
办法，帮助学生利用六何法进行最优选材。
【关键词】六何法、写作教学、教学局限、对策

法汉翻译中的名动词类转换
成萌 法国索邦大学

【摘要】词类转换是 J.-P.Vinay 和 J.Darbelnet (1958) 在《法语与英语文体学对比》中，通过对法英
文本的比较分析，提出的翻译主要手段之一：“ 在不改变信息含义的前提下，一种词类替换另一种词类
的过程。”由于法语与汉语在词汇和语法功能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在翻译实践中，译者往往采用该手段使
翻译变得更精准地道。该研究将基于对法国文学作品《红与黑》原文与三个中文译本的对比而进行词类转
换的相关分析。本文中我们将主要介绍在法汉翻译中出现的法语名词转换为汉语动词的现象。比如，法语
中紧随时间介词的动作名词常转换为汉语动词；又如，法语时间名词后的动作名词或情感名词可转换为汉
语动词，等等。通过对比，我们将发现汉语更习惯于用动词来表达时间含义。
【关键词】 词类转换、 法汉翻译、名词、动词。

中韩小说的机器翻译与人工翻译对比—以中国当代代表作家余华的作品为例
崔贤植 上海商学院

【摘要】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飞跃发展，神经机器翻译取得了巨大进展。机器翻译能否取代人工翻译？机
器翻译能否翻译小说？以上议题已成为翻译学界的热门话题。本文以中国当代先锋派代表作家余华作品的
韩译实例，选用中韩两国具有代表性的机器翻译引擎百度翻译和Papago，从文化负载词、长难句、超
句翻译单位等层面对比分析机器翻译和人工翻译，探讨机器翻译存在的问题以及前景展望。
【关键词】机器翻译、人工翻译、中译韩、小说

基于语料库的对外汉语同义词辨析—以“一定”和 “肯定”为例
崔香兰·朴兴洙  韩国外国语大学
 
【摘要】本文希望通过语料库的实证研究，探索出同义词“一定”和“肯定”的异同点和搭配对象的互补
性，以更好地理解并使用。 一般的同义词辨析大都通过字典等工具，依靠直觉经验和内省的方式。虽然

字典具有权威性，但仅仅依靠字典来辨析同义词存在许多不足之处。大型语料库以及先进的检索工具以其
特有的优势为同义词辨析提供了新的方法。本文基于先进的北京语言大学大数据与语言教育研究所的
BCC语料库，采用定量和定性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以同义词“一定”和“肯定”为例，分别从语域
分布、类联接、搭配特征及语义韵方面进行了同义词辨析的实证研究。 综上所诉，本文立足于对外汉语
教学视角，旨在探讨如何帮助学习者更加直观、有效的辨析近义词“一定”和“肯定”。尽管在内容上还
有许多不足之处，但仍然希望可以为汉语同义词教学提供一个可参考的依据。 
【关键词】 同义词、对外汉语教学、语料库、词语搭配、类联接

《岳麓书院藏秦简（伍）》部分字词研读
高婷婷  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

【摘要】《岳麓书院藏秦简（伍）》包含秦代大量律令档案材料，内容丰富，史料价值 高。本文提出五
则字词释读、断句意见，如简 131-132“劾”如字读、“失道” 当指偏离目的地、“回留”应断读开；
里耶秦简 8-777 号简当断读作“从人论、 报、择（释）免归致书具此中。”“简 163“私属免婢”当断
读开；简 199“率” 有劝勉之意；简 225“均”读为“徇”，巡视之意等。以期进一步疏通文义，为 学
界后续利用该文本提供便利。 
【关键词】岳麓秦简、字词释读、断句

语法训诂浅议：基于三个平面的“新描写”
高扬 浙江财经大学

【摘要】利用语法进行训诂实践最为关键的一步，是对疑难词句进行细致的结构描写。传统结构主义成熟
的描写方法的确解决了大量的问题，但是古代汉语，尤其是上古汉语作为一种综合性倾向的语言，存在大
量同形异构、一种形式表示多种功能、多种结构表示一种功能的现象，传统成分分析的方法在描写时还是
显得捉襟见肘。想要精准的描写就必须高度重视语言学理论工具，将不冲突的理论加以融合，将解释与描
写加以统一。因此我们的主张是：语法训诂应该基于古代汉语综合性的倾向，充分利用语言学理论，以考
察分布为核心，剥离语言外证据，根据需要在语法、语义、语用三个平面展开研究，在描写中加深解释，
在解释中深化描写，从而对待考词句的显性和隐性结构都做出最细致的描写，进而考察句例分布，求得达
诂。如在语法层面，除了关注最表层的成分组合外，也应该注意到，长期被忽略的汉语韵律，实质上就具
有形态的功能，利用这一形态，可以很好地解释一些传统结构语言学无法解释的问题，进而对结构做出精
细描写，解决争议。再如语义层面，上古汉语缺少形态变化，其他语法形式也比较隐蔽，位于深层的语义
层面研究涉及到语义特征、语义指向、义素分析、语义场等。如能充分利用，则可通过充分解释，对结构
做更准确的描写。而语用理论，可以帮助解决句与句之间的问题，适合处理一些重复、句读争议；而鉴于
语言普遍存在的语用诱发机制，这个层面的研究更是在描写时不能或缺的。
【关键词】语法、训诂、新描写主义、解释

皖北中原官话区淮北方言的疑问句
郭迪迪  郭辉  亳州学院中文

【摘要】“淮北”指安徽省北部的淮北市，辖相山、烈山、杜集三区和濉溪一县。按《中国语言地图集》
（2012）的分区，三区和濉溪分属中原官话徐淮片及商阜片。淮北方言疑问句有是非句、特指句、选择
问、反复问句四类。是非问是在陈述句末尾加上扬的语调“↗”表疑问。特指问常在句中用“啥子、咋的、
咋着、哪来”等代词作疑问点，要求对方就疑问点作出回答。选择句常用“是/ｖｐ还是ＶＰ”的选择格式作
疑问的焦点，句末常用语气词“昂”。文章主要描写分析了淮北方言的“可ＶＰ、ＶＰ不/没ＶＰ、ＶＰ
不(啵)/没有”三种形式的反复问句，并讨论了“ＫＶＰ、ＶＰ－neg、ＶＰ－neg－VP”的历史层次及
“可ＶＰ、还ＶＰ”的来源。
【关键词】皖北中原官话、淮北方言、疑问句

欧化影响下表范围限定的方位结构“NP抽象上”
郝锐  首都师范大学

【摘要】受欧化影响，早期现代汉语中表范围限定的方位结构“NP抽象上”集中大量出现。新中国成立
以来中期现代汉语中这一结构呈现新的发展态势。使用方面，表范围限定的“NP抽象上”成员有增有减、
有“潜”有“显”，但“增”和“显”是主流，既有量的增，也有类的显。语法功能方面，早期现代汉语
中“NP抽象上”可以充当状语、定语、补语，中期以来则发展出了“句首修饰语”的功能。具有人际功
能的“NP抽象上”成员正是从做句首修饰语的位置上进一步转变而来，且逐渐发展出全句评注、传信和
情态、衔接连贯以及焦点凸显等功能。

【关键词】欧化、NP抽象上、历时演变、表达功能

华语综艺节目对新加坡华族学生之影响的调查—以南洋理工大学为例
洪玮嬣  许润芳  南洋理工大学

【摘要】随着新媒体覆盖面的不断扩大和华语综艺质量的逐步提高，两岸三地和新马的华族年轻人对综艺
节目的关注度不断上升，由于没有语言壁垒、更新及时、内容有趣、种类丰富，新加坡华族青年大多对华
语综艺节目有所了解，部分学生更成为了资深观众。本文通过对本地华族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掌握其观
看华语综艺节目的频率、动机和偏好，两岸三地及本地华语最受欢迎节目的播放渠道、类型、主题、播放
平台和制作地点，华语综艺及相关对新加坡华族大学生华语使用水平、文化素养等方面产生的影响，了解
大学生在观看过程中感受到的文化、思维差异及对节目内容制作方向的期待，总结华语综艺对华族大学生
的影响及其走向华语中圈的可改进之处，为两岸三地及新加坡本土华语综艺节目发展方向提供参考，探讨
综艺节目等文化项目应用于汉语国际教育的可能性。
【关键词】汉语国际教育 综艺节目 华语 口语教学

短视频技术应用于听障初中生汉语教学的研究
洪臻颖  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 

【摘要】媒体技术极大地促进了短视频内容的发展与传播，短视频也成为了前者最常见的应用领域之一，
为身处不同行业的受众提供了信息输出和接收的渠道。而短视频的普及恰恰赋予了听障学生群体公平地接
受信息的机会。目前，以短视频为媒介，对听障学生进行汉语教学的研究仍有较大的发展空间。由于先天
或后天的身体缺陷和特殊的成长经历，听障学生常常会产生严重的自我封闭心态和对陌生环境的抵触心理，
又因与社会接触机会较少，自然地落于信息传输通道的末端。因此，只有将语言与技术二者有效地融合，听
障学生才能在汉语学习的道路上缩短与健全学生间的差距，且逐步实现“信息平权”。本文将以听障初中学
生的汉语学习过程为研究对象，依据认知语言学的相关理论，通过对听障学生的语言获得过程进行语境依赖
方面的研究，提出短视频应用软件参与其汉语习得的改进方案。
【关键词】听障学生、汉语教学、短视频 语境依赖

从康德的文学艺术理论看阅读在提高华文作为第二语言学习的学习兴趣中的作用
黄婉玉  林进展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新加坡以英语为通用语言，学生的华文学习缺乏足够的语言环境和学习动机。华文作为第二语言
的社会地位既定，其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不足的情况既定，仅依靠功利性动机注定无法引起学生学习华文
的足够动力，需要一个非功利性方法来提高学生学习华文的兴趣。康德在其美学理论中提出，由审美判断
所产生的愉悦是无功利性的、无任何利害关系的愉悦。审美活动是一种非功利性的、无利害关系的活动。
他认为阅读是最高级的审美活动，具有审美活动无功利、无利害关系的本质特点，是符合人的自由本质的
最高级的活动。由此看来，阅读是一种无功利性的活动，能够产生普遍的愉悦感受，可以用来提高学生学
习华文的兴趣。而若要阅读能够担当引起学生学习华文兴趣的重任，则需要让华文阅读回归阅读的审美本
质。
【关键词】第二语言学习、无功利性、阅读、学习兴趣

华文写作：微视频的运用策略再探
黄易亭  张水福  郭兰花   新加坡国家初级学院
张曦姗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中学低年级的学生在记叙文写作的内容上总是千篇一律，主题不够鲜明，详略不当，更严重的是
内容缺乏逻辑性，情节不合理。因此，研究团队希望通过微视频帮助学生“乐于用华文作书面表达，能感
受写作的乐趣，丰富写作内容”。微视频教学模式从观看微视频开始，过后通过提问，在科技平台上让学
生思考与分析，同侪间针对视频进行讨论，并和老师一起总结视频内容的主题、人物形象等技能，经过这
一系列的思考与讨论，教师才给出对应的作文题目。这项研究已在本院连续进行了两年（2020-2021），
今年我们以137名低年级学生为研究对象，再优化教学策略，希望持续为中学低年级写作教学提供一个简
易、操作性强的教学方法，以提升学生的写作能力，并加强学生写作的信心。
【关键词】华文写作、微视频、中学低年级
 

汉语二语者动名搭配习得研究
姜晓欣 北京语言大学

【摘要】本文将从研究内容、研究语料、研究结果三部分概述论文内容，具体如下。 一、研究内容 通过
动名搭配中名词宾语的语义类别、错误搭配的类型分布、不同母语背景 二语者动名搭配产出量三个维度
考察二语者与母语者、不同母语背景二语者（日 语、韩语、维吾尔语）HSK 作文中产出的动名搭配是否
存在差异。 二、研究语料 二语者语料我们选取了 2010 年 10 月 HSK 考试作文 90 篇，其中，韩国、日 本、
中国维吾尔族二语者作文各 30 篇。母语者语料是高三及其以上学历的汉语 母语者按照 HSK 作文考试要
求写的同题作文，共 30 篇。 三、研究结果 1、动名搭配中宾语对语义角色的优先选择关系是“受事>对
象>等同>致使> 结果”，二语者与母语者动宾语义类型选择顺序基本相同。 2、动词误用占偏误总数的一
半，是主要的偏误类型。 3、日本二语者与韩国二语者产出正确搭配的比率不存在显著性差异，产出 搭
配总量最多、错误搭配数量最少的是维吾尔族二语者。
【关键词】汉语二语者、书面语、动名搭配

汉语学习者常见的母语负迁移及教学对策
蒋一鸣  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

【摘要】以英语为母语的汉语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常常会受到母语的干扰，这种现象被称为“母语负迁
移”。因英语和汉语具有明显差异，以及学习者受母语思维的影响，“母语负迁移”现象在以英语为母语
的汉语学习者群体中屡屡发生，且有一定的规律性和同质性。研究母语负迁移有助于发现汉语学习的重难
点，指导教师更有针对性地开展汉语教学，从而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增强学生的动力和信心。过往文献
和本项研究显示，常见的母语负迁移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语音、词汇、句法、书写系统及文化背景。本
项研究将对以上五方面进行详细介绍和说明，并提供如下三点教学对策，以减轻母语负迁移对中文学习的
影响：归纳常见错误点并提供配套练习；营造“沉浸式”汉语学习环境；保持耐心并鼓励学生从错误中学
习。
【关键词】母语负迁移、汉语学习、教学对策

韩中后缀“X家”的语义研究 
金梅 ·朴兴洙   韩国外国语大学

【摘要】汉字和汉语最早在商末周初就被箕子传播到了‘朝鲜’， 汉语教学在韩半岛的历史源远流长。
作为汉字文化圈和儒家文化圈的国家，韩国对汉字、汉语和汉文化一直有较强的认同感。 韩国是大约从
公元600年开始，借用相当于汉语中高音的语音和文字。在韩语词语当中汉字词所占比例相当高， 虽然《
训民正音》（1446年）颁布之后， 韩国有了自己的文字， 汉字词的使用早己深入人心。韩语中的汉字词
大多保留唐宋时期的中古音韵， 书写上基本采用繁体字， 因此，韩国是最早接触和吸收汉字汉文化进行
汉语教育的国家。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不管是国家层面还是民间，韩国一直保持着汉语教育的传统。本
文研究的是汉语和韩语中共同使用的后缀“X家”（“X가”）的语义对比，特别是着眼于它的语义特性，
阐明意义差异为研究目的。韩中 “X家”的语义可分为同义，转移，变异的关系。笔者以类后缀“X家”
的语义特征、语用特征等方面来浅析“X家”词缀化产生的原因。韩中两国同处“汉字文化圈”之中，有
着密切的联系。第二语言的习得离不开牢固的第一语言基础。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研究已经成为一门独立的
学科，研究日益精深。各国的汉语学习者，在自身文化特点的影响下，对汉语语言的习得、难易把握、也
有着不同特点。其语言的共性及个性更有着不同于其他的特点，这为中韩语言研究提供了必要性，也为对
韩国的汉语学习者的研究提供了必要性。第一语言对第二语言的影响和干扰，所以常常会使第二语言的学
习者自觉不自觉地要以第一语言为标准来套用所学的语言，因此产生“对等”意识和偏误现象。希望中韩
共同使用的后缀“X家”的语义对比研究，对中韩之间跨语言跨文化研究的引玉之砖。
【关键词】 “X家”、类后缀、语义差异、韩国汉语学习者.

明末西班牙传教士菲律宾漳州闽南话教材古今韵母分合考辨 —以《汉语语法：漳州话语言艺术》（1620）
西班牙巴塞罗那图书馆善本为例
金美  中国厦门大学

【摘要】本文以在菲律宾马尼拉传教的西班牙道明会（又称“多明我会”）传教士撰写于1620年的教材
《汉语语法：漳州话语言艺术》（下文简称“漳州语艺”）西班牙巴塞罗那大学图书馆善本漳州闽南语为
例，对比考察今漳州话（下文简称“今漳州话”）与《广韵》音系韵母（每字所属韵摄开合等次及声调用
小字号标注于每字右下角），查考辨正明末菲律宾漳州闽南话与今闽南话韵母古今分合的历史音变遗存，
颇有启示意义． 
【关键词】 明末西班牙传教士、菲律宾漳州闽南话教材、古今韵母分合

跨语言视角下汉语结束义动词的语法化研究
景高娃  浙江外国语学院 

【摘要】本文采用共时和历时相结合的方法，对汉语结束义动词的语法化过程进行分析，并借鉴语义地图
的方法，描绘结束义动词的多功能性。事件连接功能的产生是结束义动词语法化非常重要的一环，符合类
型学结束义动词语法化的一般路径。在共时平面上，对方言中的结束义动词的关注还不足。“罢”在普通
话中已很少使用，但保留在豫北方言中，进一步虚化，并扩展出表达经历的用法。从跨方言或跨语言的角
度来看，汉语方言和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语言中的结束义动词有相似的从完结到经历的扩展路径。已见报
道的境外语言的结束义动词可以表达“以后”“已经”“完结”“接续”“过去”“完成体”等多种功能。
汉语结束义动词向完成体甚至经历体方向发展，体现了类型学的共性。
【关键词】结束义动词、多功能性、语法化、经历体

认知视域下韩国学生能性述补结构的习得研究
雷婷  中山大学 

【摘要】能性述补结构一般是指“V得/不C”结构，是汉语的一种特殊句法结构，该结构的使用条件相对
比较复杂，在韩语中没有完全相同的对应形式，因此韩国学生在使用该结构的时候常常出现各种偏误。传
统的“V得/不C”结构教学主要偏重于结构形式的描述，学习者虽然能记住能“V得/不C”的结构形式，
但是能准确理解把握并有意识地正确使用该结构的学习者却不多。本文尝试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对能性述
补结构“V得/不C”进行习得和认知研究，试图探索出能性述补结构“V得/不C”的认知加工机制，并以
此为依据帮助对外汉语教师找到更为科学有效的教学策略。
【关键词】能性述补结构、二语习得、认知研究、汉语教学

新马地区私会党的行业隐秘语
李国樑  新加坡独立民间文史研究员、民间文史顾问

【摘要】新马的华人帮会源自中国清朝的天地会，殖民地政府称之为secret society（私会党）。虽然一
些私会党员曾经回国反清，大体上私会党的本质已演变成通过武力争夺地盘，以新客与黄赌毒为主要营收
的社会罪案源头。19世纪末，新加坡私会党被令“解散”后，成立以洪门“廿一”为根基的“天地人神”
派系，行语亦趋向本土化，例如“平中”和“崩角”两大主流招纳新丁时都会“做大戏”和“布袋戏”，
急功好利的私会党老大则“去角”；私会党内部职位有426、415、49等，民间形容“08、24、369，敌
不过999（警方号码）”；一旦“风来了”最好马上把“白鱼”藏起来。此外，“开台”跑码头必须以《
五祖船》对诗，跟“水”相关的隐语甚至通俗化，成为民间方言惯用的俚语。 
【关键词】新加坡、天地会、私会党、行语

关于华文实时在线课堂互动技巧的思考
李静  范静哗博士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COVID-19的疫情导致许多青少年的学习场域从传统的同一物理空间的课堂转到虚拟空间的实时
在线课堂，实时在线教学的互动环境的改变也导致传统的师生互动条件发生了变化。当教师和学生分散在
各自的生活空间，在共享的虚拟学习空间中师生的互动与传统课堂相比，相对缺少非言语交流，这对学习
者的投入和注意保持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教师需要进行专门调整才能发挥在线教学的效果。本文从青少年
心理学的角度探讨注意力及其与在线学习的关系，进而分析在线课堂中的常见任务，并总结在线教学中的
一些互动技巧，目的在于通过形成良好师生关系、积极的学习氛围来加强课堂互动，为学习者赋能。文中
总结的互动技巧主要包括：1.激发学习动机的互动技巧，如提问、反馈、非言语交流等；2.教学过程策略
的互动技巧，如明确学习任务、设计话题以及任务导向教学等；3.差异化教学策略的互动技巧，如应用资
讯科技支持差异化教学、组织统筹课堂中的互动。
【关键词】在线课堂、非言语交流、青少年学习心理、在线互动

关于强调数量“就”的重音形式
李美京 韩国大邱大学
            
【摘要】本文主要以声学的方式针对既可强调数量多又可强调数量少的副词“就” 进行的研究。前人对
此研究已经很多如，在句法、语用、语义演变、语义指向、主观量等方面，但在韵律方面的研究却很少，
且几乎都靠语感来判断“就”是重读还是轻读。本文要对“就”的本体研究与韩汉对比研究同步进行，考
察在有无“就”的单量式结构中重音形式有何区别，还要看中国人和韩国人对“就”句子的音长和音高有
何不同。实验材料选择了《现代汉语八百词》，《现代汉语虚词词典》中的例句及自己调整的例句，一共
20个句子。实验对象为中国人3名，韩国人3名，各读三遍。分析对象一共为360（20*3*6=360）个句子，
57，600（20*160*3*6=57，600）个音节。本文要分析句中有无副词“就”的两种情况下，句中音长和
音高的不同。研究结果大体如下，第一，通过分析音长和音高来看，句中有无“就”时，重音位置有所不

同，没有“就”时，重音放在句末数量单位上，并且各音节的音长相差不大。强调少量时重音既可在“就”
上，也可在“就”后的数量单位上；强调大量时，重音放在“就”前。第二，韩国人不管副词“就”在哪
儿，一般都把重音放在数字上，有些人把它放在动词上。可见，韩国人对句中出现强调数量的副词“就”
的重音格式不太了解。第三，韩国人的每个音节音长区别不大，而重音的表现不太凸显。
【关键词】重音、 副词“就”、音长、音高

东南亚华语早期词汇发展变化研究
李权  北京师范大学

【摘要】本文以《叻报》《新国民日报》为研究对象，分别选取1917-1920（本文称之为“前期”）和
1930年前后（本文称之为“后期”）的等量本地新闻语料进行两点间的词汇比较，主要有以下两点变化：
第一，文言形式减少，白话形式增加。早期华语的语言风格可归纳为“文白相融”，即尚古的文言词和通
俗的白话词并存共用。对比前后期，文言形式有所减少，白话形式有所增加，体现出文言向白话的过渡特
点。第二，由不稳定趋于稳定。表现为如下语言事实：其一是同义形式的选择，如同素异序词，其二是异
形词的选择，包括自源和他源两类。它们均表现出前期词形丰富，且频次相近，后期出现了主要词形的变
化。以上几种变化主要受以下三种因素的影响：其一，早期国语的影响；其二，东南亚本土因素的影响；
其三，外语的影响。从“史”的角度来看，应该将共时和历时的研究思路相结合，多角度考察影响华语发
展变化的因素。
【关键词】东南亚华语、叻报、新国民日报、词汇

基于网络技术支持下韩国高校汉语教育现状
李秀彬 韩国仁荷大学/中国天津师范大学

【摘要】随着网络技术的普及，不受时空限制可以展开汉语教育。在疫情情况下，多数韩国高校采取了基
于网络技术支持下的远程汉语教育。本研究主要考察对象为20所韩国重点高校的汉语教育现状，主要考
察范围为韩国政府的官方文件、高校常用的LMS系统，K-MOOC平台、KOCW高校资源共享平台、高校
的OCW平台、高校官方网站进行了考察。考察得知，1）汉语与其他外语相比，韩国政府对汉语教育方
面的支持力度变化不大，可说明为韩国政府重视汉语教育。2）韩国高校利用LMS系统开展混合式学习以
及远程教育提高汉语课堂教学的绩效。3）通过K-MOOC管理实施策划可以看出，韩国政府重视基于网
络技术支持下的远程教育，以及远程教育有着一定的意义。本文进行了基于LMS系统支持下的汉语课堂教
学设计。LMS系统可以实现以学习者为中心的课堂教学，又可以减少教师的备课时间。基于LMS系统的汉
语课堂教学可以分为三大环节开展不同的教学活动。1）课前环节主要进行资源学习，比如：教师把教学
资源上传到LMS系统让学习者进行自学。2）课中环节可以点击远程会议（ZOOM与谷歌会议）开展远程
教育。3）课后环节利用LMS系统上的练习，考察学习者的掌握度。4)学生互动方面，LMS系统上教师创
建小组之后，不仅可以进行生生互动，还可以线上会议当中可以进行师生讨论。本文的研究工作可以为对
韩国汉语教育的信息化与汉语教学改革工作提供参考并借鉴。
【关键词】汉语教育 、系统

混合式学习模式运用于文学教学的设计与实践—以H2华文与文学小说教学为例
李志元  新加坡莱佛士书院（高中部）
张曦姗  南洋理工大学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随着数码科技的普及，课堂的教学形态及学生的学习方式也有了巨大的改变。混合式学习模式便
是其中一大教育趋势。学生在选读H2华文与文学这门课前，较少接触过文学作品，也缺乏深入分析文本
的能力。因此，如何带领学生深入分析课程中的所有作品，并教授学生分析文本的能力便成了一大教学难
点。本文试图以H2华文与文学课程下的小说教学为例，探究如何将混合式学习模式运用于文学教学上。
首先，本文将介绍研究背景与对象，并阐述新加坡混合式学习模式的概念和理论依据。接着说明运用混合
式学习模式于小说教学上的实践过程。最后，本文通过学生调查问卷、聚焦访谈及教师观察来检视教学设
计与实践的成效，再反思教学过程中所面对的挑战。
【关键词】混合式学习模式、H2华文与文学、小说教学

“年老”对新加坡华族年长病患意味着什么？—以医患门诊会话中的“年老”为例
林鼎勋   林尔嵘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摘要】在公共医院的门诊互动中，时而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一些年长患者会在话语中向医生标榜自己“
年老”的身份，如：“这么老了”、“我岁数有了”、“八十七岁了啦”等等。我们发现，这些以话语标
识自己或他人的“年老”身份不只是单纯的在传达信息。实际上，在不同的会话序列环境中，以话语标识

“年老”作为会话行为能达到不同的话语作用。以新加坡某一家医院的门诊语料为例，我们结合会话分析
（Conversation Analysis）方法与身份类属机制（Membership Categorization Device）的视角，
探讨“年老”这一身份类属在门诊互动中的作用。研究显示，一些华族年长患者会向医生标榜自己“年老”
的身份，以完成特定的话语行为，包括：一、合理化自己的病症；二、拒绝医生的医疗建议；三、辩解自
己身体功能的缺失。通过分析这些年长患者标识“年老”身份类属的互动序列及相关的会话行为，我们旨
在揭示新加坡华族年长患者对于“年老”这样一种身份标签的观念及认识，说明身份类属机制是如何搭建
起交互双方对话语的理解，也为医患沟通研究带来新的启发。
【关键词】会话分析、互动语言学、身份类属机制、年老

维吾尔语、西部裕固语颜色词文化内涵对比研究—以“黑”“白”为例
林雅琛   中央民族大学

【摘要】本文总结对比维吾尔语和西部裕固语“qɑrɑ/�ɑrɑ黑”“ɑq/ɑq白”的义项发现，两种语言“
黑色”既含褒义也含贬义，均有伟大、尊贵、有力、程度深、粗糙、无知、坏、反面的和孝服等义。但维
吾尔族接受了汉族“黑色”代表非法、秘密的认识。维吾尔族和西部裕固族都认为“白色”代表吉祥、善
良。西部裕固语“白色”可指所有奶制品和非宗教职业者，维吾尔族受到其他民族影响，借入了白色“落
后、反动”等贬义。并从社会生产实践、宗教信仰、风俗习惯三方面讨论“黑”“白”文化内涵的异同原
因。
【关键词】维吾尔语；西部裕固语；“黑”“白”颜色词；文化内涵对比

试论对外汉语教材中的拼音教学设计及拼音对教学的辅助作用—以《博雅汉语（第二版）》为例
刘迪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

【摘要】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开始学习汉语，各种对外汉语教材层出不穷。语音教学在语言学习初
期有着重要意义，对于汉语来说，拼音教学是发展其他语言技能的基础。教材是教学的依据，一些对外汉
语教材中对拼音教学的设计缺少科学性和系统性，并且没有较好的利用拼音辅助之后的技能教学。本文共
有五章，以《博雅汉语（第二版）》九册书为研究对象，分别从研究目的和意义、拼音教学设计、拼音练
习安排、拼音辅助其他语言技能教学、研究结论等方面展开论述。《博雅汉语（第二版）》总体而言在拼
音教学方面较为完善，但在发音方法教学和拼音练习方面仍可提升。本文详细分析了教材中拼音部分的优
劣利弊，希望能为其他对外汉语教材的编写完善提供思路，提高对外汉语教学的质量。
【关键词】对外汉语、拼音教学、教材设计

台湾“国语”新义新用的“杀”
刘吉力  长沙师范学院文学院  

【摘要】台湾“国语”的“杀”动形兼备，以动为主，辅以形容词用法。形容词“杀”主要有“狠/酷/低”
三个义项，各义项来源不同；历时考察“杀”，呈现由升到降的发展态势，义项由单到多再到以“低”义
为主，“杀”的发展演变有其内外部原因；对比其他多个华语社区，台湾“杀”与其形成有无之别的新生
差异。新义新用的“杀”充分体现了台湾“国语”的变异性及独特性，因此是研究其最新发展演变的典型
案例之一。
【关键词】台湾“国语”、“杀”、形容词、变异

更好地与文献对话：留学生学位论文转述结构考察与教学
刘锐  澳门大学

【摘要】学术写作中，引用是与已有研究建立联系、创建自身研究空间的重要方式（Swales， 1990）。
因此需要大量地使用诸如“某某发现/认为”、“在某某看来”这类转述结构。学术英语（EAP）研究表
明，二语学习者在掌握转述结构上存在相当的困难（Neff et al. 2003；陈建林，2011）。本研究旨在考
察汉语二语者的学位论文中转述结构的使用情况。本研究从CNKI硕士学位论文库中随机选取了13篇留学
生用汉语撰写的学位论文作为考察对象。由于引用通常集中地出现在文献综述部分，因此考察的重点放在
论文的“研究综述/研究现状/文献综述”部分。我们使用Liu & Wang（2019）的分类体系对转述结构进
行了标注。结果显示，留学生学位论文中使用最多的是过程性转述，其次是话语性转述，最少是发现性转
述、认知性转述。对比成熟写作者的论文（刘锐、黄启庆、王珊， 2021），留学生过度使用过程性转述，
而发现性转述、话语性转述的使用比例偏低。结合不同转述结构的功能来看，留学生在引用中主要关注的
是研究对象、方法，而对结论、成果、作者的观点缺乏足够的讨论和分析。此外还存在以下问题：转述语
的功能类型、种类单一；（2）转述语误用；（3）转述结构滥用，造成无意义的引用。针对这些情况，
本文提出应该对转述结构进行针对性训练，综合使用范文学习、结构控制训练、改写等练习方法，帮助二

语者理解和掌握多样化的转述手段，以提高汉语学术写作的水平。
【关键词】转述结构、学位论文、引用、学术汉语、学术写作

虚拟世界和元宇宙：汉语国际传播的应用现状和未来的可能性
卢文慧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研究生

【摘要】依托现代信息技术和互联网平台在线教育的不断发展，“互联网+”开展汉语教学受到汉语教师
与汉语学习者的共同重视，使汉语国际传播更多样化。虚拟世界是一种持久的在线计算机生成环境，在远
程物理位置的多个用户可为工作或学习进行实时交互。本文首先介绍了虚拟世界的历史发展和元宇宙的概
念。元宇宙是互联网的延伸，允许用户彼此之间以及周围的环境进行互动，包括虚拟现实（VR）和增强
现实（AR)。人工智能（AI）的使用现已成为汉语国际教育的现实。通过特别关注四个特性，虚拟世界或
元宇宙的集成网络在四个领域取得进展：沉浸式现实主义、访问和身份的普遍性、互操作性和可扩展性。
对于每个领域，当前状态和需要的发展，这些特性被认为是可行的多元核心组成部分。本文考虑虚拟空间
在当代汉语国际传播的应用现状，以及元宇宙新技术领域的影响。以当代汉语为对象，以多学科交叉为视
角，结合汉语国际传播的相关实践，虚拟世界利益相关者和开发人员之间未实现的协作，构成人类社会文
化互动的一个引人注目的领域。伴随新技术发展和教学理念变化，在虚拟世界和元宇宙视野下展望汉语国
际传播发展的新思路。
【关键词】元宇宙、虚拟世界、人工智能、汉语国际传播

东南亚华语量词历时发展调查与思考
卢月丽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摘要】本文以东南亚华语为对象，以“史”的眼光观察东南亚华语中量词的历时发展面貌，最终按照“
史”的范式形成比较完整的表述，试图从一些具体的方面展现东南亚华语发展演变的内容及过程。文中把
东南亚华语量词的发展归纳为以下三种模式：上扬式、下行式及曲折式。在对上述语言事实考察与梳理的
基础上，文中得出以下两点认识：其一，东南亚华语量词的发展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其发展不止一种模
式，而是三种交织在一起；其二，华语量词发展演变的原因既有方言、英语的影响，又有其作为祖语具有
保守性的制约。
【关键词】东南亚华语、量词、祖语、历时研究

浅谈国际汉语教学中的跨文化理解 ―以在日教学实践为例
路浩宇  日本关西学院   
陈碧强  中国山东曲阜师范大学

【摘要】笔者以自己在日本大学试行的两次以“友谊”和“孝道”为主题的汉语口语教学实践为例，通过
学习者对“友谊”和“孝道”为主题所作的口头发表，在提升口语表达能力的同时，引导学生了解中国的
文化与哲学思想。通过观察学习者对“友谊”和“孝道”话题的口语课的参与情况，我们发现日本学生对
友谊话题的兴趣更浓厚，对友谊的理解比孝道更深，对友谊价值的认同大于对孝道的认同。日本是原子化
社会，由于个人本位思想在日本的盛行，学生对于跟自己关联紧密的同时代事物表现出更大兴趣。孝道涉
及两代人或三代人之间的关系，复杂程度远大于友谊，故不太容易引起在“核心家庭”的时代背景下成长
起来的当代日本大学生的同情与理解。由此可见，任何一种观念都与它的历史和人文环境有关，是传统延
续和社会生活的产物。由于“孝”涉及到代际关系，日本学生对“孝”的认识相对浅薄，往往是泛泛而谈。
由此引出对教学目标的思考：一，国际汉语教学不应仅仅停留在“术”的层面，而应在锻炼学习者基础能
力的前提下，上升到对学习者的人文关怀与灵性启迪的大道上来。二，知识传授与文化交流是两个层面的
问题，知识传授是无条件性的，而文化之间的融合是有选择性的。国际汉语教学需要在尊重文化多样性的
前提下进行。
【关键词】国际汉语教学、友谊 孝道、人文关怀
  

怒苏语多义词的文化内涵
罗自群  中央民族大学

【摘要】怒苏语是生活在中国云南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福贡县的怒族怒苏支系说的一种语言，属于汉藏语系
藏缅语族彝语支。怒苏语词汇，按照义项来分，有单义词和多义词两类。本文重点从多义词这一方面来分
析怒苏语词汇所体现的文化内涵，通过与汉语、藏缅语族其他语言的比较，来说明怒苏语词汇文化内涵的
特点。文中所用的怒苏语词汇都是来自本人田野调查获取的第一手语料。一、怒苏语多义词的类型：如果
以汉语为参照点，怒苏语中存在一些多义词——一个怒苏语的词，可以有两个及以上的汉语词语和它相对
应。既然是多义词，语音相同，语义相关。根据词性，可以把怒苏语多义词分为两类：1、词性相同的，

2、词性不同的。（一）怒苏语词性相同的多义词  怒苏语词性相同的多义词比较常见的是名词、形容词
和动词。（二）怒苏语词性不同的多义词  怒苏语词性不同的多义词，比较常见的是一个多义词具有两种
不同的词性，当然，也有一部分多义词不止两种词性。二、怒苏语多义词的文化内涵：我们把怒苏语词性
相同的多义词看做是静态相关，而把词性不同的多义词看做动态相关。和汉语比，和汉族比，使用怒苏语
的怒苏人和汉族在认知上存在着诸多差异，汉语的表达显得更精细一些，而怒苏语则比较笼统一些。怒苏
语多义词的这种特点，充分体现了怒苏语的文化内涵。
【关键词】怒苏语 、多义词、文化内涵

汉语二语者书面产出词汇多样性的文本长度效应研究
马庆 北京语言大学

【摘要】词汇多样性是二语表达能力的重要标志，是计算机自动作文评分的重要采集变量，但是词汇多样
性测量指标与文本长度之间存在复杂的关系。本研究从2010年4月HSK写作考试的实测大数据中选取154
份语料，重点探究了汉语二语者书面产出词汇多样性与其文本长度的关系。结果发现：（1）词种数、
TTR、Root TTR 、Log TTR等8个测量指标可作为词汇多样性测量的有效参量，但通过相关分析结果可以
看出，当文本长度过短的时候，很难反映出词汇多样性与作文成绩之间的关系；（2）8个测量指标均存
在文本长度效应，其中MATTR受文本长度的影响较小；其余7个测量指标随着文本长度的变化整体呈现出
线性的变化趋势；（3）当文本长度在60至100词范围内时，除MATTR外，相同文本长度下的LD值均存在
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关键词】词汇多样性测量、文本长度、语言产出、作文自动评分

西南官话中古非晓组字混读的声学考察—以四川中江为例
饶冬梅   西华大学

【摘要】古非晓组字的混读在西南官话中较为常见[1][2]。西南四省（四川、云南、湖南、湖北）方言中
非晓组字的混读主要体现为八种类型（见表1）。本文以四川中江方言的古非晓组字今读作为深度调查对
象（前人调查结果为Type2类型[2][3]），选择10位年龄在55-65岁区间的发音人（男女各5），得到约
9000个语音材料，提取擦音中段20ms的谱重心CoG（Center of Gravity）和标准差SD(Standard 
Deviation)两个参数[4][5]，从声学和感知两个角度考察了四川湘语中非晓组字混读（merger）以及语
音性变读（phonetics variation）的原因[6][7]：非晓组字的混读，跟[f]/[xu]发音的相似性以及感知混
淆有关，和语言接触也有密切关系。四川湘语受强势方言（Type 1）及普通话影响，混读规律出现例外
之外的字有所增多，混读的条件也逐渐走向单一化。
【关键词】四川湘语、混读、语音变读、语言接触

河北方言的“去分阴阳”现象
桑宇红  白茹 河北师范大学 

【摘要】学界对河北地区保定、唐山、秦皇岛地区冀鲁官话保唐片轻声前去分阴阳的现象已有报道，较早
应是《昌黎方言志》（1960），后有李思敬（1995）对宁河方言，接着田静（2007）、刘克龙（2010）对
唐县，后又有郑莉（2014/2019）、白茹（2016）、曹庆改（2018）、李仕颖（2019）、尹凯（2020）等
分别报道了与保定毗邻的石家庄的深泽、无极、辛集及衡水部分地区安平、饶阳也存在“去分阴阳”的现
象。河北方言去分阴阳具体表现为：（1）在单字调层面可以区分阴阳去，如无极和深泽；（2）在连读层面
区分阴阳去；主要分布于保定地区的曲阳、定州、唐县三个县市；（3）仅在轻声前连读时区分阴阳去，
主要分布于保定及石家庄、衡水部分毗邻保定的地区。
【关键词】河北方言、去分阴阳、连调及轻声、保唐片

课例研究：放声思考在阅读教学中的策略与设计
盛丽春、韩爱玲、幸锦龙 、胡晓苏  四德女子中心
张曦姗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为了提高学生在阅读理解、感悟欣赏及延伸拓展方面的能力，本校研究团队通过放声思考阅读策
略(Think Aloud Strategy)进行有系统、有针对性的阅读教学。放声思考策略是将个人内在的无声思考，
用口语表达的方式，将心中所思考的内容说出来。老师能借此了解学生的思维过程并加以引导纠正。放声
思考方式是展示思考能力的有效方法，让思维可视化，同时也能训练学生的口语表达能力。本研究以79
名中二高华学生作为研究对象展开三轮的课例研究。本文首先从研究背景、研究对象和研究目的做一个整
体介绍；接着阐明理论依据和相关概念；再具体介绍整个研究的教学实践过程。研究结束后，通过调查问
卷、教师观察以及学生反馈进行分析，最后再反思教学过程中所面对的难题与挑战。

【关键词】课例研究、放声思考、阅读教学

“洪武赶散”与苏北江淮官话
石绍浪  北京语言大学

【摘要】“洪武赶散”是指明初苏南向苏北平原一次大规模移民，虽然正史没有确切记载，但在苏北民间
普遍流传。苏北江淮官话入声韵有一个较为独特的特征，曾梗摄一二等帮组字读圆唇后元音韵母，并与通
摄合并，其分布与“洪武赶散”的移民范围基本吻合。比较发现，苏北江淮官话的这个音变应是源于苏州
移民的影响。今苏北江淮官话入声韵类突破中古韵摄的格局，发生了简化，也可能是明初苏州方言在苏北
扩散的结果。余论认为，在分析江淮官话与吴语关系时，不能只局限于“同源”的角度，还应考虑明初苏
州苏州方言在苏北的扩散。
【关键词】“洪武赶散”、苏州方言、苏北方言、江淮官话、入声韵

德国语言学家加布伦兹及其《汉文经纬》研究
宋楠  德国国际合作署中德合作中心； 波恩东亚研究院chinnotopia中国论坛

【摘要】本论文第一章介绍了与乔治·加布伦兹有关的史实，包括十七到十九世纪西方汉学的兴起、独立
与发展、加布伦兹家族史和乔治·加布伦兹的汉学之路。 第二章到第四章将《汉文经纬》拆分为“汉语
基本面貌”、“分析系统”和“综合系统”研读与解析，完整展现加布伦兹的语法思想和其构建的古代汉
语语法体系。论文的第五章和第六章，分别探讨了加布伦兹在西方近代语言学历史上所起的作用，以及对
汉语语法思想史的影响、突破和超越。同时在论文结语部分，讨论了中外语言学界对于《汉文经纬》一书
不甚明晰的几个问题。
【关键词】加布伦兹  《汉文经纬》

华文作为第二语言新闻听读教学的文献综述
孙晓颖   张丽妹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新闻听读教学在华文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中更是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本文回顾和介绍了
2001-2021年二十年间华文作为第二语言新闻教学的相关研究，文献主要来源于中国知网 (CNKI) 和Web 
of Science等数据库。本研究的文献综述主要围绕四个研究问题：第一，华文作为第二语言新闻听读教
学的目标有哪些？第二，华文作为第二语言新闻听读教学的原则是什么？第三，华文作为第二语言新闻听
读教学的难点有哪些？第四，华文作为第二语言新闻听读教学的教学策略和方法有哪些？最后，本文结合
新的时代背景提出了华文作为第二语言新闻听读教学的优化建议。本研究的成果和发现对华文作为第二语
言新闻听读教学具有良好的指导意义，同时也为华文第二语言新闻听读教学法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和指引。
【关键词】华文作为第二语言、新闻听读教学、教学目标和原则、教学难点、教学方法 

乙圩壮语多功能语素te∶ŋ1

覃薇  中央民族大学 

【摘要】本文对乙圩村壮语“遭受”义语素“te∶ŋ1”进行全面的调查描写，并刻画出“遭受”义语素
“te∶ŋ1”功能的整体面貌。对“遭受”义语素部分语法功能的语法化过程进行探讨，归纳出其语法化的
路径和机制，为学界了解乙圩壮语“遭受”义语素功能的语法面貌和特征提供新的材料。乙圩壮语的“遭
受”义语素“te∶ŋ1”呈现出多功能性，具备了十三种功能：①“触碰”义动词；②“对、中、合”义动
词；③“遭受”义动词；④“需要、用”义动词；⑤被动标记；⑥“对”义形容词；⑦“致使”义动词；
⑧情态助动词；⑨结果补语；⑩程度/状态补语；⑪“到、轮到”义动词；⑫副词；⑬假设连词。其中，
本文调查到了“遭受”义语素“te∶ŋ1”以往没有被调查描写到的功能为：①程度/状态补语；②“到、
轮到”义动词；③副词；④假设连词。
【关键词】乙圩村、壮语、“遭受”义

祁东湘语多功能词“落”的语义演变与主观化
谭丽亚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西南林业大学外国语学院
陈海宏  云南民族大学民族文化学院

【摘要】湖南祁东湘语多功能词“落”的用法比较特殊，其语义演变属于通过增加新义而产生的多义模式，
它的多个义项在语义上有一定的关联，或直接关联，如“落”作实义动词时的多种语义；或间接关联，如
前加准词缀型小称标记“落”可能是由实义动词“落”的“降生”、“遗留在后面”等义隐喻而来的。“

落”在祁东湘语中还可以重叠，在语义和语用表达上带有一定的感情色彩，可表达说话者对命题的多种主
观态度。祁东湘语“落”语义演变的认知机制主要有类推（隐喻与之相关)、重新分析（转喻与之相关）和
主观化（褒化、贬化与之相关)等等。
【关键词】祁东湘语、“落”、多功能、语义演变、主观化

论析新加坡华人华语及身份认同的变迁
谭国勇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身份认同的建构在国家及其国家层面下的政治、经济及社会发展上有着深远的影响。它可以使人
认可该国家在政治经济及社会层面上的立场及政策，也可以让人民在某种程度上产生了归属感。教育是建
构身份认同的其中一环。据王赓武教授与陈庆文教授所示，新加坡华人身份认同，是最没有代表性，后者
则认为身份认同是有目的性地建构出来的。由此说明了新加坡华人身份认同正等待人们来填补。也正是如
此，新加坡政府通过不同媒介，包括教育政策等手段来灌输和建构自身倾向的华族身份认同，即倾向于文
化上的认同。本文尝试通过1979年讲华语运动及新加坡教育部历来的教育改革报告书，来了解其倾向和
期许。1979年讲华语运动，主要目的是要整合新加坡华族各方言群体。当时，新加坡华人社会有多达12
个华人方言群体，拥有一个共同的语言：华语，促进他们之间的沟通，减少之间的纷争，团结一致。这有
利于营造及实施双语教育政策的大环境，从中促进经济发展。然而，时间的推移，讲英语家庭的增加，使
得讲华语运动有了新的使命，即提升人们对华文的认识。新加坡教育部在报告书中所倡导的文化认识，倾
向于应对华族内部压力和需要。这回应了陈庆文认为华人身份认同是人造的说法。与此同时，随着华人移
民的移入，他们所带来的文化是否再次在原有身份认同上融合或产生分歧，则是未知数。这将会直接或间
接影响新加坡华文华语以及教育发展的走向。
【关键词】新加坡、华人华语、身份认同、教育

新加坡高中文学教学提问策略的探讨— QUILT框架下的教学设计与实践
唐佑彬   潘旭    李俊贤    郝德奕 淡马锡初级学院
张曦姗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在华文文学课堂上，设计优质问题能引导学生进行品读和鉴赏。因此，本研究以主修H2CLL的
61名学生为研究对象，探讨基于QUILT提问框架激发学生学习兴趣与提升学生思维能力的课堂教学模式。
本文首先介绍研究的背景、对象及方法，阐述基于QUILT提问框架的教学理念与理论依据；接着以现代小
说、诗歌、戏剧以及文言文为例，介绍如何基于QUILT的提问框架设计不同类型的问题的提问策略；本文
也根据学生的课堂反应，探讨了QUILT提问框架下不同文学作品教学的几种提问策略和问题设计类型，在
体现以学习者为中心、加强师生互动和凝聚同侪间学习力量等方面的成效。本论文最后将通过前后测的数
据对比分析、学生反馈、教师观察和学生产出检视教学设计的实施成效。
【关键词】文学教学 、提问策略、 QUILT框架、教学设计

楚辞“羌”字句与湘西凤凰方言ʧʰɑ13字句 比较研究
田晓黎  中央民族大学

【摘要】楚辞里的“羌” ，自东汉王逸注释后的1800多年来 ，众多研究者引经据典， 却始终没有确解。
《楚辞》的“羌”字是否有田野遗存？在湖南湘西凤凰方言中存在极具特 色的ʧʰɑ13 1字句。本文从凤凰
方言ʧʰɑ13字句的田野记音开始，逐条分析，总结规律，再与《楚 辞》16 处“羌”字句进行对比研究，
结果显现，凤凰方言ʧʰɑ13字句基本传承着《楚辞》“羌” 字句的语义。 
【关键词】《楚辞》  羌

国际中文学习软件的大型网络游戏化
汪歆玥  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   

【摘要】汉语学习时间长的特点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二语学习者的热情，而当下飞速发展的大型网络游戏新
颖有趣，常令人沉迷。修坝不如引流，把学生们对汉文化和网络游戏的双重兴趣融入到汉语学习的全过程，
将有助于培养学习者持续性的学习兴趣。本研究分析了当下常用汉语学习软件中的游戏模式，结合现有网
络游戏的汉元素部分，提出了将汉语学习软件大型网络游戏化的具体设想。持续化：脱胎于传统的孤立小
游戏，将累计的学习成果作为升级模式，合理地穿插各类支线任务。系统化：学习者通过注册账号建立个
人学习档案，学习任务既包括集体学习，也包括多种自学形式。针对性：以学习者的需求为导向，提供相
应的实用汉语知识。灵活性：及时更新，高度重视用户反馈。允许教师使用游戏程序和知识库，以方便与
线下教学配合使用。
【关键词 】汉语国际教育、学习软件、网络游戏、学习兴趣

“ 打（타）”字的韩国汉字音形成过程考察
王 浩  四川轻化工大学人文学院  

【摘要】“打”字，在《广韵》中有两个读音，都是阳声韵，一个是梗摄、梗韵，开口二等，上声，端母
“德冷切”；另一个是梗摄、迥韵，开口四等，上声，端母“都挺切”。但是在韩国汉字音中，“打”字
读阴声韵타[t�ɑ]。本文从历史语言学和语言接触的角度出发，认为中世韩汉音（15-16世纪）中存在的
타[t�ɑ]和뎍[tiək]这两种读音，其形成主要是中国的影响，由“德冷切”和“都挺切”两种读法，平行
发展而来，“德冷切”变成了“都瓦切”直接影响了타读音的形成；“都挺切”本来是阳声韵，在传入韩
国以后，其阳声韵尾[ŋ]变成了入声韵[k]，实现了“阳入对转”，从而形成了뎍的读音。近代以后，随着
日语词向韩语的大量涌入，“打”字的日语唐音だ[da]与韩汉音中타读 音的高度相似性，使得타读音在
与뎍读音的竞争中，取得了最终的胜利。

汉语方言亲属称谓中的音变
王红娟  山东师范大学  

【摘要】亲属称谓是方言词汇中重要的一类，我们在考察方言间的词汇差异时，亲属称谓往往是重要的参
照项，如《汉语方言地图集 词汇卷》共有203条词汇图，其中涉及亲属谓的就有“爷爷、奶奶、外祖父”
等14条。在对汉语各方言中的亲属称谓进行梳理时发现，汉语方言的亲属称谓中普遍存在音变现象。比
如，山西运城的“弟”，单字音为“ti33”，但在“兄弟”一词中读音变为“thi33”。本文的音变的含
义是指：1.某个字或某类字在称谓词中的读音与其他情况中的读音不同。2.某个字或某类字在称谓词中的
读音于古今演变规律不合。本文讨论的方言亲属称谓中的音变类型主要有以下三种：个别音变、系统音变、
别义音变。
【关键词】汉语方言、 亲属称谓、 音变

乡村振兴背景下民族地区发挥语言经济效能路径的再探讨—基于西藏自治区林芝市M县的个案研究
王娟  陕西师范大学

【摘要】语言能力是重要的人力资本，语言经济效能是语言的重要社会效能，语言扶贫工作作为中国贫困
治理体系的有机构成，在国家脱贫攻坚的重要阶段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
后，民族地区的语言文字工作在扶持对象、政策范围和顶层设计方面也相应需要作出一定的调整。本文试
图在乡村振兴背景下进一步探讨如何继续发挥语言经济效能的路径。
【关键词】乡村振兴、语言扶贫、民族地区

四川方言的音系特征和两个历史层次
王倩  周及徐  四川师范大学

【摘要】 以往的四川方言研究认为，现代四川方言皆为明清时期的“湖广填四川”所带来。我们在近十
年的时间里，在四川作了广泛的方言田野调查。根据实地调查材料，我们提出新的观点：在四川省的岷江、
嘉陵江流域分布着两种不同的官话方言：嘉陵江流域分布着以成都话为代表的以“入归阳平”为特征的西
南官话方言，这是明清湖广移民带来的；岷江流域分布着以大邑话、宜宾话为代表的有独立的入声调的官
话方言，这是明代以前的四川本地方言的后裔。二者分属不同的方言层次而共存于今天的四川。本文以
2019年出版的《岷江流域方音字汇——“20世纪四川方音大系”之一》中语音材料为据，借助实验语音
学方法对成都话与大邑话、宜宾话作音系整理、以Praat软件绘制其声学元音图、声调曲线图，分析其在
音系上的规律性语音差别，说明今天的四川方言不仅具有以成都话为代表的湖广话语音类型，还有更为古
老的另一方言层次——这个音系今天仍具有入声独立、果摄一等字读为-u、麻三精见组读-i、模韵字读为-o
等语音特征。这些语音特征与成都话的湖广话语音类型有明显的差别，独立于成渝片西南官话而存在。 因
此，现代四川方言分为本地和外来两个层次：本地层次叫“南路话”，外来层次叫“湖广话”。
【关键词】四川方言、岷江流域、成都话、大邑话、宜宾话、方言音系

保定方言两字组连读变调及其若干问题
王帅臣  华北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 

在对河北省保定市下辖的24个县市区进行方言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展开本文的分析。首先描写清苑区的
两字组前字连读变调情况，以便对保定核心区域的变调情况有所了解。其次，介绍保定方言中的阴平变调、
阳平变调、上声变调、去声变调的地理分布、调值表现、调类分布等基本情况。再次，重点讨论上声变调
和去声变调。上声变调后的调值情况有一定序列性：一种是前字变调后与本声调系统的阴平接近或合流；

一种是前字变调后与本声调系统的阳平接近或合流。上声变调既有类型学上的原因，也有历史因素在起作
用。去声变调有一类和轻声有关。

西宁方言持续体标记“着”
魏萌  中央民族大学

【摘要】汉语西宁方言的体标记“着”主要表达持续体的语法意义。除单独使用，方言中“着”常与起始
体标记“上”、完成体标记“下/了”等其他体标记叠用。由此，西宁方言的持续体标记“着”多构成
“V着V”、“V着C”或“V着＋从句”三种结构。西宁方言持续体标记“着”常与起始体标记“上”、
完成体标记“下/了”等叠用，且均处于其他体标记之后，即动词后第二位置。叠用中，“着”仍表达持
续体的语法意义，其语义与前一体标记层层套叠，具有一定顺承关系。如与起始体标记“上”叠用时，“
上”的语义指向前面的谓语动词，构成“V＋上”结构；“着”的语义则指向“V＋上”这一整体，表达
动作行为开始并将进一步持续的状态，“着”具有一定未完整体范畴义。“V＋上＋着”结构还可续接其
他动词或补语成分，构成“V＋上＋着＋V”结构。此外，西宁方言持续体标记“着”常以“V＋着＋C”
形式用于述补结构谓语句中。其中，C可为程度、情态、结果、数量等多种类型补语，形式上可由单个形
容词或副词、数量或偏正短语及主谓结构充当。语义层面，“V着＋C”由“V着”与C两个时间过程构
成，C主要由“V着”引发或伴随，即两个过程包含一定的逻辑因果关系，这种关系可以是显性的也可以
隐性的。除构成“V着V”、“V着C”和“V着＋从句”结构外，持续体标记“着”还可用于西宁方言的
存现句和“的字结构”中，其用法具有一定独特性。
【关键词】西宁方言、着、持续体标记

“口”的比较词义探索
吴宝安  湖北大学文学院 

【摘要】“口”这一概念在汉语中主要有“口、嘴”两个词，根据它在汉语、汉语方言以及其他语言中的
用法，我们整理出了12组与“口”有关的共同引申，这些共同引申都可以通过“转喻”和“隐喻”来解
释。 基于转喻的共同引申有7条，如： 与言语功能相关，“口”引申出“说话、话语”义。与饮食功能
相关，“口”引申出“口味”“人口”义。与临近部位相关，“口”引申出“脸、鼻、咽”“口部饰物”
义。基于隐喻的共同引申有5条，如：与形状、位置都相似，“口”引申出“容器等器物通外面的地方”
和“出入的通道”义。与形状相似，“口”引申出“（山谷、水道等）大的豁口”“突出的部分；尖儿”。
这12组共同的词义引申在汉语、汉语方言以及英语、俄语、西班牙语、日语、泰语、印度尼西亚语、壮
语等语言中都以共词的方式出现，因此，我们可以将其看作是“口”在语言中的共同演变模式。
【关键词】“口”  比较词义 、共同演变

新加坡中学华文快捷课程后进生
语文学习的挑战和独立学习能力的培养
吴宝发  张曦姗  周淑君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后进生学习一直是教育工作者关注的课题，新加坡教师也不例外。后进生学习问题复杂，包括语
文基础薄弱；个人学习态度不良；缺乏独立与迁移的学习能力；课堂教与学方法不当等。本文立足于本地
一所中学的校本研究，借助文献研究法、问卷调查法与观察法，对中二快捷班24位后进生的学习特点进
行梳理，由此作出为期六个月对3个单元的教学调整的尝试，旨在分析后进生在课堂中语文学习的挑战以
及探索他们独立学习能力的培养。本研究对2021年新教材篇章里的语文技能做一次系统性的梳理，在课
堂阅读理解教学时，强调对文章理解的元认知策略之字义层次、逻辑层次、概念层次的教学，调动学生的
元认知，以弥补学生因语文基础薄弱带来的教与学问题。
【关键词】华文快捷课程 、后进生、中学新教材、元认知

中韩跨国婚姻家庭双语学习和使用状况及问题研究
吴思敏  闽南师范大学

【摘要】近年来，中韩跨国婚姻家庭日益增多。据统计，来自中国的在韩结婚移民总数在2019年已接近
20万人。中韩跨国婚姻家庭既有别于传统华侨家庭，又有别于普通韩国家庭，在语言文化上具有特殊性。
本研究以在韩中韩跨国婚姻家庭为研究对象，对其双语学习和使用状况展开调研，并针对其问题提出解决
方案。研究分三部分进行：第一部分利用文献分析法整理并分析韩国政府对多文化家庭的政策及多文化家
庭支援中心的相关资料。第二部分利用问卷法、访谈法与参与观察法对中韩跨国婚姻家庭进行相关数据采
集，并对数据进行定量与定性分析，多维度考察多种因子对语言的影响以及因子之间的相互作用及其与内
部、外部环境的交互关系，全面把握中韩跨国婚姻家庭双语学习和使用的特点及问题。第三部分综合考虑

调研结果，针对中韩跨国婚姻家庭双语学习和使用的问题和需求，从内部（中韩跨国婚姻家庭自身）和外
部（社会机构与教育部门）提出解决方案。本研究不仅可为中韩跨国婚姻家庭双语教育提供理论基础和实
践方案，还为以其为对象的双语教材及教学资源提供理论依据，为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跨国婚姻家庭双语教
育研究提供参考。
【关键词】中韩跨国婚姻家庭、双语教育、调研、解决方案

实践与反思：国际中文教学与信息通讯技术之运用
夏雪  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

【摘要】随着教育技术的发展，如何善用信息通讯技术（ICT）来服务于教学，实现以“学生为中心”的
教学实践，成为当今教育研究的热点。在国际中文教学领域，我们也面临着如何有效地将ICT运用于课堂
教学和学生学习的问题。本文即以此为出发点，在现代教育理论的基础上，以新加坡国际学校的非汉语母
语学生为研究对象，结合IB华文课程中的一个主题单元，从课件设计及课堂教学反馈等方面对ICT在国际
中文教育中的实践情况进行探索性研究，总结ICT辅助中文教学的几个原则：包括设计ICT要以学生学习
需求为核心，ICT的课堂使用应避免“喧宾夺主”，并反思教师在ICT运用中的作用，以期对新技术下的
国际中文教学发展提供参考。
【关键词】 ICT、 国际中文、课件设计、课堂实践

The Brief Analysis of Japanese Culture's Absorp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ulture
Hui Xu   Maca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bstract: Cultural exchanges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have a history of nearly 2,000 years. The fine tradi-
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ulture have exerted great influence on almost every aspect of Japanese 
life, such as architecture, clothing and so on. At the same time, Japanese culture has made a series of 
cultural innovations and developments according to its own national conditions while absorbing Chinese 
culture for reference. Starting with the reasons why Japan absorbed Chinese culture and analyzing the 
exchanges between Japan and China from 1972 to 2011, this paper analyzes and concludes that the similar 
cultural background of the two countries is the basic reason for Japan to better learn from Chinese culture. 
Finally, this paper expounds and analyzes Japan's absorp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ulture from 
three aspects: religion, ideology and diet. It is concluded that Japanese culture originated from Chinese 
culture, and before the Tang Dynasty, Chinese culture had the greatest influence on Japanese culture; after 
the Tang Dynasty， Japan began to have a real culture, but it was still influenced by Chinese culture.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and improvement of its own culture, it finally formed its own unique style. 
Key Words: Japanese culture; Chinese culture; Absorb; 

港式中文词汇与普通话的隐性差异
徐涵韬  北京师范大学

【摘要】“隐性差异”的概念及思想适用于全球华语对比研究，文章立足于此，讨论港式中文词汇与普通
话的隐性差异，首先以量词“枚”、动词“怀疑”以及名词“论调”为例，分析其在概念义、语法义、色
彩义等方面的表现；然后举例说明了隐性差异的三种存在形式，即有无之别、大小之别和程度之别，并指
出三者之间联系密切，不能孤立讨论；最后，文章认为未来研究应增强对华语隐性差异的考察分析，拓展
隐性差异的研究内容、语体范围及比较对象。
【关键词】隐性差异、词汇、港式中文、普通话

基本核心词词义的跨语言表现与特点—以61种语言为例
许可  冉启斌 南开大学

【摘要】本文建立了61种语言60个基本核心词词义数据库，从跨语言角度对其进行了细致考察。数据库
中共有义项约11440个，平均每词义项略超3个，最多达21个。平均义项数方面，动词最多，形容词其次，
名词、否定副词随后，数词、代词最少。义项数可能受词与外部世界的关联性、在词汇系统中的基本性以
及概念本身模糊性的影响。对词义引申深度赋值后，看到动词、形容词、名词的词义引申能力分较高，各
词的平均义项数与该分排名不一致。语言、词类对义项数量、引申能力分影响显著。通过网络图谱对词义
进行聚类分析和可视化分析后，基本核心词被分为10类，词类对聚类有影响。动、名、上形成较大词团。
名词[±指人][±身体部位]，形容词[±积极/消极]等特征会使词类内部形成关系更紧密的小类。图谱中，
hand连接动词和身体部位名词；head连接身体部位名词和指人类名词；man连接指人名词与褒义形容
词；one连接指人名词和数词；die、sleep等词连接动词和形容词等。

【关键词】基本核心词、词义引申、数据库、】可视化

冰墩墩的启示：中华文化符号海外传播的机遇与挑战
许琳皎  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

【摘要】北京2022年冬奥会吉祥物“冰墩墩”在国内外社交平台的爆红引起各界讨论。作为一种文化符
号，“冰墩墩”兼具多重内涵，承载着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功能。“冰墩墩”成为“顶流”，不仅
展现了中华文化强大的感召力，也为中华文化符号的海外传播提供了新思考。本研究基于符号学理论，从
视觉和语言两个维度分析符号传播的特点，挖掘“冰墩墩热”的深层原因，并从中得出中华文化符号海外
传播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基于此，笔者从符号传播的原则、内容和方式三方面提出了建议，即：调整传播
心态，着眼他者视角；加强内容设计，挖掘文化内涵；充分利用互联网媒介，引发情感共鸣。以期为中华
文化符号的海外传播提供借鉴，丰富中国文化传播领域的研究成果。
【关键词】中华文化符号、海外传播、文化传播、冰墩墩

韩国国民教育体系中汉语教育的发展与创新
许培新  山东大学

【摘要】本论文结合中韩两国历代交流的传统以及现代社会发展的趋势，在追溯韩国汉语教育发展历程的
基础上，重点考察自中韩建交以来韩国汉语教育的发展脉络，重点梳理并分析韩国国民教育体系中，大、
中小学不同层次汉语教育的发展情况以及出现的问题，总结韩国国民教育体系中汉语教育的主要特点；当
今国际大变局和新态势下，汉语教育发展面临着新情况、新问题，韩国国民教育体系中的汉语教育和学习
也在发生变化。因此基于教育理念升级、教学思路转型与教学模式创新，提出了加强韩国大、中小学汉语
教育的实践性、针对性，以及韩国汉语教育内涵式发展多元化路径的对策和建议。 
【关键词】韩国汉语教育、国民教育体系、内涵式发展

 
13—19世纪朝鲜半岛汉语教学对当代汉语国际教育的启示
许润芳  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

【摘要】朝鲜半岛有悠久的汉语学习历史，从以汉字为本、重视书面语学习到文言并重、对政治商务风俗
文化等不同领域进行全面了解，其汉语学习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汉学界人才辈出，促进了对中国制度、文
化的内化吸收及其本民族政治经济文化的进步。其中，国家层面的空前重视、语言政策的有力支持是不能
忽略的因素。目前流传的朝鲜半岛汉语教科书集中于13-19世纪，恰是两国政局革新、关系进一步密切的
时期，此类教材是今日研究两国历史上人文交往、不同时期汉语口语面貌、汉语教学法种类及影响、汉语
国际教育在半岛发展历程的宝鉴，本文以该时期《老乞大》《朴通事》《学清》等代表性汉语口语教材为
主要研究对象，结合韵书、字书及辞书类汉语书面语教材、《朝天录》《燕行录》与《朝鲜王朝实录》等
官方历史记载为佐证，共时对比同时期中国韵书。探讨官学、私学、司译院、承文院、译学院、质正官等
部门和职务发挥的历史作用，总结该时期朝鲜半岛汉语教学的优点和不足，力求为当代汉语国际教育汉语
人才培养、汉语教材编写、汉语教学法选择和语言政策制定提供一定的参考意义。
【关键词】朝鲜半岛、汉语国际教育、教学法、语言政策

语言赋能：乡村振兴多模态话语战略构建
杨城  浙江大学 

【摘要】语言是促进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乡村振兴中的每一步都离不开语言的力量。研究中首先依托多
模态话语分析综合框架，对余杭、桐庐、淳安三个乡村振兴示范地区的宣传片视频进行分析，总结其文化
、语境、内容、表达四个层面的多模态体现。其次依托质化分析的扎根理论方法，构建语言赋能乡村振兴
的战略模型，在组织、社会、个体三个层面探索赋能方向。最后，基于话语分析和战略模型提出未来语言
赋能乡村振兴的提升路径。研究发现，三个地区的多模态话语具有典型的区域特色，语言赋能乡村振兴需
要凝聚自上而下的多方力量，而国际化视角、内容的精准筹划、赋能视角的联动共振则是未来乡村振兴话
语努力的方向。
【关键词】乡村振兴、语言赋能、多模态、话语分析、战略模型

A Study on the Chinese Classroom of Foreign Students in the Epidemic Period Based on the Inter-
active Perspective
Haifeng Yang1,Daqian He2, Zhuoda Yang3

1. Center for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Wuh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Wuhan， 

2.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Wuh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Wuhan，
3. School of Chinese Studies and Cultural Exchange,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Abstract: Interaction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s affecting the result of online Chinese class teaching. 
By utilizing the method of questionnaire analysis, error analysis and document analysis， this paper selected 
200 international students from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Cultural Exchange of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of Wuh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of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as samples for investigation, including 94 undergraduates, 60 master 
students and 46 doctoral students. Among them, namely 86 in primary stage, 64 in intermediate stage and 
50 in advanced stage based on their HSK marks. The majority are from Asia (45%) and Europe (25%), the 
rest are from Africa (15%), America (10%) and Oceania (5%). This paper finds that the existing interactive 
methods of them include online conference platform, course live-streaming platform and video live-streaming 
platform. 
When using these platforms, we find there are some advantages of them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remote 
Chinese learning: They are convenient for students to preview and review before and after class, and they are 
helpful for the sharing of Chinese learning resources. However, we also find that there are some disadvantag-
es in teacher-student interaction and student-student interaction on these platforms, such as the lack of learn-
ing atmosphere (58% participants agreed) and the unwillingness of turning on the camera and micro-
phone(76% participants agreed). We think the factors causing these problems mainly include external and 
internal factors of teaching. The external factors include the factors of network connection, time difference, 
studying platform and studying resource allocation. The internal factor of Chinese teachers is that they are not 
adapted to the new way of online teaching, which makes them unable to carry out innovative design of class-
room interaction, and still choose the traditional teaching method (66% participants agreed). The internal 
factor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on the one hand, they lack online learning experience, so it is difficult to cope 
with some new challenges in teaching interaction practice. On the other hand, international students must 
overcome certain psychological factors in the interaction process of online Chinese classroom, among which 
anxiety and avoidance are the most prominent (80% participants agreed).
In conclusion, Chinese teachers can improve the interactive effect of online teaching through rational use of 
learning platform, effective allocation of learning resources and innovation of class interaction mode. Before 
teaching, teachers should inform students in advance of the selection of learning platform, registration, login, 
using process and a series of related matters. During the teaching process, teachers can allocate a certain 
proportion of class hours to organize interactive courses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s, such as group presenta-
tion, personal performance and seminar. After class, teachers can design and release questionnaires and 
use the background data statistics and other functions of the learning platform to analyze the frequency and 
quality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participation in interaction. Also, international students should actively adjust 
their learning psychology and improve their learning methods as well. In this way, they can get rid of negative 
psychological factors such as anxiety and avoidance, and focus on classroom interaction and knowledge 
itself, and finally achieve better learning results. Ultimately, teachers and students will collaborate to explore 
a course interaction path, adapting to the new mode of online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in the post-pan-
demic era. The research on this issue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enrich the theories of linguistics, psychology 
and pedagogy related to Teaching Chinese to Speakers of Other Languages. Also it can improve the teach-
ing efficiency of teachers and enhance the sense of gaining knowledge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Keywords: Interaction; Online Chinese Classroom; Chinese Teaching

国际华文推广的重要部分：志愿者项目的国别性/区域性分析—以缅甸为例
杨念  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

【摘要】2004年“国际中文教师志愿者项目”经中国教育部批准实施。直至疫情前，全球大约有7000名
志愿者在全球一百多个国家进行中文教学，其中大约3000名志愿者在东南亚各国任教，成为东南亚华文
教育重要力量。缅甸志愿者项目于 2009 年开始实施，至今已经有十年有余，到疫情前每年有一百多名志
愿者在缅甸各个城市甚至乡镇进行中文教学工作。十多年来，志愿者项目对缅甸华文教育发挥着重要作用：
为缅甸华文教育贡献了新的力量，弥补了缅甸华文师资的不足，促进了缅甸中文教育的合法化进程等。然
而，该项目也存在着一些问题，本人通过实地了解以及问卷的方式，深入分析了志愿者项目在缅甸的实施
情况，并针对性地提出几点建议，促进该项目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国际中文教师志愿者、华文教育、缅甸志愿者项目、参考

基于SLS平台的E晨读差异教学模式探索— 新加坡崇文中学的实践经验
叶语銮    徐小红   吴玉凡  新加坡崇文中学

【摘要】为了营造书香校园，培养学生的阅读兴趣和提高阅读水平，我校研究团队借助SLS平台，以110
名中三学生为研究对象，在全校进行E晨读研究计划。E晨读依据差异教学理论，照顾学生的个体差异，
所选篇章分年级、分主题、分文体，并结合各单元技能训练，设计不同程度、风格的晨读活动。学生借助
个人数码学习工具，选读纯文字或拼音版的、带声音和可查字典的篇章，通过SLS自测，在阅读护照上完
成任务。此外，高准备度的学生还可阅读更有挑战性的文章，并完成相应的挑战任务。研究结束后，团队
通过定量与定性研究检测学习成果。初步结果显示，基于SLS平台的E晨读差异教学模式，在一定程度上
激发了学生的阅读兴趣，也促进了教师的专业发展。
【关键词】SLS平台、E晨读、差异教学

Nasal Codas Merger in Chinese dialects: Modified Contrastive Specification and Sisterhood Merger 
Hypothesis
Jihye Yun  Asia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 Madison

Abstract：Chinese linguists have long debated about the directionality of nasal coda merger in Chinese 
dialects since the 1970’s. Some believe that the merging process is unidirectional (anterior to posterior) ,but 
others assert that alveolarization of nasal codas (-m>-n and -ŋ>-n) is the major trajectory. Previous studies 
failed to make a reasonable prediction about the further direction of the merger in addition to a lack of 
phonology-based analysis. This research analyzes the merging process on basis of Contrastive Hierarchy 
(CH) and Sisterhood Merger Hypothesis (SMH). The two theoretical frames make us draw two types of 
contrastive hierarchies: [Dorsal]>[Labial]，[Coronal]>[Labial]. That is，the merger between the alveolar 
and the velar nasal codas will occur after the completion of the merger between the labial and alveolar ones. 
Alternatively， the alveolarization of the velar nasal coda will happen after the completion of the merger 
between the labial and velar ones because the structure merger takes place on sister node of contrastive 
hierarchy. In conclusion， the final phase of the nasal coda merger will be the alveolarization of the velar 
nasal coda. The data of Chinese dialects and markedness theory both buttress the conclusion.

Keywords: Nasal codas，Chinese dialects，contrastive hierarchy，sisterhood merger

《易经》归纳、演绎思维在母语教学中的课堂实践和应用
庾潍诚  新加坡伟源中学

【摘要】作者根据自己长期研究《易经》的经验，提出和认为：《易经》作为中华古代的文化典籍，归纳
和演绎思维是它的最重要核心思想之一。同时，作者结合了自己多年的新加坡课堂教学实践，发现：《易
经》的归纳、演绎思维可以有效实践应用在现代的母语教学当中。归纳，是引导学生化繁为简，迅速掌握
教师布置的课堂指令或內容；演绎，则是学生有效应用课堂所学知识进行复述和重构。本文列举具体的课
堂实践应用例子，就是：(一)课堂的指令语言“ABCD”；（二）思维图的教学应用；(二)作文教学实践
的“DEEPAI”（细节描写）自创理论。作者最终观点认为，《易经》思想可以古为今用，实践应用到课
堂母语教学，从而达到提升学生的母语学习效果。
【关键词】易经、归纳、演绎、教学实践应用

中国古代建筑文化的汉字演绎
袁忠  中国华南理工大学

【摘要】中国古代建筑文化的丰富思想很多都凝结在一个个的汉字中。在汉字的构形、本义、转义、暗喻
等不同的运用中，存在着古人有关建筑活动、建筑形象、建筑心理等蕴含，很多汉字就是一个空间概念、
一个居住范畴。古人对中国古代建筑的感知的原初意识首先凝固在古汉字中，古代建筑的最初“文本”可
求诸古汉字，作为象形文字的古汉字与作为现实空间的古建有着天然而内在的通贯性。本文通过考察汉字
的字符构形及作为词或词素的单个汉字所展示出的建筑文化意象，探究作为表形文字、表意文字的古汉字
在其构形、组词、使用、书写等多方面体现的古代建筑文化意义。
【关键词】汉字、中国文化、古代建筑

GRR教学模式的实践与反思——以新加坡H2华文与文学新诗教学为例
张建立   张建平  新加坡国家初级学院    
张曦姗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2021年新加坡H2华文与文学新课程引进课外文学作品赏析的部分，与旧课程标准相比，这对学
生是具挑战性的变革。为应对该挑战，我院以新诗为切入点，设计了从指定文本到课外文学作品的教学实
践配套。该实践以“新加坡课堂教学实践要领”(STP)为指导，依据探究式学习（IBL）理论，采取“教、
扶、放、收”四个阶段的“渐进释放责任直接教学模式”（GRR），旨在逐步培养学生独立鉴赏文学作
品的能力。实践证实，这一教学策略增强了学生的信心和赏析能力；同时，也发现了一些有待进一步充实
和深入探索的空间。本论文将阐述该实践所采用的教学理论、教学策略、教学流程、教学成效及反思。
【关键词】  GRR教学模式、H2华文与文学、新诗教学    

“V走”和“V去”互换性的多重对应分析
张进凯  中国兴义民族师范学院 文学与传媒学院

【摘要】  本文在“原型—样例连续统”理论指导下，通过基于用法的多重分析方法探讨表征“位移运动
事件”的“V走”和“V去”的变异性和互换性。研究发现：“V走”主要表征位移方向不明确、没有位
移目的地的位移运动事件；“V去”主要表征位移方向明确、位移目的地可预测的位移运动事件，因此
“V走”和“V去”处于位移运动事件“原型—样例连续统”的不同位置，“V去”较“V走”更接近位移
运动事件的原型。“V走”和“V去”在表征位移运动事件原型特征和典型样例时不存在概念重合，在表
征位移运动事件非典型样例时，在概念变量特征的交互作用下表现出概念重合。
【关键词】多重对应分析  位移运动事件  概念变量  互换性  变异性

书面语言复杂度对华语二语者写作质量的影响研究
张漫莉  北京语言大学  

【摘要】本研究基于韩国学生的HSK写作测试语料，采用若干典型指标，对华语二语者的书面语言复杂度
与写作成绩之间的关系进行了量化分析，考察了词汇及句法复杂度指标对学生写作质量的影响。研究结果
表明：词汇复杂度和句法复杂度指标与学生的写作质量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Guiraud指标、虚词
使用比率、连词使用比率、复杂词使用比率、话题链数量、话题链分句数、零形成分数量和T单位数量等
指标对写作质量具有较强的解释及预测效度。
【关键词】语言复杂度、汉语二语、写作质量
  

基于树库的汉语二语写作句法复杂度研究
张婉莹  北京语言大学

【摘要】句法复杂度（Syntactic Complexity，简称SC）在评价二语者语言水平、语言动态发展及写作
质量中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吴继峰，2018）。已有的研究侧重于SC对日语、韩语等母语者的汉语写作
评估的有效性问题，研究结论未必适合少数民族母语背景的汉语二语书面语评价。基于此，本研究以参加 
HSK（高等）考试的维吾尔族考生的作文语料为研究对象，基于自建的汉语二语句法标注语料库，从粗粒
度和细粒度两方面指标体系入手进行以下四个方面的研究：（1）通过预处理构建小型依存句法树库（
Dependency Grammar Treebank），作为句法复杂度研究基础；（2）通过小句切分和搭配抽取研
究粗粒度指标和细粒度指标的分布特征；（3）针对不同写作水平的被试SC指标进行对比研究；（4）基
于典型SC指标体系探讨二语写作水平动态发展特点。研究发现，基于T单位等粗粒度句法复杂度指标在区
分学生写作水平和预测写作成绩方面的解释力较弱，而基于短语层面的细粒度句法复杂度指标能够有效区
分写作水平和预测写作成绩。
【关键词】树库、 二语、语法

阅读与抒情文写作教学的有机结合—以华侨中学（高中部）语文特选课程为例
张薇  王健仲  华侨中学（高中部）

【摘要】抒情文写作一直是学生的弱点，也是教师的教学难点。由于没有经过有系统的抒情文写作训练，
高中生很容易将抒情文、记叙文或议论文混为一谈，对抒情文的写作手法更是一知半解。再加上学生缺少
生活历练，要让他们短时间内掌握抒情文写作手法，并进行创作，无疑难度极大。有鉴于此，我们决定在
现有的教学内容上融入抒情文写作教学，尝试结合REAP的阅读理论与教学实践，将阅读与抒情文写作教

学有机结合，以39位高一H2华文与文学的学生为对象，引导他们建构抒情文概念，了解并掌握抒情方式
与写作手法，从而进行写作实践。最终，通过调查问卷、课堂观察和学生作品，梳理和分析了阅读与抒情
文写作相互融合的方法及其有效性。
【关键词】抒情文写作、阅读教学、REAP阅读方法、语文特选课程

地名中的关中方言
张文丽  陕西学前师范学院文学院

【摘要】关中方言，曾经作为汉民族共同语基础方言，对周边地区方言、其他地区方言和民族共同语产生
过重要影响。地名是人们用以区别个体地物的语言符号，而作为纪录地名的语言符号包含形、音、义三个
部分。关中方言区的地名，尤其是地名用字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关中方言的特点。本文从关中方言
区中的代表性地区——西安入手，整理分析其地名，得出如下结论：1.声母 （1）古全浊声母清化，平声
送气，仄声归并关中方言中存在差异，西安归不送气，例如“中官亭/中官厅”、“安居巷/钱局巷”。
（2）古知系开口字按照等分化，知系二等、庄组、章组止摄字与精组合流，读ts、tsh、s，例如“三里
村/山李村”。（3）古泥、来二母在洪音前混用，尤其是在洪音鼻音前，泥母混入来母，读l，例如“新
农田/兴隆庄”。2.韵母 （1）前后鼻音混用，关中方言后鼻音为ŋ，前鼻音丢掉鼻尾n，主要元音鼻音化
。由于在当地人听感上二者具有相似性，表现在地名中前后鼻音字混用。例如“上游巷/三友巷”。（2
）遇摄合口一等端系字，元音复音化，读ou，与流摄合并。例如“双楼寺/双路寺/双芦寺”。（3）果摄
开口字一等字与果摄合口字合并，例如“贺韶村/火烧村”。通过分析发现西安地名用字的流变反映了关
中方言的特点及其变化，具有强烈的方言特色，深入研究地名可以挖掘背后隐含的历史文化内涵，提升文
化软实力；可以为地名用字、拼写管理提供理论支撑，推动新时代的语言文字工作。
【关键词】关中方言、西安地名、文化

从外交新词语看中国外交动向—以2010-2020年度《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媒体新词语表为例
张星霞  韩国汉阳大学

【摘要】本研究基于2010-2020年度《中国语言生活报告》媒体新词语表中的外交新词语，运用数据分析
法，从其分类、使用频次和年度分布三个方面考察中国近十年以来的外交动向，为读者勾勒出中国外交全
貌，以期让读者更好地了解当前中国的外交形势，并为中国未来的外交实践提供一定的智力支持。本研究
认为，按照领域划分，这些新词语所涉及的外交领域包括总体外交、经济外交、政治外交、军事外交、文
化外交、科技外交和医疗外交等七大领域；根据性质，这些新词语所涉及的外交类型又可分为方针类、方
式类、事件类、成果类、组织/平台类、场所类、色彩类和人物类等八大类型。它们较为真实、客观地反
映了中国近十年以来的外交动向。
【关键词】外交新词语、中国外交动向、《中国语言生活报告》、分类、使用频次、年度分布

华语文汉字学习策略个案研究-以印尼华语文学习者为例
张胜昔　中国华东师范大学国际汉语文化学院
陈信助　台湾中国文化大学教育系

【摘要】对外华语文之汉字习得一直困扰着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与学。若华语文教学伊始就“重听说而
轻汉字”，不仅将形成中高级以上的学习阻力，更达不到语言习得可持续发展的教学效果。本研究针对一
名中高级程度印尼华语学习者的“初级汉字习得历程”进行了个案分析，围绕汉字习得心理认知、脑神经
机制、仲介汉字等理论，剖析形声字之习写、读音、识义三方面的“中介状态”，深度探讨了形声字之“
形义-音”的习得联结难度，说明汉字作为第二书写系统的学习策略，以及具逻辑性有系统的字本位教学
在华语文习得中的重要性。期许研究结果可提供日后相关教学与研究参考使用。
【关键词】字本位理念、汉字心理认知、中介汉字、可持续性发展、个案分析

“错位的称呼”—当代汉语社交称谓语的变异与泛化
张雪  澳门科技大学 

【摘要】汉语中的社交称谓语是汉文化特征的缩影，亦是对中国社会现状的即时反映(Chao1956， 
Gu1990， Wang2003)。无论是对于语言学本体研究，还是对于语言与社会的互动关系研究，该议题都
具有新鲜价值(Brown&Ford1961， Ervin-Tripp1972， Zhang2021)。本文基于真实语料收集与分析，
针对当代汉语中四个新兴社交面称语(social vocative)的使用原则、表意功能、交际效果等维度进行了
深入讨论（分别为：“（小）哥哥/姐姐”、“老师”、“同学”、“家人们”）。研究发现，当代汉语
社交面称词有如下特征：（1）原有亲属称谓用法深入泛化（例如“（小）哥哥/姐姐”）；（2）职业称
谓用法深入泛化（如“老师”）；（3）“错位”称谓语兴起（如“同学”）；（4）网络称谓语变异性

强（如“家人们”）。当代汉语社交称谓语处于全面深入的泛化与变异中，其成因、过程、程度等，都与
语言发展和社会变迁密切相关。
【关键词】称谓语、社交面称、语言泛化、语言变异

“给我+VP”的主观处置功能
章天明  日本小樽商科大学

【摘要】本文主要讨论“给我+VP”结构表主观处置的语义来源，以及“给我+VP”结构 主观处置功能
实现的机制。 第一，“给我+VP”有两种不同的语义特征。表示“请求”的“给我+VP”中的 “给我”
等同于“为我”或“替我”；而表示“命令”义时，“给我”不等于“为、 替、向”等等，“给我”只
表语法意义。 第二，“给我+VP”的主语只能是第二人称代词，或指人称谓词语，或者是 VP 的受事。
VP 应当具有 [+自主]、[+动作]和[-褒义]的语义特征。 第三，通过“给”字句处置义来源的再分析，以及
与“给 X+VP”句式的对比， 分析得出“给我+VP”句式具有主观处置义。 第四，“给我+VP”中“给
我”的语法化成分的性质，以及第一人称代词的介 入，使“给我+VP”的主观性得到实现。
 【关键词】语义关联、结构关联、受益和受损、主观处置

多元智能理论与对外汉语阅读教学研究—以《零食》为例
赵畅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

【摘要】阅读过程包含着反应读者认知过程的丰富材料，是学习者汉语能力高低的重要体现。虽然近些年
汉语阅读教学的研究层出不穷，但是汉语阅读课堂仍存在着学生学习被动的情况，因此其教学策略还有待
进一步的研究。经过对教学理论的研究，多元智能理论从心理学角度研究了人的智力潜能是多元的，而阅
读教学不仅要教授学生语言文字知识和阅读规律，还要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因此， 我们认为， 对
外汉语阅读教学要想达到最佳的效果， 就必须从多元智能理论出发。本文主要结合《零食》一课从智能
理论下的每一个智能元素分析适合的教学策略和具体实践情况，最后经过反思提出多元智能指导下的阅读
课的教学原则，希望能够为阅读教学者提供一定的参考性建议。
【关键词】对外汉语阅读教学、多元智能理论、教学策略

中韩二语教学高阶教材对比与分析
赵莉  南京大学
赵学玲  Seogwipo-si, Jeju-do, Korea

【摘要】本文选取中韩两国用于本国语言国际教育的代表性教材《博雅汉语》（2018-2020）和《首尔大
学韩国语》（2012-2015），就两种教材高级阶段部分在文化主题选择、体裁内容以及训练模式上的异同
加以比较。认为两种教材在结构上都以文化主题来分类编排，并与训练模式紧密结合，但两种教材呈现出
的差异也十分明显。两者之间的差异固然可归因于两国国情、语言、文化特点的不同，但文化视角和文化
意识的不同是最根本的原因。考虑认知规律和文化视角，选择恰当且丰富的文化内容，不仅能够更好地实
现与国际学生的共情和跨文化交际的目的，通过与语言功能的紧密结合，也能够使语言训练获得更好的效
果。
【关键词】二语教学、高阶教材、对比、分析

社会语言学视角下女性群体通称的使用情况分析
郑皓月  中央民族大学

【摘要】称谓是人类社会中体现特定的人在特定的人际关系中关于身份角色的称呼，称谓词语与社会发展
联系非常紧密，在新中国的发展历程中，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乃至与国际社会的关系都将对称谓
词的使用产生影响，并在历时语料库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迹。在语言生活中，女性群体通称使用情况的
相关统计既反映了语言生活的变化又反映了中国妇女的发展状况，本文主要从社会语言学视角出发，观察
女性群体通称的使用情况。分别从历时角度和共时角度出发，分析五四运动以来“女性群体通称”使用情
况的历时变化，分析不同语体下女性群体通称的使用变化，发现人们对女性群体通称“妇女”“女性”“
女人”“女子”语义特征的不同认识影响了人们在不同场合下对女性群体通称的理解和选用。
【关键词】社会语言学、女性、称谓、语义

反义词“前”“后”的平衡与不平衡研究
周欣然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

【摘要】反义词作为一种常见的语言现象在人们的生活中被普遍使用。一般而言，反义词总是成对出现，

形成平衡状态，即一个词与另一个词形式对称但意义相反。然而以“前”、“后”为例，作为现代汉语中
使用频率较高的一对典型反义词，却很少有人在使用时能注意到其背后隐藏的不平衡现象。本文第一、第
二部分均从义项、构词、所构词、使用频率这四个方面展开，分别探析反义词“前”“后”平衡与不平衡
的具体表现，说明两者在平衡中存在着不平衡。接着又从认知、语义、语用、文化四个角度阐述原因，正
是由于“后”的被认知时间更早、语义范畴更大、受语言经济原则影响更多以及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内涵更
丰富，才使其能够拥有更广的使用范畴和更高的使用频率，也因此造成了反义词“前”“后”的不平衡现
象。
【关键词】前、后、平衡、不平衡

整合训诂方法论新探
周雁飞  新加坡新跃社科大学

【摘要】陆宗达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提倡“训诂方法的科学化” 。本文运用肯·威尔伯的”整合理
论”，采用其“四象限五要素”的框架结构梳理审视传统的训诂理论和方法。首先论述了训诂原理与整合
理论的内在关系，在此基础上将训诂学的适用范围与整合理论相结合，阐释其与传统训诂方法之间的深层
关联模式，及其有效性、前瞻性，进而使整合训诂方法不仅具有理性的解析，而且富于实践的可操作性。
本文是实践训诂学与西方阐释学（英语：hermeneutics）接轨的一次尝试，旨在为训诂方法论的现代转
化提供新的激荡和借鉴。
【关键词】训诂学、解释学、整合理论、四象限五要素

普通话句末语气词的句法性质
宗晓哲  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院

【摘要】本文探讨了句末语气词“啊、吧、吗、呢”的句法特征，认为它们超出了狭义的句法范畴，在话
语中具有表达功能和人际交际的价值。首先，从通过与语气副词、标句词“说”的位置对比，可以看出语
气词句法位置很高，独立于所在句子，属于语用层面。从语用角度来看，句末语气词具有明显的程序意义。
“啊”要求听话者参与到会话中，促进话论继续，是“互动标记”。“吧”在句中通过降低话语确信度，
缓和交际双方关系，是“礼貌标记”。“吗”要求话语权发生变化，促使听话者对所提问题进行进一步的
解释，是“问询标记”。“呢”在话语中起到凸显说话者所表达的语义关系的功能，使得话语与语境之间
存在一定的语义联系，是“焦点凸显标记”。
【关键词】句末语气词、话语标记、句法-语用接口

现代汉语周遍性主语中周遍义的形成原因
左思民  高丽大学中文系 /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  

【摘要】本文探讨了现代汉语六种周遍性主语中周遍义的形成原因。结论如下：在任指疑问类周遍性主语
句如“谁都认识”中，主语的周遍义是经由疑问代词的任指用法而获得的“全域义”。在含数词“一”的
周遍性主语句如“她一点道理也不懂”中，主语的周遍义依托梯级义经语用推理而得，并且只允许从否定
极小量达到否定全量的推理。在列举类周遍性主语句如“老王粤菜也吃过，川菜也吃过，鲁菜也吃过，浙
菜也吃过，中国八大菜系的菜都吃过”中，主语的周遍义并非列举的产物，而由最末的总括分句直接表达。
在物量词重叠类周遍性主语句如“家家都用上了煤气炉”中，主语的周遍义源于物量词重叠式所具的“每
一”意义。在含“全部”等词的周遍性主语句如“全部（都）得参加会议”中，以及含“每”等词的周遍
性主语句如“每个人（都）很认真”中，主语所含的周遍义由充当句子主语的词语直接表达。
【关键词】周遍性主语、任指、语义、语用义

【摘要】怒苏语是生活在中国云南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福贡县的怒族怒苏支系说的一种语言，属于汉藏语系
藏缅语族彝语支。怒苏语词汇，按照义项来分，有单义词和多义词两类。本文重点从多义词这一方面来分
析怒苏语词汇所体现的文化内涵，通过与汉语、藏缅语族其他语言的比较，来说明怒苏语词汇文化内涵的
特点。文中所用的怒苏语词汇都是来自本人田野调查获取的第一手语料。一、怒苏语多义词的类型：如果
以汉语为参照点，怒苏语中存在一些多义词——一个怒苏语的词，可以有两个及以上的汉语词语和它相对
应。既然是多义词，语音相同，语义相关。根据词性，可以把怒苏语多义词分为两类：1、词性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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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论文摘要

试析因果连词“因而”“从而”“故而”
安美璇  北京师范大学

【摘要】“因而”“从而”与“故而”是表示因果关系的一组连词。经考察发现，三个词的生成方式均属
于跨层结构的词汇化，源头可以追溯到先秦文献语言。古代汉语句法结构模式的弱化和消失是促成三者词
汇化的重要动因，因此立足于古代汉语，结合词素“从”“因”“故”的词义及特点，考察并解释连词“
因而”“从而”“故而”在现代汉语中存在的使用差异，可以得到三者的区别特征。具体表现为：“因而
”强调因果之间的联系，依据前者推测出后者，后者可以是有所依据的推论；“从而”强调两个事件的发
生存在先后顺序，表达因果关系时，需要首先在语境上满足因果逻辑，通常更强调结果；“故而”所连接
的“原因”与“结果”均是已经发生的既定事实或客观存在的现实情况及惯例，通常更强调引出结果，但
也关注对原因的追溯。
【关键词】因果连词、词义特点、区别特征

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口语流利性评价指标效度研究
鲍杰 北京语言大学
 
【摘要】口语流利性是衡量二语学习者口语水平的重要标准，然而学界对于是否有必要从多个维度对其展
开评价尚没有明确的回答。研究以78份韩国汉语学习者的HSK口语测试录音为研究对象，以专家评分作为
参照，从时间、表达、语言（包括句法、词汇、语音）三个维度选取24项指标作为评价依据，来考察各
项指标对考生口语流利水平评价的效度。研究结果表明（1）所选取的指标中，与口语流利成绩相关的指
标共13项，可以解释口语流利成绩74.4%的方差；（2）在13项指标中，有5项时间维度指标、2项表达维
度指标和5项语言维度指标（句法指标1项、词汇指标4项）能够区分考生的口语流利水平。以上结果说明
在对汉语学习者的口语流利性进行评价时，有必要提取多维度特征。
【关键词】口语流利性、评价维度、指标效度、韩国汉语学习者

潮汕方言陈述语气词“哗（还）”的用法及其语法化
陈楷森  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摘要】在潮汕方言中，“哗[hũã33]”是表示确认某个事实的陈述语气词，由“哗”所构成的“VP哗
[hũã33]”可根据语境还原为“VP1□[hũã33]VP2”，还原式中“□[hũã33]”这个语音形式不再能分
析为语气词“哗[hũã33]”，而应分析为副词“还[hũã33]”。文章在考察语气词“哗”和副词“还”的
基础上，指出语气词“哗”的本字是“还”，语气词“还”由副词“还”语法化而来，其“确认”义来源
于副词“还”的“延续”义，虚化环境是根据语境省略了VP2从而使副词“还”处于句末位置的“ V P 1
还 ” 。 这 种 确 认 功 能 在 语 用 类 推 的 作 用 下 ， 最 终 固 化 为 语 气 词 “ 还 ” 的 语 法 意 义 。
【关键词】哗、还、语气词、潮汕方言

湖南平江赣语能愿动词“要”的脱落及长音现象考察
陈山青  邹珊珊 湘潭大学
 
【摘要】湖南平江赣语能愿动词“要”在语流中可脱落，使前音节读音补偿性加长，从而形成“脱落→长
音”音义互动现象。除了单一脱落外，“要”还可与副词“也”形成双重和选择性脱落。实验语音分析显
示，长音具体表现为音节的主要元音发音明显加长，声调调值变为[原调值+4]，声母不发生改变。语言经
济原则和韵律法则是该现象形成的动因和机制。能愿动词“要”的脱落代表了汉语音节脱落的一种类型，
提供了一种句法创新的途径。   
【关键词】能愿动词、要、脱落、长音、音义互动、韵律法则

中国古诗与其印尼语译文比较研究——以唐诗的韵律问题为中心
陈衍宏(Clement Tanaka) 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摘要】经过调查发现，目前中国古典诗词的印尼语译本数量不多，此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印尼上世纪
50年代至90年代的“禁华”政策所影响。诗歌翻译主张“三美论”，韵律是诗歌创作的重要因素之一，
韵律的转译应当被重视。本文梳理约有7种唐诗印尼语译本之后，发现周福源译文尤其重视“音美”部分。
本文根据译文的用韵情况与印尼古代诗歌类型进行对照，将周福源译文分为五种类型。然而，受到语言差
异的影响，多数诗作经过翻译后，在词语数量方面难以呈现形式上的一致，仅有少数情况或巧合原因达到

词数相同，如《十五夜望月寄杜郎中》原文与译文均有7个字（汉）、7个词（印尼），此现象或许为周
氏无法满足押同韵情况之下，对字数采取了一定的“补救”措施。最后，为了提高中印尼韵文作品翻译的
水平，本文提出了从宏观及微观层面的相关建议。
【关键词】唐诗、韵律、印尼语译本、比较

字本位理念之华语文教育生态系统教学效能分析
陈信助  台湾中国文化大学
张胜昔  中国华东师范大学

【摘要】本研究依据差异化教学与适性化教学理论探讨华语文教学生态系统中「字本位 理念」的教学效
能的重要性。透过台湾某大学华语文中心的初级华语文课程进行实验研 究。本研究采用开放式行动研究
法，辅以文献资料分析法、经验总结法和调查访谈法。研究过程包括「计画-实施-观察-反思」四大环节，
首先依据学习者背景之差异与需求， 适度安排（调适）总体教学方案及课程；再透过华语文「听、说、读、
写」并重的「综 合教学法」推进新的班级经营，以字本位理念及教育生态系统为基础重新设计和安排课 程；
然后依据学习者对课堂教学环节的感知进行反思与检讨，进行行动研究。研究结将提供对外华语文教学与
研究参考使用。
【关键词】差异化教学、适性化教学、字本位、教育生态系统、综合教学法

六何法的教学局限及其对策
龚成 王娟 郑文佩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六何法”能帮助学生快速找出文章的主要信息，经常被用在阅读教学中。很多教师在写作教学
中也常使用六何法指导学生构思，列出写作大纲。六何法在阅读教学中的优点较为明显，但在写作教学中，
却有其教学方面的局限。因为使用六何法进行选材，其实只是对选材信息进行罗列的手段，它是选材的结
果，而并不是选材的方法。至于如何确定“六何”中的诸多信息，为什么是此信息而不是彼信息，正是学
生特别需要得到辅导和训练的地方。而这个思维的过程，较少在课堂教学中得到显性训练。本文以写人和
写事的记叙文为例，通过思维过程的角度分析六何法在写作选材上的局限和不足，并尝试提出相应的解决
办法，帮助学生利用六何法进行最优选材。
【关键词】六何法、写作教学、教学局限、对策

法汉翻译中的名动词类转换
成萌 法国索邦大学

【摘要】词类转换是 J.-P.Vinay 和 J.Darbelnet (1958) 在《法语与英语文体学对比》中，通过对法英
文本的比较分析，提出的翻译主要手段之一：“ 在不改变信息含义的前提下，一种词类替换另一种词类
的过程。”由于法语与汉语在词汇和语法功能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在翻译实践中，译者往往采用该手段使
翻译变得更精准地道。该研究将基于对法国文学作品《红与黑》原文与三个中文译本的对比而进行词类转
换的相关分析。本文中我们将主要介绍在法汉翻译中出现的法语名词转换为汉语动词的现象。比如，法语
中紧随时间介词的动作名词常转换为汉语动词；又如，法语时间名词后的动作名词或情感名词可转换为汉
语动词，等等。通过对比，我们将发现汉语更习惯于用动词来表达时间含义。
【关键词】 词类转换、 法汉翻译、名词、动词。

中韩小说的机器翻译与人工翻译对比—以中国当代代表作家余华的作品为例
崔贤植 上海商学院

【摘要】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飞跃发展，神经机器翻译取得了巨大进展。机器翻译能否取代人工翻译？机
器翻译能否翻译小说？以上议题已成为翻译学界的热门话题。本文以中国当代先锋派代表作家余华作品的
韩译实例，选用中韩两国具有代表性的机器翻译引擎百度翻译和Papago，从文化负载词、长难句、超
句翻译单位等层面对比分析机器翻译和人工翻译，探讨机器翻译存在的问题以及前景展望。
【关键词】机器翻译、人工翻译、中译韩、小说

基于语料库的对外汉语同义词辨析—以“一定”和 “肯定”为例
崔香兰·朴兴洙  韩国外国语大学
 
【摘要】本文希望通过语料库的实证研究，探索出同义词“一定”和“肯定”的异同点和搭配对象的互补
性，以更好地理解并使用。 一般的同义词辨析大都通过字典等工具，依靠直觉经验和内省的方式。虽然

字典具有权威性，但仅仅依靠字典来辨析同义词存在许多不足之处。大型语料库以及先进的检索工具以其
特有的优势为同义词辨析提供了新的方法。本文基于先进的北京语言大学大数据与语言教育研究所的
BCC语料库，采用定量和定性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以同义词“一定”和“肯定”为例，分别从语域
分布、类联接、搭配特征及语义韵方面进行了同义词辨析的实证研究。 综上所诉，本文立足于对外汉语
教学视角，旨在探讨如何帮助学习者更加直观、有效的辨析近义词“一定”和“肯定”。尽管在内容上还
有许多不足之处，但仍然希望可以为汉语同义词教学提供一个可参考的依据。 
【关键词】 同义词、对外汉语教学、语料库、词语搭配、类联接

《岳麓书院藏秦简（伍）》部分字词研读
高婷婷  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

【摘要】《岳麓书院藏秦简（伍）》包含秦代大量律令档案材料，内容丰富，史料价值 高。本文提出五
则字词释读、断句意见，如简 131-132“劾”如字读、“失道” 当指偏离目的地、“回留”应断读开；
里耶秦简 8-777 号简当断读作“从人论、 报、择（释）免归致书具此中。”“简 163“私属免婢”当断
读开；简 199“率” 有劝勉之意；简 225“均”读为“徇”，巡视之意等。以期进一步疏通文义，为 学
界后续利用该文本提供便利。 
【关键词】岳麓秦简、字词释读、断句

语法训诂浅议：基于三个平面的“新描写”
高扬 浙江财经大学

【摘要】利用语法进行训诂实践最为关键的一步，是对疑难词句进行细致的结构描写。传统结构主义成熟
的描写方法的确解决了大量的问题，但是古代汉语，尤其是上古汉语作为一种综合性倾向的语言，存在大
量同形异构、一种形式表示多种功能、多种结构表示一种功能的现象，传统成分分析的方法在描写时还是
显得捉襟见肘。想要精准的描写就必须高度重视语言学理论工具，将不冲突的理论加以融合，将解释与描
写加以统一。因此我们的主张是：语法训诂应该基于古代汉语综合性的倾向，充分利用语言学理论，以考
察分布为核心，剥离语言外证据，根据需要在语法、语义、语用三个平面展开研究，在描写中加深解释，
在解释中深化描写，从而对待考词句的显性和隐性结构都做出最细致的描写，进而考察句例分布，求得达
诂。如在语法层面，除了关注最表层的成分组合外，也应该注意到，长期被忽略的汉语韵律，实质上就具
有形态的功能，利用这一形态，可以很好地解释一些传统结构语言学无法解释的问题，进而对结构做出精
细描写，解决争议。再如语义层面，上古汉语缺少形态变化，其他语法形式也比较隐蔽，位于深层的语义
层面研究涉及到语义特征、语义指向、义素分析、语义场等。如能充分利用，则可通过充分解释，对结构
做更准确的描写。而语用理论，可以帮助解决句与句之间的问题，适合处理一些重复、句读争议；而鉴于
语言普遍存在的语用诱发机制，这个层面的研究更是在描写时不能或缺的。
【关键词】语法、训诂、新描写主义、解释

皖北中原官话区淮北方言的疑问句
郭迪迪  郭辉  亳州学院中文

【摘要】“淮北”指安徽省北部的淮北市，辖相山、烈山、杜集三区和濉溪一县。按《中国语言地图集》
（2012）的分区，三区和濉溪分属中原官话徐淮片及商阜片。淮北方言疑问句有是非句、特指句、选择
问、反复问句四类。是非问是在陈述句末尾加上扬的语调“↗”表疑问。特指问常在句中用“啥子、咋的、
咋着、哪来”等代词作疑问点，要求对方就疑问点作出回答。选择句常用“是/ｖｐ还是ＶＰ”的选择格式作
疑问的焦点，句末常用语气词“昂”。文章主要描写分析了淮北方言的“可ＶＰ、ＶＰ不/没ＶＰ、ＶＰ
不(啵)/没有”三种形式的反复问句，并讨论了“ＫＶＰ、ＶＰ－neg、ＶＰ－neg－VP”的历史层次及
“可ＶＰ、还ＶＰ”的来源。
【关键词】皖北中原官话、淮北方言、疑问句

欧化影响下表范围限定的方位结构“NP抽象上”
郝锐  首都师范大学

【摘要】受欧化影响，早期现代汉语中表范围限定的方位结构“NP抽象上”集中大量出现。新中国成立
以来中期现代汉语中这一结构呈现新的发展态势。使用方面，表范围限定的“NP抽象上”成员有增有减、
有“潜”有“显”，但“增”和“显”是主流，既有量的增，也有类的显。语法功能方面，早期现代汉语
中“NP抽象上”可以充当状语、定语、补语，中期以来则发展出了“句首修饰语”的功能。具有人际功
能的“NP抽象上”成员正是从做句首修饰语的位置上进一步转变而来，且逐渐发展出全句评注、传信和
情态、衔接连贯以及焦点凸显等功能。

【关键词】欧化、NP抽象上、历时演变、表达功能

华语综艺节目对新加坡华族学生之影响的调查—以南洋理工大学为例
洪玮嬣  许润芳  南洋理工大学

【摘要】随着新媒体覆盖面的不断扩大和华语综艺质量的逐步提高，两岸三地和新马的华族年轻人对综艺
节目的关注度不断上升，由于没有语言壁垒、更新及时、内容有趣、种类丰富，新加坡华族青年大多对华
语综艺节目有所了解，部分学生更成为了资深观众。本文通过对本地华族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掌握其观
看华语综艺节目的频率、动机和偏好，两岸三地及本地华语最受欢迎节目的播放渠道、类型、主题、播放
平台和制作地点，华语综艺及相关对新加坡华族大学生华语使用水平、文化素养等方面产生的影响，了解
大学生在观看过程中感受到的文化、思维差异及对节目内容制作方向的期待，总结华语综艺对华族大学生
的影响及其走向华语中圈的可改进之处，为两岸三地及新加坡本土华语综艺节目发展方向提供参考，探讨
综艺节目等文化项目应用于汉语国际教育的可能性。
【关键词】汉语国际教育 综艺节目 华语 口语教学

短视频技术应用于听障初中生汉语教学的研究
洪臻颖  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 

【摘要】媒体技术极大地促进了短视频内容的发展与传播，短视频也成为了前者最常见的应用领域之一，
为身处不同行业的受众提供了信息输出和接收的渠道。而短视频的普及恰恰赋予了听障学生群体公平地接
受信息的机会。目前，以短视频为媒介，对听障学生进行汉语教学的研究仍有较大的发展空间。由于先天
或后天的身体缺陷和特殊的成长经历，听障学生常常会产生严重的自我封闭心态和对陌生环境的抵触心理，
又因与社会接触机会较少，自然地落于信息传输通道的末端。因此，只有将语言与技术二者有效地融合，听
障学生才能在汉语学习的道路上缩短与健全学生间的差距，且逐步实现“信息平权”。本文将以听障初中学
生的汉语学习过程为研究对象，依据认知语言学的相关理论，通过对听障学生的语言获得过程进行语境依赖
方面的研究，提出短视频应用软件参与其汉语习得的改进方案。
【关键词】听障学生、汉语教学、短视频 语境依赖

从康德的文学艺术理论看阅读在提高华文作为第二语言学习的学习兴趣中的作用
黄婉玉  林进展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新加坡以英语为通用语言，学生的华文学习缺乏足够的语言环境和学习动机。华文作为第二语言
的社会地位既定，其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不足的情况既定，仅依靠功利性动机注定无法引起学生学习华文
的足够动力，需要一个非功利性方法来提高学生学习华文的兴趣。康德在其美学理论中提出，由审美判断
所产生的愉悦是无功利性的、无任何利害关系的愉悦。审美活动是一种非功利性的、无利害关系的活动。
他认为阅读是最高级的审美活动，具有审美活动无功利、无利害关系的本质特点，是符合人的自由本质的
最高级的活动。由此看来，阅读是一种无功利性的活动，能够产生普遍的愉悦感受，可以用来提高学生学
习华文的兴趣。而若要阅读能够担当引起学生学习华文兴趣的重任，则需要让华文阅读回归阅读的审美本
质。
【关键词】第二语言学习、无功利性、阅读、学习兴趣

华文写作：微视频的运用策略再探
黄易亭  张水福  郭兰花   新加坡国家初级学院
张曦姗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中学低年级的学生在记叙文写作的内容上总是千篇一律，主题不够鲜明，详略不当，更严重的是
内容缺乏逻辑性，情节不合理。因此，研究团队希望通过微视频帮助学生“乐于用华文作书面表达，能感
受写作的乐趣，丰富写作内容”。微视频教学模式从观看微视频开始，过后通过提问，在科技平台上让学
生思考与分析，同侪间针对视频进行讨论，并和老师一起总结视频内容的主题、人物形象等技能，经过这
一系列的思考与讨论，教师才给出对应的作文题目。这项研究已在本院连续进行了两年（2020-2021），
今年我们以137名低年级学生为研究对象，再优化教学策略，希望持续为中学低年级写作教学提供一个简
易、操作性强的教学方法，以提升学生的写作能力，并加强学生写作的信心。
【关键词】华文写作、微视频、中学低年级
 

汉语二语者动名搭配习得研究
姜晓欣 北京语言大学

【摘要】本文将从研究内容、研究语料、研究结果三部分概述论文内容，具体如下。 一、研究内容 通过
动名搭配中名词宾语的语义类别、错误搭配的类型分布、不同母语背景 二语者动名搭配产出量三个维度
考察二语者与母语者、不同母语背景二语者（日 语、韩语、维吾尔语）HSK 作文中产出的动名搭配是否
存在差异。 二、研究语料 二语者语料我们选取了 2010 年 10 月 HSK 考试作文 90 篇，其中，韩国、日 本、
中国维吾尔族二语者作文各 30 篇。母语者语料是高三及其以上学历的汉语 母语者按照 HSK 作文考试要
求写的同题作文，共 30 篇。 三、研究结果 1、动名搭配中宾语对语义角色的优先选择关系是“受事>对
象>等同>致使> 结果”，二语者与母语者动宾语义类型选择顺序基本相同。 2、动词误用占偏误总数的一
半，是主要的偏误类型。 3、日本二语者与韩国二语者产出正确搭配的比率不存在显著性差异，产出 搭
配总量最多、错误搭配数量最少的是维吾尔族二语者。
【关键词】汉语二语者、书面语、动名搭配

汉语学习者常见的母语负迁移及教学对策
蒋一鸣  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

【摘要】以英语为母语的汉语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常常会受到母语的干扰，这种现象被称为“母语负迁
移”。因英语和汉语具有明显差异，以及学习者受母语思维的影响，“母语负迁移”现象在以英语为母语
的汉语学习者群体中屡屡发生，且有一定的规律性和同质性。研究母语负迁移有助于发现汉语学习的重难
点，指导教师更有针对性地开展汉语教学，从而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增强学生的动力和信心。过往文献
和本项研究显示，常见的母语负迁移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语音、词汇、句法、书写系统及文化背景。本
项研究将对以上五方面进行详细介绍和说明，并提供如下三点教学对策，以减轻母语负迁移对中文学习的
影响：归纳常见错误点并提供配套练习；营造“沉浸式”汉语学习环境；保持耐心并鼓励学生从错误中学
习。
【关键词】母语负迁移、汉语学习、教学对策

韩中后缀“X家”的语义研究 
金梅 ·朴兴洙   韩国外国语大学

【摘要】汉字和汉语最早在商末周初就被箕子传播到了‘朝鲜’， 汉语教学在韩半岛的历史源远流长。
作为汉字文化圈和儒家文化圈的国家，韩国对汉字、汉语和汉文化一直有较强的认同感。 韩国是大约从
公元600年开始，借用相当于汉语中高音的语音和文字。在韩语词语当中汉字词所占比例相当高， 虽然《
训民正音》（1446年）颁布之后， 韩国有了自己的文字， 汉字词的使用早己深入人心。韩语中的汉字词
大多保留唐宋时期的中古音韵， 书写上基本采用繁体字， 因此，韩国是最早接触和吸收汉字汉文化进行
汉语教育的国家。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不管是国家层面还是民间，韩国一直保持着汉语教育的传统。本
文研究的是汉语和韩语中共同使用的后缀“X家”（“X가”）的语义对比，特别是着眼于它的语义特性，
阐明意义差异为研究目的。韩中 “X家”的语义可分为同义，转移，变异的关系。笔者以类后缀“X家”
的语义特征、语用特征等方面来浅析“X家”词缀化产生的原因。韩中两国同处“汉字文化圈”之中，有
着密切的联系。第二语言的习得离不开牢固的第一语言基础。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研究已经成为一门独立的
学科，研究日益精深。各国的汉语学习者，在自身文化特点的影响下，对汉语语言的习得、难易把握、也
有着不同特点。其语言的共性及个性更有着不同于其他的特点，这为中韩语言研究提供了必要性，也为对
韩国的汉语学习者的研究提供了必要性。第一语言对第二语言的影响和干扰，所以常常会使第二语言的学
习者自觉不自觉地要以第一语言为标准来套用所学的语言，因此产生“对等”意识和偏误现象。希望中韩
共同使用的后缀“X家”的语义对比研究，对中韩之间跨语言跨文化研究的引玉之砖。
【关键词】 “X家”、类后缀、语义差异、韩国汉语学习者.

明末西班牙传教士菲律宾漳州闽南话教材古今韵母分合考辨 —以《汉语语法：漳州话语言艺术》（1620）
西班牙巴塞罗那图书馆善本为例
金美  中国厦门大学

【摘要】本文以在菲律宾马尼拉传教的西班牙道明会（又称“多明我会”）传教士撰写于1620年的教材
《汉语语法：漳州话语言艺术》（下文简称“漳州语艺”）西班牙巴塞罗那大学图书馆善本漳州闽南语为
例，对比考察今漳州话（下文简称“今漳州话”）与《广韵》音系韵母（每字所属韵摄开合等次及声调用
小字号标注于每字右下角），查考辨正明末菲律宾漳州闽南话与今闽南话韵母古今分合的历史音变遗存，
颇有启示意义． 
【关键词】 明末西班牙传教士、菲律宾漳州闽南话教材、古今韵母分合

跨语言视角下汉语结束义动词的语法化研究
景高娃  浙江外国语学院 

【摘要】本文采用共时和历时相结合的方法，对汉语结束义动词的语法化过程进行分析，并借鉴语义地图
的方法，描绘结束义动词的多功能性。事件连接功能的产生是结束义动词语法化非常重要的一环，符合类
型学结束义动词语法化的一般路径。在共时平面上，对方言中的结束义动词的关注还不足。“罢”在普通
话中已很少使用，但保留在豫北方言中，进一步虚化，并扩展出表达经历的用法。从跨方言或跨语言的角
度来看，汉语方言和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语言中的结束义动词有相似的从完结到经历的扩展路径。已见报
道的境外语言的结束义动词可以表达“以后”“已经”“完结”“接续”“过去”“完成体”等多种功能。
汉语结束义动词向完成体甚至经历体方向发展，体现了类型学的共性。
【关键词】结束义动词、多功能性、语法化、经历体

认知视域下韩国学生能性述补结构的习得研究
雷婷  中山大学 

【摘要】能性述补结构一般是指“V得/不C”结构，是汉语的一种特殊句法结构，该结构的使用条件相对
比较复杂，在韩语中没有完全相同的对应形式，因此韩国学生在使用该结构的时候常常出现各种偏误。传
统的“V得/不C”结构教学主要偏重于结构形式的描述，学习者虽然能记住能“V得/不C”的结构形式，
但是能准确理解把握并有意识地正确使用该结构的学习者却不多。本文尝试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对能性述
补结构“V得/不C”进行习得和认知研究，试图探索出能性述补结构“V得/不C”的认知加工机制，并以
此为依据帮助对外汉语教师找到更为科学有效的教学策略。
【关键词】能性述补结构、二语习得、认知研究、汉语教学

新马地区私会党的行业隐秘语
李国樑  新加坡独立民间文史研究员、民间文史顾问

【摘要】新马的华人帮会源自中国清朝的天地会，殖民地政府称之为secret society（私会党）。虽然一
些私会党员曾经回国反清，大体上私会党的本质已演变成通过武力争夺地盘，以新客与黄赌毒为主要营收
的社会罪案源头。19世纪末，新加坡私会党被令“解散”后，成立以洪门“廿一”为根基的“天地人神”
派系，行语亦趋向本土化，例如“平中”和“崩角”两大主流招纳新丁时都会“做大戏”和“布袋戏”，
急功好利的私会党老大则“去角”；私会党内部职位有426、415、49等，民间形容“08、24、369，敌
不过999（警方号码）”；一旦“风来了”最好马上把“白鱼”藏起来。此外，“开台”跑码头必须以《
五祖船》对诗，跟“水”相关的隐语甚至通俗化，成为民间方言惯用的俚语。 
【关键词】新加坡、天地会、私会党、行语

关于华文实时在线课堂互动技巧的思考
李静  范静哗博士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COVID-19的疫情导致许多青少年的学习场域从传统的同一物理空间的课堂转到虚拟空间的实时
在线课堂，实时在线教学的互动环境的改变也导致传统的师生互动条件发生了变化。当教师和学生分散在
各自的生活空间，在共享的虚拟学习空间中师生的互动与传统课堂相比，相对缺少非言语交流，这对学习
者的投入和注意保持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教师需要进行专门调整才能发挥在线教学的效果。本文从青少年
心理学的角度探讨注意力及其与在线学习的关系，进而分析在线课堂中的常见任务，并总结在线教学中的
一些互动技巧，目的在于通过形成良好师生关系、积极的学习氛围来加强课堂互动，为学习者赋能。文中
总结的互动技巧主要包括：1.激发学习动机的互动技巧，如提问、反馈、非言语交流等；2.教学过程策略
的互动技巧，如明确学习任务、设计话题以及任务导向教学等；3.差异化教学策略的互动技巧，如应用资
讯科技支持差异化教学、组织统筹课堂中的互动。
【关键词】在线课堂、非言语交流、青少年学习心理、在线互动

关于强调数量“就”的重音形式
李美京 韩国大邱大学
            
【摘要】本文主要以声学的方式针对既可强调数量多又可强调数量少的副词“就” 进行的研究。前人对
此研究已经很多如，在句法、语用、语义演变、语义指向、主观量等方面，但在韵律方面的研究却很少，
且几乎都靠语感来判断“就”是重读还是轻读。本文要对“就”的本体研究与韩汉对比研究同步进行，考
察在有无“就”的单量式结构中重音形式有何区别，还要看中国人和韩国人对“就”句子的音长和音高有
何不同。实验材料选择了《现代汉语八百词》，《现代汉语虚词词典》中的例句及自己调整的例句，一共
20个句子。实验对象为中国人3名，韩国人3名，各读三遍。分析对象一共为360（20*3*6=360）个句子，
57，600（20*160*3*6=57，600）个音节。本文要分析句中有无副词“就”的两种情况下，句中音长和
音高的不同。研究结果大体如下，第一，通过分析音长和音高来看，句中有无“就”时，重音位置有所不

同，没有“就”时，重音放在句末数量单位上，并且各音节的音长相差不大。强调少量时重音既可在“就”
上，也可在“就”后的数量单位上；强调大量时，重音放在“就”前。第二，韩国人不管副词“就”在哪
儿，一般都把重音放在数字上，有些人把它放在动词上。可见，韩国人对句中出现强调数量的副词“就”
的重音格式不太了解。第三，韩国人的每个音节音长区别不大，而重音的表现不太凸显。
【关键词】重音、 副词“就”、音长、音高

东南亚华语早期词汇发展变化研究
李权  北京师范大学

【摘要】本文以《叻报》《新国民日报》为研究对象，分别选取1917-1920（本文称之为“前期”）和
1930年前后（本文称之为“后期”）的等量本地新闻语料进行两点间的词汇比较，主要有以下两点变化：
第一，文言形式减少，白话形式增加。早期华语的语言风格可归纳为“文白相融”，即尚古的文言词和通
俗的白话词并存共用。对比前后期，文言形式有所减少，白话形式有所增加，体现出文言向白话的过渡特
点。第二，由不稳定趋于稳定。表现为如下语言事实：其一是同义形式的选择，如同素异序词，其二是异
形词的选择，包括自源和他源两类。它们均表现出前期词形丰富，且频次相近，后期出现了主要词形的变
化。以上几种变化主要受以下三种因素的影响：其一，早期国语的影响；其二，东南亚本土因素的影响；
其三，外语的影响。从“史”的角度来看，应该将共时和历时的研究思路相结合，多角度考察影响华语发
展变化的因素。
【关键词】东南亚华语、叻报、新国民日报、词汇

基于网络技术支持下韩国高校汉语教育现状
李秀彬 韩国仁荷大学/中国天津师范大学

【摘要】随着网络技术的普及，不受时空限制可以展开汉语教育。在疫情情况下，多数韩国高校采取了基
于网络技术支持下的远程汉语教育。本研究主要考察对象为20所韩国重点高校的汉语教育现状，主要考
察范围为韩国政府的官方文件、高校常用的LMS系统，K-MOOC平台、KOCW高校资源共享平台、高校
的OCW平台、高校官方网站进行了考察。考察得知，1）汉语与其他外语相比，韩国政府对汉语教育方
面的支持力度变化不大，可说明为韩国政府重视汉语教育。2）韩国高校利用LMS系统开展混合式学习以
及远程教育提高汉语课堂教学的绩效。3）通过K-MOOC管理实施策划可以看出，韩国政府重视基于网
络技术支持下的远程教育，以及远程教育有着一定的意义。本文进行了基于LMS系统支持下的汉语课堂教
学设计。LMS系统可以实现以学习者为中心的课堂教学，又可以减少教师的备课时间。基于LMS系统的汉
语课堂教学可以分为三大环节开展不同的教学活动。1）课前环节主要进行资源学习，比如：教师把教学
资源上传到LMS系统让学习者进行自学。2）课中环节可以点击远程会议（ZOOM与谷歌会议）开展远程
教育。3）课后环节利用LMS系统上的练习，考察学习者的掌握度。4)学生互动方面，LMS系统上教师创
建小组之后，不仅可以进行生生互动，还可以线上会议当中可以进行师生讨论。本文的研究工作可以为对
韩国汉语教育的信息化与汉语教学改革工作提供参考并借鉴。
【关键词】汉语教育 、系统

混合式学习模式运用于文学教学的设计与实践—以H2华文与文学小说教学为例
李志元  新加坡莱佛士书院（高中部）
张曦姗  南洋理工大学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随着数码科技的普及，课堂的教学形态及学生的学习方式也有了巨大的改变。混合式学习模式便
是其中一大教育趋势。学生在选读H2华文与文学这门课前，较少接触过文学作品，也缺乏深入分析文本
的能力。因此，如何带领学生深入分析课程中的所有作品，并教授学生分析文本的能力便成了一大教学难
点。本文试图以H2华文与文学课程下的小说教学为例，探究如何将混合式学习模式运用于文学教学上。
首先，本文将介绍研究背景与对象，并阐述新加坡混合式学习模式的概念和理论依据。接着说明运用混合
式学习模式于小说教学上的实践过程。最后，本文通过学生调查问卷、聚焦访谈及教师观察来检视教学设
计与实践的成效，再反思教学过程中所面对的挑战。
【关键词】混合式学习模式、H2华文与文学、小说教学

“年老”对新加坡华族年长病患意味着什么？—以医患门诊会话中的“年老”为例
林鼎勋   林尔嵘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摘要】在公共医院的门诊互动中，时而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一些年长患者会在话语中向医生标榜自己“
年老”的身份，如：“这么老了”、“我岁数有了”、“八十七岁了啦”等等。我们发现，这些以话语标
识自己或他人的“年老”身份不只是单纯的在传达信息。实际上，在不同的会话序列环境中，以话语标识

“年老”作为会话行为能达到不同的话语作用。以新加坡某一家医院的门诊语料为例，我们结合会话分析
（Conversation Analysis）方法与身份类属机制（Membership Categorization Device）的视角，
探讨“年老”这一身份类属在门诊互动中的作用。研究显示，一些华族年长患者会向医生标榜自己“年老”
的身份，以完成特定的话语行为，包括：一、合理化自己的病症；二、拒绝医生的医疗建议；三、辩解自
己身体功能的缺失。通过分析这些年长患者标识“年老”身份类属的互动序列及相关的会话行为，我们旨
在揭示新加坡华族年长患者对于“年老”这样一种身份标签的观念及认识，说明身份类属机制是如何搭建
起交互双方对话语的理解，也为医患沟通研究带来新的启发。
【关键词】会话分析、互动语言学、身份类属机制、年老

维吾尔语、西部裕固语颜色词文化内涵对比研究—以“黑”“白”为例
林雅琛   中央民族大学

【摘要】本文总结对比维吾尔语和西部裕固语“qɑrɑ/�ɑrɑ黑”“ɑq/ɑq白”的义项发现，两种语言“
黑色”既含褒义也含贬义，均有伟大、尊贵、有力、程度深、粗糙、无知、坏、反面的和孝服等义。但维
吾尔族接受了汉族“黑色”代表非法、秘密的认识。维吾尔族和西部裕固族都认为“白色”代表吉祥、善
良。西部裕固语“白色”可指所有奶制品和非宗教职业者，维吾尔族受到其他民族影响，借入了白色“落
后、反动”等贬义。并从社会生产实践、宗教信仰、风俗习惯三方面讨论“黑”“白”文化内涵的异同原
因。
【关键词】维吾尔语；西部裕固语；“黑”“白”颜色词；文化内涵对比

试论对外汉语教材中的拼音教学设计及拼音对教学的辅助作用—以《博雅汉语（第二版）》为例
刘迪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

【摘要】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开始学习汉语，各种对外汉语教材层出不穷。语音教学在语言学习初
期有着重要意义，对于汉语来说，拼音教学是发展其他语言技能的基础。教材是教学的依据，一些对外汉
语教材中对拼音教学的设计缺少科学性和系统性，并且没有较好的利用拼音辅助之后的技能教学。本文共
有五章，以《博雅汉语（第二版）》九册书为研究对象，分别从研究目的和意义、拼音教学设计、拼音练
习安排、拼音辅助其他语言技能教学、研究结论等方面展开论述。《博雅汉语（第二版）》总体而言在拼
音教学方面较为完善，但在发音方法教学和拼音练习方面仍可提升。本文详细分析了教材中拼音部分的优
劣利弊，希望能为其他对外汉语教材的编写完善提供思路，提高对外汉语教学的质量。
【关键词】对外汉语、拼音教学、教材设计

台湾“国语”新义新用的“杀”
刘吉力  长沙师范学院文学院  

【摘要】台湾“国语”的“杀”动形兼备，以动为主，辅以形容词用法。形容词“杀”主要有“狠/酷/低”
三个义项，各义项来源不同；历时考察“杀”，呈现由升到降的发展态势，义项由单到多再到以“低”义
为主，“杀”的发展演变有其内外部原因；对比其他多个华语社区，台湾“杀”与其形成有无之别的新生
差异。新义新用的“杀”充分体现了台湾“国语”的变异性及独特性，因此是研究其最新发展演变的典型
案例之一。
【关键词】台湾“国语”、“杀”、形容词、变异

更好地与文献对话：留学生学位论文转述结构考察与教学
刘锐  澳门大学

【摘要】学术写作中，引用是与已有研究建立联系、创建自身研究空间的重要方式（Swales， 1990）。
因此需要大量地使用诸如“某某发现/认为”、“在某某看来”这类转述结构。学术英语（EAP）研究表
明，二语学习者在掌握转述结构上存在相当的困难（Neff et al. 2003；陈建林，2011）。本研究旨在考
察汉语二语者的学位论文中转述结构的使用情况。本研究从CNKI硕士学位论文库中随机选取了13篇留学
生用汉语撰写的学位论文作为考察对象。由于引用通常集中地出现在文献综述部分，因此考察的重点放在
论文的“研究综述/研究现状/文献综述”部分。我们使用Liu & Wang（2019）的分类体系对转述结构进
行了标注。结果显示，留学生学位论文中使用最多的是过程性转述，其次是话语性转述，最少是发现性转
述、认知性转述。对比成熟写作者的论文（刘锐、黄启庆、王珊， 2021），留学生过度使用过程性转述，
而发现性转述、话语性转述的使用比例偏低。结合不同转述结构的功能来看，留学生在引用中主要关注的
是研究对象、方法，而对结论、成果、作者的观点缺乏足够的讨论和分析。此外还存在以下问题：转述语
的功能类型、种类单一；（2）转述语误用；（3）转述结构滥用，造成无意义的引用。针对这些情况，
本文提出应该对转述结构进行针对性训练，综合使用范文学习、结构控制训练、改写等练习方法，帮助二

语者理解和掌握多样化的转述手段，以提高汉语学术写作的水平。
【关键词】转述结构、学位论文、引用、学术汉语、学术写作

虚拟世界和元宇宙：汉语国际传播的应用现状和未来的可能性
卢文慧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研究生

【摘要】依托现代信息技术和互联网平台在线教育的不断发展，“互联网+”开展汉语教学受到汉语教师
与汉语学习者的共同重视，使汉语国际传播更多样化。虚拟世界是一种持久的在线计算机生成环境，在远
程物理位置的多个用户可为工作或学习进行实时交互。本文首先介绍了虚拟世界的历史发展和元宇宙的概
念。元宇宙是互联网的延伸，允许用户彼此之间以及周围的环境进行互动，包括虚拟现实（VR）和增强
现实（AR)。人工智能（AI）的使用现已成为汉语国际教育的现实。通过特别关注四个特性，虚拟世界或
元宇宙的集成网络在四个领域取得进展：沉浸式现实主义、访问和身份的普遍性、互操作性和可扩展性。
对于每个领域，当前状态和需要的发展，这些特性被认为是可行的多元核心组成部分。本文考虑虚拟空间
在当代汉语国际传播的应用现状，以及元宇宙新技术领域的影响。以当代汉语为对象，以多学科交叉为视
角，结合汉语国际传播的相关实践，虚拟世界利益相关者和开发人员之间未实现的协作，构成人类社会文
化互动的一个引人注目的领域。伴随新技术发展和教学理念变化，在虚拟世界和元宇宙视野下展望汉语国
际传播发展的新思路。
【关键词】元宇宙、虚拟世界、人工智能、汉语国际传播

东南亚华语量词历时发展调查与思考
卢月丽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摘要】本文以东南亚华语为对象，以“史”的眼光观察东南亚华语中量词的历时发展面貌，最终按照“
史”的范式形成比较完整的表述，试图从一些具体的方面展现东南亚华语发展演变的内容及过程。文中把
东南亚华语量词的发展归纳为以下三种模式：上扬式、下行式及曲折式。在对上述语言事实考察与梳理的
基础上，文中得出以下两点认识：其一，东南亚华语量词的发展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其发展不止一种模
式，而是三种交织在一起；其二，华语量词发展演变的原因既有方言、英语的影响，又有其作为祖语具有
保守性的制约。
【关键词】东南亚华语、量词、祖语、历时研究

浅谈国际汉语教学中的跨文化理解 ―以在日教学实践为例
路浩宇  日本关西学院   
陈碧强  中国山东曲阜师范大学

【摘要】笔者以自己在日本大学试行的两次以“友谊”和“孝道”为主题的汉语口语教学实践为例，通过
学习者对“友谊”和“孝道”为主题所作的口头发表，在提升口语表达能力的同时，引导学生了解中国的
文化与哲学思想。通过观察学习者对“友谊”和“孝道”话题的口语课的参与情况，我们发现日本学生对
友谊话题的兴趣更浓厚，对友谊的理解比孝道更深，对友谊价值的认同大于对孝道的认同。日本是原子化
社会，由于个人本位思想在日本的盛行，学生对于跟自己关联紧密的同时代事物表现出更大兴趣。孝道涉
及两代人或三代人之间的关系，复杂程度远大于友谊，故不太容易引起在“核心家庭”的时代背景下成长
起来的当代日本大学生的同情与理解。由此可见，任何一种观念都与它的历史和人文环境有关，是传统延
续和社会生活的产物。由于“孝”涉及到代际关系，日本学生对“孝”的认识相对浅薄，往往是泛泛而谈。
由此引出对教学目标的思考：一，国际汉语教学不应仅仅停留在“术”的层面，而应在锻炼学习者基础能
力的前提下，上升到对学习者的人文关怀与灵性启迪的大道上来。二，知识传授与文化交流是两个层面的
问题，知识传授是无条件性的，而文化之间的融合是有选择性的。国际汉语教学需要在尊重文化多样性的
前提下进行。
【关键词】国际汉语教学、友谊 孝道、人文关怀
  

怒苏语多义词的文化内涵
罗自群  中央民族大学

【摘要】怒苏语是生活在中国云南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福贡县的怒族怒苏支系说的一种语言，属于汉藏语系
藏缅语族彝语支。怒苏语词汇，按照义项来分，有单义词和多义词两类。本文重点从多义词这一方面来分
析怒苏语词汇所体现的文化内涵，通过与汉语、藏缅语族其他语言的比较，来说明怒苏语词汇文化内涵的
特点。文中所用的怒苏语词汇都是来自本人田野调查获取的第一手语料。一、怒苏语多义词的类型：如果
以汉语为参照点，怒苏语中存在一些多义词——一个怒苏语的词，可以有两个及以上的汉语词语和它相对
应。既然是多义词，语音相同，语义相关。根据词性，可以把怒苏语多义词分为两类：1、词性相同的，

2、词性不同的。（一）怒苏语词性相同的多义词  怒苏语词性相同的多义词比较常见的是名词、形容词
和动词。（二）怒苏语词性不同的多义词  怒苏语词性不同的多义词，比较常见的是一个多义词具有两种
不同的词性，当然，也有一部分多义词不止两种词性。二、怒苏语多义词的文化内涵：我们把怒苏语词性
相同的多义词看做是静态相关，而把词性不同的多义词看做动态相关。和汉语比，和汉族比，使用怒苏语
的怒苏人和汉族在认知上存在着诸多差异，汉语的表达显得更精细一些，而怒苏语则比较笼统一些。怒苏
语多义词的这种特点，充分体现了怒苏语的文化内涵。
【关键词】怒苏语 、多义词、文化内涵

汉语二语者书面产出词汇多样性的文本长度效应研究
马庆 北京语言大学

【摘要】词汇多样性是二语表达能力的重要标志，是计算机自动作文评分的重要采集变量，但是词汇多样
性测量指标与文本长度之间存在复杂的关系。本研究从2010年4月HSK写作考试的实测大数据中选取154
份语料，重点探究了汉语二语者书面产出词汇多样性与其文本长度的关系。结果发现：（1）词种数、
TTR、Root TTR 、Log TTR等8个测量指标可作为词汇多样性测量的有效参量，但通过相关分析结果可以
看出，当文本长度过短的时候，很难反映出词汇多样性与作文成绩之间的关系；（2）8个测量指标均存
在文本长度效应，其中MATTR受文本长度的影响较小；其余7个测量指标随着文本长度的变化整体呈现出
线性的变化趋势；（3）当文本长度在60至100词范围内时，除MATTR外，相同文本长度下的LD值均存在
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关键词】词汇多样性测量、文本长度、语言产出、作文自动评分

西南官话中古非晓组字混读的声学考察—以四川中江为例
饶冬梅   西华大学

【摘要】古非晓组字的混读在西南官话中较为常见[1][2]。西南四省（四川、云南、湖南、湖北）方言中
非晓组字的混读主要体现为八种类型（见表1）。本文以四川中江方言的古非晓组字今读作为深度调查对
象（前人调查结果为Type2类型[2][3]），选择10位年龄在55-65岁区间的发音人（男女各5），得到约
9000个语音材料，提取擦音中段20ms的谱重心CoG（Center of Gravity）和标准差SD(Standard 
Deviation)两个参数[4][5]，从声学和感知两个角度考察了四川湘语中非晓组字混读（merger）以及语
音性变读（phonetics variation）的原因[6][7]：非晓组字的混读，跟[f]/[xu]发音的相似性以及感知混
淆有关，和语言接触也有密切关系。四川湘语受强势方言（Type 1）及普通话影响，混读规律出现例外
之外的字有所增多，混读的条件也逐渐走向单一化。
【关键词】四川湘语、混读、语音变读、语言接触

河北方言的“去分阴阳”现象
桑宇红  白茹 河北师范大学 

【摘要】学界对河北地区保定、唐山、秦皇岛地区冀鲁官话保唐片轻声前去分阴阳的现象已有报道，较早
应是《昌黎方言志》（1960），后有李思敬（1995）对宁河方言，接着田静（2007）、刘克龙（2010）对
唐县，后又有郑莉（2014/2019）、白茹（2016）、曹庆改（2018）、李仕颖（2019）、尹凯（2020）等
分别报道了与保定毗邻的石家庄的深泽、无极、辛集及衡水部分地区安平、饶阳也存在“去分阴阳”的现
象。河北方言去分阴阳具体表现为：（1）在单字调层面可以区分阴阳去，如无极和深泽；（2）在连读层面
区分阴阳去；主要分布于保定地区的曲阳、定州、唐县三个县市；（3）仅在轻声前连读时区分阴阳去，
主要分布于保定及石家庄、衡水部分毗邻保定的地区。
【关键词】河北方言、去分阴阳、连调及轻声、保唐片

课例研究：放声思考在阅读教学中的策略与设计
盛丽春、韩爱玲、幸锦龙 、胡晓苏  四德女子中心
张曦姗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为了提高学生在阅读理解、感悟欣赏及延伸拓展方面的能力，本校研究团队通过放声思考阅读策
略(Think Aloud Strategy)进行有系统、有针对性的阅读教学。放声思考策略是将个人内在的无声思考，
用口语表达的方式，将心中所思考的内容说出来。老师能借此了解学生的思维过程并加以引导纠正。放声
思考方式是展示思考能力的有效方法，让思维可视化，同时也能训练学生的口语表达能力。本研究以79
名中二高华学生作为研究对象展开三轮的课例研究。本文首先从研究背景、研究对象和研究目的做一个整
体介绍；接着阐明理论依据和相关概念；再具体介绍整个研究的教学实践过程。研究结束后，通过调查问
卷、教师观察以及学生反馈进行分析，最后再反思教学过程中所面对的难题与挑战。

【关键词】课例研究、放声思考、阅读教学

“洪武赶散”与苏北江淮官话
石绍浪  北京语言大学

【摘要】“洪武赶散”是指明初苏南向苏北平原一次大规模移民，虽然正史没有确切记载，但在苏北民间
普遍流传。苏北江淮官话入声韵有一个较为独特的特征，曾梗摄一二等帮组字读圆唇后元音韵母，并与通
摄合并，其分布与“洪武赶散”的移民范围基本吻合。比较发现，苏北江淮官话的这个音变应是源于苏州
移民的影响。今苏北江淮官话入声韵类突破中古韵摄的格局，发生了简化，也可能是明初苏州方言在苏北
扩散的结果。余论认为，在分析江淮官话与吴语关系时，不能只局限于“同源”的角度，还应考虑明初苏
州苏州方言在苏北的扩散。
【关键词】“洪武赶散”、苏州方言、苏北方言、江淮官话、入声韵

德国语言学家加布伦兹及其《汉文经纬》研究
宋楠  德国国际合作署中德合作中心； 波恩东亚研究院chinnotopia中国论坛

【摘要】本论文第一章介绍了与乔治·加布伦兹有关的史实，包括十七到十九世纪西方汉学的兴起、独立
与发展、加布伦兹家族史和乔治·加布伦兹的汉学之路。 第二章到第四章将《汉文经纬》拆分为“汉语
基本面貌”、“分析系统”和“综合系统”研读与解析，完整展现加布伦兹的语法思想和其构建的古代汉
语语法体系。论文的第五章和第六章，分别探讨了加布伦兹在西方近代语言学历史上所起的作用，以及对
汉语语法思想史的影响、突破和超越。同时在论文结语部分，讨论了中外语言学界对于《汉文经纬》一书
不甚明晰的几个问题。
【关键词】加布伦兹  《汉文经纬》

华文作为第二语言新闻听读教学的文献综述
孙晓颖   张丽妹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新闻听读教学在华文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中更是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本文回顾和介绍了
2001-2021年二十年间华文作为第二语言新闻教学的相关研究，文献主要来源于中国知网 (CNKI) 和Web 
of Science等数据库。本研究的文献综述主要围绕四个研究问题：第一，华文作为第二语言新闻听读教
学的目标有哪些？第二，华文作为第二语言新闻听读教学的原则是什么？第三，华文作为第二语言新闻听
读教学的难点有哪些？第四，华文作为第二语言新闻听读教学的教学策略和方法有哪些？最后，本文结合
新的时代背景提出了华文作为第二语言新闻听读教学的优化建议。本研究的成果和发现对华文作为第二语
言新闻听读教学具有良好的指导意义，同时也为华文第二语言新闻听读教学法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和指引。
【关键词】华文作为第二语言、新闻听读教学、教学目标和原则、教学难点、教学方法 

乙圩壮语多功能语素te∶ŋ1

覃薇  中央民族大学 

【摘要】本文对乙圩村壮语“遭受”义语素“te∶ŋ1”进行全面的调查描写，并刻画出“遭受”义语素
“te∶ŋ1”功能的整体面貌。对“遭受”义语素部分语法功能的语法化过程进行探讨，归纳出其语法化的
路径和机制，为学界了解乙圩壮语“遭受”义语素功能的语法面貌和特征提供新的材料。乙圩壮语的“遭
受”义语素“te∶ŋ1”呈现出多功能性，具备了十三种功能：①“触碰”义动词；②“对、中、合”义动
词；③“遭受”义动词；④“需要、用”义动词；⑤被动标记；⑥“对”义形容词；⑦“致使”义动词；
⑧情态助动词；⑨结果补语；⑩程度/状态补语；⑪“到、轮到”义动词；⑫副词；⑬假设连词。其中，
本文调查到了“遭受”义语素“te∶ŋ1”以往没有被调查描写到的功能为：①程度/状态补语；②“到、
轮到”义动词；③副词；④假设连词。
【关键词】乙圩村、壮语、“遭受”义

祁东湘语多功能词“落”的语义演变与主观化
谭丽亚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西南林业大学外国语学院
陈海宏  云南民族大学民族文化学院

【摘要】湖南祁东湘语多功能词“落”的用法比较特殊，其语义演变属于通过增加新义而产生的多义模式，
它的多个义项在语义上有一定的关联，或直接关联，如“落”作实义动词时的多种语义；或间接关联，如
前加准词缀型小称标记“落”可能是由实义动词“落”的“降生”、“遗留在后面”等义隐喻而来的。“

落”在祁东湘语中还可以重叠，在语义和语用表达上带有一定的感情色彩，可表达说话者对命题的多种主
观态度。祁东湘语“落”语义演变的认知机制主要有类推（隐喻与之相关)、重新分析（转喻与之相关）和
主观化（褒化、贬化与之相关)等等。
【关键词】祁东湘语、“落”、多功能、语义演变、主观化

论析新加坡华人华语及身份认同的变迁
谭国勇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身份认同的建构在国家及其国家层面下的政治、经济及社会发展上有着深远的影响。它可以使人
认可该国家在政治经济及社会层面上的立场及政策，也可以让人民在某种程度上产生了归属感。教育是建
构身份认同的其中一环。据王赓武教授与陈庆文教授所示，新加坡华人身份认同，是最没有代表性，后者
则认为身份认同是有目的性地建构出来的。由此说明了新加坡华人身份认同正等待人们来填补。也正是如
此，新加坡政府通过不同媒介，包括教育政策等手段来灌输和建构自身倾向的华族身份认同，即倾向于文
化上的认同。本文尝试通过1979年讲华语运动及新加坡教育部历来的教育改革报告书，来了解其倾向和
期许。1979年讲华语运动，主要目的是要整合新加坡华族各方言群体。当时，新加坡华人社会有多达12
个华人方言群体，拥有一个共同的语言：华语，促进他们之间的沟通，减少之间的纷争，团结一致。这有
利于营造及实施双语教育政策的大环境，从中促进经济发展。然而，时间的推移，讲英语家庭的增加，使
得讲华语运动有了新的使命，即提升人们对华文的认识。新加坡教育部在报告书中所倡导的文化认识，倾
向于应对华族内部压力和需要。这回应了陈庆文认为华人身份认同是人造的说法。与此同时，随着华人移
民的移入，他们所带来的文化是否再次在原有身份认同上融合或产生分歧，则是未知数。这将会直接或间
接影响新加坡华文华语以及教育发展的走向。
【关键词】新加坡、华人华语、身份认同、教育

新加坡高中文学教学提问策略的探讨— QUILT框架下的教学设计与实践
唐佑彬   潘旭    李俊贤    郝德奕 淡马锡初级学院
张曦姗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在华文文学课堂上，设计优质问题能引导学生进行品读和鉴赏。因此，本研究以主修H2CLL的
61名学生为研究对象，探讨基于QUILT提问框架激发学生学习兴趣与提升学生思维能力的课堂教学模式。
本文首先介绍研究的背景、对象及方法，阐述基于QUILT提问框架的教学理念与理论依据；接着以现代小
说、诗歌、戏剧以及文言文为例，介绍如何基于QUILT的提问框架设计不同类型的问题的提问策略；本文
也根据学生的课堂反应，探讨了QUILT提问框架下不同文学作品教学的几种提问策略和问题设计类型，在
体现以学习者为中心、加强师生互动和凝聚同侪间学习力量等方面的成效。本论文最后将通过前后测的数
据对比分析、学生反馈、教师观察和学生产出检视教学设计的实施成效。
【关键词】文学教学 、提问策略、 QUILT框架、教学设计

楚辞“羌”字句与湘西凤凰方言ʧʰɑ13字句 比较研究
田晓黎  中央民族大学

【摘要】楚辞里的“羌” ，自东汉王逸注释后的1800多年来 ，众多研究者引经据典， 却始终没有确解。
《楚辞》的“羌”字是否有田野遗存？在湖南湘西凤凰方言中存在极具特 色的ʧʰɑ13 1字句。本文从凤凰
方言ʧʰɑ13字句的田野记音开始，逐条分析，总结规律，再与《楚 辞》16 处“羌”字句进行对比研究，
结果显现，凤凰方言ʧʰɑ13字句基本传承着《楚辞》“羌” 字句的语义。 
【关键词】《楚辞》  羌

国际中文学习软件的大型网络游戏化
汪歆玥  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   

【摘要】汉语学习时间长的特点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二语学习者的热情，而当下飞速发展的大型网络游戏新
颖有趣，常令人沉迷。修坝不如引流，把学生们对汉文化和网络游戏的双重兴趣融入到汉语学习的全过程，
将有助于培养学习者持续性的学习兴趣。本研究分析了当下常用汉语学习软件中的游戏模式，结合现有网
络游戏的汉元素部分，提出了将汉语学习软件大型网络游戏化的具体设想。持续化：脱胎于传统的孤立小
游戏，将累计的学习成果作为升级模式，合理地穿插各类支线任务。系统化：学习者通过注册账号建立个
人学习档案，学习任务既包括集体学习，也包括多种自学形式。针对性：以学习者的需求为导向，提供相
应的实用汉语知识。灵活性：及时更新，高度重视用户反馈。允许教师使用游戏程序和知识库，以方便与
线下教学配合使用。
【关键词 】汉语国际教育、学习软件、网络游戏、学习兴趣

“ 打（타）”字的韩国汉字音形成过程考察
王 浩  四川轻化工大学人文学院  

【摘要】“打”字，在《广韵》中有两个读音，都是阳声韵，一个是梗摄、梗韵，开口二等，上声，端母
“德冷切”；另一个是梗摄、迥韵，开口四等，上声，端母“都挺切”。但是在韩国汉字音中，“打”字
读阴声韵타[t�ɑ]。本文从历史语言学和语言接触的角度出发，认为中世韩汉音（15-16世纪）中存在的
타[t�ɑ]和뎍[tiək]这两种读音，其形成主要是中国的影响，由“德冷切”和“都挺切”两种读法，平行
发展而来，“德冷切”变成了“都瓦切”直接影响了타读音的形成；“都挺切”本来是阳声韵，在传入韩
国以后，其阳声韵尾[ŋ]变成了入声韵[k]，实现了“阳入对转”，从而形成了뎍的读音。近代以后，随着
日语词向韩语的大量涌入，“打”字的日语唐音だ[da]与韩汉音中타读 音的高度相似性，使得타读音在
与뎍读音的竞争中，取得了最终的胜利。

汉语方言亲属称谓中的音变
王红娟  山东师范大学  

【摘要】亲属称谓是方言词汇中重要的一类，我们在考察方言间的词汇差异时，亲属称谓往往是重要的参
照项，如《汉语方言地图集 词汇卷》共有203条词汇图，其中涉及亲属谓的就有“爷爷、奶奶、外祖父”
等14条。在对汉语各方言中的亲属称谓进行梳理时发现，汉语方言的亲属称谓中普遍存在音变现象。比
如，山西运城的“弟”，单字音为“ti33”，但在“兄弟”一词中读音变为“thi33”。本文的音变的含
义是指：1.某个字或某类字在称谓词中的读音与其他情况中的读音不同。2.某个字或某类字在称谓词中的
读音于古今演变规律不合。本文讨论的方言亲属称谓中的音变类型主要有以下三种：个别音变、系统音变、
别义音变。
【关键词】汉语方言、 亲属称谓、 音变

乡村振兴背景下民族地区发挥语言经济效能路径的再探讨—基于西藏自治区林芝市M县的个案研究
王娟  陕西师范大学

【摘要】语言能力是重要的人力资本，语言经济效能是语言的重要社会效能，语言扶贫工作作为中国贫困
治理体系的有机构成，在国家脱贫攻坚的重要阶段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
后，民族地区的语言文字工作在扶持对象、政策范围和顶层设计方面也相应需要作出一定的调整。本文试
图在乡村振兴背景下进一步探讨如何继续发挥语言经济效能的路径。
【关键词】乡村振兴、语言扶贫、民族地区

四川方言的音系特征和两个历史层次
王倩  周及徐  四川师范大学

【摘要】 以往的四川方言研究认为，现代四川方言皆为明清时期的“湖广填四川”所带来。我们在近十
年的时间里，在四川作了广泛的方言田野调查。根据实地调查材料，我们提出新的观点：在四川省的岷江、
嘉陵江流域分布着两种不同的官话方言：嘉陵江流域分布着以成都话为代表的以“入归阳平”为特征的西
南官话方言，这是明清湖广移民带来的；岷江流域分布着以大邑话、宜宾话为代表的有独立的入声调的官
话方言，这是明代以前的四川本地方言的后裔。二者分属不同的方言层次而共存于今天的四川。本文以
2019年出版的《岷江流域方音字汇——“20世纪四川方音大系”之一》中语音材料为据，借助实验语音
学方法对成都话与大邑话、宜宾话作音系整理、以Praat软件绘制其声学元音图、声调曲线图，分析其在
音系上的规律性语音差别，说明今天的四川方言不仅具有以成都话为代表的湖广话语音类型，还有更为古
老的另一方言层次——这个音系今天仍具有入声独立、果摄一等字读为-u、麻三精见组读-i、模韵字读为-o
等语音特征。这些语音特征与成都话的湖广话语音类型有明显的差别，独立于成渝片西南官话而存在。 因
此，现代四川方言分为本地和外来两个层次：本地层次叫“南路话”，外来层次叫“湖广话”。
【关键词】四川方言、岷江流域、成都话、大邑话、宜宾话、方言音系

保定方言两字组连读变调及其若干问题
王帅臣  华北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 

在对河北省保定市下辖的24个县市区进行方言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展开本文的分析。首先描写清苑区的
两字组前字连读变调情况，以便对保定核心区域的变调情况有所了解。其次，介绍保定方言中的阴平变调、
阳平变调、上声变调、去声变调的地理分布、调值表现、调类分布等基本情况。再次，重点讨论上声变调
和去声变调。上声变调后的调值情况有一定序列性：一种是前字变调后与本声调系统的阴平接近或合流；

一种是前字变调后与本声调系统的阳平接近或合流。上声变调既有类型学上的原因，也有历史因素在起作
用。去声变调有一类和轻声有关。

西宁方言持续体标记“着”
魏萌  中央民族大学

【摘要】汉语西宁方言的体标记“着”主要表达持续体的语法意义。除单独使用，方言中“着”常与起始
体标记“上”、完成体标记“下/了”等其他体标记叠用。由此，西宁方言的持续体标记“着”多构成
“V着V”、“V着C”或“V着＋从句”三种结构。西宁方言持续体标记“着”常与起始体标记“上”、
完成体标记“下/了”等叠用，且均处于其他体标记之后，即动词后第二位置。叠用中，“着”仍表达持
续体的语法意义，其语义与前一体标记层层套叠，具有一定顺承关系。如与起始体标记“上”叠用时，“
上”的语义指向前面的谓语动词，构成“V＋上”结构；“着”的语义则指向“V＋上”这一整体，表达
动作行为开始并将进一步持续的状态，“着”具有一定未完整体范畴义。“V＋上＋着”结构还可续接其
他动词或补语成分，构成“V＋上＋着＋V”结构。此外，西宁方言持续体标记“着”常以“V＋着＋C”
形式用于述补结构谓语句中。其中，C可为程度、情态、结果、数量等多种类型补语，形式上可由单个形
容词或副词、数量或偏正短语及主谓结构充当。语义层面，“V着＋C”由“V着”与C两个时间过程构
成，C主要由“V着”引发或伴随，即两个过程包含一定的逻辑因果关系，这种关系可以是显性的也可以
隐性的。除构成“V着V”、“V着C”和“V着＋从句”结构外，持续体标记“着”还可用于西宁方言的
存现句和“的字结构”中，其用法具有一定独特性。
【关键词】西宁方言、着、持续体标记

“口”的比较词义探索
吴宝安  湖北大学文学院 

【摘要】“口”这一概念在汉语中主要有“口、嘴”两个词，根据它在汉语、汉语方言以及其他语言中的
用法，我们整理出了12组与“口”有关的共同引申，这些共同引申都可以通过“转喻”和“隐喻”来解
释。 基于转喻的共同引申有7条，如： 与言语功能相关，“口”引申出“说话、话语”义。与饮食功能
相关，“口”引申出“口味”“人口”义。与临近部位相关，“口”引申出“脸、鼻、咽”“口部饰物”
义。基于隐喻的共同引申有5条，如：与形状、位置都相似，“口”引申出“容器等器物通外面的地方”
和“出入的通道”义。与形状相似，“口”引申出“（山谷、水道等）大的豁口”“突出的部分；尖儿”。
这12组共同的词义引申在汉语、汉语方言以及英语、俄语、西班牙语、日语、泰语、印度尼西亚语、壮
语等语言中都以共词的方式出现，因此，我们可以将其看作是“口”在语言中的共同演变模式。
【关键词】“口”  比较词义 、共同演变

新加坡中学华文快捷课程后进生
语文学习的挑战和独立学习能力的培养
吴宝发  张曦姗  周淑君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后进生学习一直是教育工作者关注的课题，新加坡教师也不例外。后进生学习问题复杂，包括语
文基础薄弱；个人学习态度不良；缺乏独立与迁移的学习能力；课堂教与学方法不当等。本文立足于本地
一所中学的校本研究，借助文献研究法、问卷调查法与观察法，对中二快捷班24位后进生的学习特点进
行梳理，由此作出为期六个月对3个单元的教学调整的尝试，旨在分析后进生在课堂中语文学习的挑战以
及探索他们独立学习能力的培养。本研究对2021年新教材篇章里的语文技能做一次系统性的梳理，在课
堂阅读理解教学时，强调对文章理解的元认知策略之字义层次、逻辑层次、概念层次的教学，调动学生的
元认知，以弥补学生因语文基础薄弱带来的教与学问题。
【关键词】华文快捷课程 、后进生、中学新教材、元认知

中韩跨国婚姻家庭双语学习和使用状况及问题研究
吴思敏  闽南师范大学

【摘要】近年来，中韩跨国婚姻家庭日益增多。据统计，来自中国的在韩结婚移民总数在2019年已接近
20万人。中韩跨国婚姻家庭既有别于传统华侨家庭，又有别于普通韩国家庭，在语言文化上具有特殊性。
本研究以在韩中韩跨国婚姻家庭为研究对象，对其双语学习和使用状况展开调研，并针对其问题提出解决
方案。研究分三部分进行：第一部分利用文献分析法整理并分析韩国政府对多文化家庭的政策及多文化家
庭支援中心的相关资料。第二部分利用问卷法、访谈法与参与观察法对中韩跨国婚姻家庭进行相关数据采
集，并对数据进行定量与定性分析，多维度考察多种因子对语言的影响以及因子之间的相互作用及其与内
部、外部环境的交互关系，全面把握中韩跨国婚姻家庭双语学习和使用的特点及问题。第三部分综合考虑

调研结果，针对中韩跨国婚姻家庭双语学习和使用的问题和需求，从内部（中韩跨国婚姻家庭自身）和外
部（社会机构与教育部门）提出解决方案。本研究不仅可为中韩跨国婚姻家庭双语教育提供理论基础和实
践方案，还为以其为对象的双语教材及教学资源提供理论依据，为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跨国婚姻家庭双语教
育研究提供参考。
【关键词】中韩跨国婚姻家庭、双语教育、调研、解决方案

实践与反思：国际中文教学与信息通讯技术之运用
夏雪  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

【摘要】随着教育技术的发展，如何善用信息通讯技术（ICT）来服务于教学，实现以“学生为中心”的
教学实践，成为当今教育研究的热点。在国际中文教学领域，我们也面临着如何有效地将ICT运用于课堂
教学和学生学习的问题。本文即以此为出发点，在现代教育理论的基础上，以新加坡国际学校的非汉语母
语学生为研究对象，结合IB华文课程中的一个主题单元，从课件设计及课堂教学反馈等方面对ICT在国际
中文教育中的实践情况进行探索性研究，总结ICT辅助中文教学的几个原则：包括设计ICT要以学生学习
需求为核心，ICT的课堂使用应避免“喧宾夺主”，并反思教师在ICT运用中的作用，以期对新技术下的
国际中文教学发展提供参考。
【关键词】 ICT、 国际中文、课件设计、课堂实践

The Brief Analysis of Japanese Culture's Absorp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ulture
Hui Xu   Maca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bstract: Cultural exchanges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have a history of nearly 2,000 years. The fine tradi-
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ulture have exerted great influence on almost every aspect of Japanese 
life, such as architecture, clothing and so on. At the same time, Japanese culture has made a series of 
cultural innovations and developments according to its own national conditions while absorbing Chinese 
culture for reference. Starting with the reasons why Japan absorbed Chinese culture and analyzing the 
exchanges between Japan and China from 1972 to 2011, this paper analyzes and concludes that the similar 
cultural background of the two countries is the basic reason for Japan to better learn from Chinese culture. 
Finally, this paper expounds and analyzes Japan's absorp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ulture from 
three aspects: religion, ideology and diet. It is concluded that Japanese culture originated from Chinese 
culture, and before the Tang Dynasty, Chinese culture had the greatest influence on Japanese culture; after 
the Tang Dynasty， Japan began to have a real culture, but it was still influenced by Chinese culture.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and improvement of its own culture, it finally formed its own unique style. 
Key Words: Japanese culture; Chinese culture; Absorb; 

港式中文词汇与普通话的隐性差异
徐涵韬  北京师范大学

【摘要】“隐性差异”的概念及思想适用于全球华语对比研究，文章立足于此，讨论港式中文词汇与普通
话的隐性差异，首先以量词“枚”、动词“怀疑”以及名词“论调”为例，分析其在概念义、语法义、色
彩义等方面的表现；然后举例说明了隐性差异的三种存在形式，即有无之别、大小之别和程度之别，并指
出三者之间联系密切，不能孤立讨论；最后，文章认为未来研究应增强对华语隐性差异的考察分析，拓展
隐性差异的研究内容、语体范围及比较对象。
【关键词】隐性差异、词汇、港式中文、普通话

基本核心词词义的跨语言表现与特点—以61种语言为例
许可  冉启斌 南开大学

【摘要】本文建立了61种语言60个基本核心词词义数据库，从跨语言角度对其进行了细致考察。数据库
中共有义项约11440个，平均每词义项略超3个，最多达21个。平均义项数方面，动词最多，形容词其次，
名词、否定副词随后，数词、代词最少。义项数可能受词与外部世界的关联性、在词汇系统中的基本性以
及概念本身模糊性的影响。对词义引申深度赋值后，看到动词、形容词、名词的词义引申能力分较高，各
词的平均义项数与该分排名不一致。语言、词类对义项数量、引申能力分影响显著。通过网络图谱对词义
进行聚类分析和可视化分析后，基本核心词被分为10类，词类对聚类有影响。动、名、上形成较大词团。
名词[±指人][±身体部位]，形容词[±积极/消极]等特征会使词类内部形成关系更紧密的小类。图谱中，
hand连接动词和身体部位名词；head连接身体部位名词和指人类名词；man连接指人名词与褒义形容
词；one连接指人名词和数词；die、sleep等词连接动词和形容词等。

【关键词】基本核心词、词义引申、数据库、】可视化

冰墩墩的启示：中华文化符号海外传播的机遇与挑战
许琳皎  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

【摘要】北京2022年冬奥会吉祥物“冰墩墩”在国内外社交平台的爆红引起各界讨论。作为一种文化符
号，“冰墩墩”兼具多重内涵，承载着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功能。“冰墩墩”成为“顶流”，不仅
展现了中华文化强大的感召力，也为中华文化符号的海外传播提供了新思考。本研究基于符号学理论，从
视觉和语言两个维度分析符号传播的特点，挖掘“冰墩墩热”的深层原因，并从中得出中华文化符号海外
传播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基于此，笔者从符号传播的原则、内容和方式三方面提出了建议，即：调整传播
心态，着眼他者视角；加强内容设计，挖掘文化内涵；充分利用互联网媒介，引发情感共鸣。以期为中华
文化符号的海外传播提供借鉴，丰富中国文化传播领域的研究成果。
【关键词】中华文化符号、海外传播、文化传播、冰墩墩

韩国国民教育体系中汉语教育的发展与创新
许培新  山东大学

【摘要】本论文结合中韩两国历代交流的传统以及现代社会发展的趋势，在追溯韩国汉语教育发展历程的
基础上，重点考察自中韩建交以来韩国汉语教育的发展脉络，重点梳理并分析韩国国民教育体系中，大、
中小学不同层次汉语教育的发展情况以及出现的问题，总结韩国国民教育体系中汉语教育的主要特点；当
今国际大变局和新态势下，汉语教育发展面临着新情况、新问题，韩国国民教育体系中的汉语教育和学习
也在发生变化。因此基于教育理念升级、教学思路转型与教学模式创新，提出了加强韩国大、中小学汉语
教育的实践性、针对性，以及韩国汉语教育内涵式发展多元化路径的对策和建议。 
【关键词】韩国汉语教育、国民教育体系、内涵式发展

 
13—19世纪朝鲜半岛汉语教学对当代汉语国际教育的启示
许润芳  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

【摘要】朝鲜半岛有悠久的汉语学习历史，从以汉字为本、重视书面语学习到文言并重、对政治商务风俗
文化等不同领域进行全面了解，其汉语学习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汉学界人才辈出，促进了对中国制度、文
化的内化吸收及其本民族政治经济文化的进步。其中，国家层面的空前重视、语言政策的有力支持是不能
忽略的因素。目前流传的朝鲜半岛汉语教科书集中于13-19世纪，恰是两国政局革新、关系进一步密切的
时期，此类教材是今日研究两国历史上人文交往、不同时期汉语口语面貌、汉语教学法种类及影响、汉语
国际教育在半岛发展历程的宝鉴，本文以该时期《老乞大》《朴通事》《学清》等代表性汉语口语教材为
主要研究对象，结合韵书、字书及辞书类汉语书面语教材、《朝天录》《燕行录》与《朝鲜王朝实录》等
官方历史记载为佐证，共时对比同时期中国韵书。探讨官学、私学、司译院、承文院、译学院、质正官等
部门和职务发挥的历史作用，总结该时期朝鲜半岛汉语教学的优点和不足，力求为当代汉语国际教育汉语
人才培养、汉语教材编写、汉语教学法选择和语言政策制定提供一定的参考意义。
【关键词】朝鲜半岛、汉语国际教育、教学法、语言政策

语言赋能：乡村振兴多模态话语战略构建
杨城  浙江大学 

【摘要】语言是促进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乡村振兴中的每一步都离不开语言的力量。研究中首先依托多
模态话语分析综合框架，对余杭、桐庐、淳安三个乡村振兴示范地区的宣传片视频进行分析，总结其文化
、语境、内容、表达四个层面的多模态体现。其次依托质化分析的扎根理论方法，构建语言赋能乡村振兴
的战略模型，在组织、社会、个体三个层面探索赋能方向。最后，基于话语分析和战略模型提出未来语言
赋能乡村振兴的提升路径。研究发现，三个地区的多模态话语具有典型的区域特色，语言赋能乡村振兴需
要凝聚自上而下的多方力量，而国际化视角、内容的精准筹划、赋能视角的联动共振则是未来乡村振兴话
语努力的方向。
【关键词】乡村振兴、语言赋能、多模态、话语分析、战略模型

A Study on the Chinese Classroom of Foreign Students in the Epidemic Period Based on the Inter-
active Perspective
Haifeng Yang1,Daqian He2, Zhuoda Yang3

1. Center for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Wuh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Wuhan， 

2.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Wuh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Wuhan，
3. School of Chinese Studies and Cultural Exchange,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Abstract: Interaction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s affecting the result of online Chinese class teaching. 
By utilizing the method of questionnaire analysis, error analysis and document analysis， this paper selected 
200 international students from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Cultural Exchange of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of Wuh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of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as samples for investigation, including 94 undergraduates, 60 master 
students and 46 doctoral students. Among them, namely 86 in primary stage, 64 in intermediate stage and 
50 in advanced stage based on their HSK marks. The majority are from Asia (45%) and Europe (25%), the 
rest are from Africa (15%), America (10%) and Oceania (5%). This paper finds that the existing interactive 
methods of them include online conference platform, course live-streaming platform and video live-streaming 
platform. 
When using these platforms, we find there are some advantages of them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remote 
Chinese learning: They are convenient for students to preview and review before and after class, and they are 
helpful for the sharing of Chinese learning resources. However, we also find that there are some disadvantag-
es in teacher-student interaction and student-student interaction on these platforms, such as the lack of learn-
ing atmosphere (58% participants agreed) and the unwillingness of turning on the camera and micro-
phone(76% participants agreed). We think the factors causing these problems mainly include external and 
internal factors of teaching. The external factors include the factors of network connection, time difference, 
studying platform and studying resource allocation. The internal factor of Chinese teachers is that they are not 
adapted to the new way of online teaching, which makes them unable to carry out innovative design of class-
room interaction, and still choose the traditional teaching method (66% participants agreed). The internal 
factor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on the one hand, they lack online learning experience, so it is difficult to cope 
with some new challenges in teaching interaction practice. On the other hand, international students must 
overcome certain psychological factors in the interaction process of online Chinese classroom, among which 
anxiety and avoidance are the most prominent (80% participants agreed).
In conclusion, Chinese teachers can improve the interactive effect of online teaching through rational use of 
learning platform, effective allocation of learning resources and innovation of class interaction mode. Before 
teaching, teachers should inform students in advance of the selection of learning platform, registration, login, 
using process and a series of related matters. During the teaching process, teachers can allocate a certain 
proportion of class hours to organize interactive courses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s, such as group presenta-
tion, personal performance and seminar. After class, teachers can design and release questionnaires and 
use the background data statistics and other functions of the learning platform to analyze the frequency and 
quality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participation in interaction. Also, international students should actively adjust 
their learning psychology and improve their learning methods as well. In this way, they can get rid of negative 
psychological factors such as anxiety and avoidance, and focus on classroom interaction and knowledge 
itself, and finally achieve better learning results. Ultimately, teachers and students will collaborate to explore 
a course interaction path, adapting to the new mode of online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in the post-pan-
demic era. The research on this issue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enrich the theories of linguistics, psychology 
and pedagogy related to Teaching Chinese to Speakers of Other Languages. Also it can improve the teach-
ing efficiency of teachers and enhance the sense of gaining knowledge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Keywords: Interaction; Online Chinese Classroom; Chinese Teaching

国际华文推广的重要部分：志愿者项目的国别性/区域性分析—以缅甸为例
杨念  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

【摘要】2004年“国际中文教师志愿者项目”经中国教育部批准实施。直至疫情前，全球大约有7000名
志愿者在全球一百多个国家进行中文教学，其中大约3000名志愿者在东南亚各国任教，成为东南亚华文
教育重要力量。缅甸志愿者项目于 2009 年开始实施，至今已经有十年有余，到疫情前每年有一百多名志
愿者在缅甸各个城市甚至乡镇进行中文教学工作。十多年来，志愿者项目对缅甸华文教育发挥着重要作用：
为缅甸华文教育贡献了新的力量，弥补了缅甸华文师资的不足，促进了缅甸中文教育的合法化进程等。然
而，该项目也存在着一些问题，本人通过实地了解以及问卷的方式，深入分析了志愿者项目在缅甸的实施
情况，并针对性地提出几点建议，促进该项目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国际中文教师志愿者、华文教育、缅甸志愿者项目、参考

基于SLS平台的E晨读差异教学模式探索— 新加坡崇文中学的实践经验
叶语銮    徐小红   吴玉凡  新加坡崇文中学

【摘要】为了营造书香校园，培养学生的阅读兴趣和提高阅读水平，我校研究团队借助SLS平台，以110
名中三学生为研究对象，在全校进行E晨读研究计划。E晨读依据差异教学理论，照顾学生的个体差异，
所选篇章分年级、分主题、分文体，并结合各单元技能训练，设计不同程度、风格的晨读活动。学生借助
个人数码学习工具，选读纯文字或拼音版的、带声音和可查字典的篇章，通过SLS自测，在阅读护照上完
成任务。此外，高准备度的学生还可阅读更有挑战性的文章，并完成相应的挑战任务。研究结束后，团队
通过定量与定性研究检测学习成果。初步结果显示，基于SLS平台的E晨读差异教学模式，在一定程度上
激发了学生的阅读兴趣，也促进了教师的专业发展。
【关键词】SLS平台、E晨读、差异教学

Nasal Codas Merger in Chinese dialects: Modified Contrastive Specification and Sisterhood Merger 
Hypothesis
Jihye Yun  Asia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 Madison

Abstract：Chinese linguists have long debated about the directionality of nasal coda merger in Chinese 
dialects since the 1970’s. Some believe that the merging process is unidirectional (anterior to posterior) ,but 
others assert that alveolarization of nasal codas (-m>-n and -ŋ>-n) is the major trajectory. Previous studies 
failed to make a reasonable prediction about the further direction of the merger in addition to a lack of 
phonology-based analysis. This research analyzes the merging process on basis of Contrastive Hierarchy 
(CH) and Sisterhood Merger Hypothesis (SMH). The two theoretical frames make us draw two types of 
contrastive hierarchies: [Dorsal]>[Labial]，[Coronal]>[Labial]. That is，the merger between the alveolar 
and the velar nasal codas will occur after the completion of the merger between the labial and alveolar ones. 
Alternatively， the alveolarization of the velar nasal coda will happen after the completion of the merger 
between the labial and velar ones because the structure merger takes place on sister node of contrastive 
hierarchy. In conclusion， the final phase of the nasal coda merger will be the alveolarization of the velar 
nasal coda. The data of Chinese dialects and markedness theory both buttress the conclusion.

Keywords: Nasal codas，Chinese dialects，contrastive hierarchy，sisterhood merger

《易经》归纳、演绎思维在母语教学中的课堂实践和应用
庾潍诚  新加坡伟源中学

【摘要】作者根据自己长期研究《易经》的经验，提出和认为：《易经》作为中华古代的文化典籍，归纳
和演绎思维是它的最重要核心思想之一。同时，作者结合了自己多年的新加坡课堂教学实践，发现：《易
经》的归纳、演绎思维可以有效实践应用在现代的母语教学当中。归纳，是引导学生化繁为简，迅速掌握
教师布置的课堂指令或內容；演绎，则是学生有效应用课堂所学知识进行复述和重构。本文列举具体的课
堂实践应用例子，就是：(一)课堂的指令语言“ABCD”；（二）思维图的教学应用；(二)作文教学实践
的“DEEPAI”（细节描写）自创理论。作者最终观点认为，《易经》思想可以古为今用，实践应用到课
堂母语教学，从而达到提升学生的母语学习效果。
【关键词】易经、归纳、演绎、教学实践应用

中国古代建筑文化的汉字演绎
袁忠  中国华南理工大学

【摘要】中国古代建筑文化的丰富思想很多都凝结在一个个的汉字中。在汉字的构形、本义、转义、暗喻
等不同的运用中，存在着古人有关建筑活动、建筑形象、建筑心理等蕴含，很多汉字就是一个空间概念、
一个居住范畴。古人对中国古代建筑的感知的原初意识首先凝固在古汉字中，古代建筑的最初“文本”可
求诸古汉字，作为象形文字的古汉字与作为现实空间的古建有着天然而内在的通贯性。本文通过考察汉字
的字符构形及作为词或词素的单个汉字所展示出的建筑文化意象，探究作为表形文字、表意文字的古汉字
在其构形、组词、使用、书写等多方面体现的古代建筑文化意义。
【关键词】汉字、中国文化、古代建筑

GRR教学模式的实践与反思——以新加坡H2华文与文学新诗教学为例
张建立   张建平  新加坡国家初级学院    
张曦姗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2021年新加坡H2华文与文学新课程引进课外文学作品赏析的部分，与旧课程标准相比，这对学
生是具挑战性的变革。为应对该挑战，我院以新诗为切入点，设计了从指定文本到课外文学作品的教学实
践配套。该实践以“新加坡课堂教学实践要领”(STP)为指导，依据探究式学习（IBL）理论，采取“教、
扶、放、收”四个阶段的“渐进释放责任直接教学模式”（GRR），旨在逐步培养学生独立鉴赏文学作
品的能力。实践证实，这一教学策略增强了学生的信心和赏析能力；同时，也发现了一些有待进一步充实
和深入探索的空间。本论文将阐述该实践所采用的教学理论、教学策略、教学流程、教学成效及反思。
【关键词】  GRR教学模式、H2华文与文学、新诗教学    

“V走”和“V去”互换性的多重对应分析
张进凯  中国兴义民族师范学院 文学与传媒学院

【摘要】  本文在“原型—样例连续统”理论指导下，通过基于用法的多重分析方法探讨表征“位移运动
事件”的“V走”和“V去”的变异性和互换性。研究发现：“V走”主要表征位移方向不明确、没有位
移目的地的位移运动事件；“V去”主要表征位移方向明确、位移目的地可预测的位移运动事件，因此
“V走”和“V去”处于位移运动事件“原型—样例连续统”的不同位置，“V去”较“V走”更接近位移
运动事件的原型。“V走”和“V去”在表征位移运动事件原型特征和典型样例时不存在概念重合，在表
征位移运动事件非典型样例时，在概念变量特征的交互作用下表现出概念重合。
【关键词】多重对应分析  位移运动事件  概念变量  互换性  变异性

书面语言复杂度对华语二语者写作质量的影响研究
张漫莉  北京语言大学  

【摘要】本研究基于韩国学生的HSK写作测试语料，采用若干典型指标，对华语二语者的书面语言复杂度
与写作成绩之间的关系进行了量化分析，考察了词汇及句法复杂度指标对学生写作质量的影响。研究结果
表明：词汇复杂度和句法复杂度指标与学生的写作质量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Guiraud指标、虚词
使用比率、连词使用比率、复杂词使用比率、话题链数量、话题链分句数、零形成分数量和T单位数量等
指标对写作质量具有较强的解释及预测效度。
【关键词】语言复杂度、汉语二语、写作质量
  

基于树库的汉语二语写作句法复杂度研究
张婉莹  北京语言大学

【摘要】句法复杂度（Syntactic Complexity，简称SC）在评价二语者语言水平、语言动态发展及写作
质量中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吴继峰，2018）。已有的研究侧重于SC对日语、韩语等母语者的汉语写作
评估的有效性问题，研究结论未必适合少数民族母语背景的汉语二语书面语评价。基于此，本研究以参加 
HSK（高等）考试的维吾尔族考生的作文语料为研究对象，基于自建的汉语二语句法标注语料库，从粗粒
度和细粒度两方面指标体系入手进行以下四个方面的研究：（1）通过预处理构建小型依存句法树库（
Dependency Grammar Treebank），作为句法复杂度研究基础；（2）通过小句切分和搭配抽取研
究粗粒度指标和细粒度指标的分布特征；（3）针对不同写作水平的被试SC指标进行对比研究；（4）基
于典型SC指标体系探讨二语写作水平动态发展特点。研究发现，基于T单位等粗粒度句法复杂度指标在区
分学生写作水平和预测写作成绩方面的解释力较弱，而基于短语层面的细粒度句法复杂度指标能够有效区
分写作水平和预测写作成绩。
【关键词】树库、 二语、语法

阅读与抒情文写作教学的有机结合—以华侨中学（高中部）语文特选课程为例
张薇  王健仲  华侨中学（高中部）

【摘要】抒情文写作一直是学生的弱点，也是教师的教学难点。由于没有经过有系统的抒情文写作训练，
高中生很容易将抒情文、记叙文或议论文混为一谈，对抒情文的写作手法更是一知半解。再加上学生缺少
生活历练，要让他们短时间内掌握抒情文写作手法，并进行创作，无疑难度极大。有鉴于此，我们决定在
现有的教学内容上融入抒情文写作教学，尝试结合REAP的阅读理论与教学实践，将阅读与抒情文写作教

学有机结合，以39位高一H2华文与文学的学生为对象，引导他们建构抒情文概念，了解并掌握抒情方式
与写作手法，从而进行写作实践。最终，通过调查问卷、课堂观察和学生作品，梳理和分析了阅读与抒情
文写作相互融合的方法及其有效性。
【关键词】抒情文写作、阅读教学、REAP阅读方法、语文特选课程

地名中的关中方言
张文丽  陕西学前师范学院文学院

【摘要】关中方言，曾经作为汉民族共同语基础方言，对周边地区方言、其他地区方言和民族共同语产生
过重要影响。地名是人们用以区别个体地物的语言符号，而作为纪录地名的语言符号包含形、音、义三个
部分。关中方言区的地名，尤其是地名用字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关中方言的特点。本文从关中方言
区中的代表性地区——西安入手，整理分析其地名，得出如下结论：1.声母 （1）古全浊声母清化，平声
送气，仄声归并关中方言中存在差异，西安归不送气，例如“中官亭/中官厅”、“安居巷/钱局巷”。
（2）古知系开口字按照等分化，知系二等、庄组、章组止摄字与精组合流，读ts、tsh、s，例如“三里
村/山李村”。（3）古泥、来二母在洪音前混用，尤其是在洪音鼻音前，泥母混入来母，读l，例如“新
农田/兴隆庄”。2.韵母 （1）前后鼻音混用，关中方言后鼻音为ŋ，前鼻音丢掉鼻尾n，主要元音鼻音化
。由于在当地人听感上二者具有相似性，表现在地名中前后鼻音字混用。例如“上游巷/三友巷”。（2
）遇摄合口一等端系字，元音复音化，读ou，与流摄合并。例如“双楼寺/双路寺/双芦寺”。（3）果摄
开口字一等字与果摄合口字合并，例如“贺韶村/火烧村”。通过分析发现西安地名用字的流变反映了关
中方言的特点及其变化，具有强烈的方言特色，深入研究地名可以挖掘背后隐含的历史文化内涵，提升文
化软实力；可以为地名用字、拼写管理提供理论支撑，推动新时代的语言文字工作。
【关键词】关中方言、西安地名、文化

从外交新词语看中国外交动向—以2010-2020年度《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媒体新词语表为例
张星霞  韩国汉阳大学

【摘要】本研究基于2010-2020年度《中国语言生活报告》媒体新词语表中的外交新词语，运用数据分析
法，从其分类、使用频次和年度分布三个方面考察中国近十年以来的外交动向，为读者勾勒出中国外交全
貌，以期让读者更好地了解当前中国的外交形势，并为中国未来的外交实践提供一定的智力支持。本研究
认为，按照领域划分，这些新词语所涉及的外交领域包括总体外交、经济外交、政治外交、军事外交、文
化外交、科技外交和医疗外交等七大领域；根据性质，这些新词语所涉及的外交类型又可分为方针类、方
式类、事件类、成果类、组织/平台类、场所类、色彩类和人物类等八大类型。它们较为真实、客观地反
映了中国近十年以来的外交动向。
【关键词】外交新词语、中国外交动向、《中国语言生活报告》、分类、使用频次、年度分布

华语文汉字学习策略个案研究-以印尼华语文学习者为例
张胜昔　中国华东师范大学国际汉语文化学院
陈信助　台湾中国文化大学教育系

【摘要】对外华语文之汉字习得一直困扰着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与学。若华语文教学伊始就“重听说而
轻汉字”，不仅将形成中高级以上的学习阻力，更达不到语言习得可持续发展的教学效果。本研究针对一
名中高级程度印尼华语学习者的“初级汉字习得历程”进行了个案分析，围绕汉字习得心理认知、脑神经
机制、仲介汉字等理论，剖析形声字之习写、读音、识义三方面的“中介状态”，深度探讨了形声字之“
形义-音”的习得联结难度，说明汉字作为第二书写系统的学习策略，以及具逻辑性有系统的字本位教学
在华语文习得中的重要性。期许研究结果可提供日后相关教学与研究参考使用。
【关键词】字本位理念、汉字心理认知、中介汉字、可持续性发展、个案分析

“错位的称呼”—当代汉语社交称谓语的变异与泛化
张雪  澳门科技大学 

【摘要】汉语中的社交称谓语是汉文化特征的缩影，亦是对中国社会现状的即时反映(Chao1956， 
Gu1990， Wang2003)。无论是对于语言学本体研究，还是对于语言与社会的互动关系研究，该议题都
具有新鲜价值(Brown&Ford1961， Ervin-Tripp1972， Zhang2021)。本文基于真实语料收集与分析，
针对当代汉语中四个新兴社交面称语(social vocative)的使用原则、表意功能、交际效果等维度进行了
深入讨论（分别为：“（小）哥哥/姐姐”、“老师”、“同学”、“家人们”）。研究发现，当代汉语
社交面称词有如下特征：（1）原有亲属称谓用法深入泛化（例如“（小）哥哥/姐姐”）；（2）职业称
谓用法深入泛化（如“老师”）；（3）“错位”称谓语兴起（如“同学”）；（4）网络称谓语变异性

强（如“家人们”）。当代汉语社交称谓语处于全面深入的泛化与变异中，其成因、过程、程度等，都与
语言发展和社会变迁密切相关。
【关键词】称谓语、社交面称、语言泛化、语言变异

“给我+VP”的主观处置功能
章天明  日本小樽商科大学

【摘要】本文主要讨论“给我+VP”结构表主观处置的语义来源，以及“给我+VP”结构 主观处置功能
实现的机制。 第一，“给我+VP”有两种不同的语义特征。表示“请求”的“给我+VP”中的 “给我”
等同于“为我”或“替我”；而表示“命令”义时，“给我”不等于“为、 替、向”等等，“给我”只
表语法意义。 第二，“给我+VP”的主语只能是第二人称代词，或指人称谓词语，或者是 VP 的受事。
VP 应当具有 [+自主]、[+动作]和[-褒义]的语义特征。 第三，通过“给”字句处置义来源的再分析，以及
与“给 X+VP”句式的对比， 分析得出“给我+VP”句式具有主观处置义。 第四，“给我+VP”中“给
我”的语法化成分的性质，以及第一人称代词的介 入，使“给我+VP”的主观性得到实现。
 【关键词】语义关联、结构关联、受益和受损、主观处置

多元智能理论与对外汉语阅读教学研究—以《零食》为例
赵畅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

【摘要】阅读过程包含着反应读者认知过程的丰富材料，是学习者汉语能力高低的重要体现。虽然近些年
汉语阅读教学的研究层出不穷，但是汉语阅读课堂仍存在着学生学习被动的情况，因此其教学策略还有待
进一步的研究。经过对教学理论的研究，多元智能理论从心理学角度研究了人的智力潜能是多元的，而阅
读教学不仅要教授学生语言文字知识和阅读规律，还要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因此， 我们认为， 对
外汉语阅读教学要想达到最佳的效果， 就必须从多元智能理论出发。本文主要结合《零食》一课从智能
理论下的每一个智能元素分析适合的教学策略和具体实践情况，最后经过反思提出多元智能指导下的阅读
课的教学原则，希望能够为阅读教学者提供一定的参考性建议。
【关键词】对外汉语阅读教学、多元智能理论、教学策略

中韩二语教学高阶教材对比与分析
赵莉  南京大学
赵学玲  Seogwipo-si, Jeju-do, Korea

【摘要】本文选取中韩两国用于本国语言国际教育的代表性教材《博雅汉语》（2018-2020）和《首尔大
学韩国语》（2012-2015），就两种教材高级阶段部分在文化主题选择、体裁内容以及训练模式上的异同
加以比较。认为两种教材在结构上都以文化主题来分类编排，并与训练模式紧密结合，但两种教材呈现出
的差异也十分明显。两者之间的差异固然可归因于两国国情、语言、文化特点的不同，但文化视角和文化
意识的不同是最根本的原因。考虑认知规律和文化视角，选择恰当且丰富的文化内容，不仅能够更好地实
现与国际学生的共情和跨文化交际的目的，通过与语言功能的紧密结合，也能够使语言训练获得更好的效
果。
【关键词】二语教学、高阶教材、对比、分析

社会语言学视角下女性群体通称的使用情况分析
郑皓月  中央民族大学

【摘要】称谓是人类社会中体现特定的人在特定的人际关系中关于身份角色的称呼，称谓词语与社会发展
联系非常紧密，在新中国的发展历程中，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乃至与国际社会的关系都将对称谓
词的使用产生影响，并在历时语料库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迹。在语言生活中，女性群体通称使用情况的
相关统计既反映了语言生活的变化又反映了中国妇女的发展状况，本文主要从社会语言学视角出发，观察
女性群体通称的使用情况。分别从历时角度和共时角度出发，分析五四运动以来“女性群体通称”使用情
况的历时变化，分析不同语体下女性群体通称的使用变化，发现人们对女性群体通称“妇女”“女性”“
女人”“女子”语义特征的不同认识影响了人们在不同场合下对女性群体通称的理解和选用。
【关键词】社会语言学、女性、称谓、语义

反义词“前”“后”的平衡与不平衡研究
周欣然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

【摘要】反义词作为一种常见的语言现象在人们的生活中被普遍使用。一般而言，反义词总是成对出现，

形成平衡状态，即一个词与另一个词形式对称但意义相反。然而以“前”、“后”为例，作为现代汉语中
使用频率较高的一对典型反义词，却很少有人在使用时能注意到其背后隐藏的不平衡现象。本文第一、第
二部分均从义项、构词、所构词、使用频率这四个方面展开，分别探析反义词“前”“后”平衡与不平衡
的具体表现，说明两者在平衡中存在着不平衡。接着又从认知、语义、语用、文化四个角度阐述原因，正
是由于“后”的被认知时间更早、语义范畴更大、受语言经济原则影响更多以及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内涵更
丰富，才使其能够拥有更广的使用范畴和更高的使用频率，也因此造成了反义词“前”“后”的不平衡现
象。
【关键词】前、后、平衡、不平衡

整合训诂方法论新探
周雁飞  新加坡新跃社科大学

【摘要】陆宗达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提倡“训诂方法的科学化” 。本文运用肯·威尔伯的”整合理
论”，采用其“四象限五要素”的框架结构梳理审视传统的训诂理论和方法。首先论述了训诂原理与整合
理论的内在关系，在此基础上将训诂学的适用范围与整合理论相结合，阐释其与传统训诂方法之间的深层
关联模式，及其有效性、前瞻性，进而使整合训诂方法不仅具有理性的解析，而且富于实践的可操作性。
本文是实践训诂学与西方阐释学（英语：hermeneutics）接轨的一次尝试，旨在为训诂方法论的现代转
化提供新的激荡和借鉴。
【关键词】训诂学、解释学、整合理论、四象限五要素

普通话句末语气词的句法性质
宗晓哲  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院

【摘要】本文探讨了句末语气词“啊、吧、吗、呢”的句法特征，认为它们超出了狭义的句法范畴，在话
语中具有表达功能和人际交际的价值。首先，从通过与语气副词、标句词“说”的位置对比，可以看出语
气词句法位置很高，独立于所在句子，属于语用层面。从语用角度来看，句末语气词具有明显的程序意义。
“啊”要求听话者参与到会话中，促进话论继续，是“互动标记”。“吧”在句中通过降低话语确信度，
缓和交际双方关系，是“礼貌标记”。“吗”要求话语权发生变化，促使听话者对所提问题进行进一步的
解释，是“问询标记”。“呢”在话语中起到凸显说话者所表达的语义关系的功能，使得话语与语境之间
存在一定的语义联系，是“焦点凸显标记”。
【关键词】句末语气词、话语标记、句法-语用接口

现代汉语周遍性主语中周遍义的形成原因
左思民  高丽大学中文系 /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  

【摘要】本文探讨了现代汉语六种周遍性主语中周遍义的形成原因。结论如下：在任指疑问类周遍性主语
句如“谁都认识”中，主语的周遍义是经由疑问代词的任指用法而获得的“全域义”。在含数词“一”的
周遍性主语句如“她一点道理也不懂”中，主语的周遍义依托梯级义经语用推理而得，并且只允许从否定
极小量达到否定全量的推理。在列举类周遍性主语句如“老王粤菜也吃过，川菜也吃过，鲁菜也吃过，浙
菜也吃过，中国八大菜系的菜都吃过”中，主语的周遍义并非列举的产物，而由最末的总括分句直接表达。
在物量词重叠类周遍性主语句如“家家都用上了煤气炉”中，主语的周遍义源于物量词重叠式所具的“每
一”意义。在含“全部”等词的周遍性主语句如“全部（都）得参加会议”中，以及含“每”等词的周遍
性主语句如“每个人（都）很认真”中，主语所含的周遍义由充当句子主语的词语直接表达。
【关键词】周遍性主语、任指、语义、语用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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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论文摘要

试析因果连词“因而”“从而”“故而”
安美璇  北京师范大学

【摘要】“因而”“从而”与“故而”是表示因果关系的一组连词。经考察发现，三个词的生成方式均属
于跨层结构的词汇化，源头可以追溯到先秦文献语言。古代汉语句法结构模式的弱化和消失是促成三者词
汇化的重要动因，因此立足于古代汉语，结合词素“从”“因”“故”的词义及特点，考察并解释连词“
因而”“从而”“故而”在现代汉语中存在的使用差异，可以得到三者的区别特征。具体表现为：“因而
”强调因果之间的联系，依据前者推测出后者，后者可以是有所依据的推论；“从而”强调两个事件的发
生存在先后顺序，表达因果关系时，需要首先在语境上满足因果逻辑，通常更强调结果；“故而”所连接
的“原因”与“结果”均是已经发生的既定事实或客观存在的现实情况及惯例，通常更强调引出结果，但
也关注对原因的追溯。
【关键词】因果连词、词义特点、区别特征

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口语流利性评价指标效度研究
鲍杰 北京语言大学
 
【摘要】口语流利性是衡量二语学习者口语水平的重要标准，然而学界对于是否有必要从多个维度对其展
开评价尚没有明确的回答。研究以78份韩国汉语学习者的HSK口语测试录音为研究对象，以专家评分作为
参照，从时间、表达、语言（包括句法、词汇、语音）三个维度选取24项指标作为评价依据，来考察各
项指标对考生口语流利水平评价的效度。研究结果表明（1）所选取的指标中，与口语流利成绩相关的指
标共13项，可以解释口语流利成绩74.4%的方差；（2）在13项指标中，有5项时间维度指标、2项表达维
度指标和5项语言维度指标（句法指标1项、词汇指标4项）能够区分考生的口语流利水平。以上结果说明
在对汉语学习者的口语流利性进行评价时，有必要提取多维度特征。
【关键词】口语流利性、评价维度、指标效度、韩国汉语学习者

潮汕方言陈述语气词“哗（还）”的用法及其语法化
陈楷森  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摘要】在潮汕方言中，“哗[hũã33]”是表示确认某个事实的陈述语气词，由“哗”所构成的“VP哗
[hũã33]”可根据语境还原为“VP1□[hũã33]VP2”，还原式中“□[hũã33]”这个语音形式不再能分
析为语气词“哗[hũã33]”，而应分析为副词“还[hũã33]”。文章在考察语气词“哗”和副词“还”的
基础上，指出语气词“哗”的本字是“还”，语气词“还”由副词“还”语法化而来，其“确认”义来源
于副词“还”的“延续”义，虚化环境是根据语境省略了VP2从而使副词“还”处于句末位置的“ V P 1
还 ” 。 这 种 确 认 功 能 在 语 用 类 推 的 作 用 下 ， 最 终 固 化 为 语 气 词 “ 还 ” 的 语 法 意 义 。
【关键词】哗、还、语气词、潮汕方言

湖南平江赣语能愿动词“要”的脱落及长音现象考察
陈山青  邹珊珊 湘潭大学
 
【摘要】湖南平江赣语能愿动词“要”在语流中可脱落，使前音节读音补偿性加长，从而形成“脱落→长
音”音义互动现象。除了单一脱落外，“要”还可与副词“也”形成双重和选择性脱落。实验语音分析显
示，长音具体表现为音节的主要元音发音明显加长，声调调值变为[原调值+4]，声母不发生改变。语言经
济原则和韵律法则是该现象形成的动因和机制。能愿动词“要”的脱落代表了汉语音节脱落的一种类型，
提供了一种句法创新的途径。   
【关键词】能愿动词、要、脱落、长音、音义互动、韵律法则

中国古诗与其印尼语译文比较研究——以唐诗的韵律问题为中心
陈衍宏(Clement Tanaka) 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摘要】经过调查发现，目前中国古典诗词的印尼语译本数量不多，此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印尼上世纪
50年代至90年代的“禁华”政策所影响。诗歌翻译主张“三美论”，韵律是诗歌创作的重要因素之一，
韵律的转译应当被重视。本文梳理约有7种唐诗印尼语译本之后，发现周福源译文尤其重视“音美”部分。
本文根据译文的用韵情况与印尼古代诗歌类型进行对照，将周福源译文分为五种类型。然而，受到语言差
异的影响，多数诗作经过翻译后，在词语数量方面难以呈现形式上的一致，仅有少数情况或巧合原因达到

词数相同，如《十五夜望月寄杜郎中》原文与译文均有7个字（汉）、7个词（印尼），此现象或许为周
氏无法满足押同韵情况之下，对字数采取了一定的“补救”措施。最后，为了提高中印尼韵文作品翻译的
水平，本文提出了从宏观及微观层面的相关建议。
【关键词】唐诗、韵律、印尼语译本、比较

字本位理念之华语文教育生态系统教学效能分析
陈信助  台湾中国文化大学
张胜昔  中国华东师范大学

【摘要】本研究依据差异化教学与适性化教学理论探讨华语文教学生态系统中「字本位 理念」的教学效
能的重要性。透过台湾某大学华语文中心的初级华语文课程进行实验研 究。本研究采用开放式行动研究
法，辅以文献资料分析法、经验总结法和调查访谈法。研究过程包括「计画-实施-观察-反思」四大环节，
首先依据学习者背景之差异与需求， 适度安排（调适）总体教学方案及课程；再透过华语文「听、说、读、
写」并重的「综 合教学法」推进新的班级经营，以字本位理念及教育生态系统为基础重新设计和安排课 程；
然后依据学习者对课堂教学环节的感知进行反思与检讨，进行行动研究。研究结将提供对外华语文教学与
研究参考使用。
【关键词】差异化教学、适性化教学、字本位、教育生态系统、综合教学法

六何法的教学局限及其对策
龚成 王娟 郑文佩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六何法”能帮助学生快速找出文章的主要信息，经常被用在阅读教学中。很多教师在写作教学
中也常使用六何法指导学生构思，列出写作大纲。六何法在阅读教学中的优点较为明显，但在写作教学中，
却有其教学方面的局限。因为使用六何法进行选材，其实只是对选材信息进行罗列的手段，它是选材的结
果，而并不是选材的方法。至于如何确定“六何”中的诸多信息，为什么是此信息而不是彼信息，正是学
生特别需要得到辅导和训练的地方。而这个思维的过程，较少在课堂教学中得到显性训练。本文以写人和
写事的记叙文为例，通过思维过程的角度分析六何法在写作选材上的局限和不足，并尝试提出相应的解决
办法，帮助学生利用六何法进行最优选材。
【关键词】六何法、写作教学、教学局限、对策

法汉翻译中的名动词类转换
成萌 法国索邦大学

【摘要】词类转换是 J.-P.Vinay 和 J.Darbelnet (1958) 在《法语与英语文体学对比》中，通过对法英
文本的比较分析，提出的翻译主要手段之一：“ 在不改变信息含义的前提下，一种词类替换另一种词类
的过程。”由于法语与汉语在词汇和语法功能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在翻译实践中，译者往往采用该手段使
翻译变得更精准地道。该研究将基于对法国文学作品《红与黑》原文与三个中文译本的对比而进行词类转
换的相关分析。本文中我们将主要介绍在法汉翻译中出现的法语名词转换为汉语动词的现象。比如，法语
中紧随时间介词的动作名词常转换为汉语动词；又如，法语时间名词后的动作名词或情感名词可转换为汉
语动词，等等。通过对比，我们将发现汉语更习惯于用动词来表达时间含义。
【关键词】 词类转换、 法汉翻译、名词、动词。

中韩小说的机器翻译与人工翻译对比—以中国当代代表作家余华的作品为例
崔贤植 上海商学院

【摘要】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飞跃发展，神经机器翻译取得了巨大进展。机器翻译能否取代人工翻译？机
器翻译能否翻译小说？以上议题已成为翻译学界的热门话题。本文以中国当代先锋派代表作家余华作品的
韩译实例，选用中韩两国具有代表性的机器翻译引擎百度翻译和Papago，从文化负载词、长难句、超
句翻译单位等层面对比分析机器翻译和人工翻译，探讨机器翻译存在的问题以及前景展望。
【关键词】机器翻译、人工翻译、中译韩、小说

基于语料库的对外汉语同义词辨析—以“一定”和 “肯定”为例
崔香兰·朴兴洙  韩国外国语大学
 
【摘要】本文希望通过语料库的实证研究，探索出同义词“一定”和“肯定”的异同点和搭配对象的互补
性，以更好地理解并使用。 一般的同义词辨析大都通过字典等工具，依靠直觉经验和内省的方式。虽然

字典具有权威性，但仅仅依靠字典来辨析同义词存在许多不足之处。大型语料库以及先进的检索工具以其
特有的优势为同义词辨析提供了新的方法。本文基于先进的北京语言大学大数据与语言教育研究所的
BCC语料库，采用定量和定性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以同义词“一定”和“肯定”为例，分别从语域
分布、类联接、搭配特征及语义韵方面进行了同义词辨析的实证研究。 综上所诉，本文立足于对外汉语
教学视角，旨在探讨如何帮助学习者更加直观、有效的辨析近义词“一定”和“肯定”。尽管在内容上还
有许多不足之处，但仍然希望可以为汉语同义词教学提供一个可参考的依据。 
【关键词】 同义词、对外汉语教学、语料库、词语搭配、类联接

《岳麓书院藏秦简（伍）》部分字词研读
高婷婷  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

【摘要】《岳麓书院藏秦简（伍）》包含秦代大量律令档案材料，内容丰富，史料价值 高。本文提出五
则字词释读、断句意见，如简 131-132“劾”如字读、“失道” 当指偏离目的地、“回留”应断读开；
里耶秦简 8-777 号简当断读作“从人论、 报、择（释）免归致书具此中。”“简 163“私属免婢”当断
读开；简 199“率” 有劝勉之意；简 225“均”读为“徇”，巡视之意等。以期进一步疏通文义，为 学
界后续利用该文本提供便利。 
【关键词】岳麓秦简、字词释读、断句

语法训诂浅议：基于三个平面的“新描写”
高扬 浙江财经大学

【摘要】利用语法进行训诂实践最为关键的一步，是对疑难词句进行细致的结构描写。传统结构主义成熟
的描写方法的确解决了大量的问题，但是古代汉语，尤其是上古汉语作为一种综合性倾向的语言，存在大
量同形异构、一种形式表示多种功能、多种结构表示一种功能的现象，传统成分分析的方法在描写时还是
显得捉襟见肘。想要精准的描写就必须高度重视语言学理论工具，将不冲突的理论加以融合，将解释与描
写加以统一。因此我们的主张是：语法训诂应该基于古代汉语综合性的倾向，充分利用语言学理论，以考
察分布为核心，剥离语言外证据，根据需要在语法、语义、语用三个平面展开研究，在描写中加深解释，
在解释中深化描写，从而对待考词句的显性和隐性结构都做出最细致的描写，进而考察句例分布，求得达
诂。如在语法层面，除了关注最表层的成分组合外，也应该注意到，长期被忽略的汉语韵律，实质上就具
有形态的功能，利用这一形态，可以很好地解释一些传统结构语言学无法解释的问题，进而对结构做出精
细描写，解决争议。再如语义层面，上古汉语缺少形态变化，其他语法形式也比较隐蔽，位于深层的语义
层面研究涉及到语义特征、语义指向、义素分析、语义场等。如能充分利用，则可通过充分解释，对结构
做更准确的描写。而语用理论，可以帮助解决句与句之间的问题，适合处理一些重复、句读争议；而鉴于
语言普遍存在的语用诱发机制，这个层面的研究更是在描写时不能或缺的。
【关键词】语法、训诂、新描写主义、解释

皖北中原官话区淮北方言的疑问句
郭迪迪  郭辉  亳州学院中文

【摘要】“淮北”指安徽省北部的淮北市，辖相山、烈山、杜集三区和濉溪一县。按《中国语言地图集》
（2012）的分区，三区和濉溪分属中原官话徐淮片及商阜片。淮北方言疑问句有是非句、特指句、选择
问、反复问句四类。是非问是在陈述句末尾加上扬的语调“↗”表疑问。特指问常在句中用“啥子、咋的、
咋着、哪来”等代词作疑问点，要求对方就疑问点作出回答。选择句常用“是/ｖｐ还是ＶＰ”的选择格式作
疑问的焦点，句末常用语气词“昂”。文章主要描写分析了淮北方言的“可ＶＰ、ＶＰ不/没ＶＰ、ＶＰ
不(啵)/没有”三种形式的反复问句，并讨论了“ＫＶＰ、ＶＰ－neg、ＶＰ－neg－VP”的历史层次及
“可ＶＰ、还ＶＰ”的来源。
【关键词】皖北中原官话、淮北方言、疑问句

欧化影响下表范围限定的方位结构“NP抽象上”
郝锐  首都师范大学

【摘要】受欧化影响，早期现代汉语中表范围限定的方位结构“NP抽象上”集中大量出现。新中国成立
以来中期现代汉语中这一结构呈现新的发展态势。使用方面，表范围限定的“NP抽象上”成员有增有减、
有“潜”有“显”，但“增”和“显”是主流，既有量的增，也有类的显。语法功能方面，早期现代汉语
中“NP抽象上”可以充当状语、定语、补语，中期以来则发展出了“句首修饰语”的功能。具有人际功
能的“NP抽象上”成员正是从做句首修饰语的位置上进一步转变而来，且逐渐发展出全句评注、传信和
情态、衔接连贯以及焦点凸显等功能。

【关键词】欧化、NP抽象上、历时演变、表达功能

华语综艺节目对新加坡华族学生之影响的调查—以南洋理工大学为例
洪玮嬣  许润芳  南洋理工大学

【摘要】随着新媒体覆盖面的不断扩大和华语综艺质量的逐步提高，两岸三地和新马的华族年轻人对综艺
节目的关注度不断上升，由于没有语言壁垒、更新及时、内容有趣、种类丰富，新加坡华族青年大多对华
语综艺节目有所了解，部分学生更成为了资深观众。本文通过对本地华族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掌握其观
看华语综艺节目的频率、动机和偏好，两岸三地及本地华语最受欢迎节目的播放渠道、类型、主题、播放
平台和制作地点，华语综艺及相关对新加坡华族大学生华语使用水平、文化素养等方面产生的影响，了解
大学生在观看过程中感受到的文化、思维差异及对节目内容制作方向的期待，总结华语综艺对华族大学生
的影响及其走向华语中圈的可改进之处，为两岸三地及新加坡本土华语综艺节目发展方向提供参考，探讨
综艺节目等文化项目应用于汉语国际教育的可能性。
【关键词】汉语国际教育 综艺节目 华语 口语教学

短视频技术应用于听障初中生汉语教学的研究
洪臻颖  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 

【摘要】媒体技术极大地促进了短视频内容的发展与传播，短视频也成为了前者最常见的应用领域之一，
为身处不同行业的受众提供了信息输出和接收的渠道。而短视频的普及恰恰赋予了听障学生群体公平地接
受信息的机会。目前，以短视频为媒介，对听障学生进行汉语教学的研究仍有较大的发展空间。由于先天
或后天的身体缺陷和特殊的成长经历，听障学生常常会产生严重的自我封闭心态和对陌生环境的抵触心理，
又因与社会接触机会较少，自然地落于信息传输通道的末端。因此，只有将语言与技术二者有效地融合，听
障学生才能在汉语学习的道路上缩短与健全学生间的差距，且逐步实现“信息平权”。本文将以听障初中学
生的汉语学习过程为研究对象，依据认知语言学的相关理论，通过对听障学生的语言获得过程进行语境依赖
方面的研究，提出短视频应用软件参与其汉语习得的改进方案。
【关键词】听障学生、汉语教学、短视频 语境依赖

从康德的文学艺术理论看阅读在提高华文作为第二语言学习的学习兴趣中的作用
黄婉玉  林进展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新加坡以英语为通用语言，学生的华文学习缺乏足够的语言环境和学习动机。华文作为第二语言
的社会地位既定，其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不足的情况既定，仅依靠功利性动机注定无法引起学生学习华文
的足够动力，需要一个非功利性方法来提高学生学习华文的兴趣。康德在其美学理论中提出，由审美判断
所产生的愉悦是无功利性的、无任何利害关系的愉悦。审美活动是一种非功利性的、无利害关系的活动。
他认为阅读是最高级的审美活动，具有审美活动无功利、无利害关系的本质特点，是符合人的自由本质的
最高级的活动。由此看来，阅读是一种无功利性的活动，能够产生普遍的愉悦感受，可以用来提高学生学
习华文的兴趣。而若要阅读能够担当引起学生学习华文兴趣的重任，则需要让华文阅读回归阅读的审美本
质。
【关键词】第二语言学习、无功利性、阅读、学习兴趣

华文写作：微视频的运用策略再探
黄易亭  张水福  郭兰花   新加坡国家初级学院
张曦姗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中学低年级的学生在记叙文写作的内容上总是千篇一律，主题不够鲜明，详略不当，更严重的是
内容缺乏逻辑性，情节不合理。因此，研究团队希望通过微视频帮助学生“乐于用华文作书面表达，能感
受写作的乐趣，丰富写作内容”。微视频教学模式从观看微视频开始，过后通过提问，在科技平台上让学
生思考与分析，同侪间针对视频进行讨论，并和老师一起总结视频内容的主题、人物形象等技能，经过这
一系列的思考与讨论，教师才给出对应的作文题目。这项研究已在本院连续进行了两年（2020-2021），
今年我们以137名低年级学生为研究对象，再优化教学策略，希望持续为中学低年级写作教学提供一个简
易、操作性强的教学方法，以提升学生的写作能力，并加强学生写作的信心。
【关键词】华文写作、微视频、中学低年级
 

汉语二语者动名搭配习得研究
姜晓欣 北京语言大学

【摘要】本文将从研究内容、研究语料、研究结果三部分概述论文内容，具体如下。 一、研究内容 通过
动名搭配中名词宾语的语义类别、错误搭配的类型分布、不同母语背景 二语者动名搭配产出量三个维度
考察二语者与母语者、不同母语背景二语者（日 语、韩语、维吾尔语）HSK 作文中产出的动名搭配是否
存在差异。 二、研究语料 二语者语料我们选取了 2010 年 10 月 HSK 考试作文 90 篇，其中，韩国、日 本、
中国维吾尔族二语者作文各 30 篇。母语者语料是高三及其以上学历的汉语 母语者按照 HSK 作文考试要
求写的同题作文，共 30 篇。 三、研究结果 1、动名搭配中宾语对语义角色的优先选择关系是“受事>对
象>等同>致使> 结果”，二语者与母语者动宾语义类型选择顺序基本相同。 2、动词误用占偏误总数的一
半，是主要的偏误类型。 3、日本二语者与韩国二语者产出正确搭配的比率不存在显著性差异，产出 搭
配总量最多、错误搭配数量最少的是维吾尔族二语者。
【关键词】汉语二语者、书面语、动名搭配

汉语学习者常见的母语负迁移及教学对策
蒋一鸣  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

【摘要】以英语为母语的汉语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常常会受到母语的干扰，这种现象被称为“母语负迁
移”。因英语和汉语具有明显差异，以及学习者受母语思维的影响，“母语负迁移”现象在以英语为母语
的汉语学习者群体中屡屡发生，且有一定的规律性和同质性。研究母语负迁移有助于发现汉语学习的重难
点，指导教师更有针对性地开展汉语教学，从而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增强学生的动力和信心。过往文献
和本项研究显示，常见的母语负迁移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语音、词汇、句法、书写系统及文化背景。本
项研究将对以上五方面进行详细介绍和说明，并提供如下三点教学对策，以减轻母语负迁移对中文学习的
影响：归纳常见错误点并提供配套练习；营造“沉浸式”汉语学习环境；保持耐心并鼓励学生从错误中学
习。
【关键词】母语负迁移、汉语学习、教学对策

韩中后缀“X家”的语义研究 
金梅 ·朴兴洙   韩国外国语大学

【摘要】汉字和汉语最早在商末周初就被箕子传播到了‘朝鲜’， 汉语教学在韩半岛的历史源远流长。
作为汉字文化圈和儒家文化圈的国家，韩国对汉字、汉语和汉文化一直有较强的认同感。 韩国是大约从
公元600年开始，借用相当于汉语中高音的语音和文字。在韩语词语当中汉字词所占比例相当高， 虽然《
训民正音》（1446年）颁布之后， 韩国有了自己的文字， 汉字词的使用早己深入人心。韩语中的汉字词
大多保留唐宋时期的中古音韵， 书写上基本采用繁体字， 因此，韩国是最早接触和吸收汉字汉文化进行
汉语教育的国家。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不管是国家层面还是民间，韩国一直保持着汉语教育的传统。本
文研究的是汉语和韩语中共同使用的后缀“X家”（“X가”）的语义对比，特别是着眼于它的语义特性，
阐明意义差异为研究目的。韩中 “X家”的语义可分为同义，转移，变异的关系。笔者以类后缀“X家”
的语义特征、语用特征等方面来浅析“X家”词缀化产生的原因。韩中两国同处“汉字文化圈”之中，有
着密切的联系。第二语言的习得离不开牢固的第一语言基础。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研究已经成为一门独立的
学科，研究日益精深。各国的汉语学习者，在自身文化特点的影响下，对汉语语言的习得、难易把握、也
有着不同特点。其语言的共性及个性更有着不同于其他的特点，这为中韩语言研究提供了必要性，也为对
韩国的汉语学习者的研究提供了必要性。第一语言对第二语言的影响和干扰，所以常常会使第二语言的学
习者自觉不自觉地要以第一语言为标准来套用所学的语言，因此产生“对等”意识和偏误现象。希望中韩
共同使用的后缀“X家”的语义对比研究，对中韩之间跨语言跨文化研究的引玉之砖。
【关键词】 “X家”、类后缀、语义差异、韩国汉语学习者.

明末西班牙传教士菲律宾漳州闽南话教材古今韵母分合考辨 —以《汉语语法：漳州话语言艺术》（1620）
西班牙巴塞罗那图书馆善本为例
金美  中国厦门大学

【摘要】本文以在菲律宾马尼拉传教的西班牙道明会（又称“多明我会”）传教士撰写于1620年的教材
《汉语语法：漳州话语言艺术》（下文简称“漳州语艺”）西班牙巴塞罗那大学图书馆善本漳州闽南语为
例，对比考察今漳州话（下文简称“今漳州话”）与《广韵》音系韵母（每字所属韵摄开合等次及声调用
小字号标注于每字右下角），查考辨正明末菲律宾漳州闽南话与今闽南话韵母古今分合的历史音变遗存，
颇有启示意义． 
【关键词】 明末西班牙传教士、菲律宾漳州闽南话教材、古今韵母分合

跨语言视角下汉语结束义动词的语法化研究
景高娃  浙江外国语学院 

【摘要】本文采用共时和历时相结合的方法，对汉语结束义动词的语法化过程进行分析，并借鉴语义地图
的方法，描绘结束义动词的多功能性。事件连接功能的产生是结束义动词语法化非常重要的一环，符合类
型学结束义动词语法化的一般路径。在共时平面上，对方言中的结束义动词的关注还不足。“罢”在普通
话中已很少使用，但保留在豫北方言中，进一步虚化，并扩展出表达经历的用法。从跨方言或跨语言的角
度来看，汉语方言和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语言中的结束义动词有相似的从完结到经历的扩展路径。已见报
道的境外语言的结束义动词可以表达“以后”“已经”“完结”“接续”“过去”“完成体”等多种功能。
汉语结束义动词向完成体甚至经历体方向发展，体现了类型学的共性。
【关键词】结束义动词、多功能性、语法化、经历体

认知视域下韩国学生能性述补结构的习得研究
雷婷  中山大学 

【摘要】能性述补结构一般是指“V得/不C”结构，是汉语的一种特殊句法结构，该结构的使用条件相对
比较复杂，在韩语中没有完全相同的对应形式，因此韩国学生在使用该结构的时候常常出现各种偏误。传
统的“V得/不C”结构教学主要偏重于结构形式的描述，学习者虽然能记住能“V得/不C”的结构形式，
但是能准确理解把握并有意识地正确使用该结构的学习者却不多。本文尝试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对能性述
补结构“V得/不C”进行习得和认知研究，试图探索出能性述补结构“V得/不C”的认知加工机制，并以
此为依据帮助对外汉语教师找到更为科学有效的教学策略。
【关键词】能性述补结构、二语习得、认知研究、汉语教学

新马地区私会党的行业隐秘语
李国樑  新加坡独立民间文史研究员、民间文史顾问

【摘要】新马的华人帮会源自中国清朝的天地会，殖民地政府称之为secret society（私会党）。虽然一
些私会党员曾经回国反清，大体上私会党的本质已演变成通过武力争夺地盘，以新客与黄赌毒为主要营收
的社会罪案源头。19世纪末，新加坡私会党被令“解散”后，成立以洪门“廿一”为根基的“天地人神”
派系，行语亦趋向本土化，例如“平中”和“崩角”两大主流招纳新丁时都会“做大戏”和“布袋戏”，
急功好利的私会党老大则“去角”；私会党内部职位有426、415、49等，民间形容“08、24、369，敌
不过999（警方号码）”；一旦“风来了”最好马上把“白鱼”藏起来。此外，“开台”跑码头必须以《
五祖船》对诗，跟“水”相关的隐语甚至通俗化，成为民间方言惯用的俚语。 
【关键词】新加坡、天地会、私会党、行语

关于华文实时在线课堂互动技巧的思考
李静  范静哗博士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COVID-19的疫情导致许多青少年的学习场域从传统的同一物理空间的课堂转到虚拟空间的实时
在线课堂，实时在线教学的互动环境的改变也导致传统的师生互动条件发生了变化。当教师和学生分散在
各自的生活空间，在共享的虚拟学习空间中师生的互动与传统课堂相比，相对缺少非言语交流，这对学习
者的投入和注意保持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教师需要进行专门调整才能发挥在线教学的效果。本文从青少年
心理学的角度探讨注意力及其与在线学习的关系，进而分析在线课堂中的常见任务，并总结在线教学中的
一些互动技巧，目的在于通过形成良好师生关系、积极的学习氛围来加强课堂互动，为学习者赋能。文中
总结的互动技巧主要包括：1.激发学习动机的互动技巧，如提问、反馈、非言语交流等；2.教学过程策略
的互动技巧，如明确学习任务、设计话题以及任务导向教学等；3.差异化教学策略的互动技巧，如应用资
讯科技支持差异化教学、组织统筹课堂中的互动。
【关键词】在线课堂、非言语交流、青少年学习心理、在线互动

关于强调数量“就”的重音形式
李美京 韩国大邱大学
            
【摘要】本文主要以声学的方式针对既可强调数量多又可强调数量少的副词“就” 进行的研究。前人对
此研究已经很多如，在句法、语用、语义演变、语义指向、主观量等方面，但在韵律方面的研究却很少，
且几乎都靠语感来判断“就”是重读还是轻读。本文要对“就”的本体研究与韩汉对比研究同步进行，考
察在有无“就”的单量式结构中重音形式有何区别，还要看中国人和韩国人对“就”句子的音长和音高有
何不同。实验材料选择了《现代汉语八百词》，《现代汉语虚词词典》中的例句及自己调整的例句，一共
20个句子。实验对象为中国人3名，韩国人3名，各读三遍。分析对象一共为360（20*3*6=360）个句子，
57，600（20*160*3*6=57，600）个音节。本文要分析句中有无副词“就”的两种情况下，句中音长和
音高的不同。研究结果大体如下，第一，通过分析音长和音高来看，句中有无“就”时，重音位置有所不

同，没有“就”时，重音放在句末数量单位上，并且各音节的音长相差不大。强调少量时重音既可在“就”
上，也可在“就”后的数量单位上；强调大量时，重音放在“就”前。第二，韩国人不管副词“就”在哪
儿，一般都把重音放在数字上，有些人把它放在动词上。可见，韩国人对句中出现强调数量的副词“就”
的重音格式不太了解。第三，韩国人的每个音节音长区别不大，而重音的表现不太凸显。
【关键词】重音、 副词“就”、音长、音高

东南亚华语早期词汇发展变化研究
李权  北京师范大学

【摘要】本文以《叻报》《新国民日报》为研究对象，分别选取1917-1920（本文称之为“前期”）和
1930年前后（本文称之为“后期”）的等量本地新闻语料进行两点间的词汇比较，主要有以下两点变化：
第一，文言形式减少，白话形式增加。早期华语的语言风格可归纳为“文白相融”，即尚古的文言词和通
俗的白话词并存共用。对比前后期，文言形式有所减少，白话形式有所增加，体现出文言向白话的过渡特
点。第二，由不稳定趋于稳定。表现为如下语言事实：其一是同义形式的选择，如同素异序词，其二是异
形词的选择，包括自源和他源两类。它们均表现出前期词形丰富，且频次相近，后期出现了主要词形的变
化。以上几种变化主要受以下三种因素的影响：其一，早期国语的影响；其二，东南亚本土因素的影响；
其三，外语的影响。从“史”的角度来看，应该将共时和历时的研究思路相结合，多角度考察影响华语发
展变化的因素。
【关键词】东南亚华语、叻报、新国民日报、词汇

基于网络技术支持下韩国高校汉语教育现状
李秀彬 韩国仁荷大学/中国天津师范大学

【摘要】随着网络技术的普及，不受时空限制可以展开汉语教育。在疫情情况下，多数韩国高校采取了基
于网络技术支持下的远程汉语教育。本研究主要考察对象为20所韩国重点高校的汉语教育现状，主要考
察范围为韩国政府的官方文件、高校常用的LMS系统，K-MOOC平台、KOCW高校资源共享平台、高校
的OCW平台、高校官方网站进行了考察。考察得知，1）汉语与其他外语相比，韩国政府对汉语教育方
面的支持力度变化不大，可说明为韩国政府重视汉语教育。2）韩国高校利用LMS系统开展混合式学习以
及远程教育提高汉语课堂教学的绩效。3）通过K-MOOC管理实施策划可以看出，韩国政府重视基于网
络技术支持下的远程教育，以及远程教育有着一定的意义。本文进行了基于LMS系统支持下的汉语课堂教
学设计。LMS系统可以实现以学习者为中心的课堂教学，又可以减少教师的备课时间。基于LMS系统的汉
语课堂教学可以分为三大环节开展不同的教学活动。1）课前环节主要进行资源学习，比如：教师把教学
资源上传到LMS系统让学习者进行自学。2）课中环节可以点击远程会议（ZOOM与谷歌会议）开展远程
教育。3）课后环节利用LMS系统上的练习，考察学习者的掌握度。4)学生互动方面，LMS系统上教师创
建小组之后，不仅可以进行生生互动，还可以线上会议当中可以进行师生讨论。本文的研究工作可以为对
韩国汉语教育的信息化与汉语教学改革工作提供参考并借鉴。
【关键词】汉语教育 、系统

混合式学习模式运用于文学教学的设计与实践—以H2华文与文学小说教学为例
李志元  新加坡莱佛士书院（高中部）
张曦姗  南洋理工大学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随着数码科技的普及，课堂的教学形态及学生的学习方式也有了巨大的改变。混合式学习模式便
是其中一大教育趋势。学生在选读H2华文与文学这门课前，较少接触过文学作品，也缺乏深入分析文本
的能力。因此，如何带领学生深入分析课程中的所有作品，并教授学生分析文本的能力便成了一大教学难
点。本文试图以H2华文与文学课程下的小说教学为例，探究如何将混合式学习模式运用于文学教学上。
首先，本文将介绍研究背景与对象，并阐述新加坡混合式学习模式的概念和理论依据。接着说明运用混合
式学习模式于小说教学上的实践过程。最后，本文通过学生调查问卷、聚焦访谈及教师观察来检视教学设
计与实践的成效，再反思教学过程中所面对的挑战。
【关键词】混合式学习模式、H2华文与文学、小说教学

“年老”对新加坡华族年长病患意味着什么？—以医患门诊会话中的“年老”为例
林鼎勋   林尔嵘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摘要】在公共医院的门诊互动中，时而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一些年长患者会在话语中向医生标榜自己“
年老”的身份，如：“这么老了”、“我岁数有了”、“八十七岁了啦”等等。我们发现，这些以话语标
识自己或他人的“年老”身份不只是单纯的在传达信息。实际上，在不同的会话序列环境中，以话语标识

“年老”作为会话行为能达到不同的话语作用。以新加坡某一家医院的门诊语料为例，我们结合会话分析
（Conversation Analysis）方法与身份类属机制（Membership Categorization Device）的视角，
探讨“年老”这一身份类属在门诊互动中的作用。研究显示，一些华族年长患者会向医生标榜自己“年老”
的身份，以完成特定的话语行为，包括：一、合理化自己的病症；二、拒绝医生的医疗建议；三、辩解自
己身体功能的缺失。通过分析这些年长患者标识“年老”身份类属的互动序列及相关的会话行为，我们旨
在揭示新加坡华族年长患者对于“年老”这样一种身份标签的观念及认识，说明身份类属机制是如何搭建
起交互双方对话语的理解，也为医患沟通研究带来新的启发。
【关键词】会话分析、互动语言学、身份类属机制、年老

维吾尔语、西部裕固语颜色词文化内涵对比研究—以“黑”“白”为例
林雅琛   中央民族大学

【摘要】本文总结对比维吾尔语和西部裕固语“qɑrɑ/�ɑrɑ黑”“ɑq/ɑq白”的义项发现，两种语言“
黑色”既含褒义也含贬义，均有伟大、尊贵、有力、程度深、粗糙、无知、坏、反面的和孝服等义。但维
吾尔族接受了汉族“黑色”代表非法、秘密的认识。维吾尔族和西部裕固族都认为“白色”代表吉祥、善
良。西部裕固语“白色”可指所有奶制品和非宗教职业者，维吾尔族受到其他民族影响，借入了白色“落
后、反动”等贬义。并从社会生产实践、宗教信仰、风俗习惯三方面讨论“黑”“白”文化内涵的异同原
因。
【关键词】维吾尔语；西部裕固语；“黑”“白”颜色词；文化内涵对比

试论对外汉语教材中的拼音教学设计及拼音对教学的辅助作用—以《博雅汉语（第二版）》为例
刘迪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

【摘要】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开始学习汉语，各种对外汉语教材层出不穷。语音教学在语言学习初
期有着重要意义，对于汉语来说，拼音教学是发展其他语言技能的基础。教材是教学的依据，一些对外汉
语教材中对拼音教学的设计缺少科学性和系统性，并且没有较好的利用拼音辅助之后的技能教学。本文共
有五章，以《博雅汉语（第二版）》九册书为研究对象，分别从研究目的和意义、拼音教学设计、拼音练
习安排、拼音辅助其他语言技能教学、研究结论等方面展开论述。《博雅汉语（第二版）》总体而言在拼
音教学方面较为完善，但在发音方法教学和拼音练习方面仍可提升。本文详细分析了教材中拼音部分的优
劣利弊，希望能为其他对外汉语教材的编写完善提供思路，提高对外汉语教学的质量。
【关键词】对外汉语、拼音教学、教材设计

台湾“国语”新义新用的“杀”
刘吉力  长沙师范学院文学院  

【摘要】台湾“国语”的“杀”动形兼备，以动为主，辅以形容词用法。形容词“杀”主要有“狠/酷/低”
三个义项，各义项来源不同；历时考察“杀”，呈现由升到降的发展态势，义项由单到多再到以“低”义
为主，“杀”的发展演变有其内外部原因；对比其他多个华语社区，台湾“杀”与其形成有无之别的新生
差异。新义新用的“杀”充分体现了台湾“国语”的变异性及独特性，因此是研究其最新发展演变的典型
案例之一。
【关键词】台湾“国语”、“杀”、形容词、变异

更好地与文献对话：留学生学位论文转述结构考察与教学
刘锐  澳门大学

【摘要】学术写作中，引用是与已有研究建立联系、创建自身研究空间的重要方式（Swales， 1990）。
因此需要大量地使用诸如“某某发现/认为”、“在某某看来”这类转述结构。学术英语（EAP）研究表
明，二语学习者在掌握转述结构上存在相当的困难（Neff et al. 2003；陈建林，2011）。本研究旨在考
察汉语二语者的学位论文中转述结构的使用情况。本研究从CNKI硕士学位论文库中随机选取了13篇留学
生用汉语撰写的学位论文作为考察对象。由于引用通常集中地出现在文献综述部分，因此考察的重点放在
论文的“研究综述/研究现状/文献综述”部分。我们使用Liu & Wang（2019）的分类体系对转述结构进
行了标注。结果显示，留学生学位论文中使用最多的是过程性转述，其次是话语性转述，最少是发现性转
述、认知性转述。对比成熟写作者的论文（刘锐、黄启庆、王珊， 2021），留学生过度使用过程性转述，
而发现性转述、话语性转述的使用比例偏低。结合不同转述结构的功能来看，留学生在引用中主要关注的
是研究对象、方法，而对结论、成果、作者的观点缺乏足够的讨论和分析。此外还存在以下问题：转述语
的功能类型、种类单一；（2）转述语误用；（3）转述结构滥用，造成无意义的引用。针对这些情况，
本文提出应该对转述结构进行针对性训练，综合使用范文学习、结构控制训练、改写等练习方法，帮助二

语者理解和掌握多样化的转述手段，以提高汉语学术写作的水平。
【关键词】转述结构、学位论文、引用、学术汉语、学术写作

虚拟世界和元宇宙：汉语国际传播的应用现状和未来的可能性
卢文慧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研究生

【摘要】依托现代信息技术和互联网平台在线教育的不断发展，“互联网+”开展汉语教学受到汉语教师
与汉语学习者的共同重视，使汉语国际传播更多样化。虚拟世界是一种持久的在线计算机生成环境，在远
程物理位置的多个用户可为工作或学习进行实时交互。本文首先介绍了虚拟世界的历史发展和元宇宙的概
念。元宇宙是互联网的延伸，允许用户彼此之间以及周围的环境进行互动，包括虚拟现实（VR）和增强
现实（AR)。人工智能（AI）的使用现已成为汉语国际教育的现实。通过特别关注四个特性，虚拟世界或
元宇宙的集成网络在四个领域取得进展：沉浸式现实主义、访问和身份的普遍性、互操作性和可扩展性。
对于每个领域，当前状态和需要的发展，这些特性被认为是可行的多元核心组成部分。本文考虑虚拟空间
在当代汉语国际传播的应用现状，以及元宇宙新技术领域的影响。以当代汉语为对象，以多学科交叉为视
角，结合汉语国际传播的相关实践，虚拟世界利益相关者和开发人员之间未实现的协作，构成人类社会文
化互动的一个引人注目的领域。伴随新技术发展和教学理念变化，在虚拟世界和元宇宙视野下展望汉语国
际传播发展的新思路。
【关键词】元宇宙、虚拟世界、人工智能、汉语国际传播

东南亚华语量词历时发展调查与思考
卢月丽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摘要】本文以东南亚华语为对象，以“史”的眼光观察东南亚华语中量词的历时发展面貌，最终按照“
史”的范式形成比较完整的表述，试图从一些具体的方面展现东南亚华语发展演变的内容及过程。文中把
东南亚华语量词的发展归纳为以下三种模式：上扬式、下行式及曲折式。在对上述语言事实考察与梳理的
基础上，文中得出以下两点认识：其一，东南亚华语量词的发展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其发展不止一种模
式，而是三种交织在一起；其二，华语量词发展演变的原因既有方言、英语的影响，又有其作为祖语具有
保守性的制约。
【关键词】东南亚华语、量词、祖语、历时研究

浅谈国际汉语教学中的跨文化理解 ―以在日教学实践为例
路浩宇  日本关西学院   
陈碧强  中国山东曲阜师范大学

【摘要】笔者以自己在日本大学试行的两次以“友谊”和“孝道”为主题的汉语口语教学实践为例，通过
学习者对“友谊”和“孝道”为主题所作的口头发表，在提升口语表达能力的同时，引导学生了解中国的
文化与哲学思想。通过观察学习者对“友谊”和“孝道”话题的口语课的参与情况，我们发现日本学生对
友谊话题的兴趣更浓厚，对友谊的理解比孝道更深，对友谊价值的认同大于对孝道的认同。日本是原子化
社会，由于个人本位思想在日本的盛行，学生对于跟自己关联紧密的同时代事物表现出更大兴趣。孝道涉
及两代人或三代人之间的关系，复杂程度远大于友谊，故不太容易引起在“核心家庭”的时代背景下成长
起来的当代日本大学生的同情与理解。由此可见，任何一种观念都与它的历史和人文环境有关，是传统延
续和社会生活的产物。由于“孝”涉及到代际关系，日本学生对“孝”的认识相对浅薄，往往是泛泛而谈。
由此引出对教学目标的思考：一，国际汉语教学不应仅仅停留在“术”的层面，而应在锻炼学习者基础能
力的前提下，上升到对学习者的人文关怀与灵性启迪的大道上来。二，知识传授与文化交流是两个层面的
问题，知识传授是无条件性的，而文化之间的融合是有选择性的。国际汉语教学需要在尊重文化多样性的
前提下进行。
【关键词】国际汉语教学、友谊 孝道、人文关怀
  

怒苏语多义词的文化内涵
罗自群  中央民族大学

【摘要】怒苏语是生活在中国云南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福贡县的怒族怒苏支系说的一种语言，属于汉藏语系
藏缅语族彝语支。怒苏语词汇，按照义项来分，有单义词和多义词两类。本文重点从多义词这一方面来分
析怒苏语词汇所体现的文化内涵，通过与汉语、藏缅语族其他语言的比较，来说明怒苏语词汇文化内涵的
特点。文中所用的怒苏语词汇都是来自本人田野调查获取的第一手语料。一、怒苏语多义词的类型：如果
以汉语为参照点，怒苏语中存在一些多义词——一个怒苏语的词，可以有两个及以上的汉语词语和它相对
应。既然是多义词，语音相同，语义相关。根据词性，可以把怒苏语多义词分为两类：1、词性相同的，

2、词性不同的。（一）怒苏语词性相同的多义词  怒苏语词性相同的多义词比较常见的是名词、形容词
和动词。（二）怒苏语词性不同的多义词  怒苏语词性不同的多义词，比较常见的是一个多义词具有两种
不同的词性，当然，也有一部分多义词不止两种词性。二、怒苏语多义词的文化内涵：我们把怒苏语词性
相同的多义词看做是静态相关，而把词性不同的多义词看做动态相关。和汉语比，和汉族比，使用怒苏语
的怒苏人和汉族在认知上存在着诸多差异，汉语的表达显得更精细一些，而怒苏语则比较笼统一些。怒苏
语多义词的这种特点，充分体现了怒苏语的文化内涵。
【关键词】怒苏语 、多义词、文化内涵

汉语二语者书面产出词汇多样性的文本长度效应研究
马庆 北京语言大学

【摘要】词汇多样性是二语表达能力的重要标志，是计算机自动作文评分的重要采集变量，但是词汇多样
性测量指标与文本长度之间存在复杂的关系。本研究从2010年4月HSK写作考试的实测大数据中选取154
份语料，重点探究了汉语二语者书面产出词汇多样性与其文本长度的关系。结果发现：（1）词种数、
TTR、Root TTR 、Log TTR等8个测量指标可作为词汇多样性测量的有效参量，但通过相关分析结果可以
看出，当文本长度过短的时候，很难反映出词汇多样性与作文成绩之间的关系；（2）8个测量指标均存
在文本长度效应，其中MATTR受文本长度的影响较小；其余7个测量指标随着文本长度的变化整体呈现出
线性的变化趋势；（3）当文本长度在60至100词范围内时，除MATTR外，相同文本长度下的LD值均存在
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关键词】词汇多样性测量、文本长度、语言产出、作文自动评分

西南官话中古非晓组字混读的声学考察—以四川中江为例
饶冬梅   西华大学

【摘要】古非晓组字的混读在西南官话中较为常见[1][2]。西南四省（四川、云南、湖南、湖北）方言中
非晓组字的混读主要体现为八种类型（见表1）。本文以四川中江方言的古非晓组字今读作为深度调查对
象（前人调查结果为Type2类型[2][3]），选择10位年龄在55-65岁区间的发音人（男女各5），得到约
9000个语音材料，提取擦音中段20ms的谱重心CoG（Center of Gravity）和标准差SD(Standard 
Deviation)两个参数[4][5]，从声学和感知两个角度考察了四川湘语中非晓组字混读（merger）以及语
音性变读（phonetics variation）的原因[6][7]：非晓组字的混读，跟[f]/[xu]发音的相似性以及感知混
淆有关，和语言接触也有密切关系。四川湘语受强势方言（Type 1）及普通话影响，混读规律出现例外
之外的字有所增多，混读的条件也逐渐走向单一化。
【关键词】四川湘语、混读、语音变读、语言接触

河北方言的“去分阴阳”现象
桑宇红  白茹 河北师范大学 

【摘要】学界对河北地区保定、唐山、秦皇岛地区冀鲁官话保唐片轻声前去分阴阳的现象已有报道，较早
应是《昌黎方言志》（1960），后有李思敬（1995）对宁河方言，接着田静（2007）、刘克龙（2010）对
唐县，后又有郑莉（2014/2019）、白茹（2016）、曹庆改（2018）、李仕颖（2019）、尹凯（2020）等
分别报道了与保定毗邻的石家庄的深泽、无极、辛集及衡水部分地区安平、饶阳也存在“去分阴阳”的现
象。河北方言去分阴阳具体表现为：（1）在单字调层面可以区分阴阳去，如无极和深泽；（2）在连读层面
区分阴阳去；主要分布于保定地区的曲阳、定州、唐县三个县市；（3）仅在轻声前连读时区分阴阳去，
主要分布于保定及石家庄、衡水部分毗邻保定的地区。
【关键词】河北方言、去分阴阳、连调及轻声、保唐片

课例研究：放声思考在阅读教学中的策略与设计
盛丽春、韩爱玲、幸锦龙 、胡晓苏  四德女子中心
张曦姗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为了提高学生在阅读理解、感悟欣赏及延伸拓展方面的能力，本校研究团队通过放声思考阅读策
略(Think Aloud Strategy)进行有系统、有针对性的阅读教学。放声思考策略是将个人内在的无声思考，
用口语表达的方式，将心中所思考的内容说出来。老师能借此了解学生的思维过程并加以引导纠正。放声
思考方式是展示思考能力的有效方法，让思维可视化，同时也能训练学生的口语表达能力。本研究以79
名中二高华学生作为研究对象展开三轮的课例研究。本文首先从研究背景、研究对象和研究目的做一个整
体介绍；接着阐明理论依据和相关概念；再具体介绍整个研究的教学实践过程。研究结束后，通过调查问
卷、教师观察以及学生反馈进行分析，最后再反思教学过程中所面对的难题与挑战。

【关键词】课例研究、放声思考、阅读教学

“洪武赶散”与苏北江淮官话
石绍浪  北京语言大学

【摘要】“洪武赶散”是指明初苏南向苏北平原一次大规模移民，虽然正史没有确切记载，但在苏北民间
普遍流传。苏北江淮官话入声韵有一个较为独特的特征，曾梗摄一二等帮组字读圆唇后元音韵母，并与通
摄合并，其分布与“洪武赶散”的移民范围基本吻合。比较发现，苏北江淮官话的这个音变应是源于苏州
移民的影响。今苏北江淮官话入声韵类突破中古韵摄的格局，发生了简化，也可能是明初苏州方言在苏北
扩散的结果。余论认为，在分析江淮官话与吴语关系时，不能只局限于“同源”的角度，还应考虑明初苏
州苏州方言在苏北的扩散。
【关键词】“洪武赶散”、苏州方言、苏北方言、江淮官话、入声韵

德国语言学家加布伦兹及其《汉文经纬》研究
宋楠  德国国际合作署中德合作中心； 波恩东亚研究院chinnotopia中国论坛

【摘要】本论文第一章介绍了与乔治·加布伦兹有关的史实，包括十七到十九世纪西方汉学的兴起、独立
与发展、加布伦兹家族史和乔治·加布伦兹的汉学之路。 第二章到第四章将《汉文经纬》拆分为“汉语
基本面貌”、“分析系统”和“综合系统”研读与解析，完整展现加布伦兹的语法思想和其构建的古代汉
语语法体系。论文的第五章和第六章，分别探讨了加布伦兹在西方近代语言学历史上所起的作用，以及对
汉语语法思想史的影响、突破和超越。同时在论文结语部分，讨论了中外语言学界对于《汉文经纬》一书
不甚明晰的几个问题。
【关键词】加布伦兹  《汉文经纬》

华文作为第二语言新闻听读教学的文献综述
孙晓颖   张丽妹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新闻听读教学在华文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中更是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本文回顾和介绍了
2001-2021年二十年间华文作为第二语言新闻教学的相关研究，文献主要来源于中国知网 (CNKI) 和Web 
of Science等数据库。本研究的文献综述主要围绕四个研究问题：第一，华文作为第二语言新闻听读教
学的目标有哪些？第二，华文作为第二语言新闻听读教学的原则是什么？第三，华文作为第二语言新闻听
读教学的难点有哪些？第四，华文作为第二语言新闻听读教学的教学策略和方法有哪些？最后，本文结合
新的时代背景提出了华文作为第二语言新闻听读教学的优化建议。本研究的成果和发现对华文作为第二语
言新闻听读教学具有良好的指导意义，同时也为华文第二语言新闻听读教学法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和指引。
【关键词】华文作为第二语言、新闻听读教学、教学目标和原则、教学难点、教学方法 

乙圩壮语多功能语素te∶ŋ1

覃薇  中央民族大学 

【摘要】本文对乙圩村壮语“遭受”义语素“te∶ŋ1”进行全面的调查描写，并刻画出“遭受”义语素
“te∶ŋ1”功能的整体面貌。对“遭受”义语素部分语法功能的语法化过程进行探讨，归纳出其语法化的
路径和机制，为学界了解乙圩壮语“遭受”义语素功能的语法面貌和特征提供新的材料。乙圩壮语的“遭
受”义语素“te∶ŋ1”呈现出多功能性，具备了十三种功能：①“触碰”义动词；②“对、中、合”义动
词；③“遭受”义动词；④“需要、用”义动词；⑤被动标记；⑥“对”义形容词；⑦“致使”义动词；
⑧情态助动词；⑨结果补语；⑩程度/状态补语；⑪“到、轮到”义动词；⑫副词；⑬假设连词。其中，
本文调查到了“遭受”义语素“te∶ŋ1”以往没有被调查描写到的功能为：①程度/状态补语；②“到、
轮到”义动词；③副词；④假设连词。
【关键词】乙圩村、壮语、“遭受”义

祁东湘语多功能词“落”的语义演变与主观化
谭丽亚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西南林业大学外国语学院
陈海宏  云南民族大学民族文化学院

【摘要】湖南祁东湘语多功能词“落”的用法比较特殊，其语义演变属于通过增加新义而产生的多义模式，
它的多个义项在语义上有一定的关联，或直接关联，如“落”作实义动词时的多种语义；或间接关联，如
前加准词缀型小称标记“落”可能是由实义动词“落”的“降生”、“遗留在后面”等义隐喻而来的。“

落”在祁东湘语中还可以重叠，在语义和语用表达上带有一定的感情色彩，可表达说话者对命题的多种主
观态度。祁东湘语“落”语义演变的认知机制主要有类推（隐喻与之相关)、重新分析（转喻与之相关）和
主观化（褒化、贬化与之相关)等等。
【关键词】祁东湘语、“落”、多功能、语义演变、主观化

论析新加坡华人华语及身份认同的变迁
谭国勇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身份认同的建构在国家及其国家层面下的政治、经济及社会发展上有着深远的影响。它可以使人
认可该国家在政治经济及社会层面上的立场及政策，也可以让人民在某种程度上产生了归属感。教育是建
构身份认同的其中一环。据王赓武教授与陈庆文教授所示，新加坡华人身份认同，是最没有代表性，后者
则认为身份认同是有目的性地建构出来的。由此说明了新加坡华人身份认同正等待人们来填补。也正是如
此，新加坡政府通过不同媒介，包括教育政策等手段来灌输和建构自身倾向的华族身份认同，即倾向于文
化上的认同。本文尝试通过1979年讲华语运动及新加坡教育部历来的教育改革报告书，来了解其倾向和
期许。1979年讲华语运动，主要目的是要整合新加坡华族各方言群体。当时，新加坡华人社会有多达12
个华人方言群体，拥有一个共同的语言：华语，促进他们之间的沟通，减少之间的纷争，团结一致。这有
利于营造及实施双语教育政策的大环境，从中促进经济发展。然而，时间的推移，讲英语家庭的增加，使
得讲华语运动有了新的使命，即提升人们对华文的认识。新加坡教育部在报告书中所倡导的文化认识，倾
向于应对华族内部压力和需要。这回应了陈庆文认为华人身份认同是人造的说法。与此同时，随着华人移
民的移入，他们所带来的文化是否再次在原有身份认同上融合或产生分歧，则是未知数。这将会直接或间
接影响新加坡华文华语以及教育发展的走向。
【关键词】新加坡、华人华语、身份认同、教育

新加坡高中文学教学提问策略的探讨— QUILT框架下的教学设计与实践
唐佑彬   潘旭    李俊贤    郝德奕 淡马锡初级学院
张曦姗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在华文文学课堂上，设计优质问题能引导学生进行品读和鉴赏。因此，本研究以主修H2CLL的
61名学生为研究对象，探讨基于QUILT提问框架激发学生学习兴趣与提升学生思维能力的课堂教学模式。
本文首先介绍研究的背景、对象及方法，阐述基于QUILT提问框架的教学理念与理论依据；接着以现代小
说、诗歌、戏剧以及文言文为例，介绍如何基于QUILT的提问框架设计不同类型的问题的提问策略；本文
也根据学生的课堂反应，探讨了QUILT提问框架下不同文学作品教学的几种提问策略和问题设计类型，在
体现以学习者为中心、加强师生互动和凝聚同侪间学习力量等方面的成效。本论文最后将通过前后测的数
据对比分析、学生反馈、教师观察和学生产出检视教学设计的实施成效。
【关键词】文学教学 、提问策略、 QUILT框架、教学设计

楚辞“羌”字句与湘西凤凰方言ʧʰɑ13字句 比较研究
田晓黎  中央民族大学

【摘要】楚辞里的“羌” ，自东汉王逸注释后的1800多年来 ，众多研究者引经据典， 却始终没有确解。
《楚辞》的“羌”字是否有田野遗存？在湖南湘西凤凰方言中存在极具特 色的ʧʰɑ13 1字句。本文从凤凰
方言ʧʰɑ13字句的田野记音开始，逐条分析，总结规律，再与《楚 辞》16 处“羌”字句进行对比研究，
结果显现，凤凰方言ʧʰɑ13字句基本传承着《楚辞》“羌” 字句的语义。 
【关键词】《楚辞》  羌

国际中文学习软件的大型网络游戏化
汪歆玥  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   

【摘要】汉语学习时间长的特点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二语学习者的热情，而当下飞速发展的大型网络游戏新
颖有趣，常令人沉迷。修坝不如引流，把学生们对汉文化和网络游戏的双重兴趣融入到汉语学习的全过程，
将有助于培养学习者持续性的学习兴趣。本研究分析了当下常用汉语学习软件中的游戏模式，结合现有网
络游戏的汉元素部分，提出了将汉语学习软件大型网络游戏化的具体设想。持续化：脱胎于传统的孤立小
游戏，将累计的学习成果作为升级模式，合理地穿插各类支线任务。系统化：学习者通过注册账号建立个
人学习档案，学习任务既包括集体学习，也包括多种自学形式。针对性：以学习者的需求为导向，提供相
应的实用汉语知识。灵活性：及时更新，高度重视用户反馈。允许教师使用游戏程序和知识库，以方便与
线下教学配合使用。
【关键词 】汉语国际教育、学习软件、网络游戏、学习兴趣

“ 打（타）”字的韩国汉字音形成过程考察
王 浩  四川轻化工大学人文学院  

【摘要】“打”字，在《广韵》中有两个读音，都是阳声韵，一个是梗摄、梗韵，开口二等，上声，端母
“德冷切”；另一个是梗摄、迥韵，开口四等，上声，端母“都挺切”。但是在韩国汉字音中，“打”字
读阴声韵타[t�ɑ]。本文从历史语言学和语言接触的角度出发，认为中世韩汉音（15-16世纪）中存在的
타[t�ɑ]和뎍[tiək]这两种读音，其形成主要是中国的影响，由“德冷切”和“都挺切”两种读法，平行
发展而来，“德冷切”变成了“都瓦切”直接影响了타读音的形成；“都挺切”本来是阳声韵，在传入韩
国以后，其阳声韵尾[ŋ]变成了入声韵[k]，实现了“阳入对转”，从而形成了뎍的读音。近代以后，随着
日语词向韩语的大量涌入，“打”字的日语唐音だ[da]与韩汉音中타读 音的高度相似性，使得타读音在
与뎍读音的竞争中，取得了最终的胜利。

汉语方言亲属称谓中的音变
王红娟  山东师范大学  

【摘要】亲属称谓是方言词汇中重要的一类，我们在考察方言间的词汇差异时，亲属称谓往往是重要的参
照项，如《汉语方言地图集 词汇卷》共有203条词汇图，其中涉及亲属谓的就有“爷爷、奶奶、外祖父”
等14条。在对汉语各方言中的亲属称谓进行梳理时发现，汉语方言的亲属称谓中普遍存在音变现象。比
如，山西运城的“弟”，单字音为“ti33”，但在“兄弟”一词中读音变为“thi33”。本文的音变的含
义是指：1.某个字或某类字在称谓词中的读音与其他情况中的读音不同。2.某个字或某类字在称谓词中的
读音于古今演变规律不合。本文讨论的方言亲属称谓中的音变类型主要有以下三种：个别音变、系统音变、
别义音变。
【关键词】汉语方言、 亲属称谓、 音变

乡村振兴背景下民族地区发挥语言经济效能路径的再探讨—基于西藏自治区林芝市M县的个案研究
王娟  陕西师范大学

【摘要】语言能力是重要的人力资本，语言经济效能是语言的重要社会效能，语言扶贫工作作为中国贫困
治理体系的有机构成，在国家脱贫攻坚的重要阶段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
后，民族地区的语言文字工作在扶持对象、政策范围和顶层设计方面也相应需要作出一定的调整。本文试
图在乡村振兴背景下进一步探讨如何继续发挥语言经济效能的路径。
【关键词】乡村振兴、语言扶贫、民族地区

四川方言的音系特征和两个历史层次
王倩  周及徐  四川师范大学

【摘要】 以往的四川方言研究认为，现代四川方言皆为明清时期的“湖广填四川”所带来。我们在近十
年的时间里，在四川作了广泛的方言田野调查。根据实地调查材料，我们提出新的观点：在四川省的岷江、
嘉陵江流域分布着两种不同的官话方言：嘉陵江流域分布着以成都话为代表的以“入归阳平”为特征的西
南官话方言，这是明清湖广移民带来的；岷江流域分布着以大邑话、宜宾话为代表的有独立的入声调的官
话方言，这是明代以前的四川本地方言的后裔。二者分属不同的方言层次而共存于今天的四川。本文以
2019年出版的《岷江流域方音字汇——“20世纪四川方音大系”之一》中语音材料为据，借助实验语音
学方法对成都话与大邑话、宜宾话作音系整理、以Praat软件绘制其声学元音图、声调曲线图，分析其在
音系上的规律性语音差别，说明今天的四川方言不仅具有以成都话为代表的湖广话语音类型，还有更为古
老的另一方言层次——这个音系今天仍具有入声独立、果摄一等字读为-u、麻三精见组读-i、模韵字读为-o
等语音特征。这些语音特征与成都话的湖广话语音类型有明显的差别，独立于成渝片西南官话而存在。 因
此，现代四川方言分为本地和外来两个层次：本地层次叫“南路话”，外来层次叫“湖广话”。
【关键词】四川方言、岷江流域、成都话、大邑话、宜宾话、方言音系

保定方言两字组连读变调及其若干问题
王帅臣  华北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 

在对河北省保定市下辖的24个县市区进行方言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展开本文的分析。首先描写清苑区的
两字组前字连读变调情况，以便对保定核心区域的变调情况有所了解。其次，介绍保定方言中的阴平变调、
阳平变调、上声变调、去声变调的地理分布、调值表现、调类分布等基本情况。再次，重点讨论上声变调
和去声变调。上声变调后的调值情况有一定序列性：一种是前字变调后与本声调系统的阴平接近或合流；

一种是前字变调后与本声调系统的阳平接近或合流。上声变调既有类型学上的原因，也有历史因素在起作
用。去声变调有一类和轻声有关。

西宁方言持续体标记“着”
魏萌  中央民族大学

【摘要】汉语西宁方言的体标记“着”主要表达持续体的语法意义。除单独使用，方言中“着”常与起始
体标记“上”、完成体标记“下/了”等其他体标记叠用。由此，西宁方言的持续体标记“着”多构成
“V着V”、“V着C”或“V着＋从句”三种结构。西宁方言持续体标记“着”常与起始体标记“上”、
完成体标记“下/了”等叠用，且均处于其他体标记之后，即动词后第二位置。叠用中，“着”仍表达持
续体的语法意义，其语义与前一体标记层层套叠，具有一定顺承关系。如与起始体标记“上”叠用时，“
上”的语义指向前面的谓语动词，构成“V＋上”结构；“着”的语义则指向“V＋上”这一整体，表达
动作行为开始并将进一步持续的状态，“着”具有一定未完整体范畴义。“V＋上＋着”结构还可续接其
他动词或补语成分，构成“V＋上＋着＋V”结构。此外，西宁方言持续体标记“着”常以“V＋着＋C”
形式用于述补结构谓语句中。其中，C可为程度、情态、结果、数量等多种类型补语，形式上可由单个形
容词或副词、数量或偏正短语及主谓结构充当。语义层面，“V着＋C”由“V着”与C两个时间过程构
成，C主要由“V着”引发或伴随，即两个过程包含一定的逻辑因果关系，这种关系可以是显性的也可以
隐性的。除构成“V着V”、“V着C”和“V着＋从句”结构外，持续体标记“着”还可用于西宁方言的
存现句和“的字结构”中，其用法具有一定独特性。
【关键词】西宁方言、着、持续体标记

“口”的比较词义探索
吴宝安  湖北大学文学院 

【摘要】“口”这一概念在汉语中主要有“口、嘴”两个词，根据它在汉语、汉语方言以及其他语言中的
用法，我们整理出了12组与“口”有关的共同引申，这些共同引申都可以通过“转喻”和“隐喻”来解
释。 基于转喻的共同引申有7条，如： 与言语功能相关，“口”引申出“说话、话语”义。与饮食功能
相关，“口”引申出“口味”“人口”义。与临近部位相关，“口”引申出“脸、鼻、咽”“口部饰物”
义。基于隐喻的共同引申有5条，如：与形状、位置都相似，“口”引申出“容器等器物通外面的地方”
和“出入的通道”义。与形状相似，“口”引申出“（山谷、水道等）大的豁口”“突出的部分；尖儿”。
这12组共同的词义引申在汉语、汉语方言以及英语、俄语、西班牙语、日语、泰语、印度尼西亚语、壮
语等语言中都以共词的方式出现，因此，我们可以将其看作是“口”在语言中的共同演变模式。
【关键词】“口”  比较词义 、共同演变

新加坡中学华文快捷课程后进生
语文学习的挑战和独立学习能力的培养
吴宝发  张曦姗  周淑君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后进生学习一直是教育工作者关注的课题，新加坡教师也不例外。后进生学习问题复杂，包括语
文基础薄弱；个人学习态度不良；缺乏独立与迁移的学习能力；课堂教与学方法不当等。本文立足于本地
一所中学的校本研究，借助文献研究法、问卷调查法与观察法，对中二快捷班24位后进生的学习特点进
行梳理，由此作出为期六个月对3个单元的教学调整的尝试，旨在分析后进生在课堂中语文学习的挑战以
及探索他们独立学习能力的培养。本研究对2021年新教材篇章里的语文技能做一次系统性的梳理，在课
堂阅读理解教学时，强调对文章理解的元认知策略之字义层次、逻辑层次、概念层次的教学，调动学生的
元认知，以弥补学生因语文基础薄弱带来的教与学问题。
【关键词】华文快捷课程 、后进生、中学新教材、元认知

中韩跨国婚姻家庭双语学习和使用状况及问题研究
吴思敏  闽南师范大学

【摘要】近年来，中韩跨国婚姻家庭日益增多。据统计，来自中国的在韩结婚移民总数在2019年已接近
20万人。中韩跨国婚姻家庭既有别于传统华侨家庭，又有别于普通韩国家庭，在语言文化上具有特殊性。
本研究以在韩中韩跨国婚姻家庭为研究对象，对其双语学习和使用状况展开调研，并针对其问题提出解决
方案。研究分三部分进行：第一部分利用文献分析法整理并分析韩国政府对多文化家庭的政策及多文化家
庭支援中心的相关资料。第二部分利用问卷法、访谈法与参与观察法对中韩跨国婚姻家庭进行相关数据采
集，并对数据进行定量与定性分析，多维度考察多种因子对语言的影响以及因子之间的相互作用及其与内
部、外部环境的交互关系，全面把握中韩跨国婚姻家庭双语学习和使用的特点及问题。第三部分综合考虑

调研结果，针对中韩跨国婚姻家庭双语学习和使用的问题和需求，从内部（中韩跨国婚姻家庭自身）和外
部（社会机构与教育部门）提出解决方案。本研究不仅可为中韩跨国婚姻家庭双语教育提供理论基础和实
践方案，还为以其为对象的双语教材及教学资源提供理论依据，为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跨国婚姻家庭双语教
育研究提供参考。
【关键词】中韩跨国婚姻家庭、双语教育、调研、解决方案

实践与反思：国际中文教学与信息通讯技术之运用
夏雪  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

【摘要】随着教育技术的发展，如何善用信息通讯技术（ICT）来服务于教学，实现以“学生为中心”的
教学实践，成为当今教育研究的热点。在国际中文教学领域，我们也面临着如何有效地将ICT运用于课堂
教学和学生学习的问题。本文即以此为出发点，在现代教育理论的基础上，以新加坡国际学校的非汉语母
语学生为研究对象，结合IB华文课程中的一个主题单元，从课件设计及课堂教学反馈等方面对ICT在国际
中文教育中的实践情况进行探索性研究，总结ICT辅助中文教学的几个原则：包括设计ICT要以学生学习
需求为核心，ICT的课堂使用应避免“喧宾夺主”，并反思教师在ICT运用中的作用，以期对新技术下的
国际中文教学发展提供参考。
【关键词】 ICT、 国际中文、课件设计、课堂实践

The Brief Analysis of Japanese Culture's Absorp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ulture
Hui Xu   Maca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bstract: Cultural exchanges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have a history of nearly 2,000 years. The fine tradi-
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ulture have exerted great influence on almost every aspect of Japanese 
life, such as architecture, clothing and so on. At the same time, Japanese culture has made a series of 
cultural innovations and developments according to its own national conditions while absorbing Chinese 
culture for reference. Starting with the reasons why Japan absorbed Chinese culture and analyzing the 
exchanges between Japan and China from 1972 to 2011, this paper analyzes and concludes that the similar 
cultural background of the two countries is the basic reason for Japan to better learn from Chinese culture. 
Finally, this paper expounds and analyzes Japan's absorp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ulture from 
three aspects: religion, ideology and diet. It is concluded that Japanese culture originated from Chinese 
culture, and before the Tang Dynasty, Chinese culture had the greatest influence on Japanese culture; after 
the Tang Dynasty， Japan began to have a real culture, but it was still influenced by Chinese culture.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and improvement of its own culture, it finally formed its own unique style. 
Key Words: Japanese culture; Chinese culture; Absorb; 

港式中文词汇与普通话的隐性差异
徐涵韬  北京师范大学

【摘要】“隐性差异”的概念及思想适用于全球华语对比研究，文章立足于此，讨论港式中文词汇与普通
话的隐性差异，首先以量词“枚”、动词“怀疑”以及名词“论调”为例，分析其在概念义、语法义、色
彩义等方面的表现；然后举例说明了隐性差异的三种存在形式，即有无之别、大小之别和程度之别，并指
出三者之间联系密切，不能孤立讨论；最后，文章认为未来研究应增强对华语隐性差异的考察分析，拓展
隐性差异的研究内容、语体范围及比较对象。
【关键词】隐性差异、词汇、港式中文、普通话

基本核心词词义的跨语言表现与特点—以61种语言为例
许可  冉启斌 南开大学

【摘要】本文建立了61种语言60个基本核心词词义数据库，从跨语言角度对其进行了细致考察。数据库
中共有义项约11440个，平均每词义项略超3个，最多达21个。平均义项数方面，动词最多，形容词其次，
名词、否定副词随后，数词、代词最少。义项数可能受词与外部世界的关联性、在词汇系统中的基本性以
及概念本身模糊性的影响。对词义引申深度赋值后，看到动词、形容词、名词的词义引申能力分较高，各
词的平均义项数与该分排名不一致。语言、词类对义项数量、引申能力分影响显著。通过网络图谱对词义
进行聚类分析和可视化分析后，基本核心词被分为10类，词类对聚类有影响。动、名、上形成较大词团。
名词[±指人][±身体部位]，形容词[±积极/消极]等特征会使词类内部形成关系更紧密的小类。图谱中，
hand连接动词和身体部位名词；head连接身体部位名词和指人类名词；man连接指人名词与褒义形容
词；one连接指人名词和数词；die、sleep等词连接动词和形容词等。

【关键词】基本核心词、词义引申、数据库、】可视化

冰墩墩的启示：中华文化符号海外传播的机遇与挑战
许琳皎  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

【摘要】北京2022年冬奥会吉祥物“冰墩墩”在国内外社交平台的爆红引起各界讨论。作为一种文化符
号，“冰墩墩”兼具多重内涵，承载着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功能。“冰墩墩”成为“顶流”，不仅
展现了中华文化强大的感召力，也为中华文化符号的海外传播提供了新思考。本研究基于符号学理论，从
视觉和语言两个维度分析符号传播的特点，挖掘“冰墩墩热”的深层原因，并从中得出中华文化符号海外
传播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基于此，笔者从符号传播的原则、内容和方式三方面提出了建议，即：调整传播
心态，着眼他者视角；加强内容设计，挖掘文化内涵；充分利用互联网媒介，引发情感共鸣。以期为中华
文化符号的海外传播提供借鉴，丰富中国文化传播领域的研究成果。
【关键词】中华文化符号、海外传播、文化传播、冰墩墩

韩国国民教育体系中汉语教育的发展与创新
许培新  山东大学

【摘要】本论文结合中韩两国历代交流的传统以及现代社会发展的趋势，在追溯韩国汉语教育发展历程的
基础上，重点考察自中韩建交以来韩国汉语教育的发展脉络，重点梳理并分析韩国国民教育体系中，大、
中小学不同层次汉语教育的发展情况以及出现的问题，总结韩国国民教育体系中汉语教育的主要特点；当
今国际大变局和新态势下，汉语教育发展面临着新情况、新问题，韩国国民教育体系中的汉语教育和学习
也在发生变化。因此基于教育理念升级、教学思路转型与教学模式创新，提出了加强韩国大、中小学汉语
教育的实践性、针对性，以及韩国汉语教育内涵式发展多元化路径的对策和建议。 
【关键词】韩国汉语教育、国民教育体系、内涵式发展

 
13—19世纪朝鲜半岛汉语教学对当代汉语国际教育的启示
许润芳  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

【摘要】朝鲜半岛有悠久的汉语学习历史，从以汉字为本、重视书面语学习到文言并重、对政治商务风俗
文化等不同领域进行全面了解，其汉语学习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汉学界人才辈出，促进了对中国制度、文
化的内化吸收及其本民族政治经济文化的进步。其中，国家层面的空前重视、语言政策的有力支持是不能
忽略的因素。目前流传的朝鲜半岛汉语教科书集中于13-19世纪，恰是两国政局革新、关系进一步密切的
时期，此类教材是今日研究两国历史上人文交往、不同时期汉语口语面貌、汉语教学法种类及影响、汉语
国际教育在半岛发展历程的宝鉴，本文以该时期《老乞大》《朴通事》《学清》等代表性汉语口语教材为
主要研究对象，结合韵书、字书及辞书类汉语书面语教材、《朝天录》《燕行录》与《朝鲜王朝实录》等
官方历史记载为佐证，共时对比同时期中国韵书。探讨官学、私学、司译院、承文院、译学院、质正官等
部门和职务发挥的历史作用，总结该时期朝鲜半岛汉语教学的优点和不足，力求为当代汉语国际教育汉语
人才培养、汉语教材编写、汉语教学法选择和语言政策制定提供一定的参考意义。
【关键词】朝鲜半岛、汉语国际教育、教学法、语言政策

语言赋能：乡村振兴多模态话语战略构建
杨城  浙江大学 

【摘要】语言是促进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乡村振兴中的每一步都离不开语言的力量。研究中首先依托多
模态话语分析综合框架，对余杭、桐庐、淳安三个乡村振兴示范地区的宣传片视频进行分析，总结其文化
、语境、内容、表达四个层面的多模态体现。其次依托质化分析的扎根理论方法，构建语言赋能乡村振兴
的战略模型，在组织、社会、个体三个层面探索赋能方向。最后，基于话语分析和战略模型提出未来语言
赋能乡村振兴的提升路径。研究发现，三个地区的多模态话语具有典型的区域特色，语言赋能乡村振兴需
要凝聚自上而下的多方力量，而国际化视角、内容的精准筹划、赋能视角的联动共振则是未来乡村振兴话
语努力的方向。
【关键词】乡村振兴、语言赋能、多模态、话语分析、战略模型

A Study on the Chinese Classroom of Foreign Students in the Epidemic Period Based on the Inter-
active Perspective
Haifeng Yang1,Daqian He2, Zhuoda Yang3

1. Center for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Wuh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Wuhan， 

2.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Wuh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Wuhan，
3. School of Chinese Studies and Cultural Exchange,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Abstract: Interaction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s affecting the result of online Chinese class teaching. 
By utilizing the method of questionnaire analysis, error analysis and document analysis， this paper selected 
200 international students from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Cultural Exchange of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of Wuh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of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as samples for investigation, including 94 undergraduates, 60 master 
students and 46 doctoral students. Among them, namely 86 in primary stage, 64 in intermediate stage and 
50 in advanced stage based on their HSK marks. The majority are from Asia (45%) and Europe (25%), the 
rest are from Africa (15%), America (10%) and Oceania (5%). This paper finds that the existing interactive 
methods of them include online conference platform, course live-streaming platform and video live-streaming 
platform. 
When using these platforms, we find there are some advantages of them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remote 
Chinese learning: They are convenient for students to preview and review before and after class, and they are 
helpful for the sharing of Chinese learning resources. However, we also find that there are some disadvantag-
es in teacher-student interaction and student-student interaction on these platforms, such as the lack of learn-
ing atmosphere (58% participants agreed) and the unwillingness of turning on the camera and micro-
phone(76% participants agreed). We think the factors causing these problems mainly include external and 
internal factors of teaching. The external factors include the factors of network connection, time difference, 
studying platform and studying resource allocation. The internal factor of Chinese teachers is that they are not 
adapted to the new way of online teaching, which makes them unable to carry out innovative design of class-
room interaction, and still choose the traditional teaching method (66% participants agreed). The internal 
factor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on the one hand, they lack online learning experience, so it is difficult to cope 
with some new challenges in teaching interaction practice. On the other hand, international students must 
overcome certain psychological factors in the interaction process of online Chinese classroom, among which 
anxiety and avoidance are the most prominent (80% participants agreed).
In conclusion, Chinese teachers can improve the interactive effect of online teaching through rational use of 
learning platform, effective allocation of learning resources and innovation of class interaction mode. Before 
teaching, teachers should inform students in advance of the selection of learning platform, registration, login, 
using process and a series of related matters. During the teaching process, teachers can allocate a certain 
proportion of class hours to organize interactive courses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s, such as group presenta-
tion, personal performance and seminar. After class, teachers can design and release questionnaires and 
use the background data statistics and other functions of the learning platform to analyze the frequency and 
quality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participation in interaction. Also, international students should actively adjust 
their learning psychology and improve their learning methods as well. In this way, they can get rid of negative 
psychological factors such as anxiety and avoidance, and focus on classroom interaction and knowledge 
itself, and finally achieve better learning results. Ultimately, teachers and students will collaborate to explore 
a course interaction path, adapting to the new mode of online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in the post-pan-
demic era. The research on this issue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enrich the theories of linguistics, psychology 
and pedagogy related to Teaching Chinese to Speakers of Other Languages. Also it can improve the teach-
ing efficiency of teachers and enhance the sense of gaining knowledge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Keywords: Interaction; Online Chinese Classroom; Chinese Teaching

国际华文推广的重要部分：志愿者项目的国别性/区域性分析—以缅甸为例
杨念  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

【摘要】2004年“国际中文教师志愿者项目”经中国教育部批准实施。直至疫情前，全球大约有7000名
志愿者在全球一百多个国家进行中文教学，其中大约3000名志愿者在东南亚各国任教，成为东南亚华文
教育重要力量。缅甸志愿者项目于 2009 年开始实施，至今已经有十年有余，到疫情前每年有一百多名志
愿者在缅甸各个城市甚至乡镇进行中文教学工作。十多年来，志愿者项目对缅甸华文教育发挥着重要作用：
为缅甸华文教育贡献了新的力量，弥补了缅甸华文师资的不足，促进了缅甸中文教育的合法化进程等。然
而，该项目也存在着一些问题，本人通过实地了解以及问卷的方式，深入分析了志愿者项目在缅甸的实施
情况，并针对性地提出几点建议，促进该项目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国际中文教师志愿者、华文教育、缅甸志愿者项目、参考

基于SLS平台的E晨读差异教学模式探索— 新加坡崇文中学的实践经验
叶语銮    徐小红   吴玉凡  新加坡崇文中学

【摘要】为了营造书香校园，培养学生的阅读兴趣和提高阅读水平，我校研究团队借助SLS平台，以110
名中三学生为研究对象，在全校进行E晨读研究计划。E晨读依据差异教学理论，照顾学生的个体差异，
所选篇章分年级、分主题、分文体，并结合各单元技能训练，设计不同程度、风格的晨读活动。学生借助
个人数码学习工具，选读纯文字或拼音版的、带声音和可查字典的篇章，通过SLS自测，在阅读护照上完
成任务。此外，高准备度的学生还可阅读更有挑战性的文章，并完成相应的挑战任务。研究结束后，团队
通过定量与定性研究检测学习成果。初步结果显示，基于SLS平台的E晨读差异教学模式，在一定程度上
激发了学生的阅读兴趣，也促进了教师的专业发展。
【关键词】SLS平台、E晨读、差异教学

Nasal Codas Merger in Chinese dialects: Modified Contrastive Specification and Sisterhood Merger 
Hypothesis
Jihye Yun  Asia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 Madison

Abstract：Chinese linguists have long debated about the directionality of nasal coda merger in Chinese 
dialects since the 1970’s. Some believe that the merging process is unidirectional (anterior to posterior) ,but 
others assert that alveolarization of nasal codas (-m>-n and -ŋ>-n) is the major trajectory. Previous studies 
failed to make a reasonable prediction about the further direction of the merger in addition to a lack of 
phonology-based analysis. This research analyzes the merging process on basis of Contrastive Hierarchy 
(CH) and Sisterhood Merger Hypothesis (SMH). The two theoretical frames make us draw two types of 
contrastive hierarchies: [Dorsal]>[Labial]，[Coronal]>[Labial]. That is，the merger between the alveolar 
and the velar nasal codas will occur after the completion of the merger between the labial and alveolar ones. 
Alternatively， the alveolarization of the velar nasal coda will happen after the completion of the merger 
between the labial and velar ones because the structure merger takes place on sister node of contrastive 
hierarchy. In conclusion， the final phase of the nasal coda merger will be the alveolarization of the velar 
nasal coda. The data of Chinese dialects and markedness theory both buttress the conclusion.

Keywords: Nasal codas，Chinese dialects，contrastive hierarchy，sisterhood merger

《易经》归纳、演绎思维在母语教学中的课堂实践和应用
庾潍诚  新加坡伟源中学

【摘要】作者根据自己长期研究《易经》的经验，提出和认为：《易经》作为中华古代的文化典籍，归纳
和演绎思维是它的最重要核心思想之一。同时，作者结合了自己多年的新加坡课堂教学实践，发现：《易
经》的归纳、演绎思维可以有效实践应用在现代的母语教学当中。归纳，是引导学生化繁为简，迅速掌握
教师布置的课堂指令或內容；演绎，则是学生有效应用课堂所学知识进行复述和重构。本文列举具体的课
堂实践应用例子，就是：(一)课堂的指令语言“ABCD”；（二）思维图的教学应用；(二)作文教学实践
的“DEEPAI”（细节描写）自创理论。作者最终观点认为，《易经》思想可以古为今用，实践应用到课
堂母语教学，从而达到提升学生的母语学习效果。
【关键词】易经、归纳、演绎、教学实践应用

中国古代建筑文化的汉字演绎
袁忠  中国华南理工大学

【摘要】中国古代建筑文化的丰富思想很多都凝结在一个个的汉字中。在汉字的构形、本义、转义、暗喻
等不同的运用中，存在着古人有关建筑活动、建筑形象、建筑心理等蕴含，很多汉字就是一个空间概念、
一个居住范畴。古人对中国古代建筑的感知的原初意识首先凝固在古汉字中，古代建筑的最初“文本”可
求诸古汉字，作为象形文字的古汉字与作为现实空间的古建有着天然而内在的通贯性。本文通过考察汉字
的字符构形及作为词或词素的单个汉字所展示出的建筑文化意象，探究作为表形文字、表意文字的古汉字
在其构形、组词、使用、书写等多方面体现的古代建筑文化意义。
【关键词】汉字、中国文化、古代建筑

GRR教学模式的实践与反思——以新加坡H2华文与文学新诗教学为例
张建立   张建平  新加坡国家初级学院    
张曦姗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2021年新加坡H2华文与文学新课程引进课外文学作品赏析的部分，与旧课程标准相比，这对学
生是具挑战性的变革。为应对该挑战，我院以新诗为切入点，设计了从指定文本到课外文学作品的教学实
践配套。该实践以“新加坡课堂教学实践要领”(STP)为指导，依据探究式学习（IBL）理论，采取“教、
扶、放、收”四个阶段的“渐进释放责任直接教学模式”（GRR），旨在逐步培养学生独立鉴赏文学作
品的能力。实践证实，这一教学策略增强了学生的信心和赏析能力；同时，也发现了一些有待进一步充实
和深入探索的空间。本论文将阐述该实践所采用的教学理论、教学策略、教学流程、教学成效及反思。
【关键词】  GRR教学模式、H2华文与文学、新诗教学    

“V走”和“V去”互换性的多重对应分析
张进凯  中国兴义民族师范学院 文学与传媒学院

【摘要】  本文在“原型—样例连续统”理论指导下，通过基于用法的多重分析方法探讨表征“位移运动
事件”的“V走”和“V去”的变异性和互换性。研究发现：“V走”主要表征位移方向不明确、没有位
移目的地的位移运动事件；“V去”主要表征位移方向明确、位移目的地可预测的位移运动事件，因此
“V走”和“V去”处于位移运动事件“原型—样例连续统”的不同位置，“V去”较“V走”更接近位移
运动事件的原型。“V走”和“V去”在表征位移运动事件原型特征和典型样例时不存在概念重合，在表
征位移运动事件非典型样例时，在概念变量特征的交互作用下表现出概念重合。
【关键词】多重对应分析  位移运动事件  概念变量  互换性  变异性

书面语言复杂度对华语二语者写作质量的影响研究
张漫莉  北京语言大学  

【摘要】本研究基于韩国学生的HSK写作测试语料，采用若干典型指标，对华语二语者的书面语言复杂度
与写作成绩之间的关系进行了量化分析，考察了词汇及句法复杂度指标对学生写作质量的影响。研究结果
表明：词汇复杂度和句法复杂度指标与学生的写作质量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Guiraud指标、虚词
使用比率、连词使用比率、复杂词使用比率、话题链数量、话题链分句数、零形成分数量和T单位数量等
指标对写作质量具有较强的解释及预测效度。
【关键词】语言复杂度、汉语二语、写作质量
  

基于树库的汉语二语写作句法复杂度研究
张婉莹  北京语言大学

【摘要】句法复杂度（Syntactic Complexity，简称SC）在评价二语者语言水平、语言动态发展及写作
质量中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吴继峰，2018）。已有的研究侧重于SC对日语、韩语等母语者的汉语写作
评估的有效性问题，研究结论未必适合少数民族母语背景的汉语二语书面语评价。基于此，本研究以参加 
HSK（高等）考试的维吾尔族考生的作文语料为研究对象，基于自建的汉语二语句法标注语料库，从粗粒
度和细粒度两方面指标体系入手进行以下四个方面的研究：（1）通过预处理构建小型依存句法树库（
Dependency Grammar Treebank），作为句法复杂度研究基础；（2）通过小句切分和搭配抽取研
究粗粒度指标和细粒度指标的分布特征；（3）针对不同写作水平的被试SC指标进行对比研究；（4）基
于典型SC指标体系探讨二语写作水平动态发展特点。研究发现，基于T单位等粗粒度句法复杂度指标在区
分学生写作水平和预测写作成绩方面的解释力较弱，而基于短语层面的细粒度句法复杂度指标能够有效区
分写作水平和预测写作成绩。
【关键词】树库、 二语、语法

阅读与抒情文写作教学的有机结合—以华侨中学（高中部）语文特选课程为例
张薇  王健仲  华侨中学（高中部）

【摘要】抒情文写作一直是学生的弱点，也是教师的教学难点。由于没有经过有系统的抒情文写作训练，
高中生很容易将抒情文、记叙文或议论文混为一谈，对抒情文的写作手法更是一知半解。再加上学生缺少
生活历练，要让他们短时间内掌握抒情文写作手法，并进行创作，无疑难度极大。有鉴于此，我们决定在
现有的教学内容上融入抒情文写作教学，尝试结合REAP的阅读理论与教学实践，将阅读与抒情文写作教

学有机结合，以39位高一H2华文与文学的学生为对象，引导他们建构抒情文概念，了解并掌握抒情方式
与写作手法，从而进行写作实践。最终，通过调查问卷、课堂观察和学生作品，梳理和分析了阅读与抒情
文写作相互融合的方法及其有效性。
【关键词】抒情文写作、阅读教学、REAP阅读方法、语文特选课程

地名中的关中方言
张文丽  陕西学前师范学院文学院

【摘要】关中方言，曾经作为汉民族共同语基础方言，对周边地区方言、其他地区方言和民族共同语产生
过重要影响。地名是人们用以区别个体地物的语言符号，而作为纪录地名的语言符号包含形、音、义三个
部分。关中方言区的地名，尤其是地名用字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关中方言的特点。本文从关中方言
区中的代表性地区——西安入手，整理分析其地名，得出如下结论：1.声母 （1）古全浊声母清化，平声
送气，仄声归并关中方言中存在差异，西安归不送气，例如“中官亭/中官厅”、“安居巷/钱局巷”。
（2）古知系开口字按照等分化，知系二等、庄组、章组止摄字与精组合流，读ts、tsh、s，例如“三里
村/山李村”。（3）古泥、来二母在洪音前混用，尤其是在洪音鼻音前，泥母混入来母，读l，例如“新
农田/兴隆庄”。2.韵母 （1）前后鼻音混用，关中方言后鼻音为ŋ，前鼻音丢掉鼻尾n，主要元音鼻音化
。由于在当地人听感上二者具有相似性，表现在地名中前后鼻音字混用。例如“上游巷/三友巷”。（2
）遇摄合口一等端系字，元音复音化，读ou，与流摄合并。例如“双楼寺/双路寺/双芦寺”。（3）果摄
开口字一等字与果摄合口字合并，例如“贺韶村/火烧村”。通过分析发现西安地名用字的流变反映了关
中方言的特点及其变化，具有强烈的方言特色，深入研究地名可以挖掘背后隐含的历史文化内涵，提升文
化软实力；可以为地名用字、拼写管理提供理论支撑，推动新时代的语言文字工作。
【关键词】关中方言、西安地名、文化

从外交新词语看中国外交动向—以2010-2020年度《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媒体新词语表为例
张星霞  韩国汉阳大学

【摘要】本研究基于2010-2020年度《中国语言生活报告》媒体新词语表中的外交新词语，运用数据分析
法，从其分类、使用频次和年度分布三个方面考察中国近十年以来的外交动向，为读者勾勒出中国外交全
貌，以期让读者更好地了解当前中国的外交形势，并为中国未来的外交实践提供一定的智力支持。本研究
认为，按照领域划分，这些新词语所涉及的外交领域包括总体外交、经济外交、政治外交、军事外交、文
化外交、科技外交和医疗外交等七大领域；根据性质，这些新词语所涉及的外交类型又可分为方针类、方
式类、事件类、成果类、组织/平台类、场所类、色彩类和人物类等八大类型。它们较为真实、客观地反
映了中国近十年以来的外交动向。
【关键词】外交新词语、中国外交动向、《中国语言生活报告》、分类、使用频次、年度分布

华语文汉字学习策略个案研究-以印尼华语文学习者为例
张胜昔　中国华东师范大学国际汉语文化学院
陈信助　台湾中国文化大学教育系

【摘要】对外华语文之汉字习得一直困扰着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与学。若华语文教学伊始就“重听说而
轻汉字”，不仅将形成中高级以上的学习阻力，更达不到语言习得可持续发展的教学效果。本研究针对一
名中高级程度印尼华语学习者的“初级汉字习得历程”进行了个案分析，围绕汉字习得心理认知、脑神经
机制、仲介汉字等理论，剖析形声字之习写、读音、识义三方面的“中介状态”，深度探讨了形声字之“
形义-音”的习得联结难度，说明汉字作为第二书写系统的学习策略，以及具逻辑性有系统的字本位教学
在华语文习得中的重要性。期许研究结果可提供日后相关教学与研究参考使用。
【关键词】字本位理念、汉字心理认知、中介汉字、可持续性发展、个案分析

“错位的称呼”—当代汉语社交称谓语的变异与泛化
张雪  澳门科技大学 

【摘要】汉语中的社交称谓语是汉文化特征的缩影，亦是对中国社会现状的即时反映(Chao1956， 
Gu1990， Wang2003)。无论是对于语言学本体研究，还是对于语言与社会的互动关系研究，该议题都
具有新鲜价值(Brown&Ford1961， Ervin-Tripp1972， Zhang2021)。本文基于真实语料收集与分析，
针对当代汉语中四个新兴社交面称语(social vocative)的使用原则、表意功能、交际效果等维度进行了
深入讨论（分别为：“（小）哥哥/姐姐”、“老师”、“同学”、“家人们”）。研究发现，当代汉语
社交面称词有如下特征：（1）原有亲属称谓用法深入泛化（例如“（小）哥哥/姐姐”）；（2）职业称
谓用法深入泛化（如“老师”）；（3）“错位”称谓语兴起（如“同学”）；（4）网络称谓语变异性

强（如“家人们”）。当代汉语社交称谓语处于全面深入的泛化与变异中，其成因、过程、程度等，都与
语言发展和社会变迁密切相关。
【关键词】称谓语、社交面称、语言泛化、语言变异

“给我+VP”的主观处置功能
章天明  日本小樽商科大学

【摘要】本文主要讨论“给我+VP”结构表主观处置的语义来源，以及“给我+VP”结构 主观处置功能
实现的机制。 第一，“给我+VP”有两种不同的语义特征。表示“请求”的“给我+VP”中的 “给我”
等同于“为我”或“替我”；而表示“命令”义时，“给我”不等于“为、 替、向”等等，“给我”只
表语法意义。 第二，“给我+VP”的主语只能是第二人称代词，或指人称谓词语，或者是 VP 的受事。
VP 应当具有 [+自主]、[+动作]和[-褒义]的语义特征。 第三，通过“给”字句处置义来源的再分析，以及
与“给 X+VP”句式的对比， 分析得出“给我+VP”句式具有主观处置义。 第四，“给我+VP”中“给
我”的语法化成分的性质，以及第一人称代词的介 入，使“给我+VP”的主观性得到实现。
 【关键词】语义关联、结构关联、受益和受损、主观处置

多元智能理论与对外汉语阅读教学研究—以《零食》为例
赵畅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

【摘要】阅读过程包含着反应读者认知过程的丰富材料，是学习者汉语能力高低的重要体现。虽然近些年
汉语阅读教学的研究层出不穷，但是汉语阅读课堂仍存在着学生学习被动的情况，因此其教学策略还有待
进一步的研究。经过对教学理论的研究，多元智能理论从心理学角度研究了人的智力潜能是多元的，而阅
读教学不仅要教授学生语言文字知识和阅读规律，还要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因此， 我们认为， 对
外汉语阅读教学要想达到最佳的效果， 就必须从多元智能理论出发。本文主要结合《零食》一课从智能
理论下的每一个智能元素分析适合的教学策略和具体实践情况，最后经过反思提出多元智能指导下的阅读
课的教学原则，希望能够为阅读教学者提供一定的参考性建议。
【关键词】对外汉语阅读教学、多元智能理论、教学策略

中韩二语教学高阶教材对比与分析
赵莉  南京大学
赵学玲  Seogwipo-si, Jeju-do, Korea

【摘要】本文选取中韩两国用于本国语言国际教育的代表性教材《博雅汉语》（2018-2020）和《首尔大
学韩国语》（2012-2015），就两种教材高级阶段部分在文化主题选择、体裁内容以及训练模式上的异同
加以比较。认为两种教材在结构上都以文化主题来分类编排，并与训练模式紧密结合，但两种教材呈现出
的差异也十分明显。两者之间的差异固然可归因于两国国情、语言、文化特点的不同，但文化视角和文化
意识的不同是最根本的原因。考虑认知规律和文化视角，选择恰当且丰富的文化内容，不仅能够更好地实
现与国际学生的共情和跨文化交际的目的，通过与语言功能的紧密结合，也能够使语言训练获得更好的效
果。
【关键词】二语教学、高阶教材、对比、分析

社会语言学视角下女性群体通称的使用情况分析
郑皓月  中央民族大学

【摘要】称谓是人类社会中体现特定的人在特定的人际关系中关于身份角色的称呼，称谓词语与社会发展
联系非常紧密，在新中国的发展历程中，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乃至与国际社会的关系都将对称谓
词的使用产生影响，并在历时语料库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迹。在语言生活中，女性群体通称使用情况的
相关统计既反映了语言生活的变化又反映了中国妇女的发展状况，本文主要从社会语言学视角出发，观察
女性群体通称的使用情况。分别从历时角度和共时角度出发，分析五四运动以来“女性群体通称”使用情
况的历时变化，分析不同语体下女性群体通称的使用变化，发现人们对女性群体通称“妇女”“女性”“
女人”“女子”语义特征的不同认识影响了人们在不同场合下对女性群体通称的理解和选用。
【关键词】社会语言学、女性、称谓、语义

反义词“前”“后”的平衡与不平衡研究
周欣然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

【摘要】反义词作为一种常见的语言现象在人们的生活中被普遍使用。一般而言，反义词总是成对出现，

形成平衡状态，即一个词与另一个词形式对称但意义相反。然而以“前”、“后”为例，作为现代汉语中
使用频率较高的一对典型反义词，却很少有人在使用时能注意到其背后隐藏的不平衡现象。本文第一、第
二部分均从义项、构词、所构词、使用频率这四个方面展开，分别探析反义词“前”“后”平衡与不平衡
的具体表现，说明两者在平衡中存在着不平衡。接着又从认知、语义、语用、文化四个角度阐述原因，正
是由于“后”的被认知时间更早、语义范畴更大、受语言经济原则影响更多以及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内涵更
丰富，才使其能够拥有更广的使用范畴和更高的使用频率，也因此造成了反义词“前”“后”的不平衡现
象。
【关键词】前、后、平衡、不平衡

整合训诂方法论新探
周雁飞  新加坡新跃社科大学

【摘要】陆宗达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提倡“训诂方法的科学化” 。本文运用肯·威尔伯的”整合理
论”，采用其“四象限五要素”的框架结构梳理审视传统的训诂理论和方法。首先论述了训诂原理与整合
理论的内在关系，在此基础上将训诂学的适用范围与整合理论相结合，阐释其与传统训诂方法之间的深层
关联模式，及其有效性、前瞻性，进而使整合训诂方法不仅具有理性的解析，而且富于实践的可操作性。
本文是实践训诂学与西方阐释学（英语：hermeneutics）接轨的一次尝试，旨在为训诂方法论的现代转
化提供新的激荡和借鉴。
【关键词】训诂学、解释学、整合理论、四象限五要素

普通话句末语气词的句法性质
宗晓哲  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院

【摘要】本文探讨了句末语气词“啊、吧、吗、呢”的句法特征，认为它们超出了狭义的句法范畴，在话
语中具有表达功能和人际交际的价值。首先，从通过与语气副词、标句词“说”的位置对比，可以看出语
气词句法位置很高，独立于所在句子，属于语用层面。从语用角度来看，句末语气词具有明显的程序意义。
“啊”要求听话者参与到会话中，促进话论继续，是“互动标记”。“吧”在句中通过降低话语确信度，
缓和交际双方关系，是“礼貌标记”。“吗”要求话语权发生变化，促使听话者对所提问题进行进一步的
解释，是“问询标记”。“呢”在话语中起到凸显说话者所表达的语义关系的功能，使得话语与语境之间
存在一定的语义联系，是“焦点凸显标记”。
【关键词】句末语气词、话语标记、句法-语用接口

现代汉语周遍性主语中周遍义的形成原因
左思民  高丽大学中文系 /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  

【摘要】本文探讨了现代汉语六种周遍性主语中周遍义的形成原因。结论如下：在任指疑问类周遍性主语
句如“谁都认识”中，主语的周遍义是经由疑问代词的任指用法而获得的“全域义”。在含数词“一”的
周遍性主语句如“她一点道理也不懂”中，主语的周遍义依托梯级义经语用推理而得，并且只允许从否定
极小量达到否定全量的推理。在列举类周遍性主语句如“老王粤菜也吃过，川菜也吃过，鲁菜也吃过，浙
菜也吃过，中国八大菜系的菜都吃过”中，主语的周遍义并非列举的产物，而由最末的总括分句直接表达。
在物量词重叠类周遍性主语句如“家家都用上了煤气炉”中，主语的周遍义源于物量词重叠式所具的“每
一”意义。在含“全部”等词的周遍性主语句如“全部（都）得参加会议”中，以及含“每”等词的周遍
性主语句如“每个人（都）很认真”中，主语所含的周遍义由充当句子主语的词语直接表达。
【关键词】周遍性主语、任指、语义、语用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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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论文摘要

试析因果连词“因而”“从而”“故而”
安美璇  北京师范大学

【摘要】“因而”“从而”与“故而”是表示因果关系的一组连词。经考察发现，三个词的生成方式均属
于跨层结构的词汇化，源头可以追溯到先秦文献语言。古代汉语句法结构模式的弱化和消失是促成三者词
汇化的重要动因，因此立足于古代汉语，结合词素“从”“因”“故”的词义及特点，考察并解释连词“
因而”“从而”“故而”在现代汉语中存在的使用差异，可以得到三者的区别特征。具体表现为：“因而
”强调因果之间的联系，依据前者推测出后者，后者可以是有所依据的推论；“从而”强调两个事件的发
生存在先后顺序，表达因果关系时，需要首先在语境上满足因果逻辑，通常更强调结果；“故而”所连接
的“原因”与“结果”均是已经发生的既定事实或客观存在的现实情况及惯例，通常更强调引出结果，但
也关注对原因的追溯。
【关键词】因果连词、词义特点、区别特征

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口语流利性评价指标效度研究
鲍杰 北京语言大学
 
【摘要】口语流利性是衡量二语学习者口语水平的重要标准，然而学界对于是否有必要从多个维度对其展
开评价尚没有明确的回答。研究以78份韩国汉语学习者的HSK口语测试录音为研究对象，以专家评分作为
参照，从时间、表达、语言（包括句法、词汇、语音）三个维度选取24项指标作为评价依据，来考察各
项指标对考生口语流利水平评价的效度。研究结果表明（1）所选取的指标中，与口语流利成绩相关的指
标共13项，可以解释口语流利成绩74.4%的方差；（2）在13项指标中，有5项时间维度指标、2项表达维
度指标和5项语言维度指标（句法指标1项、词汇指标4项）能够区分考生的口语流利水平。以上结果说明
在对汉语学习者的口语流利性进行评价时，有必要提取多维度特征。
【关键词】口语流利性、评价维度、指标效度、韩国汉语学习者

潮汕方言陈述语气词“哗（还）”的用法及其语法化
陈楷森  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摘要】在潮汕方言中，“哗[hũã33]”是表示确认某个事实的陈述语气词，由“哗”所构成的“VP哗
[hũã33]”可根据语境还原为“VP1□[hũã33]VP2”，还原式中“□[hũã33]”这个语音形式不再能分
析为语气词“哗[hũã33]”，而应分析为副词“还[hũã33]”。文章在考察语气词“哗”和副词“还”的
基础上，指出语气词“哗”的本字是“还”，语气词“还”由副词“还”语法化而来，其“确认”义来源
于副词“还”的“延续”义，虚化环境是根据语境省略了VP2从而使副词“还”处于句末位置的“ V P 1
还 ” 。 这 种 确 认 功 能 在 语 用 类 推 的 作 用 下 ， 最 终 固 化 为 语 气 词 “ 还 ” 的 语 法 意 义 。
【关键词】哗、还、语气词、潮汕方言

湖南平江赣语能愿动词“要”的脱落及长音现象考察
陈山青  邹珊珊 湘潭大学
 
【摘要】湖南平江赣语能愿动词“要”在语流中可脱落，使前音节读音补偿性加长，从而形成“脱落→长
音”音义互动现象。除了单一脱落外，“要”还可与副词“也”形成双重和选择性脱落。实验语音分析显
示，长音具体表现为音节的主要元音发音明显加长，声调调值变为[原调值+4]，声母不发生改变。语言经
济原则和韵律法则是该现象形成的动因和机制。能愿动词“要”的脱落代表了汉语音节脱落的一种类型，
提供了一种句法创新的途径。   
【关键词】能愿动词、要、脱落、长音、音义互动、韵律法则

中国古诗与其印尼语译文比较研究——以唐诗的韵律问题为中心
陈衍宏(Clement Tanaka) 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摘要】经过调查发现，目前中国古典诗词的印尼语译本数量不多，此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印尼上世纪
50年代至90年代的“禁华”政策所影响。诗歌翻译主张“三美论”，韵律是诗歌创作的重要因素之一，
韵律的转译应当被重视。本文梳理约有7种唐诗印尼语译本之后，发现周福源译文尤其重视“音美”部分。
本文根据译文的用韵情况与印尼古代诗歌类型进行对照，将周福源译文分为五种类型。然而，受到语言差
异的影响，多数诗作经过翻译后，在词语数量方面难以呈现形式上的一致，仅有少数情况或巧合原因达到

词数相同，如《十五夜望月寄杜郎中》原文与译文均有7个字（汉）、7个词（印尼），此现象或许为周
氏无法满足押同韵情况之下，对字数采取了一定的“补救”措施。最后，为了提高中印尼韵文作品翻译的
水平，本文提出了从宏观及微观层面的相关建议。
【关键词】唐诗、韵律、印尼语译本、比较

字本位理念之华语文教育生态系统教学效能分析
陈信助  台湾中国文化大学
张胜昔  中国华东师范大学

【摘要】本研究依据差异化教学与适性化教学理论探讨华语文教学生态系统中「字本位 理念」的教学效
能的重要性。透过台湾某大学华语文中心的初级华语文课程进行实验研 究。本研究采用开放式行动研究
法，辅以文献资料分析法、经验总结法和调查访谈法。研究过程包括「计画-实施-观察-反思」四大环节，
首先依据学习者背景之差异与需求， 适度安排（调适）总体教学方案及课程；再透过华语文「听、说、读、
写」并重的「综 合教学法」推进新的班级经营，以字本位理念及教育生态系统为基础重新设计和安排课 程；
然后依据学习者对课堂教学环节的感知进行反思与检讨，进行行动研究。研究结将提供对外华语文教学与
研究参考使用。
【关键词】差异化教学、适性化教学、字本位、教育生态系统、综合教学法

六何法的教学局限及其对策
龚成 王娟 郑文佩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六何法”能帮助学生快速找出文章的主要信息，经常被用在阅读教学中。很多教师在写作教学
中也常使用六何法指导学生构思，列出写作大纲。六何法在阅读教学中的优点较为明显，但在写作教学中，
却有其教学方面的局限。因为使用六何法进行选材，其实只是对选材信息进行罗列的手段，它是选材的结
果，而并不是选材的方法。至于如何确定“六何”中的诸多信息，为什么是此信息而不是彼信息，正是学
生特别需要得到辅导和训练的地方。而这个思维的过程，较少在课堂教学中得到显性训练。本文以写人和
写事的记叙文为例，通过思维过程的角度分析六何法在写作选材上的局限和不足，并尝试提出相应的解决
办法，帮助学生利用六何法进行最优选材。
【关键词】六何法、写作教学、教学局限、对策

法汉翻译中的名动词类转换
成萌 法国索邦大学

【摘要】词类转换是 J.-P.Vinay 和 J.Darbelnet (1958) 在《法语与英语文体学对比》中，通过对法英
文本的比较分析，提出的翻译主要手段之一：“ 在不改变信息含义的前提下，一种词类替换另一种词类
的过程。”由于法语与汉语在词汇和语法功能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在翻译实践中，译者往往采用该手段使
翻译变得更精准地道。该研究将基于对法国文学作品《红与黑》原文与三个中文译本的对比而进行词类转
换的相关分析。本文中我们将主要介绍在法汉翻译中出现的法语名词转换为汉语动词的现象。比如，法语
中紧随时间介词的动作名词常转换为汉语动词；又如，法语时间名词后的动作名词或情感名词可转换为汉
语动词，等等。通过对比，我们将发现汉语更习惯于用动词来表达时间含义。
【关键词】 词类转换、 法汉翻译、名词、动词。

中韩小说的机器翻译与人工翻译对比—以中国当代代表作家余华的作品为例
崔贤植 上海商学院

【摘要】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飞跃发展，神经机器翻译取得了巨大进展。机器翻译能否取代人工翻译？机
器翻译能否翻译小说？以上议题已成为翻译学界的热门话题。本文以中国当代先锋派代表作家余华作品的
韩译实例，选用中韩两国具有代表性的机器翻译引擎百度翻译和Papago，从文化负载词、长难句、超
句翻译单位等层面对比分析机器翻译和人工翻译，探讨机器翻译存在的问题以及前景展望。
【关键词】机器翻译、人工翻译、中译韩、小说

基于语料库的对外汉语同义词辨析—以“一定”和 “肯定”为例
崔香兰·朴兴洙  韩国外国语大学
 
【摘要】本文希望通过语料库的实证研究，探索出同义词“一定”和“肯定”的异同点和搭配对象的互补
性，以更好地理解并使用。 一般的同义词辨析大都通过字典等工具，依靠直觉经验和内省的方式。虽然

字典具有权威性，但仅仅依靠字典来辨析同义词存在许多不足之处。大型语料库以及先进的检索工具以其
特有的优势为同义词辨析提供了新的方法。本文基于先进的北京语言大学大数据与语言教育研究所的
BCC语料库，采用定量和定性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以同义词“一定”和“肯定”为例，分别从语域
分布、类联接、搭配特征及语义韵方面进行了同义词辨析的实证研究。 综上所诉，本文立足于对外汉语
教学视角，旨在探讨如何帮助学习者更加直观、有效的辨析近义词“一定”和“肯定”。尽管在内容上还
有许多不足之处，但仍然希望可以为汉语同义词教学提供一个可参考的依据。 
【关键词】 同义词、对外汉语教学、语料库、词语搭配、类联接

《岳麓书院藏秦简（伍）》部分字词研读
高婷婷  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

【摘要】《岳麓书院藏秦简（伍）》包含秦代大量律令档案材料，内容丰富，史料价值 高。本文提出五
则字词释读、断句意见，如简 131-132“劾”如字读、“失道” 当指偏离目的地、“回留”应断读开；
里耶秦简 8-777 号简当断读作“从人论、 报、择（释）免归致书具此中。”“简 163“私属免婢”当断
读开；简 199“率” 有劝勉之意；简 225“均”读为“徇”，巡视之意等。以期进一步疏通文义，为 学
界后续利用该文本提供便利。 
【关键词】岳麓秦简、字词释读、断句

语法训诂浅议：基于三个平面的“新描写”
高扬 浙江财经大学

【摘要】利用语法进行训诂实践最为关键的一步，是对疑难词句进行细致的结构描写。传统结构主义成熟
的描写方法的确解决了大量的问题，但是古代汉语，尤其是上古汉语作为一种综合性倾向的语言，存在大
量同形异构、一种形式表示多种功能、多种结构表示一种功能的现象，传统成分分析的方法在描写时还是
显得捉襟见肘。想要精准的描写就必须高度重视语言学理论工具，将不冲突的理论加以融合，将解释与描
写加以统一。因此我们的主张是：语法训诂应该基于古代汉语综合性的倾向，充分利用语言学理论，以考
察分布为核心，剥离语言外证据，根据需要在语法、语义、语用三个平面展开研究，在描写中加深解释，
在解释中深化描写，从而对待考词句的显性和隐性结构都做出最细致的描写，进而考察句例分布，求得达
诂。如在语法层面，除了关注最表层的成分组合外，也应该注意到，长期被忽略的汉语韵律，实质上就具
有形态的功能，利用这一形态，可以很好地解释一些传统结构语言学无法解释的问题，进而对结构做出精
细描写，解决争议。再如语义层面，上古汉语缺少形态变化，其他语法形式也比较隐蔽，位于深层的语义
层面研究涉及到语义特征、语义指向、义素分析、语义场等。如能充分利用，则可通过充分解释，对结构
做更准确的描写。而语用理论，可以帮助解决句与句之间的问题，适合处理一些重复、句读争议；而鉴于
语言普遍存在的语用诱发机制，这个层面的研究更是在描写时不能或缺的。
【关键词】语法、训诂、新描写主义、解释

皖北中原官话区淮北方言的疑问句
郭迪迪  郭辉  亳州学院中文

【摘要】“淮北”指安徽省北部的淮北市，辖相山、烈山、杜集三区和濉溪一县。按《中国语言地图集》
（2012）的分区，三区和濉溪分属中原官话徐淮片及商阜片。淮北方言疑问句有是非句、特指句、选择
问、反复问句四类。是非问是在陈述句末尾加上扬的语调“↗”表疑问。特指问常在句中用“啥子、咋的、
咋着、哪来”等代词作疑问点，要求对方就疑问点作出回答。选择句常用“是/ｖｐ还是ＶＰ”的选择格式作
疑问的焦点，句末常用语气词“昂”。文章主要描写分析了淮北方言的“可ＶＰ、ＶＰ不/没ＶＰ、ＶＰ
不(啵)/没有”三种形式的反复问句，并讨论了“ＫＶＰ、ＶＰ－neg、ＶＰ－neg－VP”的历史层次及
“可ＶＰ、还ＶＰ”的来源。
【关键词】皖北中原官话、淮北方言、疑问句

欧化影响下表范围限定的方位结构“NP抽象上”
郝锐  首都师范大学

【摘要】受欧化影响，早期现代汉语中表范围限定的方位结构“NP抽象上”集中大量出现。新中国成立
以来中期现代汉语中这一结构呈现新的发展态势。使用方面，表范围限定的“NP抽象上”成员有增有减、
有“潜”有“显”，但“增”和“显”是主流，既有量的增，也有类的显。语法功能方面，早期现代汉语
中“NP抽象上”可以充当状语、定语、补语，中期以来则发展出了“句首修饰语”的功能。具有人际功
能的“NP抽象上”成员正是从做句首修饰语的位置上进一步转变而来，且逐渐发展出全句评注、传信和
情态、衔接连贯以及焦点凸显等功能。

【关键词】欧化、NP抽象上、历时演变、表达功能

华语综艺节目对新加坡华族学生之影响的调查—以南洋理工大学为例
洪玮嬣  许润芳  南洋理工大学

【摘要】随着新媒体覆盖面的不断扩大和华语综艺质量的逐步提高，两岸三地和新马的华族年轻人对综艺
节目的关注度不断上升，由于没有语言壁垒、更新及时、内容有趣、种类丰富，新加坡华族青年大多对华
语综艺节目有所了解，部分学生更成为了资深观众。本文通过对本地华族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掌握其观
看华语综艺节目的频率、动机和偏好，两岸三地及本地华语最受欢迎节目的播放渠道、类型、主题、播放
平台和制作地点，华语综艺及相关对新加坡华族大学生华语使用水平、文化素养等方面产生的影响，了解
大学生在观看过程中感受到的文化、思维差异及对节目内容制作方向的期待，总结华语综艺对华族大学生
的影响及其走向华语中圈的可改进之处，为两岸三地及新加坡本土华语综艺节目发展方向提供参考，探讨
综艺节目等文化项目应用于汉语国际教育的可能性。
【关键词】汉语国际教育 综艺节目 华语 口语教学

短视频技术应用于听障初中生汉语教学的研究
洪臻颖  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 

【摘要】媒体技术极大地促进了短视频内容的发展与传播，短视频也成为了前者最常见的应用领域之一，
为身处不同行业的受众提供了信息输出和接收的渠道。而短视频的普及恰恰赋予了听障学生群体公平地接
受信息的机会。目前，以短视频为媒介，对听障学生进行汉语教学的研究仍有较大的发展空间。由于先天
或后天的身体缺陷和特殊的成长经历，听障学生常常会产生严重的自我封闭心态和对陌生环境的抵触心理，
又因与社会接触机会较少，自然地落于信息传输通道的末端。因此，只有将语言与技术二者有效地融合，听
障学生才能在汉语学习的道路上缩短与健全学生间的差距，且逐步实现“信息平权”。本文将以听障初中学
生的汉语学习过程为研究对象，依据认知语言学的相关理论，通过对听障学生的语言获得过程进行语境依赖
方面的研究，提出短视频应用软件参与其汉语习得的改进方案。
【关键词】听障学生、汉语教学、短视频 语境依赖

从康德的文学艺术理论看阅读在提高华文作为第二语言学习的学习兴趣中的作用
黄婉玉  林进展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新加坡以英语为通用语言，学生的华文学习缺乏足够的语言环境和学习动机。华文作为第二语言
的社会地位既定，其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不足的情况既定，仅依靠功利性动机注定无法引起学生学习华文
的足够动力，需要一个非功利性方法来提高学生学习华文的兴趣。康德在其美学理论中提出，由审美判断
所产生的愉悦是无功利性的、无任何利害关系的愉悦。审美活动是一种非功利性的、无利害关系的活动。
他认为阅读是最高级的审美活动，具有审美活动无功利、无利害关系的本质特点，是符合人的自由本质的
最高级的活动。由此看来，阅读是一种无功利性的活动，能够产生普遍的愉悦感受，可以用来提高学生学
习华文的兴趣。而若要阅读能够担当引起学生学习华文兴趣的重任，则需要让华文阅读回归阅读的审美本
质。
【关键词】第二语言学习、无功利性、阅读、学习兴趣

华文写作：微视频的运用策略再探
黄易亭  张水福  郭兰花   新加坡国家初级学院
张曦姗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中学低年级的学生在记叙文写作的内容上总是千篇一律，主题不够鲜明，详略不当，更严重的是
内容缺乏逻辑性，情节不合理。因此，研究团队希望通过微视频帮助学生“乐于用华文作书面表达，能感
受写作的乐趣，丰富写作内容”。微视频教学模式从观看微视频开始，过后通过提问，在科技平台上让学
生思考与分析，同侪间针对视频进行讨论，并和老师一起总结视频内容的主题、人物形象等技能，经过这
一系列的思考与讨论，教师才给出对应的作文题目。这项研究已在本院连续进行了两年（2020-2021），
今年我们以137名低年级学生为研究对象，再优化教学策略，希望持续为中学低年级写作教学提供一个简
易、操作性强的教学方法，以提升学生的写作能力，并加强学生写作的信心。
【关键词】华文写作、微视频、中学低年级
 

汉语二语者动名搭配习得研究
姜晓欣 北京语言大学

【摘要】本文将从研究内容、研究语料、研究结果三部分概述论文内容，具体如下。 一、研究内容 通过
动名搭配中名词宾语的语义类别、错误搭配的类型分布、不同母语背景 二语者动名搭配产出量三个维度
考察二语者与母语者、不同母语背景二语者（日 语、韩语、维吾尔语）HSK 作文中产出的动名搭配是否
存在差异。 二、研究语料 二语者语料我们选取了 2010 年 10 月 HSK 考试作文 90 篇，其中，韩国、日 本、
中国维吾尔族二语者作文各 30 篇。母语者语料是高三及其以上学历的汉语 母语者按照 HSK 作文考试要
求写的同题作文，共 30 篇。 三、研究结果 1、动名搭配中宾语对语义角色的优先选择关系是“受事>对
象>等同>致使> 结果”，二语者与母语者动宾语义类型选择顺序基本相同。 2、动词误用占偏误总数的一
半，是主要的偏误类型。 3、日本二语者与韩国二语者产出正确搭配的比率不存在显著性差异，产出 搭
配总量最多、错误搭配数量最少的是维吾尔族二语者。
【关键词】汉语二语者、书面语、动名搭配

汉语学习者常见的母语负迁移及教学对策
蒋一鸣  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

【摘要】以英语为母语的汉语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常常会受到母语的干扰，这种现象被称为“母语负迁
移”。因英语和汉语具有明显差异，以及学习者受母语思维的影响，“母语负迁移”现象在以英语为母语
的汉语学习者群体中屡屡发生，且有一定的规律性和同质性。研究母语负迁移有助于发现汉语学习的重难
点，指导教师更有针对性地开展汉语教学，从而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增强学生的动力和信心。过往文献
和本项研究显示，常见的母语负迁移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语音、词汇、句法、书写系统及文化背景。本
项研究将对以上五方面进行详细介绍和说明，并提供如下三点教学对策，以减轻母语负迁移对中文学习的
影响：归纳常见错误点并提供配套练习；营造“沉浸式”汉语学习环境；保持耐心并鼓励学生从错误中学
习。
【关键词】母语负迁移、汉语学习、教学对策

韩中后缀“X家”的语义研究 
金梅 ·朴兴洙   韩国外国语大学

【摘要】汉字和汉语最早在商末周初就被箕子传播到了‘朝鲜’， 汉语教学在韩半岛的历史源远流长。
作为汉字文化圈和儒家文化圈的国家，韩国对汉字、汉语和汉文化一直有较强的认同感。 韩国是大约从
公元600年开始，借用相当于汉语中高音的语音和文字。在韩语词语当中汉字词所占比例相当高， 虽然《
训民正音》（1446年）颁布之后， 韩国有了自己的文字， 汉字词的使用早己深入人心。韩语中的汉字词
大多保留唐宋时期的中古音韵， 书写上基本采用繁体字， 因此，韩国是最早接触和吸收汉字汉文化进行
汉语教育的国家。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不管是国家层面还是民间，韩国一直保持着汉语教育的传统。本
文研究的是汉语和韩语中共同使用的后缀“X家”（“X가”）的语义对比，特别是着眼于它的语义特性，
阐明意义差异为研究目的。韩中 “X家”的语义可分为同义，转移，变异的关系。笔者以类后缀“X家”
的语义特征、语用特征等方面来浅析“X家”词缀化产生的原因。韩中两国同处“汉字文化圈”之中，有
着密切的联系。第二语言的习得离不开牢固的第一语言基础。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研究已经成为一门独立的
学科，研究日益精深。各国的汉语学习者，在自身文化特点的影响下，对汉语语言的习得、难易把握、也
有着不同特点。其语言的共性及个性更有着不同于其他的特点，这为中韩语言研究提供了必要性，也为对
韩国的汉语学习者的研究提供了必要性。第一语言对第二语言的影响和干扰，所以常常会使第二语言的学
习者自觉不自觉地要以第一语言为标准来套用所学的语言，因此产生“对等”意识和偏误现象。希望中韩
共同使用的后缀“X家”的语义对比研究，对中韩之间跨语言跨文化研究的引玉之砖。
【关键词】 “X家”、类后缀、语义差异、韩国汉语学习者.

明末西班牙传教士菲律宾漳州闽南话教材古今韵母分合考辨 —以《汉语语法：漳州话语言艺术》（1620）
西班牙巴塞罗那图书馆善本为例
金美  中国厦门大学

【摘要】本文以在菲律宾马尼拉传教的西班牙道明会（又称“多明我会”）传教士撰写于1620年的教材
《汉语语法：漳州话语言艺术》（下文简称“漳州语艺”）西班牙巴塞罗那大学图书馆善本漳州闽南语为
例，对比考察今漳州话（下文简称“今漳州话”）与《广韵》音系韵母（每字所属韵摄开合等次及声调用
小字号标注于每字右下角），查考辨正明末菲律宾漳州闽南话与今闽南话韵母古今分合的历史音变遗存，
颇有启示意义． 
【关键词】 明末西班牙传教士、菲律宾漳州闽南话教材、古今韵母分合

跨语言视角下汉语结束义动词的语法化研究
景高娃  浙江外国语学院 

【摘要】本文采用共时和历时相结合的方法，对汉语结束义动词的语法化过程进行分析，并借鉴语义地图
的方法，描绘结束义动词的多功能性。事件连接功能的产生是结束义动词语法化非常重要的一环，符合类
型学结束义动词语法化的一般路径。在共时平面上，对方言中的结束义动词的关注还不足。“罢”在普通
话中已很少使用，但保留在豫北方言中，进一步虚化，并扩展出表达经历的用法。从跨方言或跨语言的角
度来看，汉语方言和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语言中的结束义动词有相似的从完结到经历的扩展路径。已见报
道的境外语言的结束义动词可以表达“以后”“已经”“完结”“接续”“过去”“完成体”等多种功能。
汉语结束义动词向完成体甚至经历体方向发展，体现了类型学的共性。
【关键词】结束义动词、多功能性、语法化、经历体

认知视域下韩国学生能性述补结构的习得研究
雷婷  中山大学 

【摘要】能性述补结构一般是指“V得/不C”结构，是汉语的一种特殊句法结构，该结构的使用条件相对
比较复杂，在韩语中没有完全相同的对应形式，因此韩国学生在使用该结构的时候常常出现各种偏误。传
统的“V得/不C”结构教学主要偏重于结构形式的描述，学习者虽然能记住能“V得/不C”的结构形式，
但是能准确理解把握并有意识地正确使用该结构的学习者却不多。本文尝试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对能性述
补结构“V得/不C”进行习得和认知研究，试图探索出能性述补结构“V得/不C”的认知加工机制，并以
此为依据帮助对外汉语教师找到更为科学有效的教学策略。
【关键词】能性述补结构、二语习得、认知研究、汉语教学

新马地区私会党的行业隐秘语
李国樑  新加坡独立民间文史研究员、民间文史顾问

【摘要】新马的华人帮会源自中国清朝的天地会，殖民地政府称之为secret society（私会党）。虽然一
些私会党员曾经回国反清，大体上私会党的本质已演变成通过武力争夺地盘，以新客与黄赌毒为主要营收
的社会罪案源头。19世纪末，新加坡私会党被令“解散”后，成立以洪门“廿一”为根基的“天地人神”
派系，行语亦趋向本土化，例如“平中”和“崩角”两大主流招纳新丁时都会“做大戏”和“布袋戏”，
急功好利的私会党老大则“去角”；私会党内部职位有426、415、49等，民间形容“08、24、369，敌
不过999（警方号码）”；一旦“风来了”最好马上把“白鱼”藏起来。此外，“开台”跑码头必须以《
五祖船》对诗，跟“水”相关的隐语甚至通俗化，成为民间方言惯用的俚语。 
【关键词】新加坡、天地会、私会党、行语

关于华文实时在线课堂互动技巧的思考
李静  范静哗博士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COVID-19的疫情导致许多青少年的学习场域从传统的同一物理空间的课堂转到虚拟空间的实时
在线课堂，实时在线教学的互动环境的改变也导致传统的师生互动条件发生了变化。当教师和学生分散在
各自的生活空间，在共享的虚拟学习空间中师生的互动与传统课堂相比，相对缺少非言语交流，这对学习
者的投入和注意保持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教师需要进行专门调整才能发挥在线教学的效果。本文从青少年
心理学的角度探讨注意力及其与在线学习的关系，进而分析在线课堂中的常见任务，并总结在线教学中的
一些互动技巧，目的在于通过形成良好师生关系、积极的学习氛围来加强课堂互动，为学习者赋能。文中
总结的互动技巧主要包括：1.激发学习动机的互动技巧，如提问、反馈、非言语交流等；2.教学过程策略
的互动技巧，如明确学习任务、设计话题以及任务导向教学等；3.差异化教学策略的互动技巧，如应用资
讯科技支持差异化教学、组织统筹课堂中的互动。
【关键词】在线课堂、非言语交流、青少年学习心理、在线互动

关于强调数量“就”的重音形式
李美京 韩国大邱大学
            
【摘要】本文主要以声学的方式针对既可强调数量多又可强调数量少的副词“就” 进行的研究。前人对
此研究已经很多如，在句法、语用、语义演变、语义指向、主观量等方面，但在韵律方面的研究却很少，
且几乎都靠语感来判断“就”是重读还是轻读。本文要对“就”的本体研究与韩汉对比研究同步进行，考
察在有无“就”的单量式结构中重音形式有何区别，还要看中国人和韩国人对“就”句子的音长和音高有
何不同。实验材料选择了《现代汉语八百词》，《现代汉语虚词词典》中的例句及自己调整的例句，一共
20个句子。实验对象为中国人3名，韩国人3名，各读三遍。分析对象一共为360（20*3*6=360）个句子，
57，600（20*160*3*6=57，600）个音节。本文要分析句中有无副词“就”的两种情况下，句中音长和
音高的不同。研究结果大体如下，第一，通过分析音长和音高来看，句中有无“就”时，重音位置有所不

同，没有“就”时，重音放在句末数量单位上，并且各音节的音长相差不大。强调少量时重音既可在“就”
上，也可在“就”后的数量单位上；强调大量时，重音放在“就”前。第二，韩国人不管副词“就”在哪
儿，一般都把重音放在数字上，有些人把它放在动词上。可见，韩国人对句中出现强调数量的副词“就”
的重音格式不太了解。第三，韩国人的每个音节音长区别不大，而重音的表现不太凸显。
【关键词】重音、 副词“就”、音长、音高

东南亚华语早期词汇发展变化研究
李权  北京师范大学

【摘要】本文以《叻报》《新国民日报》为研究对象，分别选取1917-1920（本文称之为“前期”）和
1930年前后（本文称之为“后期”）的等量本地新闻语料进行两点间的词汇比较，主要有以下两点变化：
第一，文言形式减少，白话形式增加。早期华语的语言风格可归纳为“文白相融”，即尚古的文言词和通
俗的白话词并存共用。对比前后期，文言形式有所减少，白话形式有所增加，体现出文言向白话的过渡特
点。第二，由不稳定趋于稳定。表现为如下语言事实：其一是同义形式的选择，如同素异序词，其二是异
形词的选择，包括自源和他源两类。它们均表现出前期词形丰富，且频次相近，后期出现了主要词形的变
化。以上几种变化主要受以下三种因素的影响：其一，早期国语的影响；其二，东南亚本土因素的影响；
其三，外语的影响。从“史”的角度来看，应该将共时和历时的研究思路相结合，多角度考察影响华语发
展变化的因素。
【关键词】东南亚华语、叻报、新国民日报、词汇

基于网络技术支持下韩国高校汉语教育现状
李秀彬 韩国仁荷大学/中国天津师范大学

【摘要】随着网络技术的普及，不受时空限制可以展开汉语教育。在疫情情况下，多数韩国高校采取了基
于网络技术支持下的远程汉语教育。本研究主要考察对象为20所韩国重点高校的汉语教育现状，主要考
察范围为韩国政府的官方文件、高校常用的LMS系统，K-MOOC平台、KOCW高校资源共享平台、高校
的OCW平台、高校官方网站进行了考察。考察得知，1）汉语与其他外语相比，韩国政府对汉语教育方
面的支持力度变化不大，可说明为韩国政府重视汉语教育。2）韩国高校利用LMS系统开展混合式学习以
及远程教育提高汉语课堂教学的绩效。3）通过K-MOOC管理实施策划可以看出，韩国政府重视基于网
络技术支持下的远程教育，以及远程教育有着一定的意义。本文进行了基于LMS系统支持下的汉语课堂教
学设计。LMS系统可以实现以学习者为中心的课堂教学，又可以减少教师的备课时间。基于LMS系统的汉
语课堂教学可以分为三大环节开展不同的教学活动。1）课前环节主要进行资源学习，比如：教师把教学
资源上传到LMS系统让学习者进行自学。2）课中环节可以点击远程会议（ZOOM与谷歌会议）开展远程
教育。3）课后环节利用LMS系统上的练习，考察学习者的掌握度。4)学生互动方面，LMS系统上教师创
建小组之后，不仅可以进行生生互动，还可以线上会议当中可以进行师生讨论。本文的研究工作可以为对
韩国汉语教育的信息化与汉语教学改革工作提供参考并借鉴。
【关键词】汉语教育 、系统

混合式学习模式运用于文学教学的设计与实践—以H2华文与文学小说教学为例
李志元  新加坡莱佛士书院（高中部）
张曦姗  南洋理工大学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随着数码科技的普及，课堂的教学形态及学生的学习方式也有了巨大的改变。混合式学习模式便
是其中一大教育趋势。学生在选读H2华文与文学这门课前，较少接触过文学作品，也缺乏深入分析文本
的能力。因此，如何带领学生深入分析课程中的所有作品，并教授学生分析文本的能力便成了一大教学难
点。本文试图以H2华文与文学课程下的小说教学为例，探究如何将混合式学习模式运用于文学教学上。
首先，本文将介绍研究背景与对象，并阐述新加坡混合式学习模式的概念和理论依据。接着说明运用混合
式学习模式于小说教学上的实践过程。最后，本文通过学生调查问卷、聚焦访谈及教师观察来检视教学设
计与实践的成效，再反思教学过程中所面对的挑战。
【关键词】混合式学习模式、H2华文与文学、小说教学

“年老”对新加坡华族年长病患意味着什么？—以医患门诊会话中的“年老”为例
林鼎勋   林尔嵘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摘要】在公共医院的门诊互动中，时而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一些年长患者会在话语中向医生标榜自己“
年老”的身份，如：“这么老了”、“我岁数有了”、“八十七岁了啦”等等。我们发现，这些以话语标
识自己或他人的“年老”身份不只是单纯的在传达信息。实际上，在不同的会话序列环境中，以话语标识

“年老”作为会话行为能达到不同的话语作用。以新加坡某一家医院的门诊语料为例，我们结合会话分析
（Conversation Analysis）方法与身份类属机制（Membership Categorization Device）的视角，
探讨“年老”这一身份类属在门诊互动中的作用。研究显示，一些华族年长患者会向医生标榜自己“年老”
的身份，以完成特定的话语行为，包括：一、合理化自己的病症；二、拒绝医生的医疗建议；三、辩解自
己身体功能的缺失。通过分析这些年长患者标识“年老”身份类属的互动序列及相关的会话行为，我们旨
在揭示新加坡华族年长患者对于“年老”这样一种身份标签的观念及认识，说明身份类属机制是如何搭建
起交互双方对话语的理解，也为医患沟通研究带来新的启发。
【关键词】会话分析、互动语言学、身份类属机制、年老

维吾尔语、西部裕固语颜色词文化内涵对比研究—以“黑”“白”为例
林雅琛   中央民族大学

【摘要】本文总结对比维吾尔语和西部裕固语“qɑrɑ/�ɑrɑ黑”“ɑq/ɑq白”的义项发现，两种语言“
黑色”既含褒义也含贬义，均有伟大、尊贵、有力、程度深、粗糙、无知、坏、反面的和孝服等义。但维
吾尔族接受了汉族“黑色”代表非法、秘密的认识。维吾尔族和西部裕固族都认为“白色”代表吉祥、善
良。西部裕固语“白色”可指所有奶制品和非宗教职业者，维吾尔族受到其他民族影响，借入了白色“落
后、反动”等贬义。并从社会生产实践、宗教信仰、风俗习惯三方面讨论“黑”“白”文化内涵的异同原
因。
【关键词】维吾尔语；西部裕固语；“黑”“白”颜色词；文化内涵对比

试论对外汉语教材中的拼音教学设计及拼音对教学的辅助作用—以《博雅汉语（第二版）》为例
刘迪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

【摘要】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开始学习汉语，各种对外汉语教材层出不穷。语音教学在语言学习初
期有着重要意义，对于汉语来说，拼音教学是发展其他语言技能的基础。教材是教学的依据，一些对外汉
语教材中对拼音教学的设计缺少科学性和系统性，并且没有较好的利用拼音辅助之后的技能教学。本文共
有五章，以《博雅汉语（第二版）》九册书为研究对象，分别从研究目的和意义、拼音教学设计、拼音练
习安排、拼音辅助其他语言技能教学、研究结论等方面展开论述。《博雅汉语（第二版）》总体而言在拼
音教学方面较为完善，但在发音方法教学和拼音练习方面仍可提升。本文详细分析了教材中拼音部分的优
劣利弊，希望能为其他对外汉语教材的编写完善提供思路，提高对外汉语教学的质量。
【关键词】对外汉语、拼音教学、教材设计

台湾“国语”新义新用的“杀”
刘吉力  长沙师范学院文学院  

【摘要】台湾“国语”的“杀”动形兼备，以动为主，辅以形容词用法。形容词“杀”主要有“狠/酷/低”
三个义项，各义项来源不同；历时考察“杀”，呈现由升到降的发展态势，义项由单到多再到以“低”义
为主，“杀”的发展演变有其内外部原因；对比其他多个华语社区，台湾“杀”与其形成有无之别的新生
差异。新义新用的“杀”充分体现了台湾“国语”的变异性及独特性，因此是研究其最新发展演变的典型
案例之一。
【关键词】台湾“国语”、“杀”、形容词、变异

更好地与文献对话：留学生学位论文转述结构考察与教学
刘锐  澳门大学

【摘要】学术写作中，引用是与已有研究建立联系、创建自身研究空间的重要方式（Swales， 1990）。
因此需要大量地使用诸如“某某发现/认为”、“在某某看来”这类转述结构。学术英语（EAP）研究表
明，二语学习者在掌握转述结构上存在相当的困难（Neff et al. 2003；陈建林，2011）。本研究旨在考
察汉语二语者的学位论文中转述结构的使用情况。本研究从CNKI硕士学位论文库中随机选取了13篇留学
生用汉语撰写的学位论文作为考察对象。由于引用通常集中地出现在文献综述部分，因此考察的重点放在
论文的“研究综述/研究现状/文献综述”部分。我们使用Liu & Wang（2019）的分类体系对转述结构进
行了标注。结果显示，留学生学位论文中使用最多的是过程性转述，其次是话语性转述，最少是发现性转
述、认知性转述。对比成熟写作者的论文（刘锐、黄启庆、王珊， 2021），留学生过度使用过程性转述，
而发现性转述、话语性转述的使用比例偏低。结合不同转述结构的功能来看，留学生在引用中主要关注的
是研究对象、方法，而对结论、成果、作者的观点缺乏足够的讨论和分析。此外还存在以下问题：转述语
的功能类型、种类单一；（2）转述语误用；（3）转述结构滥用，造成无意义的引用。针对这些情况，
本文提出应该对转述结构进行针对性训练，综合使用范文学习、结构控制训练、改写等练习方法，帮助二

语者理解和掌握多样化的转述手段，以提高汉语学术写作的水平。
【关键词】转述结构、学位论文、引用、学术汉语、学术写作

虚拟世界和元宇宙：汉语国际传播的应用现状和未来的可能性
卢文慧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研究生

【摘要】依托现代信息技术和互联网平台在线教育的不断发展，“互联网+”开展汉语教学受到汉语教师
与汉语学习者的共同重视，使汉语国际传播更多样化。虚拟世界是一种持久的在线计算机生成环境，在远
程物理位置的多个用户可为工作或学习进行实时交互。本文首先介绍了虚拟世界的历史发展和元宇宙的概
念。元宇宙是互联网的延伸，允许用户彼此之间以及周围的环境进行互动，包括虚拟现实（VR）和增强
现实（AR)。人工智能（AI）的使用现已成为汉语国际教育的现实。通过特别关注四个特性，虚拟世界或
元宇宙的集成网络在四个领域取得进展：沉浸式现实主义、访问和身份的普遍性、互操作性和可扩展性。
对于每个领域，当前状态和需要的发展，这些特性被认为是可行的多元核心组成部分。本文考虑虚拟空间
在当代汉语国际传播的应用现状，以及元宇宙新技术领域的影响。以当代汉语为对象，以多学科交叉为视
角，结合汉语国际传播的相关实践，虚拟世界利益相关者和开发人员之间未实现的协作，构成人类社会文
化互动的一个引人注目的领域。伴随新技术发展和教学理念变化，在虚拟世界和元宇宙视野下展望汉语国
际传播发展的新思路。
【关键词】元宇宙、虚拟世界、人工智能、汉语国际传播

东南亚华语量词历时发展调查与思考
卢月丽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摘要】本文以东南亚华语为对象，以“史”的眼光观察东南亚华语中量词的历时发展面貌，最终按照“
史”的范式形成比较完整的表述，试图从一些具体的方面展现东南亚华语发展演变的内容及过程。文中把
东南亚华语量词的发展归纳为以下三种模式：上扬式、下行式及曲折式。在对上述语言事实考察与梳理的
基础上，文中得出以下两点认识：其一，东南亚华语量词的发展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其发展不止一种模
式，而是三种交织在一起；其二，华语量词发展演变的原因既有方言、英语的影响，又有其作为祖语具有
保守性的制约。
【关键词】东南亚华语、量词、祖语、历时研究

浅谈国际汉语教学中的跨文化理解 ―以在日教学实践为例
路浩宇  日本关西学院   
陈碧强  中国山东曲阜师范大学

【摘要】笔者以自己在日本大学试行的两次以“友谊”和“孝道”为主题的汉语口语教学实践为例，通过
学习者对“友谊”和“孝道”为主题所作的口头发表，在提升口语表达能力的同时，引导学生了解中国的
文化与哲学思想。通过观察学习者对“友谊”和“孝道”话题的口语课的参与情况，我们发现日本学生对
友谊话题的兴趣更浓厚，对友谊的理解比孝道更深，对友谊价值的认同大于对孝道的认同。日本是原子化
社会，由于个人本位思想在日本的盛行，学生对于跟自己关联紧密的同时代事物表现出更大兴趣。孝道涉
及两代人或三代人之间的关系，复杂程度远大于友谊，故不太容易引起在“核心家庭”的时代背景下成长
起来的当代日本大学生的同情与理解。由此可见，任何一种观念都与它的历史和人文环境有关，是传统延
续和社会生活的产物。由于“孝”涉及到代际关系，日本学生对“孝”的认识相对浅薄，往往是泛泛而谈。
由此引出对教学目标的思考：一，国际汉语教学不应仅仅停留在“术”的层面，而应在锻炼学习者基础能
力的前提下，上升到对学习者的人文关怀与灵性启迪的大道上来。二，知识传授与文化交流是两个层面的
问题，知识传授是无条件性的，而文化之间的融合是有选择性的。国际汉语教学需要在尊重文化多样性的
前提下进行。
【关键词】国际汉语教学、友谊 孝道、人文关怀
  

怒苏语多义词的文化内涵
罗自群  中央民族大学

【摘要】怒苏语是生活在中国云南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福贡县的怒族怒苏支系说的一种语言，属于汉藏语系
藏缅语族彝语支。怒苏语词汇，按照义项来分，有单义词和多义词两类。本文重点从多义词这一方面来分
析怒苏语词汇所体现的文化内涵，通过与汉语、藏缅语族其他语言的比较，来说明怒苏语词汇文化内涵的
特点。文中所用的怒苏语词汇都是来自本人田野调查获取的第一手语料。一、怒苏语多义词的类型：如果
以汉语为参照点，怒苏语中存在一些多义词——一个怒苏语的词，可以有两个及以上的汉语词语和它相对
应。既然是多义词，语音相同，语义相关。根据词性，可以把怒苏语多义词分为两类：1、词性相同的，

2、词性不同的。（一）怒苏语词性相同的多义词  怒苏语词性相同的多义词比较常见的是名词、形容词
和动词。（二）怒苏语词性不同的多义词  怒苏语词性不同的多义词，比较常见的是一个多义词具有两种
不同的词性，当然，也有一部分多义词不止两种词性。二、怒苏语多义词的文化内涵：我们把怒苏语词性
相同的多义词看做是静态相关，而把词性不同的多义词看做动态相关。和汉语比，和汉族比，使用怒苏语
的怒苏人和汉族在认知上存在着诸多差异，汉语的表达显得更精细一些，而怒苏语则比较笼统一些。怒苏
语多义词的这种特点，充分体现了怒苏语的文化内涵。
【关键词】怒苏语 、多义词、文化内涵

汉语二语者书面产出词汇多样性的文本长度效应研究
马庆 北京语言大学

【摘要】词汇多样性是二语表达能力的重要标志，是计算机自动作文评分的重要采集变量，但是词汇多样
性测量指标与文本长度之间存在复杂的关系。本研究从2010年4月HSK写作考试的实测大数据中选取154
份语料，重点探究了汉语二语者书面产出词汇多样性与其文本长度的关系。结果发现：（1）词种数、
TTR、Root TTR 、Log TTR等8个测量指标可作为词汇多样性测量的有效参量，但通过相关分析结果可以
看出，当文本长度过短的时候，很难反映出词汇多样性与作文成绩之间的关系；（2）8个测量指标均存
在文本长度效应，其中MATTR受文本长度的影响较小；其余7个测量指标随着文本长度的变化整体呈现出
线性的变化趋势；（3）当文本长度在60至100词范围内时，除MATTR外，相同文本长度下的LD值均存在
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关键词】词汇多样性测量、文本长度、语言产出、作文自动评分

西南官话中古非晓组字混读的声学考察—以四川中江为例
饶冬梅   西华大学

【摘要】古非晓组字的混读在西南官话中较为常见[1][2]。西南四省（四川、云南、湖南、湖北）方言中
非晓组字的混读主要体现为八种类型（见表1）。本文以四川中江方言的古非晓组字今读作为深度调查对
象（前人调查结果为Type2类型[2][3]），选择10位年龄在55-65岁区间的发音人（男女各5），得到约
9000个语音材料，提取擦音中段20ms的谱重心CoG（Center of Gravity）和标准差SD(Standard 
Deviation)两个参数[4][5]，从声学和感知两个角度考察了四川湘语中非晓组字混读（merger）以及语
音性变读（phonetics variation）的原因[6][7]：非晓组字的混读，跟[f]/[xu]发音的相似性以及感知混
淆有关，和语言接触也有密切关系。四川湘语受强势方言（Type 1）及普通话影响，混读规律出现例外
之外的字有所增多，混读的条件也逐渐走向单一化。
【关键词】四川湘语、混读、语音变读、语言接触

河北方言的“去分阴阳”现象
桑宇红  白茹 河北师范大学 

【摘要】学界对河北地区保定、唐山、秦皇岛地区冀鲁官话保唐片轻声前去分阴阳的现象已有报道，较早
应是《昌黎方言志》（1960），后有李思敬（1995）对宁河方言，接着田静（2007）、刘克龙（2010）对
唐县，后又有郑莉（2014/2019）、白茹（2016）、曹庆改（2018）、李仕颖（2019）、尹凯（2020）等
分别报道了与保定毗邻的石家庄的深泽、无极、辛集及衡水部分地区安平、饶阳也存在“去分阴阳”的现
象。河北方言去分阴阳具体表现为：（1）在单字调层面可以区分阴阳去，如无极和深泽；（2）在连读层面
区分阴阳去；主要分布于保定地区的曲阳、定州、唐县三个县市；（3）仅在轻声前连读时区分阴阳去，
主要分布于保定及石家庄、衡水部分毗邻保定的地区。
【关键词】河北方言、去分阴阳、连调及轻声、保唐片

课例研究：放声思考在阅读教学中的策略与设计
盛丽春、韩爱玲、幸锦龙 、胡晓苏  四德女子中心
张曦姗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为了提高学生在阅读理解、感悟欣赏及延伸拓展方面的能力，本校研究团队通过放声思考阅读策
略(Think Aloud Strategy)进行有系统、有针对性的阅读教学。放声思考策略是将个人内在的无声思考，
用口语表达的方式，将心中所思考的内容说出来。老师能借此了解学生的思维过程并加以引导纠正。放声
思考方式是展示思考能力的有效方法，让思维可视化，同时也能训练学生的口语表达能力。本研究以79
名中二高华学生作为研究对象展开三轮的课例研究。本文首先从研究背景、研究对象和研究目的做一个整
体介绍；接着阐明理论依据和相关概念；再具体介绍整个研究的教学实践过程。研究结束后，通过调查问
卷、教师观察以及学生反馈进行分析，最后再反思教学过程中所面对的难题与挑战。

【关键词】课例研究、放声思考、阅读教学

“洪武赶散”与苏北江淮官话
石绍浪  北京语言大学

【摘要】“洪武赶散”是指明初苏南向苏北平原一次大规模移民，虽然正史没有确切记载，但在苏北民间
普遍流传。苏北江淮官话入声韵有一个较为独特的特征，曾梗摄一二等帮组字读圆唇后元音韵母，并与通
摄合并，其分布与“洪武赶散”的移民范围基本吻合。比较发现，苏北江淮官话的这个音变应是源于苏州
移民的影响。今苏北江淮官话入声韵类突破中古韵摄的格局，发生了简化，也可能是明初苏州方言在苏北
扩散的结果。余论认为，在分析江淮官话与吴语关系时，不能只局限于“同源”的角度，还应考虑明初苏
州苏州方言在苏北的扩散。
【关键词】“洪武赶散”、苏州方言、苏北方言、江淮官话、入声韵

德国语言学家加布伦兹及其《汉文经纬》研究
宋楠  德国国际合作署中德合作中心； 波恩东亚研究院chinnotopia中国论坛

【摘要】本论文第一章介绍了与乔治·加布伦兹有关的史实，包括十七到十九世纪西方汉学的兴起、独立
与发展、加布伦兹家族史和乔治·加布伦兹的汉学之路。 第二章到第四章将《汉文经纬》拆分为“汉语
基本面貌”、“分析系统”和“综合系统”研读与解析，完整展现加布伦兹的语法思想和其构建的古代汉
语语法体系。论文的第五章和第六章，分别探讨了加布伦兹在西方近代语言学历史上所起的作用，以及对
汉语语法思想史的影响、突破和超越。同时在论文结语部分，讨论了中外语言学界对于《汉文经纬》一书
不甚明晰的几个问题。
【关键词】加布伦兹  《汉文经纬》

华文作为第二语言新闻听读教学的文献综述
孙晓颖   张丽妹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新闻听读教学在华文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中更是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本文回顾和介绍了
2001-2021年二十年间华文作为第二语言新闻教学的相关研究，文献主要来源于中国知网 (CNKI) 和Web 
of Science等数据库。本研究的文献综述主要围绕四个研究问题：第一，华文作为第二语言新闻听读教
学的目标有哪些？第二，华文作为第二语言新闻听读教学的原则是什么？第三，华文作为第二语言新闻听
读教学的难点有哪些？第四，华文作为第二语言新闻听读教学的教学策略和方法有哪些？最后，本文结合
新的时代背景提出了华文作为第二语言新闻听读教学的优化建议。本研究的成果和发现对华文作为第二语
言新闻听读教学具有良好的指导意义，同时也为华文第二语言新闻听读教学法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和指引。
【关键词】华文作为第二语言、新闻听读教学、教学目标和原则、教学难点、教学方法 

乙圩壮语多功能语素te∶ŋ1

覃薇  中央民族大学 

【摘要】本文对乙圩村壮语“遭受”义语素“te∶ŋ1”进行全面的调查描写，并刻画出“遭受”义语素
“te∶ŋ1”功能的整体面貌。对“遭受”义语素部分语法功能的语法化过程进行探讨，归纳出其语法化的
路径和机制，为学界了解乙圩壮语“遭受”义语素功能的语法面貌和特征提供新的材料。乙圩壮语的“遭
受”义语素“te∶ŋ1”呈现出多功能性，具备了十三种功能：①“触碰”义动词；②“对、中、合”义动
词；③“遭受”义动词；④“需要、用”义动词；⑤被动标记；⑥“对”义形容词；⑦“致使”义动词；
⑧情态助动词；⑨结果补语；⑩程度/状态补语；⑪“到、轮到”义动词；⑫副词；⑬假设连词。其中，
本文调查到了“遭受”义语素“te∶ŋ1”以往没有被调查描写到的功能为：①程度/状态补语；②“到、
轮到”义动词；③副词；④假设连词。
【关键词】乙圩村、壮语、“遭受”义

祁东湘语多功能词“落”的语义演变与主观化
谭丽亚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西南林业大学外国语学院
陈海宏  云南民族大学民族文化学院

【摘要】湖南祁东湘语多功能词“落”的用法比较特殊，其语义演变属于通过增加新义而产生的多义模式，
它的多个义项在语义上有一定的关联，或直接关联，如“落”作实义动词时的多种语义；或间接关联，如
前加准词缀型小称标记“落”可能是由实义动词“落”的“降生”、“遗留在后面”等义隐喻而来的。“

落”在祁东湘语中还可以重叠，在语义和语用表达上带有一定的感情色彩，可表达说话者对命题的多种主
观态度。祁东湘语“落”语义演变的认知机制主要有类推（隐喻与之相关)、重新分析（转喻与之相关）和
主观化（褒化、贬化与之相关)等等。
【关键词】祁东湘语、“落”、多功能、语义演变、主观化

论析新加坡华人华语及身份认同的变迁
谭国勇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身份认同的建构在国家及其国家层面下的政治、经济及社会发展上有着深远的影响。它可以使人
认可该国家在政治经济及社会层面上的立场及政策，也可以让人民在某种程度上产生了归属感。教育是建
构身份认同的其中一环。据王赓武教授与陈庆文教授所示，新加坡华人身份认同，是最没有代表性，后者
则认为身份认同是有目的性地建构出来的。由此说明了新加坡华人身份认同正等待人们来填补。也正是如
此，新加坡政府通过不同媒介，包括教育政策等手段来灌输和建构自身倾向的华族身份认同，即倾向于文
化上的认同。本文尝试通过1979年讲华语运动及新加坡教育部历来的教育改革报告书，来了解其倾向和
期许。1979年讲华语运动，主要目的是要整合新加坡华族各方言群体。当时，新加坡华人社会有多达12
个华人方言群体，拥有一个共同的语言：华语，促进他们之间的沟通，减少之间的纷争，团结一致。这有
利于营造及实施双语教育政策的大环境，从中促进经济发展。然而，时间的推移，讲英语家庭的增加，使
得讲华语运动有了新的使命，即提升人们对华文的认识。新加坡教育部在报告书中所倡导的文化认识，倾
向于应对华族内部压力和需要。这回应了陈庆文认为华人身份认同是人造的说法。与此同时，随着华人移
民的移入，他们所带来的文化是否再次在原有身份认同上融合或产生分歧，则是未知数。这将会直接或间
接影响新加坡华文华语以及教育发展的走向。
【关键词】新加坡、华人华语、身份认同、教育

新加坡高中文学教学提问策略的探讨— QUILT框架下的教学设计与实践
唐佑彬   潘旭    李俊贤    郝德奕 淡马锡初级学院
张曦姗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在华文文学课堂上，设计优质问题能引导学生进行品读和鉴赏。因此，本研究以主修H2CLL的
61名学生为研究对象，探讨基于QUILT提问框架激发学生学习兴趣与提升学生思维能力的课堂教学模式。
本文首先介绍研究的背景、对象及方法，阐述基于QUILT提问框架的教学理念与理论依据；接着以现代小
说、诗歌、戏剧以及文言文为例，介绍如何基于QUILT的提问框架设计不同类型的问题的提问策略；本文
也根据学生的课堂反应，探讨了QUILT提问框架下不同文学作品教学的几种提问策略和问题设计类型，在
体现以学习者为中心、加强师生互动和凝聚同侪间学习力量等方面的成效。本论文最后将通过前后测的数
据对比分析、学生反馈、教师观察和学生产出检视教学设计的实施成效。
【关键词】文学教学 、提问策略、 QUILT框架、教学设计

楚辞“羌”字句与湘西凤凰方言ʧʰɑ13字句 比较研究
田晓黎  中央民族大学

【摘要】楚辞里的“羌” ，自东汉王逸注释后的1800多年来 ，众多研究者引经据典， 却始终没有确解。
《楚辞》的“羌”字是否有田野遗存？在湖南湘西凤凰方言中存在极具特 色的ʧʰɑ13 1字句。本文从凤凰
方言ʧʰɑ13字句的田野记音开始，逐条分析，总结规律，再与《楚 辞》16 处“羌”字句进行对比研究，
结果显现，凤凰方言ʧʰɑ13字句基本传承着《楚辞》“羌” 字句的语义。 
【关键词】《楚辞》  羌

国际中文学习软件的大型网络游戏化
汪歆玥  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   

【摘要】汉语学习时间长的特点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二语学习者的热情，而当下飞速发展的大型网络游戏新
颖有趣，常令人沉迷。修坝不如引流，把学生们对汉文化和网络游戏的双重兴趣融入到汉语学习的全过程，
将有助于培养学习者持续性的学习兴趣。本研究分析了当下常用汉语学习软件中的游戏模式，结合现有网
络游戏的汉元素部分，提出了将汉语学习软件大型网络游戏化的具体设想。持续化：脱胎于传统的孤立小
游戏，将累计的学习成果作为升级模式，合理地穿插各类支线任务。系统化：学习者通过注册账号建立个
人学习档案，学习任务既包括集体学习，也包括多种自学形式。针对性：以学习者的需求为导向，提供相
应的实用汉语知识。灵活性：及时更新，高度重视用户反馈。允许教师使用游戏程序和知识库，以方便与
线下教学配合使用。
【关键词 】汉语国际教育、学习软件、网络游戏、学习兴趣

“ 打（타）”字的韩国汉字音形成过程考察
王 浩  四川轻化工大学人文学院  

【摘要】“打”字，在《广韵》中有两个读音，都是阳声韵，一个是梗摄、梗韵，开口二等，上声，端母
“德冷切”；另一个是梗摄、迥韵，开口四等，上声，端母“都挺切”。但是在韩国汉字音中，“打”字
读阴声韵타[t�ɑ]。本文从历史语言学和语言接触的角度出发，认为中世韩汉音（15-16世纪）中存在的
타[t�ɑ]和뎍[tiək]这两种读音，其形成主要是中国的影响，由“德冷切”和“都挺切”两种读法，平行
发展而来，“德冷切”变成了“都瓦切”直接影响了타读音的形成；“都挺切”本来是阳声韵，在传入韩
国以后，其阳声韵尾[ŋ]变成了入声韵[k]，实现了“阳入对转”，从而形成了뎍的读音。近代以后，随着
日语词向韩语的大量涌入，“打”字的日语唐音だ[da]与韩汉音中타读 音的高度相似性，使得타读音在
与뎍读音的竞争中，取得了最终的胜利。

汉语方言亲属称谓中的音变
王红娟  山东师范大学  

【摘要】亲属称谓是方言词汇中重要的一类，我们在考察方言间的词汇差异时，亲属称谓往往是重要的参
照项，如《汉语方言地图集 词汇卷》共有203条词汇图，其中涉及亲属谓的就有“爷爷、奶奶、外祖父”
等14条。在对汉语各方言中的亲属称谓进行梳理时发现，汉语方言的亲属称谓中普遍存在音变现象。比
如，山西运城的“弟”，单字音为“ti33”，但在“兄弟”一词中读音变为“thi33”。本文的音变的含
义是指：1.某个字或某类字在称谓词中的读音与其他情况中的读音不同。2.某个字或某类字在称谓词中的
读音于古今演变规律不合。本文讨论的方言亲属称谓中的音变类型主要有以下三种：个别音变、系统音变、
别义音变。
【关键词】汉语方言、 亲属称谓、 音变

乡村振兴背景下民族地区发挥语言经济效能路径的再探讨—基于西藏自治区林芝市M县的个案研究
王娟  陕西师范大学

【摘要】语言能力是重要的人力资本，语言经济效能是语言的重要社会效能，语言扶贫工作作为中国贫困
治理体系的有机构成，在国家脱贫攻坚的重要阶段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
后，民族地区的语言文字工作在扶持对象、政策范围和顶层设计方面也相应需要作出一定的调整。本文试
图在乡村振兴背景下进一步探讨如何继续发挥语言经济效能的路径。
【关键词】乡村振兴、语言扶贫、民族地区

四川方言的音系特征和两个历史层次
王倩  周及徐  四川师范大学

【摘要】 以往的四川方言研究认为，现代四川方言皆为明清时期的“湖广填四川”所带来。我们在近十
年的时间里，在四川作了广泛的方言田野调查。根据实地调查材料，我们提出新的观点：在四川省的岷江、
嘉陵江流域分布着两种不同的官话方言：嘉陵江流域分布着以成都话为代表的以“入归阳平”为特征的西
南官话方言，这是明清湖广移民带来的；岷江流域分布着以大邑话、宜宾话为代表的有独立的入声调的官
话方言，这是明代以前的四川本地方言的后裔。二者分属不同的方言层次而共存于今天的四川。本文以
2019年出版的《岷江流域方音字汇——“20世纪四川方音大系”之一》中语音材料为据，借助实验语音
学方法对成都话与大邑话、宜宾话作音系整理、以Praat软件绘制其声学元音图、声调曲线图，分析其在
音系上的规律性语音差别，说明今天的四川方言不仅具有以成都话为代表的湖广话语音类型，还有更为古
老的另一方言层次——这个音系今天仍具有入声独立、果摄一等字读为-u、麻三精见组读-i、模韵字读为-o
等语音特征。这些语音特征与成都话的湖广话语音类型有明显的差别，独立于成渝片西南官话而存在。 因
此，现代四川方言分为本地和外来两个层次：本地层次叫“南路话”，外来层次叫“湖广话”。
【关键词】四川方言、岷江流域、成都话、大邑话、宜宾话、方言音系

保定方言两字组连读变调及其若干问题
王帅臣  华北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 

在对河北省保定市下辖的24个县市区进行方言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展开本文的分析。首先描写清苑区的
两字组前字连读变调情况，以便对保定核心区域的变调情况有所了解。其次，介绍保定方言中的阴平变调、
阳平变调、上声变调、去声变调的地理分布、调值表现、调类分布等基本情况。再次，重点讨论上声变调
和去声变调。上声变调后的调值情况有一定序列性：一种是前字变调后与本声调系统的阴平接近或合流；

一种是前字变调后与本声调系统的阳平接近或合流。上声变调既有类型学上的原因，也有历史因素在起作
用。去声变调有一类和轻声有关。

西宁方言持续体标记“着”
魏萌  中央民族大学

【摘要】汉语西宁方言的体标记“着”主要表达持续体的语法意义。除单独使用，方言中“着”常与起始
体标记“上”、完成体标记“下/了”等其他体标记叠用。由此，西宁方言的持续体标记“着”多构成
“V着V”、“V着C”或“V着＋从句”三种结构。西宁方言持续体标记“着”常与起始体标记“上”、
完成体标记“下/了”等叠用，且均处于其他体标记之后，即动词后第二位置。叠用中，“着”仍表达持
续体的语法意义，其语义与前一体标记层层套叠，具有一定顺承关系。如与起始体标记“上”叠用时，“
上”的语义指向前面的谓语动词，构成“V＋上”结构；“着”的语义则指向“V＋上”这一整体，表达
动作行为开始并将进一步持续的状态，“着”具有一定未完整体范畴义。“V＋上＋着”结构还可续接其
他动词或补语成分，构成“V＋上＋着＋V”结构。此外，西宁方言持续体标记“着”常以“V＋着＋C”
形式用于述补结构谓语句中。其中，C可为程度、情态、结果、数量等多种类型补语，形式上可由单个形
容词或副词、数量或偏正短语及主谓结构充当。语义层面，“V着＋C”由“V着”与C两个时间过程构
成，C主要由“V着”引发或伴随，即两个过程包含一定的逻辑因果关系，这种关系可以是显性的也可以
隐性的。除构成“V着V”、“V着C”和“V着＋从句”结构外，持续体标记“着”还可用于西宁方言的
存现句和“的字结构”中，其用法具有一定独特性。
【关键词】西宁方言、着、持续体标记

“口”的比较词义探索
吴宝安  湖北大学文学院 

【摘要】“口”这一概念在汉语中主要有“口、嘴”两个词，根据它在汉语、汉语方言以及其他语言中的
用法，我们整理出了12组与“口”有关的共同引申，这些共同引申都可以通过“转喻”和“隐喻”来解
释。 基于转喻的共同引申有7条，如： 与言语功能相关，“口”引申出“说话、话语”义。与饮食功能
相关，“口”引申出“口味”“人口”义。与临近部位相关，“口”引申出“脸、鼻、咽”“口部饰物”
义。基于隐喻的共同引申有5条，如：与形状、位置都相似，“口”引申出“容器等器物通外面的地方”
和“出入的通道”义。与形状相似，“口”引申出“（山谷、水道等）大的豁口”“突出的部分；尖儿”。
这12组共同的词义引申在汉语、汉语方言以及英语、俄语、西班牙语、日语、泰语、印度尼西亚语、壮
语等语言中都以共词的方式出现，因此，我们可以将其看作是“口”在语言中的共同演变模式。
【关键词】“口”  比较词义 、共同演变

新加坡中学华文快捷课程后进生
语文学习的挑战和独立学习能力的培养
吴宝发  张曦姗  周淑君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后进生学习一直是教育工作者关注的课题，新加坡教师也不例外。后进生学习问题复杂，包括语
文基础薄弱；个人学习态度不良；缺乏独立与迁移的学习能力；课堂教与学方法不当等。本文立足于本地
一所中学的校本研究，借助文献研究法、问卷调查法与观察法，对中二快捷班24位后进生的学习特点进
行梳理，由此作出为期六个月对3个单元的教学调整的尝试，旨在分析后进生在课堂中语文学习的挑战以
及探索他们独立学习能力的培养。本研究对2021年新教材篇章里的语文技能做一次系统性的梳理，在课
堂阅读理解教学时，强调对文章理解的元认知策略之字义层次、逻辑层次、概念层次的教学，调动学生的
元认知，以弥补学生因语文基础薄弱带来的教与学问题。
【关键词】华文快捷课程 、后进生、中学新教材、元认知

中韩跨国婚姻家庭双语学习和使用状况及问题研究
吴思敏  闽南师范大学

【摘要】近年来，中韩跨国婚姻家庭日益增多。据统计，来自中国的在韩结婚移民总数在2019年已接近
20万人。中韩跨国婚姻家庭既有别于传统华侨家庭，又有别于普通韩国家庭，在语言文化上具有特殊性。
本研究以在韩中韩跨国婚姻家庭为研究对象，对其双语学习和使用状况展开调研，并针对其问题提出解决
方案。研究分三部分进行：第一部分利用文献分析法整理并分析韩国政府对多文化家庭的政策及多文化家
庭支援中心的相关资料。第二部分利用问卷法、访谈法与参与观察法对中韩跨国婚姻家庭进行相关数据采
集，并对数据进行定量与定性分析，多维度考察多种因子对语言的影响以及因子之间的相互作用及其与内
部、外部环境的交互关系，全面把握中韩跨国婚姻家庭双语学习和使用的特点及问题。第三部分综合考虑

调研结果，针对中韩跨国婚姻家庭双语学习和使用的问题和需求，从内部（中韩跨国婚姻家庭自身）和外
部（社会机构与教育部门）提出解决方案。本研究不仅可为中韩跨国婚姻家庭双语教育提供理论基础和实
践方案，还为以其为对象的双语教材及教学资源提供理论依据，为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跨国婚姻家庭双语教
育研究提供参考。
【关键词】中韩跨国婚姻家庭、双语教育、调研、解决方案

实践与反思：国际中文教学与信息通讯技术之运用
夏雪  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

【摘要】随着教育技术的发展，如何善用信息通讯技术（ICT）来服务于教学，实现以“学生为中心”的
教学实践，成为当今教育研究的热点。在国际中文教学领域，我们也面临着如何有效地将ICT运用于课堂
教学和学生学习的问题。本文即以此为出发点，在现代教育理论的基础上，以新加坡国际学校的非汉语母
语学生为研究对象，结合IB华文课程中的一个主题单元，从课件设计及课堂教学反馈等方面对ICT在国际
中文教育中的实践情况进行探索性研究，总结ICT辅助中文教学的几个原则：包括设计ICT要以学生学习
需求为核心，ICT的课堂使用应避免“喧宾夺主”，并反思教师在ICT运用中的作用，以期对新技术下的
国际中文教学发展提供参考。
【关键词】 ICT、 国际中文、课件设计、课堂实践

The Brief Analysis of Japanese Culture's Absorp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ulture
Hui Xu   Maca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bstract: Cultural exchanges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have a history of nearly 2,000 years. The fine tradi-
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ulture have exerted great influence on almost every aspect of Japanese 
life, such as architecture, clothing and so on. At the same time, Japanese culture has made a series of 
cultural innovations and developments according to its own national conditions while absorbing Chinese 
culture for reference. Starting with the reasons why Japan absorbed Chinese culture and analyzing the 
exchanges between Japan and China from 1972 to 2011, this paper analyzes and concludes that the similar 
cultural background of the two countries is the basic reason for Japan to better learn from Chinese culture. 
Finally, this paper expounds and analyzes Japan's absorp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ulture from 
three aspects: religion, ideology and diet. It is concluded that Japanese culture originated from Chinese 
culture, and before the Tang Dynasty, Chinese culture had the greatest influence on Japanese culture; after 
the Tang Dynasty， Japan began to have a real culture, but it was still influenced by Chinese culture.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and improvement of its own culture, it finally formed its own unique style. 
Key Words: Japanese culture; Chinese culture; Absorb; 

港式中文词汇与普通话的隐性差异
徐涵韬  北京师范大学

【摘要】“隐性差异”的概念及思想适用于全球华语对比研究，文章立足于此，讨论港式中文词汇与普通
话的隐性差异，首先以量词“枚”、动词“怀疑”以及名词“论调”为例，分析其在概念义、语法义、色
彩义等方面的表现；然后举例说明了隐性差异的三种存在形式，即有无之别、大小之别和程度之别，并指
出三者之间联系密切，不能孤立讨论；最后，文章认为未来研究应增强对华语隐性差异的考察分析，拓展
隐性差异的研究内容、语体范围及比较对象。
【关键词】隐性差异、词汇、港式中文、普通话

基本核心词词义的跨语言表现与特点—以61种语言为例
许可  冉启斌 南开大学

【摘要】本文建立了61种语言60个基本核心词词义数据库，从跨语言角度对其进行了细致考察。数据库
中共有义项约11440个，平均每词义项略超3个，最多达21个。平均义项数方面，动词最多，形容词其次，
名词、否定副词随后，数词、代词最少。义项数可能受词与外部世界的关联性、在词汇系统中的基本性以
及概念本身模糊性的影响。对词义引申深度赋值后，看到动词、形容词、名词的词义引申能力分较高，各
词的平均义项数与该分排名不一致。语言、词类对义项数量、引申能力分影响显著。通过网络图谱对词义
进行聚类分析和可视化分析后，基本核心词被分为10类，词类对聚类有影响。动、名、上形成较大词团。
名词[±指人][±身体部位]，形容词[±积极/消极]等特征会使词类内部形成关系更紧密的小类。图谱中，
hand连接动词和身体部位名词；head连接身体部位名词和指人类名词；man连接指人名词与褒义形容
词；one连接指人名词和数词；die、sleep等词连接动词和形容词等。

【关键词】基本核心词、词义引申、数据库、】可视化

冰墩墩的启示：中华文化符号海外传播的机遇与挑战
许琳皎  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

【摘要】北京2022年冬奥会吉祥物“冰墩墩”在国内外社交平台的爆红引起各界讨论。作为一种文化符
号，“冰墩墩”兼具多重内涵，承载着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功能。“冰墩墩”成为“顶流”，不仅
展现了中华文化强大的感召力，也为中华文化符号的海外传播提供了新思考。本研究基于符号学理论，从
视觉和语言两个维度分析符号传播的特点，挖掘“冰墩墩热”的深层原因，并从中得出中华文化符号海外
传播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基于此，笔者从符号传播的原则、内容和方式三方面提出了建议，即：调整传播
心态，着眼他者视角；加强内容设计，挖掘文化内涵；充分利用互联网媒介，引发情感共鸣。以期为中华
文化符号的海外传播提供借鉴，丰富中国文化传播领域的研究成果。
【关键词】中华文化符号、海外传播、文化传播、冰墩墩

韩国国民教育体系中汉语教育的发展与创新
许培新  山东大学

【摘要】本论文结合中韩两国历代交流的传统以及现代社会发展的趋势，在追溯韩国汉语教育发展历程的
基础上，重点考察自中韩建交以来韩国汉语教育的发展脉络，重点梳理并分析韩国国民教育体系中，大、
中小学不同层次汉语教育的发展情况以及出现的问题，总结韩国国民教育体系中汉语教育的主要特点；当
今国际大变局和新态势下，汉语教育发展面临着新情况、新问题，韩国国民教育体系中的汉语教育和学习
也在发生变化。因此基于教育理念升级、教学思路转型与教学模式创新，提出了加强韩国大、中小学汉语
教育的实践性、针对性，以及韩国汉语教育内涵式发展多元化路径的对策和建议。 
【关键词】韩国汉语教育、国民教育体系、内涵式发展

 
13—19世纪朝鲜半岛汉语教学对当代汉语国际教育的启示
许润芳  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

【摘要】朝鲜半岛有悠久的汉语学习历史，从以汉字为本、重视书面语学习到文言并重、对政治商务风俗
文化等不同领域进行全面了解，其汉语学习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汉学界人才辈出，促进了对中国制度、文
化的内化吸收及其本民族政治经济文化的进步。其中，国家层面的空前重视、语言政策的有力支持是不能
忽略的因素。目前流传的朝鲜半岛汉语教科书集中于13-19世纪，恰是两国政局革新、关系进一步密切的
时期，此类教材是今日研究两国历史上人文交往、不同时期汉语口语面貌、汉语教学法种类及影响、汉语
国际教育在半岛发展历程的宝鉴，本文以该时期《老乞大》《朴通事》《学清》等代表性汉语口语教材为
主要研究对象，结合韵书、字书及辞书类汉语书面语教材、《朝天录》《燕行录》与《朝鲜王朝实录》等
官方历史记载为佐证，共时对比同时期中国韵书。探讨官学、私学、司译院、承文院、译学院、质正官等
部门和职务发挥的历史作用，总结该时期朝鲜半岛汉语教学的优点和不足，力求为当代汉语国际教育汉语
人才培养、汉语教材编写、汉语教学法选择和语言政策制定提供一定的参考意义。
【关键词】朝鲜半岛、汉语国际教育、教学法、语言政策

语言赋能：乡村振兴多模态话语战略构建
杨城  浙江大学 

【摘要】语言是促进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乡村振兴中的每一步都离不开语言的力量。研究中首先依托多
模态话语分析综合框架，对余杭、桐庐、淳安三个乡村振兴示范地区的宣传片视频进行分析，总结其文化
、语境、内容、表达四个层面的多模态体现。其次依托质化分析的扎根理论方法，构建语言赋能乡村振兴
的战略模型，在组织、社会、个体三个层面探索赋能方向。最后，基于话语分析和战略模型提出未来语言
赋能乡村振兴的提升路径。研究发现，三个地区的多模态话语具有典型的区域特色，语言赋能乡村振兴需
要凝聚自上而下的多方力量，而国际化视角、内容的精准筹划、赋能视角的联动共振则是未来乡村振兴话
语努力的方向。
【关键词】乡村振兴、语言赋能、多模态、话语分析、战略模型

A Study on the Chinese Classroom of Foreign Students in the Epidemic Period Based on the Inter-
active Perspective
Haifeng Yang1,Daqian He2, Zhuoda Yang3

1. Center for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Wuh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Wuhan， 

2.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Wuh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Wuhan，
3. School of Chinese Studies and Cultural Exchange,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Abstract: Interaction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s affecting the result of online Chinese class teaching. 
By utilizing the method of questionnaire analysis, error analysis and document analysis， this paper selected 
200 international students from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Cultural Exchange of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of Wuh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of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as samples for investigation, including 94 undergraduates, 60 master 
students and 46 doctoral students. Among them, namely 86 in primary stage, 64 in intermediate stage and 
50 in advanced stage based on their HSK marks. The majority are from Asia (45%) and Europe (25%), the 
rest are from Africa (15%), America (10%) and Oceania (5%). This paper finds that the existing interactive 
methods of them include online conference platform, course live-streaming platform and video live-streaming 
platform. 
When using these platforms, we find there are some advantages of them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remote 
Chinese learning: They are convenient for students to preview and review before and after class, and they are 
helpful for the sharing of Chinese learning resources. However, we also find that there are some disadvantag-
es in teacher-student interaction and student-student interaction on these platforms, such as the lack of learn-
ing atmosphere (58% participants agreed) and the unwillingness of turning on the camera and micro-
phone(76% participants agreed). We think the factors causing these problems mainly include external and 
internal factors of teaching. The external factors include the factors of network connection, time difference, 
studying platform and studying resource allocation. The internal factor of Chinese teachers is that they are not 
adapted to the new way of online teaching, which makes them unable to carry out innovative design of class-
room interaction, and still choose the traditional teaching method (66% participants agreed). The internal 
factor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on the one hand, they lack online learning experience, so it is difficult to cope 
with some new challenges in teaching interaction practice. On the other hand, international students must 
overcome certain psychological factors in the interaction process of online Chinese classroom, among which 
anxiety and avoidance are the most prominent (80% participants agreed).
In conclusion, Chinese teachers can improve the interactive effect of online teaching through rational use of 
learning platform, effective allocation of learning resources and innovation of class interaction mode. Before 
teaching, teachers should inform students in advance of the selection of learning platform, registration, login, 
using process and a series of related matters. During the teaching process, teachers can allocate a certain 
proportion of class hours to organize interactive courses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s, such as group presenta-
tion, personal performance and seminar. After class, teachers can design and release questionnaires and 
use the background data statistics and other functions of the learning platform to analyze the frequency and 
quality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participation in interaction. Also, international students should actively adjust 
their learning psychology and improve their learning methods as well. In this way, they can get rid of negative 
psychological factors such as anxiety and avoidance, and focus on classroom interaction and knowledge 
itself, and finally achieve better learning results. Ultimately, teachers and students will collaborate to explore 
a course interaction path, adapting to the new mode of online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in the post-pan-
demic era. The research on this issue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enrich the theories of linguistics, psychology 
and pedagogy related to Teaching Chinese to Speakers of Other Languages. Also it can improve the teach-
ing efficiency of teachers and enhance the sense of gaining knowledge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Keywords: Interaction; Online Chinese Classroom; Chinese Teaching

国际华文推广的重要部分：志愿者项目的国别性/区域性分析—以缅甸为例
杨念  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

【摘要】2004年“国际中文教师志愿者项目”经中国教育部批准实施。直至疫情前，全球大约有7000名
志愿者在全球一百多个国家进行中文教学，其中大约3000名志愿者在东南亚各国任教，成为东南亚华文
教育重要力量。缅甸志愿者项目于 2009 年开始实施，至今已经有十年有余，到疫情前每年有一百多名志
愿者在缅甸各个城市甚至乡镇进行中文教学工作。十多年来，志愿者项目对缅甸华文教育发挥着重要作用：
为缅甸华文教育贡献了新的力量，弥补了缅甸华文师资的不足，促进了缅甸中文教育的合法化进程等。然
而，该项目也存在着一些问题，本人通过实地了解以及问卷的方式，深入分析了志愿者项目在缅甸的实施
情况，并针对性地提出几点建议，促进该项目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国际中文教师志愿者、华文教育、缅甸志愿者项目、参考

基于SLS平台的E晨读差异教学模式探索— 新加坡崇文中学的实践经验
叶语銮    徐小红   吴玉凡  新加坡崇文中学

【摘要】为了营造书香校园，培养学生的阅读兴趣和提高阅读水平，我校研究团队借助SLS平台，以110
名中三学生为研究对象，在全校进行E晨读研究计划。E晨读依据差异教学理论，照顾学生的个体差异，
所选篇章分年级、分主题、分文体，并结合各单元技能训练，设计不同程度、风格的晨读活动。学生借助
个人数码学习工具，选读纯文字或拼音版的、带声音和可查字典的篇章，通过SLS自测，在阅读护照上完
成任务。此外，高准备度的学生还可阅读更有挑战性的文章，并完成相应的挑战任务。研究结束后，团队
通过定量与定性研究检测学习成果。初步结果显示，基于SLS平台的E晨读差异教学模式，在一定程度上
激发了学生的阅读兴趣，也促进了教师的专业发展。
【关键词】SLS平台、E晨读、差异教学

Nasal Codas Merger in Chinese dialects: Modified Contrastive Specification and Sisterhood Merger 
Hypothesis
Jihye Yun  Asia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 Madison

Abstract：Chinese linguists have long debated about the directionality of nasal coda merger in Chinese 
dialects since the 1970’s. Some believe that the merging process is unidirectional (anterior to posterior) ,but 
others assert that alveolarization of nasal codas (-m>-n and -ŋ>-n) is the major trajectory. Previous studies 
failed to make a reasonable prediction about the further direction of the merger in addition to a lack of 
phonology-based analysis. This research analyzes the merging process on basis of Contrastive Hierarchy 
(CH) and Sisterhood Merger Hypothesis (SMH). The two theoretical frames make us draw two types of 
contrastive hierarchies: [Dorsal]>[Labial]，[Coronal]>[Labial]. That is，the merger between the alveolar 
and the velar nasal codas will occur after the completion of the merger between the labial and alveolar ones. 
Alternatively， the alveolarization of the velar nasal coda will happen after the completion of the merger 
between the labial and velar ones because the structure merger takes place on sister node of contrastive 
hierarchy. In conclusion， the final phase of the nasal coda merger will be the alveolarization of the velar 
nasal coda. The data of Chinese dialects and markedness theory both buttress the conclusion.

Keywords: Nasal codas，Chinese dialects，contrastive hierarchy，sisterhood merger

《易经》归纳、演绎思维在母语教学中的课堂实践和应用
庾潍诚  新加坡伟源中学

【摘要】作者根据自己长期研究《易经》的经验，提出和认为：《易经》作为中华古代的文化典籍，归纳
和演绎思维是它的最重要核心思想之一。同时，作者结合了自己多年的新加坡课堂教学实践，发现：《易
经》的归纳、演绎思维可以有效实践应用在现代的母语教学当中。归纳，是引导学生化繁为简，迅速掌握
教师布置的课堂指令或內容；演绎，则是学生有效应用课堂所学知识进行复述和重构。本文列举具体的课
堂实践应用例子，就是：(一)课堂的指令语言“ABCD”；（二）思维图的教学应用；(二)作文教学实践
的“DEEPAI”（细节描写）自创理论。作者最终观点认为，《易经》思想可以古为今用，实践应用到课
堂母语教学，从而达到提升学生的母语学习效果。
【关键词】易经、归纳、演绎、教学实践应用

中国古代建筑文化的汉字演绎
袁忠  中国华南理工大学

【摘要】中国古代建筑文化的丰富思想很多都凝结在一个个的汉字中。在汉字的构形、本义、转义、暗喻
等不同的运用中，存在着古人有关建筑活动、建筑形象、建筑心理等蕴含，很多汉字就是一个空间概念、
一个居住范畴。古人对中国古代建筑的感知的原初意识首先凝固在古汉字中，古代建筑的最初“文本”可
求诸古汉字，作为象形文字的古汉字与作为现实空间的古建有着天然而内在的通贯性。本文通过考察汉字
的字符构形及作为词或词素的单个汉字所展示出的建筑文化意象，探究作为表形文字、表意文字的古汉字
在其构形、组词、使用、书写等多方面体现的古代建筑文化意义。
【关键词】汉字、中国文化、古代建筑

GRR教学模式的实践与反思——以新加坡H2华文与文学新诗教学为例
张建立   张建平  新加坡国家初级学院    
张曦姗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2021年新加坡H2华文与文学新课程引进课外文学作品赏析的部分，与旧课程标准相比，这对学
生是具挑战性的变革。为应对该挑战，我院以新诗为切入点，设计了从指定文本到课外文学作品的教学实
践配套。该实践以“新加坡课堂教学实践要领”(STP)为指导，依据探究式学习（IBL）理论，采取“教、
扶、放、收”四个阶段的“渐进释放责任直接教学模式”（GRR），旨在逐步培养学生独立鉴赏文学作
品的能力。实践证实，这一教学策略增强了学生的信心和赏析能力；同时，也发现了一些有待进一步充实
和深入探索的空间。本论文将阐述该实践所采用的教学理论、教学策略、教学流程、教学成效及反思。
【关键词】  GRR教学模式、H2华文与文学、新诗教学    

“V走”和“V去”互换性的多重对应分析
张进凯  中国兴义民族师范学院 文学与传媒学院

【摘要】  本文在“原型—样例连续统”理论指导下，通过基于用法的多重分析方法探讨表征“位移运动
事件”的“V走”和“V去”的变异性和互换性。研究发现：“V走”主要表征位移方向不明确、没有位
移目的地的位移运动事件；“V去”主要表征位移方向明确、位移目的地可预测的位移运动事件，因此
“V走”和“V去”处于位移运动事件“原型—样例连续统”的不同位置，“V去”较“V走”更接近位移
运动事件的原型。“V走”和“V去”在表征位移运动事件原型特征和典型样例时不存在概念重合，在表
征位移运动事件非典型样例时，在概念变量特征的交互作用下表现出概念重合。
【关键词】多重对应分析  位移运动事件  概念变量  互换性  变异性

书面语言复杂度对华语二语者写作质量的影响研究
张漫莉  北京语言大学  

【摘要】本研究基于韩国学生的HSK写作测试语料，采用若干典型指标，对华语二语者的书面语言复杂度
与写作成绩之间的关系进行了量化分析，考察了词汇及句法复杂度指标对学生写作质量的影响。研究结果
表明：词汇复杂度和句法复杂度指标与学生的写作质量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Guiraud指标、虚词
使用比率、连词使用比率、复杂词使用比率、话题链数量、话题链分句数、零形成分数量和T单位数量等
指标对写作质量具有较强的解释及预测效度。
【关键词】语言复杂度、汉语二语、写作质量
  

基于树库的汉语二语写作句法复杂度研究
张婉莹  北京语言大学

【摘要】句法复杂度（Syntactic Complexity，简称SC）在评价二语者语言水平、语言动态发展及写作
质量中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吴继峰，2018）。已有的研究侧重于SC对日语、韩语等母语者的汉语写作
评估的有效性问题，研究结论未必适合少数民族母语背景的汉语二语书面语评价。基于此，本研究以参加 
HSK（高等）考试的维吾尔族考生的作文语料为研究对象，基于自建的汉语二语句法标注语料库，从粗粒
度和细粒度两方面指标体系入手进行以下四个方面的研究：（1）通过预处理构建小型依存句法树库（
Dependency Grammar Treebank），作为句法复杂度研究基础；（2）通过小句切分和搭配抽取研
究粗粒度指标和细粒度指标的分布特征；（3）针对不同写作水平的被试SC指标进行对比研究；（4）基
于典型SC指标体系探讨二语写作水平动态发展特点。研究发现，基于T单位等粗粒度句法复杂度指标在区
分学生写作水平和预测写作成绩方面的解释力较弱，而基于短语层面的细粒度句法复杂度指标能够有效区
分写作水平和预测写作成绩。
【关键词】树库、 二语、语法

阅读与抒情文写作教学的有机结合—以华侨中学（高中部）语文特选课程为例
张薇  王健仲  华侨中学（高中部）

【摘要】抒情文写作一直是学生的弱点，也是教师的教学难点。由于没有经过有系统的抒情文写作训练，
高中生很容易将抒情文、记叙文或议论文混为一谈，对抒情文的写作手法更是一知半解。再加上学生缺少
生活历练，要让他们短时间内掌握抒情文写作手法，并进行创作，无疑难度极大。有鉴于此，我们决定在
现有的教学内容上融入抒情文写作教学，尝试结合REAP的阅读理论与教学实践，将阅读与抒情文写作教

学有机结合，以39位高一H2华文与文学的学生为对象，引导他们建构抒情文概念，了解并掌握抒情方式
与写作手法，从而进行写作实践。最终，通过调查问卷、课堂观察和学生作品，梳理和分析了阅读与抒情
文写作相互融合的方法及其有效性。
【关键词】抒情文写作、阅读教学、REAP阅读方法、语文特选课程

地名中的关中方言
张文丽  陕西学前师范学院文学院

【摘要】关中方言，曾经作为汉民族共同语基础方言，对周边地区方言、其他地区方言和民族共同语产生
过重要影响。地名是人们用以区别个体地物的语言符号，而作为纪录地名的语言符号包含形、音、义三个
部分。关中方言区的地名，尤其是地名用字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关中方言的特点。本文从关中方言
区中的代表性地区——西安入手，整理分析其地名，得出如下结论：1.声母 （1）古全浊声母清化，平声
送气，仄声归并关中方言中存在差异，西安归不送气，例如“中官亭/中官厅”、“安居巷/钱局巷”。
（2）古知系开口字按照等分化，知系二等、庄组、章组止摄字与精组合流，读ts、tsh、s，例如“三里
村/山李村”。（3）古泥、来二母在洪音前混用，尤其是在洪音鼻音前，泥母混入来母，读l，例如“新
农田/兴隆庄”。2.韵母 （1）前后鼻音混用，关中方言后鼻音为ŋ，前鼻音丢掉鼻尾n，主要元音鼻音化
。由于在当地人听感上二者具有相似性，表现在地名中前后鼻音字混用。例如“上游巷/三友巷”。（2
）遇摄合口一等端系字，元音复音化，读ou，与流摄合并。例如“双楼寺/双路寺/双芦寺”。（3）果摄
开口字一等字与果摄合口字合并，例如“贺韶村/火烧村”。通过分析发现西安地名用字的流变反映了关
中方言的特点及其变化，具有强烈的方言特色，深入研究地名可以挖掘背后隐含的历史文化内涵，提升文
化软实力；可以为地名用字、拼写管理提供理论支撑，推动新时代的语言文字工作。
【关键词】关中方言、西安地名、文化

从外交新词语看中国外交动向—以2010-2020年度《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媒体新词语表为例
张星霞  韩国汉阳大学

【摘要】本研究基于2010-2020年度《中国语言生活报告》媒体新词语表中的外交新词语，运用数据分析
法，从其分类、使用频次和年度分布三个方面考察中国近十年以来的外交动向，为读者勾勒出中国外交全
貌，以期让读者更好地了解当前中国的外交形势，并为中国未来的外交实践提供一定的智力支持。本研究
认为，按照领域划分，这些新词语所涉及的外交领域包括总体外交、经济外交、政治外交、军事外交、文
化外交、科技外交和医疗外交等七大领域；根据性质，这些新词语所涉及的外交类型又可分为方针类、方
式类、事件类、成果类、组织/平台类、场所类、色彩类和人物类等八大类型。它们较为真实、客观地反
映了中国近十年以来的外交动向。
【关键词】外交新词语、中国外交动向、《中国语言生活报告》、分类、使用频次、年度分布

华语文汉字学习策略个案研究-以印尼华语文学习者为例
张胜昔　中国华东师范大学国际汉语文化学院
陈信助　台湾中国文化大学教育系

【摘要】对外华语文之汉字习得一直困扰着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与学。若华语文教学伊始就“重听说而
轻汉字”，不仅将形成中高级以上的学习阻力，更达不到语言习得可持续发展的教学效果。本研究针对一
名中高级程度印尼华语学习者的“初级汉字习得历程”进行了个案分析，围绕汉字习得心理认知、脑神经
机制、仲介汉字等理论，剖析形声字之习写、读音、识义三方面的“中介状态”，深度探讨了形声字之“
形义-音”的习得联结难度，说明汉字作为第二书写系统的学习策略，以及具逻辑性有系统的字本位教学
在华语文习得中的重要性。期许研究结果可提供日后相关教学与研究参考使用。
【关键词】字本位理念、汉字心理认知、中介汉字、可持续性发展、个案分析

“错位的称呼”—当代汉语社交称谓语的变异与泛化
张雪  澳门科技大学 

【摘要】汉语中的社交称谓语是汉文化特征的缩影，亦是对中国社会现状的即时反映(Chao1956， 
Gu1990， Wang2003)。无论是对于语言学本体研究，还是对于语言与社会的互动关系研究，该议题都
具有新鲜价值(Brown&Ford1961， Ervin-Tripp1972， Zhang2021)。本文基于真实语料收集与分析，
针对当代汉语中四个新兴社交面称语(social vocative)的使用原则、表意功能、交际效果等维度进行了
深入讨论（分别为：“（小）哥哥/姐姐”、“老师”、“同学”、“家人们”）。研究发现，当代汉语
社交面称词有如下特征：（1）原有亲属称谓用法深入泛化（例如“（小）哥哥/姐姐”）；（2）职业称
谓用法深入泛化（如“老师”）；（3）“错位”称谓语兴起（如“同学”）；（4）网络称谓语变异性

强（如“家人们”）。当代汉语社交称谓语处于全面深入的泛化与变异中，其成因、过程、程度等，都与
语言发展和社会变迁密切相关。
【关键词】称谓语、社交面称、语言泛化、语言变异

“给我+VP”的主观处置功能
章天明  日本小樽商科大学

【摘要】本文主要讨论“给我+VP”结构表主观处置的语义来源，以及“给我+VP”结构 主观处置功能
实现的机制。 第一，“给我+VP”有两种不同的语义特征。表示“请求”的“给我+VP”中的 “给我”
等同于“为我”或“替我”；而表示“命令”义时，“给我”不等于“为、 替、向”等等，“给我”只
表语法意义。 第二，“给我+VP”的主语只能是第二人称代词，或指人称谓词语，或者是 VP 的受事。
VP 应当具有 [+自主]、[+动作]和[-褒义]的语义特征。 第三，通过“给”字句处置义来源的再分析，以及
与“给 X+VP”句式的对比， 分析得出“给我+VP”句式具有主观处置义。 第四，“给我+VP”中“给
我”的语法化成分的性质，以及第一人称代词的介 入，使“给我+VP”的主观性得到实现。
 【关键词】语义关联、结构关联、受益和受损、主观处置

多元智能理论与对外汉语阅读教学研究—以《零食》为例
赵畅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

【摘要】阅读过程包含着反应读者认知过程的丰富材料，是学习者汉语能力高低的重要体现。虽然近些年
汉语阅读教学的研究层出不穷，但是汉语阅读课堂仍存在着学生学习被动的情况，因此其教学策略还有待
进一步的研究。经过对教学理论的研究，多元智能理论从心理学角度研究了人的智力潜能是多元的，而阅
读教学不仅要教授学生语言文字知识和阅读规律，还要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因此， 我们认为， 对
外汉语阅读教学要想达到最佳的效果， 就必须从多元智能理论出发。本文主要结合《零食》一课从智能
理论下的每一个智能元素分析适合的教学策略和具体实践情况，最后经过反思提出多元智能指导下的阅读
课的教学原则，希望能够为阅读教学者提供一定的参考性建议。
【关键词】对外汉语阅读教学、多元智能理论、教学策略

中韩二语教学高阶教材对比与分析
赵莉  南京大学
赵学玲  Seogwipo-si, Jeju-do, Korea

【摘要】本文选取中韩两国用于本国语言国际教育的代表性教材《博雅汉语》（2018-2020）和《首尔大
学韩国语》（2012-2015），就两种教材高级阶段部分在文化主题选择、体裁内容以及训练模式上的异同
加以比较。认为两种教材在结构上都以文化主题来分类编排，并与训练模式紧密结合，但两种教材呈现出
的差异也十分明显。两者之间的差异固然可归因于两国国情、语言、文化特点的不同，但文化视角和文化
意识的不同是最根本的原因。考虑认知规律和文化视角，选择恰当且丰富的文化内容，不仅能够更好地实
现与国际学生的共情和跨文化交际的目的，通过与语言功能的紧密结合，也能够使语言训练获得更好的效
果。
【关键词】二语教学、高阶教材、对比、分析

社会语言学视角下女性群体通称的使用情况分析
郑皓月  中央民族大学

【摘要】称谓是人类社会中体现特定的人在特定的人际关系中关于身份角色的称呼，称谓词语与社会发展
联系非常紧密，在新中国的发展历程中，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乃至与国际社会的关系都将对称谓
词的使用产生影响，并在历时语料库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迹。在语言生活中，女性群体通称使用情况的
相关统计既反映了语言生活的变化又反映了中国妇女的发展状况，本文主要从社会语言学视角出发，观察
女性群体通称的使用情况。分别从历时角度和共时角度出发，分析五四运动以来“女性群体通称”使用情
况的历时变化，分析不同语体下女性群体通称的使用变化，发现人们对女性群体通称“妇女”“女性”“
女人”“女子”语义特征的不同认识影响了人们在不同场合下对女性群体通称的理解和选用。
【关键词】社会语言学、女性、称谓、语义

反义词“前”“后”的平衡与不平衡研究
周欣然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

【摘要】反义词作为一种常见的语言现象在人们的生活中被普遍使用。一般而言，反义词总是成对出现，

形成平衡状态，即一个词与另一个词形式对称但意义相反。然而以“前”、“后”为例，作为现代汉语中
使用频率较高的一对典型反义词，却很少有人在使用时能注意到其背后隐藏的不平衡现象。本文第一、第
二部分均从义项、构词、所构词、使用频率这四个方面展开，分别探析反义词“前”“后”平衡与不平衡
的具体表现，说明两者在平衡中存在着不平衡。接着又从认知、语义、语用、文化四个角度阐述原因，正
是由于“后”的被认知时间更早、语义范畴更大、受语言经济原则影响更多以及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内涵更
丰富，才使其能够拥有更广的使用范畴和更高的使用频率，也因此造成了反义词“前”“后”的不平衡现
象。
【关键词】前、后、平衡、不平衡

整合训诂方法论新探
周雁飞  新加坡新跃社科大学

【摘要】陆宗达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提倡“训诂方法的科学化” 。本文运用肯·威尔伯的”整合理
论”，采用其“四象限五要素”的框架结构梳理审视传统的训诂理论和方法。首先论述了训诂原理与整合
理论的内在关系，在此基础上将训诂学的适用范围与整合理论相结合，阐释其与传统训诂方法之间的深层
关联模式，及其有效性、前瞻性，进而使整合训诂方法不仅具有理性的解析，而且富于实践的可操作性。
本文是实践训诂学与西方阐释学（英语：hermeneutics）接轨的一次尝试，旨在为训诂方法论的现代转
化提供新的激荡和借鉴。
【关键词】训诂学、解释学、整合理论、四象限五要素

普通话句末语气词的句法性质
宗晓哲  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院

【摘要】本文探讨了句末语气词“啊、吧、吗、呢”的句法特征，认为它们超出了狭义的句法范畴，在话
语中具有表达功能和人际交际的价值。首先，从通过与语气副词、标句词“说”的位置对比，可以看出语
气词句法位置很高，独立于所在句子，属于语用层面。从语用角度来看，句末语气词具有明显的程序意义。
“啊”要求听话者参与到会话中，促进话论继续，是“互动标记”。“吧”在句中通过降低话语确信度，
缓和交际双方关系，是“礼貌标记”。“吗”要求话语权发生变化，促使听话者对所提问题进行进一步的
解释，是“问询标记”。“呢”在话语中起到凸显说话者所表达的语义关系的功能，使得话语与语境之间
存在一定的语义联系，是“焦点凸显标记”。
【关键词】句末语气词、话语标记、句法-语用接口

现代汉语周遍性主语中周遍义的形成原因
左思民  高丽大学中文系 /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  

【摘要】本文探讨了现代汉语六种周遍性主语中周遍义的形成原因。结论如下：在任指疑问类周遍性主语
句如“谁都认识”中，主语的周遍义是经由疑问代词的任指用法而获得的“全域义”。在含数词“一”的
周遍性主语句如“她一点道理也不懂”中，主语的周遍义依托梯级义经语用推理而得，并且只允许从否定
极小量达到否定全量的推理。在列举类周遍性主语句如“老王粤菜也吃过，川菜也吃过，鲁菜也吃过，浙
菜也吃过，中国八大菜系的菜都吃过”中，主语的周遍义并非列举的产物，而由最末的总括分句直接表达。
在物量词重叠类周遍性主语句如“家家都用上了煤气炉”中，主语的周遍义源于物量词重叠式所具的“每
一”意义。在含“全部”等词的周遍性主语句如“全部（都）得参加会议”中，以及含“每”等词的周遍
性主语句如“每个人（都）很认真”中，主语所含的周遍义由充当句子主语的词语直接表达。
【关键词】周遍性主语、任指、语义、语用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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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论文摘要

试析因果连词“因而”“从而”“故而”
安美璇  北京师范大学

【摘要】“因而”“从而”与“故而”是表示因果关系的一组连词。经考察发现，三个词的生成方式均属
于跨层结构的词汇化，源头可以追溯到先秦文献语言。古代汉语句法结构模式的弱化和消失是促成三者词
汇化的重要动因，因此立足于古代汉语，结合词素“从”“因”“故”的词义及特点，考察并解释连词“
因而”“从而”“故而”在现代汉语中存在的使用差异，可以得到三者的区别特征。具体表现为：“因而
”强调因果之间的联系，依据前者推测出后者，后者可以是有所依据的推论；“从而”强调两个事件的发
生存在先后顺序，表达因果关系时，需要首先在语境上满足因果逻辑，通常更强调结果；“故而”所连接
的“原因”与“结果”均是已经发生的既定事实或客观存在的现实情况及惯例，通常更强调引出结果，但
也关注对原因的追溯。
【关键词】因果连词、词义特点、区别特征

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口语流利性评价指标效度研究
鲍杰 北京语言大学
 
【摘要】口语流利性是衡量二语学习者口语水平的重要标准，然而学界对于是否有必要从多个维度对其展
开评价尚没有明确的回答。研究以78份韩国汉语学习者的HSK口语测试录音为研究对象，以专家评分作为
参照，从时间、表达、语言（包括句法、词汇、语音）三个维度选取24项指标作为评价依据，来考察各
项指标对考生口语流利水平评价的效度。研究结果表明（1）所选取的指标中，与口语流利成绩相关的指
标共13项，可以解释口语流利成绩74.4%的方差；（2）在13项指标中，有5项时间维度指标、2项表达维
度指标和5项语言维度指标（句法指标1项、词汇指标4项）能够区分考生的口语流利水平。以上结果说明
在对汉语学习者的口语流利性进行评价时，有必要提取多维度特征。
【关键词】口语流利性、评价维度、指标效度、韩国汉语学习者

潮汕方言陈述语气词“哗（还）”的用法及其语法化
陈楷森  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摘要】在潮汕方言中，“哗[hũã33]”是表示确认某个事实的陈述语气词，由“哗”所构成的“VP哗
[hũã33]”可根据语境还原为“VP1□[hũã33]VP2”，还原式中“□[hũã33]”这个语音形式不再能分
析为语气词“哗[hũã33]”，而应分析为副词“还[hũã33]”。文章在考察语气词“哗”和副词“还”的
基础上，指出语气词“哗”的本字是“还”，语气词“还”由副词“还”语法化而来，其“确认”义来源
于副词“还”的“延续”义，虚化环境是根据语境省略了VP2从而使副词“还”处于句末位置的“ V P 1
还 ” 。 这 种 确 认 功 能 在 语 用 类 推 的 作 用 下 ， 最 终 固 化 为 语 气 词 “ 还 ” 的 语 法 意 义 。
【关键词】哗、还、语气词、潮汕方言

湖南平江赣语能愿动词“要”的脱落及长音现象考察
陈山青  邹珊珊 湘潭大学
 
【摘要】湖南平江赣语能愿动词“要”在语流中可脱落，使前音节读音补偿性加长，从而形成“脱落→长
音”音义互动现象。除了单一脱落外，“要”还可与副词“也”形成双重和选择性脱落。实验语音分析显
示，长音具体表现为音节的主要元音发音明显加长，声调调值变为[原调值+4]，声母不发生改变。语言经
济原则和韵律法则是该现象形成的动因和机制。能愿动词“要”的脱落代表了汉语音节脱落的一种类型，
提供了一种句法创新的途径。   
【关键词】能愿动词、要、脱落、长音、音义互动、韵律法则

中国古诗与其印尼语译文比较研究——以唐诗的韵律问题为中心
陈衍宏(Clement Tanaka) 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摘要】经过调查发现，目前中国古典诗词的印尼语译本数量不多，此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印尼上世纪
50年代至90年代的“禁华”政策所影响。诗歌翻译主张“三美论”，韵律是诗歌创作的重要因素之一，
韵律的转译应当被重视。本文梳理约有7种唐诗印尼语译本之后，发现周福源译文尤其重视“音美”部分。
本文根据译文的用韵情况与印尼古代诗歌类型进行对照，将周福源译文分为五种类型。然而，受到语言差
异的影响，多数诗作经过翻译后，在词语数量方面难以呈现形式上的一致，仅有少数情况或巧合原因达到

词数相同，如《十五夜望月寄杜郎中》原文与译文均有7个字（汉）、7个词（印尼），此现象或许为周
氏无法满足押同韵情况之下，对字数采取了一定的“补救”措施。最后，为了提高中印尼韵文作品翻译的
水平，本文提出了从宏观及微观层面的相关建议。
【关键词】唐诗、韵律、印尼语译本、比较

字本位理念之华语文教育生态系统教学效能分析
陈信助  台湾中国文化大学
张胜昔  中国华东师范大学

【摘要】本研究依据差异化教学与适性化教学理论探讨华语文教学生态系统中「字本位 理念」的教学效
能的重要性。透过台湾某大学华语文中心的初级华语文课程进行实验研 究。本研究采用开放式行动研究
法，辅以文献资料分析法、经验总结法和调查访谈法。研究过程包括「计画-实施-观察-反思」四大环节，
首先依据学习者背景之差异与需求， 适度安排（调适）总体教学方案及课程；再透过华语文「听、说、读、
写」并重的「综 合教学法」推进新的班级经营，以字本位理念及教育生态系统为基础重新设计和安排课 程；
然后依据学习者对课堂教学环节的感知进行反思与检讨，进行行动研究。研究结将提供对外华语文教学与
研究参考使用。
【关键词】差异化教学、适性化教学、字本位、教育生态系统、综合教学法

六何法的教学局限及其对策
龚成 王娟 郑文佩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六何法”能帮助学生快速找出文章的主要信息，经常被用在阅读教学中。很多教师在写作教学
中也常使用六何法指导学生构思，列出写作大纲。六何法在阅读教学中的优点较为明显，但在写作教学中，
却有其教学方面的局限。因为使用六何法进行选材，其实只是对选材信息进行罗列的手段，它是选材的结
果，而并不是选材的方法。至于如何确定“六何”中的诸多信息，为什么是此信息而不是彼信息，正是学
生特别需要得到辅导和训练的地方。而这个思维的过程，较少在课堂教学中得到显性训练。本文以写人和
写事的记叙文为例，通过思维过程的角度分析六何法在写作选材上的局限和不足，并尝试提出相应的解决
办法，帮助学生利用六何法进行最优选材。
【关键词】六何法、写作教学、教学局限、对策

法汉翻译中的名动词类转换
成萌 法国索邦大学

【摘要】词类转换是 J.-P.Vinay 和 J.Darbelnet (1958) 在《法语与英语文体学对比》中，通过对法英
文本的比较分析，提出的翻译主要手段之一：“ 在不改变信息含义的前提下，一种词类替换另一种词类
的过程。”由于法语与汉语在词汇和语法功能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在翻译实践中，译者往往采用该手段使
翻译变得更精准地道。该研究将基于对法国文学作品《红与黑》原文与三个中文译本的对比而进行词类转
换的相关分析。本文中我们将主要介绍在法汉翻译中出现的法语名词转换为汉语动词的现象。比如，法语
中紧随时间介词的动作名词常转换为汉语动词；又如，法语时间名词后的动作名词或情感名词可转换为汉
语动词，等等。通过对比，我们将发现汉语更习惯于用动词来表达时间含义。
【关键词】 词类转换、 法汉翻译、名词、动词。

中韩小说的机器翻译与人工翻译对比—以中国当代代表作家余华的作品为例
崔贤植 上海商学院

【摘要】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飞跃发展，神经机器翻译取得了巨大进展。机器翻译能否取代人工翻译？机
器翻译能否翻译小说？以上议题已成为翻译学界的热门话题。本文以中国当代先锋派代表作家余华作品的
韩译实例，选用中韩两国具有代表性的机器翻译引擎百度翻译和Papago，从文化负载词、长难句、超
句翻译单位等层面对比分析机器翻译和人工翻译，探讨机器翻译存在的问题以及前景展望。
【关键词】机器翻译、人工翻译、中译韩、小说

基于语料库的对外汉语同义词辨析—以“一定”和 “肯定”为例
崔香兰·朴兴洙  韩国外国语大学
 
【摘要】本文希望通过语料库的实证研究，探索出同义词“一定”和“肯定”的异同点和搭配对象的互补
性，以更好地理解并使用。 一般的同义词辨析大都通过字典等工具，依靠直觉经验和内省的方式。虽然

字典具有权威性，但仅仅依靠字典来辨析同义词存在许多不足之处。大型语料库以及先进的检索工具以其
特有的优势为同义词辨析提供了新的方法。本文基于先进的北京语言大学大数据与语言教育研究所的
BCC语料库，采用定量和定性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以同义词“一定”和“肯定”为例，分别从语域
分布、类联接、搭配特征及语义韵方面进行了同义词辨析的实证研究。 综上所诉，本文立足于对外汉语
教学视角，旨在探讨如何帮助学习者更加直观、有效的辨析近义词“一定”和“肯定”。尽管在内容上还
有许多不足之处，但仍然希望可以为汉语同义词教学提供一个可参考的依据。 
【关键词】 同义词、对外汉语教学、语料库、词语搭配、类联接

《岳麓书院藏秦简（伍）》部分字词研读
高婷婷  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

【摘要】《岳麓书院藏秦简（伍）》包含秦代大量律令档案材料，内容丰富，史料价值 高。本文提出五
则字词释读、断句意见，如简 131-132“劾”如字读、“失道” 当指偏离目的地、“回留”应断读开；
里耶秦简 8-777 号简当断读作“从人论、 报、择（释）免归致书具此中。”“简 163“私属免婢”当断
读开；简 199“率” 有劝勉之意；简 225“均”读为“徇”，巡视之意等。以期进一步疏通文义，为 学
界后续利用该文本提供便利。 
【关键词】岳麓秦简、字词释读、断句

语法训诂浅议：基于三个平面的“新描写”
高扬 浙江财经大学

【摘要】利用语法进行训诂实践最为关键的一步，是对疑难词句进行细致的结构描写。传统结构主义成熟
的描写方法的确解决了大量的问题，但是古代汉语，尤其是上古汉语作为一种综合性倾向的语言，存在大
量同形异构、一种形式表示多种功能、多种结构表示一种功能的现象，传统成分分析的方法在描写时还是
显得捉襟见肘。想要精准的描写就必须高度重视语言学理论工具，将不冲突的理论加以融合，将解释与描
写加以统一。因此我们的主张是：语法训诂应该基于古代汉语综合性的倾向，充分利用语言学理论，以考
察分布为核心，剥离语言外证据，根据需要在语法、语义、语用三个平面展开研究，在描写中加深解释，
在解释中深化描写，从而对待考词句的显性和隐性结构都做出最细致的描写，进而考察句例分布，求得达
诂。如在语法层面，除了关注最表层的成分组合外，也应该注意到，长期被忽略的汉语韵律，实质上就具
有形态的功能，利用这一形态，可以很好地解释一些传统结构语言学无法解释的问题，进而对结构做出精
细描写，解决争议。再如语义层面，上古汉语缺少形态变化，其他语法形式也比较隐蔽，位于深层的语义
层面研究涉及到语义特征、语义指向、义素分析、语义场等。如能充分利用，则可通过充分解释，对结构
做更准确的描写。而语用理论，可以帮助解决句与句之间的问题，适合处理一些重复、句读争议；而鉴于
语言普遍存在的语用诱发机制，这个层面的研究更是在描写时不能或缺的。
【关键词】语法、训诂、新描写主义、解释

皖北中原官话区淮北方言的疑问句
郭迪迪  郭辉  亳州学院中文

【摘要】“淮北”指安徽省北部的淮北市，辖相山、烈山、杜集三区和濉溪一县。按《中国语言地图集》
（2012）的分区，三区和濉溪分属中原官话徐淮片及商阜片。淮北方言疑问句有是非句、特指句、选择
问、反复问句四类。是非问是在陈述句末尾加上扬的语调“↗”表疑问。特指问常在句中用“啥子、咋的、
咋着、哪来”等代词作疑问点，要求对方就疑问点作出回答。选择句常用“是/ｖｐ还是ＶＰ”的选择格式作
疑问的焦点，句末常用语气词“昂”。文章主要描写分析了淮北方言的“可ＶＰ、ＶＰ不/没ＶＰ、ＶＰ
不(啵)/没有”三种形式的反复问句，并讨论了“ＫＶＰ、ＶＰ－neg、ＶＰ－neg－VP”的历史层次及
“可ＶＰ、还ＶＰ”的来源。
【关键词】皖北中原官话、淮北方言、疑问句

欧化影响下表范围限定的方位结构“NP抽象上”
郝锐  首都师范大学

【摘要】受欧化影响，早期现代汉语中表范围限定的方位结构“NP抽象上”集中大量出现。新中国成立
以来中期现代汉语中这一结构呈现新的发展态势。使用方面，表范围限定的“NP抽象上”成员有增有减、
有“潜”有“显”，但“增”和“显”是主流，既有量的增，也有类的显。语法功能方面，早期现代汉语
中“NP抽象上”可以充当状语、定语、补语，中期以来则发展出了“句首修饰语”的功能。具有人际功
能的“NP抽象上”成员正是从做句首修饰语的位置上进一步转变而来，且逐渐发展出全句评注、传信和
情态、衔接连贯以及焦点凸显等功能。

【关键词】欧化、NP抽象上、历时演变、表达功能

华语综艺节目对新加坡华族学生之影响的调查—以南洋理工大学为例
洪玮嬣  许润芳  南洋理工大学

【摘要】随着新媒体覆盖面的不断扩大和华语综艺质量的逐步提高，两岸三地和新马的华族年轻人对综艺
节目的关注度不断上升，由于没有语言壁垒、更新及时、内容有趣、种类丰富，新加坡华族青年大多对华
语综艺节目有所了解，部分学生更成为了资深观众。本文通过对本地华族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掌握其观
看华语综艺节目的频率、动机和偏好，两岸三地及本地华语最受欢迎节目的播放渠道、类型、主题、播放
平台和制作地点，华语综艺及相关对新加坡华族大学生华语使用水平、文化素养等方面产生的影响，了解
大学生在观看过程中感受到的文化、思维差异及对节目内容制作方向的期待，总结华语综艺对华族大学生
的影响及其走向华语中圈的可改进之处，为两岸三地及新加坡本土华语综艺节目发展方向提供参考，探讨
综艺节目等文化项目应用于汉语国际教育的可能性。
【关键词】汉语国际教育 综艺节目 华语 口语教学

短视频技术应用于听障初中生汉语教学的研究
洪臻颖  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 

【摘要】媒体技术极大地促进了短视频内容的发展与传播，短视频也成为了前者最常见的应用领域之一，
为身处不同行业的受众提供了信息输出和接收的渠道。而短视频的普及恰恰赋予了听障学生群体公平地接
受信息的机会。目前，以短视频为媒介，对听障学生进行汉语教学的研究仍有较大的发展空间。由于先天
或后天的身体缺陷和特殊的成长经历，听障学生常常会产生严重的自我封闭心态和对陌生环境的抵触心理，
又因与社会接触机会较少，自然地落于信息传输通道的末端。因此，只有将语言与技术二者有效地融合，听
障学生才能在汉语学习的道路上缩短与健全学生间的差距，且逐步实现“信息平权”。本文将以听障初中学
生的汉语学习过程为研究对象，依据认知语言学的相关理论，通过对听障学生的语言获得过程进行语境依赖
方面的研究，提出短视频应用软件参与其汉语习得的改进方案。
【关键词】听障学生、汉语教学、短视频 语境依赖

从康德的文学艺术理论看阅读在提高华文作为第二语言学习的学习兴趣中的作用
黄婉玉  林进展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新加坡以英语为通用语言，学生的华文学习缺乏足够的语言环境和学习动机。华文作为第二语言
的社会地位既定，其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不足的情况既定，仅依靠功利性动机注定无法引起学生学习华文
的足够动力，需要一个非功利性方法来提高学生学习华文的兴趣。康德在其美学理论中提出，由审美判断
所产生的愉悦是无功利性的、无任何利害关系的愉悦。审美活动是一种非功利性的、无利害关系的活动。
他认为阅读是最高级的审美活动，具有审美活动无功利、无利害关系的本质特点，是符合人的自由本质的
最高级的活动。由此看来，阅读是一种无功利性的活动，能够产生普遍的愉悦感受，可以用来提高学生学
习华文的兴趣。而若要阅读能够担当引起学生学习华文兴趣的重任，则需要让华文阅读回归阅读的审美本
质。
【关键词】第二语言学习、无功利性、阅读、学习兴趣

华文写作：微视频的运用策略再探
黄易亭  张水福  郭兰花   新加坡国家初级学院
张曦姗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中学低年级的学生在记叙文写作的内容上总是千篇一律，主题不够鲜明，详略不当，更严重的是
内容缺乏逻辑性，情节不合理。因此，研究团队希望通过微视频帮助学生“乐于用华文作书面表达，能感
受写作的乐趣，丰富写作内容”。微视频教学模式从观看微视频开始，过后通过提问，在科技平台上让学
生思考与分析，同侪间针对视频进行讨论，并和老师一起总结视频内容的主题、人物形象等技能，经过这
一系列的思考与讨论，教师才给出对应的作文题目。这项研究已在本院连续进行了两年（2020-2021），
今年我们以137名低年级学生为研究对象，再优化教学策略，希望持续为中学低年级写作教学提供一个简
易、操作性强的教学方法，以提升学生的写作能力，并加强学生写作的信心。
【关键词】华文写作、微视频、中学低年级
 

汉语二语者动名搭配习得研究
姜晓欣 北京语言大学

【摘要】本文将从研究内容、研究语料、研究结果三部分概述论文内容，具体如下。 一、研究内容 通过
动名搭配中名词宾语的语义类别、错误搭配的类型分布、不同母语背景 二语者动名搭配产出量三个维度
考察二语者与母语者、不同母语背景二语者（日 语、韩语、维吾尔语）HSK 作文中产出的动名搭配是否
存在差异。 二、研究语料 二语者语料我们选取了 2010 年 10 月 HSK 考试作文 90 篇，其中，韩国、日 本、
中国维吾尔族二语者作文各 30 篇。母语者语料是高三及其以上学历的汉语 母语者按照 HSK 作文考试要
求写的同题作文，共 30 篇。 三、研究结果 1、动名搭配中宾语对语义角色的优先选择关系是“受事>对
象>等同>致使> 结果”，二语者与母语者动宾语义类型选择顺序基本相同。 2、动词误用占偏误总数的一
半，是主要的偏误类型。 3、日本二语者与韩国二语者产出正确搭配的比率不存在显著性差异，产出 搭
配总量最多、错误搭配数量最少的是维吾尔族二语者。
【关键词】汉语二语者、书面语、动名搭配

汉语学习者常见的母语负迁移及教学对策
蒋一鸣  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

【摘要】以英语为母语的汉语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常常会受到母语的干扰，这种现象被称为“母语负迁
移”。因英语和汉语具有明显差异，以及学习者受母语思维的影响，“母语负迁移”现象在以英语为母语
的汉语学习者群体中屡屡发生，且有一定的规律性和同质性。研究母语负迁移有助于发现汉语学习的重难
点，指导教师更有针对性地开展汉语教学，从而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增强学生的动力和信心。过往文献
和本项研究显示，常见的母语负迁移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语音、词汇、句法、书写系统及文化背景。本
项研究将对以上五方面进行详细介绍和说明，并提供如下三点教学对策，以减轻母语负迁移对中文学习的
影响：归纳常见错误点并提供配套练习；营造“沉浸式”汉语学习环境；保持耐心并鼓励学生从错误中学
习。
【关键词】母语负迁移、汉语学习、教学对策

韩中后缀“X家”的语义研究 
金梅 ·朴兴洙   韩国外国语大学

【摘要】汉字和汉语最早在商末周初就被箕子传播到了‘朝鲜’， 汉语教学在韩半岛的历史源远流长。
作为汉字文化圈和儒家文化圈的国家，韩国对汉字、汉语和汉文化一直有较强的认同感。 韩国是大约从
公元600年开始，借用相当于汉语中高音的语音和文字。在韩语词语当中汉字词所占比例相当高， 虽然《
训民正音》（1446年）颁布之后， 韩国有了自己的文字， 汉字词的使用早己深入人心。韩语中的汉字词
大多保留唐宋时期的中古音韵， 书写上基本采用繁体字， 因此，韩国是最早接触和吸收汉字汉文化进行
汉语教育的国家。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不管是国家层面还是民间，韩国一直保持着汉语教育的传统。本
文研究的是汉语和韩语中共同使用的后缀“X家”（“X가”）的语义对比，特别是着眼于它的语义特性，
阐明意义差异为研究目的。韩中 “X家”的语义可分为同义，转移，变异的关系。笔者以类后缀“X家”
的语义特征、语用特征等方面来浅析“X家”词缀化产生的原因。韩中两国同处“汉字文化圈”之中，有
着密切的联系。第二语言的习得离不开牢固的第一语言基础。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研究已经成为一门独立的
学科，研究日益精深。各国的汉语学习者，在自身文化特点的影响下，对汉语语言的习得、难易把握、也
有着不同特点。其语言的共性及个性更有着不同于其他的特点，这为中韩语言研究提供了必要性，也为对
韩国的汉语学习者的研究提供了必要性。第一语言对第二语言的影响和干扰，所以常常会使第二语言的学
习者自觉不自觉地要以第一语言为标准来套用所学的语言，因此产生“对等”意识和偏误现象。希望中韩
共同使用的后缀“X家”的语义对比研究，对中韩之间跨语言跨文化研究的引玉之砖。
【关键词】 “X家”、类后缀、语义差异、韩国汉语学习者.

明末西班牙传教士菲律宾漳州闽南话教材古今韵母分合考辨 —以《汉语语法：漳州话语言艺术》（1620）
西班牙巴塞罗那图书馆善本为例
金美  中国厦门大学

【摘要】本文以在菲律宾马尼拉传教的西班牙道明会（又称“多明我会”）传教士撰写于1620年的教材
《汉语语法：漳州话语言艺术》（下文简称“漳州语艺”）西班牙巴塞罗那大学图书馆善本漳州闽南语为
例，对比考察今漳州话（下文简称“今漳州话”）与《广韵》音系韵母（每字所属韵摄开合等次及声调用
小字号标注于每字右下角），查考辨正明末菲律宾漳州闽南话与今闽南话韵母古今分合的历史音变遗存，
颇有启示意义． 
【关键词】 明末西班牙传教士、菲律宾漳州闽南话教材、古今韵母分合

跨语言视角下汉语结束义动词的语法化研究
景高娃  浙江外国语学院 

【摘要】本文采用共时和历时相结合的方法，对汉语结束义动词的语法化过程进行分析，并借鉴语义地图
的方法，描绘结束义动词的多功能性。事件连接功能的产生是结束义动词语法化非常重要的一环，符合类
型学结束义动词语法化的一般路径。在共时平面上，对方言中的结束义动词的关注还不足。“罢”在普通
话中已很少使用，但保留在豫北方言中，进一步虚化，并扩展出表达经历的用法。从跨方言或跨语言的角
度来看，汉语方言和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语言中的结束义动词有相似的从完结到经历的扩展路径。已见报
道的境外语言的结束义动词可以表达“以后”“已经”“完结”“接续”“过去”“完成体”等多种功能。
汉语结束义动词向完成体甚至经历体方向发展，体现了类型学的共性。
【关键词】结束义动词、多功能性、语法化、经历体

认知视域下韩国学生能性述补结构的习得研究
雷婷  中山大学 

【摘要】能性述补结构一般是指“V得/不C”结构，是汉语的一种特殊句法结构，该结构的使用条件相对
比较复杂，在韩语中没有完全相同的对应形式，因此韩国学生在使用该结构的时候常常出现各种偏误。传
统的“V得/不C”结构教学主要偏重于结构形式的描述，学习者虽然能记住能“V得/不C”的结构形式，
但是能准确理解把握并有意识地正确使用该结构的学习者却不多。本文尝试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对能性述
补结构“V得/不C”进行习得和认知研究，试图探索出能性述补结构“V得/不C”的认知加工机制，并以
此为依据帮助对外汉语教师找到更为科学有效的教学策略。
【关键词】能性述补结构、二语习得、认知研究、汉语教学

新马地区私会党的行业隐秘语
李国樑  新加坡独立民间文史研究员、民间文史顾问

【摘要】新马的华人帮会源自中国清朝的天地会，殖民地政府称之为secret society（私会党）。虽然一
些私会党员曾经回国反清，大体上私会党的本质已演变成通过武力争夺地盘，以新客与黄赌毒为主要营收
的社会罪案源头。19世纪末，新加坡私会党被令“解散”后，成立以洪门“廿一”为根基的“天地人神”
派系，行语亦趋向本土化，例如“平中”和“崩角”两大主流招纳新丁时都会“做大戏”和“布袋戏”，
急功好利的私会党老大则“去角”；私会党内部职位有426、415、49等，民间形容“08、24、369，敌
不过999（警方号码）”；一旦“风来了”最好马上把“白鱼”藏起来。此外，“开台”跑码头必须以《
五祖船》对诗，跟“水”相关的隐语甚至通俗化，成为民间方言惯用的俚语。 
【关键词】新加坡、天地会、私会党、行语

关于华文实时在线课堂互动技巧的思考
李静  范静哗博士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COVID-19的疫情导致许多青少年的学习场域从传统的同一物理空间的课堂转到虚拟空间的实时
在线课堂，实时在线教学的互动环境的改变也导致传统的师生互动条件发生了变化。当教师和学生分散在
各自的生活空间，在共享的虚拟学习空间中师生的互动与传统课堂相比，相对缺少非言语交流，这对学习
者的投入和注意保持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教师需要进行专门调整才能发挥在线教学的效果。本文从青少年
心理学的角度探讨注意力及其与在线学习的关系，进而分析在线课堂中的常见任务，并总结在线教学中的
一些互动技巧，目的在于通过形成良好师生关系、积极的学习氛围来加强课堂互动，为学习者赋能。文中
总结的互动技巧主要包括：1.激发学习动机的互动技巧，如提问、反馈、非言语交流等；2.教学过程策略
的互动技巧，如明确学习任务、设计话题以及任务导向教学等；3.差异化教学策略的互动技巧，如应用资
讯科技支持差异化教学、组织统筹课堂中的互动。
【关键词】在线课堂、非言语交流、青少年学习心理、在线互动

关于强调数量“就”的重音形式
李美京 韩国大邱大学
            
【摘要】本文主要以声学的方式针对既可强调数量多又可强调数量少的副词“就” 进行的研究。前人对
此研究已经很多如，在句法、语用、语义演变、语义指向、主观量等方面，但在韵律方面的研究却很少，
且几乎都靠语感来判断“就”是重读还是轻读。本文要对“就”的本体研究与韩汉对比研究同步进行，考
察在有无“就”的单量式结构中重音形式有何区别，还要看中国人和韩国人对“就”句子的音长和音高有
何不同。实验材料选择了《现代汉语八百词》，《现代汉语虚词词典》中的例句及自己调整的例句，一共
20个句子。实验对象为中国人3名，韩国人3名，各读三遍。分析对象一共为360（20*3*6=360）个句子，
57，600（20*160*3*6=57，600）个音节。本文要分析句中有无副词“就”的两种情况下，句中音长和
音高的不同。研究结果大体如下，第一，通过分析音长和音高来看，句中有无“就”时，重音位置有所不

同，没有“就”时，重音放在句末数量单位上，并且各音节的音长相差不大。强调少量时重音既可在“就”
上，也可在“就”后的数量单位上；强调大量时，重音放在“就”前。第二，韩国人不管副词“就”在哪
儿，一般都把重音放在数字上，有些人把它放在动词上。可见，韩国人对句中出现强调数量的副词“就”
的重音格式不太了解。第三，韩国人的每个音节音长区别不大，而重音的表现不太凸显。
【关键词】重音、 副词“就”、音长、音高

东南亚华语早期词汇发展变化研究
李权  北京师范大学

【摘要】本文以《叻报》《新国民日报》为研究对象，分别选取1917-1920（本文称之为“前期”）和
1930年前后（本文称之为“后期”）的等量本地新闻语料进行两点间的词汇比较，主要有以下两点变化：
第一，文言形式减少，白话形式增加。早期华语的语言风格可归纳为“文白相融”，即尚古的文言词和通
俗的白话词并存共用。对比前后期，文言形式有所减少，白话形式有所增加，体现出文言向白话的过渡特
点。第二，由不稳定趋于稳定。表现为如下语言事实：其一是同义形式的选择，如同素异序词，其二是异
形词的选择，包括自源和他源两类。它们均表现出前期词形丰富，且频次相近，后期出现了主要词形的变
化。以上几种变化主要受以下三种因素的影响：其一，早期国语的影响；其二，东南亚本土因素的影响；
其三，外语的影响。从“史”的角度来看，应该将共时和历时的研究思路相结合，多角度考察影响华语发
展变化的因素。
【关键词】东南亚华语、叻报、新国民日报、词汇

基于网络技术支持下韩国高校汉语教育现状
李秀彬 韩国仁荷大学/中国天津师范大学

【摘要】随着网络技术的普及，不受时空限制可以展开汉语教育。在疫情情况下，多数韩国高校采取了基
于网络技术支持下的远程汉语教育。本研究主要考察对象为20所韩国重点高校的汉语教育现状，主要考
察范围为韩国政府的官方文件、高校常用的LMS系统，K-MOOC平台、KOCW高校资源共享平台、高校
的OCW平台、高校官方网站进行了考察。考察得知，1）汉语与其他外语相比，韩国政府对汉语教育方
面的支持力度变化不大，可说明为韩国政府重视汉语教育。2）韩国高校利用LMS系统开展混合式学习以
及远程教育提高汉语课堂教学的绩效。3）通过K-MOOC管理实施策划可以看出，韩国政府重视基于网
络技术支持下的远程教育，以及远程教育有着一定的意义。本文进行了基于LMS系统支持下的汉语课堂教
学设计。LMS系统可以实现以学习者为中心的课堂教学，又可以减少教师的备课时间。基于LMS系统的汉
语课堂教学可以分为三大环节开展不同的教学活动。1）课前环节主要进行资源学习，比如：教师把教学
资源上传到LMS系统让学习者进行自学。2）课中环节可以点击远程会议（ZOOM与谷歌会议）开展远程
教育。3）课后环节利用LMS系统上的练习，考察学习者的掌握度。4)学生互动方面，LMS系统上教师创
建小组之后，不仅可以进行生生互动，还可以线上会议当中可以进行师生讨论。本文的研究工作可以为对
韩国汉语教育的信息化与汉语教学改革工作提供参考并借鉴。
【关键词】汉语教育 、系统

混合式学习模式运用于文学教学的设计与实践—以H2华文与文学小说教学为例
李志元  新加坡莱佛士书院（高中部）
张曦姗  南洋理工大学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随着数码科技的普及，课堂的教学形态及学生的学习方式也有了巨大的改变。混合式学习模式便
是其中一大教育趋势。学生在选读H2华文与文学这门课前，较少接触过文学作品，也缺乏深入分析文本
的能力。因此，如何带领学生深入分析课程中的所有作品，并教授学生分析文本的能力便成了一大教学难
点。本文试图以H2华文与文学课程下的小说教学为例，探究如何将混合式学习模式运用于文学教学上。
首先，本文将介绍研究背景与对象，并阐述新加坡混合式学习模式的概念和理论依据。接着说明运用混合
式学习模式于小说教学上的实践过程。最后，本文通过学生调查问卷、聚焦访谈及教师观察来检视教学设
计与实践的成效，再反思教学过程中所面对的挑战。
【关键词】混合式学习模式、H2华文与文学、小说教学

“年老”对新加坡华族年长病患意味着什么？—以医患门诊会话中的“年老”为例
林鼎勋   林尔嵘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摘要】在公共医院的门诊互动中，时而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一些年长患者会在话语中向医生标榜自己“
年老”的身份，如：“这么老了”、“我岁数有了”、“八十七岁了啦”等等。我们发现，这些以话语标
识自己或他人的“年老”身份不只是单纯的在传达信息。实际上，在不同的会话序列环境中，以话语标识

“年老”作为会话行为能达到不同的话语作用。以新加坡某一家医院的门诊语料为例，我们结合会话分析
（Conversation Analysis）方法与身份类属机制（Membership Categorization Device）的视角，
探讨“年老”这一身份类属在门诊互动中的作用。研究显示，一些华族年长患者会向医生标榜自己“年老”
的身份，以完成特定的话语行为，包括：一、合理化自己的病症；二、拒绝医生的医疗建议；三、辩解自
己身体功能的缺失。通过分析这些年长患者标识“年老”身份类属的互动序列及相关的会话行为，我们旨
在揭示新加坡华族年长患者对于“年老”这样一种身份标签的观念及认识，说明身份类属机制是如何搭建
起交互双方对话语的理解，也为医患沟通研究带来新的启发。
【关键词】会话分析、互动语言学、身份类属机制、年老

维吾尔语、西部裕固语颜色词文化内涵对比研究—以“黑”“白”为例
林雅琛   中央民族大学

【摘要】本文总结对比维吾尔语和西部裕固语“qɑrɑ/�ɑrɑ黑”“ɑq/ɑq白”的义项发现，两种语言“
黑色”既含褒义也含贬义，均有伟大、尊贵、有力、程度深、粗糙、无知、坏、反面的和孝服等义。但维
吾尔族接受了汉族“黑色”代表非法、秘密的认识。维吾尔族和西部裕固族都认为“白色”代表吉祥、善
良。西部裕固语“白色”可指所有奶制品和非宗教职业者，维吾尔族受到其他民族影响，借入了白色“落
后、反动”等贬义。并从社会生产实践、宗教信仰、风俗习惯三方面讨论“黑”“白”文化内涵的异同原
因。
【关键词】维吾尔语；西部裕固语；“黑”“白”颜色词；文化内涵对比

试论对外汉语教材中的拼音教学设计及拼音对教学的辅助作用—以《博雅汉语（第二版）》为例
刘迪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

【摘要】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开始学习汉语，各种对外汉语教材层出不穷。语音教学在语言学习初
期有着重要意义，对于汉语来说，拼音教学是发展其他语言技能的基础。教材是教学的依据，一些对外汉
语教材中对拼音教学的设计缺少科学性和系统性，并且没有较好的利用拼音辅助之后的技能教学。本文共
有五章，以《博雅汉语（第二版）》九册书为研究对象，分别从研究目的和意义、拼音教学设计、拼音练
习安排、拼音辅助其他语言技能教学、研究结论等方面展开论述。《博雅汉语（第二版）》总体而言在拼
音教学方面较为完善，但在发音方法教学和拼音练习方面仍可提升。本文详细分析了教材中拼音部分的优
劣利弊，希望能为其他对外汉语教材的编写完善提供思路，提高对外汉语教学的质量。
【关键词】对外汉语、拼音教学、教材设计

台湾“国语”新义新用的“杀”
刘吉力  长沙师范学院文学院  

【摘要】台湾“国语”的“杀”动形兼备，以动为主，辅以形容词用法。形容词“杀”主要有“狠/酷/低”
三个义项，各义项来源不同；历时考察“杀”，呈现由升到降的发展态势，义项由单到多再到以“低”义
为主，“杀”的发展演变有其内外部原因；对比其他多个华语社区，台湾“杀”与其形成有无之别的新生
差异。新义新用的“杀”充分体现了台湾“国语”的变异性及独特性，因此是研究其最新发展演变的典型
案例之一。
【关键词】台湾“国语”、“杀”、形容词、变异

更好地与文献对话：留学生学位论文转述结构考察与教学
刘锐  澳门大学

【摘要】学术写作中，引用是与已有研究建立联系、创建自身研究空间的重要方式（Swales， 1990）。
因此需要大量地使用诸如“某某发现/认为”、“在某某看来”这类转述结构。学术英语（EAP）研究表
明，二语学习者在掌握转述结构上存在相当的困难（Neff et al. 2003；陈建林，2011）。本研究旨在考
察汉语二语者的学位论文中转述结构的使用情况。本研究从CNKI硕士学位论文库中随机选取了13篇留学
生用汉语撰写的学位论文作为考察对象。由于引用通常集中地出现在文献综述部分，因此考察的重点放在
论文的“研究综述/研究现状/文献综述”部分。我们使用Liu & Wang（2019）的分类体系对转述结构进
行了标注。结果显示，留学生学位论文中使用最多的是过程性转述，其次是话语性转述，最少是发现性转
述、认知性转述。对比成熟写作者的论文（刘锐、黄启庆、王珊， 2021），留学生过度使用过程性转述，
而发现性转述、话语性转述的使用比例偏低。结合不同转述结构的功能来看，留学生在引用中主要关注的
是研究对象、方法，而对结论、成果、作者的观点缺乏足够的讨论和分析。此外还存在以下问题：转述语
的功能类型、种类单一；（2）转述语误用；（3）转述结构滥用，造成无意义的引用。针对这些情况，
本文提出应该对转述结构进行针对性训练，综合使用范文学习、结构控制训练、改写等练习方法，帮助二

语者理解和掌握多样化的转述手段，以提高汉语学术写作的水平。
【关键词】转述结构、学位论文、引用、学术汉语、学术写作

虚拟世界和元宇宙：汉语国际传播的应用现状和未来的可能性
卢文慧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研究生

【摘要】依托现代信息技术和互联网平台在线教育的不断发展，“互联网+”开展汉语教学受到汉语教师
与汉语学习者的共同重视，使汉语国际传播更多样化。虚拟世界是一种持久的在线计算机生成环境，在远
程物理位置的多个用户可为工作或学习进行实时交互。本文首先介绍了虚拟世界的历史发展和元宇宙的概
念。元宇宙是互联网的延伸，允许用户彼此之间以及周围的环境进行互动，包括虚拟现实（VR）和增强
现实（AR)。人工智能（AI）的使用现已成为汉语国际教育的现实。通过特别关注四个特性，虚拟世界或
元宇宙的集成网络在四个领域取得进展：沉浸式现实主义、访问和身份的普遍性、互操作性和可扩展性。
对于每个领域，当前状态和需要的发展，这些特性被认为是可行的多元核心组成部分。本文考虑虚拟空间
在当代汉语国际传播的应用现状，以及元宇宙新技术领域的影响。以当代汉语为对象，以多学科交叉为视
角，结合汉语国际传播的相关实践，虚拟世界利益相关者和开发人员之间未实现的协作，构成人类社会文
化互动的一个引人注目的领域。伴随新技术发展和教学理念变化，在虚拟世界和元宇宙视野下展望汉语国
际传播发展的新思路。
【关键词】元宇宙、虚拟世界、人工智能、汉语国际传播

东南亚华语量词历时发展调查与思考
卢月丽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摘要】本文以东南亚华语为对象，以“史”的眼光观察东南亚华语中量词的历时发展面貌，最终按照“
史”的范式形成比较完整的表述，试图从一些具体的方面展现东南亚华语发展演变的内容及过程。文中把
东南亚华语量词的发展归纳为以下三种模式：上扬式、下行式及曲折式。在对上述语言事实考察与梳理的
基础上，文中得出以下两点认识：其一，东南亚华语量词的发展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其发展不止一种模
式，而是三种交织在一起；其二，华语量词发展演变的原因既有方言、英语的影响，又有其作为祖语具有
保守性的制约。
【关键词】东南亚华语、量词、祖语、历时研究

浅谈国际汉语教学中的跨文化理解 ―以在日教学实践为例
路浩宇  日本关西学院   
陈碧强  中国山东曲阜师范大学

【摘要】笔者以自己在日本大学试行的两次以“友谊”和“孝道”为主题的汉语口语教学实践为例，通过
学习者对“友谊”和“孝道”为主题所作的口头发表，在提升口语表达能力的同时，引导学生了解中国的
文化与哲学思想。通过观察学习者对“友谊”和“孝道”话题的口语课的参与情况，我们发现日本学生对
友谊话题的兴趣更浓厚，对友谊的理解比孝道更深，对友谊价值的认同大于对孝道的认同。日本是原子化
社会，由于个人本位思想在日本的盛行，学生对于跟自己关联紧密的同时代事物表现出更大兴趣。孝道涉
及两代人或三代人之间的关系，复杂程度远大于友谊，故不太容易引起在“核心家庭”的时代背景下成长
起来的当代日本大学生的同情与理解。由此可见，任何一种观念都与它的历史和人文环境有关，是传统延
续和社会生活的产物。由于“孝”涉及到代际关系，日本学生对“孝”的认识相对浅薄，往往是泛泛而谈。
由此引出对教学目标的思考：一，国际汉语教学不应仅仅停留在“术”的层面，而应在锻炼学习者基础能
力的前提下，上升到对学习者的人文关怀与灵性启迪的大道上来。二，知识传授与文化交流是两个层面的
问题，知识传授是无条件性的，而文化之间的融合是有选择性的。国际汉语教学需要在尊重文化多样性的
前提下进行。
【关键词】国际汉语教学、友谊 孝道、人文关怀
  

怒苏语多义词的文化内涵
罗自群  中央民族大学

【摘要】怒苏语是生活在中国云南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福贡县的怒族怒苏支系说的一种语言，属于汉藏语系
藏缅语族彝语支。怒苏语词汇，按照义项来分，有单义词和多义词两类。本文重点从多义词这一方面来分
析怒苏语词汇所体现的文化内涵，通过与汉语、藏缅语族其他语言的比较，来说明怒苏语词汇文化内涵的
特点。文中所用的怒苏语词汇都是来自本人田野调查获取的第一手语料。一、怒苏语多义词的类型：如果
以汉语为参照点，怒苏语中存在一些多义词——一个怒苏语的词，可以有两个及以上的汉语词语和它相对
应。既然是多义词，语音相同，语义相关。根据词性，可以把怒苏语多义词分为两类：1、词性相同的，

2、词性不同的。（一）怒苏语词性相同的多义词  怒苏语词性相同的多义词比较常见的是名词、形容词
和动词。（二）怒苏语词性不同的多义词  怒苏语词性不同的多义词，比较常见的是一个多义词具有两种
不同的词性，当然，也有一部分多义词不止两种词性。二、怒苏语多义词的文化内涵：我们把怒苏语词性
相同的多义词看做是静态相关，而把词性不同的多义词看做动态相关。和汉语比，和汉族比，使用怒苏语
的怒苏人和汉族在认知上存在着诸多差异，汉语的表达显得更精细一些，而怒苏语则比较笼统一些。怒苏
语多义词的这种特点，充分体现了怒苏语的文化内涵。
【关键词】怒苏语 、多义词、文化内涵

汉语二语者书面产出词汇多样性的文本长度效应研究
马庆 北京语言大学

【摘要】词汇多样性是二语表达能力的重要标志，是计算机自动作文评分的重要采集变量，但是词汇多样
性测量指标与文本长度之间存在复杂的关系。本研究从2010年4月HSK写作考试的实测大数据中选取154
份语料，重点探究了汉语二语者书面产出词汇多样性与其文本长度的关系。结果发现：（1）词种数、
TTR、Root TTR 、Log TTR等8个测量指标可作为词汇多样性测量的有效参量，但通过相关分析结果可以
看出，当文本长度过短的时候，很难反映出词汇多样性与作文成绩之间的关系；（2）8个测量指标均存
在文本长度效应，其中MATTR受文本长度的影响较小；其余7个测量指标随着文本长度的变化整体呈现出
线性的变化趋势；（3）当文本长度在60至100词范围内时，除MATTR外，相同文本长度下的LD值均存在
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关键词】词汇多样性测量、文本长度、语言产出、作文自动评分

西南官话中古非晓组字混读的声学考察—以四川中江为例
饶冬梅   西华大学

【摘要】古非晓组字的混读在西南官话中较为常见[1][2]。西南四省（四川、云南、湖南、湖北）方言中
非晓组字的混读主要体现为八种类型（见表1）。本文以四川中江方言的古非晓组字今读作为深度调查对
象（前人调查结果为Type2类型[2][3]），选择10位年龄在55-65岁区间的发音人（男女各5），得到约
9000个语音材料，提取擦音中段20ms的谱重心CoG（Center of Gravity）和标准差SD(Standard 
Deviation)两个参数[4][5]，从声学和感知两个角度考察了四川湘语中非晓组字混读（merger）以及语
音性变读（phonetics variation）的原因[6][7]：非晓组字的混读，跟[f]/[xu]发音的相似性以及感知混
淆有关，和语言接触也有密切关系。四川湘语受强势方言（Type 1）及普通话影响，混读规律出现例外
之外的字有所增多，混读的条件也逐渐走向单一化。
【关键词】四川湘语、混读、语音变读、语言接触

河北方言的“去分阴阳”现象
桑宇红  白茹 河北师范大学 

【摘要】学界对河北地区保定、唐山、秦皇岛地区冀鲁官话保唐片轻声前去分阴阳的现象已有报道，较早
应是《昌黎方言志》（1960），后有李思敬（1995）对宁河方言，接着田静（2007）、刘克龙（2010）对
唐县，后又有郑莉（2014/2019）、白茹（2016）、曹庆改（2018）、李仕颖（2019）、尹凯（2020）等
分别报道了与保定毗邻的石家庄的深泽、无极、辛集及衡水部分地区安平、饶阳也存在“去分阴阳”的现
象。河北方言去分阴阳具体表现为：（1）在单字调层面可以区分阴阳去，如无极和深泽；（2）在连读层面
区分阴阳去；主要分布于保定地区的曲阳、定州、唐县三个县市；（3）仅在轻声前连读时区分阴阳去，
主要分布于保定及石家庄、衡水部分毗邻保定的地区。
【关键词】河北方言、去分阴阳、连调及轻声、保唐片

课例研究：放声思考在阅读教学中的策略与设计
盛丽春、韩爱玲、幸锦龙 、胡晓苏  四德女子中心
张曦姗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为了提高学生在阅读理解、感悟欣赏及延伸拓展方面的能力，本校研究团队通过放声思考阅读策
略(Think Aloud Strategy)进行有系统、有针对性的阅读教学。放声思考策略是将个人内在的无声思考，
用口语表达的方式，将心中所思考的内容说出来。老师能借此了解学生的思维过程并加以引导纠正。放声
思考方式是展示思考能力的有效方法，让思维可视化，同时也能训练学生的口语表达能力。本研究以79
名中二高华学生作为研究对象展开三轮的课例研究。本文首先从研究背景、研究对象和研究目的做一个整
体介绍；接着阐明理论依据和相关概念；再具体介绍整个研究的教学实践过程。研究结束后，通过调查问
卷、教师观察以及学生反馈进行分析，最后再反思教学过程中所面对的难题与挑战。

【关键词】课例研究、放声思考、阅读教学

“洪武赶散”与苏北江淮官话
石绍浪  北京语言大学

【摘要】“洪武赶散”是指明初苏南向苏北平原一次大规模移民，虽然正史没有确切记载，但在苏北民间
普遍流传。苏北江淮官话入声韵有一个较为独特的特征，曾梗摄一二等帮组字读圆唇后元音韵母，并与通
摄合并，其分布与“洪武赶散”的移民范围基本吻合。比较发现，苏北江淮官话的这个音变应是源于苏州
移民的影响。今苏北江淮官话入声韵类突破中古韵摄的格局，发生了简化，也可能是明初苏州方言在苏北
扩散的结果。余论认为，在分析江淮官话与吴语关系时，不能只局限于“同源”的角度，还应考虑明初苏
州苏州方言在苏北的扩散。
【关键词】“洪武赶散”、苏州方言、苏北方言、江淮官话、入声韵

德国语言学家加布伦兹及其《汉文经纬》研究
宋楠  德国国际合作署中德合作中心； 波恩东亚研究院chinnotopia中国论坛

【摘要】本论文第一章介绍了与乔治·加布伦兹有关的史实，包括十七到十九世纪西方汉学的兴起、独立
与发展、加布伦兹家族史和乔治·加布伦兹的汉学之路。 第二章到第四章将《汉文经纬》拆分为“汉语
基本面貌”、“分析系统”和“综合系统”研读与解析，完整展现加布伦兹的语法思想和其构建的古代汉
语语法体系。论文的第五章和第六章，分别探讨了加布伦兹在西方近代语言学历史上所起的作用，以及对
汉语语法思想史的影响、突破和超越。同时在论文结语部分，讨论了中外语言学界对于《汉文经纬》一书
不甚明晰的几个问题。
【关键词】加布伦兹  《汉文经纬》

华文作为第二语言新闻听读教学的文献综述
孙晓颖   张丽妹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新闻听读教学在华文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中更是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本文回顾和介绍了
2001-2021年二十年间华文作为第二语言新闻教学的相关研究，文献主要来源于中国知网 (CNKI) 和Web 
of Science等数据库。本研究的文献综述主要围绕四个研究问题：第一，华文作为第二语言新闻听读教
学的目标有哪些？第二，华文作为第二语言新闻听读教学的原则是什么？第三，华文作为第二语言新闻听
读教学的难点有哪些？第四，华文作为第二语言新闻听读教学的教学策略和方法有哪些？最后，本文结合
新的时代背景提出了华文作为第二语言新闻听读教学的优化建议。本研究的成果和发现对华文作为第二语
言新闻听读教学具有良好的指导意义，同时也为华文第二语言新闻听读教学法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和指引。
【关键词】华文作为第二语言、新闻听读教学、教学目标和原则、教学难点、教学方法 

乙圩壮语多功能语素te∶ŋ1

覃薇  中央民族大学 

【摘要】本文对乙圩村壮语“遭受”义语素“te∶ŋ1”进行全面的调查描写，并刻画出“遭受”义语素
“te∶ŋ1”功能的整体面貌。对“遭受”义语素部分语法功能的语法化过程进行探讨，归纳出其语法化的
路径和机制，为学界了解乙圩壮语“遭受”义语素功能的语法面貌和特征提供新的材料。乙圩壮语的“遭
受”义语素“te∶ŋ1”呈现出多功能性，具备了十三种功能：①“触碰”义动词；②“对、中、合”义动
词；③“遭受”义动词；④“需要、用”义动词；⑤被动标记；⑥“对”义形容词；⑦“致使”义动词；
⑧情态助动词；⑨结果补语；⑩程度/状态补语；⑪“到、轮到”义动词；⑫副词；⑬假设连词。其中，
本文调查到了“遭受”义语素“te∶ŋ1”以往没有被调查描写到的功能为：①程度/状态补语；②“到、
轮到”义动词；③副词；④假设连词。
【关键词】乙圩村、壮语、“遭受”义

祁东湘语多功能词“落”的语义演变与主观化
谭丽亚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西南林业大学外国语学院
陈海宏  云南民族大学民族文化学院

【摘要】湖南祁东湘语多功能词“落”的用法比较特殊，其语义演变属于通过增加新义而产生的多义模式，
它的多个义项在语义上有一定的关联，或直接关联，如“落”作实义动词时的多种语义；或间接关联，如
前加准词缀型小称标记“落”可能是由实义动词“落”的“降生”、“遗留在后面”等义隐喻而来的。“

落”在祁东湘语中还可以重叠，在语义和语用表达上带有一定的感情色彩，可表达说话者对命题的多种主
观态度。祁东湘语“落”语义演变的认知机制主要有类推（隐喻与之相关)、重新分析（转喻与之相关）和
主观化（褒化、贬化与之相关)等等。
【关键词】祁东湘语、“落”、多功能、语义演变、主观化

论析新加坡华人华语及身份认同的变迁
谭国勇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身份认同的建构在国家及其国家层面下的政治、经济及社会发展上有着深远的影响。它可以使人
认可该国家在政治经济及社会层面上的立场及政策，也可以让人民在某种程度上产生了归属感。教育是建
构身份认同的其中一环。据王赓武教授与陈庆文教授所示，新加坡华人身份认同，是最没有代表性，后者
则认为身份认同是有目的性地建构出来的。由此说明了新加坡华人身份认同正等待人们来填补。也正是如
此，新加坡政府通过不同媒介，包括教育政策等手段来灌输和建构自身倾向的华族身份认同，即倾向于文
化上的认同。本文尝试通过1979年讲华语运动及新加坡教育部历来的教育改革报告书，来了解其倾向和
期许。1979年讲华语运动，主要目的是要整合新加坡华族各方言群体。当时，新加坡华人社会有多达12
个华人方言群体，拥有一个共同的语言：华语，促进他们之间的沟通，减少之间的纷争，团结一致。这有
利于营造及实施双语教育政策的大环境，从中促进经济发展。然而，时间的推移，讲英语家庭的增加，使
得讲华语运动有了新的使命，即提升人们对华文的认识。新加坡教育部在报告书中所倡导的文化认识，倾
向于应对华族内部压力和需要。这回应了陈庆文认为华人身份认同是人造的说法。与此同时，随着华人移
民的移入，他们所带来的文化是否再次在原有身份认同上融合或产生分歧，则是未知数。这将会直接或间
接影响新加坡华文华语以及教育发展的走向。
【关键词】新加坡、华人华语、身份认同、教育

新加坡高中文学教学提问策略的探讨— QUILT框架下的教学设计与实践
唐佑彬   潘旭    李俊贤    郝德奕 淡马锡初级学院
张曦姗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在华文文学课堂上，设计优质问题能引导学生进行品读和鉴赏。因此，本研究以主修H2CLL的
61名学生为研究对象，探讨基于QUILT提问框架激发学生学习兴趣与提升学生思维能力的课堂教学模式。
本文首先介绍研究的背景、对象及方法，阐述基于QUILT提问框架的教学理念与理论依据；接着以现代小
说、诗歌、戏剧以及文言文为例，介绍如何基于QUILT的提问框架设计不同类型的问题的提问策略；本文
也根据学生的课堂反应，探讨了QUILT提问框架下不同文学作品教学的几种提问策略和问题设计类型，在
体现以学习者为中心、加强师生互动和凝聚同侪间学习力量等方面的成效。本论文最后将通过前后测的数
据对比分析、学生反馈、教师观察和学生产出检视教学设计的实施成效。
【关键词】文学教学 、提问策略、 QUILT框架、教学设计

楚辞“羌”字句与湘西凤凰方言ʧʰɑ13字句 比较研究
田晓黎  中央民族大学

【摘要】楚辞里的“羌” ，自东汉王逸注释后的1800多年来 ，众多研究者引经据典， 却始终没有确解。
《楚辞》的“羌”字是否有田野遗存？在湖南湘西凤凰方言中存在极具特 色的ʧʰɑ13 1字句。本文从凤凰
方言ʧʰɑ13字句的田野记音开始，逐条分析，总结规律，再与《楚 辞》16 处“羌”字句进行对比研究，
结果显现，凤凰方言ʧʰɑ13字句基本传承着《楚辞》“羌” 字句的语义。 
【关键词】《楚辞》  羌

国际中文学习软件的大型网络游戏化
汪歆玥  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   

【摘要】汉语学习时间长的特点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二语学习者的热情，而当下飞速发展的大型网络游戏新
颖有趣，常令人沉迷。修坝不如引流，把学生们对汉文化和网络游戏的双重兴趣融入到汉语学习的全过程，
将有助于培养学习者持续性的学习兴趣。本研究分析了当下常用汉语学习软件中的游戏模式，结合现有网
络游戏的汉元素部分，提出了将汉语学习软件大型网络游戏化的具体设想。持续化：脱胎于传统的孤立小
游戏，将累计的学习成果作为升级模式，合理地穿插各类支线任务。系统化：学习者通过注册账号建立个
人学习档案，学习任务既包括集体学习，也包括多种自学形式。针对性：以学习者的需求为导向，提供相
应的实用汉语知识。灵活性：及时更新，高度重视用户反馈。允许教师使用游戏程序和知识库，以方便与
线下教学配合使用。
【关键词 】汉语国际教育、学习软件、网络游戏、学习兴趣

“ 打（타）”字的韩国汉字音形成过程考察
王 浩  四川轻化工大学人文学院  

【摘要】“打”字，在《广韵》中有两个读音，都是阳声韵，一个是梗摄、梗韵，开口二等，上声，端母
“德冷切”；另一个是梗摄、迥韵，开口四等，上声，端母“都挺切”。但是在韩国汉字音中，“打”字
读阴声韵타[t�ɑ]。本文从历史语言学和语言接触的角度出发，认为中世韩汉音（15-16世纪）中存在的
타[t�ɑ]和뎍[tiək]这两种读音，其形成主要是中国的影响，由“德冷切”和“都挺切”两种读法，平行
发展而来，“德冷切”变成了“都瓦切”直接影响了타读音的形成；“都挺切”本来是阳声韵，在传入韩
国以后，其阳声韵尾[ŋ]变成了入声韵[k]，实现了“阳入对转”，从而形成了뎍的读音。近代以后，随着
日语词向韩语的大量涌入，“打”字的日语唐音だ[da]与韩汉音中타读 音的高度相似性，使得타读音在
与뎍读音的竞争中，取得了最终的胜利。

汉语方言亲属称谓中的音变
王红娟  山东师范大学  

【摘要】亲属称谓是方言词汇中重要的一类，我们在考察方言间的词汇差异时，亲属称谓往往是重要的参
照项，如《汉语方言地图集 词汇卷》共有203条词汇图，其中涉及亲属谓的就有“爷爷、奶奶、外祖父”
等14条。在对汉语各方言中的亲属称谓进行梳理时发现，汉语方言的亲属称谓中普遍存在音变现象。比
如，山西运城的“弟”，单字音为“ti33”，但在“兄弟”一词中读音变为“thi33”。本文的音变的含
义是指：1.某个字或某类字在称谓词中的读音与其他情况中的读音不同。2.某个字或某类字在称谓词中的
读音于古今演变规律不合。本文讨论的方言亲属称谓中的音变类型主要有以下三种：个别音变、系统音变、
别义音变。
【关键词】汉语方言、 亲属称谓、 音变

乡村振兴背景下民族地区发挥语言经济效能路径的再探讨—基于西藏自治区林芝市M县的个案研究
王娟  陕西师范大学

【摘要】语言能力是重要的人力资本，语言经济效能是语言的重要社会效能，语言扶贫工作作为中国贫困
治理体系的有机构成，在国家脱贫攻坚的重要阶段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
后，民族地区的语言文字工作在扶持对象、政策范围和顶层设计方面也相应需要作出一定的调整。本文试
图在乡村振兴背景下进一步探讨如何继续发挥语言经济效能的路径。
【关键词】乡村振兴、语言扶贫、民族地区

四川方言的音系特征和两个历史层次
王倩  周及徐  四川师范大学

【摘要】 以往的四川方言研究认为，现代四川方言皆为明清时期的“湖广填四川”所带来。我们在近十
年的时间里，在四川作了广泛的方言田野调查。根据实地调查材料，我们提出新的观点：在四川省的岷江、
嘉陵江流域分布着两种不同的官话方言：嘉陵江流域分布着以成都话为代表的以“入归阳平”为特征的西
南官话方言，这是明清湖广移民带来的；岷江流域分布着以大邑话、宜宾话为代表的有独立的入声调的官
话方言，这是明代以前的四川本地方言的后裔。二者分属不同的方言层次而共存于今天的四川。本文以
2019年出版的《岷江流域方音字汇——“20世纪四川方音大系”之一》中语音材料为据，借助实验语音
学方法对成都话与大邑话、宜宾话作音系整理、以Praat软件绘制其声学元音图、声调曲线图，分析其在
音系上的规律性语音差别，说明今天的四川方言不仅具有以成都话为代表的湖广话语音类型，还有更为古
老的另一方言层次——这个音系今天仍具有入声独立、果摄一等字读为-u、麻三精见组读-i、模韵字读为-o
等语音特征。这些语音特征与成都话的湖广话语音类型有明显的差别，独立于成渝片西南官话而存在。 因
此，现代四川方言分为本地和外来两个层次：本地层次叫“南路话”，外来层次叫“湖广话”。
【关键词】四川方言、岷江流域、成都话、大邑话、宜宾话、方言音系

保定方言两字组连读变调及其若干问题
王帅臣  华北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 

在对河北省保定市下辖的24个县市区进行方言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展开本文的分析。首先描写清苑区的
两字组前字连读变调情况，以便对保定核心区域的变调情况有所了解。其次，介绍保定方言中的阴平变调、
阳平变调、上声变调、去声变调的地理分布、调值表现、调类分布等基本情况。再次，重点讨论上声变调
和去声变调。上声变调后的调值情况有一定序列性：一种是前字变调后与本声调系统的阴平接近或合流；

一种是前字变调后与本声调系统的阳平接近或合流。上声变调既有类型学上的原因，也有历史因素在起作
用。去声变调有一类和轻声有关。

西宁方言持续体标记“着”
魏萌  中央民族大学

【摘要】汉语西宁方言的体标记“着”主要表达持续体的语法意义。除单独使用，方言中“着”常与起始
体标记“上”、完成体标记“下/了”等其他体标记叠用。由此，西宁方言的持续体标记“着”多构成
“V着V”、“V着C”或“V着＋从句”三种结构。西宁方言持续体标记“着”常与起始体标记“上”、
完成体标记“下/了”等叠用，且均处于其他体标记之后，即动词后第二位置。叠用中，“着”仍表达持
续体的语法意义，其语义与前一体标记层层套叠，具有一定顺承关系。如与起始体标记“上”叠用时，“
上”的语义指向前面的谓语动词，构成“V＋上”结构；“着”的语义则指向“V＋上”这一整体，表达
动作行为开始并将进一步持续的状态，“着”具有一定未完整体范畴义。“V＋上＋着”结构还可续接其
他动词或补语成分，构成“V＋上＋着＋V”结构。此外，西宁方言持续体标记“着”常以“V＋着＋C”
形式用于述补结构谓语句中。其中，C可为程度、情态、结果、数量等多种类型补语，形式上可由单个形
容词或副词、数量或偏正短语及主谓结构充当。语义层面，“V着＋C”由“V着”与C两个时间过程构
成，C主要由“V着”引发或伴随，即两个过程包含一定的逻辑因果关系，这种关系可以是显性的也可以
隐性的。除构成“V着V”、“V着C”和“V着＋从句”结构外，持续体标记“着”还可用于西宁方言的
存现句和“的字结构”中，其用法具有一定独特性。
【关键词】西宁方言、着、持续体标记

“口”的比较词义探索
吴宝安  湖北大学文学院 

【摘要】“口”这一概念在汉语中主要有“口、嘴”两个词，根据它在汉语、汉语方言以及其他语言中的
用法，我们整理出了12组与“口”有关的共同引申，这些共同引申都可以通过“转喻”和“隐喻”来解
释。 基于转喻的共同引申有7条，如： 与言语功能相关，“口”引申出“说话、话语”义。与饮食功能
相关，“口”引申出“口味”“人口”义。与临近部位相关，“口”引申出“脸、鼻、咽”“口部饰物”
义。基于隐喻的共同引申有5条，如：与形状、位置都相似，“口”引申出“容器等器物通外面的地方”
和“出入的通道”义。与形状相似，“口”引申出“（山谷、水道等）大的豁口”“突出的部分；尖儿”。
这12组共同的词义引申在汉语、汉语方言以及英语、俄语、西班牙语、日语、泰语、印度尼西亚语、壮
语等语言中都以共词的方式出现，因此，我们可以将其看作是“口”在语言中的共同演变模式。
【关键词】“口”  比较词义 、共同演变

新加坡中学华文快捷课程后进生
语文学习的挑战和独立学习能力的培养
吴宝发  张曦姗  周淑君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后进生学习一直是教育工作者关注的课题，新加坡教师也不例外。后进生学习问题复杂，包括语
文基础薄弱；个人学习态度不良；缺乏独立与迁移的学习能力；课堂教与学方法不当等。本文立足于本地
一所中学的校本研究，借助文献研究法、问卷调查法与观察法，对中二快捷班24位后进生的学习特点进
行梳理，由此作出为期六个月对3个单元的教学调整的尝试，旨在分析后进生在课堂中语文学习的挑战以
及探索他们独立学习能力的培养。本研究对2021年新教材篇章里的语文技能做一次系统性的梳理，在课
堂阅读理解教学时，强调对文章理解的元认知策略之字义层次、逻辑层次、概念层次的教学，调动学生的
元认知，以弥补学生因语文基础薄弱带来的教与学问题。
【关键词】华文快捷课程 、后进生、中学新教材、元认知

中韩跨国婚姻家庭双语学习和使用状况及问题研究
吴思敏  闽南师范大学

【摘要】近年来，中韩跨国婚姻家庭日益增多。据统计，来自中国的在韩结婚移民总数在2019年已接近
20万人。中韩跨国婚姻家庭既有别于传统华侨家庭，又有别于普通韩国家庭，在语言文化上具有特殊性。
本研究以在韩中韩跨国婚姻家庭为研究对象，对其双语学习和使用状况展开调研，并针对其问题提出解决
方案。研究分三部分进行：第一部分利用文献分析法整理并分析韩国政府对多文化家庭的政策及多文化家
庭支援中心的相关资料。第二部分利用问卷法、访谈法与参与观察法对中韩跨国婚姻家庭进行相关数据采
集，并对数据进行定量与定性分析，多维度考察多种因子对语言的影响以及因子之间的相互作用及其与内
部、外部环境的交互关系，全面把握中韩跨国婚姻家庭双语学习和使用的特点及问题。第三部分综合考虑

调研结果，针对中韩跨国婚姻家庭双语学习和使用的问题和需求，从内部（中韩跨国婚姻家庭自身）和外
部（社会机构与教育部门）提出解决方案。本研究不仅可为中韩跨国婚姻家庭双语教育提供理论基础和实
践方案，还为以其为对象的双语教材及教学资源提供理论依据，为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跨国婚姻家庭双语教
育研究提供参考。
【关键词】中韩跨国婚姻家庭、双语教育、调研、解决方案

实践与反思：国际中文教学与信息通讯技术之运用
夏雪  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

【摘要】随着教育技术的发展，如何善用信息通讯技术（ICT）来服务于教学，实现以“学生为中心”的
教学实践，成为当今教育研究的热点。在国际中文教学领域，我们也面临着如何有效地将ICT运用于课堂
教学和学生学习的问题。本文即以此为出发点，在现代教育理论的基础上，以新加坡国际学校的非汉语母
语学生为研究对象，结合IB华文课程中的一个主题单元，从课件设计及课堂教学反馈等方面对ICT在国际
中文教育中的实践情况进行探索性研究，总结ICT辅助中文教学的几个原则：包括设计ICT要以学生学习
需求为核心，ICT的课堂使用应避免“喧宾夺主”，并反思教师在ICT运用中的作用，以期对新技术下的
国际中文教学发展提供参考。
【关键词】 ICT、 国际中文、课件设计、课堂实践

The Brief Analysis of Japanese Culture's Absorp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ulture
Hui Xu   Maca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bstract: Cultural exchanges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have a history of nearly 2,000 years. The fine tradi-
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ulture have exerted great influence on almost every aspect of Japanese 
life, such as architecture, clothing and so on. At the same time, Japanese culture has made a series of 
cultural innovations and developments according to its own national conditions while absorbing Chinese 
culture for reference. Starting with the reasons why Japan absorbed Chinese culture and analyzing the 
exchanges between Japan and China from 1972 to 2011, this paper analyzes and concludes that the similar 
cultural background of the two countries is the basic reason for Japan to better learn from Chinese culture. 
Finally, this paper expounds and analyzes Japan's absorp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ulture from 
three aspects: religion, ideology and diet. It is concluded that Japanese culture originated from Chinese 
culture, and before the Tang Dynasty, Chinese culture had the greatest influence on Japanese culture; after 
the Tang Dynasty， Japan began to have a real culture, but it was still influenced by Chinese culture.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and improvement of its own culture, it finally formed its own unique style. 
Key Words: Japanese culture; Chinese culture; Absorb; 

港式中文词汇与普通话的隐性差异
徐涵韬  北京师范大学

【摘要】“隐性差异”的概念及思想适用于全球华语对比研究，文章立足于此，讨论港式中文词汇与普通
话的隐性差异，首先以量词“枚”、动词“怀疑”以及名词“论调”为例，分析其在概念义、语法义、色
彩义等方面的表现；然后举例说明了隐性差异的三种存在形式，即有无之别、大小之别和程度之别，并指
出三者之间联系密切，不能孤立讨论；最后，文章认为未来研究应增强对华语隐性差异的考察分析，拓展
隐性差异的研究内容、语体范围及比较对象。
【关键词】隐性差异、词汇、港式中文、普通话

基本核心词词义的跨语言表现与特点—以61种语言为例
许可  冉启斌 南开大学

【摘要】本文建立了61种语言60个基本核心词词义数据库，从跨语言角度对其进行了细致考察。数据库
中共有义项约11440个，平均每词义项略超3个，最多达21个。平均义项数方面，动词最多，形容词其次，
名词、否定副词随后，数词、代词最少。义项数可能受词与外部世界的关联性、在词汇系统中的基本性以
及概念本身模糊性的影响。对词义引申深度赋值后，看到动词、形容词、名词的词义引申能力分较高，各
词的平均义项数与该分排名不一致。语言、词类对义项数量、引申能力分影响显著。通过网络图谱对词义
进行聚类分析和可视化分析后，基本核心词被分为10类，词类对聚类有影响。动、名、上形成较大词团。
名词[±指人][±身体部位]，形容词[±积极/消极]等特征会使词类内部形成关系更紧密的小类。图谱中，
hand连接动词和身体部位名词；head连接身体部位名词和指人类名词；man连接指人名词与褒义形容
词；one连接指人名词和数词；die、sleep等词连接动词和形容词等。

【关键词】基本核心词、词义引申、数据库、】可视化

冰墩墩的启示：中华文化符号海外传播的机遇与挑战
许琳皎  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

【摘要】北京2022年冬奥会吉祥物“冰墩墩”在国内外社交平台的爆红引起各界讨论。作为一种文化符
号，“冰墩墩”兼具多重内涵，承载着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功能。“冰墩墩”成为“顶流”，不仅
展现了中华文化强大的感召力，也为中华文化符号的海外传播提供了新思考。本研究基于符号学理论，从
视觉和语言两个维度分析符号传播的特点，挖掘“冰墩墩热”的深层原因，并从中得出中华文化符号海外
传播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基于此，笔者从符号传播的原则、内容和方式三方面提出了建议，即：调整传播
心态，着眼他者视角；加强内容设计，挖掘文化内涵；充分利用互联网媒介，引发情感共鸣。以期为中华
文化符号的海外传播提供借鉴，丰富中国文化传播领域的研究成果。
【关键词】中华文化符号、海外传播、文化传播、冰墩墩

韩国国民教育体系中汉语教育的发展与创新
许培新  山东大学

【摘要】本论文结合中韩两国历代交流的传统以及现代社会发展的趋势，在追溯韩国汉语教育发展历程的
基础上，重点考察自中韩建交以来韩国汉语教育的发展脉络，重点梳理并分析韩国国民教育体系中，大、
中小学不同层次汉语教育的发展情况以及出现的问题，总结韩国国民教育体系中汉语教育的主要特点；当
今国际大变局和新态势下，汉语教育发展面临着新情况、新问题，韩国国民教育体系中的汉语教育和学习
也在发生变化。因此基于教育理念升级、教学思路转型与教学模式创新，提出了加强韩国大、中小学汉语
教育的实践性、针对性，以及韩国汉语教育内涵式发展多元化路径的对策和建议。 
【关键词】韩国汉语教育、国民教育体系、内涵式发展

 
13—19世纪朝鲜半岛汉语教学对当代汉语国际教育的启示
许润芳  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

【摘要】朝鲜半岛有悠久的汉语学习历史，从以汉字为本、重视书面语学习到文言并重、对政治商务风俗
文化等不同领域进行全面了解，其汉语学习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汉学界人才辈出，促进了对中国制度、文
化的内化吸收及其本民族政治经济文化的进步。其中，国家层面的空前重视、语言政策的有力支持是不能
忽略的因素。目前流传的朝鲜半岛汉语教科书集中于13-19世纪，恰是两国政局革新、关系进一步密切的
时期，此类教材是今日研究两国历史上人文交往、不同时期汉语口语面貌、汉语教学法种类及影响、汉语
国际教育在半岛发展历程的宝鉴，本文以该时期《老乞大》《朴通事》《学清》等代表性汉语口语教材为
主要研究对象，结合韵书、字书及辞书类汉语书面语教材、《朝天录》《燕行录》与《朝鲜王朝实录》等
官方历史记载为佐证，共时对比同时期中国韵书。探讨官学、私学、司译院、承文院、译学院、质正官等
部门和职务发挥的历史作用，总结该时期朝鲜半岛汉语教学的优点和不足，力求为当代汉语国际教育汉语
人才培养、汉语教材编写、汉语教学法选择和语言政策制定提供一定的参考意义。
【关键词】朝鲜半岛、汉语国际教育、教学法、语言政策

语言赋能：乡村振兴多模态话语战略构建
杨城  浙江大学 

【摘要】语言是促进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乡村振兴中的每一步都离不开语言的力量。研究中首先依托多
模态话语分析综合框架，对余杭、桐庐、淳安三个乡村振兴示范地区的宣传片视频进行分析，总结其文化
、语境、内容、表达四个层面的多模态体现。其次依托质化分析的扎根理论方法，构建语言赋能乡村振兴
的战略模型，在组织、社会、个体三个层面探索赋能方向。最后，基于话语分析和战略模型提出未来语言
赋能乡村振兴的提升路径。研究发现，三个地区的多模态话语具有典型的区域特色，语言赋能乡村振兴需
要凝聚自上而下的多方力量，而国际化视角、内容的精准筹划、赋能视角的联动共振则是未来乡村振兴话
语努力的方向。
【关键词】乡村振兴、语言赋能、多模态、话语分析、战略模型

A Study on the Chinese Classroom of Foreign Students in the Epidemic Period Based on the Inter-
active Perspective
Haifeng Yang1,Daqian He2, Zhuoda Yang3

1. Center for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Wuh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Wuhan， 

2.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Wuh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Wuhan，
3. School of Chinese Studies and Cultural Exchange,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Abstract: Interaction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s affecting the result of online Chinese class teaching. 
By utilizing the method of questionnaire analysis, error analysis and document analysis， this paper selected 
200 international students from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Cultural Exchange of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of Wuh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of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as samples for investigation, including 94 undergraduates, 60 master 
students and 46 doctoral students. Among them, namely 86 in primary stage, 64 in intermediate stage and 
50 in advanced stage based on their HSK marks. The majority are from Asia (45%) and Europe (25%), the 
rest are from Africa (15%), America (10%) and Oceania (5%). This paper finds that the existing interactive 
methods of them include online conference platform, course live-streaming platform and video live-streaming 
platform. 
When using these platforms, we find there are some advantages of them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remote 
Chinese learning: They are convenient for students to preview and review before and after class, and they are 
helpful for the sharing of Chinese learning resources. However, we also find that there are some disadvantag-
es in teacher-student interaction and student-student interaction on these platforms, such as the lack of learn-
ing atmosphere (58% participants agreed) and the unwillingness of turning on the camera and micro-
phone(76% participants agreed). We think the factors causing these problems mainly include external and 
internal factors of teaching. The external factors include the factors of network connection, time difference, 
studying platform and studying resource allocation. The internal factor of Chinese teachers is that they are not 
adapted to the new way of online teaching, which makes them unable to carry out innovative design of class-
room interaction, and still choose the traditional teaching method (66% participants agreed). The internal 
factor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on the one hand, they lack online learning experience, so it is difficult to cope 
with some new challenges in teaching interaction practice. On the other hand, international students must 
overcome certain psychological factors in the interaction process of online Chinese classroom, among which 
anxiety and avoidance are the most prominent (80% participants agreed).
In conclusion, Chinese teachers can improve the interactive effect of online teaching through rational use of 
learning platform, effective allocation of learning resources and innovation of class interaction mode. Before 
teaching, teachers should inform students in advance of the selection of learning platform, registration, login, 
using process and a series of related matters. During the teaching process, teachers can allocate a certain 
proportion of class hours to organize interactive courses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s, such as group presenta-
tion, personal performance and seminar. After class, teachers can design and release questionnaires and 
use the background data statistics and other functions of the learning platform to analyze the frequency and 
quality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participation in interaction. Also, international students should actively adjust 
their learning psychology and improve their learning methods as well. In this way, they can get rid of negative 
psychological factors such as anxiety and avoidance, and focus on classroom interaction and knowledge 
itself, and finally achieve better learning results. Ultimately, teachers and students will collaborate to explore 
a course interaction path, adapting to the new mode of online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in the post-pan-
demic era. The research on this issue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enrich the theories of linguistics, psychology 
and pedagogy related to Teaching Chinese to Speakers of Other Languages. Also it can improve the teach-
ing efficiency of teachers and enhance the sense of gaining knowledge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Keywords: Interaction; Online Chinese Classroom; Chinese Teaching

国际华文推广的重要部分：志愿者项目的国别性/区域性分析—以缅甸为例
杨念  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

【摘要】2004年“国际中文教师志愿者项目”经中国教育部批准实施。直至疫情前，全球大约有7000名
志愿者在全球一百多个国家进行中文教学，其中大约3000名志愿者在东南亚各国任教，成为东南亚华文
教育重要力量。缅甸志愿者项目于 2009 年开始实施，至今已经有十年有余，到疫情前每年有一百多名志
愿者在缅甸各个城市甚至乡镇进行中文教学工作。十多年来，志愿者项目对缅甸华文教育发挥着重要作用：
为缅甸华文教育贡献了新的力量，弥补了缅甸华文师资的不足，促进了缅甸中文教育的合法化进程等。然
而，该项目也存在着一些问题，本人通过实地了解以及问卷的方式，深入分析了志愿者项目在缅甸的实施
情况，并针对性地提出几点建议，促进该项目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国际中文教师志愿者、华文教育、缅甸志愿者项目、参考

基于SLS平台的E晨读差异教学模式探索— 新加坡崇文中学的实践经验
叶语銮    徐小红   吴玉凡  新加坡崇文中学

【摘要】为了营造书香校园，培养学生的阅读兴趣和提高阅读水平，我校研究团队借助SLS平台，以110
名中三学生为研究对象，在全校进行E晨读研究计划。E晨读依据差异教学理论，照顾学生的个体差异，
所选篇章分年级、分主题、分文体，并结合各单元技能训练，设计不同程度、风格的晨读活动。学生借助
个人数码学习工具，选读纯文字或拼音版的、带声音和可查字典的篇章，通过SLS自测，在阅读护照上完
成任务。此外，高准备度的学生还可阅读更有挑战性的文章，并完成相应的挑战任务。研究结束后，团队
通过定量与定性研究检测学习成果。初步结果显示，基于SLS平台的E晨读差异教学模式，在一定程度上
激发了学生的阅读兴趣，也促进了教师的专业发展。
【关键词】SLS平台、E晨读、差异教学

Nasal Codas Merger in Chinese dialects: Modified Contrastive Specification and Sisterhood Merger 
Hypothesis
Jihye Yun  Asia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 Madison

Abstract：Chinese linguists have long debated about the directionality of nasal coda merger in Chinese 
dialects since the 1970’s. Some believe that the merging process is unidirectional (anterior to posterior) ,but 
others assert that alveolarization of nasal codas (-m>-n and -ŋ>-n) is the major trajectory. Previous studies 
failed to make a reasonable prediction about the further direction of the merger in addition to a lack of 
phonology-based analysis. This research analyzes the merging process on basis of Contrastive Hierarchy 
(CH) and Sisterhood Merger Hypothesis (SMH). The two theoretical frames make us draw two types of 
contrastive hierarchies: [Dorsal]>[Labial]，[Coronal]>[Labial]. That is，the merger between the alveolar 
and the velar nasal codas will occur after the completion of the merger between the labial and alveolar ones. 
Alternatively， the alveolarization of the velar nasal coda will happen after the completion of the merger 
between the labial and velar ones because the structure merger takes place on sister node of contrastive 
hierarchy. In conclusion， the final phase of the nasal coda merger will be the alveolarization of the velar 
nasal coda. The data of Chinese dialects and markedness theory both buttress the conclusion.

Keywords: Nasal codas，Chinese dialects，contrastive hierarchy，sisterhood merger

《易经》归纳、演绎思维在母语教学中的课堂实践和应用
庾潍诚  新加坡伟源中学

【摘要】作者根据自己长期研究《易经》的经验，提出和认为：《易经》作为中华古代的文化典籍，归纳
和演绎思维是它的最重要核心思想之一。同时，作者结合了自己多年的新加坡课堂教学实践，发现：《易
经》的归纳、演绎思维可以有效实践应用在现代的母语教学当中。归纳，是引导学生化繁为简，迅速掌握
教师布置的课堂指令或內容；演绎，则是学生有效应用课堂所学知识进行复述和重构。本文列举具体的课
堂实践应用例子，就是：(一)课堂的指令语言“ABCD”；（二）思维图的教学应用；(二)作文教学实践
的“DEEPAI”（细节描写）自创理论。作者最终观点认为，《易经》思想可以古为今用，实践应用到课
堂母语教学，从而达到提升学生的母语学习效果。
【关键词】易经、归纳、演绎、教学实践应用

中国古代建筑文化的汉字演绎
袁忠  中国华南理工大学

【摘要】中国古代建筑文化的丰富思想很多都凝结在一个个的汉字中。在汉字的构形、本义、转义、暗喻
等不同的运用中，存在着古人有关建筑活动、建筑形象、建筑心理等蕴含，很多汉字就是一个空间概念、
一个居住范畴。古人对中国古代建筑的感知的原初意识首先凝固在古汉字中，古代建筑的最初“文本”可
求诸古汉字，作为象形文字的古汉字与作为现实空间的古建有着天然而内在的通贯性。本文通过考察汉字
的字符构形及作为词或词素的单个汉字所展示出的建筑文化意象，探究作为表形文字、表意文字的古汉字
在其构形、组词、使用、书写等多方面体现的古代建筑文化意义。
【关键词】汉字、中国文化、古代建筑

GRR教学模式的实践与反思——以新加坡H2华文与文学新诗教学为例
张建立   张建平  新加坡国家初级学院    
张曦姗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2021年新加坡H2华文与文学新课程引进课外文学作品赏析的部分，与旧课程标准相比，这对学
生是具挑战性的变革。为应对该挑战，我院以新诗为切入点，设计了从指定文本到课外文学作品的教学实
践配套。该实践以“新加坡课堂教学实践要领”(STP)为指导，依据探究式学习（IBL）理论，采取“教、
扶、放、收”四个阶段的“渐进释放责任直接教学模式”（GRR），旨在逐步培养学生独立鉴赏文学作
品的能力。实践证实，这一教学策略增强了学生的信心和赏析能力；同时，也发现了一些有待进一步充实
和深入探索的空间。本论文将阐述该实践所采用的教学理论、教学策略、教学流程、教学成效及反思。
【关键词】  GRR教学模式、H2华文与文学、新诗教学    

“V走”和“V去”互换性的多重对应分析
张进凯  中国兴义民族师范学院 文学与传媒学院

【摘要】  本文在“原型—样例连续统”理论指导下，通过基于用法的多重分析方法探讨表征“位移运动
事件”的“V走”和“V去”的变异性和互换性。研究发现：“V走”主要表征位移方向不明确、没有位
移目的地的位移运动事件；“V去”主要表征位移方向明确、位移目的地可预测的位移运动事件，因此
“V走”和“V去”处于位移运动事件“原型—样例连续统”的不同位置，“V去”较“V走”更接近位移
运动事件的原型。“V走”和“V去”在表征位移运动事件原型特征和典型样例时不存在概念重合，在表
征位移运动事件非典型样例时，在概念变量特征的交互作用下表现出概念重合。
【关键词】多重对应分析  位移运动事件  概念变量  互换性  变异性

书面语言复杂度对华语二语者写作质量的影响研究
张漫莉  北京语言大学  

【摘要】本研究基于韩国学生的HSK写作测试语料，采用若干典型指标，对华语二语者的书面语言复杂度
与写作成绩之间的关系进行了量化分析，考察了词汇及句法复杂度指标对学生写作质量的影响。研究结果
表明：词汇复杂度和句法复杂度指标与学生的写作质量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Guiraud指标、虚词
使用比率、连词使用比率、复杂词使用比率、话题链数量、话题链分句数、零形成分数量和T单位数量等
指标对写作质量具有较强的解释及预测效度。
【关键词】语言复杂度、汉语二语、写作质量
  

基于树库的汉语二语写作句法复杂度研究
张婉莹  北京语言大学

【摘要】句法复杂度（Syntactic Complexity，简称SC）在评价二语者语言水平、语言动态发展及写作
质量中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吴继峰，2018）。已有的研究侧重于SC对日语、韩语等母语者的汉语写作
评估的有效性问题，研究结论未必适合少数民族母语背景的汉语二语书面语评价。基于此，本研究以参加 
HSK（高等）考试的维吾尔族考生的作文语料为研究对象，基于自建的汉语二语句法标注语料库，从粗粒
度和细粒度两方面指标体系入手进行以下四个方面的研究：（1）通过预处理构建小型依存句法树库（
Dependency Grammar Treebank），作为句法复杂度研究基础；（2）通过小句切分和搭配抽取研
究粗粒度指标和细粒度指标的分布特征；（3）针对不同写作水平的被试SC指标进行对比研究；（4）基
于典型SC指标体系探讨二语写作水平动态发展特点。研究发现，基于T单位等粗粒度句法复杂度指标在区
分学生写作水平和预测写作成绩方面的解释力较弱，而基于短语层面的细粒度句法复杂度指标能够有效区
分写作水平和预测写作成绩。
【关键词】树库、 二语、语法

阅读与抒情文写作教学的有机结合—以华侨中学（高中部）语文特选课程为例
张薇  王健仲  华侨中学（高中部）

【摘要】抒情文写作一直是学生的弱点，也是教师的教学难点。由于没有经过有系统的抒情文写作训练，
高中生很容易将抒情文、记叙文或议论文混为一谈，对抒情文的写作手法更是一知半解。再加上学生缺少
生活历练，要让他们短时间内掌握抒情文写作手法，并进行创作，无疑难度极大。有鉴于此，我们决定在
现有的教学内容上融入抒情文写作教学，尝试结合REAP的阅读理论与教学实践，将阅读与抒情文写作教

学有机结合，以39位高一H2华文与文学的学生为对象，引导他们建构抒情文概念，了解并掌握抒情方式
与写作手法，从而进行写作实践。最终，通过调查问卷、课堂观察和学生作品，梳理和分析了阅读与抒情
文写作相互融合的方法及其有效性。
【关键词】抒情文写作、阅读教学、REAP阅读方法、语文特选课程

地名中的关中方言
张文丽  陕西学前师范学院文学院

【摘要】关中方言，曾经作为汉民族共同语基础方言，对周边地区方言、其他地区方言和民族共同语产生
过重要影响。地名是人们用以区别个体地物的语言符号，而作为纪录地名的语言符号包含形、音、义三个
部分。关中方言区的地名，尤其是地名用字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关中方言的特点。本文从关中方言
区中的代表性地区——西安入手，整理分析其地名，得出如下结论：1.声母 （1）古全浊声母清化，平声
送气，仄声归并关中方言中存在差异，西安归不送气，例如“中官亭/中官厅”、“安居巷/钱局巷”。
（2）古知系开口字按照等分化，知系二等、庄组、章组止摄字与精组合流，读ts、tsh、s，例如“三里
村/山李村”。（3）古泥、来二母在洪音前混用，尤其是在洪音鼻音前，泥母混入来母，读l，例如“新
农田/兴隆庄”。2.韵母 （1）前后鼻音混用，关中方言后鼻音为ŋ，前鼻音丢掉鼻尾n，主要元音鼻音化
。由于在当地人听感上二者具有相似性，表现在地名中前后鼻音字混用。例如“上游巷/三友巷”。（2
）遇摄合口一等端系字，元音复音化，读ou，与流摄合并。例如“双楼寺/双路寺/双芦寺”。（3）果摄
开口字一等字与果摄合口字合并，例如“贺韶村/火烧村”。通过分析发现西安地名用字的流变反映了关
中方言的特点及其变化，具有强烈的方言特色，深入研究地名可以挖掘背后隐含的历史文化内涵，提升文
化软实力；可以为地名用字、拼写管理提供理论支撑，推动新时代的语言文字工作。
【关键词】关中方言、西安地名、文化

从外交新词语看中国外交动向—以2010-2020年度《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媒体新词语表为例
张星霞  韩国汉阳大学

【摘要】本研究基于2010-2020年度《中国语言生活报告》媒体新词语表中的外交新词语，运用数据分析
法，从其分类、使用频次和年度分布三个方面考察中国近十年以来的外交动向，为读者勾勒出中国外交全
貌，以期让读者更好地了解当前中国的外交形势，并为中国未来的外交实践提供一定的智力支持。本研究
认为，按照领域划分，这些新词语所涉及的外交领域包括总体外交、经济外交、政治外交、军事外交、文
化外交、科技外交和医疗外交等七大领域；根据性质，这些新词语所涉及的外交类型又可分为方针类、方
式类、事件类、成果类、组织/平台类、场所类、色彩类和人物类等八大类型。它们较为真实、客观地反
映了中国近十年以来的外交动向。
【关键词】外交新词语、中国外交动向、《中国语言生活报告》、分类、使用频次、年度分布

华语文汉字学习策略个案研究-以印尼华语文学习者为例
张胜昔　中国华东师范大学国际汉语文化学院
陈信助　台湾中国文化大学教育系

【摘要】对外华语文之汉字习得一直困扰着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与学。若华语文教学伊始就“重听说而
轻汉字”，不仅将形成中高级以上的学习阻力，更达不到语言习得可持续发展的教学效果。本研究针对一
名中高级程度印尼华语学习者的“初级汉字习得历程”进行了个案分析，围绕汉字习得心理认知、脑神经
机制、仲介汉字等理论，剖析形声字之习写、读音、识义三方面的“中介状态”，深度探讨了形声字之“
形义-音”的习得联结难度，说明汉字作为第二书写系统的学习策略，以及具逻辑性有系统的字本位教学
在华语文习得中的重要性。期许研究结果可提供日后相关教学与研究参考使用。
【关键词】字本位理念、汉字心理认知、中介汉字、可持续性发展、个案分析

“错位的称呼”—当代汉语社交称谓语的变异与泛化
张雪  澳门科技大学 

【摘要】汉语中的社交称谓语是汉文化特征的缩影，亦是对中国社会现状的即时反映(Chao1956， 
Gu1990， Wang2003)。无论是对于语言学本体研究，还是对于语言与社会的互动关系研究，该议题都
具有新鲜价值(Brown&Ford1961， Ervin-Tripp1972， Zhang2021)。本文基于真实语料收集与分析，
针对当代汉语中四个新兴社交面称语(social vocative)的使用原则、表意功能、交际效果等维度进行了
深入讨论（分别为：“（小）哥哥/姐姐”、“老师”、“同学”、“家人们”）。研究发现，当代汉语
社交面称词有如下特征：（1）原有亲属称谓用法深入泛化（例如“（小）哥哥/姐姐”）；（2）职业称
谓用法深入泛化（如“老师”）；（3）“错位”称谓语兴起（如“同学”）；（4）网络称谓语变异性

强（如“家人们”）。当代汉语社交称谓语处于全面深入的泛化与变异中，其成因、过程、程度等，都与
语言发展和社会变迁密切相关。
【关键词】称谓语、社交面称、语言泛化、语言变异

“给我+VP”的主观处置功能
章天明  日本小樽商科大学

【摘要】本文主要讨论“给我+VP”结构表主观处置的语义来源，以及“给我+VP”结构 主观处置功能
实现的机制。 第一，“给我+VP”有两种不同的语义特征。表示“请求”的“给我+VP”中的 “给我”
等同于“为我”或“替我”；而表示“命令”义时，“给我”不等于“为、 替、向”等等，“给我”只
表语法意义。 第二，“给我+VP”的主语只能是第二人称代词，或指人称谓词语，或者是 VP 的受事。
VP 应当具有 [+自主]、[+动作]和[-褒义]的语义特征。 第三，通过“给”字句处置义来源的再分析，以及
与“给 X+VP”句式的对比， 分析得出“给我+VP”句式具有主观处置义。 第四，“给我+VP”中“给
我”的语法化成分的性质，以及第一人称代词的介 入，使“给我+VP”的主观性得到实现。
 【关键词】语义关联、结构关联、受益和受损、主观处置

多元智能理论与对外汉语阅读教学研究—以《零食》为例
赵畅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

【摘要】阅读过程包含着反应读者认知过程的丰富材料，是学习者汉语能力高低的重要体现。虽然近些年
汉语阅读教学的研究层出不穷，但是汉语阅读课堂仍存在着学生学习被动的情况，因此其教学策略还有待
进一步的研究。经过对教学理论的研究，多元智能理论从心理学角度研究了人的智力潜能是多元的，而阅
读教学不仅要教授学生语言文字知识和阅读规律，还要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因此， 我们认为， 对
外汉语阅读教学要想达到最佳的效果， 就必须从多元智能理论出发。本文主要结合《零食》一课从智能
理论下的每一个智能元素分析适合的教学策略和具体实践情况，最后经过反思提出多元智能指导下的阅读
课的教学原则，希望能够为阅读教学者提供一定的参考性建议。
【关键词】对外汉语阅读教学、多元智能理论、教学策略

中韩二语教学高阶教材对比与分析
赵莉  南京大学
赵学玲  Seogwipo-si, Jeju-do, Korea

【摘要】本文选取中韩两国用于本国语言国际教育的代表性教材《博雅汉语》（2018-2020）和《首尔大
学韩国语》（2012-2015），就两种教材高级阶段部分在文化主题选择、体裁内容以及训练模式上的异同
加以比较。认为两种教材在结构上都以文化主题来分类编排，并与训练模式紧密结合，但两种教材呈现出
的差异也十分明显。两者之间的差异固然可归因于两国国情、语言、文化特点的不同，但文化视角和文化
意识的不同是最根本的原因。考虑认知规律和文化视角，选择恰当且丰富的文化内容，不仅能够更好地实
现与国际学生的共情和跨文化交际的目的，通过与语言功能的紧密结合，也能够使语言训练获得更好的效
果。
【关键词】二语教学、高阶教材、对比、分析

社会语言学视角下女性群体通称的使用情况分析
郑皓月  中央民族大学

【摘要】称谓是人类社会中体现特定的人在特定的人际关系中关于身份角色的称呼，称谓词语与社会发展
联系非常紧密，在新中国的发展历程中，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乃至与国际社会的关系都将对称谓
词的使用产生影响，并在历时语料库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迹。在语言生活中，女性群体通称使用情况的
相关统计既反映了语言生活的变化又反映了中国妇女的发展状况，本文主要从社会语言学视角出发，观察
女性群体通称的使用情况。分别从历时角度和共时角度出发，分析五四运动以来“女性群体通称”使用情
况的历时变化，分析不同语体下女性群体通称的使用变化，发现人们对女性群体通称“妇女”“女性”“
女人”“女子”语义特征的不同认识影响了人们在不同场合下对女性群体通称的理解和选用。
【关键词】社会语言学、女性、称谓、语义

反义词“前”“后”的平衡与不平衡研究
周欣然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

【摘要】反义词作为一种常见的语言现象在人们的生活中被普遍使用。一般而言，反义词总是成对出现，

形成平衡状态，即一个词与另一个词形式对称但意义相反。然而以“前”、“后”为例，作为现代汉语中
使用频率较高的一对典型反义词，却很少有人在使用时能注意到其背后隐藏的不平衡现象。本文第一、第
二部分均从义项、构词、所构词、使用频率这四个方面展开，分别探析反义词“前”“后”平衡与不平衡
的具体表现，说明两者在平衡中存在着不平衡。接着又从认知、语义、语用、文化四个角度阐述原因，正
是由于“后”的被认知时间更早、语义范畴更大、受语言经济原则影响更多以及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内涵更
丰富，才使其能够拥有更广的使用范畴和更高的使用频率，也因此造成了反义词“前”“后”的不平衡现
象。
【关键词】前、后、平衡、不平衡

整合训诂方法论新探
周雁飞  新加坡新跃社科大学

【摘要】陆宗达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提倡“训诂方法的科学化” 。本文运用肯·威尔伯的”整合理
论”，采用其“四象限五要素”的框架结构梳理审视传统的训诂理论和方法。首先论述了训诂原理与整合
理论的内在关系，在此基础上将训诂学的适用范围与整合理论相结合，阐释其与传统训诂方法之间的深层
关联模式，及其有效性、前瞻性，进而使整合训诂方法不仅具有理性的解析，而且富于实践的可操作性。
本文是实践训诂学与西方阐释学（英语：hermeneutics）接轨的一次尝试，旨在为训诂方法论的现代转
化提供新的激荡和借鉴。
【关键词】训诂学、解释学、整合理论、四象限五要素

普通话句末语气词的句法性质
宗晓哲  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院

【摘要】本文探讨了句末语气词“啊、吧、吗、呢”的句法特征，认为它们超出了狭义的句法范畴，在话
语中具有表达功能和人际交际的价值。首先，从通过与语气副词、标句词“说”的位置对比，可以看出语
气词句法位置很高，独立于所在句子，属于语用层面。从语用角度来看，句末语气词具有明显的程序意义。
“啊”要求听话者参与到会话中，促进话论继续，是“互动标记”。“吧”在句中通过降低话语确信度，
缓和交际双方关系，是“礼貌标记”。“吗”要求话语权发生变化，促使听话者对所提问题进行进一步的
解释，是“问询标记”。“呢”在话语中起到凸显说话者所表达的语义关系的功能，使得话语与语境之间
存在一定的语义联系，是“焦点凸显标记”。
【关键词】句末语气词、话语标记、句法-语用接口

现代汉语周遍性主语中周遍义的形成原因
左思民  高丽大学中文系 /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  

【摘要】本文探讨了现代汉语六种周遍性主语中周遍义的形成原因。结论如下：在任指疑问类周遍性主语
句如“谁都认识”中，主语的周遍义是经由疑问代词的任指用法而获得的“全域义”。在含数词“一”的
周遍性主语句如“她一点道理也不懂”中，主语的周遍义依托梯级义经语用推理而得，并且只允许从否定
极小量达到否定全量的推理。在列举类周遍性主语句如“老王粤菜也吃过，川菜也吃过，鲁菜也吃过，浙
菜也吃过，中国八大菜系的菜都吃过”中，主语的周遍义并非列举的产物，而由最末的总括分句直接表达。
在物量词重叠类周遍性主语句如“家家都用上了煤气炉”中，主语的周遍义源于物量词重叠式所具的“每
一”意义。在含“全部”等词的周遍性主语句如“全部（都）得参加会议”中，以及含“每”等词的周遍
性主语句如“每个人（都）很认真”中，主语所含的周遍义由充当句子主语的词语直接表达。
【关键词】周遍性主语、任指、语义、语用义

37



七、论文摘要

试析因果连词“因而”“从而”“故而”
安美璇  北京师范大学

【摘要】“因而”“从而”与“故而”是表示因果关系的一组连词。经考察发现，三个词的生成方式均属
于跨层结构的词汇化，源头可以追溯到先秦文献语言。古代汉语句法结构模式的弱化和消失是促成三者词
汇化的重要动因，因此立足于古代汉语，结合词素“从”“因”“故”的词义及特点，考察并解释连词“
因而”“从而”“故而”在现代汉语中存在的使用差异，可以得到三者的区别特征。具体表现为：“因而
”强调因果之间的联系，依据前者推测出后者，后者可以是有所依据的推论；“从而”强调两个事件的发
生存在先后顺序，表达因果关系时，需要首先在语境上满足因果逻辑，通常更强调结果；“故而”所连接
的“原因”与“结果”均是已经发生的既定事实或客观存在的现实情况及惯例，通常更强调引出结果，但
也关注对原因的追溯。
【关键词】因果连词、词义特点、区别特征

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口语流利性评价指标效度研究
鲍杰 北京语言大学
 
【摘要】口语流利性是衡量二语学习者口语水平的重要标准，然而学界对于是否有必要从多个维度对其展
开评价尚没有明确的回答。研究以78份韩国汉语学习者的HSK口语测试录音为研究对象，以专家评分作为
参照，从时间、表达、语言（包括句法、词汇、语音）三个维度选取24项指标作为评价依据，来考察各
项指标对考生口语流利水平评价的效度。研究结果表明（1）所选取的指标中，与口语流利成绩相关的指
标共13项，可以解释口语流利成绩74.4%的方差；（2）在13项指标中，有5项时间维度指标、2项表达维
度指标和5项语言维度指标（句法指标1项、词汇指标4项）能够区分考生的口语流利水平。以上结果说明
在对汉语学习者的口语流利性进行评价时，有必要提取多维度特征。
【关键词】口语流利性、评价维度、指标效度、韩国汉语学习者

潮汕方言陈述语气词“哗（还）”的用法及其语法化
陈楷森  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摘要】在潮汕方言中，“哗[hũã33]”是表示确认某个事实的陈述语气词，由“哗”所构成的“VP哗
[hũã33]”可根据语境还原为“VP1□[hũã33]VP2”，还原式中“□[hũã33]”这个语音形式不再能分
析为语气词“哗[hũã33]”，而应分析为副词“还[hũã33]”。文章在考察语气词“哗”和副词“还”的
基础上，指出语气词“哗”的本字是“还”，语气词“还”由副词“还”语法化而来，其“确认”义来源
于副词“还”的“延续”义，虚化环境是根据语境省略了VP2从而使副词“还”处于句末位置的“ V P 1
还 ” 。 这 种 确 认 功 能 在 语 用 类 推 的 作 用 下 ， 最 终 固 化 为 语 气 词 “ 还 ” 的 语 法 意 义 。
【关键词】哗、还、语气词、潮汕方言

湖南平江赣语能愿动词“要”的脱落及长音现象考察
陈山青  邹珊珊 湘潭大学
 
【摘要】湖南平江赣语能愿动词“要”在语流中可脱落，使前音节读音补偿性加长，从而形成“脱落→长
音”音义互动现象。除了单一脱落外，“要”还可与副词“也”形成双重和选择性脱落。实验语音分析显
示，长音具体表现为音节的主要元音发音明显加长，声调调值变为[原调值+4]，声母不发生改变。语言经
济原则和韵律法则是该现象形成的动因和机制。能愿动词“要”的脱落代表了汉语音节脱落的一种类型，
提供了一种句法创新的途径。   
【关键词】能愿动词、要、脱落、长音、音义互动、韵律法则

中国古诗与其印尼语译文比较研究——以唐诗的韵律问题为中心
陈衍宏(Clement Tanaka) 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摘要】经过调查发现，目前中国古典诗词的印尼语译本数量不多，此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印尼上世纪
50年代至90年代的“禁华”政策所影响。诗歌翻译主张“三美论”，韵律是诗歌创作的重要因素之一，
韵律的转译应当被重视。本文梳理约有7种唐诗印尼语译本之后，发现周福源译文尤其重视“音美”部分。
本文根据译文的用韵情况与印尼古代诗歌类型进行对照，将周福源译文分为五种类型。然而，受到语言差
异的影响，多数诗作经过翻译后，在词语数量方面难以呈现形式上的一致，仅有少数情况或巧合原因达到

词数相同，如《十五夜望月寄杜郎中》原文与译文均有7个字（汉）、7个词（印尼），此现象或许为周
氏无法满足押同韵情况之下，对字数采取了一定的“补救”措施。最后，为了提高中印尼韵文作品翻译的
水平，本文提出了从宏观及微观层面的相关建议。
【关键词】唐诗、韵律、印尼语译本、比较

字本位理念之华语文教育生态系统教学效能分析
陈信助  台湾中国文化大学
张胜昔  中国华东师范大学

【摘要】本研究依据差异化教学与适性化教学理论探讨华语文教学生态系统中「字本位 理念」的教学效
能的重要性。透过台湾某大学华语文中心的初级华语文课程进行实验研 究。本研究采用开放式行动研究
法，辅以文献资料分析法、经验总结法和调查访谈法。研究过程包括「计画-实施-观察-反思」四大环节，
首先依据学习者背景之差异与需求， 适度安排（调适）总体教学方案及课程；再透过华语文「听、说、读、
写」并重的「综 合教学法」推进新的班级经营，以字本位理念及教育生态系统为基础重新设计和安排课 程；
然后依据学习者对课堂教学环节的感知进行反思与检讨，进行行动研究。研究结将提供对外华语文教学与
研究参考使用。
【关键词】差异化教学、适性化教学、字本位、教育生态系统、综合教学法

六何法的教学局限及其对策
龚成 王娟 郑文佩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六何法”能帮助学生快速找出文章的主要信息，经常被用在阅读教学中。很多教师在写作教学
中也常使用六何法指导学生构思，列出写作大纲。六何法在阅读教学中的优点较为明显，但在写作教学中，
却有其教学方面的局限。因为使用六何法进行选材，其实只是对选材信息进行罗列的手段，它是选材的结
果，而并不是选材的方法。至于如何确定“六何”中的诸多信息，为什么是此信息而不是彼信息，正是学
生特别需要得到辅导和训练的地方。而这个思维的过程，较少在课堂教学中得到显性训练。本文以写人和
写事的记叙文为例，通过思维过程的角度分析六何法在写作选材上的局限和不足，并尝试提出相应的解决
办法，帮助学生利用六何法进行最优选材。
【关键词】六何法、写作教学、教学局限、对策

法汉翻译中的名动词类转换
成萌 法国索邦大学

【摘要】词类转换是 J.-P.Vinay 和 J.Darbelnet (1958) 在《法语与英语文体学对比》中，通过对法英
文本的比较分析，提出的翻译主要手段之一：“ 在不改变信息含义的前提下，一种词类替换另一种词类
的过程。”由于法语与汉语在词汇和语法功能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在翻译实践中，译者往往采用该手段使
翻译变得更精准地道。该研究将基于对法国文学作品《红与黑》原文与三个中文译本的对比而进行词类转
换的相关分析。本文中我们将主要介绍在法汉翻译中出现的法语名词转换为汉语动词的现象。比如，法语
中紧随时间介词的动作名词常转换为汉语动词；又如，法语时间名词后的动作名词或情感名词可转换为汉
语动词，等等。通过对比，我们将发现汉语更习惯于用动词来表达时间含义。
【关键词】 词类转换、 法汉翻译、名词、动词。

中韩小说的机器翻译与人工翻译对比—以中国当代代表作家余华的作品为例
崔贤植 上海商学院

【摘要】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飞跃发展，神经机器翻译取得了巨大进展。机器翻译能否取代人工翻译？机
器翻译能否翻译小说？以上议题已成为翻译学界的热门话题。本文以中国当代先锋派代表作家余华作品的
韩译实例，选用中韩两国具有代表性的机器翻译引擎百度翻译和Papago，从文化负载词、长难句、超
句翻译单位等层面对比分析机器翻译和人工翻译，探讨机器翻译存在的问题以及前景展望。
【关键词】机器翻译、人工翻译、中译韩、小说

基于语料库的对外汉语同义词辨析—以“一定”和 “肯定”为例
崔香兰·朴兴洙  韩国外国语大学
 
【摘要】本文希望通过语料库的实证研究，探索出同义词“一定”和“肯定”的异同点和搭配对象的互补
性，以更好地理解并使用。 一般的同义词辨析大都通过字典等工具，依靠直觉经验和内省的方式。虽然

字典具有权威性，但仅仅依靠字典来辨析同义词存在许多不足之处。大型语料库以及先进的检索工具以其
特有的优势为同义词辨析提供了新的方法。本文基于先进的北京语言大学大数据与语言教育研究所的
BCC语料库，采用定量和定性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以同义词“一定”和“肯定”为例，分别从语域
分布、类联接、搭配特征及语义韵方面进行了同义词辨析的实证研究。 综上所诉，本文立足于对外汉语
教学视角，旨在探讨如何帮助学习者更加直观、有效的辨析近义词“一定”和“肯定”。尽管在内容上还
有许多不足之处，但仍然希望可以为汉语同义词教学提供一个可参考的依据。 
【关键词】 同义词、对外汉语教学、语料库、词语搭配、类联接

《岳麓书院藏秦简（伍）》部分字词研读
高婷婷  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

【摘要】《岳麓书院藏秦简（伍）》包含秦代大量律令档案材料，内容丰富，史料价值 高。本文提出五
则字词释读、断句意见，如简 131-132“劾”如字读、“失道” 当指偏离目的地、“回留”应断读开；
里耶秦简 8-777 号简当断读作“从人论、 报、择（释）免归致书具此中。”“简 163“私属免婢”当断
读开；简 199“率” 有劝勉之意；简 225“均”读为“徇”，巡视之意等。以期进一步疏通文义，为 学
界后续利用该文本提供便利。 
【关键词】岳麓秦简、字词释读、断句

语法训诂浅议：基于三个平面的“新描写”
高扬 浙江财经大学

【摘要】利用语法进行训诂实践最为关键的一步，是对疑难词句进行细致的结构描写。传统结构主义成熟
的描写方法的确解决了大量的问题，但是古代汉语，尤其是上古汉语作为一种综合性倾向的语言，存在大
量同形异构、一种形式表示多种功能、多种结构表示一种功能的现象，传统成分分析的方法在描写时还是
显得捉襟见肘。想要精准的描写就必须高度重视语言学理论工具，将不冲突的理论加以融合，将解释与描
写加以统一。因此我们的主张是：语法训诂应该基于古代汉语综合性的倾向，充分利用语言学理论，以考
察分布为核心，剥离语言外证据，根据需要在语法、语义、语用三个平面展开研究，在描写中加深解释，
在解释中深化描写，从而对待考词句的显性和隐性结构都做出最细致的描写，进而考察句例分布，求得达
诂。如在语法层面，除了关注最表层的成分组合外，也应该注意到，长期被忽略的汉语韵律，实质上就具
有形态的功能，利用这一形态，可以很好地解释一些传统结构语言学无法解释的问题，进而对结构做出精
细描写，解决争议。再如语义层面，上古汉语缺少形态变化，其他语法形式也比较隐蔽，位于深层的语义
层面研究涉及到语义特征、语义指向、义素分析、语义场等。如能充分利用，则可通过充分解释，对结构
做更准确的描写。而语用理论，可以帮助解决句与句之间的问题，适合处理一些重复、句读争议；而鉴于
语言普遍存在的语用诱发机制，这个层面的研究更是在描写时不能或缺的。
【关键词】语法、训诂、新描写主义、解释

皖北中原官话区淮北方言的疑问句
郭迪迪  郭辉  亳州学院中文

【摘要】“淮北”指安徽省北部的淮北市，辖相山、烈山、杜集三区和濉溪一县。按《中国语言地图集》
（2012）的分区，三区和濉溪分属中原官话徐淮片及商阜片。淮北方言疑问句有是非句、特指句、选择
问、反复问句四类。是非问是在陈述句末尾加上扬的语调“↗”表疑问。特指问常在句中用“啥子、咋的、
咋着、哪来”等代词作疑问点，要求对方就疑问点作出回答。选择句常用“是/ｖｐ还是ＶＰ”的选择格式作
疑问的焦点，句末常用语气词“昂”。文章主要描写分析了淮北方言的“可ＶＰ、ＶＰ不/没ＶＰ、ＶＰ
不(啵)/没有”三种形式的反复问句，并讨论了“ＫＶＰ、ＶＰ－neg、ＶＰ－neg－VP”的历史层次及
“可ＶＰ、还ＶＰ”的来源。
【关键词】皖北中原官话、淮北方言、疑问句

欧化影响下表范围限定的方位结构“NP抽象上”
郝锐  首都师范大学

【摘要】受欧化影响，早期现代汉语中表范围限定的方位结构“NP抽象上”集中大量出现。新中国成立
以来中期现代汉语中这一结构呈现新的发展态势。使用方面，表范围限定的“NP抽象上”成员有增有减、
有“潜”有“显”，但“增”和“显”是主流，既有量的增，也有类的显。语法功能方面，早期现代汉语
中“NP抽象上”可以充当状语、定语、补语，中期以来则发展出了“句首修饰语”的功能。具有人际功
能的“NP抽象上”成员正是从做句首修饰语的位置上进一步转变而来，且逐渐发展出全句评注、传信和
情态、衔接连贯以及焦点凸显等功能。

【关键词】欧化、NP抽象上、历时演变、表达功能

华语综艺节目对新加坡华族学生之影响的调查—以南洋理工大学为例
洪玮嬣  许润芳  南洋理工大学

【摘要】随着新媒体覆盖面的不断扩大和华语综艺质量的逐步提高，两岸三地和新马的华族年轻人对综艺
节目的关注度不断上升，由于没有语言壁垒、更新及时、内容有趣、种类丰富，新加坡华族青年大多对华
语综艺节目有所了解，部分学生更成为了资深观众。本文通过对本地华族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掌握其观
看华语综艺节目的频率、动机和偏好，两岸三地及本地华语最受欢迎节目的播放渠道、类型、主题、播放
平台和制作地点，华语综艺及相关对新加坡华族大学生华语使用水平、文化素养等方面产生的影响，了解
大学生在观看过程中感受到的文化、思维差异及对节目内容制作方向的期待，总结华语综艺对华族大学生
的影响及其走向华语中圈的可改进之处，为两岸三地及新加坡本土华语综艺节目发展方向提供参考，探讨
综艺节目等文化项目应用于汉语国际教育的可能性。
【关键词】汉语国际教育 综艺节目 华语 口语教学

短视频技术应用于听障初中生汉语教学的研究
洪臻颖  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 

【摘要】媒体技术极大地促进了短视频内容的发展与传播，短视频也成为了前者最常见的应用领域之一，
为身处不同行业的受众提供了信息输出和接收的渠道。而短视频的普及恰恰赋予了听障学生群体公平地接
受信息的机会。目前，以短视频为媒介，对听障学生进行汉语教学的研究仍有较大的发展空间。由于先天
或后天的身体缺陷和特殊的成长经历，听障学生常常会产生严重的自我封闭心态和对陌生环境的抵触心理，
又因与社会接触机会较少，自然地落于信息传输通道的末端。因此，只有将语言与技术二者有效地融合，听
障学生才能在汉语学习的道路上缩短与健全学生间的差距，且逐步实现“信息平权”。本文将以听障初中学
生的汉语学习过程为研究对象，依据认知语言学的相关理论，通过对听障学生的语言获得过程进行语境依赖
方面的研究，提出短视频应用软件参与其汉语习得的改进方案。
【关键词】听障学生、汉语教学、短视频 语境依赖

从康德的文学艺术理论看阅读在提高华文作为第二语言学习的学习兴趣中的作用
黄婉玉  林进展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新加坡以英语为通用语言，学生的华文学习缺乏足够的语言环境和学习动机。华文作为第二语言
的社会地位既定，其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不足的情况既定，仅依靠功利性动机注定无法引起学生学习华文
的足够动力，需要一个非功利性方法来提高学生学习华文的兴趣。康德在其美学理论中提出，由审美判断
所产生的愉悦是无功利性的、无任何利害关系的愉悦。审美活动是一种非功利性的、无利害关系的活动。
他认为阅读是最高级的审美活动，具有审美活动无功利、无利害关系的本质特点，是符合人的自由本质的
最高级的活动。由此看来，阅读是一种无功利性的活动，能够产生普遍的愉悦感受，可以用来提高学生学
习华文的兴趣。而若要阅读能够担当引起学生学习华文兴趣的重任，则需要让华文阅读回归阅读的审美本
质。
【关键词】第二语言学习、无功利性、阅读、学习兴趣

华文写作：微视频的运用策略再探
黄易亭  张水福  郭兰花   新加坡国家初级学院
张曦姗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中学低年级的学生在记叙文写作的内容上总是千篇一律，主题不够鲜明，详略不当，更严重的是
内容缺乏逻辑性，情节不合理。因此，研究团队希望通过微视频帮助学生“乐于用华文作书面表达，能感
受写作的乐趣，丰富写作内容”。微视频教学模式从观看微视频开始，过后通过提问，在科技平台上让学
生思考与分析，同侪间针对视频进行讨论，并和老师一起总结视频内容的主题、人物形象等技能，经过这
一系列的思考与讨论，教师才给出对应的作文题目。这项研究已在本院连续进行了两年（2020-2021），
今年我们以137名低年级学生为研究对象，再优化教学策略，希望持续为中学低年级写作教学提供一个简
易、操作性强的教学方法，以提升学生的写作能力，并加强学生写作的信心。
【关键词】华文写作、微视频、中学低年级
 

汉语二语者动名搭配习得研究
姜晓欣 北京语言大学

【摘要】本文将从研究内容、研究语料、研究结果三部分概述论文内容，具体如下。 一、研究内容 通过
动名搭配中名词宾语的语义类别、错误搭配的类型分布、不同母语背景 二语者动名搭配产出量三个维度
考察二语者与母语者、不同母语背景二语者（日 语、韩语、维吾尔语）HSK 作文中产出的动名搭配是否
存在差异。 二、研究语料 二语者语料我们选取了 2010 年 10 月 HSK 考试作文 90 篇，其中，韩国、日 本、
中国维吾尔族二语者作文各 30 篇。母语者语料是高三及其以上学历的汉语 母语者按照 HSK 作文考试要
求写的同题作文，共 30 篇。 三、研究结果 1、动名搭配中宾语对语义角色的优先选择关系是“受事>对
象>等同>致使> 结果”，二语者与母语者动宾语义类型选择顺序基本相同。 2、动词误用占偏误总数的一
半，是主要的偏误类型。 3、日本二语者与韩国二语者产出正确搭配的比率不存在显著性差异，产出 搭
配总量最多、错误搭配数量最少的是维吾尔族二语者。
【关键词】汉语二语者、书面语、动名搭配

汉语学习者常见的母语负迁移及教学对策
蒋一鸣  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

【摘要】以英语为母语的汉语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常常会受到母语的干扰，这种现象被称为“母语负迁
移”。因英语和汉语具有明显差异，以及学习者受母语思维的影响，“母语负迁移”现象在以英语为母语
的汉语学习者群体中屡屡发生，且有一定的规律性和同质性。研究母语负迁移有助于发现汉语学习的重难
点，指导教师更有针对性地开展汉语教学，从而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增强学生的动力和信心。过往文献
和本项研究显示，常见的母语负迁移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语音、词汇、句法、书写系统及文化背景。本
项研究将对以上五方面进行详细介绍和说明，并提供如下三点教学对策，以减轻母语负迁移对中文学习的
影响：归纳常见错误点并提供配套练习；营造“沉浸式”汉语学习环境；保持耐心并鼓励学生从错误中学
习。
【关键词】母语负迁移、汉语学习、教学对策

韩中后缀“X家”的语义研究 
金梅 ·朴兴洙   韩国外国语大学

【摘要】汉字和汉语最早在商末周初就被箕子传播到了‘朝鲜’， 汉语教学在韩半岛的历史源远流长。
作为汉字文化圈和儒家文化圈的国家，韩国对汉字、汉语和汉文化一直有较强的认同感。 韩国是大约从
公元600年开始，借用相当于汉语中高音的语音和文字。在韩语词语当中汉字词所占比例相当高， 虽然《
训民正音》（1446年）颁布之后， 韩国有了自己的文字， 汉字词的使用早己深入人心。韩语中的汉字词
大多保留唐宋时期的中古音韵， 书写上基本采用繁体字， 因此，韩国是最早接触和吸收汉字汉文化进行
汉语教育的国家。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不管是国家层面还是民间，韩国一直保持着汉语教育的传统。本
文研究的是汉语和韩语中共同使用的后缀“X家”（“X가”）的语义对比，特别是着眼于它的语义特性，
阐明意义差异为研究目的。韩中 “X家”的语义可分为同义，转移，变异的关系。笔者以类后缀“X家”
的语义特征、语用特征等方面来浅析“X家”词缀化产生的原因。韩中两国同处“汉字文化圈”之中，有
着密切的联系。第二语言的习得离不开牢固的第一语言基础。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研究已经成为一门独立的
学科，研究日益精深。各国的汉语学习者，在自身文化特点的影响下，对汉语语言的习得、难易把握、也
有着不同特点。其语言的共性及个性更有着不同于其他的特点，这为中韩语言研究提供了必要性，也为对
韩国的汉语学习者的研究提供了必要性。第一语言对第二语言的影响和干扰，所以常常会使第二语言的学
习者自觉不自觉地要以第一语言为标准来套用所学的语言，因此产生“对等”意识和偏误现象。希望中韩
共同使用的后缀“X家”的语义对比研究，对中韩之间跨语言跨文化研究的引玉之砖。
【关键词】 “X家”、类后缀、语义差异、韩国汉语学习者.

明末西班牙传教士菲律宾漳州闽南话教材古今韵母分合考辨 —以《汉语语法：漳州话语言艺术》（1620）
西班牙巴塞罗那图书馆善本为例
金美  中国厦门大学

【摘要】本文以在菲律宾马尼拉传教的西班牙道明会（又称“多明我会”）传教士撰写于1620年的教材
《汉语语法：漳州话语言艺术》（下文简称“漳州语艺”）西班牙巴塞罗那大学图书馆善本漳州闽南语为
例，对比考察今漳州话（下文简称“今漳州话”）与《广韵》音系韵母（每字所属韵摄开合等次及声调用
小字号标注于每字右下角），查考辨正明末菲律宾漳州闽南话与今闽南话韵母古今分合的历史音变遗存，
颇有启示意义． 
【关键词】 明末西班牙传教士、菲律宾漳州闽南话教材、古今韵母分合

跨语言视角下汉语结束义动词的语法化研究
景高娃  浙江外国语学院 

【摘要】本文采用共时和历时相结合的方法，对汉语结束义动词的语法化过程进行分析，并借鉴语义地图
的方法，描绘结束义动词的多功能性。事件连接功能的产生是结束义动词语法化非常重要的一环，符合类
型学结束义动词语法化的一般路径。在共时平面上，对方言中的结束义动词的关注还不足。“罢”在普通
话中已很少使用，但保留在豫北方言中，进一步虚化，并扩展出表达经历的用法。从跨方言或跨语言的角
度来看，汉语方言和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语言中的结束义动词有相似的从完结到经历的扩展路径。已见报
道的境外语言的结束义动词可以表达“以后”“已经”“完结”“接续”“过去”“完成体”等多种功能。
汉语结束义动词向完成体甚至经历体方向发展，体现了类型学的共性。
【关键词】结束义动词、多功能性、语法化、经历体

认知视域下韩国学生能性述补结构的习得研究
雷婷  中山大学 

【摘要】能性述补结构一般是指“V得/不C”结构，是汉语的一种特殊句法结构，该结构的使用条件相对
比较复杂，在韩语中没有完全相同的对应形式，因此韩国学生在使用该结构的时候常常出现各种偏误。传
统的“V得/不C”结构教学主要偏重于结构形式的描述，学习者虽然能记住能“V得/不C”的结构形式，
但是能准确理解把握并有意识地正确使用该结构的学习者却不多。本文尝试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对能性述
补结构“V得/不C”进行习得和认知研究，试图探索出能性述补结构“V得/不C”的认知加工机制，并以
此为依据帮助对外汉语教师找到更为科学有效的教学策略。
【关键词】能性述补结构、二语习得、认知研究、汉语教学

新马地区私会党的行业隐秘语
李国樑  新加坡独立民间文史研究员、民间文史顾问

【摘要】新马的华人帮会源自中国清朝的天地会，殖民地政府称之为secret society（私会党）。虽然一
些私会党员曾经回国反清，大体上私会党的本质已演变成通过武力争夺地盘，以新客与黄赌毒为主要营收
的社会罪案源头。19世纪末，新加坡私会党被令“解散”后，成立以洪门“廿一”为根基的“天地人神”
派系，行语亦趋向本土化，例如“平中”和“崩角”两大主流招纳新丁时都会“做大戏”和“布袋戏”，
急功好利的私会党老大则“去角”；私会党内部职位有426、415、49等，民间形容“08、24、369，敌
不过999（警方号码）”；一旦“风来了”最好马上把“白鱼”藏起来。此外，“开台”跑码头必须以《
五祖船》对诗，跟“水”相关的隐语甚至通俗化，成为民间方言惯用的俚语。 
【关键词】新加坡、天地会、私会党、行语

关于华文实时在线课堂互动技巧的思考
李静  范静哗博士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COVID-19的疫情导致许多青少年的学习场域从传统的同一物理空间的课堂转到虚拟空间的实时
在线课堂，实时在线教学的互动环境的改变也导致传统的师生互动条件发生了变化。当教师和学生分散在
各自的生活空间，在共享的虚拟学习空间中师生的互动与传统课堂相比，相对缺少非言语交流，这对学习
者的投入和注意保持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教师需要进行专门调整才能发挥在线教学的效果。本文从青少年
心理学的角度探讨注意力及其与在线学习的关系，进而分析在线课堂中的常见任务，并总结在线教学中的
一些互动技巧，目的在于通过形成良好师生关系、积极的学习氛围来加强课堂互动，为学习者赋能。文中
总结的互动技巧主要包括：1.激发学习动机的互动技巧，如提问、反馈、非言语交流等；2.教学过程策略
的互动技巧，如明确学习任务、设计话题以及任务导向教学等；3.差异化教学策略的互动技巧，如应用资
讯科技支持差异化教学、组织统筹课堂中的互动。
【关键词】在线课堂、非言语交流、青少年学习心理、在线互动

关于强调数量“就”的重音形式
李美京 韩国大邱大学
            
【摘要】本文主要以声学的方式针对既可强调数量多又可强调数量少的副词“就” 进行的研究。前人对
此研究已经很多如，在句法、语用、语义演变、语义指向、主观量等方面，但在韵律方面的研究却很少，
且几乎都靠语感来判断“就”是重读还是轻读。本文要对“就”的本体研究与韩汉对比研究同步进行，考
察在有无“就”的单量式结构中重音形式有何区别，还要看中国人和韩国人对“就”句子的音长和音高有
何不同。实验材料选择了《现代汉语八百词》，《现代汉语虚词词典》中的例句及自己调整的例句，一共
20个句子。实验对象为中国人3名，韩国人3名，各读三遍。分析对象一共为360（20*3*6=360）个句子，
57，600（20*160*3*6=57，600）个音节。本文要分析句中有无副词“就”的两种情况下，句中音长和
音高的不同。研究结果大体如下，第一，通过分析音长和音高来看，句中有无“就”时，重音位置有所不

同，没有“就”时，重音放在句末数量单位上，并且各音节的音长相差不大。强调少量时重音既可在“就”
上，也可在“就”后的数量单位上；强调大量时，重音放在“就”前。第二，韩国人不管副词“就”在哪
儿，一般都把重音放在数字上，有些人把它放在动词上。可见，韩国人对句中出现强调数量的副词“就”
的重音格式不太了解。第三，韩国人的每个音节音长区别不大，而重音的表现不太凸显。
【关键词】重音、 副词“就”、音长、音高

东南亚华语早期词汇发展变化研究
李权  北京师范大学

【摘要】本文以《叻报》《新国民日报》为研究对象，分别选取1917-1920（本文称之为“前期”）和
1930年前后（本文称之为“后期”）的等量本地新闻语料进行两点间的词汇比较，主要有以下两点变化：
第一，文言形式减少，白话形式增加。早期华语的语言风格可归纳为“文白相融”，即尚古的文言词和通
俗的白话词并存共用。对比前后期，文言形式有所减少，白话形式有所增加，体现出文言向白话的过渡特
点。第二，由不稳定趋于稳定。表现为如下语言事实：其一是同义形式的选择，如同素异序词，其二是异
形词的选择，包括自源和他源两类。它们均表现出前期词形丰富，且频次相近，后期出现了主要词形的变
化。以上几种变化主要受以下三种因素的影响：其一，早期国语的影响；其二，东南亚本土因素的影响；
其三，外语的影响。从“史”的角度来看，应该将共时和历时的研究思路相结合，多角度考察影响华语发
展变化的因素。
【关键词】东南亚华语、叻报、新国民日报、词汇

基于网络技术支持下韩国高校汉语教育现状
李秀彬 韩国仁荷大学/中国天津师范大学

【摘要】随着网络技术的普及，不受时空限制可以展开汉语教育。在疫情情况下，多数韩国高校采取了基
于网络技术支持下的远程汉语教育。本研究主要考察对象为20所韩国重点高校的汉语教育现状，主要考
察范围为韩国政府的官方文件、高校常用的LMS系统，K-MOOC平台、KOCW高校资源共享平台、高校
的OCW平台、高校官方网站进行了考察。考察得知，1）汉语与其他外语相比，韩国政府对汉语教育方
面的支持力度变化不大，可说明为韩国政府重视汉语教育。2）韩国高校利用LMS系统开展混合式学习以
及远程教育提高汉语课堂教学的绩效。3）通过K-MOOC管理实施策划可以看出，韩国政府重视基于网
络技术支持下的远程教育，以及远程教育有着一定的意义。本文进行了基于LMS系统支持下的汉语课堂教
学设计。LMS系统可以实现以学习者为中心的课堂教学，又可以减少教师的备课时间。基于LMS系统的汉
语课堂教学可以分为三大环节开展不同的教学活动。1）课前环节主要进行资源学习，比如：教师把教学
资源上传到LMS系统让学习者进行自学。2）课中环节可以点击远程会议（ZOOM与谷歌会议）开展远程
教育。3）课后环节利用LMS系统上的练习，考察学习者的掌握度。4)学生互动方面，LMS系统上教师创
建小组之后，不仅可以进行生生互动，还可以线上会议当中可以进行师生讨论。本文的研究工作可以为对
韩国汉语教育的信息化与汉语教学改革工作提供参考并借鉴。
【关键词】汉语教育 、系统

混合式学习模式运用于文学教学的设计与实践—以H2华文与文学小说教学为例
李志元  新加坡莱佛士书院（高中部）
张曦姗  南洋理工大学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随着数码科技的普及，课堂的教学形态及学生的学习方式也有了巨大的改变。混合式学习模式便
是其中一大教育趋势。学生在选读H2华文与文学这门课前，较少接触过文学作品，也缺乏深入分析文本
的能力。因此，如何带领学生深入分析课程中的所有作品，并教授学生分析文本的能力便成了一大教学难
点。本文试图以H2华文与文学课程下的小说教学为例，探究如何将混合式学习模式运用于文学教学上。
首先，本文将介绍研究背景与对象，并阐述新加坡混合式学习模式的概念和理论依据。接着说明运用混合
式学习模式于小说教学上的实践过程。最后，本文通过学生调查问卷、聚焦访谈及教师观察来检视教学设
计与实践的成效，再反思教学过程中所面对的挑战。
【关键词】混合式学习模式、H2华文与文学、小说教学

“年老”对新加坡华族年长病患意味着什么？—以医患门诊会话中的“年老”为例
林鼎勋   林尔嵘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摘要】在公共医院的门诊互动中，时而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一些年长患者会在话语中向医生标榜自己“
年老”的身份，如：“这么老了”、“我岁数有了”、“八十七岁了啦”等等。我们发现，这些以话语标
识自己或他人的“年老”身份不只是单纯的在传达信息。实际上，在不同的会话序列环境中，以话语标识

“年老”作为会话行为能达到不同的话语作用。以新加坡某一家医院的门诊语料为例，我们结合会话分析
（Conversation Analysis）方法与身份类属机制（Membership Categorization Device）的视角，
探讨“年老”这一身份类属在门诊互动中的作用。研究显示，一些华族年长患者会向医生标榜自己“年老”
的身份，以完成特定的话语行为，包括：一、合理化自己的病症；二、拒绝医生的医疗建议；三、辩解自
己身体功能的缺失。通过分析这些年长患者标识“年老”身份类属的互动序列及相关的会话行为，我们旨
在揭示新加坡华族年长患者对于“年老”这样一种身份标签的观念及认识，说明身份类属机制是如何搭建
起交互双方对话语的理解，也为医患沟通研究带来新的启发。
【关键词】会话分析、互动语言学、身份类属机制、年老

维吾尔语、西部裕固语颜色词文化内涵对比研究—以“黑”“白”为例
林雅琛   中央民族大学

【摘要】本文总结对比维吾尔语和西部裕固语“qɑrɑ/�ɑrɑ黑”“ɑq/ɑq白”的义项发现，两种语言“
黑色”既含褒义也含贬义，均有伟大、尊贵、有力、程度深、粗糙、无知、坏、反面的和孝服等义。但维
吾尔族接受了汉族“黑色”代表非法、秘密的认识。维吾尔族和西部裕固族都认为“白色”代表吉祥、善
良。西部裕固语“白色”可指所有奶制品和非宗教职业者，维吾尔族受到其他民族影响，借入了白色“落
后、反动”等贬义。并从社会生产实践、宗教信仰、风俗习惯三方面讨论“黑”“白”文化内涵的异同原
因。
【关键词】维吾尔语；西部裕固语；“黑”“白”颜色词；文化内涵对比

试论对外汉语教材中的拼音教学设计及拼音对教学的辅助作用—以《博雅汉语（第二版）》为例
刘迪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

【摘要】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开始学习汉语，各种对外汉语教材层出不穷。语音教学在语言学习初
期有着重要意义，对于汉语来说，拼音教学是发展其他语言技能的基础。教材是教学的依据，一些对外汉
语教材中对拼音教学的设计缺少科学性和系统性，并且没有较好的利用拼音辅助之后的技能教学。本文共
有五章，以《博雅汉语（第二版）》九册书为研究对象，分别从研究目的和意义、拼音教学设计、拼音练
习安排、拼音辅助其他语言技能教学、研究结论等方面展开论述。《博雅汉语（第二版）》总体而言在拼
音教学方面较为完善，但在发音方法教学和拼音练习方面仍可提升。本文详细分析了教材中拼音部分的优
劣利弊，希望能为其他对外汉语教材的编写完善提供思路，提高对外汉语教学的质量。
【关键词】对外汉语、拼音教学、教材设计

台湾“国语”新义新用的“杀”
刘吉力  长沙师范学院文学院  

【摘要】台湾“国语”的“杀”动形兼备，以动为主，辅以形容词用法。形容词“杀”主要有“狠/酷/低”
三个义项，各义项来源不同；历时考察“杀”，呈现由升到降的发展态势，义项由单到多再到以“低”义
为主，“杀”的发展演变有其内外部原因；对比其他多个华语社区，台湾“杀”与其形成有无之别的新生
差异。新义新用的“杀”充分体现了台湾“国语”的变异性及独特性，因此是研究其最新发展演变的典型
案例之一。
【关键词】台湾“国语”、“杀”、形容词、变异

更好地与文献对话：留学生学位论文转述结构考察与教学
刘锐  澳门大学

【摘要】学术写作中，引用是与已有研究建立联系、创建自身研究空间的重要方式（Swales， 1990）。
因此需要大量地使用诸如“某某发现/认为”、“在某某看来”这类转述结构。学术英语（EAP）研究表
明，二语学习者在掌握转述结构上存在相当的困难（Neff et al. 2003；陈建林，2011）。本研究旨在考
察汉语二语者的学位论文中转述结构的使用情况。本研究从CNKI硕士学位论文库中随机选取了13篇留学
生用汉语撰写的学位论文作为考察对象。由于引用通常集中地出现在文献综述部分，因此考察的重点放在
论文的“研究综述/研究现状/文献综述”部分。我们使用Liu & Wang（2019）的分类体系对转述结构进
行了标注。结果显示，留学生学位论文中使用最多的是过程性转述，其次是话语性转述，最少是发现性转
述、认知性转述。对比成熟写作者的论文（刘锐、黄启庆、王珊， 2021），留学生过度使用过程性转述，
而发现性转述、话语性转述的使用比例偏低。结合不同转述结构的功能来看，留学生在引用中主要关注的
是研究对象、方法，而对结论、成果、作者的观点缺乏足够的讨论和分析。此外还存在以下问题：转述语
的功能类型、种类单一；（2）转述语误用；（3）转述结构滥用，造成无意义的引用。针对这些情况，
本文提出应该对转述结构进行针对性训练，综合使用范文学习、结构控制训练、改写等练习方法，帮助二

语者理解和掌握多样化的转述手段，以提高汉语学术写作的水平。
【关键词】转述结构、学位论文、引用、学术汉语、学术写作

虚拟世界和元宇宙：汉语国际传播的应用现状和未来的可能性
卢文慧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研究生

【摘要】依托现代信息技术和互联网平台在线教育的不断发展，“互联网+”开展汉语教学受到汉语教师
与汉语学习者的共同重视，使汉语国际传播更多样化。虚拟世界是一种持久的在线计算机生成环境，在远
程物理位置的多个用户可为工作或学习进行实时交互。本文首先介绍了虚拟世界的历史发展和元宇宙的概
念。元宇宙是互联网的延伸，允许用户彼此之间以及周围的环境进行互动，包括虚拟现实（VR）和增强
现实（AR)。人工智能（AI）的使用现已成为汉语国际教育的现实。通过特别关注四个特性，虚拟世界或
元宇宙的集成网络在四个领域取得进展：沉浸式现实主义、访问和身份的普遍性、互操作性和可扩展性。
对于每个领域，当前状态和需要的发展，这些特性被认为是可行的多元核心组成部分。本文考虑虚拟空间
在当代汉语国际传播的应用现状，以及元宇宙新技术领域的影响。以当代汉语为对象，以多学科交叉为视
角，结合汉语国际传播的相关实践，虚拟世界利益相关者和开发人员之间未实现的协作，构成人类社会文
化互动的一个引人注目的领域。伴随新技术发展和教学理念变化，在虚拟世界和元宇宙视野下展望汉语国
际传播发展的新思路。
【关键词】元宇宙、虚拟世界、人工智能、汉语国际传播

东南亚华语量词历时发展调查与思考
卢月丽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摘要】本文以东南亚华语为对象，以“史”的眼光观察东南亚华语中量词的历时发展面貌，最终按照“
史”的范式形成比较完整的表述，试图从一些具体的方面展现东南亚华语发展演变的内容及过程。文中把
东南亚华语量词的发展归纳为以下三种模式：上扬式、下行式及曲折式。在对上述语言事实考察与梳理的
基础上，文中得出以下两点认识：其一，东南亚华语量词的发展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其发展不止一种模
式，而是三种交织在一起；其二，华语量词发展演变的原因既有方言、英语的影响，又有其作为祖语具有
保守性的制约。
【关键词】东南亚华语、量词、祖语、历时研究

浅谈国际汉语教学中的跨文化理解 ―以在日教学实践为例
路浩宇  日本关西学院   
陈碧强  中国山东曲阜师范大学

【摘要】笔者以自己在日本大学试行的两次以“友谊”和“孝道”为主题的汉语口语教学实践为例，通过
学习者对“友谊”和“孝道”为主题所作的口头发表，在提升口语表达能力的同时，引导学生了解中国的
文化与哲学思想。通过观察学习者对“友谊”和“孝道”话题的口语课的参与情况，我们发现日本学生对
友谊话题的兴趣更浓厚，对友谊的理解比孝道更深，对友谊价值的认同大于对孝道的认同。日本是原子化
社会，由于个人本位思想在日本的盛行，学生对于跟自己关联紧密的同时代事物表现出更大兴趣。孝道涉
及两代人或三代人之间的关系，复杂程度远大于友谊，故不太容易引起在“核心家庭”的时代背景下成长
起来的当代日本大学生的同情与理解。由此可见，任何一种观念都与它的历史和人文环境有关，是传统延
续和社会生活的产物。由于“孝”涉及到代际关系，日本学生对“孝”的认识相对浅薄，往往是泛泛而谈。
由此引出对教学目标的思考：一，国际汉语教学不应仅仅停留在“术”的层面，而应在锻炼学习者基础能
力的前提下，上升到对学习者的人文关怀与灵性启迪的大道上来。二，知识传授与文化交流是两个层面的
问题，知识传授是无条件性的，而文化之间的融合是有选择性的。国际汉语教学需要在尊重文化多样性的
前提下进行。
【关键词】国际汉语教学、友谊 孝道、人文关怀
  

怒苏语多义词的文化内涵
罗自群  中央民族大学

【摘要】怒苏语是生活在中国云南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福贡县的怒族怒苏支系说的一种语言，属于汉藏语系
藏缅语族彝语支。怒苏语词汇，按照义项来分，有单义词和多义词两类。本文重点从多义词这一方面来分
析怒苏语词汇所体现的文化内涵，通过与汉语、藏缅语族其他语言的比较，来说明怒苏语词汇文化内涵的
特点。文中所用的怒苏语词汇都是来自本人田野调查获取的第一手语料。一、怒苏语多义词的类型：如果
以汉语为参照点，怒苏语中存在一些多义词——一个怒苏语的词，可以有两个及以上的汉语词语和它相对
应。既然是多义词，语音相同，语义相关。根据词性，可以把怒苏语多义词分为两类：1、词性相同的，

2、词性不同的。（一）怒苏语词性相同的多义词  怒苏语词性相同的多义词比较常见的是名词、形容词
和动词。（二）怒苏语词性不同的多义词  怒苏语词性不同的多义词，比较常见的是一个多义词具有两种
不同的词性，当然，也有一部分多义词不止两种词性。二、怒苏语多义词的文化内涵：我们把怒苏语词性
相同的多义词看做是静态相关，而把词性不同的多义词看做动态相关。和汉语比，和汉族比，使用怒苏语
的怒苏人和汉族在认知上存在着诸多差异，汉语的表达显得更精细一些，而怒苏语则比较笼统一些。怒苏
语多义词的这种特点，充分体现了怒苏语的文化内涵。
【关键词】怒苏语 、多义词、文化内涵

汉语二语者书面产出词汇多样性的文本长度效应研究
马庆 北京语言大学

【摘要】词汇多样性是二语表达能力的重要标志，是计算机自动作文评分的重要采集变量，但是词汇多样
性测量指标与文本长度之间存在复杂的关系。本研究从2010年4月HSK写作考试的实测大数据中选取154
份语料，重点探究了汉语二语者书面产出词汇多样性与其文本长度的关系。结果发现：（1）词种数、
TTR、Root TTR 、Log TTR等8个测量指标可作为词汇多样性测量的有效参量，但通过相关分析结果可以
看出，当文本长度过短的时候，很难反映出词汇多样性与作文成绩之间的关系；（2）8个测量指标均存
在文本长度效应，其中MATTR受文本长度的影响较小；其余7个测量指标随着文本长度的变化整体呈现出
线性的变化趋势；（3）当文本长度在60至100词范围内时，除MATTR外，相同文本长度下的LD值均存在
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关键词】词汇多样性测量、文本长度、语言产出、作文自动评分

西南官话中古非晓组字混读的声学考察—以四川中江为例
饶冬梅   西华大学

【摘要】古非晓组字的混读在西南官话中较为常见[1][2]。西南四省（四川、云南、湖南、湖北）方言中
非晓组字的混读主要体现为八种类型（见表1）。本文以四川中江方言的古非晓组字今读作为深度调查对
象（前人调查结果为Type2类型[2][3]），选择10位年龄在55-65岁区间的发音人（男女各5），得到约
9000个语音材料，提取擦音中段20ms的谱重心CoG（Center of Gravity）和标准差SD(Standard 
Deviation)两个参数[4][5]，从声学和感知两个角度考察了四川湘语中非晓组字混读（merger）以及语
音性变读（phonetics variation）的原因[6][7]：非晓组字的混读，跟[f]/[xu]发音的相似性以及感知混
淆有关，和语言接触也有密切关系。四川湘语受强势方言（Type 1）及普通话影响，混读规律出现例外
之外的字有所增多，混读的条件也逐渐走向单一化。
【关键词】四川湘语、混读、语音变读、语言接触

河北方言的“去分阴阳”现象
桑宇红  白茹 河北师范大学 

【摘要】学界对河北地区保定、唐山、秦皇岛地区冀鲁官话保唐片轻声前去分阴阳的现象已有报道，较早
应是《昌黎方言志》（1960），后有李思敬（1995）对宁河方言，接着田静（2007）、刘克龙（2010）对
唐县，后又有郑莉（2014/2019）、白茹（2016）、曹庆改（2018）、李仕颖（2019）、尹凯（2020）等
分别报道了与保定毗邻的石家庄的深泽、无极、辛集及衡水部分地区安平、饶阳也存在“去分阴阳”的现
象。河北方言去分阴阳具体表现为：（1）在单字调层面可以区分阴阳去，如无极和深泽；（2）在连读层面
区分阴阳去；主要分布于保定地区的曲阳、定州、唐县三个县市；（3）仅在轻声前连读时区分阴阳去，
主要分布于保定及石家庄、衡水部分毗邻保定的地区。
【关键词】河北方言、去分阴阳、连调及轻声、保唐片

课例研究：放声思考在阅读教学中的策略与设计
盛丽春、韩爱玲、幸锦龙 、胡晓苏  四德女子中心
张曦姗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为了提高学生在阅读理解、感悟欣赏及延伸拓展方面的能力，本校研究团队通过放声思考阅读策
略(Think Aloud Strategy)进行有系统、有针对性的阅读教学。放声思考策略是将个人内在的无声思考，
用口语表达的方式，将心中所思考的内容说出来。老师能借此了解学生的思维过程并加以引导纠正。放声
思考方式是展示思考能力的有效方法，让思维可视化，同时也能训练学生的口语表达能力。本研究以79
名中二高华学生作为研究对象展开三轮的课例研究。本文首先从研究背景、研究对象和研究目的做一个整
体介绍；接着阐明理论依据和相关概念；再具体介绍整个研究的教学实践过程。研究结束后，通过调查问
卷、教师观察以及学生反馈进行分析，最后再反思教学过程中所面对的难题与挑战。

【关键词】课例研究、放声思考、阅读教学

“洪武赶散”与苏北江淮官话
石绍浪  北京语言大学

【摘要】“洪武赶散”是指明初苏南向苏北平原一次大规模移民，虽然正史没有确切记载，但在苏北民间
普遍流传。苏北江淮官话入声韵有一个较为独特的特征，曾梗摄一二等帮组字读圆唇后元音韵母，并与通
摄合并，其分布与“洪武赶散”的移民范围基本吻合。比较发现，苏北江淮官话的这个音变应是源于苏州
移民的影响。今苏北江淮官话入声韵类突破中古韵摄的格局，发生了简化，也可能是明初苏州方言在苏北
扩散的结果。余论认为，在分析江淮官话与吴语关系时，不能只局限于“同源”的角度，还应考虑明初苏
州苏州方言在苏北的扩散。
【关键词】“洪武赶散”、苏州方言、苏北方言、江淮官话、入声韵

德国语言学家加布伦兹及其《汉文经纬》研究
宋楠  德国国际合作署中德合作中心； 波恩东亚研究院chinnotopia中国论坛

【摘要】本论文第一章介绍了与乔治·加布伦兹有关的史实，包括十七到十九世纪西方汉学的兴起、独立
与发展、加布伦兹家族史和乔治·加布伦兹的汉学之路。 第二章到第四章将《汉文经纬》拆分为“汉语
基本面貌”、“分析系统”和“综合系统”研读与解析，完整展现加布伦兹的语法思想和其构建的古代汉
语语法体系。论文的第五章和第六章，分别探讨了加布伦兹在西方近代语言学历史上所起的作用，以及对
汉语语法思想史的影响、突破和超越。同时在论文结语部分，讨论了中外语言学界对于《汉文经纬》一书
不甚明晰的几个问题。
【关键词】加布伦兹  《汉文经纬》

华文作为第二语言新闻听读教学的文献综述
孙晓颖   张丽妹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新闻听读教学在华文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中更是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本文回顾和介绍了
2001-2021年二十年间华文作为第二语言新闻教学的相关研究，文献主要来源于中国知网 (CNKI) 和Web 
of Science等数据库。本研究的文献综述主要围绕四个研究问题：第一，华文作为第二语言新闻听读教
学的目标有哪些？第二，华文作为第二语言新闻听读教学的原则是什么？第三，华文作为第二语言新闻听
读教学的难点有哪些？第四，华文作为第二语言新闻听读教学的教学策略和方法有哪些？最后，本文结合
新的时代背景提出了华文作为第二语言新闻听读教学的优化建议。本研究的成果和发现对华文作为第二语
言新闻听读教学具有良好的指导意义，同时也为华文第二语言新闻听读教学法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和指引。
【关键词】华文作为第二语言、新闻听读教学、教学目标和原则、教学难点、教学方法 

乙圩壮语多功能语素te∶ŋ1

覃薇  中央民族大学 

【摘要】本文对乙圩村壮语“遭受”义语素“te∶ŋ1”进行全面的调查描写，并刻画出“遭受”义语素
“te∶ŋ1”功能的整体面貌。对“遭受”义语素部分语法功能的语法化过程进行探讨，归纳出其语法化的
路径和机制，为学界了解乙圩壮语“遭受”义语素功能的语法面貌和特征提供新的材料。乙圩壮语的“遭
受”义语素“te∶ŋ1”呈现出多功能性，具备了十三种功能：①“触碰”义动词；②“对、中、合”义动
词；③“遭受”义动词；④“需要、用”义动词；⑤被动标记；⑥“对”义形容词；⑦“致使”义动词；
⑧情态助动词；⑨结果补语；⑩程度/状态补语；⑪“到、轮到”义动词；⑫副词；⑬假设连词。其中，
本文调查到了“遭受”义语素“te∶ŋ1”以往没有被调查描写到的功能为：①程度/状态补语；②“到、
轮到”义动词；③副词；④假设连词。
【关键词】乙圩村、壮语、“遭受”义

祁东湘语多功能词“落”的语义演变与主观化
谭丽亚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西南林业大学外国语学院
陈海宏  云南民族大学民族文化学院

【摘要】湖南祁东湘语多功能词“落”的用法比较特殊，其语义演变属于通过增加新义而产生的多义模式，
它的多个义项在语义上有一定的关联，或直接关联，如“落”作实义动词时的多种语义；或间接关联，如
前加准词缀型小称标记“落”可能是由实义动词“落”的“降生”、“遗留在后面”等义隐喻而来的。“

落”在祁东湘语中还可以重叠，在语义和语用表达上带有一定的感情色彩，可表达说话者对命题的多种主
观态度。祁东湘语“落”语义演变的认知机制主要有类推（隐喻与之相关)、重新分析（转喻与之相关）和
主观化（褒化、贬化与之相关)等等。
【关键词】祁东湘语、“落”、多功能、语义演变、主观化

论析新加坡华人华语及身份认同的变迁
谭国勇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身份认同的建构在国家及其国家层面下的政治、经济及社会发展上有着深远的影响。它可以使人
认可该国家在政治经济及社会层面上的立场及政策，也可以让人民在某种程度上产生了归属感。教育是建
构身份认同的其中一环。据王赓武教授与陈庆文教授所示，新加坡华人身份认同，是最没有代表性，后者
则认为身份认同是有目的性地建构出来的。由此说明了新加坡华人身份认同正等待人们来填补。也正是如
此，新加坡政府通过不同媒介，包括教育政策等手段来灌输和建构自身倾向的华族身份认同，即倾向于文
化上的认同。本文尝试通过1979年讲华语运动及新加坡教育部历来的教育改革报告书，来了解其倾向和
期许。1979年讲华语运动，主要目的是要整合新加坡华族各方言群体。当时，新加坡华人社会有多达12
个华人方言群体，拥有一个共同的语言：华语，促进他们之间的沟通，减少之间的纷争，团结一致。这有
利于营造及实施双语教育政策的大环境，从中促进经济发展。然而，时间的推移，讲英语家庭的增加，使
得讲华语运动有了新的使命，即提升人们对华文的认识。新加坡教育部在报告书中所倡导的文化认识，倾
向于应对华族内部压力和需要。这回应了陈庆文认为华人身份认同是人造的说法。与此同时，随着华人移
民的移入，他们所带来的文化是否再次在原有身份认同上融合或产生分歧，则是未知数。这将会直接或间
接影响新加坡华文华语以及教育发展的走向。
【关键词】新加坡、华人华语、身份认同、教育

新加坡高中文学教学提问策略的探讨— QUILT框架下的教学设计与实践
唐佑彬   潘旭    李俊贤    郝德奕 淡马锡初级学院
张曦姗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在华文文学课堂上，设计优质问题能引导学生进行品读和鉴赏。因此，本研究以主修H2CLL的
61名学生为研究对象，探讨基于QUILT提问框架激发学生学习兴趣与提升学生思维能力的课堂教学模式。
本文首先介绍研究的背景、对象及方法，阐述基于QUILT提问框架的教学理念与理论依据；接着以现代小
说、诗歌、戏剧以及文言文为例，介绍如何基于QUILT的提问框架设计不同类型的问题的提问策略；本文
也根据学生的课堂反应，探讨了QUILT提问框架下不同文学作品教学的几种提问策略和问题设计类型，在
体现以学习者为中心、加强师生互动和凝聚同侪间学习力量等方面的成效。本论文最后将通过前后测的数
据对比分析、学生反馈、教师观察和学生产出检视教学设计的实施成效。
【关键词】文学教学 、提问策略、 QUILT框架、教学设计

楚辞“羌”字句与湘西凤凰方言ʧʰɑ13字句 比较研究
田晓黎  中央民族大学

【摘要】楚辞里的“羌” ，自东汉王逸注释后的1800多年来 ，众多研究者引经据典， 却始终没有确解。
《楚辞》的“羌”字是否有田野遗存？在湖南湘西凤凰方言中存在极具特 色的ʧʰɑ13 1字句。本文从凤凰
方言ʧʰɑ13字句的田野记音开始，逐条分析，总结规律，再与《楚 辞》16 处“羌”字句进行对比研究，
结果显现，凤凰方言ʧʰɑ13字句基本传承着《楚辞》“羌” 字句的语义。 
【关键词】《楚辞》  羌

国际中文学习软件的大型网络游戏化
汪歆玥  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   

【摘要】汉语学习时间长的特点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二语学习者的热情，而当下飞速发展的大型网络游戏新
颖有趣，常令人沉迷。修坝不如引流，把学生们对汉文化和网络游戏的双重兴趣融入到汉语学习的全过程，
将有助于培养学习者持续性的学习兴趣。本研究分析了当下常用汉语学习软件中的游戏模式，结合现有网
络游戏的汉元素部分，提出了将汉语学习软件大型网络游戏化的具体设想。持续化：脱胎于传统的孤立小
游戏，将累计的学习成果作为升级模式，合理地穿插各类支线任务。系统化：学习者通过注册账号建立个
人学习档案，学习任务既包括集体学习，也包括多种自学形式。针对性：以学习者的需求为导向，提供相
应的实用汉语知识。灵活性：及时更新，高度重视用户反馈。允许教师使用游戏程序和知识库，以方便与
线下教学配合使用。
【关键词 】汉语国际教育、学习软件、网络游戏、学习兴趣

“ 打（타）”字的韩国汉字音形成过程考察
王 浩  四川轻化工大学人文学院  

【摘要】“打”字，在《广韵》中有两个读音，都是阳声韵，一个是梗摄、梗韵，开口二等，上声，端母
“德冷切”；另一个是梗摄、迥韵，开口四等，上声，端母“都挺切”。但是在韩国汉字音中，“打”字
读阴声韵타[t�ɑ]。本文从历史语言学和语言接触的角度出发，认为中世韩汉音（15-16世纪）中存在的
타[t�ɑ]和뎍[tiək]这两种读音，其形成主要是中国的影响，由“德冷切”和“都挺切”两种读法，平行
发展而来，“德冷切”变成了“都瓦切”直接影响了타读音的形成；“都挺切”本来是阳声韵，在传入韩
国以后，其阳声韵尾[ŋ]变成了入声韵[k]，实现了“阳入对转”，从而形成了뎍的读音。近代以后，随着
日语词向韩语的大量涌入，“打”字的日语唐音だ[da]与韩汉音中타读 音的高度相似性，使得타读音在
与뎍读音的竞争中，取得了最终的胜利。

汉语方言亲属称谓中的音变
王红娟  山东师范大学  

【摘要】亲属称谓是方言词汇中重要的一类，我们在考察方言间的词汇差异时，亲属称谓往往是重要的参
照项，如《汉语方言地图集 词汇卷》共有203条词汇图，其中涉及亲属谓的就有“爷爷、奶奶、外祖父”
等14条。在对汉语各方言中的亲属称谓进行梳理时发现，汉语方言的亲属称谓中普遍存在音变现象。比
如，山西运城的“弟”，单字音为“ti33”，但在“兄弟”一词中读音变为“thi33”。本文的音变的含
义是指：1.某个字或某类字在称谓词中的读音与其他情况中的读音不同。2.某个字或某类字在称谓词中的
读音于古今演变规律不合。本文讨论的方言亲属称谓中的音变类型主要有以下三种：个别音变、系统音变、
别义音变。
【关键词】汉语方言、 亲属称谓、 音变

乡村振兴背景下民族地区发挥语言经济效能路径的再探讨—基于西藏自治区林芝市M县的个案研究
王娟  陕西师范大学

【摘要】语言能力是重要的人力资本，语言经济效能是语言的重要社会效能，语言扶贫工作作为中国贫困
治理体系的有机构成，在国家脱贫攻坚的重要阶段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
后，民族地区的语言文字工作在扶持对象、政策范围和顶层设计方面也相应需要作出一定的调整。本文试
图在乡村振兴背景下进一步探讨如何继续发挥语言经济效能的路径。
【关键词】乡村振兴、语言扶贫、民族地区

四川方言的音系特征和两个历史层次
王倩  周及徐  四川师范大学

【摘要】 以往的四川方言研究认为，现代四川方言皆为明清时期的“湖广填四川”所带来。我们在近十
年的时间里，在四川作了广泛的方言田野调查。根据实地调查材料，我们提出新的观点：在四川省的岷江、
嘉陵江流域分布着两种不同的官话方言：嘉陵江流域分布着以成都话为代表的以“入归阳平”为特征的西
南官话方言，这是明清湖广移民带来的；岷江流域分布着以大邑话、宜宾话为代表的有独立的入声调的官
话方言，这是明代以前的四川本地方言的后裔。二者分属不同的方言层次而共存于今天的四川。本文以
2019年出版的《岷江流域方音字汇——“20世纪四川方音大系”之一》中语音材料为据，借助实验语音
学方法对成都话与大邑话、宜宾话作音系整理、以Praat软件绘制其声学元音图、声调曲线图，分析其在
音系上的规律性语音差别，说明今天的四川方言不仅具有以成都话为代表的湖广话语音类型，还有更为古
老的另一方言层次——这个音系今天仍具有入声独立、果摄一等字读为-u、麻三精见组读-i、模韵字读为-o
等语音特征。这些语音特征与成都话的湖广话语音类型有明显的差别，独立于成渝片西南官话而存在。 因
此，现代四川方言分为本地和外来两个层次：本地层次叫“南路话”，外来层次叫“湖广话”。
【关键词】四川方言、岷江流域、成都话、大邑话、宜宾话、方言音系

保定方言两字组连读变调及其若干问题
王帅臣  华北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 

在对河北省保定市下辖的24个县市区进行方言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展开本文的分析。首先描写清苑区的
两字组前字连读变调情况，以便对保定核心区域的变调情况有所了解。其次，介绍保定方言中的阴平变调、
阳平变调、上声变调、去声变调的地理分布、调值表现、调类分布等基本情况。再次，重点讨论上声变调
和去声变调。上声变调后的调值情况有一定序列性：一种是前字变调后与本声调系统的阴平接近或合流；

一种是前字变调后与本声调系统的阳平接近或合流。上声变调既有类型学上的原因，也有历史因素在起作
用。去声变调有一类和轻声有关。

西宁方言持续体标记“着”
魏萌  中央民族大学

【摘要】汉语西宁方言的体标记“着”主要表达持续体的语法意义。除单独使用，方言中“着”常与起始
体标记“上”、完成体标记“下/了”等其他体标记叠用。由此，西宁方言的持续体标记“着”多构成
“V着V”、“V着C”或“V着＋从句”三种结构。西宁方言持续体标记“着”常与起始体标记“上”、
完成体标记“下/了”等叠用，且均处于其他体标记之后，即动词后第二位置。叠用中，“着”仍表达持
续体的语法意义，其语义与前一体标记层层套叠，具有一定顺承关系。如与起始体标记“上”叠用时，“
上”的语义指向前面的谓语动词，构成“V＋上”结构；“着”的语义则指向“V＋上”这一整体，表达
动作行为开始并将进一步持续的状态，“着”具有一定未完整体范畴义。“V＋上＋着”结构还可续接其
他动词或补语成分，构成“V＋上＋着＋V”结构。此外，西宁方言持续体标记“着”常以“V＋着＋C”
形式用于述补结构谓语句中。其中，C可为程度、情态、结果、数量等多种类型补语，形式上可由单个形
容词或副词、数量或偏正短语及主谓结构充当。语义层面，“V着＋C”由“V着”与C两个时间过程构
成，C主要由“V着”引发或伴随，即两个过程包含一定的逻辑因果关系，这种关系可以是显性的也可以
隐性的。除构成“V着V”、“V着C”和“V着＋从句”结构外，持续体标记“着”还可用于西宁方言的
存现句和“的字结构”中，其用法具有一定独特性。
【关键词】西宁方言、着、持续体标记

“口”的比较词义探索
吴宝安  湖北大学文学院 

【摘要】“口”这一概念在汉语中主要有“口、嘴”两个词，根据它在汉语、汉语方言以及其他语言中的
用法，我们整理出了12组与“口”有关的共同引申，这些共同引申都可以通过“转喻”和“隐喻”来解
释。 基于转喻的共同引申有7条，如： 与言语功能相关，“口”引申出“说话、话语”义。与饮食功能
相关，“口”引申出“口味”“人口”义。与临近部位相关，“口”引申出“脸、鼻、咽”“口部饰物”
义。基于隐喻的共同引申有5条，如：与形状、位置都相似，“口”引申出“容器等器物通外面的地方”
和“出入的通道”义。与形状相似，“口”引申出“（山谷、水道等）大的豁口”“突出的部分；尖儿”。
这12组共同的词义引申在汉语、汉语方言以及英语、俄语、西班牙语、日语、泰语、印度尼西亚语、壮
语等语言中都以共词的方式出现，因此，我们可以将其看作是“口”在语言中的共同演变模式。
【关键词】“口”  比较词义 、共同演变

新加坡中学华文快捷课程后进生
语文学习的挑战和独立学习能力的培养
吴宝发  张曦姗  周淑君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后进生学习一直是教育工作者关注的课题，新加坡教师也不例外。后进生学习问题复杂，包括语
文基础薄弱；个人学习态度不良；缺乏独立与迁移的学习能力；课堂教与学方法不当等。本文立足于本地
一所中学的校本研究，借助文献研究法、问卷调查法与观察法，对中二快捷班24位后进生的学习特点进
行梳理，由此作出为期六个月对3个单元的教学调整的尝试，旨在分析后进生在课堂中语文学习的挑战以
及探索他们独立学习能力的培养。本研究对2021年新教材篇章里的语文技能做一次系统性的梳理，在课
堂阅读理解教学时，强调对文章理解的元认知策略之字义层次、逻辑层次、概念层次的教学，调动学生的
元认知，以弥补学生因语文基础薄弱带来的教与学问题。
【关键词】华文快捷课程 、后进生、中学新教材、元认知

中韩跨国婚姻家庭双语学习和使用状况及问题研究
吴思敏  闽南师范大学

【摘要】近年来，中韩跨国婚姻家庭日益增多。据统计，来自中国的在韩结婚移民总数在2019年已接近
20万人。中韩跨国婚姻家庭既有别于传统华侨家庭，又有别于普通韩国家庭，在语言文化上具有特殊性。
本研究以在韩中韩跨国婚姻家庭为研究对象，对其双语学习和使用状况展开调研，并针对其问题提出解决
方案。研究分三部分进行：第一部分利用文献分析法整理并分析韩国政府对多文化家庭的政策及多文化家
庭支援中心的相关资料。第二部分利用问卷法、访谈法与参与观察法对中韩跨国婚姻家庭进行相关数据采
集，并对数据进行定量与定性分析，多维度考察多种因子对语言的影响以及因子之间的相互作用及其与内
部、外部环境的交互关系，全面把握中韩跨国婚姻家庭双语学习和使用的特点及问题。第三部分综合考虑

调研结果，针对中韩跨国婚姻家庭双语学习和使用的问题和需求，从内部（中韩跨国婚姻家庭自身）和外
部（社会机构与教育部门）提出解决方案。本研究不仅可为中韩跨国婚姻家庭双语教育提供理论基础和实
践方案，还为以其为对象的双语教材及教学资源提供理论依据，为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跨国婚姻家庭双语教
育研究提供参考。
【关键词】中韩跨国婚姻家庭、双语教育、调研、解决方案

实践与反思：国际中文教学与信息通讯技术之运用
夏雪  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

【摘要】随着教育技术的发展，如何善用信息通讯技术（ICT）来服务于教学，实现以“学生为中心”的
教学实践，成为当今教育研究的热点。在国际中文教学领域，我们也面临着如何有效地将ICT运用于课堂
教学和学生学习的问题。本文即以此为出发点，在现代教育理论的基础上，以新加坡国际学校的非汉语母
语学生为研究对象，结合IB华文课程中的一个主题单元，从课件设计及课堂教学反馈等方面对ICT在国际
中文教育中的实践情况进行探索性研究，总结ICT辅助中文教学的几个原则：包括设计ICT要以学生学习
需求为核心，ICT的课堂使用应避免“喧宾夺主”，并反思教师在ICT运用中的作用，以期对新技术下的
国际中文教学发展提供参考。
【关键词】 ICT、 国际中文、课件设计、课堂实践

The Brief Analysis of Japanese Culture's Absorp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ulture
Hui Xu   Maca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bstract: Cultural exchanges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have a history of nearly 2,000 years. The fine tradi-
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ulture have exerted great influence on almost every aspect of Japanese 
life, such as architecture, clothing and so on. At the same time, Japanese culture has made a series of 
cultural innovations and developments according to its own national conditions while absorbing Chinese 
culture for reference. Starting with the reasons why Japan absorbed Chinese culture and analyzing the 
exchanges between Japan and China from 1972 to 2011, this paper analyzes and concludes that the similar 
cultural background of the two countries is the basic reason for Japan to better learn from Chinese culture. 
Finally, this paper expounds and analyzes Japan's absorp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ulture from 
three aspects: religion, ideology and diet. It is concluded that Japanese culture originated from Chinese 
culture, and before the Tang Dynasty, Chinese culture had the greatest influence on Japanese culture; after 
the Tang Dynasty， Japan began to have a real culture, but it was still influenced by Chinese culture.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and improvement of its own culture, it finally formed its own unique style. 
Key Words: Japanese culture; Chinese culture; Absorb; 

港式中文词汇与普通话的隐性差异
徐涵韬  北京师范大学

【摘要】“隐性差异”的概念及思想适用于全球华语对比研究，文章立足于此，讨论港式中文词汇与普通
话的隐性差异，首先以量词“枚”、动词“怀疑”以及名词“论调”为例，分析其在概念义、语法义、色
彩义等方面的表现；然后举例说明了隐性差异的三种存在形式，即有无之别、大小之别和程度之别，并指
出三者之间联系密切，不能孤立讨论；最后，文章认为未来研究应增强对华语隐性差异的考察分析，拓展
隐性差异的研究内容、语体范围及比较对象。
【关键词】隐性差异、词汇、港式中文、普通话

基本核心词词义的跨语言表现与特点—以61种语言为例
许可  冉启斌 南开大学

【摘要】本文建立了61种语言60个基本核心词词义数据库，从跨语言角度对其进行了细致考察。数据库
中共有义项约11440个，平均每词义项略超3个，最多达21个。平均义项数方面，动词最多，形容词其次，
名词、否定副词随后，数词、代词最少。义项数可能受词与外部世界的关联性、在词汇系统中的基本性以
及概念本身模糊性的影响。对词义引申深度赋值后，看到动词、形容词、名词的词义引申能力分较高，各
词的平均义项数与该分排名不一致。语言、词类对义项数量、引申能力分影响显著。通过网络图谱对词义
进行聚类分析和可视化分析后，基本核心词被分为10类，词类对聚类有影响。动、名、上形成较大词团。
名词[±指人][±身体部位]，形容词[±积极/消极]等特征会使词类内部形成关系更紧密的小类。图谱中，
hand连接动词和身体部位名词；head连接身体部位名词和指人类名词；man连接指人名词与褒义形容
词；one连接指人名词和数词；die、sleep等词连接动词和形容词等。

【关键词】基本核心词、词义引申、数据库、】可视化

冰墩墩的启示：中华文化符号海外传播的机遇与挑战
许琳皎  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

【摘要】北京2022年冬奥会吉祥物“冰墩墩”在国内外社交平台的爆红引起各界讨论。作为一种文化符
号，“冰墩墩”兼具多重内涵，承载着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功能。“冰墩墩”成为“顶流”，不仅
展现了中华文化强大的感召力，也为中华文化符号的海外传播提供了新思考。本研究基于符号学理论，从
视觉和语言两个维度分析符号传播的特点，挖掘“冰墩墩热”的深层原因，并从中得出中华文化符号海外
传播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基于此，笔者从符号传播的原则、内容和方式三方面提出了建议，即：调整传播
心态，着眼他者视角；加强内容设计，挖掘文化内涵；充分利用互联网媒介，引发情感共鸣。以期为中华
文化符号的海外传播提供借鉴，丰富中国文化传播领域的研究成果。
【关键词】中华文化符号、海外传播、文化传播、冰墩墩

韩国国民教育体系中汉语教育的发展与创新
许培新  山东大学

【摘要】本论文结合中韩两国历代交流的传统以及现代社会发展的趋势，在追溯韩国汉语教育发展历程的
基础上，重点考察自中韩建交以来韩国汉语教育的发展脉络，重点梳理并分析韩国国民教育体系中，大、
中小学不同层次汉语教育的发展情况以及出现的问题，总结韩国国民教育体系中汉语教育的主要特点；当
今国际大变局和新态势下，汉语教育发展面临着新情况、新问题，韩国国民教育体系中的汉语教育和学习
也在发生变化。因此基于教育理念升级、教学思路转型与教学模式创新，提出了加强韩国大、中小学汉语
教育的实践性、针对性，以及韩国汉语教育内涵式发展多元化路径的对策和建议。 
【关键词】韩国汉语教育、国民教育体系、内涵式发展

 
13—19世纪朝鲜半岛汉语教学对当代汉语国际教育的启示
许润芳  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

【摘要】朝鲜半岛有悠久的汉语学习历史，从以汉字为本、重视书面语学习到文言并重、对政治商务风俗
文化等不同领域进行全面了解，其汉语学习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汉学界人才辈出，促进了对中国制度、文
化的内化吸收及其本民族政治经济文化的进步。其中，国家层面的空前重视、语言政策的有力支持是不能
忽略的因素。目前流传的朝鲜半岛汉语教科书集中于13-19世纪，恰是两国政局革新、关系进一步密切的
时期，此类教材是今日研究两国历史上人文交往、不同时期汉语口语面貌、汉语教学法种类及影响、汉语
国际教育在半岛发展历程的宝鉴，本文以该时期《老乞大》《朴通事》《学清》等代表性汉语口语教材为
主要研究对象，结合韵书、字书及辞书类汉语书面语教材、《朝天录》《燕行录》与《朝鲜王朝实录》等
官方历史记载为佐证，共时对比同时期中国韵书。探讨官学、私学、司译院、承文院、译学院、质正官等
部门和职务发挥的历史作用，总结该时期朝鲜半岛汉语教学的优点和不足，力求为当代汉语国际教育汉语
人才培养、汉语教材编写、汉语教学法选择和语言政策制定提供一定的参考意义。
【关键词】朝鲜半岛、汉语国际教育、教学法、语言政策

语言赋能：乡村振兴多模态话语战略构建
杨城  浙江大学 

【摘要】语言是促进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乡村振兴中的每一步都离不开语言的力量。研究中首先依托多
模态话语分析综合框架，对余杭、桐庐、淳安三个乡村振兴示范地区的宣传片视频进行分析，总结其文化
、语境、内容、表达四个层面的多模态体现。其次依托质化分析的扎根理论方法，构建语言赋能乡村振兴
的战略模型，在组织、社会、个体三个层面探索赋能方向。最后，基于话语分析和战略模型提出未来语言
赋能乡村振兴的提升路径。研究发现，三个地区的多模态话语具有典型的区域特色，语言赋能乡村振兴需
要凝聚自上而下的多方力量，而国际化视角、内容的精准筹划、赋能视角的联动共振则是未来乡村振兴话
语努力的方向。
【关键词】乡村振兴、语言赋能、多模态、话语分析、战略模型

A Study on the Chinese Classroom of Foreign Students in the Epidemic Period Based on the Inter-
active Perspective
Haifeng Yang1,Daqian He2, Zhuoda Yang3

1. Center for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Wuh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Wuhan， 

2.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Wuh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Wuhan，
3. School of Chinese Studies and Cultural Exchange,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Abstract: Interaction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s affecting the result of online Chinese class teaching. 
By utilizing the method of questionnaire analysis, error analysis and document analysis， this paper selected 
200 international students from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Cultural Exchange of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of Wuh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of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as samples for investigation, including 94 undergraduates, 60 master 
students and 46 doctoral students. Among them, namely 86 in primary stage, 64 in intermediate stage and 
50 in advanced stage based on their HSK marks. The majority are from Asia (45%) and Europe (25%), the 
rest are from Africa (15%), America (10%) and Oceania (5%). This paper finds that the existing interactive 
methods of them include online conference platform, course live-streaming platform and video live-streaming 
platform. 
When using these platforms, we find there are some advantages of them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remote 
Chinese learning: They are convenient for students to preview and review before and after class, and they are 
helpful for the sharing of Chinese learning resources. However, we also find that there are some disadvantag-
es in teacher-student interaction and student-student interaction on these platforms, such as the lack of learn-
ing atmosphere (58% participants agreed) and the unwillingness of turning on the camera and micro-
phone(76% participants agreed). We think the factors causing these problems mainly include external and 
internal factors of teaching. The external factors include the factors of network connection, time difference, 
studying platform and studying resource allocation. The internal factor of Chinese teachers is that they are not 
adapted to the new way of online teaching, which makes them unable to carry out innovative design of class-
room interaction, and still choose the traditional teaching method (66% participants agreed). The internal 
factor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on the one hand, they lack online learning experience, so it is difficult to cope 
with some new challenges in teaching interaction practice. On the other hand, international students must 
overcome certain psychological factors in the interaction process of online Chinese classroom, among which 
anxiety and avoidance are the most prominent (80% participants agreed).
In conclusion, Chinese teachers can improve the interactive effect of online teaching through rational use of 
learning platform, effective allocation of learning resources and innovation of class interaction mode. Before 
teaching, teachers should inform students in advance of the selection of learning platform, registration, login, 
using process and a series of related matters. During the teaching process, teachers can allocate a certain 
proportion of class hours to organize interactive courses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s, such as group presenta-
tion, personal performance and seminar. After class, teachers can design and release questionnaires and 
use the background data statistics and other functions of the learning platform to analyze the frequency and 
quality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participation in interaction. Also, international students should actively adjust 
their learning psychology and improve their learning methods as well. In this way, they can get rid of negative 
psychological factors such as anxiety and avoidance, and focus on classroom interaction and knowledge 
itself, and finally achieve better learning results. Ultimately, teachers and students will collaborate to explore 
a course interaction path, adapting to the new mode of online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in the post-pan-
demic era. The research on this issue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enrich the theories of linguistics, psychology 
and pedagogy related to Teaching Chinese to Speakers of Other Languages. Also it can improve the teach-
ing efficiency of teachers and enhance the sense of gaining knowledge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Keywords: Interaction; Online Chinese Classroom; Chinese Teaching

国际华文推广的重要部分：志愿者项目的国别性/区域性分析—以缅甸为例
杨念  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

【摘要】2004年“国际中文教师志愿者项目”经中国教育部批准实施。直至疫情前，全球大约有7000名
志愿者在全球一百多个国家进行中文教学，其中大约3000名志愿者在东南亚各国任教，成为东南亚华文
教育重要力量。缅甸志愿者项目于 2009 年开始实施，至今已经有十年有余，到疫情前每年有一百多名志
愿者在缅甸各个城市甚至乡镇进行中文教学工作。十多年来，志愿者项目对缅甸华文教育发挥着重要作用：
为缅甸华文教育贡献了新的力量，弥补了缅甸华文师资的不足，促进了缅甸中文教育的合法化进程等。然
而，该项目也存在着一些问题，本人通过实地了解以及问卷的方式，深入分析了志愿者项目在缅甸的实施
情况，并针对性地提出几点建议，促进该项目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国际中文教师志愿者、华文教育、缅甸志愿者项目、参考

基于SLS平台的E晨读差异教学模式探索— 新加坡崇文中学的实践经验
叶语銮    徐小红   吴玉凡  新加坡崇文中学

【摘要】为了营造书香校园，培养学生的阅读兴趣和提高阅读水平，我校研究团队借助SLS平台，以110
名中三学生为研究对象，在全校进行E晨读研究计划。E晨读依据差异教学理论，照顾学生的个体差异，
所选篇章分年级、分主题、分文体，并结合各单元技能训练，设计不同程度、风格的晨读活动。学生借助
个人数码学习工具，选读纯文字或拼音版的、带声音和可查字典的篇章，通过SLS自测，在阅读护照上完
成任务。此外，高准备度的学生还可阅读更有挑战性的文章，并完成相应的挑战任务。研究结束后，团队
通过定量与定性研究检测学习成果。初步结果显示，基于SLS平台的E晨读差异教学模式，在一定程度上
激发了学生的阅读兴趣，也促进了教师的专业发展。
【关键词】SLS平台、E晨读、差异教学

Nasal Codas Merger in Chinese dialects: Modified Contrastive Specification and Sisterhood Merger 
Hypothesis
Jihye Yun  Asia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 Madison

Abstract：Chinese linguists have long debated about the directionality of nasal coda merger in Chinese 
dialects since the 1970’s. Some believe that the merging process is unidirectional (anterior to posterior) ,but 
others assert that alveolarization of nasal codas (-m>-n and -ŋ>-n) is the major trajectory. Previous studies 
failed to make a reasonable prediction about the further direction of the merger in addition to a lack of 
phonology-based analysis. This research analyzes the merging process on basis of Contrastive Hierarchy 
(CH) and Sisterhood Merger Hypothesis (SMH). The two theoretical frames make us draw two types of 
contrastive hierarchies: [Dorsal]>[Labial]，[Coronal]>[Labial]. That is，the merger between the alveolar 
and the velar nasal codas will occur after the completion of the merger between the labial and alveolar ones. 
Alternatively， the alveolarization of the velar nasal coda will happen after the completion of the merger 
between the labial and velar ones because the structure merger takes place on sister node of contrastive 
hierarchy. In conclusion， the final phase of the nasal coda merger will be the alveolarization of the velar 
nasal coda. The data of Chinese dialects and markedness theory both buttress the conclusion.

Keywords: Nasal codas，Chinese dialects，contrastive hierarchy，sisterhood merger

《易经》归纳、演绎思维在母语教学中的课堂实践和应用
庾潍诚  新加坡伟源中学

【摘要】作者根据自己长期研究《易经》的经验，提出和认为：《易经》作为中华古代的文化典籍，归纳
和演绎思维是它的最重要核心思想之一。同时，作者结合了自己多年的新加坡课堂教学实践，发现：《易
经》的归纳、演绎思维可以有效实践应用在现代的母语教学当中。归纳，是引导学生化繁为简，迅速掌握
教师布置的课堂指令或內容；演绎，则是学生有效应用课堂所学知识进行复述和重构。本文列举具体的课
堂实践应用例子，就是：(一)课堂的指令语言“ABCD”；（二）思维图的教学应用；(二)作文教学实践
的“DEEPAI”（细节描写）自创理论。作者最终观点认为，《易经》思想可以古为今用，实践应用到课
堂母语教学，从而达到提升学生的母语学习效果。
【关键词】易经、归纳、演绎、教学实践应用

中国古代建筑文化的汉字演绎
袁忠  中国华南理工大学

【摘要】中国古代建筑文化的丰富思想很多都凝结在一个个的汉字中。在汉字的构形、本义、转义、暗喻
等不同的运用中，存在着古人有关建筑活动、建筑形象、建筑心理等蕴含，很多汉字就是一个空间概念、
一个居住范畴。古人对中国古代建筑的感知的原初意识首先凝固在古汉字中，古代建筑的最初“文本”可
求诸古汉字，作为象形文字的古汉字与作为现实空间的古建有着天然而内在的通贯性。本文通过考察汉字
的字符构形及作为词或词素的单个汉字所展示出的建筑文化意象，探究作为表形文字、表意文字的古汉字
在其构形、组词、使用、书写等多方面体现的古代建筑文化意义。
【关键词】汉字、中国文化、古代建筑

GRR教学模式的实践与反思——以新加坡H2华文与文学新诗教学为例
张建立   张建平  新加坡国家初级学院    
张曦姗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2021年新加坡H2华文与文学新课程引进课外文学作品赏析的部分，与旧课程标准相比，这对学
生是具挑战性的变革。为应对该挑战，我院以新诗为切入点，设计了从指定文本到课外文学作品的教学实
践配套。该实践以“新加坡课堂教学实践要领”(STP)为指导，依据探究式学习（IBL）理论，采取“教、
扶、放、收”四个阶段的“渐进释放责任直接教学模式”（GRR），旨在逐步培养学生独立鉴赏文学作
品的能力。实践证实，这一教学策略增强了学生的信心和赏析能力；同时，也发现了一些有待进一步充实
和深入探索的空间。本论文将阐述该实践所采用的教学理论、教学策略、教学流程、教学成效及反思。
【关键词】  GRR教学模式、H2华文与文学、新诗教学    

“V走”和“V去”互换性的多重对应分析
张进凯  中国兴义民族师范学院 文学与传媒学院

【摘要】  本文在“原型—样例连续统”理论指导下，通过基于用法的多重分析方法探讨表征“位移运动
事件”的“V走”和“V去”的变异性和互换性。研究发现：“V走”主要表征位移方向不明确、没有位
移目的地的位移运动事件；“V去”主要表征位移方向明确、位移目的地可预测的位移运动事件，因此
“V走”和“V去”处于位移运动事件“原型—样例连续统”的不同位置，“V去”较“V走”更接近位移
运动事件的原型。“V走”和“V去”在表征位移运动事件原型特征和典型样例时不存在概念重合，在表
征位移运动事件非典型样例时，在概念变量特征的交互作用下表现出概念重合。
【关键词】多重对应分析  位移运动事件  概念变量  互换性  变异性

书面语言复杂度对华语二语者写作质量的影响研究
张漫莉  北京语言大学  

【摘要】本研究基于韩国学生的HSK写作测试语料，采用若干典型指标，对华语二语者的书面语言复杂度
与写作成绩之间的关系进行了量化分析，考察了词汇及句法复杂度指标对学生写作质量的影响。研究结果
表明：词汇复杂度和句法复杂度指标与学生的写作质量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Guiraud指标、虚词
使用比率、连词使用比率、复杂词使用比率、话题链数量、话题链分句数、零形成分数量和T单位数量等
指标对写作质量具有较强的解释及预测效度。
【关键词】语言复杂度、汉语二语、写作质量
  

基于树库的汉语二语写作句法复杂度研究
张婉莹  北京语言大学

【摘要】句法复杂度（Syntactic Complexity，简称SC）在评价二语者语言水平、语言动态发展及写作
质量中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吴继峰，2018）。已有的研究侧重于SC对日语、韩语等母语者的汉语写作
评估的有效性问题，研究结论未必适合少数民族母语背景的汉语二语书面语评价。基于此，本研究以参加 
HSK（高等）考试的维吾尔族考生的作文语料为研究对象，基于自建的汉语二语句法标注语料库，从粗粒
度和细粒度两方面指标体系入手进行以下四个方面的研究：（1）通过预处理构建小型依存句法树库（
Dependency Grammar Treebank），作为句法复杂度研究基础；（2）通过小句切分和搭配抽取研
究粗粒度指标和细粒度指标的分布特征；（3）针对不同写作水平的被试SC指标进行对比研究；（4）基
于典型SC指标体系探讨二语写作水平动态发展特点。研究发现，基于T单位等粗粒度句法复杂度指标在区
分学生写作水平和预测写作成绩方面的解释力较弱，而基于短语层面的细粒度句法复杂度指标能够有效区
分写作水平和预测写作成绩。
【关键词】树库、 二语、语法

阅读与抒情文写作教学的有机结合—以华侨中学（高中部）语文特选课程为例
张薇  王健仲  华侨中学（高中部）

【摘要】抒情文写作一直是学生的弱点，也是教师的教学难点。由于没有经过有系统的抒情文写作训练，
高中生很容易将抒情文、记叙文或议论文混为一谈，对抒情文的写作手法更是一知半解。再加上学生缺少
生活历练，要让他们短时间内掌握抒情文写作手法，并进行创作，无疑难度极大。有鉴于此，我们决定在
现有的教学内容上融入抒情文写作教学，尝试结合REAP的阅读理论与教学实践，将阅读与抒情文写作教

学有机结合，以39位高一H2华文与文学的学生为对象，引导他们建构抒情文概念，了解并掌握抒情方式
与写作手法，从而进行写作实践。最终，通过调查问卷、课堂观察和学生作品，梳理和分析了阅读与抒情
文写作相互融合的方法及其有效性。
【关键词】抒情文写作、阅读教学、REAP阅读方法、语文特选课程

地名中的关中方言
张文丽  陕西学前师范学院文学院

【摘要】关中方言，曾经作为汉民族共同语基础方言，对周边地区方言、其他地区方言和民族共同语产生
过重要影响。地名是人们用以区别个体地物的语言符号，而作为纪录地名的语言符号包含形、音、义三个
部分。关中方言区的地名，尤其是地名用字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关中方言的特点。本文从关中方言
区中的代表性地区——西安入手，整理分析其地名，得出如下结论：1.声母 （1）古全浊声母清化，平声
送气，仄声归并关中方言中存在差异，西安归不送气，例如“中官亭/中官厅”、“安居巷/钱局巷”。
（2）古知系开口字按照等分化，知系二等、庄组、章组止摄字与精组合流，读ts、tsh、s，例如“三里
村/山李村”。（3）古泥、来二母在洪音前混用，尤其是在洪音鼻音前，泥母混入来母，读l，例如“新
农田/兴隆庄”。2.韵母 （1）前后鼻音混用，关中方言后鼻音为ŋ，前鼻音丢掉鼻尾n，主要元音鼻音化
。由于在当地人听感上二者具有相似性，表现在地名中前后鼻音字混用。例如“上游巷/三友巷”。（2
）遇摄合口一等端系字，元音复音化，读ou，与流摄合并。例如“双楼寺/双路寺/双芦寺”。（3）果摄
开口字一等字与果摄合口字合并，例如“贺韶村/火烧村”。通过分析发现西安地名用字的流变反映了关
中方言的特点及其变化，具有强烈的方言特色，深入研究地名可以挖掘背后隐含的历史文化内涵，提升文
化软实力；可以为地名用字、拼写管理提供理论支撑，推动新时代的语言文字工作。
【关键词】关中方言、西安地名、文化

从外交新词语看中国外交动向—以2010-2020年度《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媒体新词语表为例
张星霞  韩国汉阳大学

【摘要】本研究基于2010-2020年度《中国语言生活报告》媒体新词语表中的外交新词语，运用数据分析
法，从其分类、使用频次和年度分布三个方面考察中国近十年以来的外交动向，为读者勾勒出中国外交全
貌，以期让读者更好地了解当前中国的外交形势，并为中国未来的外交实践提供一定的智力支持。本研究
认为，按照领域划分，这些新词语所涉及的外交领域包括总体外交、经济外交、政治外交、军事外交、文
化外交、科技外交和医疗外交等七大领域；根据性质，这些新词语所涉及的外交类型又可分为方针类、方
式类、事件类、成果类、组织/平台类、场所类、色彩类和人物类等八大类型。它们较为真实、客观地反
映了中国近十年以来的外交动向。
【关键词】外交新词语、中国外交动向、《中国语言生活报告》、分类、使用频次、年度分布

华语文汉字学习策略个案研究-以印尼华语文学习者为例
张胜昔　中国华东师范大学国际汉语文化学院
陈信助　台湾中国文化大学教育系

【摘要】对外华语文之汉字习得一直困扰着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与学。若华语文教学伊始就“重听说而
轻汉字”，不仅将形成中高级以上的学习阻力，更达不到语言习得可持续发展的教学效果。本研究针对一
名中高级程度印尼华语学习者的“初级汉字习得历程”进行了个案分析，围绕汉字习得心理认知、脑神经
机制、仲介汉字等理论，剖析形声字之习写、读音、识义三方面的“中介状态”，深度探讨了形声字之“
形义-音”的习得联结难度，说明汉字作为第二书写系统的学习策略，以及具逻辑性有系统的字本位教学
在华语文习得中的重要性。期许研究结果可提供日后相关教学与研究参考使用。
【关键词】字本位理念、汉字心理认知、中介汉字、可持续性发展、个案分析

“错位的称呼”—当代汉语社交称谓语的变异与泛化
张雪  澳门科技大学 

【摘要】汉语中的社交称谓语是汉文化特征的缩影，亦是对中国社会现状的即时反映(Chao1956， 
Gu1990， Wang2003)。无论是对于语言学本体研究，还是对于语言与社会的互动关系研究，该议题都
具有新鲜价值(Brown&Ford1961， Ervin-Tripp1972， Zhang2021)。本文基于真实语料收集与分析，
针对当代汉语中四个新兴社交面称语(social vocative)的使用原则、表意功能、交际效果等维度进行了
深入讨论（分别为：“（小）哥哥/姐姐”、“老师”、“同学”、“家人们”）。研究发现，当代汉语
社交面称词有如下特征：（1）原有亲属称谓用法深入泛化（例如“（小）哥哥/姐姐”）；（2）职业称
谓用法深入泛化（如“老师”）；（3）“错位”称谓语兴起（如“同学”）；（4）网络称谓语变异性

强（如“家人们”）。当代汉语社交称谓语处于全面深入的泛化与变异中，其成因、过程、程度等，都与
语言发展和社会变迁密切相关。
【关键词】称谓语、社交面称、语言泛化、语言变异

“给我+VP”的主观处置功能
章天明  日本小樽商科大学

【摘要】本文主要讨论“给我+VP”结构表主观处置的语义来源，以及“给我+VP”结构 主观处置功能
实现的机制。 第一，“给我+VP”有两种不同的语义特征。表示“请求”的“给我+VP”中的 “给我”
等同于“为我”或“替我”；而表示“命令”义时，“给我”不等于“为、 替、向”等等，“给我”只
表语法意义。 第二，“给我+VP”的主语只能是第二人称代词，或指人称谓词语，或者是 VP 的受事。
VP 应当具有 [+自主]、[+动作]和[-褒义]的语义特征。 第三，通过“给”字句处置义来源的再分析，以及
与“给 X+VP”句式的对比， 分析得出“给我+VP”句式具有主观处置义。 第四，“给我+VP”中“给
我”的语法化成分的性质，以及第一人称代词的介 入，使“给我+VP”的主观性得到实现。
 【关键词】语义关联、结构关联、受益和受损、主观处置

多元智能理论与对外汉语阅读教学研究—以《零食》为例
赵畅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

【摘要】阅读过程包含着反应读者认知过程的丰富材料，是学习者汉语能力高低的重要体现。虽然近些年
汉语阅读教学的研究层出不穷，但是汉语阅读课堂仍存在着学生学习被动的情况，因此其教学策略还有待
进一步的研究。经过对教学理论的研究，多元智能理论从心理学角度研究了人的智力潜能是多元的，而阅
读教学不仅要教授学生语言文字知识和阅读规律，还要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因此， 我们认为， 对
外汉语阅读教学要想达到最佳的效果， 就必须从多元智能理论出发。本文主要结合《零食》一课从智能
理论下的每一个智能元素分析适合的教学策略和具体实践情况，最后经过反思提出多元智能指导下的阅读
课的教学原则，希望能够为阅读教学者提供一定的参考性建议。
【关键词】对外汉语阅读教学、多元智能理论、教学策略

中韩二语教学高阶教材对比与分析
赵莉  南京大学
赵学玲  Seogwipo-si, Jeju-do, Korea

【摘要】本文选取中韩两国用于本国语言国际教育的代表性教材《博雅汉语》（2018-2020）和《首尔大
学韩国语》（2012-2015），就两种教材高级阶段部分在文化主题选择、体裁内容以及训练模式上的异同
加以比较。认为两种教材在结构上都以文化主题来分类编排，并与训练模式紧密结合，但两种教材呈现出
的差异也十分明显。两者之间的差异固然可归因于两国国情、语言、文化特点的不同，但文化视角和文化
意识的不同是最根本的原因。考虑认知规律和文化视角，选择恰当且丰富的文化内容，不仅能够更好地实
现与国际学生的共情和跨文化交际的目的，通过与语言功能的紧密结合，也能够使语言训练获得更好的效
果。
【关键词】二语教学、高阶教材、对比、分析

社会语言学视角下女性群体通称的使用情况分析
郑皓月  中央民族大学

【摘要】称谓是人类社会中体现特定的人在特定的人际关系中关于身份角色的称呼，称谓词语与社会发展
联系非常紧密，在新中国的发展历程中，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乃至与国际社会的关系都将对称谓
词的使用产生影响，并在历时语料库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迹。在语言生活中，女性群体通称使用情况的
相关统计既反映了语言生活的变化又反映了中国妇女的发展状况，本文主要从社会语言学视角出发，观察
女性群体通称的使用情况。分别从历时角度和共时角度出发，分析五四运动以来“女性群体通称”使用情
况的历时变化，分析不同语体下女性群体通称的使用变化，发现人们对女性群体通称“妇女”“女性”“
女人”“女子”语义特征的不同认识影响了人们在不同场合下对女性群体通称的理解和选用。
【关键词】社会语言学、女性、称谓、语义

反义词“前”“后”的平衡与不平衡研究
周欣然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

【摘要】反义词作为一种常见的语言现象在人们的生活中被普遍使用。一般而言，反义词总是成对出现，

形成平衡状态，即一个词与另一个词形式对称但意义相反。然而以“前”、“后”为例，作为现代汉语中
使用频率较高的一对典型反义词，却很少有人在使用时能注意到其背后隐藏的不平衡现象。本文第一、第
二部分均从义项、构词、所构词、使用频率这四个方面展开，分别探析反义词“前”“后”平衡与不平衡
的具体表现，说明两者在平衡中存在着不平衡。接着又从认知、语义、语用、文化四个角度阐述原因，正
是由于“后”的被认知时间更早、语义范畴更大、受语言经济原则影响更多以及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内涵更
丰富，才使其能够拥有更广的使用范畴和更高的使用频率，也因此造成了反义词“前”“后”的不平衡现
象。
【关键词】前、后、平衡、不平衡

整合训诂方法论新探
周雁飞  新加坡新跃社科大学

【摘要】陆宗达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提倡“训诂方法的科学化” 。本文运用肯·威尔伯的”整合理
论”，采用其“四象限五要素”的框架结构梳理审视传统的训诂理论和方法。首先论述了训诂原理与整合
理论的内在关系，在此基础上将训诂学的适用范围与整合理论相结合，阐释其与传统训诂方法之间的深层
关联模式，及其有效性、前瞻性，进而使整合训诂方法不仅具有理性的解析，而且富于实践的可操作性。
本文是实践训诂学与西方阐释学（英语：hermeneutics）接轨的一次尝试，旨在为训诂方法论的现代转
化提供新的激荡和借鉴。
【关键词】训诂学、解释学、整合理论、四象限五要素

普通话句末语气词的句法性质
宗晓哲  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院

【摘要】本文探讨了句末语气词“啊、吧、吗、呢”的句法特征，认为它们超出了狭义的句法范畴，在话
语中具有表达功能和人际交际的价值。首先，从通过与语气副词、标句词“说”的位置对比，可以看出语
气词句法位置很高，独立于所在句子，属于语用层面。从语用角度来看，句末语气词具有明显的程序意义。
“啊”要求听话者参与到会话中，促进话论继续，是“互动标记”。“吧”在句中通过降低话语确信度，
缓和交际双方关系，是“礼貌标记”。“吗”要求话语权发生变化，促使听话者对所提问题进行进一步的
解释，是“问询标记”。“呢”在话语中起到凸显说话者所表达的语义关系的功能，使得话语与语境之间
存在一定的语义联系，是“焦点凸显标记”。
【关键词】句末语气词、话语标记、句法-语用接口

现代汉语周遍性主语中周遍义的形成原因
左思民  高丽大学中文系 /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  

【摘要】本文探讨了现代汉语六种周遍性主语中周遍义的形成原因。结论如下：在任指疑问类周遍性主语
句如“谁都认识”中，主语的周遍义是经由疑问代词的任指用法而获得的“全域义”。在含数词“一”的
周遍性主语句如“她一点道理也不懂”中，主语的周遍义依托梯级义经语用推理而得，并且只允许从否定
极小量达到否定全量的推理。在列举类周遍性主语句如“老王粤菜也吃过，川菜也吃过，鲁菜也吃过，浙
菜也吃过，中国八大菜系的菜都吃过”中，主语的周遍义并非列举的产物，而由最末的总括分句直接表达。
在物量词重叠类周遍性主语句如“家家都用上了煤气炉”中，主语的周遍义源于物量词重叠式所具的“每
一”意义。在含“全部”等词的周遍性主语句如“全部（都）得参加会议”中，以及含“每”等词的周遍
性主语句如“每个人（都）很认真”中，主语所含的周遍义由充当句子主语的词语直接表达。
【关键词】周遍性主语、任指、语义、语用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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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论文摘要

试析因果连词“因而”“从而”“故而”
安美璇  北京师范大学

【摘要】“因而”“从而”与“故而”是表示因果关系的一组连词。经考察发现，三个词的生成方式均属
于跨层结构的词汇化，源头可以追溯到先秦文献语言。古代汉语句法结构模式的弱化和消失是促成三者词
汇化的重要动因，因此立足于古代汉语，结合词素“从”“因”“故”的词义及特点，考察并解释连词“
因而”“从而”“故而”在现代汉语中存在的使用差异，可以得到三者的区别特征。具体表现为：“因而
”强调因果之间的联系，依据前者推测出后者，后者可以是有所依据的推论；“从而”强调两个事件的发
生存在先后顺序，表达因果关系时，需要首先在语境上满足因果逻辑，通常更强调结果；“故而”所连接
的“原因”与“结果”均是已经发生的既定事实或客观存在的现实情况及惯例，通常更强调引出结果，但
也关注对原因的追溯。
【关键词】因果连词、词义特点、区别特征

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口语流利性评价指标效度研究
鲍杰 北京语言大学
 
【摘要】口语流利性是衡量二语学习者口语水平的重要标准，然而学界对于是否有必要从多个维度对其展
开评价尚没有明确的回答。研究以78份韩国汉语学习者的HSK口语测试录音为研究对象，以专家评分作为
参照，从时间、表达、语言（包括句法、词汇、语音）三个维度选取24项指标作为评价依据，来考察各
项指标对考生口语流利水平评价的效度。研究结果表明（1）所选取的指标中，与口语流利成绩相关的指
标共13项，可以解释口语流利成绩74.4%的方差；（2）在13项指标中，有5项时间维度指标、2项表达维
度指标和5项语言维度指标（句法指标1项、词汇指标4项）能够区分考生的口语流利水平。以上结果说明
在对汉语学习者的口语流利性进行评价时，有必要提取多维度特征。
【关键词】口语流利性、评价维度、指标效度、韩国汉语学习者

潮汕方言陈述语气词“哗（还）”的用法及其语法化
陈楷森  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摘要】在潮汕方言中，“哗[hũã33]”是表示确认某个事实的陈述语气词，由“哗”所构成的“VP哗
[hũã33]”可根据语境还原为“VP1□[hũã33]VP2”，还原式中“□[hũã33]”这个语音形式不再能分
析为语气词“哗[hũã33]”，而应分析为副词“还[hũã33]”。文章在考察语气词“哗”和副词“还”的
基础上，指出语气词“哗”的本字是“还”，语气词“还”由副词“还”语法化而来，其“确认”义来源
于副词“还”的“延续”义，虚化环境是根据语境省略了VP2从而使副词“还”处于句末位置的“ V P 1
还 ” 。 这 种 确 认 功 能 在 语 用 类 推 的 作 用 下 ， 最 终 固 化 为 语 气 词 “ 还 ” 的 语 法 意 义 。
【关键词】哗、还、语气词、潮汕方言

湖南平江赣语能愿动词“要”的脱落及长音现象考察
陈山青  邹珊珊 湘潭大学
 
【摘要】湖南平江赣语能愿动词“要”在语流中可脱落，使前音节读音补偿性加长，从而形成“脱落→长
音”音义互动现象。除了单一脱落外，“要”还可与副词“也”形成双重和选择性脱落。实验语音分析显
示，长音具体表现为音节的主要元音发音明显加长，声调调值变为[原调值+4]，声母不发生改变。语言经
济原则和韵律法则是该现象形成的动因和机制。能愿动词“要”的脱落代表了汉语音节脱落的一种类型，
提供了一种句法创新的途径。   
【关键词】能愿动词、要、脱落、长音、音义互动、韵律法则

中国古诗与其印尼语译文比较研究——以唐诗的韵律问题为中心
陈衍宏(Clement Tanaka) 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摘要】经过调查发现，目前中国古典诗词的印尼语译本数量不多，此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印尼上世纪
50年代至90年代的“禁华”政策所影响。诗歌翻译主张“三美论”，韵律是诗歌创作的重要因素之一，
韵律的转译应当被重视。本文梳理约有7种唐诗印尼语译本之后，发现周福源译文尤其重视“音美”部分。
本文根据译文的用韵情况与印尼古代诗歌类型进行对照，将周福源译文分为五种类型。然而，受到语言差
异的影响，多数诗作经过翻译后，在词语数量方面难以呈现形式上的一致，仅有少数情况或巧合原因达到

词数相同，如《十五夜望月寄杜郎中》原文与译文均有7个字（汉）、7个词（印尼），此现象或许为周
氏无法满足押同韵情况之下，对字数采取了一定的“补救”措施。最后，为了提高中印尼韵文作品翻译的
水平，本文提出了从宏观及微观层面的相关建议。
【关键词】唐诗、韵律、印尼语译本、比较

字本位理念之华语文教育生态系统教学效能分析
陈信助  台湾中国文化大学
张胜昔  中国华东师范大学

【摘要】本研究依据差异化教学与适性化教学理论探讨华语文教学生态系统中「字本位 理念」的教学效
能的重要性。透过台湾某大学华语文中心的初级华语文课程进行实验研 究。本研究采用开放式行动研究
法，辅以文献资料分析法、经验总结法和调查访谈法。研究过程包括「计画-实施-观察-反思」四大环节，
首先依据学习者背景之差异与需求， 适度安排（调适）总体教学方案及课程；再透过华语文「听、说、读、
写」并重的「综 合教学法」推进新的班级经营，以字本位理念及教育生态系统为基础重新设计和安排课 程；
然后依据学习者对课堂教学环节的感知进行反思与检讨，进行行动研究。研究结将提供对外华语文教学与
研究参考使用。
【关键词】差异化教学、适性化教学、字本位、教育生态系统、综合教学法

六何法的教学局限及其对策
龚成 王娟 郑文佩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六何法”能帮助学生快速找出文章的主要信息，经常被用在阅读教学中。很多教师在写作教学
中也常使用六何法指导学生构思，列出写作大纲。六何法在阅读教学中的优点较为明显，但在写作教学中，
却有其教学方面的局限。因为使用六何法进行选材，其实只是对选材信息进行罗列的手段，它是选材的结
果，而并不是选材的方法。至于如何确定“六何”中的诸多信息，为什么是此信息而不是彼信息，正是学
生特别需要得到辅导和训练的地方。而这个思维的过程，较少在课堂教学中得到显性训练。本文以写人和
写事的记叙文为例，通过思维过程的角度分析六何法在写作选材上的局限和不足，并尝试提出相应的解决
办法，帮助学生利用六何法进行最优选材。
【关键词】六何法、写作教学、教学局限、对策

法汉翻译中的名动词类转换
成萌 法国索邦大学

【摘要】词类转换是 J.-P.Vinay 和 J.Darbelnet (1958) 在《法语与英语文体学对比》中，通过对法英
文本的比较分析，提出的翻译主要手段之一：“ 在不改变信息含义的前提下，一种词类替换另一种词类
的过程。”由于法语与汉语在词汇和语法功能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在翻译实践中，译者往往采用该手段使
翻译变得更精准地道。该研究将基于对法国文学作品《红与黑》原文与三个中文译本的对比而进行词类转
换的相关分析。本文中我们将主要介绍在法汉翻译中出现的法语名词转换为汉语动词的现象。比如，法语
中紧随时间介词的动作名词常转换为汉语动词；又如，法语时间名词后的动作名词或情感名词可转换为汉
语动词，等等。通过对比，我们将发现汉语更习惯于用动词来表达时间含义。
【关键词】 词类转换、 法汉翻译、名词、动词。

中韩小说的机器翻译与人工翻译对比—以中国当代代表作家余华的作品为例
崔贤植 上海商学院

【摘要】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飞跃发展，神经机器翻译取得了巨大进展。机器翻译能否取代人工翻译？机
器翻译能否翻译小说？以上议题已成为翻译学界的热门话题。本文以中国当代先锋派代表作家余华作品的
韩译实例，选用中韩两国具有代表性的机器翻译引擎百度翻译和Papago，从文化负载词、长难句、超
句翻译单位等层面对比分析机器翻译和人工翻译，探讨机器翻译存在的问题以及前景展望。
【关键词】机器翻译、人工翻译、中译韩、小说

基于语料库的对外汉语同义词辨析—以“一定”和 “肯定”为例
崔香兰·朴兴洙  韩国外国语大学
 
【摘要】本文希望通过语料库的实证研究，探索出同义词“一定”和“肯定”的异同点和搭配对象的互补
性，以更好地理解并使用。 一般的同义词辨析大都通过字典等工具，依靠直觉经验和内省的方式。虽然

字典具有权威性，但仅仅依靠字典来辨析同义词存在许多不足之处。大型语料库以及先进的检索工具以其
特有的优势为同义词辨析提供了新的方法。本文基于先进的北京语言大学大数据与语言教育研究所的
BCC语料库，采用定量和定性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以同义词“一定”和“肯定”为例，分别从语域
分布、类联接、搭配特征及语义韵方面进行了同义词辨析的实证研究。 综上所诉，本文立足于对外汉语
教学视角，旨在探讨如何帮助学习者更加直观、有效的辨析近义词“一定”和“肯定”。尽管在内容上还
有许多不足之处，但仍然希望可以为汉语同义词教学提供一个可参考的依据。 
【关键词】 同义词、对外汉语教学、语料库、词语搭配、类联接

《岳麓书院藏秦简（伍）》部分字词研读
高婷婷  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

【摘要】《岳麓书院藏秦简（伍）》包含秦代大量律令档案材料，内容丰富，史料价值 高。本文提出五
则字词释读、断句意见，如简 131-132“劾”如字读、“失道” 当指偏离目的地、“回留”应断读开；
里耶秦简 8-777 号简当断读作“从人论、 报、择（释）免归致书具此中。”“简 163“私属免婢”当断
读开；简 199“率” 有劝勉之意；简 225“均”读为“徇”，巡视之意等。以期进一步疏通文义，为 学
界后续利用该文本提供便利。 
【关键词】岳麓秦简、字词释读、断句

语法训诂浅议：基于三个平面的“新描写”
高扬 浙江财经大学

【摘要】利用语法进行训诂实践最为关键的一步，是对疑难词句进行细致的结构描写。传统结构主义成熟
的描写方法的确解决了大量的问题，但是古代汉语，尤其是上古汉语作为一种综合性倾向的语言，存在大
量同形异构、一种形式表示多种功能、多种结构表示一种功能的现象，传统成分分析的方法在描写时还是
显得捉襟见肘。想要精准的描写就必须高度重视语言学理论工具，将不冲突的理论加以融合，将解释与描
写加以统一。因此我们的主张是：语法训诂应该基于古代汉语综合性的倾向，充分利用语言学理论，以考
察分布为核心，剥离语言外证据，根据需要在语法、语义、语用三个平面展开研究，在描写中加深解释，
在解释中深化描写，从而对待考词句的显性和隐性结构都做出最细致的描写，进而考察句例分布，求得达
诂。如在语法层面，除了关注最表层的成分组合外，也应该注意到，长期被忽略的汉语韵律，实质上就具
有形态的功能，利用这一形态，可以很好地解释一些传统结构语言学无法解释的问题，进而对结构做出精
细描写，解决争议。再如语义层面，上古汉语缺少形态变化，其他语法形式也比较隐蔽，位于深层的语义
层面研究涉及到语义特征、语义指向、义素分析、语义场等。如能充分利用，则可通过充分解释，对结构
做更准确的描写。而语用理论，可以帮助解决句与句之间的问题，适合处理一些重复、句读争议；而鉴于
语言普遍存在的语用诱发机制，这个层面的研究更是在描写时不能或缺的。
【关键词】语法、训诂、新描写主义、解释

皖北中原官话区淮北方言的疑问句
郭迪迪  郭辉  亳州学院中文

【摘要】“淮北”指安徽省北部的淮北市，辖相山、烈山、杜集三区和濉溪一县。按《中国语言地图集》
（2012）的分区，三区和濉溪分属中原官话徐淮片及商阜片。淮北方言疑问句有是非句、特指句、选择
问、反复问句四类。是非问是在陈述句末尾加上扬的语调“↗”表疑问。特指问常在句中用“啥子、咋的、
咋着、哪来”等代词作疑问点，要求对方就疑问点作出回答。选择句常用“是/ｖｐ还是ＶＰ”的选择格式作
疑问的焦点，句末常用语气词“昂”。文章主要描写分析了淮北方言的“可ＶＰ、ＶＰ不/没ＶＰ、ＶＰ
不(啵)/没有”三种形式的反复问句，并讨论了“ＫＶＰ、ＶＰ－neg、ＶＰ－neg－VP”的历史层次及
“可ＶＰ、还ＶＰ”的来源。
【关键词】皖北中原官话、淮北方言、疑问句

欧化影响下表范围限定的方位结构“NP抽象上”
郝锐  首都师范大学

【摘要】受欧化影响，早期现代汉语中表范围限定的方位结构“NP抽象上”集中大量出现。新中国成立
以来中期现代汉语中这一结构呈现新的发展态势。使用方面，表范围限定的“NP抽象上”成员有增有减、
有“潜”有“显”，但“增”和“显”是主流，既有量的增，也有类的显。语法功能方面，早期现代汉语
中“NP抽象上”可以充当状语、定语、补语，中期以来则发展出了“句首修饰语”的功能。具有人际功
能的“NP抽象上”成员正是从做句首修饰语的位置上进一步转变而来，且逐渐发展出全句评注、传信和
情态、衔接连贯以及焦点凸显等功能。

【关键词】欧化、NP抽象上、历时演变、表达功能

华语综艺节目对新加坡华族学生之影响的调查—以南洋理工大学为例
洪玮嬣  许润芳  南洋理工大学

【摘要】随着新媒体覆盖面的不断扩大和华语综艺质量的逐步提高，两岸三地和新马的华族年轻人对综艺
节目的关注度不断上升，由于没有语言壁垒、更新及时、内容有趣、种类丰富，新加坡华族青年大多对华
语综艺节目有所了解，部分学生更成为了资深观众。本文通过对本地华族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掌握其观
看华语综艺节目的频率、动机和偏好，两岸三地及本地华语最受欢迎节目的播放渠道、类型、主题、播放
平台和制作地点，华语综艺及相关对新加坡华族大学生华语使用水平、文化素养等方面产生的影响，了解
大学生在观看过程中感受到的文化、思维差异及对节目内容制作方向的期待，总结华语综艺对华族大学生
的影响及其走向华语中圈的可改进之处，为两岸三地及新加坡本土华语综艺节目发展方向提供参考，探讨
综艺节目等文化项目应用于汉语国际教育的可能性。
【关键词】汉语国际教育 综艺节目 华语 口语教学

短视频技术应用于听障初中生汉语教学的研究
洪臻颖  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 

【摘要】媒体技术极大地促进了短视频内容的发展与传播，短视频也成为了前者最常见的应用领域之一，
为身处不同行业的受众提供了信息输出和接收的渠道。而短视频的普及恰恰赋予了听障学生群体公平地接
受信息的机会。目前，以短视频为媒介，对听障学生进行汉语教学的研究仍有较大的发展空间。由于先天
或后天的身体缺陷和特殊的成长经历，听障学生常常会产生严重的自我封闭心态和对陌生环境的抵触心理，
又因与社会接触机会较少，自然地落于信息传输通道的末端。因此，只有将语言与技术二者有效地融合，听
障学生才能在汉语学习的道路上缩短与健全学生间的差距，且逐步实现“信息平权”。本文将以听障初中学
生的汉语学习过程为研究对象，依据认知语言学的相关理论，通过对听障学生的语言获得过程进行语境依赖
方面的研究，提出短视频应用软件参与其汉语习得的改进方案。
【关键词】听障学生、汉语教学、短视频 语境依赖

从康德的文学艺术理论看阅读在提高华文作为第二语言学习的学习兴趣中的作用
黄婉玉  林进展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新加坡以英语为通用语言，学生的华文学习缺乏足够的语言环境和学习动机。华文作为第二语言
的社会地位既定，其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不足的情况既定，仅依靠功利性动机注定无法引起学生学习华文
的足够动力，需要一个非功利性方法来提高学生学习华文的兴趣。康德在其美学理论中提出，由审美判断
所产生的愉悦是无功利性的、无任何利害关系的愉悦。审美活动是一种非功利性的、无利害关系的活动。
他认为阅读是最高级的审美活动，具有审美活动无功利、无利害关系的本质特点，是符合人的自由本质的
最高级的活动。由此看来，阅读是一种无功利性的活动，能够产生普遍的愉悦感受，可以用来提高学生学
习华文的兴趣。而若要阅读能够担当引起学生学习华文兴趣的重任，则需要让华文阅读回归阅读的审美本
质。
【关键词】第二语言学习、无功利性、阅读、学习兴趣

华文写作：微视频的运用策略再探
黄易亭  张水福  郭兰花   新加坡国家初级学院
张曦姗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中学低年级的学生在记叙文写作的内容上总是千篇一律，主题不够鲜明，详略不当，更严重的是
内容缺乏逻辑性，情节不合理。因此，研究团队希望通过微视频帮助学生“乐于用华文作书面表达，能感
受写作的乐趣，丰富写作内容”。微视频教学模式从观看微视频开始，过后通过提问，在科技平台上让学
生思考与分析，同侪间针对视频进行讨论，并和老师一起总结视频内容的主题、人物形象等技能，经过这
一系列的思考与讨论，教师才给出对应的作文题目。这项研究已在本院连续进行了两年（2020-2021），
今年我们以137名低年级学生为研究对象，再优化教学策略，希望持续为中学低年级写作教学提供一个简
易、操作性强的教学方法，以提升学生的写作能力，并加强学生写作的信心。
【关键词】华文写作、微视频、中学低年级
 

汉语二语者动名搭配习得研究
姜晓欣 北京语言大学

【摘要】本文将从研究内容、研究语料、研究结果三部分概述论文内容，具体如下。 一、研究内容 通过
动名搭配中名词宾语的语义类别、错误搭配的类型分布、不同母语背景 二语者动名搭配产出量三个维度
考察二语者与母语者、不同母语背景二语者（日 语、韩语、维吾尔语）HSK 作文中产出的动名搭配是否
存在差异。 二、研究语料 二语者语料我们选取了 2010 年 10 月 HSK 考试作文 90 篇，其中，韩国、日 本、
中国维吾尔族二语者作文各 30 篇。母语者语料是高三及其以上学历的汉语 母语者按照 HSK 作文考试要
求写的同题作文，共 30 篇。 三、研究结果 1、动名搭配中宾语对语义角色的优先选择关系是“受事>对
象>等同>致使> 结果”，二语者与母语者动宾语义类型选择顺序基本相同。 2、动词误用占偏误总数的一
半，是主要的偏误类型。 3、日本二语者与韩国二语者产出正确搭配的比率不存在显著性差异，产出 搭
配总量最多、错误搭配数量最少的是维吾尔族二语者。
【关键词】汉语二语者、书面语、动名搭配

汉语学习者常见的母语负迁移及教学对策
蒋一鸣  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

【摘要】以英语为母语的汉语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常常会受到母语的干扰，这种现象被称为“母语负迁
移”。因英语和汉语具有明显差异，以及学习者受母语思维的影响，“母语负迁移”现象在以英语为母语
的汉语学习者群体中屡屡发生，且有一定的规律性和同质性。研究母语负迁移有助于发现汉语学习的重难
点，指导教师更有针对性地开展汉语教学，从而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增强学生的动力和信心。过往文献
和本项研究显示，常见的母语负迁移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语音、词汇、句法、书写系统及文化背景。本
项研究将对以上五方面进行详细介绍和说明，并提供如下三点教学对策，以减轻母语负迁移对中文学习的
影响：归纳常见错误点并提供配套练习；营造“沉浸式”汉语学习环境；保持耐心并鼓励学生从错误中学
习。
【关键词】母语负迁移、汉语学习、教学对策

韩中后缀“X家”的语义研究 
金梅 ·朴兴洙   韩国外国语大学

【摘要】汉字和汉语最早在商末周初就被箕子传播到了‘朝鲜’， 汉语教学在韩半岛的历史源远流长。
作为汉字文化圈和儒家文化圈的国家，韩国对汉字、汉语和汉文化一直有较强的认同感。 韩国是大约从
公元600年开始，借用相当于汉语中高音的语音和文字。在韩语词语当中汉字词所占比例相当高， 虽然《
训民正音》（1446年）颁布之后， 韩国有了自己的文字， 汉字词的使用早己深入人心。韩语中的汉字词
大多保留唐宋时期的中古音韵， 书写上基本采用繁体字， 因此，韩国是最早接触和吸收汉字汉文化进行
汉语教育的国家。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不管是国家层面还是民间，韩国一直保持着汉语教育的传统。本
文研究的是汉语和韩语中共同使用的后缀“X家”（“X가”）的语义对比，特别是着眼于它的语义特性，
阐明意义差异为研究目的。韩中 “X家”的语义可分为同义，转移，变异的关系。笔者以类后缀“X家”
的语义特征、语用特征等方面来浅析“X家”词缀化产生的原因。韩中两国同处“汉字文化圈”之中，有
着密切的联系。第二语言的习得离不开牢固的第一语言基础。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研究已经成为一门独立的
学科，研究日益精深。各国的汉语学习者，在自身文化特点的影响下，对汉语语言的习得、难易把握、也
有着不同特点。其语言的共性及个性更有着不同于其他的特点，这为中韩语言研究提供了必要性，也为对
韩国的汉语学习者的研究提供了必要性。第一语言对第二语言的影响和干扰，所以常常会使第二语言的学
习者自觉不自觉地要以第一语言为标准来套用所学的语言，因此产生“对等”意识和偏误现象。希望中韩
共同使用的后缀“X家”的语义对比研究，对中韩之间跨语言跨文化研究的引玉之砖。
【关键词】 “X家”、类后缀、语义差异、韩国汉语学习者.

明末西班牙传教士菲律宾漳州闽南话教材古今韵母分合考辨 —以《汉语语法：漳州话语言艺术》（1620）
西班牙巴塞罗那图书馆善本为例
金美  中国厦门大学

【摘要】本文以在菲律宾马尼拉传教的西班牙道明会（又称“多明我会”）传教士撰写于1620年的教材
《汉语语法：漳州话语言艺术》（下文简称“漳州语艺”）西班牙巴塞罗那大学图书馆善本漳州闽南语为
例，对比考察今漳州话（下文简称“今漳州话”）与《广韵》音系韵母（每字所属韵摄开合等次及声调用
小字号标注于每字右下角），查考辨正明末菲律宾漳州闽南话与今闽南话韵母古今分合的历史音变遗存，
颇有启示意义． 
【关键词】 明末西班牙传教士、菲律宾漳州闽南话教材、古今韵母分合

跨语言视角下汉语结束义动词的语法化研究
景高娃  浙江外国语学院 

【摘要】本文采用共时和历时相结合的方法，对汉语结束义动词的语法化过程进行分析，并借鉴语义地图
的方法，描绘结束义动词的多功能性。事件连接功能的产生是结束义动词语法化非常重要的一环，符合类
型学结束义动词语法化的一般路径。在共时平面上，对方言中的结束义动词的关注还不足。“罢”在普通
话中已很少使用，但保留在豫北方言中，进一步虚化，并扩展出表达经历的用法。从跨方言或跨语言的角
度来看，汉语方言和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语言中的结束义动词有相似的从完结到经历的扩展路径。已见报
道的境外语言的结束义动词可以表达“以后”“已经”“完结”“接续”“过去”“完成体”等多种功能。
汉语结束义动词向完成体甚至经历体方向发展，体现了类型学的共性。
【关键词】结束义动词、多功能性、语法化、经历体

认知视域下韩国学生能性述补结构的习得研究
雷婷  中山大学 

【摘要】能性述补结构一般是指“V得/不C”结构，是汉语的一种特殊句法结构，该结构的使用条件相对
比较复杂，在韩语中没有完全相同的对应形式，因此韩国学生在使用该结构的时候常常出现各种偏误。传
统的“V得/不C”结构教学主要偏重于结构形式的描述，学习者虽然能记住能“V得/不C”的结构形式，
但是能准确理解把握并有意识地正确使用该结构的学习者却不多。本文尝试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对能性述
补结构“V得/不C”进行习得和认知研究，试图探索出能性述补结构“V得/不C”的认知加工机制，并以
此为依据帮助对外汉语教师找到更为科学有效的教学策略。
【关键词】能性述补结构、二语习得、认知研究、汉语教学

新马地区私会党的行业隐秘语
李国樑  新加坡独立民间文史研究员、民间文史顾问

【摘要】新马的华人帮会源自中国清朝的天地会，殖民地政府称之为secret society（私会党）。虽然一
些私会党员曾经回国反清，大体上私会党的本质已演变成通过武力争夺地盘，以新客与黄赌毒为主要营收
的社会罪案源头。19世纪末，新加坡私会党被令“解散”后，成立以洪门“廿一”为根基的“天地人神”
派系，行语亦趋向本土化，例如“平中”和“崩角”两大主流招纳新丁时都会“做大戏”和“布袋戏”，
急功好利的私会党老大则“去角”；私会党内部职位有426、415、49等，民间形容“08、24、369，敌
不过999（警方号码）”；一旦“风来了”最好马上把“白鱼”藏起来。此外，“开台”跑码头必须以《
五祖船》对诗，跟“水”相关的隐语甚至通俗化，成为民间方言惯用的俚语。 
【关键词】新加坡、天地会、私会党、行语

关于华文实时在线课堂互动技巧的思考
李静  范静哗博士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COVID-19的疫情导致许多青少年的学习场域从传统的同一物理空间的课堂转到虚拟空间的实时
在线课堂，实时在线教学的互动环境的改变也导致传统的师生互动条件发生了变化。当教师和学生分散在
各自的生活空间，在共享的虚拟学习空间中师生的互动与传统课堂相比，相对缺少非言语交流，这对学习
者的投入和注意保持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教师需要进行专门调整才能发挥在线教学的效果。本文从青少年
心理学的角度探讨注意力及其与在线学习的关系，进而分析在线课堂中的常见任务，并总结在线教学中的
一些互动技巧，目的在于通过形成良好师生关系、积极的学习氛围来加强课堂互动，为学习者赋能。文中
总结的互动技巧主要包括：1.激发学习动机的互动技巧，如提问、反馈、非言语交流等；2.教学过程策略
的互动技巧，如明确学习任务、设计话题以及任务导向教学等；3.差异化教学策略的互动技巧，如应用资
讯科技支持差异化教学、组织统筹课堂中的互动。
【关键词】在线课堂、非言语交流、青少年学习心理、在线互动

关于强调数量“就”的重音形式
李美京 韩国大邱大学
            
【摘要】本文主要以声学的方式针对既可强调数量多又可强调数量少的副词“就” 进行的研究。前人对
此研究已经很多如，在句法、语用、语义演变、语义指向、主观量等方面，但在韵律方面的研究却很少，
且几乎都靠语感来判断“就”是重读还是轻读。本文要对“就”的本体研究与韩汉对比研究同步进行，考
察在有无“就”的单量式结构中重音形式有何区别，还要看中国人和韩国人对“就”句子的音长和音高有
何不同。实验材料选择了《现代汉语八百词》，《现代汉语虚词词典》中的例句及自己调整的例句，一共
20个句子。实验对象为中国人3名，韩国人3名，各读三遍。分析对象一共为360（20*3*6=360）个句子，
57，600（20*160*3*6=57，600）个音节。本文要分析句中有无副词“就”的两种情况下，句中音长和
音高的不同。研究结果大体如下，第一，通过分析音长和音高来看，句中有无“就”时，重音位置有所不

同，没有“就”时，重音放在句末数量单位上，并且各音节的音长相差不大。强调少量时重音既可在“就”
上，也可在“就”后的数量单位上；强调大量时，重音放在“就”前。第二，韩国人不管副词“就”在哪
儿，一般都把重音放在数字上，有些人把它放在动词上。可见，韩国人对句中出现强调数量的副词“就”
的重音格式不太了解。第三，韩国人的每个音节音长区别不大，而重音的表现不太凸显。
【关键词】重音、 副词“就”、音长、音高

东南亚华语早期词汇发展变化研究
李权  北京师范大学

【摘要】本文以《叻报》《新国民日报》为研究对象，分别选取1917-1920（本文称之为“前期”）和
1930年前后（本文称之为“后期”）的等量本地新闻语料进行两点间的词汇比较，主要有以下两点变化：
第一，文言形式减少，白话形式增加。早期华语的语言风格可归纳为“文白相融”，即尚古的文言词和通
俗的白话词并存共用。对比前后期，文言形式有所减少，白话形式有所增加，体现出文言向白话的过渡特
点。第二，由不稳定趋于稳定。表现为如下语言事实：其一是同义形式的选择，如同素异序词，其二是异
形词的选择，包括自源和他源两类。它们均表现出前期词形丰富，且频次相近，后期出现了主要词形的变
化。以上几种变化主要受以下三种因素的影响：其一，早期国语的影响；其二，东南亚本土因素的影响；
其三，外语的影响。从“史”的角度来看，应该将共时和历时的研究思路相结合，多角度考察影响华语发
展变化的因素。
【关键词】东南亚华语、叻报、新国民日报、词汇

基于网络技术支持下韩国高校汉语教育现状
李秀彬 韩国仁荷大学/中国天津师范大学

【摘要】随着网络技术的普及，不受时空限制可以展开汉语教育。在疫情情况下，多数韩国高校采取了基
于网络技术支持下的远程汉语教育。本研究主要考察对象为20所韩国重点高校的汉语教育现状，主要考
察范围为韩国政府的官方文件、高校常用的LMS系统，K-MOOC平台、KOCW高校资源共享平台、高校
的OCW平台、高校官方网站进行了考察。考察得知，1）汉语与其他外语相比，韩国政府对汉语教育方
面的支持力度变化不大，可说明为韩国政府重视汉语教育。2）韩国高校利用LMS系统开展混合式学习以
及远程教育提高汉语课堂教学的绩效。3）通过K-MOOC管理实施策划可以看出，韩国政府重视基于网
络技术支持下的远程教育，以及远程教育有着一定的意义。本文进行了基于LMS系统支持下的汉语课堂教
学设计。LMS系统可以实现以学习者为中心的课堂教学，又可以减少教师的备课时间。基于LMS系统的汉
语课堂教学可以分为三大环节开展不同的教学活动。1）课前环节主要进行资源学习，比如：教师把教学
资源上传到LMS系统让学习者进行自学。2）课中环节可以点击远程会议（ZOOM与谷歌会议）开展远程
教育。3）课后环节利用LMS系统上的练习，考察学习者的掌握度。4)学生互动方面，LMS系统上教师创
建小组之后，不仅可以进行生生互动，还可以线上会议当中可以进行师生讨论。本文的研究工作可以为对
韩国汉语教育的信息化与汉语教学改革工作提供参考并借鉴。
【关键词】汉语教育 、系统

混合式学习模式运用于文学教学的设计与实践—以H2华文与文学小说教学为例
李志元  新加坡莱佛士书院（高中部）
张曦姗  南洋理工大学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随着数码科技的普及，课堂的教学形态及学生的学习方式也有了巨大的改变。混合式学习模式便
是其中一大教育趋势。学生在选读H2华文与文学这门课前，较少接触过文学作品，也缺乏深入分析文本
的能力。因此，如何带领学生深入分析课程中的所有作品，并教授学生分析文本的能力便成了一大教学难
点。本文试图以H2华文与文学课程下的小说教学为例，探究如何将混合式学习模式运用于文学教学上。
首先，本文将介绍研究背景与对象，并阐述新加坡混合式学习模式的概念和理论依据。接着说明运用混合
式学习模式于小说教学上的实践过程。最后，本文通过学生调查问卷、聚焦访谈及教师观察来检视教学设
计与实践的成效，再反思教学过程中所面对的挑战。
【关键词】混合式学习模式、H2华文与文学、小说教学

“年老”对新加坡华族年长病患意味着什么？—以医患门诊会话中的“年老”为例
林鼎勋   林尔嵘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摘要】在公共医院的门诊互动中，时而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一些年长患者会在话语中向医生标榜自己“
年老”的身份，如：“这么老了”、“我岁数有了”、“八十七岁了啦”等等。我们发现，这些以话语标
识自己或他人的“年老”身份不只是单纯的在传达信息。实际上，在不同的会话序列环境中，以话语标识

“年老”作为会话行为能达到不同的话语作用。以新加坡某一家医院的门诊语料为例，我们结合会话分析
（Conversation Analysis）方法与身份类属机制（Membership Categorization Device）的视角，
探讨“年老”这一身份类属在门诊互动中的作用。研究显示，一些华族年长患者会向医生标榜自己“年老”
的身份，以完成特定的话语行为，包括：一、合理化自己的病症；二、拒绝医生的医疗建议；三、辩解自
己身体功能的缺失。通过分析这些年长患者标识“年老”身份类属的互动序列及相关的会话行为，我们旨
在揭示新加坡华族年长患者对于“年老”这样一种身份标签的观念及认识，说明身份类属机制是如何搭建
起交互双方对话语的理解，也为医患沟通研究带来新的启发。
【关键词】会话分析、互动语言学、身份类属机制、年老

维吾尔语、西部裕固语颜色词文化内涵对比研究—以“黑”“白”为例
林雅琛   中央民族大学

【摘要】本文总结对比维吾尔语和西部裕固语“qɑrɑ/�ɑrɑ黑”“ɑq/ɑq白”的义项发现，两种语言“
黑色”既含褒义也含贬义，均有伟大、尊贵、有力、程度深、粗糙、无知、坏、反面的和孝服等义。但维
吾尔族接受了汉族“黑色”代表非法、秘密的认识。维吾尔族和西部裕固族都认为“白色”代表吉祥、善
良。西部裕固语“白色”可指所有奶制品和非宗教职业者，维吾尔族受到其他民族影响，借入了白色“落
后、反动”等贬义。并从社会生产实践、宗教信仰、风俗习惯三方面讨论“黑”“白”文化内涵的异同原
因。
【关键词】维吾尔语；西部裕固语；“黑”“白”颜色词；文化内涵对比

试论对外汉语教材中的拼音教学设计及拼音对教学的辅助作用—以《博雅汉语（第二版）》为例
刘迪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

【摘要】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开始学习汉语，各种对外汉语教材层出不穷。语音教学在语言学习初
期有着重要意义，对于汉语来说，拼音教学是发展其他语言技能的基础。教材是教学的依据，一些对外汉
语教材中对拼音教学的设计缺少科学性和系统性，并且没有较好的利用拼音辅助之后的技能教学。本文共
有五章，以《博雅汉语（第二版）》九册书为研究对象，分别从研究目的和意义、拼音教学设计、拼音练
习安排、拼音辅助其他语言技能教学、研究结论等方面展开论述。《博雅汉语（第二版）》总体而言在拼
音教学方面较为完善，但在发音方法教学和拼音练习方面仍可提升。本文详细分析了教材中拼音部分的优
劣利弊，希望能为其他对外汉语教材的编写完善提供思路，提高对外汉语教学的质量。
【关键词】对外汉语、拼音教学、教材设计

台湾“国语”新义新用的“杀”
刘吉力  长沙师范学院文学院  

【摘要】台湾“国语”的“杀”动形兼备，以动为主，辅以形容词用法。形容词“杀”主要有“狠/酷/低”
三个义项，各义项来源不同；历时考察“杀”，呈现由升到降的发展态势，义项由单到多再到以“低”义
为主，“杀”的发展演变有其内外部原因；对比其他多个华语社区，台湾“杀”与其形成有无之别的新生
差异。新义新用的“杀”充分体现了台湾“国语”的变异性及独特性，因此是研究其最新发展演变的典型
案例之一。
【关键词】台湾“国语”、“杀”、形容词、变异

更好地与文献对话：留学生学位论文转述结构考察与教学
刘锐  澳门大学

【摘要】学术写作中，引用是与已有研究建立联系、创建自身研究空间的重要方式（Swales， 1990）。
因此需要大量地使用诸如“某某发现/认为”、“在某某看来”这类转述结构。学术英语（EAP）研究表
明，二语学习者在掌握转述结构上存在相当的困难（Neff et al. 2003；陈建林，2011）。本研究旨在考
察汉语二语者的学位论文中转述结构的使用情况。本研究从CNKI硕士学位论文库中随机选取了13篇留学
生用汉语撰写的学位论文作为考察对象。由于引用通常集中地出现在文献综述部分，因此考察的重点放在
论文的“研究综述/研究现状/文献综述”部分。我们使用Liu & Wang（2019）的分类体系对转述结构进
行了标注。结果显示，留学生学位论文中使用最多的是过程性转述，其次是话语性转述，最少是发现性转
述、认知性转述。对比成熟写作者的论文（刘锐、黄启庆、王珊， 2021），留学生过度使用过程性转述，
而发现性转述、话语性转述的使用比例偏低。结合不同转述结构的功能来看，留学生在引用中主要关注的
是研究对象、方法，而对结论、成果、作者的观点缺乏足够的讨论和分析。此外还存在以下问题：转述语
的功能类型、种类单一；（2）转述语误用；（3）转述结构滥用，造成无意义的引用。针对这些情况，
本文提出应该对转述结构进行针对性训练，综合使用范文学习、结构控制训练、改写等练习方法，帮助二

语者理解和掌握多样化的转述手段，以提高汉语学术写作的水平。
【关键词】转述结构、学位论文、引用、学术汉语、学术写作

虚拟世界和元宇宙：汉语国际传播的应用现状和未来的可能性
卢文慧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研究生

【摘要】依托现代信息技术和互联网平台在线教育的不断发展，“互联网+”开展汉语教学受到汉语教师
与汉语学习者的共同重视，使汉语国际传播更多样化。虚拟世界是一种持久的在线计算机生成环境，在远
程物理位置的多个用户可为工作或学习进行实时交互。本文首先介绍了虚拟世界的历史发展和元宇宙的概
念。元宇宙是互联网的延伸，允许用户彼此之间以及周围的环境进行互动，包括虚拟现实（VR）和增强
现实（AR)。人工智能（AI）的使用现已成为汉语国际教育的现实。通过特别关注四个特性，虚拟世界或
元宇宙的集成网络在四个领域取得进展：沉浸式现实主义、访问和身份的普遍性、互操作性和可扩展性。
对于每个领域，当前状态和需要的发展，这些特性被认为是可行的多元核心组成部分。本文考虑虚拟空间
在当代汉语国际传播的应用现状，以及元宇宙新技术领域的影响。以当代汉语为对象，以多学科交叉为视
角，结合汉语国际传播的相关实践，虚拟世界利益相关者和开发人员之间未实现的协作，构成人类社会文
化互动的一个引人注目的领域。伴随新技术发展和教学理念变化，在虚拟世界和元宇宙视野下展望汉语国
际传播发展的新思路。
【关键词】元宇宙、虚拟世界、人工智能、汉语国际传播

东南亚华语量词历时发展调查与思考
卢月丽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摘要】本文以东南亚华语为对象，以“史”的眼光观察东南亚华语中量词的历时发展面貌，最终按照“
史”的范式形成比较完整的表述，试图从一些具体的方面展现东南亚华语发展演变的内容及过程。文中把
东南亚华语量词的发展归纳为以下三种模式：上扬式、下行式及曲折式。在对上述语言事实考察与梳理的
基础上，文中得出以下两点认识：其一，东南亚华语量词的发展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其发展不止一种模
式，而是三种交织在一起；其二，华语量词发展演变的原因既有方言、英语的影响，又有其作为祖语具有
保守性的制约。
【关键词】东南亚华语、量词、祖语、历时研究

浅谈国际汉语教学中的跨文化理解 ―以在日教学实践为例
路浩宇  日本关西学院   
陈碧强  中国山东曲阜师范大学

【摘要】笔者以自己在日本大学试行的两次以“友谊”和“孝道”为主题的汉语口语教学实践为例，通过
学习者对“友谊”和“孝道”为主题所作的口头发表，在提升口语表达能力的同时，引导学生了解中国的
文化与哲学思想。通过观察学习者对“友谊”和“孝道”话题的口语课的参与情况，我们发现日本学生对
友谊话题的兴趣更浓厚，对友谊的理解比孝道更深，对友谊价值的认同大于对孝道的认同。日本是原子化
社会，由于个人本位思想在日本的盛行，学生对于跟自己关联紧密的同时代事物表现出更大兴趣。孝道涉
及两代人或三代人之间的关系，复杂程度远大于友谊，故不太容易引起在“核心家庭”的时代背景下成长
起来的当代日本大学生的同情与理解。由此可见，任何一种观念都与它的历史和人文环境有关，是传统延
续和社会生活的产物。由于“孝”涉及到代际关系，日本学生对“孝”的认识相对浅薄，往往是泛泛而谈。
由此引出对教学目标的思考：一，国际汉语教学不应仅仅停留在“术”的层面，而应在锻炼学习者基础能
力的前提下，上升到对学习者的人文关怀与灵性启迪的大道上来。二，知识传授与文化交流是两个层面的
问题，知识传授是无条件性的，而文化之间的融合是有选择性的。国际汉语教学需要在尊重文化多样性的
前提下进行。
【关键词】国际汉语教学、友谊 孝道、人文关怀
  

怒苏语多义词的文化内涵
罗自群  中央民族大学

【摘要】怒苏语是生活在中国云南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福贡县的怒族怒苏支系说的一种语言，属于汉藏语系
藏缅语族彝语支。怒苏语词汇，按照义项来分，有单义词和多义词两类。本文重点从多义词这一方面来分
析怒苏语词汇所体现的文化内涵，通过与汉语、藏缅语族其他语言的比较，来说明怒苏语词汇文化内涵的
特点。文中所用的怒苏语词汇都是来自本人田野调查获取的第一手语料。一、怒苏语多义词的类型：如果
以汉语为参照点，怒苏语中存在一些多义词——一个怒苏语的词，可以有两个及以上的汉语词语和它相对
应。既然是多义词，语音相同，语义相关。根据词性，可以把怒苏语多义词分为两类：1、词性相同的，

2、词性不同的。（一）怒苏语词性相同的多义词  怒苏语词性相同的多义词比较常见的是名词、形容词
和动词。（二）怒苏语词性不同的多义词  怒苏语词性不同的多义词，比较常见的是一个多义词具有两种
不同的词性，当然，也有一部分多义词不止两种词性。二、怒苏语多义词的文化内涵：我们把怒苏语词性
相同的多义词看做是静态相关，而把词性不同的多义词看做动态相关。和汉语比，和汉族比，使用怒苏语
的怒苏人和汉族在认知上存在着诸多差异，汉语的表达显得更精细一些，而怒苏语则比较笼统一些。怒苏
语多义词的这种特点，充分体现了怒苏语的文化内涵。
【关键词】怒苏语 、多义词、文化内涵

汉语二语者书面产出词汇多样性的文本长度效应研究
马庆 北京语言大学

【摘要】词汇多样性是二语表达能力的重要标志，是计算机自动作文评分的重要采集变量，但是词汇多样
性测量指标与文本长度之间存在复杂的关系。本研究从2010年4月HSK写作考试的实测大数据中选取154
份语料，重点探究了汉语二语者书面产出词汇多样性与其文本长度的关系。结果发现：（1）词种数、
TTR、Root TTR 、Log TTR等8个测量指标可作为词汇多样性测量的有效参量，但通过相关分析结果可以
看出，当文本长度过短的时候，很难反映出词汇多样性与作文成绩之间的关系；（2）8个测量指标均存
在文本长度效应，其中MATTR受文本长度的影响较小；其余7个测量指标随着文本长度的变化整体呈现出
线性的变化趋势；（3）当文本长度在60至100词范围内时，除MATTR外，相同文本长度下的LD值均存在
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关键词】词汇多样性测量、文本长度、语言产出、作文自动评分

西南官话中古非晓组字混读的声学考察—以四川中江为例
饶冬梅   西华大学

【摘要】古非晓组字的混读在西南官话中较为常见[1][2]。西南四省（四川、云南、湖南、湖北）方言中
非晓组字的混读主要体现为八种类型（见表1）。本文以四川中江方言的古非晓组字今读作为深度调查对
象（前人调查结果为Type2类型[2][3]），选择10位年龄在55-65岁区间的发音人（男女各5），得到约
9000个语音材料，提取擦音中段20ms的谱重心CoG（Center of Gravity）和标准差SD(Standard 
Deviation)两个参数[4][5]，从声学和感知两个角度考察了四川湘语中非晓组字混读（merger）以及语
音性变读（phonetics variation）的原因[6][7]：非晓组字的混读，跟[f]/[xu]发音的相似性以及感知混
淆有关，和语言接触也有密切关系。四川湘语受强势方言（Type 1）及普通话影响，混读规律出现例外
之外的字有所增多，混读的条件也逐渐走向单一化。
【关键词】四川湘语、混读、语音变读、语言接触

河北方言的“去分阴阳”现象
桑宇红  白茹 河北师范大学 

【摘要】学界对河北地区保定、唐山、秦皇岛地区冀鲁官话保唐片轻声前去分阴阳的现象已有报道，较早
应是《昌黎方言志》（1960），后有李思敬（1995）对宁河方言，接着田静（2007）、刘克龙（2010）对
唐县，后又有郑莉（2014/2019）、白茹（2016）、曹庆改（2018）、李仕颖（2019）、尹凯（2020）等
分别报道了与保定毗邻的石家庄的深泽、无极、辛集及衡水部分地区安平、饶阳也存在“去分阴阳”的现
象。河北方言去分阴阳具体表现为：（1）在单字调层面可以区分阴阳去，如无极和深泽；（2）在连读层面
区分阴阳去；主要分布于保定地区的曲阳、定州、唐县三个县市；（3）仅在轻声前连读时区分阴阳去，
主要分布于保定及石家庄、衡水部分毗邻保定的地区。
【关键词】河北方言、去分阴阳、连调及轻声、保唐片

课例研究：放声思考在阅读教学中的策略与设计
盛丽春、韩爱玲、幸锦龙 、胡晓苏  四德女子中心
张曦姗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为了提高学生在阅读理解、感悟欣赏及延伸拓展方面的能力，本校研究团队通过放声思考阅读策
略(Think Aloud Strategy)进行有系统、有针对性的阅读教学。放声思考策略是将个人内在的无声思考，
用口语表达的方式，将心中所思考的内容说出来。老师能借此了解学生的思维过程并加以引导纠正。放声
思考方式是展示思考能力的有效方法，让思维可视化，同时也能训练学生的口语表达能力。本研究以79
名中二高华学生作为研究对象展开三轮的课例研究。本文首先从研究背景、研究对象和研究目的做一个整
体介绍；接着阐明理论依据和相关概念；再具体介绍整个研究的教学实践过程。研究结束后，通过调查问
卷、教师观察以及学生反馈进行分析，最后再反思教学过程中所面对的难题与挑战。

【关键词】课例研究、放声思考、阅读教学

“洪武赶散”与苏北江淮官话
石绍浪  北京语言大学

【摘要】“洪武赶散”是指明初苏南向苏北平原一次大规模移民，虽然正史没有确切记载，但在苏北民间
普遍流传。苏北江淮官话入声韵有一个较为独特的特征，曾梗摄一二等帮组字读圆唇后元音韵母，并与通
摄合并，其分布与“洪武赶散”的移民范围基本吻合。比较发现，苏北江淮官话的这个音变应是源于苏州
移民的影响。今苏北江淮官话入声韵类突破中古韵摄的格局，发生了简化，也可能是明初苏州方言在苏北
扩散的结果。余论认为，在分析江淮官话与吴语关系时，不能只局限于“同源”的角度，还应考虑明初苏
州苏州方言在苏北的扩散。
【关键词】“洪武赶散”、苏州方言、苏北方言、江淮官话、入声韵

德国语言学家加布伦兹及其《汉文经纬》研究
宋楠  德国国际合作署中德合作中心； 波恩东亚研究院chinnotopia中国论坛

【摘要】本论文第一章介绍了与乔治·加布伦兹有关的史实，包括十七到十九世纪西方汉学的兴起、独立
与发展、加布伦兹家族史和乔治·加布伦兹的汉学之路。 第二章到第四章将《汉文经纬》拆分为“汉语
基本面貌”、“分析系统”和“综合系统”研读与解析，完整展现加布伦兹的语法思想和其构建的古代汉
语语法体系。论文的第五章和第六章，分别探讨了加布伦兹在西方近代语言学历史上所起的作用，以及对
汉语语法思想史的影响、突破和超越。同时在论文结语部分，讨论了中外语言学界对于《汉文经纬》一书
不甚明晰的几个问题。
【关键词】加布伦兹  《汉文经纬》

华文作为第二语言新闻听读教学的文献综述
孙晓颖   张丽妹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新闻听读教学在华文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中更是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本文回顾和介绍了
2001-2021年二十年间华文作为第二语言新闻教学的相关研究，文献主要来源于中国知网 (CNKI) 和Web 
of Science等数据库。本研究的文献综述主要围绕四个研究问题：第一，华文作为第二语言新闻听读教
学的目标有哪些？第二，华文作为第二语言新闻听读教学的原则是什么？第三，华文作为第二语言新闻听
读教学的难点有哪些？第四，华文作为第二语言新闻听读教学的教学策略和方法有哪些？最后，本文结合
新的时代背景提出了华文作为第二语言新闻听读教学的优化建议。本研究的成果和发现对华文作为第二语
言新闻听读教学具有良好的指导意义，同时也为华文第二语言新闻听读教学法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和指引。
【关键词】华文作为第二语言、新闻听读教学、教学目标和原则、教学难点、教学方法 

乙圩壮语多功能语素te∶ŋ1

覃薇  中央民族大学 

【摘要】本文对乙圩村壮语“遭受”义语素“te∶ŋ1”进行全面的调查描写，并刻画出“遭受”义语素
“te∶ŋ1”功能的整体面貌。对“遭受”义语素部分语法功能的语法化过程进行探讨，归纳出其语法化的
路径和机制，为学界了解乙圩壮语“遭受”义语素功能的语法面貌和特征提供新的材料。乙圩壮语的“遭
受”义语素“te∶ŋ1”呈现出多功能性，具备了十三种功能：①“触碰”义动词；②“对、中、合”义动
词；③“遭受”义动词；④“需要、用”义动词；⑤被动标记；⑥“对”义形容词；⑦“致使”义动词；
⑧情态助动词；⑨结果补语；⑩程度/状态补语；⑪“到、轮到”义动词；⑫副词；⑬假设连词。其中，
本文调查到了“遭受”义语素“te∶ŋ1”以往没有被调查描写到的功能为：①程度/状态补语；②“到、
轮到”义动词；③副词；④假设连词。
【关键词】乙圩村、壮语、“遭受”义

祁东湘语多功能词“落”的语义演变与主观化
谭丽亚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西南林业大学外国语学院
陈海宏  云南民族大学民族文化学院

【摘要】湖南祁东湘语多功能词“落”的用法比较特殊，其语义演变属于通过增加新义而产生的多义模式，
它的多个义项在语义上有一定的关联，或直接关联，如“落”作实义动词时的多种语义；或间接关联，如
前加准词缀型小称标记“落”可能是由实义动词“落”的“降生”、“遗留在后面”等义隐喻而来的。“

落”在祁东湘语中还可以重叠，在语义和语用表达上带有一定的感情色彩，可表达说话者对命题的多种主
观态度。祁东湘语“落”语义演变的认知机制主要有类推（隐喻与之相关)、重新分析（转喻与之相关）和
主观化（褒化、贬化与之相关)等等。
【关键词】祁东湘语、“落”、多功能、语义演变、主观化

论析新加坡华人华语及身份认同的变迁
谭国勇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身份认同的建构在国家及其国家层面下的政治、经济及社会发展上有着深远的影响。它可以使人
认可该国家在政治经济及社会层面上的立场及政策，也可以让人民在某种程度上产生了归属感。教育是建
构身份认同的其中一环。据王赓武教授与陈庆文教授所示，新加坡华人身份认同，是最没有代表性，后者
则认为身份认同是有目的性地建构出来的。由此说明了新加坡华人身份认同正等待人们来填补。也正是如
此，新加坡政府通过不同媒介，包括教育政策等手段来灌输和建构自身倾向的华族身份认同，即倾向于文
化上的认同。本文尝试通过1979年讲华语运动及新加坡教育部历来的教育改革报告书，来了解其倾向和
期许。1979年讲华语运动，主要目的是要整合新加坡华族各方言群体。当时，新加坡华人社会有多达12
个华人方言群体，拥有一个共同的语言：华语，促进他们之间的沟通，减少之间的纷争，团结一致。这有
利于营造及实施双语教育政策的大环境，从中促进经济发展。然而，时间的推移，讲英语家庭的增加，使
得讲华语运动有了新的使命，即提升人们对华文的认识。新加坡教育部在报告书中所倡导的文化认识，倾
向于应对华族内部压力和需要。这回应了陈庆文认为华人身份认同是人造的说法。与此同时，随着华人移
民的移入，他们所带来的文化是否再次在原有身份认同上融合或产生分歧，则是未知数。这将会直接或间
接影响新加坡华文华语以及教育发展的走向。
【关键词】新加坡、华人华语、身份认同、教育

新加坡高中文学教学提问策略的探讨— QUILT框架下的教学设计与实践
唐佑彬   潘旭    李俊贤    郝德奕 淡马锡初级学院
张曦姗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在华文文学课堂上，设计优质问题能引导学生进行品读和鉴赏。因此，本研究以主修H2CLL的
61名学生为研究对象，探讨基于QUILT提问框架激发学生学习兴趣与提升学生思维能力的课堂教学模式。
本文首先介绍研究的背景、对象及方法，阐述基于QUILT提问框架的教学理念与理论依据；接着以现代小
说、诗歌、戏剧以及文言文为例，介绍如何基于QUILT的提问框架设计不同类型的问题的提问策略；本文
也根据学生的课堂反应，探讨了QUILT提问框架下不同文学作品教学的几种提问策略和问题设计类型，在
体现以学习者为中心、加强师生互动和凝聚同侪间学习力量等方面的成效。本论文最后将通过前后测的数
据对比分析、学生反馈、教师观察和学生产出检视教学设计的实施成效。
【关键词】文学教学 、提问策略、 QUILT框架、教学设计

楚辞“羌”字句与湘西凤凰方言ʧʰɑ13字句 比较研究
田晓黎  中央民族大学

【摘要】楚辞里的“羌” ，自东汉王逸注释后的1800多年来 ，众多研究者引经据典， 却始终没有确解。
《楚辞》的“羌”字是否有田野遗存？在湖南湘西凤凰方言中存在极具特 色的ʧʰɑ13 1字句。本文从凤凰
方言ʧʰɑ13字句的田野记音开始，逐条分析，总结规律，再与《楚 辞》16 处“羌”字句进行对比研究，
结果显现，凤凰方言ʧʰɑ13字句基本传承着《楚辞》“羌” 字句的语义。 
【关键词】《楚辞》  羌

国际中文学习软件的大型网络游戏化
汪歆玥  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   

【摘要】汉语学习时间长的特点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二语学习者的热情，而当下飞速发展的大型网络游戏新
颖有趣，常令人沉迷。修坝不如引流，把学生们对汉文化和网络游戏的双重兴趣融入到汉语学习的全过程，
将有助于培养学习者持续性的学习兴趣。本研究分析了当下常用汉语学习软件中的游戏模式，结合现有网
络游戏的汉元素部分，提出了将汉语学习软件大型网络游戏化的具体设想。持续化：脱胎于传统的孤立小
游戏，将累计的学习成果作为升级模式，合理地穿插各类支线任务。系统化：学习者通过注册账号建立个
人学习档案，学习任务既包括集体学习，也包括多种自学形式。针对性：以学习者的需求为导向，提供相
应的实用汉语知识。灵活性：及时更新，高度重视用户反馈。允许教师使用游戏程序和知识库，以方便与
线下教学配合使用。
【关键词 】汉语国际教育、学习软件、网络游戏、学习兴趣

“ 打（타）”字的韩国汉字音形成过程考察
王 浩  四川轻化工大学人文学院  

【摘要】“打”字，在《广韵》中有两个读音，都是阳声韵，一个是梗摄、梗韵，开口二等，上声，端母
“德冷切”；另一个是梗摄、迥韵，开口四等，上声，端母“都挺切”。但是在韩国汉字音中，“打”字
读阴声韵타[t�ɑ]。本文从历史语言学和语言接触的角度出发，认为中世韩汉音（15-16世纪）中存在的
타[t�ɑ]和뎍[tiək]这两种读音，其形成主要是中国的影响，由“德冷切”和“都挺切”两种读法，平行
发展而来，“德冷切”变成了“都瓦切”直接影响了타读音的形成；“都挺切”本来是阳声韵，在传入韩
国以后，其阳声韵尾[ŋ]变成了入声韵[k]，实现了“阳入对转”，从而形成了뎍的读音。近代以后，随着
日语词向韩语的大量涌入，“打”字的日语唐音だ[da]与韩汉音中타读 音的高度相似性，使得타读音在
与뎍读音的竞争中，取得了最终的胜利。

汉语方言亲属称谓中的音变
王红娟  山东师范大学  

【摘要】亲属称谓是方言词汇中重要的一类，我们在考察方言间的词汇差异时，亲属称谓往往是重要的参
照项，如《汉语方言地图集 词汇卷》共有203条词汇图，其中涉及亲属谓的就有“爷爷、奶奶、外祖父”
等14条。在对汉语各方言中的亲属称谓进行梳理时发现，汉语方言的亲属称谓中普遍存在音变现象。比
如，山西运城的“弟”，单字音为“ti33”，但在“兄弟”一词中读音变为“thi33”。本文的音变的含
义是指：1.某个字或某类字在称谓词中的读音与其他情况中的读音不同。2.某个字或某类字在称谓词中的
读音于古今演变规律不合。本文讨论的方言亲属称谓中的音变类型主要有以下三种：个别音变、系统音变、
别义音变。
【关键词】汉语方言、 亲属称谓、 音变

乡村振兴背景下民族地区发挥语言经济效能路径的再探讨—基于西藏自治区林芝市M县的个案研究
王娟  陕西师范大学

【摘要】语言能力是重要的人力资本，语言经济效能是语言的重要社会效能，语言扶贫工作作为中国贫困
治理体系的有机构成，在国家脱贫攻坚的重要阶段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
后，民族地区的语言文字工作在扶持对象、政策范围和顶层设计方面也相应需要作出一定的调整。本文试
图在乡村振兴背景下进一步探讨如何继续发挥语言经济效能的路径。
【关键词】乡村振兴、语言扶贫、民族地区

四川方言的音系特征和两个历史层次
王倩  周及徐  四川师范大学

【摘要】 以往的四川方言研究认为，现代四川方言皆为明清时期的“湖广填四川”所带来。我们在近十
年的时间里，在四川作了广泛的方言田野调查。根据实地调查材料，我们提出新的观点：在四川省的岷江、
嘉陵江流域分布着两种不同的官话方言：嘉陵江流域分布着以成都话为代表的以“入归阳平”为特征的西
南官话方言，这是明清湖广移民带来的；岷江流域分布着以大邑话、宜宾话为代表的有独立的入声调的官
话方言，这是明代以前的四川本地方言的后裔。二者分属不同的方言层次而共存于今天的四川。本文以
2019年出版的《岷江流域方音字汇——“20世纪四川方音大系”之一》中语音材料为据，借助实验语音
学方法对成都话与大邑话、宜宾话作音系整理、以Praat软件绘制其声学元音图、声调曲线图，分析其在
音系上的规律性语音差别，说明今天的四川方言不仅具有以成都话为代表的湖广话语音类型，还有更为古
老的另一方言层次——这个音系今天仍具有入声独立、果摄一等字读为-u、麻三精见组读-i、模韵字读为-o
等语音特征。这些语音特征与成都话的湖广话语音类型有明显的差别，独立于成渝片西南官话而存在。 因
此，现代四川方言分为本地和外来两个层次：本地层次叫“南路话”，外来层次叫“湖广话”。
【关键词】四川方言、岷江流域、成都话、大邑话、宜宾话、方言音系

保定方言两字组连读变调及其若干问题
王帅臣  华北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 

在对河北省保定市下辖的24个县市区进行方言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展开本文的分析。首先描写清苑区的
两字组前字连读变调情况，以便对保定核心区域的变调情况有所了解。其次，介绍保定方言中的阴平变调、
阳平变调、上声变调、去声变调的地理分布、调值表现、调类分布等基本情况。再次，重点讨论上声变调
和去声变调。上声变调后的调值情况有一定序列性：一种是前字变调后与本声调系统的阴平接近或合流；

一种是前字变调后与本声调系统的阳平接近或合流。上声变调既有类型学上的原因，也有历史因素在起作
用。去声变调有一类和轻声有关。

西宁方言持续体标记“着”
魏萌  中央民族大学

【摘要】汉语西宁方言的体标记“着”主要表达持续体的语法意义。除单独使用，方言中“着”常与起始
体标记“上”、完成体标记“下/了”等其他体标记叠用。由此，西宁方言的持续体标记“着”多构成
“V着V”、“V着C”或“V着＋从句”三种结构。西宁方言持续体标记“着”常与起始体标记“上”、
完成体标记“下/了”等叠用，且均处于其他体标记之后，即动词后第二位置。叠用中，“着”仍表达持
续体的语法意义，其语义与前一体标记层层套叠，具有一定顺承关系。如与起始体标记“上”叠用时，“
上”的语义指向前面的谓语动词，构成“V＋上”结构；“着”的语义则指向“V＋上”这一整体，表达
动作行为开始并将进一步持续的状态，“着”具有一定未完整体范畴义。“V＋上＋着”结构还可续接其
他动词或补语成分，构成“V＋上＋着＋V”结构。此外，西宁方言持续体标记“着”常以“V＋着＋C”
形式用于述补结构谓语句中。其中，C可为程度、情态、结果、数量等多种类型补语，形式上可由单个形
容词或副词、数量或偏正短语及主谓结构充当。语义层面，“V着＋C”由“V着”与C两个时间过程构
成，C主要由“V着”引发或伴随，即两个过程包含一定的逻辑因果关系，这种关系可以是显性的也可以
隐性的。除构成“V着V”、“V着C”和“V着＋从句”结构外，持续体标记“着”还可用于西宁方言的
存现句和“的字结构”中，其用法具有一定独特性。
【关键词】西宁方言、着、持续体标记

“口”的比较词义探索
吴宝安  湖北大学文学院 

【摘要】“口”这一概念在汉语中主要有“口、嘴”两个词，根据它在汉语、汉语方言以及其他语言中的
用法，我们整理出了12组与“口”有关的共同引申，这些共同引申都可以通过“转喻”和“隐喻”来解
释。 基于转喻的共同引申有7条，如： 与言语功能相关，“口”引申出“说话、话语”义。与饮食功能
相关，“口”引申出“口味”“人口”义。与临近部位相关，“口”引申出“脸、鼻、咽”“口部饰物”
义。基于隐喻的共同引申有5条，如：与形状、位置都相似，“口”引申出“容器等器物通外面的地方”
和“出入的通道”义。与形状相似，“口”引申出“（山谷、水道等）大的豁口”“突出的部分；尖儿”。
这12组共同的词义引申在汉语、汉语方言以及英语、俄语、西班牙语、日语、泰语、印度尼西亚语、壮
语等语言中都以共词的方式出现，因此，我们可以将其看作是“口”在语言中的共同演变模式。
【关键词】“口”  比较词义 、共同演变

新加坡中学华文快捷课程后进生
语文学习的挑战和独立学习能力的培养
吴宝发  张曦姗  周淑君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后进生学习一直是教育工作者关注的课题，新加坡教师也不例外。后进生学习问题复杂，包括语
文基础薄弱；个人学习态度不良；缺乏独立与迁移的学习能力；课堂教与学方法不当等。本文立足于本地
一所中学的校本研究，借助文献研究法、问卷调查法与观察法，对中二快捷班24位后进生的学习特点进
行梳理，由此作出为期六个月对3个单元的教学调整的尝试，旨在分析后进生在课堂中语文学习的挑战以
及探索他们独立学习能力的培养。本研究对2021年新教材篇章里的语文技能做一次系统性的梳理，在课
堂阅读理解教学时，强调对文章理解的元认知策略之字义层次、逻辑层次、概念层次的教学，调动学生的
元认知，以弥补学生因语文基础薄弱带来的教与学问题。
【关键词】华文快捷课程 、后进生、中学新教材、元认知

中韩跨国婚姻家庭双语学习和使用状况及问题研究
吴思敏  闽南师范大学

【摘要】近年来，中韩跨国婚姻家庭日益增多。据统计，来自中国的在韩结婚移民总数在2019年已接近
20万人。中韩跨国婚姻家庭既有别于传统华侨家庭，又有别于普通韩国家庭，在语言文化上具有特殊性。
本研究以在韩中韩跨国婚姻家庭为研究对象，对其双语学习和使用状况展开调研，并针对其问题提出解决
方案。研究分三部分进行：第一部分利用文献分析法整理并分析韩国政府对多文化家庭的政策及多文化家
庭支援中心的相关资料。第二部分利用问卷法、访谈法与参与观察法对中韩跨国婚姻家庭进行相关数据采
集，并对数据进行定量与定性分析，多维度考察多种因子对语言的影响以及因子之间的相互作用及其与内
部、外部环境的交互关系，全面把握中韩跨国婚姻家庭双语学习和使用的特点及问题。第三部分综合考虑

调研结果，针对中韩跨国婚姻家庭双语学习和使用的问题和需求，从内部（中韩跨国婚姻家庭自身）和外
部（社会机构与教育部门）提出解决方案。本研究不仅可为中韩跨国婚姻家庭双语教育提供理论基础和实
践方案，还为以其为对象的双语教材及教学资源提供理论依据，为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跨国婚姻家庭双语教
育研究提供参考。
【关键词】中韩跨国婚姻家庭、双语教育、调研、解决方案

实践与反思：国际中文教学与信息通讯技术之运用
夏雪  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

【摘要】随着教育技术的发展，如何善用信息通讯技术（ICT）来服务于教学，实现以“学生为中心”的
教学实践，成为当今教育研究的热点。在国际中文教学领域，我们也面临着如何有效地将ICT运用于课堂
教学和学生学习的问题。本文即以此为出发点，在现代教育理论的基础上，以新加坡国际学校的非汉语母
语学生为研究对象，结合IB华文课程中的一个主题单元，从课件设计及课堂教学反馈等方面对ICT在国际
中文教育中的实践情况进行探索性研究，总结ICT辅助中文教学的几个原则：包括设计ICT要以学生学习
需求为核心，ICT的课堂使用应避免“喧宾夺主”，并反思教师在ICT运用中的作用，以期对新技术下的
国际中文教学发展提供参考。
【关键词】 ICT、 国际中文、课件设计、课堂实践

The Brief Analysis of Japanese Culture's Absorp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ulture
Hui Xu   Maca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bstract: Cultural exchanges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have a history of nearly 2,000 years. The fine tradi-
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ulture have exerted great influence on almost every aspect of Japanese 
life, such as architecture, clothing and so on. At the same time, Japanese culture has made a series of 
cultural innovations and developments according to its own national conditions while absorbing Chinese 
culture for reference. Starting with the reasons why Japan absorbed Chinese culture and analyzing the 
exchanges between Japan and China from 1972 to 2011, this paper analyzes and concludes that the similar 
cultural background of the two countries is the basic reason for Japan to better learn from Chinese culture. 
Finally, this paper expounds and analyzes Japan's absorp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ulture from 
three aspects: religion, ideology and diet. It is concluded that Japanese culture originated from Chinese 
culture, and before the Tang Dynasty, Chinese culture had the greatest influence on Japanese culture; after 
the Tang Dynasty， Japan began to have a real culture, but it was still influenced by Chinese culture.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and improvement of its own culture, it finally formed its own unique style. 
Key Words: Japanese culture; Chinese culture; Absorb; 

港式中文词汇与普通话的隐性差异
徐涵韬  北京师范大学

【摘要】“隐性差异”的概念及思想适用于全球华语对比研究，文章立足于此，讨论港式中文词汇与普通
话的隐性差异，首先以量词“枚”、动词“怀疑”以及名词“论调”为例，分析其在概念义、语法义、色
彩义等方面的表现；然后举例说明了隐性差异的三种存在形式，即有无之别、大小之别和程度之别，并指
出三者之间联系密切，不能孤立讨论；最后，文章认为未来研究应增强对华语隐性差异的考察分析，拓展
隐性差异的研究内容、语体范围及比较对象。
【关键词】隐性差异、词汇、港式中文、普通话

基本核心词词义的跨语言表现与特点—以61种语言为例
许可  冉启斌 南开大学

【摘要】本文建立了61种语言60个基本核心词词义数据库，从跨语言角度对其进行了细致考察。数据库
中共有义项约11440个，平均每词义项略超3个，最多达21个。平均义项数方面，动词最多，形容词其次，
名词、否定副词随后，数词、代词最少。义项数可能受词与外部世界的关联性、在词汇系统中的基本性以
及概念本身模糊性的影响。对词义引申深度赋值后，看到动词、形容词、名词的词义引申能力分较高，各
词的平均义项数与该分排名不一致。语言、词类对义项数量、引申能力分影响显著。通过网络图谱对词义
进行聚类分析和可视化分析后，基本核心词被分为10类，词类对聚类有影响。动、名、上形成较大词团。
名词[±指人][±身体部位]，形容词[±积极/消极]等特征会使词类内部形成关系更紧密的小类。图谱中，
hand连接动词和身体部位名词；head连接身体部位名词和指人类名词；man连接指人名词与褒义形容
词；one连接指人名词和数词；die、sleep等词连接动词和形容词等。

【关键词】基本核心词、词义引申、数据库、】可视化

冰墩墩的启示：中华文化符号海外传播的机遇与挑战
许琳皎  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

【摘要】北京2022年冬奥会吉祥物“冰墩墩”在国内外社交平台的爆红引起各界讨论。作为一种文化符
号，“冰墩墩”兼具多重内涵，承载着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功能。“冰墩墩”成为“顶流”，不仅
展现了中华文化强大的感召力，也为中华文化符号的海外传播提供了新思考。本研究基于符号学理论，从
视觉和语言两个维度分析符号传播的特点，挖掘“冰墩墩热”的深层原因，并从中得出中华文化符号海外
传播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基于此，笔者从符号传播的原则、内容和方式三方面提出了建议，即：调整传播
心态，着眼他者视角；加强内容设计，挖掘文化内涵；充分利用互联网媒介，引发情感共鸣。以期为中华
文化符号的海外传播提供借鉴，丰富中国文化传播领域的研究成果。
【关键词】中华文化符号、海外传播、文化传播、冰墩墩

韩国国民教育体系中汉语教育的发展与创新
许培新  山东大学

【摘要】本论文结合中韩两国历代交流的传统以及现代社会发展的趋势，在追溯韩国汉语教育发展历程的
基础上，重点考察自中韩建交以来韩国汉语教育的发展脉络，重点梳理并分析韩国国民教育体系中，大、
中小学不同层次汉语教育的发展情况以及出现的问题，总结韩国国民教育体系中汉语教育的主要特点；当
今国际大变局和新态势下，汉语教育发展面临着新情况、新问题，韩国国民教育体系中的汉语教育和学习
也在发生变化。因此基于教育理念升级、教学思路转型与教学模式创新，提出了加强韩国大、中小学汉语
教育的实践性、针对性，以及韩国汉语教育内涵式发展多元化路径的对策和建议。 
【关键词】韩国汉语教育、国民教育体系、内涵式发展

 
13—19世纪朝鲜半岛汉语教学对当代汉语国际教育的启示
许润芳  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

【摘要】朝鲜半岛有悠久的汉语学习历史，从以汉字为本、重视书面语学习到文言并重、对政治商务风俗
文化等不同领域进行全面了解，其汉语学习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汉学界人才辈出，促进了对中国制度、文
化的内化吸收及其本民族政治经济文化的进步。其中，国家层面的空前重视、语言政策的有力支持是不能
忽略的因素。目前流传的朝鲜半岛汉语教科书集中于13-19世纪，恰是两国政局革新、关系进一步密切的
时期，此类教材是今日研究两国历史上人文交往、不同时期汉语口语面貌、汉语教学法种类及影响、汉语
国际教育在半岛发展历程的宝鉴，本文以该时期《老乞大》《朴通事》《学清》等代表性汉语口语教材为
主要研究对象，结合韵书、字书及辞书类汉语书面语教材、《朝天录》《燕行录》与《朝鲜王朝实录》等
官方历史记载为佐证，共时对比同时期中国韵书。探讨官学、私学、司译院、承文院、译学院、质正官等
部门和职务发挥的历史作用，总结该时期朝鲜半岛汉语教学的优点和不足，力求为当代汉语国际教育汉语
人才培养、汉语教材编写、汉语教学法选择和语言政策制定提供一定的参考意义。
【关键词】朝鲜半岛、汉语国际教育、教学法、语言政策

语言赋能：乡村振兴多模态话语战略构建
杨城  浙江大学 

【摘要】语言是促进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乡村振兴中的每一步都离不开语言的力量。研究中首先依托多
模态话语分析综合框架，对余杭、桐庐、淳安三个乡村振兴示范地区的宣传片视频进行分析，总结其文化
、语境、内容、表达四个层面的多模态体现。其次依托质化分析的扎根理论方法，构建语言赋能乡村振兴
的战略模型，在组织、社会、个体三个层面探索赋能方向。最后，基于话语分析和战略模型提出未来语言
赋能乡村振兴的提升路径。研究发现，三个地区的多模态话语具有典型的区域特色，语言赋能乡村振兴需
要凝聚自上而下的多方力量，而国际化视角、内容的精准筹划、赋能视角的联动共振则是未来乡村振兴话
语努力的方向。
【关键词】乡村振兴、语言赋能、多模态、话语分析、战略模型

A Study on the Chinese Classroom of Foreign Students in the Epidemic Period Based on the Inter-
active Perspective
Haifeng Yang1,Daqian He2, Zhuoda Yang3

1. Center for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Wuh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Wuhan， 

2.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Wuh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Wuhan，
3. School of Chinese Studies and Cultural Exchange,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Abstract: Interaction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s affecting the result of online Chinese class teaching. 
By utilizing the method of questionnaire analysis, error analysis and document analysis， this paper selected 
200 international students from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Cultural Exchange of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of Wuh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of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as samples for investigation, including 94 undergraduates, 60 master 
students and 46 doctoral students. Among them, namely 86 in primary stage, 64 in intermediate stage and 
50 in advanced stage based on their HSK marks. The majority are from Asia (45%) and Europe (25%), the 
rest are from Africa (15%), America (10%) and Oceania (5%). This paper finds that the existing interactive 
methods of them include online conference platform, course live-streaming platform and video live-streaming 
platform. 
When using these platforms, we find there are some advantages of them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remote 
Chinese learning: They are convenient for students to preview and review before and after class, and they are 
helpful for the sharing of Chinese learning resources. However, we also find that there are some disadvantag-
es in teacher-student interaction and student-student interaction on these platforms, such as the lack of learn-
ing atmosphere (58% participants agreed) and the unwillingness of turning on the camera and micro-
phone(76% participants agreed). We think the factors causing these problems mainly include external and 
internal factors of teaching. The external factors include the factors of network connection, time difference, 
studying platform and studying resource allocation. The internal factor of Chinese teachers is that they are not 
adapted to the new way of online teaching, which makes them unable to carry out innovative design of class-
room interaction, and still choose the traditional teaching method (66% participants agreed). The internal 
factor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on the one hand, they lack online learning experience, so it is difficult to cope 
with some new challenges in teaching interaction practice. On the other hand, international students must 
overcome certain psychological factors in the interaction process of online Chinese classroom, among which 
anxiety and avoidance are the most prominent (80% participants agreed).
In conclusion, Chinese teachers can improve the interactive effect of online teaching through rational use of 
learning platform, effective allocation of learning resources and innovation of class interaction mode. Before 
teaching, teachers should inform students in advance of the selection of learning platform, registration, login, 
using process and a series of related matters. During the teaching process, teachers can allocate a certain 
proportion of class hours to organize interactive courses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s, such as group presenta-
tion, personal performance and seminar. After class, teachers can design and release questionnaires and 
use the background data statistics and other functions of the learning platform to analyze the frequency and 
quality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participation in interaction. Also, international students should actively adjust 
their learning psychology and improve their learning methods as well. In this way, they can get rid of negative 
psychological factors such as anxiety and avoidance, and focus on classroom interaction and knowledge 
itself, and finally achieve better learning results. Ultimately, teachers and students will collaborate to explore 
a course interaction path, adapting to the new mode of online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in the post-pan-
demic era. The research on this issue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enrich the theories of linguistics, psychology 
and pedagogy related to Teaching Chinese to Speakers of Other Languages. Also it can improve the teach-
ing efficiency of teachers and enhance the sense of gaining knowledge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Keywords: Interaction; Online Chinese Classroom; Chinese Teaching

国际华文推广的重要部分：志愿者项目的国别性/区域性分析—以缅甸为例
杨念  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

【摘要】2004年“国际中文教师志愿者项目”经中国教育部批准实施。直至疫情前，全球大约有7000名
志愿者在全球一百多个国家进行中文教学，其中大约3000名志愿者在东南亚各国任教，成为东南亚华文
教育重要力量。缅甸志愿者项目于 2009 年开始实施，至今已经有十年有余，到疫情前每年有一百多名志
愿者在缅甸各个城市甚至乡镇进行中文教学工作。十多年来，志愿者项目对缅甸华文教育发挥着重要作用：
为缅甸华文教育贡献了新的力量，弥补了缅甸华文师资的不足，促进了缅甸中文教育的合法化进程等。然
而，该项目也存在着一些问题，本人通过实地了解以及问卷的方式，深入分析了志愿者项目在缅甸的实施
情况，并针对性地提出几点建议，促进该项目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国际中文教师志愿者、华文教育、缅甸志愿者项目、参考

基于SLS平台的E晨读差异教学模式探索— 新加坡崇文中学的实践经验
叶语銮    徐小红   吴玉凡  新加坡崇文中学

【摘要】为了营造书香校园，培养学生的阅读兴趣和提高阅读水平，我校研究团队借助SLS平台，以110
名中三学生为研究对象，在全校进行E晨读研究计划。E晨读依据差异教学理论，照顾学生的个体差异，
所选篇章分年级、分主题、分文体，并结合各单元技能训练，设计不同程度、风格的晨读活动。学生借助
个人数码学习工具，选读纯文字或拼音版的、带声音和可查字典的篇章，通过SLS自测，在阅读护照上完
成任务。此外，高准备度的学生还可阅读更有挑战性的文章，并完成相应的挑战任务。研究结束后，团队
通过定量与定性研究检测学习成果。初步结果显示，基于SLS平台的E晨读差异教学模式，在一定程度上
激发了学生的阅读兴趣，也促进了教师的专业发展。
【关键词】SLS平台、E晨读、差异教学

Nasal Codas Merger in Chinese dialects: Modified Contrastive Specification and Sisterhood Merger 
Hypothesis
Jihye Yun  Asia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 Madison

Abstract：Chinese linguists have long debated about the directionality of nasal coda merger in Chinese 
dialects since the 1970’s. Some believe that the merging process is unidirectional (anterior to posterior) ,but 
others assert that alveolarization of nasal codas (-m>-n and -ŋ>-n) is the major trajectory. Previous studies 
failed to make a reasonable prediction about the further direction of the merger in addition to a lack of 
phonology-based analysis. This research analyzes the merging process on basis of Contrastive Hierarchy 
(CH) and Sisterhood Merger Hypothesis (SMH). The two theoretical frames make us draw two types of 
contrastive hierarchies: [Dorsal]>[Labial]，[Coronal]>[Labial]. That is，the merger between the alveolar 
and the velar nasal codas will occur after the completion of the merger between the labial and alveolar ones. 
Alternatively， the alveolarization of the velar nasal coda will happen after the completion of the merger 
between the labial and velar ones because the structure merger takes place on sister node of contrastive 
hierarchy. In conclusion， the final phase of the nasal coda merger will be the alveolarization of the velar 
nasal coda. The data of Chinese dialects and markedness theory both buttress the conclusion.

Keywords: Nasal codas，Chinese dialects，contrastive hierarchy，sisterhood merger

《易经》归纳、演绎思维在母语教学中的课堂实践和应用
庾潍诚  新加坡伟源中学

【摘要】作者根据自己长期研究《易经》的经验，提出和认为：《易经》作为中华古代的文化典籍，归纳
和演绎思维是它的最重要核心思想之一。同时，作者结合了自己多年的新加坡课堂教学实践，发现：《易
经》的归纳、演绎思维可以有效实践应用在现代的母语教学当中。归纳，是引导学生化繁为简，迅速掌握
教师布置的课堂指令或內容；演绎，则是学生有效应用课堂所学知识进行复述和重构。本文列举具体的课
堂实践应用例子，就是：(一)课堂的指令语言“ABCD”；（二）思维图的教学应用；(二)作文教学实践
的“DEEPAI”（细节描写）自创理论。作者最终观点认为，《易经》思想可以古为今用，实践应用到课
堂母语教学，从而达到提升学生的母语学习效果。
【关键词】易经、归纳、演绎、教学实践应用

中国古代建筑文化的汉字演绎
袁忠  中国华南理工大学

【摘要】中国古代建筑文化的丰富思想很多都凝结在一个个的汉字中。在汉字的构形、本义、转义、暗喻
等不同的运用中，存在着古人有关建筑活动、建筑形象、建筑心理等蕴含，很多汉字就是一个空间概念、
一个居住范畴。古人对中国古代建筑的感知的原初意识首先凝固在古汉字中，古代建筑的最初“文本”可
求诸古汉字，作为象形文字的古汉字与作为现实空间的古建有着天然而内在的通贯性。本文通过考察汉字
的字符构形及作为词或词素的单个汉字所展示出的建筑文化意象，探究作为表形文字、表意文字的古汉字
在其构形、组词、使用、书写等多方面体现的古代建筑文化意义。
【关键词】汉字、中国文化、古代建筑

GRR教学模式的实践与反思——以新加坡H2华文与文学新诗教学为例
张建立   张建平  新加坡国家初级学院    
张曦姗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2021年新加坡H2华文与文学新课程引进课外文学作品赏析的部分，与旧课程标准相比，这对学
生是具挑战性的变革。为应对该挑战，我院以新诗为切入点，设计了从指定文本到课外文学作品的教学实
践配套。该实践以“新加坡课堂教学实践要领”(STP)为指导，依据探究式学习（IBL）理论，采取“教、
扶、放、收”四个阶段的“渐进释放责任直接教学模式”（GRR），旨在逐步培养学生独立鉴赏文学作
品的能力。实践证实，这一教学策略增强了学生的信心和赏析能力；同时，也发现了一些有待进一步充实
和深入探索的空间。本论文将阐述该实践所采用的教学理论、教学策略、教学流程、教学成效及反思。
【关键词】  GRR教学模式、H2华文与文学、新诗教学    

“V走”和“V去”互换性的多重对应分析
张进凯  中国兴义民族师范学院 文学与传媒学院

【摘要】  本文在“原型—样例连续统”理论指导下，通过基于用法的多重分析方法探讨表征“位移运动
事件”的“V走”和“V去”的变异性和互换性。研究发现：“V走”主要表征位移方向不明确、没有位
移目的地的位移运动事件；“V去”主要表征位移方向明确、位移目的地可预测的位移运动事件，因此
“V走”和“V去”处于位移运动事件“原型—样例连续统”的不同位置，“V去”较“V走”更接近位移
运动事件的原型。“V走”和“V去”在表征位移运动事件原型特征和典型样例时不存在概念重合，在表
征位移运动事件非典型样例时，在概念变量特征的交互作用下表现出概念重合。
【关键词】多重对应分析  位移运动事件  概念变量  互换性  变异性

书面语言复杂度对华语二语者写作质量的影响研究
张漫莉  北京语言大学  

【摘要】本研究基于韩国学生的HSK写作测试语料，采用若干典型指标，对华语二语者的书面语言复杂度
与写作成绩之间的关系进行了量化分析，考察了词汇及句法复杂度指标对学生写作质量的影响。研究结果
表明：词汇复杂度和句法复杂度指标与学生的写作质量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Guiraud指标、虚词
使用比率、连词使用比率、复杂词使用比率、话题链数量、话题链分句数、零形成分数量和T单位数量等
指标对写作质量具有较强的解释及预测效度。
【关键词】语言复杂度、汉语二语、写作质量
  

基于树库的汉语二语写作句法复杂度研究
张婉莹  北京语言大学

【摘要】句法复杂度（Syntactic Complexity，简称SC）在评价二语者语言水平、语言动态发展及写作
质量中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吴继峰，2018）。已有的研究侧重于SC对日语、韩语等母语者的汉语写作
评估的有效性问题，研究结论未必适合少数民族母语背景的汉语二语书面语评价。基于此，本研究以参加 
HSK（高等）考试的维吾尔族考生的作文语料为研究对象，基于自建的汉语二语句法标注语料库，从粗粒
度和细粒度两方面指标体系入手进行以下四个方面的研究：（1）通过预处理构建小型依存句法树库（
Dependency Grammar Treebank），作为句法复杂度研究基础；（2）通过小句切分和搭配抽取研
究粗粒度指标和细粒度指标的分布特征；（3）针对不同写作水平的被试SC指标进行对比研究；（4）基
于典型SC指标体系探讨二语写作水平动态发展特点。研究发现，基于T单位等粗粒度句法复杂度指标在区
分学生写作水平和预测写作成绩方面的解释力较弱，而基于短语层面的细粒度句法复杂度指标能够有效区
分写作水平和预测写作成绩。
【关键词】树库、 二语、语法

阅读与抒情文写作教学的有机结合—以华侨中学（高中部）语文特选课程为例
张薇  王健仲  华侨中学（高中部）

【摘要】抒情文写作一直是学生的弱点，也是教师的教学难点。由于没有经过有系统的抒情文写作训练，
高中生很容易将抒情文、记叙文或议论文混为一谈，对抒情文的写作手法更是一知半解。再加上学生缺少
生活历练，要让他们短时间内掌握抒情文写作手法，并进行创作，无疑难度极大。有鉴于此，我们决定在
现有的教学内容上融入抒情文写作教学，尝试结合REAP的阅读理论与教学实践，将阅读与抒情文写作教

学有机结合，以39位高一H2华文与文学的学生为对象，引导他们建构抒情文概念，了解并掌握抒情方式
与写作手法，从而进行写作实践。最终，通过调查问卷、课堂观察和学生作品，梳理和分析了阅读与抒情
文写作相互融合的方法及其有效性。
【关键词】抒情文写作、阅读教学、REAP阅读方法、语文特选课程

地名中的关中方言
张文丽  陕西学前师范学院文学院

【摘要】关中方言，曾经作为汉民族共同语基础方言，对周边地区方言、其他地区方言和民族共同语产生
过重要影响。地名是人们用以区别个体地物的语言符号，而作为纪录地名的语言符号包含形、音、义三个
部分。关中方言区的地名，尤其是地名用字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关中方言的特点。本文从关中方言
区中的代表性地区——西安入手，整理分析其地名，得出如下结论：1.声母 （1）古全浊声母清化，平声
送气，仄声归并关中方言中存在差异，西安归不送气，例如“中官亭/中官厅”、“安居巷/钱局巷”。
（2）古知系开口字按照等分化，知系二等、庄组、章组止摄字与精组合流，读ts、tsh、s，例如“三里
村/山李村”。（3）古泥、来二母在洪音前混用，尤其是在洪音鼻音前，泥母混入来母，读l，例如“新
农田/兴隆庄”。2.韵母 （1）前后鼻音混用，关中方言后鼻音为ŋ，前鼻音丢掉鼻尾n，主要元音鼻音化
。由于在当地人听感上二者具有相似性，表现在地名中前后鼻音字混用。例如“上游巷/三友巷”。（2
）遇摄合口一等端系字，元音复音化，读ou，与流摄合并。例如“双楼寺/双路寺/双芦寺”。（3）果摄
开口字一等字与果摄合口字合并，例如“贺韶村/火烧村”。通过分析发现西安地名用字的流变反映了关
中方言的特点及其变化，具有强烈的方言特色，深入研究地名可以挖掘背后隐含的历史文化内涵，提升文
化软实力；可以为地名用字、拼写管理提供理论支撑，推动新时代的语言文字工作。
【关键词】关中方言、西安地名、文化

从外交新词语看中国外交动向—以2010-2020年度《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媒体新词语表为例
张星霞  韩国汉阳大学

【摘要】本研究基于2010-2020年度《中国语言生活报告》媒体新词语表中的外交新词语，运用数据分析
法，从其分类、使用频次和年度分布三个方面考察中国近十年以来的外交动向，为读者勾勒出中国外交全
貌，以期让读者更好地了解当前中国的外交形势，并为中国未来的外交实践提供一定的智力支持。本研究
认为，按照领域划分，这些新词语所涉及的外交领域包括总体外交、经济外交、政治外交、军事外交、文
化外交、科技外交和医疗外交等七大领域；根据性质，这些新词语所涉及的外交类型又可分为方针类、方
式类、事件类、成果类、组织/平台类、场所类、色彩类和人物类等八大类型。它们较为真实、客观地反
映了中国近十年以来的外交动向。
【关键词】外交新词语、中国外交动向、《中国语言生活报告》、分类、使用频次、年度分布

华语文汉字学习策略个案研究-以印尼华语文学习者为例
张胜昔　中国华东师范大学国际汉语文化学院
陈信助　台湾中国文化大学教育系

【摘要】对外华语文之汉字习得一直困扰着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与学。若华语文教学伊始就“重听说而
轻汉字”，不仅将形成中高级以上的学习阻力，更达不到语言习得可持续发展的教学效果。本研究针对一
名中高级程度印尼华语学习者的“初级汉字习得历程”进行了个案分析，围绕汉字习得心理认知、脑神经
机制、仲介汉字等理论，剖析形声字之习写、读音、识义三方面的“中介状态”，深度探讨了形声字之“
形义-音”的习得联结难度，说明汉字作为第二书写系统的学习策略，以及具逻辑性有系统的字本位教学
在华语文习得中的重要性。期许研究结果可提供日后相关教学与研究参考使用。
【关键词】字本位理念、汉字心理认知、中介汉字、可持续性发展、个案分析

“错位的称呼”—当代汉语社交称谓语的变异与泛化
张雪  澳门科技大学 

【摘要】汉语中的社交称谓语是汉文化特征的缩影，亦是对中国社会现状的即时反映(Chao1956， 
Gu1990， Wang2003)。无论是对于语言学本体研究，还是对于语言与社会的互动关系研究，该议题都
具有新鲜价值(Brown&Ford1961， Ervin-Tripp1972， Zhang2021)。本文基于真实语料收集与分析，
针对当代汉语中四个新兴社交面称语(social vocative)的使用原则、表意功能、交际效果等维度进行了
深入讨论（分别为：“（小）哥哥/姐姐”、“老师”、“同学”、“家人们”）。研究发现，当代汉语
社交面称词有如下特征：（1）原有亲属称谓用法深入泛化（例如“（小）哥哥/姐姐”）；（2）职业称
谓用法深入泛化（如“老师”）；（3）“错位”称谓语兴起（如“同学”）；（4）网络称谓语变异性

强（如“家人们”）。当代汉语社交称谓语处于全面深入的泛化与变异中，其成因、过程、程度等，都与
语言发展和社会变迁密切相关。
【关键词】称谓语、社交面称、语言泛化、语言变异

“给我+VP”的主观处置功能
章天明  日本小樽商科大学

【摘要】本文主要讨论“给我+VP”结构表主观处置的语义来源，以及“给我+VP”结构 主观处置功能
实现的机制。 第一，“给我+VP”有两种不同的语义特征。表示“请求”的“给我+VP”中的 “给我”
等同于“为我”或“替我”；而表示“命令”义时，“给我”不等于“为、 替、向”等等，“给我”只
表语法意义。 第二，“给我+VP”的主语只能是第二人称代词，或指人称谓词语，或者是 VP 的受事。
VP 应当具有 [+自主]、[+动作]和[-褒义]的语义特征。 第三，通过“给”字句处置义来源的再分析，以及
与“给 X+VP”句式的对比， 分析得出“给我+VP”句式具有主观处置义。 第四，“给我+VP”中“给
我”的语法化成分的性质，以及第一人称代词的介 入，使“给我+VP”的主观性得到实现。
 【关键词】语义关联、结构关联、受益和受损、主观处置

多元智能理论与对外汉语阅读教学研究—以《零食》为例
赵畅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

【摘要】阅读过程包含着反应读者认知过程的丰富材料，是学习者汉语能力高低的重要体现。虽然近些年
汉语阅读教学的研究层出不穷，但是汉语阅读课堂仍存在着学生学习被动的情况，因此其教学策略还有待
进一步的研究。经过对教学理论的研究，多元智能理论从心理学角度研究了人的智力潜能是多元的，而阅
读教学不仅要教授学生语言文字知识和阅读规律，还要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因此， 我们认为， 对
外汉语阅读教学要想达到最佳的效果， 就必须从多元智能理论出发。本文主要结合《零食》一课从智能
理论下的每一个智能元素分析适合的教学策略和具体实践情况，最后经过反思提出多元智能指导下的阅读
课的教学原则，希望能够为阅读教学者提供一定的参考性建议。
【关键词】对外汉语阅读教学、多元智能理论、教学策略

中韩二语教学高阶教材对比与分析
赵莉  南京大学
赵学玲  Seogwipo-si, Jeju-do, Korea

【摘要】本文选取中韩两国用于本国语言国际教育的代表性教材《博雅汉语》（2018-2020）和《首尔大
学韩国语》（2012-2015），就两种教材高级阶段部分在文化主题选择、体裁内容以及训练模式上的异同
加以比较。认为两种教材在结构上都以文化主题来分类编排，并与训练模式紧密结合，但两种教材呈现出
的差异也十分明显。两者之间的差异固然可归因于两国国情、语言、文化特点的不同，但文化视角和文化
意识的不同是最根本的原因。考虑认知规律和文化视角，选择恰当且丰富的文化内容，不仅能够更好地实
现与国际学生的共情和跨文化交际的目的，通过与语言功能的紧密结合，也能够使语言训练获得更好的效
果。
【关键词】二语教学、高阶教材、对比、分析

社会语言学视角下女性群体通称的使用情况分析
郑皓月  中央民族大学

【摘要】称谓是人类社会中体现特定的人在特定的人际关系中关于身份角色的称呼，称谓词语与社会发展
联系非常紧密，在新中国的发展历程中，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乃至与国际社会的关系都将对称谓
词的使用产生影响，并在历时语料库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迹。在语言生活中，女性群体通称使用情况的
相关统计既反映了语言生活的变化又反映了中国妇女的发展状况，本文主要从社会语言学视角出发，观察
女性群体通称的使用情况。分别从历时角度和共时角度出发，分析五四运动以来“女性群体通称”使用情
况的历时变化，分析不同语体下女性群体通称的使用变化，发现人们对女性群体通称“妇女”“女性”“
女人”“女子”语义特征的不同认识影响了人们在不同场合下对女性群体通称的理解和选用。
【关键词】社会语言学、女性、称谓、语义

反义词“前”“后”的平衡与不平衡研究
周欣然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

【摘要】反义词作为一种常见的语言现象在人们的生活中被普遍使用。一般而言，反义词总是成对出现，

形成平衡状态，即一个词与另一个词形式对称但意义相反。然而以“前”、“后”为例，作为现代汉语中
使用频率较高的一对典型反义词，却很少有人在使用时能注意到其背后隐藏的不平衡现象。本文第一、第
二部分均从义项、构词、所构词、使用频率这四个方面展开，分别探析反义词“前”“后”平衡与不平衡
的具体表现，说明两者在平衡中存在着不平衡。接着又从认知、语义、语用、文化四个角度阐述原因，正
是由于“后”的被认知时间更早、语义范畴更大、受语言经济原则影响更多以及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内涵更
丰富，才使其能够拥有更广的使用范畴和更高的使用频率，也因此造成了反义词“前”“后”的不平衡现
象。
【关键词】前、后、平衡、不平衡

整合训诂方法论新探
周雁飞  新加坡新跃社科大学

【摘要】陆宗达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提倡“训诂方法的科学化” 。本文运用肯·威尔伯的”整合理
论”，采用其“四象限五要素”的框架结构梳理审视传统的训诂理论和方法。首先论述了训诂原理与整合
理论的内在关系，在此基础上将训诂学的适用范围与整合理论相结合，阐释其与传统训诂方法之间的深层
关联模式，及其有效性、前瞻性，进而使整合训诂方法不仅具有理性的解析，而且富于实践的可操作性。
本文是实践训诂学与西方阐释学（英语：hermeneutics）接轨的一次尝试，旨在为训诂方法论的现代转
化提供新的激荡和借鉴。
【关键词】训诂学、解释学、整合理论、四象限五要素

普通话句末语气词的句法性质
宗晓哲  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院

【摘要】本文探讨了句末语气词“啊、吧、吗、呢”的句法特征，认为它们超出了狭义的句法范畴，在话
语中具有表达功能和人际交际的价值。首先，从通过与语气副词、标句词“说”的位置对比，可以看出语
气词句法位置很高，独立于所在句子，属于语用层面。从语用角度来看，句末语气词具有明显的程序意义。
“啊”要求听话者参与到会话中，促进话论继续，是“互动标记”。“吧”在句中通过降低话语确信度，
缓和交际双方关系，是“礼貌标记”。“吗”要求话语权发生变化，促使听话者对所提问题进行进一步的
解释，是“问询标记”。“呢”在话语中起到凸显说话者所表达的语义关系的功能，使得话语与语境之间
存在一定的语义联系，是“焦点凸显标记”。
【关键词】句末语气词、话语标记、句法-语用接口

现代汉语周遍性主语中周遍义的形成原因
左思民  高丽大学中文系 /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  

【摘要】本文探讨了现代汉语六种周遍性主语中周遍义的形成原因。结论如下：在任指疑问类周遍性主语
句如“谁都认识”中，主语的周遍义是经由疑问代词的任指用法而获得的“全域义”。在含数词“一”的
周遍性主语句如“她一点道理也不懂”中，主语的周遍义依托梯级义经语用推理而得，并且只允许从否定
极小量达到否定全量的推理。在列举类周遍性主语句如“老王粤菜也吃过，川菜也吃过，鲁菜也吃过，浙
菜也吃过，中国八大菜系的菜都吃过”中，主语的周遍义并非列举的产物，而由最末的总括分句直接表达。
在物量词重叠类周遍性主语句如“家家都用上了煤气炉”中，主语的周遍义源于物量词重叠式所具的“每
一”意义。在含“全部”等词的周遍性主语句如“全部（都）得参加会议”中，以及含“每”等词的周遍
性主语句如“每个人（都）很认真”中，主语所含的周遍义由充当句子主语的词语直接表达。
【关键词】周遍性主语、任指、语义、语用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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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论文摘要

试析因果连词“因而”“从而”“故而”
安美璇  北京师范大学

【摘要】“因而”“从而”与“故而”是表示因果关系的一组连词。经考察发现，三个词的生成方式均属
于跨层结构的词汇化，源头可以追溯到先秦文献语言。古代汉语句法结构模式的弱化和消失是促成三者词
汇化的重要动因，因此立足于古代汉语，结合词素“从”“因”“故”的词义及特点，考察并解释连词“
因而”“从而”“故而”在现代汉语中存在的使用差异，可以得到三者的区别特征。具体表现为：“因而
”强调因果之间的联系，依据前者推测出后者，后者可以是有所依据的推论；“从而”强调两个事件的发
生存在先后顺序，表达因果关系时，需要首先在语境上满足因果逻辑，通常更强调结果；“故而”所连接
的“原因”与“结果”均是已经发生的既定事实或客观存在的现实情况及惯例，通常更强调引出结果，但
也关注对原因的追溯。
【关键词】因果连词、词义特点、区别特征

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口语流利性评价指标效度研究
鲍杰 北京语言大学
 
【摘要】口语流利性是衡量二语学习者口语水平的重要标准，然而学界对于是否有必要从多个维度对其展
开评价尚没有明确的回答。研究以78份韩国汉语学习者的HSK口语测试录音为研究对象，以专家评分作为
参照，从时间、表达、语言（包括句法、词汇、语音）三个维度选取24项指标作为评价依据，来考察各
项指标对考生口语流利水平评价的效度。研究结果表明（1）所选取的指标中，与口语流利成绩相关的指
标共13项，可以解释口语流利成绩74.4%的方差；（2）在13项指标中，有5项时间维度指标、2项表达维
度指标和5项语言维度指标（句法指标1项、词汇指标4项）能够区分考生的口语流利水平。以上结果说明
在对汉语学习者的口语流利性进行评价时，有必要提取多维度特征。
【关键词】口语流利性、评价维度、指标效度、韩国汉语学习者

潮汕方言陈述语气词“哗（还）”的用法及其语法化
陈楷森  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摘要】在潮汕方言中，“哗[hũã33]”是表示确认某个事实的陈述语气词，由“哗”所构成的“VP哗
[hũã33]”可根据语境还原为“VP1□[hũã33]VP2”，还原式中“□[hũã33]”这个语音形式不再能分
析为语气词“哗[hũã33]”，而应分析为副词“还[hũã33]”。文章在考察语气词“哗”和副词“还”的
基础上，指出语气词“哗”的本字是“还”，语气词“还”由副词“还”语法化而来，其“确认”义来源
于副词“还”的“延续”义，虚化环境是根据语境省略了VP2从而使副词“还”处于句末位置的“ V P 1
还 ” 。 这 种 确 认 功 能 在 语 用 类 推 的 作 用 下 ， 最 终 固 化 为 语 气 词 “ 还 ” 的 语 法 意 义 。
【关键词】哗、还、语气词、潮汕方言

湖南平江赣语能愿动词“要”的脱落及长音现象考察
陈山青  邹珊珊 湘潭大学
 
【摘要】湖南平江赣语能愿动词“要”在语流中可脱落，使前音节读音补偿性加长，从而形成“脱落→长
音”音义互动现象。除了单一脱落外，“要”还可与副词“也”形成双重和选择性脱落。实验语音分析显
示，长音具体表现为音节的主要元音发音明显加长，声调调值变为[原调值+4]，声母不发生改变。语言经
济原则和韵律法则是该现象形成的动因和机制。能愿动词“要”的脱落代表了汉语音节脱落的一种类型，
提供了一种句法创新的途径。   
【关键词】能愿动词、要、脱落、长音、音义互动、韵律法则

中国古诗与其印尼语译文比较研究——以唐诗的韵律问题为中心
陈衍宏(Clement Tanaka) 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摘要】经过调查发现，目前中国古典诗词的印尼语译本数量不多，此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印尼上世纪
50年代至90年代的“禁华”政策所影响。诗歌翻译主张“三美论”，韵律是诗歌创作的重要因素之一，
韵律的转译应当被重视。本文梳理约有7种唐诗印尼语译本之后，发现周福源译文尤其重视“音美”部分。
本文根据译文的用韵情况与印尼古代诗歌类型进行对照，将周福源译文分为五种类型。然而，受到语言差
异的影响，多数诗作经过翻译后，在词语数量方面难以呈现形式上的一致，仅有少数情况或巧合原因达到

词数相同，如《十五夜望月寄杜郎中》原文与译文均有7个字（汉）、7个词（印尼），此现象或许为周
氏无法满足押同韵情况之下，对字数采取了一定的“补救”措施。最后，为了提高中印尼韵文作品翻译的
水平，本文提出了从宏观及微观层面的相关建议。
【关键词】唐诗、韵律、印尼语译本、比较

字本位理念之华语文教育生态系统教学效能分析
陈信助  台湾中国文化大学
张胜昔  中国华东师范大学

【摘要】本研究依据差异化教学与适性化教学理论探讨华语文教学生态系统中「字本位 理念」的教学效
能的重要性。透过台湾某大学华语文中心的初级华语文课程进行实验研 究。本研究采用开放式行动研究
法，辅以文献资料分析法、经验总结法和调查访谈法。研究过程包括「计画-实施-观察-反思」四大环节，
首先依据学习者背景之差异与需求， 适度安排（调适）总体教学方案及课程；再透过华语文「听、说、读、
写」并重的「综 合教学法」推进新的班级经营，以字本位理念及教育生态系统为基础重新设计和安排课 程；
然后依据学习者对课堂教学环节的感知进行反思与检讨，进行行动研究。研究结将提供对外华语文教学与
研究参考使用。
【关键词】差异化教学、适性化教学、字本位、教育生态系统、综合教学法

六何法的教学局限及其对策
龚成 王娟 郑文佩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六何法”能帮助学生快速找出文章的主要信息，经常被用在阅读教学中。很多教师在写作教学
中也常使用六何法指导学生构思，列出写作大纲。六何法在阅读教学中的优点较为明显，但在写作教学中，
却有其教学方面的局限。因为使用六何法进行选材，其实只是对选材信息进行罗列的手段，它是选材的结
果，而并不是选材的方法。至于如何确定“六何”中的诸多信息，为什么是此信息而不是彼信息，正是学
生特别需要得到辅导和训练的地方。而这个思维的过程，较少在课堂教学中得到显性训练。本文以写人和
写事的记叙文为例，通过思维过程的角度分析六何法在写作选材上的局限和不足，并尝试提出相应的解决
办法，帮助学生利用六何法进行最优选材。
【关键词】六何法、写作教学、教学局限、对策

法汉翻译中的名动词类转换
成萌 法国索邦大学

【摘要】词类转换是 J.-P.Vinay 和 J.Darbelnet (1958) 在《法语与英语文体学对比》中，通过对法英
文本的比较分析，提出的翻译主要手段之一：“ 在不改变信息含义的前提下，一种词类替换另一种词类
的过程。”由于法语与汉语在词汇和语法功能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在翻译实践中，译者往往采用该手段使
翻译变得更精准地道。该研究将基于对法国文学作品《红与黑》原文与三个中文译本的对比而进行词类转
换的相关分析。本文中我们将主要介绍在法汉翻译中出现的法语名词转换为汉语动词的现象。比如，法语
中紧随时间介词的动作名词常转换为汉语动词；又如，法语时间名词后的动作名词或情感名词可转换为汉
语动词，等等。通过对比，我们将发现汉语更习惯于用动词来表达时间含义。
【关键词】 词类转换、 法汉翻译、名词、动词。

中韩小说的机器翻译与人工翻译对比—以中国当代代表作家余华的作品为例
崔贤植 上海商学院

【摘要】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飞跃发展，神经机器翻译取得了巨大进展。机器翻译能否取代人工翻译？机
器翻译能否翻译小说？以上议题已成为翻译学界的热门话题。本文以中国当代先锋派代表作家余华作品的
韩译实例，选用中韩两国具有代表性的机器翻译引擎百度翻译和Papago，从文化负载词、长难句、超
句翻译单位等层面对比分析机器翻译和人工翻译，探讨机器翻译存在的问题以及前景展望。
【关键词】机器翻译、人工翻译、中译韩、小说

基于语料库的对外汉语同义词辨析—以“一定”和 “肯定”为例
崔香兰·朴兴洙  韩国外国语大学
 
【摘要】本文希望通过语料库的实证研究，探索出同义词“一定”和“肯定”的异同点和搭配对象的互补
性，以更好地理解并使用。 一般的同义词辨析大都通过字典等工具，依靠直觉经验和内省的方式。虽然

字典具有权威性，但仅仅依靠字典来辨析同义词存在许多不足之处。大型语料库以及先进的检索工具以其
特有的优势为同义词辨析提供了新的方法。本文基于先进的北京语言大学大数据与语言教育研究所的
BCC语料库，采用定量和定性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以同义词“一定”和“肯定”为例，分别从语域
分布、类联接、搭配特征及语义韵方面进行了同义词辨析的实证研究。 综上所诉，本文立足于对外汉语
教学视角，旨在探讨如何帮助学习者更加直观、有效的辨析近义词“一定”和“肯定”。尽管在内容上还
有许多不足之处，但仍然希望可以为汉语同义词教学提供一个可参考的依据。 
【关键词】 同义词、对外汉语教学、语料库、词语搭配、类联接

《岳麓书院藏秦简（伍）》部分字词研读
高婷婷  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

【摘要】《岳麓书院藏秦简（伍）》包含秦代大量律令档案材料，内容丰富，史料价值 高。本文提出五
则字词释读、断句意见，如简 131-132“劾”如字读、“失道” 当指偏离目的地、“回留”应断读开；
里耶秦简 8-777 号简当断读作“从人论、 报、择（释）免归致书具此中。”“简 163“私属免婢”当断
读开；简 199“率” 有劝勉之意；简 225“均”读为“徇”，巡视之意等。以期进一步疏通文义，为 学
界后续利用该文本提供便利。 
【关键词】岳麓秦简、字词释读、断句

语法训诂浅议：基于三个平面的“新描写”
高扬 浙江财经大学

【摘要】利用语法进行训诂实践最为关键的一步，是对疑难词句进行细致的结构描写。传统结构主义成熟
的描写方法的确解决了大量的问题，但是古代汉语，尤其是上古汉语作为一种综合性倾向的语言，存在大
量同形异构、一种形式表示多种功能、多种结构表示一种功能的现象，传统成分分析的方法在描写时还是
显得捉襟见肘。想要精准的描写就必须高度重视语言学理论工具，将不冲突的理论加以融合，将解释与描
写加以统一。因此我们的主张是：语法训诂应该基于古代汉语综合性的倾向，充分利用语言学理论，以考
察分布为核心，剥离语言外证据，根据需要在语法、语义、语用三个平面展开研究，在描写中加深解释，
在解释中深化描写，从而对待考词句的显性和隐性结构都做出最细致的描写，进而考察句例分布，求得达
诂。如在语法层面，除了关注最表层的成分组合外，也应该注意到，长期被忽略的汉语韵律，实质上就具
有形态的功能，利用这一形态，可以很好地解释一些传统结构语言学无法解释的问题，进而对结构做出精
细描写，解决争议。再如语义层面，上古汉语缺少形态变化，其他语法形式也比较隐蔽，位于深层的语义
层面研究涉及到语义特征、语义指向、义素分析、语义场等。如能充分利用，则可通过充分解释，对结构
做更准确的描写。而语用理论，可以帮助解决句与句之间的问题，适合处理一些重复、句读争议；而鉴于
语言普遍存在的语用诱发机制，这个层面的研究更是在描写时不能或缺的。
【关键词】语法、训诂、新描写主义、解释

皖北中原官话区淮北方言的疑问句
郭迪迪  郭辉  亳州学院中文

【摘要】“淮北”指安徽省北部的淮北市，辖相山、烈山、杜集三区和濉溪一县。按《中国语言地图集》
（2012）的分区，三区和濉溪分属中原官话徐淮片及商阜片。淮北方言疑问句有是非句、特指句、选择
问、反复问句四类。是非问是在陈述句末尾加上扬的语调“↗”表疑问。特指问常在句中用“啥子、咋的、
咋着、哪来”等代词作疑问点，要求对方就疑问点作出回答。选择句常用“是/ｖｐ还是ＶＰ”的选择格式作
疑问的焦点，句末常用语气词“昂”。文章主要描写分析了淮北方言的“可ＶＰ、ＶＰ不/没ＶＰ、ＶＰ
不(啵)/没有”三种形式的反复问句，并讨论了“ＫＶＰ、ＶＰ－neg、ＶＰ－neg－VP”的历史层次及
“可ＶＰ、还ＶＰ”的来源。
【关键词】皖北中原官话、淮北方言、疑问句

欧化影响下表范围限定的方位结构“NP抽象上”
郝锐  首都师范大学

【摘要】受欧化影响，早期现代汉语中表范围限定的方位结构“NP抽象上”集中大量出现。新中国成立
以来中期现代汉语中这一结构呈现新的发展态势。使用方面，表范围限定的“NP抽象上”成员有增有减、
有“潜”有“显”，但“增”和“显”是主流，既有量的增，也有类的显。语法功能方面，早期现代汉语
中“NP抽象上”可以充当状语、定语、补语，中期以来则发展出了“句首修饰语”的功能。具有人际功
能的“NP抽象上”成员正是从做句首修饰语的位置上进一步转变而来，且逐渐发展出全句评注、传信和
情态、衔接连贯以及焦点凸显等功能。

【关键词】欧化、NP抽象上、历时演变、表达功能

华语综艺节目对新加坡华族学生之影响的调查—以南洋理工大学为例
洪玮嬣  许润芳  南洋理工大学

【摘要】随着新媒体覆盖面的不断扩大和华语综艺质量的逐步提高，两岸三地和新马的华族年轻人对综艺
节目的关注度不断上升，由于没有语言壁垒、更新及时、内容有趣、种类丰富，新加坡华族青年大多对华
语综艺节目有所了解，部分学生更成为了资深观众。本文通过对本地华族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掌握其观
看华语综艺节目的频率、动机和偏好，两岸三地及本地华语最受欢迎节目的播放渠道、类型、主题、播放
平台和制作地点，华语综艺及相关对新加坡华族大学生华语使用水平、文化素养等方面产生的影响，了解
大学生在观看过程中感受到的文化、思维差异及对节目内容制作方向的期待，总结华语综艺对华族大学生
的影响及其走向华语中圈的可改进之处，为两岸三地及新加坡本土华语综艺节目发展方向提供参考，探讨
综艺节目等文化项目应用于汉语国际教育的可能性。
【关键词】汉语国际教育 综艺节目 华语 口语教学

短视频技术应用于听障初中生汉语教学的研究
洪臻颖  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 

【摘要】媒体技术极大地促进了短视频内容的发展与传播，短视频也成为了前者最常见的应用领域之一，
为身处不同行业的受众提供了信息输出和接收的渠道。而短视频的普及恰恰赋予了听障学生群体公平地接
受信息的机会。目前，以短视频为媒介，对听障学生进行汉语教学的研究仍有较大的发展空间。由于先天
或后天的身体缺陷和特殊的成长经历，听障学生常常会产生严重的自我封闭心态和对陌生环境的抵触心理，
又因与社会接触机会较少，自然地落于信息传输通道的末端。因此，只有将语言与技术二者有效地融合，听
障学生才能在汉语学习的道路上缩短与健全学生间的差距，且逐步实现“信息平权”。本文将以听障初中学
生的汉语学习过程为研究对象，依据认知语言学的相关理论，通过对听障学生的语言获得过程进行语境依赖
方面的研究，提出短视频应用软件参与其汉语习得的改进方案。
【关键词】听障学生、汉语教学、短视频 语境依赖

从康德的文学艺术理论看阅读在提高华文作为第二语言学习的学习兴趣中的作用
黄婉玉  林进展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新加坡以英语为通用语言，学生的华文学习缺乏足够的语言环境和学习动机。华文作为第二语言
的社会地位既定，其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不足的情况既定，仅依靠功利性动机注定无法引起学生学习华文
的足够动力，需要一个非功利性方法来提高学生学习华文的兴趣。康德在其美学理论中提出，由审美判断
所产生的愉悦是无功利性的、无任何利害关系的愉悦。审美活动是一种非功利性的、无利害关系的活动。
他认为阅读是最高级的审美活动，具有审美活动无功利、无利害关系的本质特点，是符合人的自由本质的
最高级的活动。由此看来，阅读是一种无功利性的活动，能够产生普遍的愉悦感受，可以用来提高学生学
习华文的兴趣。而若要阅读能够担当引起学生学习华文兴趣的重任，则需要让华文阅读回归阅读的审美本
质。
【关键词】第二语言学习、无功利性、阅读、学习兴趣

华文写作：微视频的运用策略再探
黄易亭  张水福  郭兰花   新加坡国家初级学院
张曦姗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中学低年级的学生在记叙文写作的内容上总是千篇一律，主题不够鲜明，详略不当，更严重的是
内容缺乏逻辑性，情节不合理。因此，研究团队希望通过微视频帮助学生“乐于用华文作书面表达，能感
受写作的乐趣，丰富写作内容”。微视频教学模式从观看微视频开始，过后通过提问，在科技平台上让学
生思考与分析，同侪间针对视频进行讨论，并和老师一起总结视频内容的主题、人物形象等技能，经过这
一系列的思考与讨论，教师才给出对应的作文题目。这项研究已在本院连续进行了两年（2020-2021），
今年我们以137名低年级学生为研究对象，再优化教学策略，希望持续为中学低年级写作教学提供一个简
易、操作性强的教学方法，以提升学生的写作能力，并加强学生写作的信心。
【关键词】华文写作、微视频、中学低年级
 

汉语二语者动名搭配习得研究
姜晓欣 北京语言大学

【摘要】本文将从研究内容、研究语料、研究结果三部分概述论文内容，具体如下。 一、研究内容 通过
动名搭配中名词宾语的语义类别、错误搭配的类型分布、不同母语背景 二语者动名搭配产出量三个维度
考察二语者与母语者、不同母语背景二语者（日 语、韩语、维吾尔语）HSK 作文中产出的动名搭配是否
存在差异。 二、研究语料 二语者语料我们选取了 2010 年 10 月 HSK 考试作文 90 篇，其中，韩国、日 本、
中国维吾尔族二语者作文各 30 篇。母语者语料是高三及其以上学历的汉语 母语者按照 HSK 作文考试要
求写的同题作文，共 30 篇。 三、研究结果 1、动名搭配中宾语对语义角色的优先选择关系是“受事>对
象>等同>致使> 结果”，二语者与母语者动宾语义类型选择顺序基本相同。 2、动词误用占偏误总数的一
半，是主要的偏误类型。 3、日本二语者与韩国二语者产出正确搭配的比率不存在显著性差异，产出 搭
配总量最多、错误搭配数量最少的是维吾尔族二语者。
【关键词】汉语二语者、书面语、动名搭配

汉语学习者常见的母语负迁移及教学对策
蒋一鸣  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

【摘要】以英语为母语的汉语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常常会受到母语的干扰，这种现象被称为“母语负迁
移”。因英语和汉语具有明显差异，以及学习者受母语思维的影响，“母语负迁移”现象在以英语为母语
的汉语学习者群体中屡屡发生，且有一定的规律性和同质性。研究母语负迁移有助于发现汉语学习的重难
点，指导教师更有针对性地开展汉语教学，从而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增强学生的动力和信心。过往文献
和本项研究显示，常见的母语负迁移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语音、词汇、句法、书写系统及文化背景。本
项研究将对以上五方面进行详细介绍和说明，并提供如下三点教学对策，以减轻母语负迁移对中文学习的
影响：归纳常见错误点并提供配套练习；营造“沉浸式”汉语学习环境；保持耐心并鼓励学生从错误中学
习。
【关键词】母语负迁移、汉语学习、教学对策

韩中后缀“X家”的语义研究 
金梅 ·朴兴洙   韩国外国语大学

【摘要】汉字和汉语最早在商末周初就被箕子传播到了‘朝鲜’， 汉语教学在韩半岛的历史源远流长。
作为汉字文化圈和儒家文化圈的国家，韩国对汉字、汉语和汉文化一直有较强的认同感。 韩国是大约从
公元600年开始，借用相当于汉语中高音的语音和文字。在韩语词语当中汉字词所占比例相当高， 虽然《
训民正音》（1446年）颁布之后， 韩国有了自己的文字， 汉字词的使用早己深入人心。韩语中的汉字词
大多保留唐宋时期的中古音韵， 书写上基本采用繁体字， 因此，韩国是最早接触和吸收汉字汉文化进行
汉语教育的国家。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不管是国家层面还是民间，韩国一直保持着汉语教育的传统。本
文研究的是汉语和韩语中共同使用的后缀“X家”（“X가”）的语义对比，特别是着眼于它的语义特性，
阐明意义差异为研究目的。韩中 “X家”的语义可分为同义，转移，变异的关系。笔者以类后缀“X家”
的语义特征、语用特征等方面来浅析“X家”词缀化产生的原因。韩中两国同处“汉字文化圈”之中，有
着密切的联系。第二语言的习得离不开牢固的第一语言基础。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研究已经成为一门独立的
学科，研究日益精深。各国的汉语学习者，在自身文化特点的影响下，对汉语语言的习得、难易把握、也
有着不同特点。其语言的共性及个性更有着不同于其他的特点，这为中韩语言研究提供了必要性，也为对
韩国的汉语学习者的研究提供了必要性。第一语言对第二语言的影响和干扰，所以常常会使第二语言的学
习者自觉不自觉地要以第一语言为标准来套用所学的语言，因此产生“对等”意识和偏误现象。希望中韩
共同使用的后缀“X家”的语义对比研究，对中韩之间跨语言跨文化研究的引玉之砖。
【关键词】 “X家”、类后缀、语义差异、韩国汉语学习者.

明末西班牙传教士菲律宾漳州闽南话教材古今韵母分合考辨 —以《汉语语法：漳州话语言艺术》（1620）
西班牙巴塞罗那图书馆善本为例
金美  中国厦门大学

【摘要】本文以在菲律宾马尼拉传教的西班牙道明会（又称“多明我会”）传教士撰写于1620年的教材
《汉语语法：漳州话语言艺术》（下文简称“漳州语艺”）西班牙巴塞罗那大学图书馆善本漳州闽南语为
例，对比考察今漳州话（下文简称“今漳州话”）与《广韵》音系韵母（每字所属韵摄开合等次及声调用
小字号标注于每字右下角），查考辨正明末菲律宾漳州闽南话与今闽南话韵母古今分合的历史音变遗存，
颇有启示意义． 
【关键词】 明末西班牙传教士、菲律宾漳州闽南话教材、古今韵母分合

跨语言视角下汉语结束义动词的语法化研究
景高娃  浙江外国语学院 

【摘要】本文采用共时和历时相结合的方法，对汉语结束义动词的语法化过程进行分析，并借鉴语义地图
的方法，描绘结束义动词的多功能性。事件连接功能的产生是结束义动词语法化非常重要的一环，符合类
型学结束义动词语法化的一般路径。在共时平面上，对方言中的结束义动词的关注还不足。“罢”在普通
话中已很少使用，但保留在豫北方言中，进一步虚化，并扩展出表达经历的用法。从跨方言或跨语言的角
度来看，汉语方言和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语言中的结束义动词有相似的从完结到经历的扩展路径。已见报
道的境外语言的结束义动词可以表达“以后”“已经”“完结”“接续”“过去”“完成体”等多种功能。
汉语结束义动词向完成体甚至经历体方向发展，体现了类型学的共性。
【关键词】结束义动词、多功能性、语法化、经历体

认知视域下韩国学生能性述补结构的习得研究
雷婷  中山大学 

【摘要】能性述补结构一般是指“V得/不C”结构，是汉语的一种特殊句法结构，该结构的使用条件相对
比较复杂，在韩语中没有完全相同的对应形式，因此韩国学生在使用该结构的时候常常出现各种偏误。传
统的“V得/不C”结构教学主要偏重于结构形式的描述，学习者虽然能记住能“V得/不C”的结构形式，
但是能准确理解把握并有意识地正确使用该结构的学习者却不多。本文尝试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对能性述
补结构“V得/不C”进行习得和认知研究，试图探索出能性述补结构“V得/不C”的认知加工机制，并以
此为依据帮助对外汉语教师找到更为科学有效的教学策略。
【关键词】能性述补结构、二语习得、认知研究、汉语教学

新马地区私会党的行业隐秘语
李国樑  新加坡独立民间文史研究员、民间文史顾问

【摘要】新马的华人帮会源自中国清朝的天地会，殖民地政府称之为secret society（私会党）。虽然一
些私会党员曾经回国反清，大体上私会党的本质已演变成通过武力争夺地盘，以新客与黄赌毒为主要营收
的社会罪案源头。19世纪末，新加坡私会党被令“解散”后，成立以洪门“廿一”为根基的“天地人神”
派系，行语亦趋向本土化，例如“平中”和“崩角”两大主流招纳新丁时都会“做大戏”和“布袋戏”，
急功好利的私会党老大则“去角”；私会党内部职位有426、415、49等，民间形容“08、24、369，敌
不过999（警方号码）”；一旦“风来了”最好马上把“白鱼”藏起来。此外，“开台”跑码头必须以《
五祖船》对诗，跟“水”相关的隐语甚至通俗化，成为民间方言惯用的俚语。 
【关键词】新加坡、天地会、私会党、行语

关于华文实时在线课堂互动技巧的思考
李静  范静哗博士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COVID-19的疫情导致许多青少年的学习场域从传统的同一物理空间的课堂转到虚拟空间的实时
在线课堂，实时在线教学的互动环境的改变也导致传统的师生互动条件发生了变化。当教师和学生分散在
各自的生活空间，在共享的虚拟学习空间中师生的互动与传统课堂相比，相对缺少非言语交流，这对学习
者的投入和注意保持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教师需要进行专门调整才能发挥在线教学的效果。本文从青少年
心理学的角度探讨注意力及其与在线学习的关系，进而分析在线课堂中的常见任务，并总结在线教学中的
一些互动技巧，目的在于通过形成良好师生关系、积极的学习氛围来加强课堂互动，为学习者赋能。文中
总结的互动技巧主要包括：1.激发学习动机的互动技巧，如提问、反馈、非言语交流等；2.教学过程策略
的互动技巧，如明确学习任务、设计话题以及任务导向教学等；3.差异化教学策略的互动技巧，如应用资
讯科技支持差异化教学、组织统筹课堂中的互动。
【关键词】在线课堂、非言语交流、青少年学习心理、在线互动

关于强调数量“就”的重音形式
李美京 韩国大邱大学
            
【摘要】本文主要以声学的方式针对既可强调数量多又可强调数量少的副词“就” 进行的研究。前人对
此研究已经很多如，在句法、语用、语义演变、语义指向、主观量等方面，但在韵律方面的研究却很少，
且几乎都靠语感来判断“就”是重读还是轻读。本文要对“就”的本体研究与韩汉对比研究同步进行，考
察在有无“就”的单量式结构中重音形式有何区别，还要看中国人和韩国人对“就”句子的音长和音高有
何不同。实验材料选择了《现代汉语八百词》，《现代汉语虚词词典》中的例句及自己调整的例句，一共
20个句子。实验对象为中国人3名，韩国人3名，各读三遍。分析对象一共为360（20*3*6=360）个句子，
57，600（20*160*3*6=57，600）个音节。本文要分析句中有无副词“就”的两种情况下，句中音长和
音高的不同。研究结果大体如下，第一，通过分析音长和音高来看，句中有无“就”时，重音位置有所不

同，没有“就”时，重音放在句末数量单位上，并且各音节的音长相差不大。强调少量时重音既可在“就”
上，也可在“就”后的数量单位上；强调大量时，重音放在“就”前。第二，韩国人不管副词“就”在哪
儿，一般都把重音放在数字上，有些人把它放在动词上。可见，韩国人对句中出现强调数量的副词“就”
的重音格式不太了解。第三，韩国人的每个音节音长区别不大，而重音的表现不太凸显。
【关键词】重音、 副词“就”、音长、音高

东南亚华语早期词汇发展变化研究
李权  北京师范大学

【摘要】本文以《叻报》《新国民日报》为研究对象，分别选取1917-1920（本文称之为“前期”）和
1930年前后（本文称之为“后期”）的等量本地新闻语料进行两点间的词汇比较，主要有以下两点变化：
第一，文言形式减少，白话形式增加。早期华语的语言风格可归纳为“文白相融”，即尚古的文言词和通
俗的白话词并存共用。对比前后期，文言形式有所减少，白话形式有所增加，体现出文言向白话的过渡特
点。第二，由不稳定趋于稳定。表现为如下语言事实：其一是同义形式的选择，如同素异序词，其二是异
形词的选择，包括自源和他源两类。它们均表现出前期词形丰富，且频次相近，后期出现了主要词形的变
化。以上几种变化主要受以下三种因素的影响：其一，早期国语的影响；其二，东南亚本土因素的影响；
其三，外语的影响。从“史”的角度来看，应该将共时和历时的研究思路相结合，多角度考察影响华语发
展变化的因素。
【关键词】东南亚华语、叻报、新国民日报、词汇

基于网络技术支持下韩国高校汉语教育现状
李秀彬 韩国仁荷大学/中国天津师范大学

【摘要】随着网络技术的普及，不受时空限制可以展开汉语教育。在疫情情况下，多数韩国高校采取了基
于网络技术支持下的远程汉语教育。本研究主要考察对象为20所韩国重点高校的汉语教育现状，主要考
察范围为韩国政府的官方文件、高校常用的LMS系统，K-MOOC平台、KOCW高校资源共享平台、高校
的OCW平台、高校官方网站进行了考察。考察得知，1）汉语与其他外语相比，韩国政府对汉语教育方
面的支持力度变化不大，可说明为韩国政府重视汉语教育。2）韩国高校利用LMS系统开展混合式学习以
及远程教育提高汉语课堂教学的绩效。3）通过K-MOOC管理实施策划可以看出，韩国政府重视基于网
络技术支持下的远程教育，以及远程教育有着一定的意义。本文进行了基于LMS系统支持下的汉语课堂教
学设计。LMS系统可以实现以学习者为中心的课堂教学，又可以减少教师的备课时间。基于LMS系统的汉
语课堂教学可以分为三大环节开展不同的教学活动。1）课前环节主要进行资源学习，比如：教师把教学
资源上传到LMS系统让学习者进行自学。2）课中环节可以点击远程会议（ZOOM与谷歌会议）开展远程
教育。3）课后环节利用LMS系统上的练习，考察学习者的掌握度。4)学生互动方面，LMS系统上教师创
建小组之后，不仅可以进行生生互动，还可以线上会议当中可以进行师生讨论。本文的研究工作可以为对
韩国汉语教育的信息化与汉语教学改革工作提供参考并借鉴。
【关键词】汉语教育 、系统

混合式学习模式运用于文学教学的设计与实践—以H2华文与文学小说教学为例
李志元  新加坡莱佛士书院（高中部）
张曦姗  南洋理工大学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随着数码科技的普及，课堂的教学形态及学生的学习方式也有了巨大的改变。混合式学习模式便
是其中一大教育趋势。学生在选读H2华文与文学这门课前，较少接触过文学作品，也缺乏深入分析文本
的能力。因此，如何带领学生深入分析课程中的所有作品，并教授学生分析文本的能力便成了一大教学难
点。本文试图以H2华文与文学课程下的小说教学为例，探究如何将混合式学习模式运用于文学教学上。
首先，本文将介绍研究背景与对象，并阐述新加坡混合式学习模式的概念和理论依据。接着说明运用混合
式学习模式于小说教学上的实践过程。最后，本文通过学生调查问卷、聚焦访谈及教师观察来检视教学设
计与实践的成效，再反思教学过程中所面对的挑战。
【关键词】混合式学习模式、H2华文与文学、小说教学

“年老”对新加坡华族年长病患意味着什么？—以医患门诊会话中的“年老”为例
林鼎勋   林尔嵘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摘要】在公共医院的门诊互动中，时而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一些年长患者会在话语中向医生标榜自己“
年老”的身份，如：“这么老了”、“我岁数有了”、“八十七岁了啦”等等。我们发现，这些以话语标
识自己或他人的“年老”身份不只是单纯的在传达信息。实际上，在不同的会话序列环境中，以话语标识

“年老”作为会话行为能达到不同的话语作用。以新加坡某一家医院的门诊语料为例，我们结合会话分析
（Conversation Analysis）方法与身份类属机制（Membership Categorization Device）的视角，
探讨“年老”这一身份类属在门诊互动中的作用。研究显示，一些华族年长患者会向医生标榜自己“年老”
的身份，以完成特定的话语行为，包括：一、合理化自己的病症；二、拒绝医生的医疗建议；三、辩解自
己身体功能的缺失。通过分析这些年长患者标识“年老”身份类属的互动序列及相关的会话行为，我们旨
在揭示新加坡华族年长患者对于“年老”这样一种身份标签的观念及认识，说明身份类属机制是如何搭建
起交互双方对话语的理解，也为医患沟通研究带来新的启发。
【关键词】会话分析、互动语言学、身份类属机制、年老

维吾尔语、西部裕固语颜色词文化内涵对比研究—以“黑”“白”为例
林雅琛   中央民族大学

【摘要】本文总结对比维吾尔语和西部裕固语“qɑrɑ/�ɑrɑ黑”“ɑq/ɑq白”的义项发现，两种语言“
黑色”既含褒义也含贬义，均有伟大、尊贵、有力、程度深、粗糙、无知、坏、反面的和孝服等义。但维
吾尔族接受了汉族“黑色”代表非法、秘密的认识。维吾尔族和西部裕固族都认为“白色”代表吉祥、善
良。西部裕固语“白色”可指所有奶制品和非宗教职业者，维吾尔族受到其他民族影响，借入了白色“落
后、反动”等贬义。并从社会生产实践、宗教信仰、风俗习惯三方面讨论“黑”“白”文化内涵的异同原
因。
【关键词】维吾尔语；西部裕固语；“黑”“白”颜色词；文化内涵对比

试论对外汉语教材中的拼音教学设计及拼音对教学的辅助作用—以《博雅汉语（第二版）》为例
刘迪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

【摘要】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开始学习汉语，各种对外汉语教材层出不穷。语音教学在语言学习初
期有着重要意义，对于汉语来说，拼音教学是发展其他语言技能的基础。教材是教学的依据，一些对外汉
语教材中对拼音教学的设计缺少科学性和系统性，并且没有较好的利用拼音辅助之后的技能教学。本文共
有五章，以《博雅汉语（第二版）》九册书为研究对象，分别从研究目的和意义、拼音教学设计、拼音练
习安排、拼音辅助其他语言技能教学、研究结论等方面展开论述。《博雅汉语（第二版）》总体而言在拼
音教学方面较为完善，但在发音方法教学和拼音练习方面仍可提升。本文详细分析了教材中拼音部分的优
劣利弊，希望能为其他对外汉语教材的编写完善提供思路，提高对外汉语教学的质量。
【关键词】对外汉语、拼音教学、教材设计

台湾“国语”新义新用的“杀”
刘吉力  长沙师范学院文学院  

【摘要】台湾“国语”的“杀”动形兼备，以动为主，辅以形容词用法。形容词“杀”主要有“狠/酷/低”
三个义项，各义项来源不同；历时考察“杀”，呈现由升到降的发展态势，义项由单到多再到以“低”义
为主，“杀”的发展演变有其内外部原因；对比其他多个华语社区，台湾“杀”与其形成有无之别的新生
差异。新义新用的“杀”充分体现了台湾“国语”的变异性及独特性，因此是研究其最新发展演变的典型
案例之一。
【关键词】台湾“国语”、“杀”、形容词、变异

更好地与文献对话：留学生学位论文转述结构考察与教学
刘锐  澳门大学

【摘要】学术写作中，引用是与已有研究建立联系、创建自身研究空间的重要方式（Swales， 1990）。
因此需要大量地使用诸如“某某发现/认为”、“在某某看来”这类转述结构。学术英语（EAP）研究表
明，二语学习者在掌握转述结构上存在相当的困难（Neff et al. 2003；陈建林，2011）。本研究旨在考
察汉语二语者的学位论文中转述结构的使用情况。本研究从CNKI硕士学位论文库中随机选取了13篇留学
生用汉语撰写的学位论文作为考察对象。由于引用通常集中地出现在文献综述部分，因此考察的重点放在
论文的“研究综述/研究现状/文献综述”部分。我们使用Liu & Wang（2019）的分类体系对转述结构进
行了标注。结果显示，留学生学位论文中使用最多的是过程性转述，其次是话语性转述，最少是发现性转
述、认知性转述。对比成熟写作者的论文（刘锐、黄启庆、王珊， 2021），留学生过度使用过程性转述，
而发现性转述、话语性转述的使用比例偏低。结合不同转述结构的功能来看，留学生在引用中主要关注的
是研究对象、方法，而对结论、成果、作者的观点缺乏足够的讨论和分析。此外还存在以下问题：转述语
的功能类型、种类单一；（2）转述语误用；（3）转述结构滥用，造成无意义的引用。针对这些情况，
本文提出应该对转述结构进行针对性训练，综合使用范文学习、结构控制训练、改写等练习方法，帮助二

语者理解和掌握多样化的转述手段，以提高汉语学术写作的水平。
【关键词】转述结构、学位论文、引用、学术汉语、学术写作

虚拟世界和元宇宙：汉语国际传播的应用现状和未来的可能性
卢文慧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研究生

【摘要】依托现代信息技术和互联网平台在线教育的不断发展，“互联网+”开展汉语教学受到汉语教师
与汉语学习者的共同重视，使汉语国际传播更多样化。虚拟世界是一种持久的在线计算机生成环境，在远
程物理位置的多个用户可为工作或学习进行实时交互。本文首先介绍了虚拟世界的历史发展和元宇宙的概
念。元宇宙是互联网的延伸，允许用户彼此之间以及周围的环境进行互动，包括虚拟现实（VR）和增强
现实（AR)。人工智能（AI）的使用现已成为汉语国际教育的现实。通过特别关注四个特性，虚拟世界或
元宇宙的集成网络在四个领域取得进展：沉浸式现实主义、访问和身份的普遍性、互操作性和可扩展性。
对于每个领域，当前状态和需要的发展，这些特性被认为是可行的多元核心组成部分。本文考虑虚拟空间
在当代汉语国际传播的应用现状，以及元宇宙新技术领域的影响。以当代汉语为对象，以多学科交叉为视
角，结合汉语国际传播的相关实践，虚拟世界利益相关者和开发人员之间未实现的协作，构成人类社会文
化互动的一个引人注目的领域。伴随新技术发展和教学理念变化，在虚拟世界和元宇宙视野下展望汉语国
际传播发展的新思路。
【关键词】元宇宙、虚拟世界、人工智能、汉语国际传播

东南亚华语量词历时发展调查与思考
卢月丽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摘要】本文以东南亚华语为对象，以“史”的眼光观察东南亚华语中量词的历时发展面貌，最终按照“
史”的范式形成比较完整的表述，试图从一些具体的方面展现东南亚华语发展演变的内容及过程。文中把
东南亚华语量词的发展归纳为以下三种模式：上扬式、下行式及曲折式。在对上述语言事实考察与梳理的
基础上，文中得出以下两点认识：其一，东南亚华语量词的发展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其发展不止一种模
式，而是三种交织在一起；其二，华语量词发展演变的原因既有方言、英语的影响，又有其作为祖语具有
保守性的制约。
【关键词】东南亚华语、量词、祖语、历时研究

浅谈国际汉语教学中的跨文化理解 ―以在日教学实践为例
路浩宇  日本关西学院   
陈碧强  中国山东曲阜师范大学

【摘要】笔者以自己在日本大学试行的两次以“友谊”和“孝道”为主题的汉语口语教学实践为例，通过
学习者对“友谊”和“孝道”为主题所作的口头发表，在提升口语表达能力的同时，引导学生了解中国的
文化与哲学思想。通过观察学习者对“友谊”和“孝道”话题的口语课的参与情况，我们发现日本学生对
友谊话题的兴趣更浓厚，对友谊的理解比孝道更深，对友谊价值的认同大于对孝道的认同。日本是原子化
社会，由于个人本位思想在日本的盛行，学生对于跟自己关联紧密的同时代事物表现出更大兴趣。孝道涉
及两代人或三代人之间的关系，复杂程度远大于友谊，故不太容易引起在“核心家庭”的时代背景下成长
起来的当代日本大学生的同情与理解。由此可见，任何一种观念都与它的历史和人文环境有关，是传统延
续和社会生活的产物。由于“孝”涉及到代际关系，日本学生对“孝”的认识相对浅薄，往往是泛泛而谈。
由此引出对教学目标的思考：一，国际汉语教学不应仅仅停留在“术”的层面，而应在锻炼学习者基础能
力的前提下，上升到对学习者的人文关怀与灵性启迪的大道上来。二，知识传授与文化交流是两个层面的
问题，知识传授是无条件性的，而文化之间的融合是有选择性的。国际汉语教学需要在尊重文化多样性的
前提下进行。
【关键词】国际汉语教学、友谊 孝道、人文关怀
  

怒苏语多义词的文化内涵
罗自群  中央民族大学

【摘要】怒苏语是生活在中国云南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福贡县的怒族怒苏支系说的一种语言，属于汉藏语系
藏缅语族彝语支。怒苏语词汇，按照义项来分，有单义词和多义词两类。本文重点从多义词这一方面来分
析怒苏语词汇所体现的文化内涵，通过与汉语、藏缅语族其他语言的比较，来说明怒苏语词汇文化内涵的
特点。文中所用的怒苏语词汇都是来自本人田野调查获取的第一手语料。一、怒苏语多义词的类型：如果
以汉语为参照点，怒苏语中存在一些多义词——一个怒苏语的词，可以有两个及以上的汉语词语和它相对
应。既然是多义词，语音相同，语义相关。根据词性，可以把怒苏语多义词分为两类：1、词性相同的，

2、词性不同的。（一）怒苏语词性相同的多义词  怒苏语词性相同的多义词比较常见的是名词、形容词
和动词。（二）怒苏语词性不同的多义词  怒苏语词性不同的多义词，比较常见的是一个多义词具有两种
不同的词性，当然，也有一部分多义词不止两种词性。二、怒苏语多义词的文化内涵：我们把怒苏语词性
相同的多义词看做是静态相关，而把词性不同的多义词看做动态相关。和汉语比，和汉族比，使用怒苏语
的怒苏人和汉族在认知上存在着诸多差异，汉语的表达显得更精细一些，而怒苏语则比较笼统一些。怒苏
语多义词的这种特点，充分体现了怒苏语的文化内涵。
【关键词】怒苏语 、多义词、文化内涵

汉语二语者书面产出词汇多样性的文本长度效应研究
马庆 北京语言大学

【摘要】词汇多样性是二语表达能力的重要标志，是计算机自动作文评分的重要采集变量，但是词汇多样
性测量指标与文本长度之间存在复杂的关系。本研究从2010年4月HSK写作考试的实测大数据中选取154
份语料，重点探究了汉语二语者书面产出词汇多样性与其文本长度的关系。结果发现：（1）词种数、
TTR、Root TTR 、Log TTR等8个测量指标可作为词汇多样性测量的有效参量，但通过相关分析结果可以
看出，当文本长度过短的时候，很难反映出词汇多样性与作文成绩之间的关系；（2）8个测量指标均存
在文本长度效应，其中MATTR受文本长度的影响较小；其余7个测量指标随着文本长度的变化整体呈现出
线性的变化趋势；（3）当文本长度在60至100词范围内时，除MATTR外，相同文本长度下的LD值均存在
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关键词】词汇多样性测量、文本长度、语言产出、作文自动评分

西南官话中古非晓组字混读的声学考察—以四川中江为例
饶冬梅   西华大学

【摘要】古非晓组字的混读在西南官话中较为常见[1][2]。西南四省（四川、云南、湖南、湖北）方言中
非晓组字的混读主要体现为八种类型（见表1）。本文以四川中江方言的古非晓组字今读作为深度调查对
象（前人调查结果为Type2类型[2][3]），选择10位年龄在55-65岁区间的发音人（男女各5），得到约
9000个语音材料，提取擦音中段20ms的谱重心CoG（Center of Gravity）和标准差SD(Standard 
Deviation)两个参数[4][5]，从声学和感知两个角度考察了四川湘语中非晓组字混读（merger）以及语
音性变读（phonetics variation）的原因[6][7]：非晓组字的混读，跟[f]/[xu]发音的相似性以及感知混
淆有关，和语言接触也有密切关系。四川湘语受强势方言（Type 1）及普通话影响，混读规律出现例外
之外的字有所增多，混读的条件也逐渐走向单一化。
【关键词】四川湘语、混读、语音变读、语言接触

河北方言的“去分阴阳”现象
桑宇红  白茹 河北师范大学 

【摘要】学界对河北地区保定、唐山、秦皇岛地区冀鲁官话保唐片轻声前去分阴阳的现象已有报道，较早
应是《昌黎方言志》（1960），后有李思敬（1995）对宁河方言，接着田静（2007）、刘克龙（2010）对
唐县，后又有郑莉（2014/2019）、白茹（2016）、曹庆改（2018）、李仕颖（2019）、尹凯（2020）等
分别报道了与保定毗邻的石家庄的深泽、无极、辛集及衡水部分地区安平、饶阳也存在“去分阴阳”的现
象。河北方言去分阴阳具体表现为：（1）在单字调层面可以区分阴阳去，如无极和深泽；（2）在连读层面
区分阴阳去；主要分布于保定地区的曲阳、定州、唐县三个县市；（3）仅在轻声前连读时区分阴阳去，
主要分布于保定及石家庄、衡水部分毗邻保定的地区。
【关键词】河北方言、去分阴阳、连调及轻声、保唐片

课例研究：放声思考在阅读教学中的策略与设计
盛丽春、韩爱玲、幸锦龙 、胡晓苏  四德女子中心
张曦姗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为了提高学生在阅读理解、感悟欣赏及延伸拓展方面的能力，本校研究团队通过放声思考阅读策
略(Think Aloud Strategy)进行有系统、有针对性的阅读教学。放声思考策略是将个人内在的无声思考，
用口语表达的方式，将心中所思考的内容说出来。老师能借此了解学生的思维过程并加以引导纠正。放声
思考方式是展示思考能力的有效方法，让思维可视化，同时也能训练学生的口语表达能力。本研究以79
名中二高华学生作为研究对象展开三轮的课例研究。本文首先从研究背景、研究对象和研究目的做一个整
体介绍；接着阐明理论依据和相关概念；再具体介绍整个研究的教学实践过程。研究结束后，通过调查问
卷、教师观察以及学生反馈进行分析，最后再反思教学过程中所面对的难题与挑战。

【关键词】课例研究、放声思考、阅读教学

“洪武赶散”与苏北江淮官话
石绍浪  北京语言大学

【摘要】“洪武赶散”是指明初苏南向苏北平原一次大规模移民，虽然正史没有确切记载，但在苏北民间
普遍流传。苏北江淮官话入声韵有一个较为独特的特征，曾梗摄一二等帮组字读圆唇后元音韵母，并与通
摄合并，其分布与“洪武赶散”的移民范围基本吻合。比较发现，苏北江淮官话的这个音变应是源于苏州
移民的影响。今苏北江淮官话入声韵类突破中古韵摄的格局，发生了简化，也可能是明初苏州方言在苏北
扩散的结果。余论认为，在分析江淮官话与吴语关系时，不能只局限于“同源”的角度，还应考虑明初苏
州苏州方言在苏北的扩散。
【关键词】“洪武赶散”、苏州方言、苏北方言、江淮官话、入声韵

德国语言学家加布伦兹及其《汉文经纬》研究
宋楠  德国国际合作署中德合作中心； 波恩东亚研究院chinnotopia中国论坛

【摘要】本论文第一章介绍了与乔治·加布伦兹有关的史实，包括十七到十九世纪西方汉学的兴起、独立
与发展、加布伦兹家族史和乔治·加布伦兹的汉学之路。 第二章到第四章将《汉文经纬》拆分为“汉语
基本面貌”、“分析系统”和“综合系统”研读与解析，完整展现加布伦兹的语法思想和其构建的古代汉
语语法体系。论文的第五章和第六章，分别探讨了加布伦兹在西方近代语言学历史上所起的作用，以及对
汉语语法思想史的影响、突破和超越。同时在论文结语部分，讨论了中外语言学界对于《汉文经纬》一书
不甚明晰的几个问题。
【关键词】加布伦兹  《汉文经纬》

华文作为第二语言新闻听读教学的文献综述
孙晓颖   张丽妹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新闻听读教学在华文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中更是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本文回顾和介绍了
2001-2021年二十年间华文作为第二语言新闻教学的相关研究，文献主要来源于中国知网 (CNKI) 和Web 
of Science等数据库。本研究的文献综述主要围绕四个研究问题：第一，华文作为第二语言新闻听读教
学的目标有哪些？第二，华文作为第二语言新闻听读教学的原则是什么？第三，华文作为第二语言新闻听
读教学的难点有哪些？第四，华文作为第二语言新闻听读教学的教学策略和方法有哪些？最后，本文结合
新的时代背景提出了华文作为第二语言新闻听读教学的优化建议。本研究的成果和发现对华文作为第二语
言新闻听读教学具有良好的指导意义，同时也为华文第二语言新闻听读教学法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和指引。
【关键词】华文作为第二语言、新闻听读教学、教学目标和原则、教学难点、教学方法 

乙圩壮语多功能语素te∶ŋ1

覃薇  中央民族大学 

【摘要】本文对乙圩村壮语“遭受”义语素“te∶ŋ1”进行全面的调查描写，并刻画出“遭受”义语素
“te∶ŋ1”功能的整体面貌。对“遭受”义语素部分语法功能的语法化过程进行探讨，归纳出其语法化的
路径和机制，为学界了解乙圩壮语“遭受”义语素功能的语法面貌和特征提供新的材料。乙圩壮语的“遭
受”义语素“te∶ŋ1”呈现出多功能性，具备了十三种功能：①“触碰”义动词；②“对、中、合”义动
词；③“遭受”义动词；④“需要、用”义动词；⑤被动标记；⑥“对”义形容词；⑦“致使”义动词；
⑧情态助动词；⑨结果补语；⑩程度/状态补语；⑪“到、轮到”义动词；⑫副词；⑬假设连词。其中，
本文调查到了“遭受”义语素“te∶ŋ1”以往没有被调查描写到的功能为：①程度/状态补语；②“到、
轮到”义动词；③副词；④假设连词。
【关键词】乙圩村、壮语、“遭受”义

祁东湘语多功能词“落”的语义演变与主观化
谭丽亚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西南林业大学外国语学院
陈海宏  云南民族大学民族文化学院

【摘要】湖南祁东湘语多功能词“落”的用法比较特殊，其语义演变属于通过增加新义而产生的多义模式，
它的多个义项在语义上有一定的关联，或直接关联，如“落”作实义动词时的多种语义；或间接关联，如
前加准词缀型小称标记“落”可能是由实义动词“落”的“降生”、“遗留在后面”等义隐喻而来的。“

落”在祁东湘语中还可以重叠，在语义和语用表达上带有一定的感情色彩，可表达说话者对命题的多种主
观态度。祁东湘语“落”语义演变的认知机制主要有类推（隐喻与之相关)、重新分析（转喻与之相关）和
主观化（褒化、贬化与之相关)等等。
【关键词】祁东湘语、“落”、多功能、语义演变、主观化

论析新加坡华人华语及身份认同的变迁
谭国勇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身份认同的建构在国家及其国家层面下的政治、经济及社会发展上有着深远的影响。它可以使人
认可该国家在政治经济及社会层面上的立场及政策，也可以让人民在某种程度上产生了归属感。教育是建
构身份认同的其中一环。据王赓武教授与陈庆文教授所示，新加坡华人身份认同，是最没有代表性，后者
则认为身份认同是有目的性地建构出来的。由此说明了新加坡华人身份认同正等待人们来填补。也正是如
此，新加坡政府通过不同媒介，包括教育政策等手段来灌输和建构自身倾向的华族身份认同，即倾向于文
化上的认同。本文尝试通过1979年讲华语运动及新加坡教育部历来的教育改革报告书，来了解其倾向和
期许。1979年讲华语运动，主要目的是要整合新加坡华族各方言群体。当时，新加坡华人社会有多达12
个华人方言群体，拥有一个共同的语言：华语，促进他们之间的沟通，减少之间的纷争，团结一致。这有
利于营造及实施双语教育政策的大环境，从中促进经济发展。然而，时间的推移，讲英语家庭的增加，使
得讲华语运动有了新的使命，即提升人们对华文的认识。新加坡教育部在报告书中所倡导的文化认识，倾
向于应对华族内部压力和需要。这回应了陈庆文认为华人身份认同是人造的说法。与此同时，随着华人移
民的移入，他们所带来的文化是否再次在原有身份认同上融合或产生分歧，则是未知数。这将会直接或间
接影响新加坡华文华语以及教育发展的走向。
【关键词】新加坡、华人华语、身份认同、教育

新加坡高中文学教学提问策略的探讨— QUILT框架下的教学设计与实践
唐佑彬   潘旭    李俊贤    郝德奕 淡马锡初级学院
张曦姗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在华文文学课堂上，设计优质问题能引导学生进行品读和鉴赏。因此，本研究以主修H2CLL的
61名学生为研究对象，探讨基于QUILT提问框架激发学生学习兴趣与提升学生思维能力的课堂教学模式。
本文首先介绍研究的背景、对象及方法，阐述基于QUILT提问框架的教学理念与理论依据；接着以现代小
说、诗歌、戏剧以及文言文为例，介绍如何基于QUILT的提问框架设计不同类型的问题的提问策略；本文
也根据学生的课堂反应，探讨了QUILT提问框架下不同文学作品教学的几种提问策略和问题设计类型，在
体现以学习者为中心、加强师生互动和凝聚同侪间学习力量等方面的成效。本论文最后将通过前后测的数
据对比分析、学生反馈、教师观察和学生产出检视教学设计的实施成效。
【关键词】文学教学 、提问策略、 QUILT框架、教学设计

楚辞“羌”字句与湘西凤凰方言ʧʰɑ13字句 比较研究
田晓黎  中央民族大学

【摘要】楚辞里的“羌” ，自东汉王逸注释后的1800多年来 ，众多研究者引经据典， 却始终没有确解。
《楚辞》的“羌”字是否有田野遗存？在湖南湘西凤凰方言中存在极具特 色的ʧʰɑ13 1字句。本文从凤凰
方言ʧʰɑ13字句的田野记音开始，逐条分析，总结规律，再与《楚 辞》16 处“羌”字句进行对比研究，
结果显现，凤凰方言ʧʰɑ13字句基本传承着《楚辞》“羌” 字句的语义。 
【关键词】《楚辞》  羌

国际中文学习软件的大型网络游戏化
汪歆玥  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   

【摘要】汉语学习时间长的特点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二语学习者的热情，而当下飞速发展的大型网络游戏新
颖有趣，常令人沉迷。修坝不如引流，把学生们对汉文化和网络游戏的双重兴趣融入到汉语学习的全过程，
将有助于培养学习者持续性的学习兴趣。本研究分析了当下常用汉语学习软件中的游戏模式，结合现有网
络游戏的汉元素部分，提出了将汉语学习软件大型网络游戏化的具体设想。持续化：脱胎于传统的孤立小
游戏，将累计的学习成果作为升级模式，合理地穿插各类支线任务。系统化：学习者通过注册账号建立个
人学习档案，学习任务既包括集体学习，也包括多种自学形式。针对性：以学习者的需求为导向，提供相
应的实用汉语知识。灵活性：及时更新，高度重视用户反馈。允许教师使用游戏程序和知识库，以方便与
线下教学配合使用。
【关键词 】汉语国际教育、学习软件、网络游戏、学习兴趣

“ 打（타）”字的韩国汉字音形成过程考察
王 浩  四川轻化工大学人文学院  

【摘要】“打”字，在《广韵》中有两个读音，都是阳声韵，一个是梗摄、梗韵，开口二等，上声，端母
“德冷切”；另一个是梗摄、迥韵，开口四等，上声，端母“都挺切”。但是在韩国汉字音中，“打”字
读阴声韵타[t�ɑ]。本文从历史语言学和语言接触的角度出发，认为中世韩汉音（15-16世纪）中存在的
타[t�ɑ]和뎍[tiək]这两种读音，其形成主要是中国的影响，由“德冷切”和“都挺切”两种读法，平行
发展而来，“德冷切”变成了“都瓦切”直接影响了타读音的形成；“都挺切”本来是阳声韵，在传入韩
国以后，其阳声韵尾[ŋ]变成了入声韵[k]，实现了“阳入对转”，从而形成了뎍的读音。近代以后，随着
日语词向韩语的大量涌入，“打”字的日语唐音だ[da]与韩汉音中타读 音的高度相似性，使得타读音在
与뎍读音的竞争中，取得了最终的胜利。

汉语方言亲属称谓中的音变
王红娟  山东师范大学  

【摘要】亲属称谓是方言词汇中重要的一类，我们在考察方言间的词汇差异时，亲属称谓往往是重要的参
照项，如《汉语方言地图集 词汇卷》共有203条词汇图，其中涉及亲属谓的就有“爷爷、奶奶、外祖父”
等14条。在对汉语各方言中的亲属称谓进行梳理时发现，汉语方言的亲属称谓中普遍存在音变现象。比
如，山西运城的“弟”，单字音为“ti33”，但在“兄弟”一词中读音变为“thi33”。本文的音变的含
义是指：1.某个字或某类字在称谓词中的读音与其他情况中的读音不同。2.某个字或某类字在称谓词中的
读音于古今演变规律不合。本文讨论的方言亲属称谓中的音变类型主要有以下三种：个别音变、系统音变、
别义音变。
【关键词】汉语方言、 亲属称谓、 音变

乡村振兴背景下民族地区发挥语言经济效能路径的再探讨—基于西藏自治区林芝市M县的个案研究
王娟  陕西师范大学

【摘要】语言能力是重要的人力资本，语言经济效能是语言的重要社会效能，语言扶贫工作作为中国贫困
治理体系的有机构成，在国家脱贫攻坚的重要阶段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
后，民族地区的语言文字工作在扶持对象、政策范围和顶层设计方面也相应需要作出一定的调整。本文试
图在乡村振兴背景下进一步探讨如何继续发挥语言经济效能的路径。
【关键词】乡村振兴、语言扶贫、民族地区

四川方言的音系特征和两个历史层次
王倩  周及徐  四川师范大学

【摘要】 以往的四川方言研究认为，现代四川方言皆为明清时期的“湖广填四川”所带来。我们在近十
年的时间里，在四川作了广泛的方言田野调查。根据实地调查材料，我们提出新的观点：在四川省的岷江、
嘉陵江流域分布着两种不同的官话方言：嘉陵江流域分布着以成都话为代表的以“入归阳平”为特征的西
南官话方言，这是明清湖广移民带来的；岷江流域分布着以大邑话、宜宾话为代表的有独立的入声调的官
话方言，这是明代以前的四川本地方言的后裔。二者分属不同的方言层次而共存于今天的四川。本文以
2019年出版的《岷江流域方音字汇——“20世纪四川方音大系”之一》中语音材料为据，借助实验语音
学方法对成都话与大邑话、宜宾话作音系整理、以Praat软件绘制其声学元音图、声调曲线图，分析其在
音系上的规律性语音差别，说明今天的四川方言不仅具有以成都话为代表的湖广话语音类型，还有更为古
老的另一方言层次——这个音系今天仍具有入声独立、果摄一等字读为-u、麻三精见组读-i、模韵字读为-o
等语音特征。这些语音特征与成都话的湖广话语音类型有明显的差别，独立于成渝片西南官话而存在。 因
此，现代四川方言分为本地和外来两个层次：本地层次叫“南路话”，外来层次叫“湖广话”。
【关键词】四川方言、岷江流域、成都话、大邑话、宜宾话、方言音系

保定方言两字组连读变调及其若干问题
王帅臣  华北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 

在对河北省保定市下辖的24个县市区进行方言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展开本文的分析。首先描写清苑区的
两字组前字连读变调情况，以便对保定核心区域的变调情况有所了解。其次，介绍保定方言中的阴平变调、
阳平变调、上声变调、去声变调的地理分布、调值表现、调类分布等基本情况。再次，重点讨论上声变调
和去声变调。上声变调后的调值情况有一定序列性：一种是前字变调后与本声调系统的阴平接近或合流；

一种是前字变调后与本声调系统的阳平接近或合流。上声变调既有类型学上的原因，也有历史因素在起作
用。去声变调有一类和轻声有关。

西宁方言持续体标记“着”
魏萌  中央民族大学

【摘要】汉语西宁方言的体标记“着”主要表达持续体的语法意义。除单独使用，方言中“着”常与起始
体标记“上”、完成体标记“下/了”等其他体标记叠用。由此，西宁方言的持续体标记“着”多构成
“V着V”、“V着C”或“V着＋从句”三种结构。西宁方言持续体标记“着”常与起始体标记“上”、
完成体标记“下/了”等叠用，且均处于其他体标记之后，即动词后第二位置。叠用中，“着”仍表达持
续体的语法意义，其语义与前一体标记层层套叠，具有一定顺承关系。如与起始体标记“上”叠用时，“
上”的语义指向前面的谓语动词，构成“V＋上”结构；“着”的语义则指向“V＋上”这一整体，表达
动作行为开始并将进一步持续的状态，“着”具有一定未完整体范畴义。“V＋上＋着”结构还可续接其
他动词或补语成分，构成“V＋上＋着＋V”结构。此外，西宁方言持续体标记“着”常以“V＋着＋C”
形式用于述补结构谓语句中。其中，C可为程度、情态、结果、数量等多种类型补语，形式上可由单个形
容词或副词、数量或偏正短语及主谓结构充当。语义层面，“V着＋C”由“V着”与C两个时间过程构
成，C主要由“V着”引发或伴随，即两个过程包含一定的逻辑因果关系，这种关系可以是显性的也可以
隐性的。除构成“V着V”、“V着C”和“V着＋从句”结构外，持续体标记“着”还可用于西宁方言的
存现句和“的字结构”中，其用法具有一定独特性。
【关键词】西宁方言、着、持续体标记

“口”的比较词义探索
吴宝安  湖北大学文学院 

【摘要】“口”这一概念在汉语中主要有“口、嘴”两个词，根据它在汉语、汉语方言以及其他语言中的
用法，我们整理出了12组与“口”有关的共同引申，这些共同引申都可以通过“转喻”和“隐喻”来解
释。 基于转喻的共同引申有7条，如： 与言语功能相关，“口”引申出“说话、话语”义。与饮食功能
相关，“口”引申出“口味”“人口”义。与临近部位相关，“口”引申出“脸、鼻、咽”“口部饰物”
义。基于隐喻的共同引申有5条，如：与形状、位置都相似，“口”引申出“容器等器物通外面的地方”
和“出入的通道”义。与形状相似，“口”引申出“（山谷、水道等）大的豁口”“突出的部分；尖儿”。
这12组共同的词义引申在汉语、汉语方言以及英语、俄语、西班牙语、日语、泰语、印度尼西亚语、壮
语等语言中都以共词的方式出现，因此，我们可以将其看作是“口”在语言中的共同演变模式。
【关键词】“口”  比较词义 、共同演变

新加坡中学华文快捷课程后进生
语文学习的挑战和独立学习能力的培养
吴宝发  张曦姗  周淑君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后进生学习一直是教育工作者关注的课题，新加坡教师也不例外。后进生学习问题复杂，包括语
文基础薄弱；个人学习态度不良；缺乏独立与迁移的学习能力；课堂教与学方法不当等。本文立足于本地
一所中学的校本研究，借助文献研究法、问卷调查法与观察法，对中二快捷班24位后进生的学习特点进
行梳理，由此作出为期六个月对3个单元的教学调整的尝试，旨在分析后进生在课堂中语文学习的挑战以
及探索他们独立学习能力的培养。本研究对2021年新教材篇章里的语文技能做一次系统性的梳理，在课
堂阅读理解教学时，强调对文章理解的元认知策略之字义层次、逻辑层次、概念层次的教学，调动学生的
元认知，以弥补学生因语文基础薄弱带来的教与学问题。
【关键词】华文快捷课程 、后进生、中学新教材、元认知

中韩跨国婚姻家庭双语学习和使用状况及问题研究
吴思敏  闽南师范大学

【摘要】近年来，中韩跨国婚姻家庭日益增多。据统计，来自中国的在韩结婚移民总数在2019年已接近
20万人。中韩跨国婚姻家庭既有别于传统华侨家庭，又有别于普通韩国家庭，在语言文化上具有特殊性。
本研究以在韩中韩跨国婚姻家庭为研究对象，对其双语学习和使用状况展开调研，并针对其问题提出解决
方案。研究分三部分进行：第一部分利用文献分析法整理并分析韩国政府对多文化家庭的政策及多文化家
庭支援中心的相关资料。第二部分利用问卷法、访谈法与参与观察法对中韩跨国婚姻家庭进行相关数据采
集，并对数据进行定量与定性分析，多维度考察多种因子对语言的影响以及因子之间的相互作用及其与内
部、外部环境的交互关系，全面把握中韩跨国婚姻家庭双语学习和使用的特点及问题。第三部分综合考虑

调研结果，针对中韩跨国婚姻家庭双语学习和使用的问题和需求，从内部（中韩跨国婚姻家庭自身）和外
部（社会机构与教育部门）提出解决方案。本研究不仅可为中韩跨国婚姻家庭双语教育提供理论基础和实
践方案，还为以其为对象的双语教材及教学资源提供理论依据，为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跨国婚姻家庭双语教
育研究提供参考。
【关键词】中韩跨国婚姻家庭、双语教育、调研、解决方案

实践与反思：国际中文教学与信息通讯技术之运用
夏雪  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

【摘要】随着教育技术的发展，如何善用信息通讯技术（ICT）来服务于教学，实现以“学生为中心”的
教学实践，成为当今教育研究的热点。在国际中文教学领域，我们也面临着如何有效地将ICT运用于课堂
教学和学生学习的问题。本文即以此为出发点，在现代教育理论的基础上，以新加坡国际学校的非汉语母
语学生为研究对象，结合IB华文课程中的一个主题单元，从课件设计及课堂教学反馈等方面对ICT在国际
中文教育中的实践情况进行探索性研究，总结ICT辅助中文教学的几个原则：包括设计ICT要以学生学习
需求为核心，ICT的课堂使用应避免“喧宾夺主”，并反思教师在ICT运用中的作用，以期对新技术下的
国际中文教学发展提供参考。
【关键词】 ICT、 国际中文、课件设计、课堂实践

The Brief Analysis of Japanese Culture's Absorp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ulture
Hui Xu   Maca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bstract: Cultural exchanges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have a history of nearly 2,000 years. The fine tradi-
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ulture have exerted great influence on almost every aspect of Japanese 
life, such as architecture, clothing and so on. At the same time, Japanese culture has made a series of 
cultural innovations and developments according to its own national conditions while absorbing Chinese 
culture for reference. Starting with the reasons why Japan absorbed Chinese culture and analyzing the 
exchanges between Japan and China from 1972 to 2011, this paper analyzes and concludes that the similar 
cultural background of the two countries is the basic reason for Japan to better learn from Chinese culture. 
Finally, this paper expounds and analyzes Japan's absorp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ulture from 
three aspects: religion, ideology and diet. It is concluded that Japanese culture originated from Chinese 
culture, and before the Tang Dynasty, Chinese culture had the greatest influence on Japanese culture; after 
the Tang Dynasty， Japan began to have a real culture, but it was still influenced by Chinese culture.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and improvement of its own culture, it finally formed its own unique style. 
Key Words: Japanese culture; Chinese culture; Absorb; 

港式中文词汇与普通话的隐性差异
徐涵韬  北京师范大学

【摘要】“隐性差异”的概念及思想适用于全球华语对比研究，文章立足于此，讨论港式中文词汇与普通
话的隐性差异，首先以量词“枚”、动词“怀疑”以及名词“论调”为例，分析其在概念义、语法义、色
彩义等方面的表现；然后举例说明了隐性差异的三种存在形式，即有无之别、大小之别和程度之别，并指
出三者之间联系密切，不能孤立讨论；最后，文章认为未来研究应增强对华语隐性差异的考察分析，拓展
隐性差异的研究内容、语体范围及比较对象。
【关键词】隐性差异、词汇、港式中文、普通话

基本核心词词义的跨语言表现与特点—以61种语言为例
许可  冉启斌 南开大学

【摘要】本文建立了61种语言60个基本核心词词义数据库，从跨语言角度对其进行了细致考察。数据库
中共有义项约11440个，平均每词义项略超3个，最多达21个。平均义项数方面，动词最多，形容词其次，
名词、否定副词随后，数词、代词最少。义项数可能受词与外部世界的关联性、在词汇系统中的基本性以
及概念本身模糊性的影响。对词义引申深度赋值后，看到动词、形容词、名词的词义引申能力分较高，各
词的平均义项数与该分排名不一致。语言、词类对义项数量、引申能力分影响显著。通过网络图谱对词义
进行聚类分析和可视化分析后，基本核心词被分为10类，词类对聚类有影响。动、名、上形成较大词团。
名词[±指人][±身体部位]，形容词[±积极/消极]等特征会使词类内部形成关系更紧密的小类。图谱中，
hand连接动词和身体部位名词；head连接身体部位名词和指人类名词；man连接指人名词与褒义形容
词；one连接指人名词和数词；die、sleep等词连接动词和形容词等。

【关键词】基本核心词、词义引申、数据库、】可视化

冰墩墩的启示：中华文化符号海外传播的机遇与挑战
许琳皎  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

【摘要】北京2022年冬奥会吉祥物“冰墩墩”在国内外社交平台的爆红引起各界讨论。作为一种文化符
号，“冰墩墩”兼具多重内涵，承载着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功能。“冰墩墩”成为“顶流”，不仅
展现了中华文化强大的感召力，也为中华文化符号的海外传播提供了新思考。本研究基于符号学理论，从
视觉和语言两个维度分析符号传播的特点，挖掘“冰墩墩热”的深层原因，并从中得出中华文化符号海外
传播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基于此，笔者从符号传播的原则、内容和方式三方面提出了建议，即：调整传播
心态，着眼他者视角；加强内容设计，挖掘文化内涵；充分利用互联网媒介，引发情感共鸣。以期为中华
文化符号的海外传播提供借鉴，丰富中国文化传播领域的研究成果。
【关键词】中华文化符号、海外传播、文化传播、冰墩墩

韩国国民教育体系中汉语教育的发展与创新
许培新  山东大学

【摘要】本论文结合中韩两国历代交流的传统以及现代社会发展的趋势，在追溯韩国汉语教育发展历程的
基础上，重点考察自中韩建交以来韩国汉语教育的发展脉络，重点梳理并分析韩国国民教育体系中，大、
中小学不同层次汉语教育的发展情况以及出现的问题，总结韩国国民教育体系中汉语教育的主要特点；当
今国际大变局和新态势下，汉语教育发展面临着新情况、新问题，韩国国民教育体系中的汉语教育和学习
也在发生变化。因此基于教育理念升级、教学思路转型与教学模式创新，提出了加强韩国大、中小学汉语
教育的实践性、针对性，以及韩国汉语教育内涵式发展多元化路径的对策和建议。 
【关键词】韩国汉语教育、国民教育体系、内涵式发展

 
13—19世纪朝鲜半岛汉语教学对当代汉语国际教育的启示
许润芳  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

【摘要】朝鲜半岛有悠久的汉语学习历史，从以汉字为本、重视书面语学习到文言并重、对政治商务风俗
文化等不同领域进行全面了解，其汉语学习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汉学界人才辈出，促进了对中国制度、文
化的内化吸收及其本民族政治经济文化的进步。其中，国家层面的空前重视、语言政策的有力支持是不能
忽略的因素。目前流传的朝鲜半岛汉语教科书集中于13-19世纪，恰是两国政局革新、关系进一步密切的
时期，此类教材是今日研究两国历史上人文交往、不同时期汉语口语面貌、汉语教学法种类及影响、汉语
国际教育在半岛发展历程的宝鉴，本文以该时期《老乞大》《朴通事》《学清》等代表性汉语口语教材为
主要研究对象，结合韵书、字书及辞书类汉语书面语教材、《朝天录》《燕行录》与《朝鲜王朝实录》等
官方历史记载为佐证，共时对比同时期中国韵书。探讨官学、私学、司译院、承文院、译学院、质正官等
部门和职务发挥的历史作用，总结该时期朝鲜半岛汉语教学的优点和不足，力求为当代汉语国际教育汉语
人才培养、汉语教材编写、汉语教学法选择和语言政策制定提供一定的参考意义。
【关键词】朝鲜半岛、汉语国际教育、教学法、语言政策

语言赋能：乡村振兴多模态话语战略构建
杨城  浙江大学 

【摘要】语言是促进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乡村振兴中的每一步都离不开语言的力量。研究中首先依托多
模态话语分析综合框架，对余杭、桐庐、淳安三个乡村振兴示范地区的宣传片视频进行分析，总结其文化
、语境、内容、表达四个层面的多模态体现。其次依托质化分析的扎根理论方法，构建语言赋能乡村振兴
的战略模型，在组织、社会、个体三个层面探索赋能方向。最后，基于话语分析和战略模型提出未来语言
赋能乡村振兴的提升路径。研究发现，三个地区的多模态话语具有典型的区域特色，语言赋能乡村振兴需
要凝聚自上而下的多方力量，而国际化视角、内容的精准筹划、赋能视角的联动共振则是未来乡村振兴话
语努力的方向。
【关键词】乡村振兴、语言赋能、多模态、话语分析、战略模型

A Study on the Chinese Classroom of Foreign Students in the Epidemic Period Based on the Inter-
active Perspective
Haifeng Yang1,Daqian He2, Zhuoda Yang3

1. Center for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Wuh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Wuhan， 

2.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Wuh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Wuhan，
3. School of Chinese Studies and Cultural Exchange,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Abstract: Interaction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s affecting the result of online Chinese class teaching. 
By utilizing the method of questionnaire analysis, error analysis and document analysis， this paper selected 
200 international students from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Cultural Exchange of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of Wuh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of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as samples for investigation, including 94 undergraduates, 60 master 
students and 46 doctoral students. Among them, namely 86 in primary stage, 64 in intermediate stage and 
50 in advanced stage based on their HSK marks. The majority are from Asia (45%) and Europe (25%), the 
rest are from Africa (15%), America (10%) and Oceania (5%). This paper finds that the existing interactive 
methods of them include online conference platform, course live-streaming platform and video live-streaming 
platform. 
When using these platforms, we find there are some advantages of them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remote 
Chinese learning: They are convenient for students to preview and review before and after class, and they are 
helpful for the sharing of Chinese learning resources. However, we also find that there are some disadvantag-
es in teacher-student interaction and student-student interaction on these platforms, such as the lack of learn-
ing atmosphere (58% participants agreed) and the unwillingness of turning on the camera and micro-
phone(76% participants agreed). We think the factors causing these problems mainly include external and 
internal factors of teaching. The external factors include the factors of network connection, time difference, 
studying platform and studying resource allocation. The internal factor of Chinese teachers is that they are not 
adapted to the new way of online teaching, which makes them unable to carry out innovative design of class-
room interaction, and still choose the traditional teaching method (66% participants agreed). The internal 
factor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on the one hand, they lack online learning experience, so it is difficult to cope 
with some new challenges in teaching interaction practice. On the other hand, international students must 
overcome certain psychological factors in the interaction process of online Chinese classroom, among which 
anxiety and avoidance are the most prominent (80% participants agreed).
In conclusion, Chinese teachers can improve the interactive effect of online teaching through rational use of 
learning platform, effective allocation of learning resources and innovation of class interaction mode. Before 
teaching, teachers should inform students in advance of the selection of learning platform, registration, login, 
using process and a series of related matters. During the teaching process, teachers can allocate a certain 
proportion of class hours to organize interactive courses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s, such as group presenta-
tion, personal performance and seminar. After class, teachers can design and release questionnaires and 
use the background data statistics and other functions of the learning platform to analyze the frequency and 
quality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participation in interaction. Also, international students should actively adjust 
their learning psychology and improve their learning methods as well. In this way, they can get rid of negative 
psychological factors such as anxiety and avoidance, and focus on classroom interaction and knowledge 
itself, and finally achieve better learning results. Ultimately, teachers and students will collaborate to explore 
a course interaction path, adapting to the new mode of online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in the post-pan-
demic era. The research on this issue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enrich the theories of linguistics, psychology 
and pedagogy related to Teaching Chinese to Speakers of Other Languages. Also it can improve the teach-
ing efficiency of teachers and enhance the sense of gaining knowledge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Keywords: Interaction; Online Chinese Classroom; Chinese Teaching

国际华文推广的重要部分：志愿者项目的国别性/区域性分析—以缅甸为例
杨念  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

【摘要】2004年“国际中文教师志愿者项目”经中国教育部批准实施。直至疫情前，全球大约有7000名
志愿者在全球一百多个国家进行中文教学，其中大约3000名志愿者在东南亚各国任教，成为东南亚华文
教育重要力量。缅甸志愿者项目于 2009 年开始实施，至今已经有十年有余，到疫情前每年有一百多名志
愿者在缅甸各个城市甚至乡镇进行中文教学工作。十多年来，志愿者项目对缅甸华文教育发挥着重要作用：
为缅甸华文教育贡献了新的力量，弥补了缅甸华文师资的不足，促进了缅甸中文教育的合法化进程等。然
而，该项目也存在着一些问题，本人通过实地了解以及问卷的方式，深入分析了志愿者项目在缅甸的实施
情况，并针对性地提出几点建议，促进该项目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国际中文教师志愿者、华文教育、缅甸志愿者项目、参考

基于SLS平台的E晨读差异教学模式探索— 新加坡崇文中学的实践经验
叶语銮    徐小红   吴玉凡  新加坡崇文中学

【摘要】为了营造书香校园，培养学生的阅读兴趣和提高阅读水平，我校研究团队借助SLS平台，以110
名中三学生为研究对象，在全校进行E晨读研究计划。E晨读依据差异教学理论，照顾学生的个体差异，
所选篇章分年级、分主题、分文体，并结合各单元技能训练，设计不同程度、风格的晨读活动。学生借助
个人数码学习工具，选读纯文字或拼音版的、带声音和可查字典的篇章，通过SLS自测，在阅读护照上完
成任务。此外，高准备度的学生还可阅读更有挑战性的文章，并完成相应的挑战任务。研究结束后，团队
通过定量与定性研究检测学习成果。初步结果显示，基于SLS平台的E晨读差异教学模式，在一定程度上
激发了学生的阅读兴趣，也促进了教师的专业发展。
【关键词】SLS平台、E晨读、差异教学

Nasal Codas Merger in Chinese dialects: Modified Contrastive Specification and Sisterhood Merger 
Hypothesis
Jihye Yun  Asia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 Madison

Abstract：Chinese linguists have long debated about the directionality of nasal coda merger in Chinese 
dialects since the 1970’s. Some believe that the merging process is unidirectional (anterior to posterior) ,but 
others assert that alveolarization of nasal codas (-m>-n and -ŋ>-n) is the major trajectory. Previous studies 
failed to make a reasonable prediction about the further direction of the merger in addition to a lack of 
phonology-based analysis. This research analyzes the merging process on basis of Contrastive Hierarchy 
(CH) and Sisterhood Merger Hypothesis (SMH). The two theoretical frames make us draw two types of 
contrastive hierarchies: [Dorsal]>[Labial]，[Coronal]>[Labial]. That is，the merger between the alveolar 
and the velar nasal codas will occur after the completion of the merger between the labial and alveolar ones. 
Alternatively， the alveolarization of the velar nasal coda will happen after the completion of the merger 
between the labial and velar ones because the structure merger takes place on sister node of contrastive 
hierarchy. In conclusion， the final phase of the nasal coda merger will be the alveolarization of the velar 
nasal coda. The data of Chinese dialects and markedness theory both buttress the conclusion.

Keywords: Nasal codas，Chinese dialects，contrastive hierarchy，sisterhood merger

《易经》归纳、演绎思维在母语教学中的课堂实践和应用
庾潍诚  新加坡伟源中学

【摘要】作者根据自己长期研究《易经》的经验，提出和认为：《易经》作为中华古代的文化典籍，归纳
和演绎思维是它的最重要核心思想之一。同时，作者结合了自己多年的新加坡课堂教学实践，发现：《易
经》的归纳、演绎思维可以有效实践应用在现代的母语教学当中。归纳，是引导学生化繁为简，迅速掌握
教师布置的课堂指令或內容；演绎，则是学生有效应用课堂所学知识进行复述和重构。本文列举具体的课
堂实践应用例子，就是：(一)课堂的指令语言“ABCD”；（二）思维图的教学应用；(二)作文教学实践
的“DEEPAI”（细节描写）自创理论。作者最终观点认为，《易经》思想可以古为今用，实践应用到课
堂母语教学，从而达到提升学生的母语学习效果。
【关键词】易经、归纳、演绎、教学实践应用

中国古代建筑文化的汉字演绎
袁忠  中国华南理工大学

【摘要】中国古代建筑文化的丰富思想很多都凝结在一个个的汉字中。在汉字的构形、本义、转义、暗喻
等不同的运用中，存在着古人有关建筑活动、建筑形象、建筑心理等蕴含，很多汉字就是一个空间概念、
一个居住范畴。古人对中国古代建筑的感知的原初意识首先凝固在古汉字中，古代建筑的最初“文本”可
求诸古汉字，作为象形文字的古汉字与作为现实空间的古建有着天然而内在的通贯性。本文通过考察汉字
的字符构形及作为词或词素的单个汉字所展示出的建筑文化意象，探究作为表形文字、表意文字的古汉字
在其构形、组词、使用、书写等多方面体现的古代建筑文化意义。
【关键词】汉字、中国文化、古代建筑

GRR教学模式的实践与反思——以新加坡H2华文与文学新诗教学为例
张建立   张建平  新加坡国家初级学院    
张曦姗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2021年新加坡H2华文与文学新课程引进课外文学作品赏析的部分，与旧课程标准相比，这对学
生是具挑战性的变革。为应对该挑战，我院以新诗为切入点，设计了从指定文本到课外文学作品的教学实
践配套。该实践以“新加坡课堂教学实践要领”(STP)为指导，依据探究式学习（IBL）理论，采取“教、
扶、放、收”四个阶段的“渐进释放责任直接教学模式”（GRR），旨在逐步培养学生独立鉴赏文学作
品的能力。实践证实，这一教学策略增强了学生的信心和赏析能力；同时，也发现了一些有待进一步充实
和深入探索的空间。本论文将阐述该实践所采用的教学理论、教学策略、教学流程、教学成效及反思。
【关键词】  GRR教学模式、H2华文与文学、新诗教学    

“V走”和“V去”互换性的多重对应分析
张进凯  中国兴义民族师范学院 文学与传媒学院

【摘要】  本文在“原型—样例连续统”理论指导下，通过基于用法的多重分析方法探讨表征“位移运动
事件”的“V走”和“V去”的变异性和互换性。研究发现：“V走”主要表征位移方向不明确、没有位
移目的地的位移运动事件；“V去”主要表征位移方向明确、位移目的地可预测的位移运动事件，因此
“V走”和“V去”处于位移运动事件“原型—样例连续统”的不同位置，“V去”较“V走”更接近位移
运动事件的原型。“V走”和“V去”在表征位移运动事件原型特征和典型样例时不存在概念重合，在表
征位移运动事件非典型样例时，在概念变量特征的交互作用下表现出概念重合。
【关键词】多重对应分析  位移运动事件  概念变量  互换性  变异性

书面语言复杂度对华语二语者写作质量的影响研究
张漫莉  北京语言大学  

【摘要】本研究基于韩国学生的HSK写作测试语料，采用若干典型指标，对华语二语者的书面语言复杂度
与写作成绩之间的关系进行了量化分析，考察了词汇及句法复杂度指标对学生写作质量的影响。研究结果
表明：词汇复杂度和句法复杂度指标与学生的写作质量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Guiraud指标、虚词
使用比率、连词使用比率、复杂词使用比率、话题链数量、话题链分句数、零形成分数量和T单位数量等
指标对写作质量具有较强的解释及预测效度。
【关键词】语言复杂度、汉语二语、写作质量
  

基于树库的汉语二语写作句法复杂度研究
张婉莹  北京语言大学

【摘要】句法复杂度（Syntactic Complexity，简称SC）在评价二语者语言水平、语言动态发展及写作
质量中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吴继峰，2018）。已有的研究侧重于SC对日语、韩语等母语者的汉语写作
评估的有效性问题，研究结论未必适合少数民族母语背景的汉语二语书面语评价。基于此，本研究以参加 
HSK（高等）考试的维吾尔族考生的作文语料为研究对象，基于自建的汉语二语句法标注语料库，从粗粒
度和细粒度两方面指标体系入手进行以下四个方面的研究：（1）通过预处理构建小型依存句法树库（
Dependency Grammar Treebank），作为句法复杂度研究基础；（2）通过小句切分和搭配抽取研
究粗粒度指标和细粒度指标的分布特征；（3）针对不同写作水平的被试SC指标进行对比研究；（4）基
于典型SC指标体系探讨二语写作水平动态发展特点。研究发现，基于T单位等粗粒度句法复杂度指标在区
分学生写作水平和预测写作成绩方面的解释力较弱，而基于短语层面的细粒度句法复杂度指标能够有效区
分写作水平和预测写作成绩。
【关键词】树库、 二语、语法

阅读与抒情文写作教学的有机结合—以华侨中学（高中部）语文特选课程为例
张薇  王健仲  华侨中学（高中部）

【摘要】抒情文写作一直是学生的弱点，也是教师的教学难点。由于没有经过有系统的抒情文写作训练，
高中生很容易将抒情文、记叙文或议论文混为一谈，对抒情文的写作手法更是一知半解。再加上学生缺少
生活历练，要让他们短时间内掌握抒情文写作手法，并进行创作，无疑难度极大。有鉴于此，我们决定在
现有的教学内容上融入抒情文写作教学，尝试结合REAP的阅读理论与教学实践，将阅读与抒情文写作教

学有机结合，以39位高一H2华文与文学的学生为对象，引导他们建构抒情文概念，了解并掌握抒情方式
与写作手法，从而进行写作实践。最终，通过调查问卷、课堂观察和学生作品，梳理和分析了阅读与抒情
文写作相互融合的方法及其有效性。
【关键词】抒情文写作、阅读教学、REAP阅读方法、语文特选课程

地名中的关中方言
张文丽  陕西学前师范学院文学院

【摘要】关中方言，曾经作为汉民族共同语基础方言，对周边地区方言、其他地区方言和民族共同语产生
过重要影响。地名是人们用以区别个体地物的语言符号，而作为纪录地名的语言符号包含形、音、义三个
部分。关中方言区的地名，尤其是地名用字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关中方言的特点。本文从关中方言
区中的代表性地区——西安入手，整理分析其地名，得出如下结论：1.声母 （1）古全浊声母清化，平声
送气，仄声归并关中方言中存在差异，西安归不送气，例如“中官亭/中官厅”、“安居巷/钱局巷”。
（2）古知系开口字按照等分化，知系二等、庄组、章组止摄字与精组合流，读ts、tsh、s，例如“三里
村/山李村”。（3）古泥、来二母在洪音前混用，尤其是在洪音鼻音前，泥母混入来母，读l，例如“新
农田/兴隆庄”。2.韵母 （1）前后鼻音混用，关中方言后鼻音为ŋ，前鼻音丢掉鼻尾n，主要元音鼻音化
。由于在当地人听感上二者具有相似性，表现在地名中前后鼻音字混用。例如“上游巷/三友巷”。（2
）遇摄合口一等端系字，元音复音化，读ou，与流摄合并。例如“双楼寺/双路寺/双芦寺”。（3）果摄
开口字一等字与果摄合口字合并，例如“贺韶村/火烧村”。通过分析发现西安地名用字的流变反映了关
中方言的特点及其变化，具有强烈的方言特色，深入研究地名可以挖掘背后隐含的历史文化内涵，提升文
化软实力；可以为地名用字、拼写管理提供理论支撑，推动新时代的语言文字工作。
【关键词】关中方言、西安地名、文化

从外交新词语看中国外交动向—以2010-2020年度《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媒体新词语表为例
张星霞  韩国汉阳大学

【摘要】本研究基于2010-2020年度《中国语言生活报告》媒体新词语表中的外交新词语，运用数据分析
法，从其分类、使用频次和年度分布三个方面考察中国近十年以来的外交动向，为读者勾勒出中国外交全
貌，以期让读者更好地了解当前中国的外交形势，并为中国未来的外交实践提供一定的智力支持。本研究
认为，按照领域划分，这些新词语所涉及的外交领域包括总体外交、经济外交、政治外交、军事外交、文
化外交、科技外交和医疗外交等七大领域；根据性质，这些新词语所涉及的外交类型又可分为方针类、方
式类、事件类、成果类、组织/平台类、场所类、色彩类和人物类等八大类型。它们较为真实、客观地反
映了中国近十年以来的外交动向。
【关键词】外交新词语、中国外交动向、《中国语言生活报告》、分类、使用频次、年度分布

华语文汉字学习策略个案研究-以印尼华语文学习者为例
张胜昔　中国华东师范大学国际汉语文化学院
陈信助　台湾中国文化大学教育系

【摘要】对外华语文之汉字习得一直困扰着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与学。若华语文教学伊始就“重听说而
轻汉字”，不仅将形成中高级以上的学习阻力，更达不到语言习得可持续发展的教学效果。本研究针对一
名中高级程度印尼华语学习者的“初级汉字习得历程”进行了个案分析，围绕汉字习得心理认知、脑神经
机制、仲介汉字等理论，剖析形声字之习写、读音、识义三方面的“中介状态”，深度探讨了形声字之“
形义-音”的习得联结难度，说明汉字作为第二书写系统的学习策略，以及具逻辑性有系统的字本位教学
在华语文习得中的重要性。期许研究结果可提供日后相关教学与研究参考使用。
【关键词】字本位理念、汉字心理认知、中介汉字、可持续性发展、个案分析

“错位的称呼”—当代汉语社交称谓语的变异与泛化
张雪  澳门科技大学 

【摘要】汉语中的社交称谓语是汉文化特征的缩影，亦是对中国社会现状的即时反映(Chao1956， 
Gu1990， Wang2003)。无论是对于语言学本体研究，还是对于语言与社会的互动关系研究，该议题都
具有新鲜价值(Brown&Ford1961， Ervin-Tripp1972， Zhang2021)。本文基于真实语料收集与分析，
针对当代汉语中四个新兴社交面称语(social vocative)的使用原则、表意功能、交际效果等维度进行了
深入讨论（分别为：“（小）哥哥/姐姐”、“老师”、“同学”、“家人们”）。研究发现，当代汉语
社交面称词有如下特征：（1）原有亲属称谓用法深入泛化（例如“（小）哥哥/姐姐”）；（2）职业称
谓用法深入泛化（如“老师”）；（3）“错位”称谓语兴起（如“同学”）；（4）网络称谓语变异性

强（如“家人们”）。当代汉语社交称谓语处于全面深入的泛化与变异中，其成因、过程、程度等，都与
语言发展和社会变迁密切相关。
【关键词】称谓语、社交面称、语言泛化、语言变异

“给我+VP”的主观处置功能
章天明  日本小樽商科大学

【摘要】本文主要讨论“给我+VP”结构表主观处置的语义来源，以及“给我+VP”结构 主观处置功能
实现的机制。 第一，“给我+VP”有两种不同的语义特征。表示“请求”的“给我+VP”中的 “给我”
等同于“为我”或“替我”；而表示“命令”义时，“给我”不等于“为、 替、向”等等，“给我”只
表语法意义。 第二，“给我+VP”的主语只能是第二人称代词，或指人称谓词语，或者是 VP 的受事。
VP 应当具有 [+自主]、[+动作]和[-褒义]的语义特征。 第三，通过“给”字句处置义来源的再分析，以及
与“给 X+VP”句式的对比， 分析得出“给我+VP”句式具有主观处置义。 第四，“给我+VP”中“给
我”的语法化成分的性质，以及第一人称代词的介 入，使“给我+VP”的主观性得到实现。
 【关键词】语义关联、结构关联、受益和受损、主观处置

多元智能理论与对外汉语阅读教学研究—以《零食》为例
赵畅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

【摘要】阅读过程包含着反应读者认知过程的丰富材料，是学习者汉语能力高低的重要体现。虽然近些年
汉语阅读教学的研究层出不穷，但是汉语阅读课堂仍存在着学生学习被动的情况，因此其教学策略还有待
进一步的研究。经过对教学理论的研究，多元智能理论从心理学角度研究了人的智力潜能是多元的，而阅
读教学不仅要教授学生语言文字知识和阅读规律，还要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因此， 我们认为， 对
外汉语阅读教学要想达到最佳的效果， 就必须从多元智能理论出发。本文主要结合《零食》一课从智能
理论下的每一个智能元素分析适合的教学策略和具体实践情况，最后经过反思提出多元智能指导下的阅读
课的教学原则，希望能够为阅读教学者提供一定的参考性建议。
【关键词】对外汉语阅读教学、多元智能理论、教学策略

中韩二语教学高阶教材对比与分析
赵莉  南京大学
赵学玲  Seogwipo-si, Jeju-do, Korea

【摘要】本文选取中韩两国用于本国语言国际教育的代表性教材《博雅汉语》（2018-2020）和《首尔大
学韩国语》（2012-2015），就两种教材高级阶段部分在文化主题选择、体裁内容以及训练模式上的异同
加以比较。认为两种教材在结构上都以文化主题来分类编排，并与训练模式紧密结合，但两种教材呈现出
的差异也十分明显。两者之间的差异固然可归因于两国国情、语言、文化特点的不同，但文化视角和文化
意识的不同是最根本的原因。考虑认知规律和文化视角，选择恰当且丰富的文化内容，不仅能够更好地实
现与国际学生的共情和跨文化交际的目的，通过与语言功能的紧密结合，也能够使语言训练获得更好的效
果。
【关键词】二语教学、高阶教材、对比、分析

社会语言学视角下女性群体通称的使用情况分析
郑皓月  中央民族大学

【摘要】称谓是人类社会中体现特定的人在特定的人际关系中关于身份角色的称呼，称谓词语与社会发展
联系非常紧密，在新中国的发展历程中，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乃至与国际社会的关系都将对称谓
词的使用产生影响，并在历时语料库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迹。在语言生活中，女性群体通称使用情况的
相关统计既反映了语言生活的变化又反映了中国妇女的发展状况，本文主要从社会语言学视角出发，观察
女性群体通称的使用情况。分别从历时角度和共时角度出发，分析五四运动以来“女性群体通称”使用情
况的历时变化，分析不同语体下女性群体通称的使用变化，发现人们对女性群体通称“妇女”“女性”“
女人”“女子”语义特征的不同认识影响了人们在不同场合下对女性群体通称的理解和选用。
【关键词】社会语言学、女性、称谓、语义

反义词“前”“后”的平衡与不平衡研究
周欣然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

【摘要】反义词作为一种常见的语言现象在人们的生活中被普遍使用。一般而言，反义词总是成对出现，

形成平衡状态，即一个词与另一个词形式对称但意义相反。然而以“前”、“后”为例，作为现代汉语中
使用频率较高的一对典型反义词，却很少有人在使用时能注意到其背后隐藏的不平衡现象。本文第一、第
二部分均从义项、构词、所构词、使用频率这四个方面展开，分别探析反义词“前”“后”平衡与不平衡
的具体表现，说明两者在平衡中存在着不平衡。接着又从认知、语义、语用、文化四个角度阐述原因，正
是由于“后”的被认知时间更早、语义范畴更大、受语言经济原则影响更多以及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内涵更
丰富，才使其能够拥有更广的使用范畴和更高的使用频率，也因此造成了反义词“前”“后”的不平衡现
象。
【关键词】前、后、平衡、不平衡

整合训诂方法论新探
周雁飞  新加坡新跃社科大学

【摘要】陆宗达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提倡“训诂方法的科学化” 。本文运用肯·威尔伯的”整合理
论”，采用其“四象限五要素”的框架结构梳理审视传统的训诂理论和方法。首先论述了训诂原理与整合
理论的内在关系，在此基础上将训诂学的适用范围与整合理论相结合，阐释其与传统训诂方法之间的深层
关联模式，及其有效性、前瞻性，进而使整合训诂方法不仅具有理性的解析，而且富于实践的可操作性。
本文是实践训诂学与西方阐释学（英语：hermeneutics）接轨的一次尝试，旨在为训诂方法论的现代转
化提供新的激荡和借鉴。
【关键词】训诂学、解释学、整合理论、四象限五要素

普通话句末语气词的句法性质
宗晓哲  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院

【摘要】本文探讨了句末语气词“啊、吧、吗、呢”的句法特征，认为它们超出了狭义的句法范畴，在话
语中具有表达功能和人际交际的价值。首先，从通过与语气副词、标句词“说”的位置对比，可以看出语
气词句法位置很高，独立于所在句子，属于语用层面。从语用角度来看，句末语气词具有明显的程序意义。
“啊”要求听话者参与到会话中，促进话论继续，是“互动标记”。“吧”在句中通过降低话语确信度，
缓和交际双方关系，是“礼貌标记”。“吗”要求话语权发生变化，促使听话者对所提问题进行进一步的
解释，是“问询标记”。“呢”在话语中起到凸显说话者所表达的语义关系的功能，使得话语与语境之间
存在一定的语义联系，是“焦点凸显标记”。
【关键词】句末语气词、话语标记、句法-语用接口

现代汉语周遍性主语中周遍义的形成原因
左思民  高丽大学中文系 /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  

【摘要】本文探讨了现代汉语六种周遍性主语中周遍义的形成原因。结论如下：在任指疑问类周遍性主语
句如“谁都认识”中，主语的周遍义是经由疑问代词的任指用法而获得的“全域义”。在含数词“一”的
周遍性主语句如“她一点道理也不懂”中，主语的周遍义依托梯级义经语用推理而得，并且只允许从否定
极小量达到否定全量的推理。在列举类周遍性主语句如“老王粤菜也吃过，川菜也吃过，鲁菜也吃过，浙
菜也吃过，中国八大菜系的菜都吃过”中，主语的周遍义并非列举的产物，而由最末的总括分句直接表达。
在物量词重叠类周遍性主语句如“家家都用上了煤气炉”中，主语的周遍义源于物量词重叠式所具的“每
一”意义。在含“全部”等词的周遍性主语句如“全部（都）得参加会议”中，以及含“每”等词的周遍
性主语句如“每个人（都）很认真”中，主语所含的周遍义由充当句子主语的词语直接表达。
【关键词】周遍性主语、任指、语义、语用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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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论文摘要

试析因果连词“因而”“从而”“故而”
安美璇  北京师范大学

【摘要】“因而”“从而”与“故而”是表示因果关系的一组连词。经考察发现，三个词的生成方式均属
于跨层结构的词汇化，源头可以追溯到先秦文献语言。古代汉语句法结构模式的弱化和消失是促成三者词
汇化的重要动因，因此立足于古代汉语，结合词素“从”“因”“故”的词义及特点，考察并解释连词“
因而”“从而”“故而”在现代汉语中存在的使用差异，可以得到三者的区别特征。具体表现为：“因而
”强调因果之间的联系，依据前者推测出后者，后者可以是有所依据的推论；“从而”强调两个事件的发
生存在先后顺序，表达因果关系时，需要首先在语境上满足因果逻辑，通常更强调结果；“故而”所连接
的“原因”与“结果”均是已经发生的既定事实或客观存在的现实情况及惯例，通常更强调引出结果，但
也关注对原因的追溯。
【关键词】因果连词、词义特点、区别特征

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口语流利性评价指标效度研究
鲍杰 北京语言大学
 
【摘要】口语流利性是衡量二语学习者口语水平的重要标准，然而学界对于是否有必要从多个维度对其展
开评价尚没有明确的回答。研究以78份韩国汉语学习者的HSK口语测试录音为研究对象，以专家评分作为
参照，从时间、表达、语言（包括句法、词汇、语音）三个维度选取24项指标作为评价依据，来考察各
项指标对考生口语流利水平评价的效度。研究结果表明（1）所选取的指标中，与口语流利成绩相关的指
标共13项，可以解释口语流利成绩74.4%的方差；（2）在13项指标中，有5项时间维度指标、2项表达维
度指标和5项语言维度指标（句法指标1项、词汇指标4项）能够区分考生的口语流利水平。以上结果说明
在对汉语学习者的口语流利性进行评价时，有必要提取多维度特征。
【关键词】口语流利性、评价维度、指标效度、韩国汉语学习者

潮汕方言陈述语气词“哗（还）”的用法及其语法化
陈楷森  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摘要】在潮汕方言中，“哗[hũã33]”是表示确认某个事实的陈述语气词，由“哗”所构成的“VP哗
[hũã33]”可根据语境还原为“VP1□[hũã33]VP2”，还原式中“□[hũã33]”这个语音形式不再能分
析为语气词“哗[hũã33]”，而应分析为副词“还[hũã33]”。文章在考察语气词“哗”和副词“还”的
基础上，指出语气词“哗”的本字是“还”，语气词“还”由副词“还”语法化而来，其“确认”义来源
于副词“还”的“延续”义，虚化环境是根据语境省略了VP2从而使副词“还”处于句末位置的“ V P 1
还 ” 。 这 种 确 认 功 能 在 语 用 类 推 的 作 用 下 ， 最 终 固 化 为 语 气 词 “ 还 ” 的 语 法 意 义 。
【关键词】哗、还、语气词、潮汕方言

湖南平江赣语能愿动词“要”的脱落及长音现象考察
陈山青  邹珊珊 湘潭大学
 
【摘要】湖南平江赣语能愿动词“要”在语流中可脱落，使前音节读音补偿性加长，从而形成“脱落→长
音”音义互动现象。除了单一脱落外，“要”还可与副词“也”形成双重和选择性脱落。实验语音分析显
示，长音具体表现为音节的主要元音发音明显加长，声调调值变为[原调值+4]，声母不发生改变。语言经
济原则和韵律法则是该现象形成的动因和机制。能愿动词“要”的脱落代表了汉语音节脱落的一种类型，
提供了一种句法创新的途径。   
【关键词】能愿动词、要、脱落、长音、音义互动、韵律法则

中国古诗与其印尼语译文比较研究——以唐诗的韵律问题为中心
陈衍宏(Clement Tanaka) 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摘要】经过调查发现，目前中国古典诗词的印尼语译本数量不多，此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印尼上世纪
50年代至90年代的“禁华”政策所影响。诗歌翻译主张“三美论”，韵律是诗歌创作的重要因素之一，
韵律的转译应当被重视。本文梳理约有7种唐诗印尼语译本之后，发现周福源译文尤其重视“音美”部分。
本文根据译文的用韵情况与印尼古代诗歌类型进行对照，将周福源译文分为五种类型。然而，受到语言差
异的影响，多数诗作经过翻译后，在词语数量方面难以呈现形式上的一致，仅有少数情况或巧合原因达到

词数相同，如《十五夜望月寄杜郎中》原文与译文均有7个字（汉）、7个词（印尼），此现象或许为周
氏无法满足押同韵情况之下，对字数采取了一定的“补救”措施。最后，为了提高中印尼韵文作品翻译的
水平，本文提出了从宏观及微观层面的相关建议。
【关键词】唐诗、韵律、印尼语译本、比较

字本位理念之华语文教育生态系统教学效能分析
陈信助  台湾中国文化大学
张胜昔  中国华东师范大学

【摘要】本研究依据差异化教学与适性化教学理论探讨华语文教学生态系统中「字本位 理念」的教学效
能的重要性。透过台湾某大学华语文中心的初级华语文课程进行实验研 究。本研究采用开放式行动研究
法，辅以文献资料分析法、经验总结法和调查访谈法。研究过程包括「计画-实施-观察-反思」四大环节，
首先依据学习者背景之差异与需求， 适度安排（调适）总体教学方案及课程；再透过华语文「听、说、读、
写」并重的「综 合教学法」推进新的班级经营，以字本位理念及教育生态系统为基础重新设计和安排课 程；
然后依据学习者对课堂教学环节的感知进行反思与检讨，进行行动研究。研究结将提供对外华语文教学与
研究参考使用。
【关键词】差异化教学、适性化教学、字本位、教育生态系统、综合教学法

六何法的教学局限及其对策
龚成 王娟 郑文佩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六何法”能帮助学生快速找出文章的主要信息，经常被用在阅读教学中。很多教师在写作教学
中也常使用六何法指导学生构思，列出写作大纲。六何法在阅读教学中的优点较为明显，但在写作教学中，
却有其教学方面的局限。因为使用六何法进行选材，其实只是对选材信息进行罗列的手段，它是选材的结
果，而并不是选材的方法。至于如何确定“六何”中的诸多信息，为什么是此信息而不是彼信息，正是学
生特别需要得到辅导和训练的地方。而这个思维的过程，较少在课堂教学中得到显性训练。本文以写人和
写事的记叙文为例，通过思维过程的角度分析六何法在写作选材上的局限和不足，并尝试提出相应的解决
办法，帮助学生利用六何法进行最优选材。
【关键词】六何法、写作教学、教学局限、对策

法汉翻译中的名动词类转换
成萌 法国索邦大学

【摘要】词类转换是 J.-P.Vinay 和 J.Darbelnet (1958) 在《法语与英语文体学对比》中，通过对法英
文本的比较分析，提出的翻译主要手段之一：“ 在不改变信息含义的前提下，一种词类替换另一种词类
的过程。”由于法语与汉语在词汇和语法功能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在翻译实践中，译者往往采用该手段使
翻译变得更精准地道。该研究将基于对法国文学作品《红与黑》原文与三个中文译本的对比而进行词类转
换的相关分析。本文中我们将主要介绍在法汉翻译中出现的法语名词转换为汉语动词的现象。比如，法语
中紧随时间介词的动作名词常转换为汉语动词；又如，法语时间名词后的动作名词或情感名词可转换为汉
语动词，等等。通过对比，我们将发现汉语更习惯于用动词来表达时间含义。
【关键词】 词类转换、 法汉翻译、名词、动词。

中韩小说的机器翻译与人工翻译对比—以中国当代代表作家余华的作品为例
崔贤植 上海商学院

【摘要】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飞跃发展，神经机器翻译取得了巨大进展。机器翻译能否取代人工翻译？机
器翻译能否翻译小说？以上议题已成为翻译学界的热门话题。本文以中国当代先锋派代表作家余华作品的
韩译实例，选用中韩两国具有代表性的机器翻译引擎百度翻译和Papago，从文化负载词、长难句、超
句翻译单位等层面对比分析机器翻译和人工翻译，探讨机器翻译存在的问题以及前景展望。
【关键词】机器翻译、人工翻译、中译韩、小说

基于语料库的对外汉语同义词辨析—以“一定”和 “肯定”为例
崔香兰·朴兴洙  韩国外国语大学
 
【摘要】本文希望通过语料库的实证研究，探索出同义词“一定”和“肯定”的异同点和搭配对象的互补
性，以更好地理解并使用。 一般的同义词辨析大都通过字典等工具，依靠直觉经验和内省的方式。虽然

字典具有权威性，但仅仅依靠字典来辨析同义词存在许多不足之处。大型语料库以及先进的检索工具以其
特有的优势为同义词辨析提供了新的方法。本文基于先进的北京语言大学大数据与语言教育研究所的
BCC语料库，采用定量和定性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以同义词“一定”和“肯定”为例，分别从语域
分布、类联接、搭配特征及语义韵方面进行了同义词辨析的实证研究。 综上所诉，本文立足于对外汉语
教学视角，旨在探讨如何帮助学习者更加直观、有效的辨析近义词“一定”和“肯定”。尽管在内容上还
有许多不足之处，但仍然希望可以为汉语同义词教学提供一个可参考的依据。 
【关键词】 同义词、对外汉语教学、语料库、词语搭配、类联接

《岳麓书院藏秦简（伍）》部分字词研读
高婷婷  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

【摘要】《岳麓书院藏秦简（伍）》包含秦代大量律令档案材料，内容丰富，史料价值 高。本文提出五
则字词释读、断句意见，如简 131-132“劾”如字读、“失道” 当指偏离目的地、“回留”应断读开；
里耶秦简 8-777 号简当断读作“从人论、 报、择（释）免归致书具此中。”“简 163“私属免婢”当断
读开；简 199“率” 有劝勉之意；简 225“均”读为“徇”，巡视之意等。以期进一步疏通文义，为 学
界后续利用该文本提供便利。 
【关键词】岳麓秦简、字词释读、断句

语法训诂浅议：基于三个平面的“新描写”
高扬 浙江财经大学

【摘要】利用语法进行训诂实践最为关键的一步，是对疑难词句进行细致的结构描写。传统结构主义成熟
的描写方法的确解决了大量的问题，但是古代汉语，尤其是上古汉语作为一种综合性倾向的语言，存在大
量同形异构、一种形式表示多种功能、多种结构表示一种功能的现象，传统成分分析的方法在描写时还是
显得捉襟见肘。想要精准的描写就必须高度重视语言学理论工具，将不冲突的理论加以融合，将解释与描
写加以统一。因此我们的主张是：语法训诂应该基于古代汉语综合性的倾向，充分利用语言学理论，以考
察分布为核心，剥离语言外证据，根据需要在语法、语义、语用三个平面展开研究，在描写中加深解释，
在解释中深化描写，从而对待考词句的显性和隐性结构都做出最细致的描写，进而考察句例分布，求得达
诂。如在语法层面，除了关注最表层的成分组合外，也应该注意到，长期被忽略的汉语韵律，实质上就具
有形态的功能，利用这一形态，可以很好地解释一些传统结构语言学无法解释的问题，进而对结构做出精
细描写，解决争议。再如语义层面，上古汉语缺少形态变化，其他语法形式也比较隐蔽，位于深层的语义
层面研究涉及到语义特征、语义指向、义素分析、语义场等。如能充分利用，则可通过充分解释，对结构
做更准确的描写。而语用理论，可以帮助解决句与句之间的问题，适合处理一些重复、句读争议；而鉴于
语言普遍存在的语用诱发机制，这个层面的研究更是在描写时不能或缺的。
【关键词】语法、训诂、新描写主义、解释

皖北中原官话区淮北方言的疑问句
郭迪迪  郭辉  亳州学院中文

【摘要】“淮北”指安徽省北部的淮北市，辖相山、烈山、杜集三区和濉溪一县。按《中国语言地图集》
（2012）的分区，三区和濉溪分属中原官话徐淮片及商阜片。淮北方言疑问句有是非句、特指句、选择
问、反复问句四类。是非问是在陈述句末尾加上扬的语调“↗”表疑问。特指问常在句中用“啥子、咋的、
咋着、哪来”等代词作疑问点，要求对方就疑问点作出回答。选择句常用“是/ｖｐ还是ＶＰ”的选择格式作
疑问的焦点，句末常用语气词“昂”。文章主要描写分析了淮北方言的“可ＶＰ、ＶＰ不/没ＶＰ、ＶＰ
不(啵)/没有”三种形式的反复问句，并讨论了“ＫＶＰ、ＶＰ－neg、ＶＰ－neg－VP”的历史层次及
“可ＶＰ、还ＶＰ”的来源。
【关键词】皖北中原官话、淮北方言、疑问句

欧化影响下表范围限定的方位结构“NP抽象上”
郝锐  首都师范大学

【摘要】受欧化影响，早期现代汉语中表范围限定的方位结构“NP抽象上”集中大量出现。新中国成立
以来中期现代汉语中这一结构呈现新的发展态势。使用方面，表范围限定的“NP抽象上”成员有增有减、
有“潜”有“显”，但“增”和“显”是主流，既有量的增，也有类的显。语法功能方面，早期现代汉语
中“NP抽象上”可以充当状语、定语、补语，中期以来则发展出了“句首修饰语”的功能。具有人际功
能的“NP抽象上”成员正是从做句首修饰语的位置上进一步转变而来，且逐渐发展出全句评注、传信和
情态、衔接连贯以及焦点凸显等功能。

【关键词】欧化、NP抽象上、历时演变、表达功能

华语综艺节目对新加坡华族学生之影响的调查—以南洋理工大学为例
洪玮嬣  许润芳  南洋理工大学

【摘要】随着新媒体覆盖面的不断扩大和华语综艺质量的逐步提高，两岸三地和新马的华族年轻人对综艺
节目的关注度不断上升，由于没有语言壁垒、更新及时、内容有趣、种类丰富，新加坡华族青年大多对华
语综艺节目有所了解，部分学生更成为了资深观众。本文通过对本地华族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掌握其观
看华语综艺节目的频率、动机和偏好，两岸三地及本地华语最受欢迎节目的播放渠道、类型、主题、播放
平台和制作地点，华语综艺及相关对新加坡华族大学生华语使用水平、文化素养等方面产生的影响，了解
大学生在观看过程中感受到的文化、思维差异及对节目内容制作方向的期待，总结华语综艺对华族大学生
的影响及其走向华语中圈的可改进之处，为两岸三地及新加坡本土华语综艺节目发展方向提供参考，探讨
综艺节目等文化项目应用于汉语国际教育的可能性。
【关键词】汉语国际教育 综艺节目 华语 口语教学

短视频技术应用于听障初中生汉语教学的研究
洪臻颖  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 

【摘要】媒体技术极大地促进了短视频内容的发展与传播，短视频也成为了前者最常见的应用领域之一，
为身处不同行业的受众提供了信息输出和接收的渠道。而短视频的普及恰恰赋予了听障学生群体公平地接
受信息的机会。目前，以短视频为媒介，对听障学生进行汉语教学的研究仍有较大的发展空间。由于先天
或后天的身体缺陷和特殊的成长经历，听障学生常常会产生严重的自我封闭心态和对陌生环境的抵触心理，
又因与社会接触机会较少，自然地落于信息传输通道的末端。因此，只有将语言与技术二者有效地融合，听
障学生才能在汉语学习的道路上缩短与健全学生间的差距，且逐步实现“信息平权”。本文将以听障初中学
生的汉语学习过程为研究对象，依据认知语言学的相关理论，通过对听障学生的语言获得过程进行语境依赖
方面的研究，提出短视频应用软件参与其汉语习得的改进方案。
【关键词】听障学生、汉语教学、短视频 语境依赖

从康德的文学艺术理论看阅读在提高华文作为第二语言学习的学习兴趣中的作用
黄婉玉  林进展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新加坡以英语为通用语言，学生的华文学习缺乏足够的语言环境和学习动机。华文作为第二语言
的社会地位既定，其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不足的情况既定，仅依靠功利性动机注定无法引起学生学习华文
的足够动力，需要一个非功利性方法来提高学生学习华文的兴趣。康德在其美学理论中提出，由审美判断
所产生的愉悦是无功利性的、无任何利害关系的愉悦。审美活动是一种非功利性的、无利害关系的活动。
他认为阅读是最高级的审美活动，具有审美活动无功利、无利害关系的本质特点，是符合人的自由本质的
最高级的活动。由此看来，阅读是一种无功利性的活动，能够产生普遍的愉悦感受，可以用来提高学生学
习华文的兴趣。而若要阅读能够担当引起学生学习华文兴趣的重任，则需要让华文阅读回归阅读的审美本
质。
【关键词】第二语言学习、无功利性、阅读、学习兴趣

华文写作：微视频的运用策略再探
黄易亭  张水福  郭兰花   新加坡国家初级学院
张曦姗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中学低年级的学生在记叙文写作的内容上总是千篇一律，主题不够鲜明，详略不当，更严重的是
内容缺乏逻辑性，情节不合理。因此，研究团队希望通过微视频帮助学生“乐于用华文作书面表达，能感
受写作的乐趣，丰富写作内容”。微视频教学模式从观看微视频开始，过后通过提问，在科技平台上让学
生思考与分析，同侪间针对视频进行讨论，并和老师一起总结视频内容的主题、人物形象等技能，经过这
一系列的思考与讨论，教师才给出对应的作文题目。这项研究已在本院连续进行了两年（2020-2021），
今年我们以137名低年级学生为研究对象，再优化教学策略，希望持续为中学低年级写作教学提供一个简
易、操作性强的教学方法，以提升学生的写作能力，并加强学生写作的信心。
【关键词】华文写作、微视频、中学低年级
 

汉语二语者动名搭配习得研究
姜晓欣 北京语言大学

【摘要】本文将从研究内容、研究语料、研究结果三部分概述论文内容，具体如下。 一、研究内容 通过
动名搭配中名词宾语的语义类别、错误搭配的类型分布、不同母语背景 二语者动名搭配产出量三个维度
考察二语者与母语者、不同母语背景二语者（日 语、韩语、维吾尔语）HSK 作文中产出的动名搭配是否
存在差异。 二、研究语料 二语者语料我们选取了 2010 年 10 月 HSK 考试作文 90 篇，其中，韩国、日 本、
中国维吾尔族二语者作文各 30 篇。母语者语料是高三及其以上学历的汉语 母语者按照 HSK 作文考试要
求写的同题作文，共 30 篇。 三、研究结果 1、动名搭配中宾语对语义角色的优先选择关系是“受事>对
象>等同>致使> 结果”，二语者与母语者动宾语义类型选择顺序基本相同。 2、动词误用占偏误总数的一
半，是主要的偏误类型。 3、日本二语者与韩国二语者产出正确搭配的比率不存在显著性差异，产出 搭
配总量最多、错误搭配数量最少的是维吾尔族二语者。
【关键词】汉语二语者、书面语、动名搭配

汉语学习者常见的母语负迁移及教学对策
蒋一鸣  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

【摘要】以英语为母语的汉语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常常会受到母语的干扰，这种现象被称为“母语负迁
移”。因英语和汉语具有明显差异，以及学习者受母语思维的影响，“母语负迁移”现象在以英语为母语
的汉语学习者群体中屡屡发生，且有一定的规律性和同质性。研究母语负迁移有助于发现汉语学习的重难
点，指导教师更有针对性地开展汉语教学，从而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增强学生的动力和信心。过往文献
和本项研究显示，常见的母语负迁移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语音、词汇、句法、书写系统及文化背景。本
项研究将对以上五方面进行详细介绍和说明，并提供如下三点教学对策，以减轻母语负迁移对中文学习的
影响：归纳常见错误点并提供配套练习；营造“沉浸式”汉语学习环境；保持耐心并鼓励学生从错误中学
习。
【关键词】母语负迁移、汉语学习、教学对策

韩中后缀“X家”的语义研究 
金梅 ·朴兴洙   韩国外国语大学

【摘要】汉字和汉语最早在商末周初就被箕子传播到了‘朝鲜’， 汉语教学在韩半岛的历史源远流长。
作为汉字文化圈和儒家文化圈的国家，韩国对汉字、汉语和汉文化一直有较强的认同感。 韩国是大约从
公元600年开始，借用相当于汉语中高音的语音和文字。在韩语词语当中汉字词所占比例相当高， 虽然《
训民正音》（1446年）颁布之后， 韩国有了自己的文字， 汉字词的使用早己深入人心。韩语中的汉字词
大多保留唐宋时期的中古音韵， 书写上基本采用繁体字， 因此，韩国是最早接触和吸收汉字汉文化进行
汉语教育的国家。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不管是国家层面还是民间，韩国一直保持着汉语教育的传统。本
文研究的是汉语和韩语中共同使用的后缀“X家”（“X가”）的语义对比，特别是着眼于它的语义特性，
阐明意义差异为研究目的。韩中 “X家”的语义可分为同义，转移，变异的关系。笔者以类后缀“X家”
的语义特征、语用特征等方面来浅析“X家”词缀化产生的原因。韩中两国同处“汉字文化圈”之中，有
着密切的联系。第二语言的习得离不开牢固的第一语言基础。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研究已经成为一门独立的
学科，研究日益精深。各国的汉语学习者，在自身文化特点的影响下，对汉语语言的习得、难易把握、也
有着不同特点。其语言的共性及个性更有着不同于其他的特点，这为中韩语言研究提供了必要性，也为对
韩国的汉语学习者的研究提供了必要性。第一语言对第二语言的影响和干扰，所以常常会使第二语言的学
习者自觉不自觉地要以第一语言为标准来套用所学的语言，因此产生“对等”意识和偏误现象。希望中韩
共同使用的后缀“X家”的语义对比研究，对中韩之间跨语言跨文化研究的引玉之砖。
【关键词】 “X家”、类后缀、语义差异、韩国汉语学习者.

明末西班牙传教士菲律宾漳州闽南话教材古今韵母分合考辨 —以《汉语语法：漳州话语言艺术》（1620）
西班牙巴塞罗那图书馆善本为例
金美  中国厦门大学

【摘要】本文以在菲律宾马尼拉传教的西班牙道明会（又称“多明我会”）传教士撰写于1620年的教材
《汉语语法：漳州话语言艺术》（下文简称“漳州语艺”）西班牙巴塞罗那大学图书馆善本漳州闽南语为
例，对比考察今漳州话（下文简称“今漳州话”）与《广韵》音系韵母（每字所属韵摄开合等次及声调用
小字号标注于每字右下角），查考辨正明末菲律宾漳州闽南话与今闽南话韵母古今分合的历史音变遗存，
颇有启示意义． 
【关键词】 明末西班牙传教士、菲律宾漳州闽南话教材、古今韵母分合

跨语言视角下汉语结束义动词的语法化研究
景高娃  浙江外国语学院 

【摘要】本文采用共时和历时相结合的方法，对汉语结束义动词的语法化过程进行分析，并借鉴语义地图
的方法，描绘结束义动词的多功能性。事件连接功能的产生是结束义动词语法化非常重要的一环，符合类
型学结束义动词语法化的一般路径。在共时平面上，对方言中的结束义动词的关注还不足。“罢”在普通
话中已很少使用，但保留在豫北方言中，进一步虚化，并扩展出表达经历的用法。从跨方言或跨语言的角
度来看，汉语方言和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语言中的结束义动词有相似的从完结到经历的扩展路径。已见报
道的境外语言的结束义动词可以表达“以后”“已经”“完结”“接续”“过去”“完成体”等多种功能。
汉语结束义动词向完成体甚至经历体方向发展，体现了类型学的共性。
【关键词】结束义动词、多功能性、语法化、经历体

认知视域下韩国学生能性述补结构的习得研究
雷婷  中山大学 

【摘要】能性述补结构一般是指“V得/不C”结构，是汉语的一种特殊句法结构，该结构的使用条件相对
比较复杂，在韩语中没有完全相同的对应形式，因此韩国学生在使用该结构的时候常常出现各种偏误。传
统的“V得/不C”结构教学主要偏重于结构形式的描述，学习者虽然能记住能“V得/不C”的结构形式，
但是能准确理解把握并有意识地正确使用该结构的学习者却不多。本文尝试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对能性述
补结构“V得/不C”进行习得和认知研究，试图探索出能性述补结构“V得/不C”的认知加工机制，并以
此为依据帮助对外汉语教师找到更为科学有效的教学策略。
【关键词】能性述补结构、二语习得、认知研究、汉语教学

新马地区私会党的行业隐秘语
李国樑  新加坡独立民间文史研究员、民间文史顾问

【摘要】新马的华人帮会源自中国清朝的天地会，殖民地政府称之为secret society（私会党）。虽然一
些私会党员曾经回国反清，大体上私会党的本质已演变成通过武力争夺地盘，以新客与黄赌毒为主要营收
的社会罪案源头。19世纪末，新加坡私会党被令“解散”后，成立以洪门“廿一”为根基的“天地人神”
派系，行语亦趋向本土化，例如“平中”和“崩角”两大主流招纳新丁时都会“做大戏”和“布袋戏”，
急功好利的私会党老大则“去角”；私会党内部职位有426、415、49等，民间形容“08、24、369，敌
不过999（警方号码）”；一旦“风来了”最好马上把“白鱼”藏起来。此外，“开台”跑码头必须以《
五祖船》对诗，跟“水”相关的隐语甚至通俗化，成为民间方言惯用的俚语。 
【关键词】新加坡、天地会、私会党、行语

关于华文实时在线课堂互动技巧的思考
李静  范静哗博士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COVID-19的疫情导致许多青少年的学习场域从传统的同一物理空间的课堂转到虚拟空间的实时
在线课堂，实时在线教学的互动环境的改变也导致传统的师生互动条件发生了变化。当教师和学生分散在
各自的生活空间，在共享的虚拟学习空间中师生的互动与传统课堂相比，相对缺少非言语交流，这对学习
者的投入和注意保持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教师需要进行专门调整才能发挥在线教学的效果。本文从青少年
心理学的角度探讨注意力及其与在线学习的关系，进而分析在线课堂中的常见任务，并总结在线教学中的
一些互动技巧，目的在于通过形成良好师生关系、积极的学习氛围来加强课堂互动，为学习者赋能。文中
总结的互动技巧主要包括：1.激发学习动机的互动技巧，如提问、反馈、非言语交流等；2.教学过程策略
的互动技巧，如明确学习任务、设计话题以及任务导向教学等；3.差异化教学策略的互动技巧，如应用资
讯科技支持差异化教学、组织统筹课堂中的互动。
【关键词】在线课堂、非言语交流、青少年学习心理、在线互动

关于强调数量“就”的重音形式
李美京 韩国大邱大学
            
【摘要】本文主要以声学的方式针对既可强调数量多又可强调数量少的副词“就” 进行的研究。前人对
此研究已经很多如，在句法、语用、语义演变、语义指向、主观量等方面，但在韵律方面的研究却很少，
且几乎都靠语感来判断“就”是重读还是轻读。本文要对“就”的本体研究与韩汉对比研究同步进行，考
察在有无“就”的单量式结构中重音形式有何区别，还要看中国人和韩国人对“就”句子的音长和音高有
何不同。实验材料选择了《现代汉语八百词》，《现代汉语虚词词典》中的例句及自己调整的例句，一共
20个句子。实验对象为中国人3名，韩国人3名，各读三遍。分析对象一共为360（20*3*6=360）个句子，
57，600（20*160*3*6=57，600）个音节。本文要分析句中有无副词“就”的两种情况下，句中音长和
音高的不同。研究结果大体如下，第一，通过分析音长和音高来看，句中有无“就”时，重音位置有所不

同，没有“就”时，重音放在句末数量单位上，并且各音节的音长相差不大。强调少量时重音既可在“就”
上，也可在“就”后的数量单位上；强调大量时，重音放在“就”前。第二，韩国人不管副词“就”在哪
儿，一般都把重音放在数字上，有些人把它放在动词上。可见，韩国人对句中出现强调数量的副词“就”
的重音格式不太了解。第三，韩国人的每个音节音长区别不大，而重音的表现不太凸显。
【关键词】重音、 副词“就”、音长、音高

东南亚华语早期词汇发展变化研究
李权  北京师范大学

【摘要】本文以《叻报》《新国民日报》为研究对象，分别选取1917-1920（本文称之为“前期”）和
1930年前后（本文称之为“后期”）的等量本地新闻语料进行两点间的词汇比较，主要有以下两点变化：
第一，文言形式减少，白话形式增加。早期华语的语言风格可归纳为“文白相融”，即尚古的文言词和通
俗的白话词并存共用。对比前后期，文言形式有所减少，白话形式有所增加，体现出文言向白话的过渡特
点。第二，由不稳定趋于稳定。表现为如下语言事实：其一是同义形式的选择，如同素异序词，其二是异
形词的选择，包括自源和他源两类。它们均表现出前期词形丰富，且频次相近，后期出现了主要词形的变
化。以上几种变化主要受以下三种因素的影响：其一，早期国语的影响；其二，东南亚本土因素的影响；
其三，外语的影响。从“史”的角度来看，应该将共时和历时的研究思路相结合，多角度考察影响华语发
展变化的因素。
【关键词】东南亚华语、叻报、新国民日报、词汇

基于网络技术支持下韩国高校汉语教育现状
李秀彬 韩国仁荷大学/中国天津师范大学

【摘要】随着网络技术的普及，不受时空限制可以展开汉语教育。在疫情情况下，多数韩国高校采取了基
于网络技术支持下的远程汉语教育。本研究主要考察对象为20所韩国重点高校的汉语教育现状，主要考
察范围为韩国政府的官方文件、高校常用的LMS系统，K-MOOC平台、KOCW高校资源共享平台、高校
的OCW平台、高校官方网站进行了考察。考察得知，1）汉语与其他外语相比，韩国政府对汉语教育方
面的支持力度变化不大，可说明为韩国政府重视汉语教育。2）韩国高校利用LMS系统开展混合式学习以
及远程教育提高汉语课堂教学的绩效。3）通过K-MOOC管理实施策划可以看出，韩国政府重视基于网
络技术支持下的远程教育，以及远程教育有着一定的意义。本文进行了基于LMS系统支持下的汉语课堂教
学设计。LMS系统可以实现以学习者为中心的课堂教学，又可以减少教师的备课时间。基于LMS系统的汉
语课堂教学可以分为三大环节开展不同的教学活动。1）课前环节主要进行资源学习，比如：教师把教学
资源上传到LMS系统让学习者进行自学。2）课中环节可以点击远程会议（ZOOM与谷歌会议）开展远程
教育。3）课后环节利用LMS系统上的练习，考察学习者的掌握度。4)学生互动方面，LMS系统上教师创
建小组之后，不仅可以进行生生互动，还可以线上会议当中可以进行师生讨论。本文的研究工作可以为对
韩国汉语教育的信息化与汉语教学改革工作提供参考并借鉴。
【关键词】汉语教育 、系统

混合式学习模式运用于文学教学的设计与实践—以H2华文与文学小说教学为例
李志元  新加坡莱佛士书院（高中部）
张曦姗  南洋理工大学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随着数码科技的普及，课堂的教学形态及学生的学习方式也有了巨大的改变。混合式学习模式便
是其中一大教育趋势。学生在选读H2华文与文学这门课前，较少接触过文学作品，也缺乏深入分析文本
的能力。因此，如何带领学生深入分析课程中的所有作品，并教授学生分析文本的能力便成了一大教学难
点。本文试图以H2华文与文学课程下的小说教学为例，探究如何将混合式学习模式运用于文学教学上。
首先，本文将介绍研究背景与对象，并阐述新加坡混合式学习模式的概念和理论依据。接着说明运用混合
式学习模式于小说教学上的实践过程。最后，本文通过学生调查问卷、聚焦访谈及教师观察来检视教学设
计与实践的成效，再反思教学过程中所面对的挑战。
【关键词】混合式学习模式、H2华文与文学、小说教学

“年老”对新加坡华族年长病患意味着什么？—以医患门诊会话中的“年老”为例
林鼎勋   林尔嵘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摘要】在公共医院的门诊互动中，时而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一些年长患者会在话语中向医生标榜自己“
年老”的身份，如：“这么老了”、“我岁数有了”、“八十七岁了啦”等等。我们发现，这些以话语标
识自己或他人的“年老”身份不只是单纯的在传达信息。实际上，在不同的会话序列环境中，以话语标识

“年老”作为会话行为能达到不同的话语作用。以新加坡某一家医院的门诊语料为例，我们结合会话分析
（Conversation Analysis）方法与身份类属机制（Membership Categorization Device）的视角，
探讨“年老”这一身份类属在门诊互动中的作用。研究显示，一些华族年长患者会向医生标榜自己“年老”
的身份，以完成特定的话语行为，包括：一、合理化自己的病症；二、拒绝医生的医疗建议；三、辩解自
己身体功能的缺失。通过分析这些年长患者标识“年老”身份类属的互动序列及相关的会话行为，我们旨
在揭示新加坡华族年长患者对于“年老”这样一种身份标签的观念及认识，说明身份类属机制是如何搭建
起交互双方对话语的理解，也为医患沟通研究带来新的启发。
【关键词】会话分析、互动语言学、身份类属机制、年老

维吾尔语、西部裕固语颜色词文化内涵对比研究—以“黑”“白”为例
林雅琛   中央民族大学

【摘要】本文总结对比维吾尔语和西部裕固语“qɑrɑ/�ɑrɑ黑”“ɑq/ɑq白”的义项发现，两种语言“
黑色”既含褒义也含贬义，均有伟大、尊贵、有力、程度深、粗糙、无知、坏、反面的和孝服等义。但维
吾尔族接受了汉族“黑色”代表非法、秘密的认识。维吾尔族和西部裕固族都认为“白色”代表吉祥、善
良。西部裕固语“白色”可指所有奶制品和非宗教职业者，维吾尔族受到其他民族影响，借入了白色“落
后、反动”等贬义。并从社会生产实践、宗教信仰、风俗习惯三方面讨论“黑”“白”文化内涵的异同原
因。
【关键词】维吾尔语；西部裕固语；“黑”“白”颜色词；文化内涵对比

试论对外汉语教材中的拼音教学设计及拼音对教学的辅助作用—以《博雅汉语（第二版）》为例
刘迪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

【摘要】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开始学习汉语，各种对外汉语教材层出不穷。语音教学在语言学习初
期有着重要意义，对于汉语来说，拼音教学是发展其他语言技能的基础。教材是教学的依据，一些对外汉
语教材中对拼音教学的设计缺少科学性和系统性，并且没有较好的利用拼音辅助之后的技能教学。本文共
有五章，以《博雅汉语（第二版）》九册书为研究对象，分别从研究目的和意义、拼音教学设计、拼音练
习安排、拼音辅助其他语言技能教学、研究结论等方面展开论述。《博雅汉语（第二版）》总体而言在拼
音教学方面较为完善，但在发音方法教学和拼音练习方面仍可提升。本文详细分析了教材中拼音部分的优
劣利弊，希望能为其他对外汉语教材的编写完善提供思路，提高对外汉语教学的质量。
【关键词】对外汉语、拼音教学、教材设计

台湾“国语”新义新用的“杀”
刘吉力  长沙师范学院文学院  

【摘要】台湾“国语”的“杀”动形兼备，以动为主，辅以形容词用法。形容词“杀”主要有“狠/酷/低”
三个义项，各义项来源不同；历时考察“杀”，呈现由升到降的发展态势，义项由单到多再到以“低”义
为主，“杀”的发展演变有其内外部原因；对比其他多个华语社区，台湾“杀”与其形成有无之别的新生
差异。新义新用的“杀”充分体现了台湾“国语”的变异性及独特性，因此是研究其最新发展演变的典型
案例之一。
【关键词】台湾“国语”、“杀”、形容词、变异

更好地与文献对话：留学生学位论文转述结构考察与教学
刘锐  澳门大学

【摘要】学术写作中，引用是与已有研究建立联系、创建自身研究空间的重要方式（Swales， 1990）。
因此需要大量地使用诸如“某某发现/认为”、“在某某看来”这类转述结构。学术英语（EAP）研究表
明，二语学习者在掌握转述结构上存在相当的困难（Neff et al. 2003；陈建林，2011）。本研究旨在考
察汉语二语者的学位论文中转述结构的使用情况。本研究从CNKI硕士学位论文库中随机选取了13篇留学
生用汉语撰写的学位论文作为考察对象。由于引用通常集中地出现在文献综述部分，因此考察的重点放在
论文的“研究综述/研究现状/文献综述”部分。我们使用Liu & Wang（2019）的分类体系对转述结构进
行了标注。结果显示，留学生学位论文中使用最多的是过程性转述，其次是话语性转述，最少是发现性转
述、认知性转述。对比成熟写作者的论文（刘锐、黄启庆、王珊， 2021），留学生过度使用过程性转述，
而发现性转述、话语性转述的使用比例偏低。结合不同转述结构的功能来看，留学生在引用中主要关注的
是研究对象、方法，而对结论、成果、作者的观点缺乏足够的讨论和分析。此外还存在以下问题：转述语
的功能类型、种类单一；（2）转述语误用；（3）转述结构滥用，造成无意义的引用。针对这些情况，
本文提出应该对转述结构进行针对性训练，综合使用范文学习、结构控制训练、改写等练习方法，帮助二

语者理解和掌握多样化的转述手段，以提高汉语学术写作的水平。
【关键词】转述结构、学位论文、引用、学术汉语、学术写作

虚拟世界和元宇宙：汉语国际传播的应用现状和未来的可能性
卢文慧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研究生

【摘要】依托现代信息技术和互联网平台在线教育的不断发展，“互联网+”开展汉语教学受到汉语教师
与汉语学习者的共同重视，使汉语国际传播更多样化。虚拟世界是一种持久的在线计算机生成环境，在远
程物理位置的多个用户可为工作或学习进行实时交互。本文首先介绍了虚拟世界的历史发展和元宇宙的概
念。元宇宙是互联网的延伸，允许用户彼此之间以及周围的环境进行互动，包括虚拟现实（VR）和增强
现实（AR)。人工智能（AI）的使用现已成为汉语国际教育的现实。通过特别关注四个特性，虚拟世界或
元宇宙的集成网络在四个领域取得进展：沉浸式现实主义、访问和身份的普遍性、互操作性和可扩展性。
对于每个领域，当前状态和需要的发展，这些特性被认为是可行的多元核心组成部分。本文考虑虚拟空间
在当代汉语国际传播的应用现状，以及元宇宙新技术领域的影响。以当代汉语为对象，以多学科交叉为视
角，结合汉语国际传播的相关实践，虚拟世界利益相关者和开发人员之间未实现的协作，构成人类社会文
化互动的一个引人注目的领域。伴随新技术发展和教学理念变化，在虚拟世界和元宇宙视野下展望汉语国
际传播发展的新思路。
【关键词】元宇宙、虚拟世界、人工智能、汉语国际传播

东南亚华语量词历时发展调查与思考
卢月丽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摘要】本文以东南亚华语为对象，以“史”的眼光观察东南亚华语中量词的历时发展面貌，最终按照“
史”的范式形成比较完整的表述，试图从一些具体的方面展现东南亚华语发展演变的内容及过程。文中把
东南亚华语量词的发展归纳为以下三种模式：上扬式、下行式及曲折式。在对上述语言事实考察与梳理的
基础上，文中得出以下两点认识：其一，东南亚华语量词的发展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其发展不止一种模
式，而是三种交织在一起；其二，华语量词发展演变的原因既有方言、英语的影响，又有其作为祖语具有
保守性的制约。
【关键词】东南亚华语、量词、祖语、历时研究

浅谈国际汉语教学中的跨文化理解 ―以在日教学实践为例
路浩宇  日本关西学院   
陈碧强  中国山东曲阜师范大学

【摘要】笔者以自己在日本大学试行的两次以“友谊”和“孝道”为主题的汉语口语教学实践为例，通过
学习者对“友谊”和“孝道”为主题所作的口头发表，在提升口语表达能力的同时，引导学生了解中国的
文化与哲学思想。通过观察学习者对“友谊”和“孝道”话题的口语课的参与情况，我们发现日本学生对
友谊话题的兴趣更浓厚，对友谊的理解比孝道更深，对友谊价值的认同大于对孝道的认同。日本是原子化
社会，由于个人本位思想在日本的盛行，学生对于跟自己关联紧密的同时代事物表现出更大兴趣。孝道涉
及两代人或三代人之间的关系，复杂程度远大于友谊，故不太容易引起在“核心家庭”的时代背景下成长
起来的当代日本大学生的同情与理解。由此可见，任何一种观念都与它的历史和人文环境有关，是传统延
续和社会生活的产物。由于“孝”涉及到代际关系，日本学生对“孝”的认识相对浅薄，往往是泛泛而谈。
由此引出对教学目标的思考：一，国际汉语教学不应仅仅停留在“术”的层面，而应在锻炼学习者基础能
力的前提下，上升到对学习者的人文关怀与灵性启迪的大道上来。二，知识传授与文化交流是两个层面的
问题，知识传授是无条件性的，而文化之间的融合是有选择性的。国际汉语教学需要在尊重文化多样性的
前提下进行。
【关键词】国际汉语教学、友谊 孝道、人文关怀
  

怒苏语多义词的文化内涵
罗自群  中央民族大学

【摘要】怒苏语是生活在中国云南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福贡县的怒族怒苏支系说的一种语言，属于汉藏语系
藏缅语族彝语支。怒苏语词汇，按照义项来分，有单义词和多义词两类。本文重点从多义词这一方面来分
析怒苏语词汇所体现的文化内涵，通过与汉语、藏缅语族其他语言的比较，来说明怒苏语词汇文化内涵的
特点。文中所用的怒苏语词汇都是来自本人田野调查获取的第一手语料。一、怒苏语多义词的类型：如果
以汉语为参照点，怒苏语中存在一些多义词——一个怒苏语的词，可以有两个及以上的汉语词语和它相对
应。既然是多义词，语音相同，语义相关。根据词性，可以把怒苏语多义词分为两类：1、词性相同的，

2、词性不同的。（一）怒苏语词性相同的多义词  怒苏语词性相同的多义词比较常见的是名词、形容词
和动词。（二）怒苏语词性不同的多义词  怒苏语词性不同的多义词，比较常见的是一个多义词具有两种
不同的词性，当然，也有一部分多义词不止两种词性。二、怒苏语多义词的文化内涵：我们把怒苏语词性
相同的多义词看做是静态相关，而把词性不同的多义词看做动态相关。和汉语比，和汉族比，使用怒苏语
的怒苏人和汉族在认知上存在着诸多差异，汉语的表达显得更精细一些，而怒苏语则比较笼统一些。怒苏
语多义词的这种特点，充分体现了怒苏语的文化内涵。
【关键词】怒苏语 、多义词、文化内涵

汉语二语者书面产出词汇多样性的文本长度效应研究
马庆 北京语言大学

【摘要】词汇多样性是二语表达能力的重要标志，是计算机自动作文评分的重要采集变量，但是词汇多样
性测量指标与文本长度之间存在复杂的关系。本研究从2010年4月HSK写作考试的实测大数据中选取154
份语料，重点探究了汉语二语者书面产出词汇多样性与其文本长度的关系。结果发现：（1）词种数、
TTR、Root TTR 、Log TTR等8个测量指标可作为词汇多样性测量的有效参量，但通过相关分析结果可以
看出，当文本长度过短的时候，很难反映出词汇多样性与作文成绩之间的关系；（2）8个测量指标均存
在文本长度效应，其中MATTR受文本长度的影响较小；其余7个测量指标随着文本长度的变化整体呈现出
线性的变化趋势；（3）当文本长度在60至100词范围内时，除MATTR外，相同文本长度下的LD值均存在
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关键词】词汇多样性测量、文本长度、语言产出、作文自动评分

西南官话中古非晓组字混读的声学考察—以四川中江为例
饶冬梅   西华大学

【摘要】古非晓组字的混读在西南官话中较为常见[1][2]。西南四省（四川、云南、湖南、湖北）方言中
非晓组字的混读主要体现为八种类型（见表1）。本文以四川中江方言的古非晓组字今读作为深度调查对
象（前人调查结果为Type2类型[2][3]），选择10位年龄在55-65岁区间的发音人（男女各5），得到约
9000个语音材料，提取擦音中段20ms的谱重心CoG（Center of Gravity）和标准差SD(Standard 
Deviation)两个参数[4][5]，从声学和感知两个角度考察了四川湘语中非晓组字混读（merger）以及语
音性变读（phonetics variation）的原因[6][7]：非晓组字的混读，跟[f]/[xu]发音的相似性以及感知混
淆有关，和语言接触也有密切关系。四川湘语受强势方言（Type 1）及普通话影响，混读规律出现例外
之外的字有所增多，混读的条件也逐渐走向单一化。
【关键词】四川湘语、混读、语音变读、语言接触

河北方言的“去分阴阳”现象
桑宇红  白茹 河北师范大学 

【摘要】学界对河北地区保定、唐山、秦皇岛地区冀鲁官话保唐片轻声前去分阴阳的现象已有报道，较早
应是《昌黎方言志》（1960），后有李思敬（1995）对宁河方言，接着田静（2007）、刘克龙（2010）对
唐县，后又有郑莉（2014/2019）、白茹（2016）、曹庆改（2018）、李仕颖（2019）、尹凯（2020）等
分别报道了与保定毗邻的石家庄的深泽、无极、辛集及衡水部分地区安平、饶阳也存在“去分阴阳”的现
象。河北方言去分阴阳具体表现为：（1）在单字调层面可以区分阴阳去，如无极和深泽；（2）在连读层面
区分阴阳去；主要分布于保定地区的曲阳、定州、唐县三个县市；（3）仅在轻声前连读时区分阴阳去，
主要分布于保定及石家庄、衡水部分毗邻保定的地区。
【关键词】河北方言、去分阴阳、连调及轻声、保唐片

课例研究：放声思考在阅读教学中的策略与设计
盛丽春、韩爱玲、幸锦龙 、胡晓苏  四德女子中心
张曦姗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为了提高学生在阅读理解、感悟欣赏及延伸拓展方面的能力，本校研究团队通过放声思考阅读策
略(Think Aloud Strategy)进行有系统、有针对性的阅读教学。放声思考策略是将个人内在的无声思考，
用口语表达的方式，将心中所思考的内容说出来。老师能借此了解学生的思维过程并加以引导纠正。放声
思考方式是展示思考能力的有效方法，让思维可视化，同时也能训练学生的口语表达能力。本研究以79
名中二高华学生作为研究对象展开三轮的课例研究。本文首先从研究背景、研究对象和研究目的做一个整
体介绍；接着阐明理论依据和相关概念；再具体介绍整个研究的教学实践过程。研究结束后，通过调查问
卷、教师观察以及学生反馈进行分析，最后再反思教学过程中所面对的难题与挑战。

【关键词】课例研究、放声思考、阅读教学

“洪武赶散”与苏北江淮官话
石绍浪  北京语言大学

【摘要】“洪武赶散”是指明初苏南向苏北平原一次大规模移民，虽然正史没有确切记载，但在苏北民间
普遍流传。苏北江淮官话入声韵有一个较为独特的特征，曾梗摄一二等帮组字读圆唇后元音韵母，并与通
摄合并，其分布与“洪武赶散”的移民范围基本吻合。比较发现，苏北江淮官话的这个音变应是源于苏州
移民的影响。今苏北江淮官话入声韵类突破中古韵摄的格局，发生了简化，也可能是明初苏州方言在苏北
扩散的结果。余论认为，在分析江淮官话与吴语关系时，不能只局限于“同源”的角度，还应考虑明初苏
州苏州方言在苏北的扩散。
【关键词】“洪武赶散”、苏州方言、苏北方言、江淮官话、入声韵

德国语言学家加布伦兹及其《汉文经纬》研究
宋楠  德国国际合作署中德合作中心； 波恩东亚研究院chinnotopia中国论坛

【摘要】本论文第一章介绍了与乔治·加布伦兹有关的史实，包括十七到十九世纪西方汉学的兴起、独立
与发展、加布伦兹家族史和乔治·加布伦兹的汉学之路。 第二章到第四章将《汉文经纬》拆分为“汉语
基本面貌”、“分析系统”和“综合系统”研读与解析，完整展现加布伦兹的语法思想和其构建的古代汉
语语法体系。论文的第五章和第六章，分别探讨了加布伦兹在西方近代语言学历史上所起的作用，以及对
汉语语法思想史的影响、突破和超越。同时在论文结语部分，讨论了中外语言学界对于《汉文经纬》一书
不甚明晰的几个问题。
【关键词】加布伦兹  《汉文经纬》

华文作为第二语言新闻听读教学的文献综述
孙晓颖   张丽妹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新闻听读教学在华文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中更是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本文回顾和介绍了
2001-2021年二十年间华文作为第二语言新闻教学的相关研究，文献主要来源于中国知网 (CNKI) 和Web 
of Science等数据库。本研究的文献综述主要围绕四个研究问题：第一，华文作为第二语言新闻听读教
学的目标有哪些？第二，华文作为第二语言新闻听读教学的原则是什么？第三，华文作为第二语言新闻听
读教学的难点有哪些？第四，华文作为第二语言新闻听读教学的教学策略和方法有哪些？最后，本文结合
新的时代背景提出了华文作为第二语言新闻听读教学的优化建议。本研究的成果和发现对华文作为第二语
言新闻听读教学具有良好的指导意义，同时也为华文第二语言新闻听读教学法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和指引。
【关键词】华文作为第二语言、新闻听读教学、教学目标和原则、教学难点、教学方法 

乙圩壮语多功能语素te∶ŋ1

覃薇  中央民族大学 

【摘要】本文对乙圩村壮语“遭受”义语素“te∶ŋ1”进行全面的调查描写，并刻画出“遭受”义语素
“te∶ŋ1”功能的整体面貌。对“遭受”义语素部分语法功能的语法化过程进行探讨，归纳出其语法化的
路径和机制，为学界了解乙圩壮语“遭受”义语素功能的语法面貌和特征提供新的材料。乙圩壮语的“遭
受”义语素“te∶ŋ1”呈现出多功能性，具备了十三种功能：①“触碰”义动词；②“对、中、合”义动
词；③“遭受”义动词；④“需要、用”义动词；⑤被动标记；⑥“对”义形容词；⑦“致使”义动词；
⑧情态助动词；⑨结果补语；⑩程度/状态补语；⑪“到、轮到”义动词；⑫副词；⑬假设连词。其中，
本文调查到了“遭受”义语素“te∶ŋ1”以往没有被调查描写到的功能为：①程度/状态补语；②“到、
轮到”义动词；③副词；④假设连词。
【关键词】乙圩村、壮语、“遭受”义

祁东湘语多功能词“落”的语义演变与主观化
谭丽亚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西南林业大学外国语学院
陈海宏  云南民族大学民族文化学院

【摘要】湖南祁东湘语多功能词“落”的用法比较特殊，其语义演变属于通过增加新义而产生的多义模式，
它的多个义项在语义上有一定的关联，或直接关联，如“落”作实义动词时的多种语义；或间接关联，如
前加准词缀型小称标记“落”可能是由实义动词“落”的“降生”、“遗留在后面”等义隐喻而来的。“

落”在祁东湘语中还可以重叠，在语义和语用表达上带有一定的感情色彩，可表达说话者对命题的多种主
观态度。祁东湘语“落”语义演变的认知机制主要有类推（隐喻与之相关)、重新分析（转喻与之相关）和
主观化（褒化、贬化与之相关)等等。
【关键词】祁东湘语、“落”、多功能、语义演变、主观化

论析新加坡华人华语及身份认同的变迁
谭国勇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身份认同的建构在国家及其国家层面下的政治、经济及社会发展上有着深远的影响。它可以使人
认可该国家在政治经济及社会层面上的立场及政策，也可以让人民在某种程度上产生了归属感。教育是建
构身份认同的其中一环。据王赓武教授与陈庆文教授所示，新加坡华人身份认同，是最没有代表性，后者
则认为身份认同是有目的性地建构出来的。由此说明了新加坡华人身份认同正等待人们来填补。也正是如
此，新加坡政府通过不同媒介，包括教育政策等手段来灌输和建构自身倾向的华族身份认同，即倾向于文
化上的认同。本文尝试通过1979年讲华语运动及新加坡教育部历来的教育改革报告书，来了解其倾向和
期许。1979年讲华语运动，主要目的是要整合新加坡华族各方言群体。当时，新加坡华人社会有多达12
个华人方言群体，拥有一个共同的语言：华语，促进他们之间的沟通，减少之间的纷争，团结一致。这有
利于营造及实施双语教育政策的大环境，从中促进经济发展。然而，时间的推移，讲英语家庭的增加，使
得讲华语运动有了新的使命，即提升人们对华文的认识。新加坡教育部在报告书中所倡导的文化认识，倾
向于应对华族内部压力和需要。这回应了陈庆文认为华人身份认同是人造的说法。与此同时，随着华人移
民的移入，他们所带来的文化是否再次在原有身份认同上融合或产生分歧，则是未知数。这将会直接或间
接影响新加坡华文华语以及教育发展的走向。
【关键词】新加坡、华人华语、身份认同、教育

新加坡高中文学教学提问策略的探讨— QUILT框架下的教学设计与实践
唐佑彬   潘旭    李俊贤    郝德奕 淡马锡初级学院
张曦姗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在华文文学课堂上，设计优质问题能引导学生进行品读和鉴赏。因此，本研究以主修H2CLL的
61名学生为研究对象，探讨基于QUILT提问框架激发学生学习兴趣与提升学生思维能力的课堂教学模式。
本文首先介绍研究的背景、对象及方法，阐述基于QUILT提问框架的教学理念与理论依据；接着以现代小
说、诗歌、戏剧以及文言文为例，介绍如何基于QUILT的提问框架设计不同类型的问题的提问策略；本文
也根据学生的课堂反应，探讨了QUILT提问框架下不同文学作品教学的几种提问策略和问题设计类型，在
体现以学习者为中心、加强师生互动和凝聚同侪间学习力量等方面的成效。本论文最后将通过前后测的数
据对比分析、学生反馈、教师观察和学生产出检视教学设计的实施成效。
【关键词】文学教学 、提问策略、 QUILT框架、教学设计

楚辞“羌”字句与湘西凤凰方言ʧʰɑ13字句 比较研究
田晓黎  中央民族大学

【摘要】楚辞里的“羌” ，自东汉王逸注释后的1800多年来 ，众多研究者引经据典， 却始终没有确解。
《楚辞》的“羌”字是否有田野遗存？在湖南湘西凤凰方言中存在极具特 色的ʧʰɑ13 1字句。本文从凤凰
方言ʧʰɑ13字句的田野记音开始，逐条分析，总结规律，再与《楚 辞》16 处“羌”字句进行对比研究，
结果显现，凤凰方言ʧʰɑ13字句基本传承着《楚辞》“羌” 字句的语义。 
【关键词】《楚辞》  羌

国际中文学习软件的大型网络游戏化
汪歆玥  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   

【摘要】汉语学习时间长的特点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二语学习者的热情，而当下飞速发展的大型网络游戏新
颖有趣，常令人沉迷。修坝不如引流，把学生们对汉文化和网络游戏的双重兴趣融入到汉语学习的全过程，
将有助于培养学习者持续性的学习兴趣。本研究分析了当下常用汉语学习软件中的游戏模式，结合现有网
络游戏的汉元素部分，提出了将汉语学习软件大型网络游戏化的具体设想。持续化：脱胎于传统的孤立小
游戏，将累计的学习成果作为升级模式，合理地穿插各类支线任务。系统化：学习者通过注册账号建立个
人学习档案，学习任务既包括集体学习，也包括多种自学形式。针对性：以学习者的需求为导向，提供相
应的实用汉语知识。灵活性：及时更新，高度重视用户反馈。允许教师使用游戏程序和知识库，以方便与
线下教学配合使用。
【关键词 】汉语国际教育、学习软件、网络游戏、学习兴趣

“ 打（타）”字的韩国汉字音形成过程考察
王 浩  四川轻化工大学人文学院  

【摘要】“打”字，在《广韵》中有两个读音，都是阳声韵，一个是梗摄、梗韵，开口二等，上声，端母
“德冷切”；另一个是梗摄、迥韵，开口四等，上声，端母“都挺切”。但是在韩国汉字音中，“打”字
读阴声韵타[t�ɑ]。本文从历史语言学和语言接触的角度出发，认为中世韩汉音（15-16世纪）中存在的
타[t�ɑ]和뎍[tiək]这两种读音，其形成主要是中国的影响，由“德冷切”和“都挺切”两种读法，平行
发展而来，“德冷切”变成了“都瓦切”直接影响了타读音的形成；“都挺切”本来是阳声韵，在传入韩
国以后，其阳声韵尾[ŋ]变成了入声韵[k]，实现了“阳入对转”，从而形成了뎍的读音。近代以后，随着
日语词向韩语的大量涌入，“打”字的日语唐音だ[da]与韩汉音中타读 音的高度相似性，使得타读音在
与뎍读音的竞争中，取得了最终的胜利。

汉语方言亲属称谓中的音变
王红娟  山东师范大学  

【摘要】亲属称谓是方言词汇中重要的一类，我们在考察方言间的词汇差异时，亲属称谓往往是重要的参
照项，如《汉语方言地图集 词汇卷》共有203条词汇图，其中涉及亲属谓的就有“爷爷、奶奶、外祖父”
等14条。在对汉语各方言中的亲属称谓进行梳理时发现，汉语方言的亲属称谓中普遍存在音变现象。比
如，山西运城的“弟”，单字音为“ti33”，但在“兄弟”一词中读音变为“thi33”。本文的音变的含
义是指：1.某个字或某类字在称谓词中的读音与其他情况中的读音不同。2.某个字或某类字在称谓词中的
读音于古今演变规律不合。本文讨论的方言亲属称谓中的音变类型主要有以下三种：个别音变、系统音变、
别义音变。
【关键词】汉语方言、 亲属称谓、 音变

乡村振兴背景下民族地区发挥语言经济效能路径的再探讨—基于西藏自治区林芝市M县的个案研究
王娟  陕西师范大学

【摘要】语言能力是重要的人力资本，语言经济效能是语言的重要社会效能，语言扶贫工作作为中国贫困
治理体系的有机构成，在国家脱贫攻坚的重要阶段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
后，民族地区的语言文字工作在扶持对象、政策范围和顶层设计方面也相应需要作出一定的调整。本文试
图在乡村振兴背景下进一步探讨如何继续发挥语言经济效能的路径。
【关键词】乡村振兴、语言扶贫、民族地区

四川方言的音系特征和两个历史层次
王倩  周及徐  四川师范大学

【摘要】 以往的四川方言研究认为，现代四川方言皆为明清时期的“湖广填四川”所带来。我们在近十
年的时间里，在四川作了广泛的方言田野调查。根据实地调查材料，我们提出新的观点：在四川省的岷江、
嘉陵江流域分布着两种不同的官话方言：嘉陵江流域分布着以成都话为代表的以“入归阳平”为特征的西
南官话方言，这是明清湖广移民带来的；岷江流域分布着以大邑话、宜宾话为代表的有独立的入声调的官
话方言，这是明代以前的四川本地方言的后裔。二者分属不同的方言层次而共存于今天的四川。本文以
2019年出版的《岷江流域方音字汇——“20世纪四川方音大系”之一》中语音材料为据，借助实验语音
学方法对成都话与大邑话、宜宾话作音系整理、以Praat软件绘制其声学元音图、声调曲线图，分析其在
音系上的规律性语音差别，说明今天的四川方言不仅具有以成都话为代表的湖广话语音类型，还有更为古
老的另一方言层次——这个音系今天仍具有入声独立、果摄一等字读为-u、麻三精见组读-i、模韵字读为-o
等语音特征。这些语音特征与成都话的湖广话语音类型有明显的差别，独立于成渝片西南官话而存在。 因
此，现代四川方言分为本地和外来两个层次：本地层次叫“南路话”，外来层次叫“湖广话”。
【关键词】四川方言、岷江流域、成都话、大邑话、宜宾话、方言音系

保定方言两字组连读变调及其若干问题
王帅臣  华北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 

在对河北省保定市下辖的24个县市区进行方言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展开本文的分析。首先描写清苑区的
两字组前字连读变调情况，以便对保定核心区域的变调情况有所了解。其次，介绍保定方言中的阴平变调、
阳平变调、上声变调、去声变调的地理分布、调值表现、调类分布等基本情况。再次，重点讨论上声变调
和去声变调。上声变调后的调值情况有一定序列性：一种是前字变调后与本声调系统的阴平接近或合流；

一种是前字变调后与本声调系统的阳平接近或合流。上声变调既有类型学上的原因，也有历史因素在起作
用。去声变调有一类和轻声有关。

西宁方言持续体标记“着”
魏萌  中央民族大学

【摘要】汉语西宁方言的体标记“着”主要表达持续体的语法意义。除单独使用，方言中“着”常与起始
体标记“上”、完成体标记“下/了”等其他体标记叠用。由此，西宁方言的持续体标记“着”多构成
“V着V”、“V着C”或“V着＋从句”三种结构。西宁方言持续体标记“着”常与起始体标记“上”、
完成体标记“下/了”等叠用，且均处于其他体标记之后，即动词后第二位置。叠用中，“着”仍表达持
续体的语法意义，其语义与前一体标记层层套叠，具有一定顺承关系。如与起始体标记“上”叠用时，“
上”的语义指向前面的谓语动词，构成“V＋上”结构；“着”的语义则指向“V＋上”这一整体，表达
动作行为开始并将进一步持续的状态，“着”具有一定未完整体范畴义。“V＋上＋着”结构还可续接其
他动词或补语成分，构成“V＋上＋着＋V”结构。此外，西宁方言持续体标记“着”常以“V＋着＋C”
形式用于述补结构谓语句中。其中，C可为程度、情态、结果、数量等多种类型补语，形式上可由单个形
容词或副词、数量或偏正短语及主谓结构充当。语义层面，“V着＋C”由“V着”与C两个时间过程构
成，C主要由“V着”引发或伴随，即两个过程包含一定的逻辑因果关系，这种关系可以是显性的也可以
隐性的。除构成“V着V”、“V着C”和“V着＋从句”结构外，持续体标记“着”还可用于西宁方言的
存现句和“的字结构”中，其用法具有一定独特性。
【关键词】西宁方言、着、持续体标记

“口”的比较词义探索
吴宝安  湖北大学文学院 

【摘要】“口”这一概念在汉语中主要有“口、嘴”两个词，根据它在汉语、汉语方言以及其他语言中的
用法，我们整理出了12组与“口”有关的共同引申，这些共同引申都可以通过“转喻”和“隐喻”来解
释。 基于转喻的共同引申有7条，如： 与言语功能相关，“口”引申出“说话、话语”义。与饮食功能
相关，“口”引申出“口味”“人口”义。与临近部位相关，“口”引申出“脸、鼻、咽”“口部饰物”
义。基于隐喻的共同引申有5条，如：与形状、位置都相似，“口”引申出“容器等器物通外面的地方”
和“出入的通道”义。与形状相似，“口”引申出“（山谷、水道等）大的豁口”“突出的部分；尖儿”。
这12组共同的词义引申在汉语、汉语方言以及英语、俄语、西班牙语、日语、泰语、印度尼西亚语、壮
语等语言中都以共词的方式出现，因此，我们可以将其看作是“口”在语言中的共同演变模式。
【关键词】“口”  比较词义 、共同演变

新加坡中学华文快捷课程后进生
语文学习的挑战和独立学习能力的培养
吴宝发  张曦姗  周淑君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后进生学习一直是教育工作者关注的课题，新加坡教师也不例外。后进生学习问题复杂，包括语
文基础薄弱；个人学习态度不良；缺乏独立与迁移的学习能力；课堂教与学方法不当等。本文立足于本地
一所中学的校本研究，借助文献研究法、问卷调查法与观察法，对中二快捷班24位后进生的学习特点进
行梳理，由此作出为期六个月对3个单元的教学调整的尝试，旨在分析后进生在课堂中语文学习的挑战以
及探索他们独立学习能力的培养。本研究对2021年新教材篇章里的语文技能做一次系统性的梳理，在课
堂阅读理解教学时，强调对文章理解的元认知策略之字义层次、逻辑层次、概念层次的教学，调动学生的
元认知，以弥补学生因语文基础薄弱带来的教与学问题。
【关键词】华文快捷课程 、后进生、中学新教材、元认知

中韩跨国婚姻家庭双语学习和使用状况及问题研究
吴思敏  闽南师范大学

【摘要】近年来，中韩跨国婚姻家庭日益增多。据统计，来自中国的在韩结婚移民总数在2019年已接近
20万人。中韩跨国婚姻家庭既有别于传统华侨家庭，又有别于普通韩国家庭，在语言文化上具有特殊性。
本研究以在韩中韩跨国婚姻家庭为研究对象，对其双语学习和使用状况展开调研，并针对其问题提出解决
方案。研究分三部分进行：第一部分利用文献分析法整理并分析韩国政府对多文化家庭的政策及多文化家
庭支援中心的相关资料。第二部分利用问卷法、访谈法与参与观察法对中韩跨国婚姻家庭进行相关数据采
集，并对数据进行定量与定性分析，多维度考察多种因子对语言的影响以及因子之间的相互作用及其与内
部、外部环境的交互关系，全面把握中韩跨国婚姻家庭双语学习和使用的特点及问题。第三部分综合考虑

调研结果，针对中韩跨国婚姻家庭双语学习和使用的问题和需求，从内部（中韩跨国婚姻家庭自身）和外
部（社会机构与教育部门）提出解决方案。本研究不仅可为中韩跨国婚姻家庭双语教育提供理论基础和实
践方案，还为以其为对象的双语教材及教学资源提供理论依据，为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跨国婚姻家庭双语教
育研究提供参考。
【关键词】中韩跨国婚姻家庭、双语教育、调研、解决方案

实践与反思：国际中文教学与信息通讯技术之运用
夏雪  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

【摘要】随着教育技术的发展，如何善用信息通讯技术（ICT）来服务于教学，实现以“学生为中心”的
教学实践，成为当今教育研究的热点。在国际中文教学领域，我们也面临着如何有效地将ICT运用于课堂
教学和学生学习的问题。本文即以此为出发点，在现代教育理论的基础上，以新加坡国际学校的非汉语母
语学生为研究对象，结合IB华文课程中的一个主题单元，从课件设计及课堂教学反馈等方面对ICT在国际
中文教育中的实践情况进行探索性研究，总结ICT辅助中文教学的几个原则：包括设计ICT要以学生学习
需求为核心，ICT的课堂使用应避免“喧宾夺主”，并反思教师在ICT运用中的作用，以期对新技术下的
国际中文教学发展提供参考。
【关键词】 ICT、 国际中文、课件设计、课堂实践

The Brief Analysis of Japanese Culture's Absorp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ulture
Hui Xu   Maca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bstract: Cultural exchanges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have a history of nearly 2,000 years. The fine tradi-
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ulture have exerted great influence on almost every aspect of Japanese 
life, such as architecture, clothing and so on. At the same time, Japanese culture has made a series of 
cultural innovations and developments according to its own national conditions while absorbing Chinese 
culture for reference. Starting with the reasons why Japan absorbed Chinese culture and analyzing the 
exchanges between Japan and China from 1972 to 2011, this paper analyzes and concludes that the similar 
cultural background of the two countries is the basic reason for Japan to better learn from Chinese culture. 
Finally, this paper expounds and analyzes Japan's absorp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ulture from 
three aspects: religion, ideology and diet. It is concluded that Japanese culture originated from Chinese 
culture, and before the Tang Dynasty, Chinese culture had the greatest influence on Japanese culture; after 
the Tang Dynasty， Japan began to have a real culture, but it was still influenced by Chinese culture.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and improvement of its own culture, it finally formed its own unique style. 
Key Words: Japanese culture; Chinese culture; Absorb; 

港式中文词汇与普通话的隐性差异
徐涵韬  北京师范大学

【摘要】“隐性差异”的概念及思想适用于全球华语对比研究，文章立足于此，讨论港式中文词汇与普通
话的隐性差异，首先以量词“枚”、动词“怀疑”以及名词“论调”为例，分析其在概念义、语法义、色
彩义等方面的表现；然后举例说明了隐性差异的三种存在形式，即有无之别、大小之别和程度之别，并指
出三者之间联系密切，不能孤立讨论；最后，文章认为未来研究应增强对华语隐性差异的考察分析，拓展
隐性差异的研究内容、语体范围及比较对象。
【关键词】隐性差异、词汇、港式中文、普通话

基本核心词词义的跨语言表现与特点—以61种语言为例
许可  冉启斌 南开大学

【摘要】本文建立了61种语言60个基本核心词词义数据库，从跨语言角度对其进行了细致考察。数据库
中共有义项约11440个，平均每词义项略超3个，最多达21个。平均义项数方面，动词最多，形容词其次，
名词、否定副词随后，数词、代词最少。义项数可能受词与外部世界的关联性、在词汇系统中的基本性以
及概念本身模糊性的影响。对词义引申深度赋值后，看到动词、形容词、名词的词义引申能力分较高，各
词的平均义项数与该分排名不一致。语言、词类对义项数量、引申能力分影响显著。通过网络图谱对词义
进行聚类分析和可视化分析后，基本核心词被分为10类，词类对聚类有影响。动、名、上形成较大词团。
名词[±指人][±身体部位]，形容词[±积极/消极]等特征会使词类内部形成关系更紧密的小类。图谱中，
hand连接动词和身体部位名词；head连接身体部位名词和指人类名词；man连接指人名词与褒义形容
词；one连接指人名词和数词；die、sleep等词连接动词和形容词等。

【关键词】基本核心词、词义引申、数据库、】可视化

冰墩墩的启示：中华文化符号海外传播的机遇与挑战
许琳皎  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

【摘要】北京2022年冬奥会吉祥物“冰墩墩”在国内外社交平台的爆红引起各界讨论。作为一种文化符
号，“冰墩墩”兼具多重内涵，承载着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功能。“冰墩墩”成为“顶流”，不仅
展现了中华文化强大的感召力，也为中华文化符号的海外传播提供了新思考。本研究基于符号学理论，从
视觉和语言两个维度分析符号传播的特点，挖掘“冰墩墩热”的深层原因，并从中得出中华文化符号海外
传播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基于此，笔者从符号传播的原则、内容和方式三方面提出了建议，即：调整传播
心态，着眼他者视角；加强内容设计，挖掘文化内涵；充分利用互联网媒介，引发情感共鸣。以期为中华
文化符号的海外传播提供借鉴，丰富中国文化传播领域的研究成果。
【关键词】中华文化符号、海外传播、文化传播、冰墩墩

韩国国民教育体系中汉语教育的发展与创新
许培新  山东大学

【摘要】本论文结合中韩两国历代交流的传统以及现代社会发展的趋势，在追溯韩国汉语教育发展历程的
基础上，重点考察自中韩建交以来韩国汉语教育的发展脉络，重点梳理并分析韩国国民教育体系中，大、
中小学不同层次汉语教育的发展情况以及出现的问题，总结韩国国民教育体系中汉语教育的主要特点；当
今国际大变局和新态势下，汉语教育发展面临着新情况、新问题，韩国国民教育体系中的汉语教育和学习
也在发生变化。因此基于教育理念升级、教学思路转型与教学模式创新，提出了加强韩国大、中小学汉语
教育的实践性、针对性，以及韩国汉语教育内涵式发展多元化路径的对策和建议。 
【关键词】韩国汉语教育、国民教育体系、内涵式发展

 
13—19世纪朝鲜半岛汉语教学对当代汉语国际教育的启示
许润芳  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

【摘要】朝鲜半岛有悠久的汉语学习历史，从以汉字为本、重视书面语学习到文言并重、对政治商务风俗
文化等不同领域进行全面了解，其汉语学习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汉学界人才辈出，促进了对中国制度、文
化的内化吸收及其本民族政治经济文化的进步。其中，国家层面的空前重视、语言政策的有力支持是不能
忽略的因素。目前流传的朝鲜半岛汉语教科书集中于13-19世纪，恰是两国政局革新、关系进一步密切的
时期，此类教材是今日研究两国历史上人文交往、不同时期汉语口语面貌、汉语教学法种类及影响、汉语
国际教育在半岛发展历程的宝鉴，本文以该时期《老乞大》《朴通事》《学清》等代表性汉语口语教材为
主要研究对象，结合韵书、字书及辞书类汉语书面语教材、《朝天录》《燕行录》与《朝鲜王朝实录》等
官方历史记载为佐证，共时对比同时期中国韵书。探讨官学、私学、司译院、承文院、译学院、质正官等
部门和职务发挥的历史作用，总结该时期朝鲜半岛汉语教学的优点和不足，力求为当代汉语国际教育汉语
人才培养、汉语教材编写、汉语教学法选择和语言政策制定提供一定的参考意义。
【关键词】朝鲜半岛、汉语国际教育、教学法、语言政策

语言赋能：乡村振兴多模态话语战略构建
杨城  浙江大学 

【摘要】语言是促进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乡村振兴中的每一步都离不开语言的力量。研究中首先依托多
模态话语分析综合框架，对余杭、桐庐、淳安三个乡村振兴示范地区的宣传片视频进行分析，总结其文化
、语境、内容、表达四个层面的多模态体现。其次依托质化分析的扎根理论方法，构建语言赋能乡村振兴
的战略模型，在组织、社会、个体三个层面探索赋能方向。最后，基于话语分析和战略模型提出未来语言
赋能乡村振兴的提升路径。研究发现，三个地区的多模态话语具有典型的区域特色，语言赋能乡村振兴需
要凝聚自上而下的多方力量，而国际化视角、内容的精准筹划、赋能视角的联动共振则是未来乡村振兴话
语努力的方向。
【关键词】乡村振兴、语言赋能、多模态、话语分析、战略模型

A Study on the Chinese Classroom of Foreign Students in the Epidemic Period Based on the Inter-
active Perspective
Haifeng Yang1,Daqian He2, Zhuoda Yang3

1. Center for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Wuh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Wuhan， 

2.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Wuh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Wuhan，
3. School of Chinese Studies and Cultural Exchange,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Abstract: Interaction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s affecting the result of online Chinese class teaching. 
By utilizing the method of questionnaire analysis, error analysis and document analysis， this paper selected 
200 international students from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Cultural Exchange of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of Wuh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of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as samples for investigation, including 94 undergraduates, 60 master 
students and 46 doctoral students. Among them, namely 86 in primary stage, 64 in intermediate stage and 
50 in advanced stage based on their HSK marks. The majority are from Asia (45%) and Europe (25%), the 
rest are from Africa (15%), America (10%) and Oceania (5%). This paper finds that the existing interactive 
methods of them include online conference platform, course live-streaming platform and video live-streaming 
platform. 
When using these platforms, we find there are some advantages of them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remote 
Chinese learning: They are convenient for students to preview and review before and after class, and they are 
helpful for the sharing of Chinese learning resources. However, we also find that there are some disadvantag-
es in teacher-student interaction and student-student interaction on these platforms, such as the lack of learn-
ing atmosphere (58% participants agreed) and the unwillingness of turning on the camera and micro-
phone(76% participants agreed). We think the factors causing these problems mainly include external and 
internal factors of teaching. The external factors include the factors of network connection, time difference, 
studying platform and studying resource allocation. The internal factor of Chinese teachers is that they are not 
adapted to the new way of online teaching, which makes them unable to carry out innovative design of class-
room interaction, and still choose the traditional teaching method (66% participants agreed). The internal 
factor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on the one hand, they lack online learning experience, so it is difficult to cope 
with some new challenges in teaching interaction practice. On the other hand, international students must 
overcome certain psychological factors in the interaction process of online Chinese classroom, among which 
anxiety and avoidance are the most prominent (80% participants agreed).
In conclusion, Chinese teachers can improve the interactive effect of online teaching through rational use of 
learning platform, effective allocation of learning resources and innovation of class interaction mode. Before 
teaching, teachers should inform students in advance of the selection of learning platform, registration, login, 
using process and a series of related matters. During the teaching process, teachers can allocate a certain 
proportion of class hours to organize interactive courses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s, such as group presenta-
tion, personal performance and seminar. After class, teachers can design and release questionnaires and 
use the background data statistics and other functions of the learning platform to analyze the frequency and 
quality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participation in interaction. Also, international students should actively adjust 
their learning psychology and improve their learning methods as well. In this way, they can get rid of negative 
psychological factors such as anxiety and avoidance, and focus on classroom interaction and knowledge 
itself, and finally achieve better learning results. Ultimately, teachers and students will collaborate to explore 
a course interaction path, adapting to the new mode of online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in the post-pan-
demic era. The research on this issue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enrich the theories of linguistics, psychology 
and pedagogy related to Teaching Chinese to Speakers of Other Languages. Also it can improve the teach-
ing efficiency of teachers and enhance the sense of gaining knowledge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Keywords: Interaction; Online Chinese Classroom; Chinese Teaching

国际华文推广的重要部分：志愿者项目的国别性/区域性分析—以缅甸为例
杨念  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

【摘要】2004年“国际中文教师志愿者项目”经中国教育部批准实施。直至疫情前，全球大约有7000名
志愿者在全球一百多个国家进行中文教学，其中大约3000名志愿者在东南亚各国任教，成为东南亚华文
教育重要力量。缅甸志愿者项目于 2009 年开始实施，至今已经有十年有余，到疫情前每年有一百多名志
愿者在缅甸各个城市甚至乡镇进行中文教学工作。十多年来，志愿者项目对缅甸华文教育发挥着重要作用：
为缅甸华文教育贡献了新的力量，弥补了缅甸华文师资的不足，促进了缅甸中文教育的合法化进程等。然
而，该项目也存在着一些问题，本人通过实地了解以及问卷的方式，深入分析了志愿者项目在缅甸的实施
情况，并针对性地提出几点建议，促进该项目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国际中文教师志愿者、华文教育、缅甸志愿者项目、参考

基于SLS平台的E晨读差异教学模式探索— 新加坡崇文中学的实践经验
叶语銮    徐小红   吴玉凡  新加坡崇文中学

【摘要】为了营造书香校园，培养学生的阅读兴趣和提高阅读水平，我校研究团队借助SLS平台，以110
名中三学生为研究对象，在全校进行E晨读研究计划。E晨读依据差异教学理论，照顾学生的个体差异，
所选篇章分年级、分主题、分文体，并结合各单元技能训练，设计不同程度、风格的晨读活动。学生借助
个人数码学习工具，选读纯文字或拼音版的、带声音和可查字典的篇章，通过SLS自测，在阅读护照上完
成任务。此外，高准备度的学生还可阅读更有挑战性的文章，并完成相应的挑战任务。研究结束后，团队
通过定量与定性研究检测学习成果。初步结果显示，基于SLS平台的E晨读差异教学模式，在一定程度上
激发了学生的阅读兴趣，也促进了教师的专业发展。
【关键词】SLS平台、E晨读、差异教学

Nasal Codas Merger in Chinese dialects: Modified Contrastive Specification and Sisterhood Merger 
Hypothesis
Jihye Yun  Asia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 Madison

Abstract：Chinese linguists have long debated about the directionality of nasal coda merger in Chinese 
dialects since the 1970’s. Some believe that the merging process is unidirectional (anterior to posterior) ,but 
others assert that alveolarization of nasal codas (-m>-n and -ŋ>-n) is the major trajectory. Previous studies 
failed to make a reasonable prediction about the further direction of the merger in addition to a lack of 
phonology-based analysis. This research analyzes the merging process on basis of Contrastive Hierarchy 
(CH) and Sisterhood Merger Hypothesis (SMH). The two theoretical frames make us draw two types of 
contrastive hierarchies: [Dorsal]>[Labial]，[Coronal]>[Labial]. That is，the merger between the alveolar 
and the velar nasal codas will occur after the completion of the merger between the labial and alveolar ones. 
Alternatively， the alveolarization of the velar nasal coda will happen after the completion of the merger 
between the labial and velar ones because the structure merger takes place on sister node of contrastive 
hierarchy. In conclusion， the final phase of the nasal coda merger will be the alveolarization of the velar 
nasal coda. The data of Chinese dialects and markedness theory both buttress the conclusion.

Keywords: Nasal codas，Chinese dialects，contrastive hierarchy，sisterhood merger

《易经》归纳、演绎思维在母语教学中的课堂实践和应用
庾潍诚  新加坡伟源中学

【摘要】作者根据自己长期研究《易经》的经验，提出和认为：《易经》作为中华古代的文化典籍，归纳
和演绎思维是它的最重要核心思想之一。同时，作者结合了自己多年的新加坡课堂教学实践，发现：《易
经》的归纳、演绎思维可以有效实践应用在现代的母语教学当中。归纳，是引导学生化繁为简，迅速掌握
教师布置的课堂指令或內容；演绎，则是学生有效应用课堂所学知识进行复述和重构。本文列举具体的课
堂实践应用例子，就是：(一)课堂的指令语言“ABCD”；（二）思维图的教学应用；(二)作文教学实践
的“DEEPAI”（细节描写）自创理论。作者最终观点认为，《易经》思想可以古为今用，实践应用到课
堂母语教学，从而达到提升学生的母语学习效果。
【关键词】易经、归纳、演绎、教学实践应用

中国古代建筑文化的汉字演绎
袁忠  中国华南理工大学

【摘要】中国古代建筑文化的丰富思想很多都凝结在一个个的汉字中。在汉字的构形、本义、转义、暗喻
等不同的运用中，存在着古人有关建筑活动、建筑形象、建筑心理等蕴含，很多汉字就是一个空间概念、
一个居住范畴。古人对中国古代建筑的感知的原初意识首先凝固在古汉字中，古代建筑的最初“文本”可
求诸古汉字，作为象形文字的古汉字与作为现实空间的古建有着天然而内在的通贯性。本文通过考察汉字
的字符构形及作为词或词素的单个汉字所展示出的建筑文化意象，探究作为表形文字、表意文字的古汉字
在其构形、组词、使用、书写等多方面体现的古代建筑文化意义。
【关键词】汉字、中国文化、古代建筑

GRR教学模式的实践与反思——以新加坡H2华文与文学新诗教学为例
张建立   张建平  新加坡国家初级学院    
张曦姗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2021年新加坡H2华文与文学新课程引进课外文学作品赏析的部分，与旧课程标准相比，这对学
生是具挑战性的变革。为应对该挑战，我院以新诗为切入点，设计了从指定文本到课外文学作品的教学实
践配套。该实践以“新加坡课堂教学实践要领”(STP)为指导，依据探究式学习（IBL）理论，采取“教、
扶、放、收”四个阶段的“渐进释放责任直接教学模式”（GRR），旨在逐步培养学生独立鉴赏文学作
品的能力。实践证实，这一教学策略增强了学生的信心和赏析能力；同时，也发现了一些有待进一步充实
和深入探索的空间。本论文将阐述该实践所采用的教学理论、教学策略、教学流程、教学成效及反思。
【关键词】  GRR教学模式、H2华文与文学、新诗教学    

“V走”和“V去”互换性的多重对应分析
张进凯  中国兴义民族师范学院 文学与传媒学院

【摘要】  本文在“原型—样例连续统”理论指导下，通过基于用法的多重分析方法探讨表征“位移运动
事件”的“V走”和“V去”的变异性和互换性。研究发现：“V走”主要表征位移方向不明确、没有位
移目的地的位移运动事件；“V去”主要表征位移方向明确、位移目的地可预测的位移运动事件，因此
“V走”和“V去”处于位移运动事件“原型—样例连续统”的不同位置，“V去”较“V走”更接近位移
运动事件的原型。“V走”和“V去”在表征位移运动事件原型特征和典型样例时不存在概念重合，在表
征位移运动事件非典型样例时，在概念变量特征的交互作用下表现出概念重合。
【关键词】多重对应分析  位移运动事件  概念变量  互换性  变异性

书面语言复杂度对华语二语者写作质量的影响研究
张漫莉  北京语言大学  

【摘要】本研究基于韩国学生的HSK写作测试语料，采用若干典型指标，对华语二语者的书面语言复杂度
与写作成绩之间的关系进行了量化分析，考察了词汇及句法复杂度指标对学生写作质量的影响。研究结果
表明：词汇复杂度和句法复杂度指标与学生的写作质量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Guiraud指标、虚词
使用比率、连词使用比率、复杂词使用比率、话题链数量、话题链分句数、零形成分数量和T单位数量等
指标对写作质量具有较强的解释及预测效度。
【关键词】语言复杂度、汉语二语、写作质量
  

基于树库的汉语二语写作句法复杂度研究
张婉莹  北京语言大学

【摘要】句法复杂度（Syntactic Complexity，简称SC）在评价二语者语言水平、语言动态发展及写作
质量中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吴继峰，2018）。已有的研究侧重于SC对日语、韩语等母语者的汉语写作
评估的有效性问题，研究结论未必适合少数民族母语背景的汉语二语书面语评价。基于此，本研究以参加 
HSK（高等）考试的维吾尔族考生的作文语料为研究对象，基于自建的汉语二语句法标注语料库，从粗粒
度和细粒度两方面指标体系入手进行以下四个方面的研究：（1）通过预处理构建小型依存句法树库（
Dependency Grammar Treebank），作为句法复杂度研究基础；（2）通过小句切分和搭配抽取研
究粗粒度指标和细粒度指标的分布特征；（3）针对不同写作水平的被试SC指标进行对比研究；（4）基
于典型SC指标体系探讨二语写作水平动态发展特点。研究发现，基于T单位等粗粒度句法复杂度指标在区
分学生写作水平和预测写作成绩方面的解释力较弱，而基于短语层面的细粒度句法复杂度指标能够有效区
分写作水平和预测写作成绩。
【关键词】树库、 二语、语法

阅读与抒情文写作教学的有机结合—以华侨中学（高中部）语文特选课程为例
张薇  王健仲  华侨中学（高中部）

【摘要】抒情文写作一直是学生的弱点，也是教师的教学难点。由于没有经过有系统的抒情文写作训练，
高中生很容易将抒情文、记叙文或议论文混为一谈，对抒情文的写作手法更是一知半解。再加上学生缺少
生活历练，要让他们短时间内掌握抒情文写作手法，并进行创作，无疑难度极大。有鉴于此，我们决定在
现有的教学内容上融入抒情文写作教学，尝试结合REAP的阅读理论与教学实践，将阅读与抒情文写作教

学有机结合，以39位高一H2华文与文学的学生为对象，引导他们建构抒情文概念，了解并掌握抒情方式
与写作手法，从而进行写作实践。最终，通过调查问卷、课堂观察和学生作品，梳理和分析了阅读与抒情
文写作相互融合的方法及其有效性。
【关键词】抒情文写作、阅读教学、REAP阅读方法、语文特选课程

地名中的关中方言
张文丽  陕西学前师范学院文学院

【摘要】关中方言，曾经作为汉民族共同语基础方言，对周边地区方言、其他地区方言和民族共同语产生
过重要影响。地名是人们用以区别个体地物的语言符号，而作为纪录地名的语言符号包含形、音、义三个
部分。关中方言区的地名，尤其是地名用字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关中方言的特点。本文从关中方言
区中的代表性地区——西安入手，整理分析其地名，得出如下结论：1.声母 （1）古全浊声母清化，平声
送气，仄声归并关中方言中存在差异，西安归不送气，例如“中官亭/中官厅”、“安居巷/钱局巷”。
（2）古知系开口字按照等分化，知系二等、庄组、章组止摄字与精组合流，读ts、tsh、s，例如“三里
村/山李村”。（3）古泥、来二母在洪音前混用，尤其是在洪音鼻音前，泥母混入来母，读l，例如“新
农田/兴隆庄”。2.韵母 （1）前后鼻音混用，关中方言后鼻音为ŋ，前鼻音丢掉鼻尾n，主要元音鼻音化
。由于在当地人听感上二者具有相似性，表现在地名中前后鼻音字混用。例如“上游巷/三友巷”。（2
）遇摄合口一等端系字，元音复音化，读ou，与流摄合并。例如“双楼寺/双路寺/双芦寺”。（3）果摄
开口字一等字与果摄合口字合并，例如“贺韶村/火烧村”。通过分析发现西安地名用字的流变反映了关
中方言的特点及其变化，具有强烈的方言特色，深入研究地名可以挖掘背后隐含的历史文化内涵，提升文
化软实力；可以为地名用字、拼写管理提供理论支撑，推动新时代的语言文字工作。
【关键词】关中方言、西安地名、文化

从外交新词语看中国外交动向—以2010-2020年度《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媒体新词语表为例
张星霞  韩国汉阳大学

【摘要】本研究基于2010-2020年度《中国语言生活报告》媒体新词语表中的外交新词语，运用数据分析
法，从其分类、使用频次和年度分布三个方面考察中国近十年以来的外交动向，为读者勾勒出中国外交全
貌，以期让读者更好地了解当前中国的外交形势，并为中国未来的外交实践提供一定的智力支持。本研究
认为，按照领域划分，这些新词语所涉及的外交领域包括总体外交、经济外交、政治外交、军事外交、文
化外交、科技外交和医疗外交等七大领域；根据性质，这些新词语所涉及的外交类型又可分为方针类、方
式类、事件类、成果类、组织/平台类、场所类、色彩类和人物类等八大类型。它们较为真实、客观地反
映了中国近十年以来的外交动向。
【关键词】外交新词语、中国外交动向、《中国语言生活报告》、分类、使用频次、年度分布

华语文汉字学习策略个案研究-以印尼华语文学习者为例
张胜昔　中国华东师范大学国际汉语文化学院
陈信助　台湾中国文化大学教育系

【摘要】对外华语文之汉字习得一直困扰着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与学。若华语文教学伊始就“重听说而
轻汉字”，不仅将形成中高级以上的学习阻力，更达不到语言习得可持续发展的教学效果。本研究针对一
名中高级程度印尼华语学习者的“初级汉字习得历程”进行了个案分析，围绕汉字习得心理认知、脑神经
机制、仲介汉字等理论，剖析形声字之习写、读音、识义三方面的“中介状态”，深度探讨了形声字之“
形义-音”的习得联结难度，说明汉字作为第二书写系统的学习策略，以及具逻辑性有系统的字本位教学
在华语文习得中的重要性。期许研究结果可提供日后相关教学与研究参考使用。
【关键词】字本位理念、汉字心理认知、中介汉字、可持续性发展、个案分析

“错位的称呼”—当代汉语社交称谓语的变异与泛化
张雪  澳门科技大学 

【摘要】汉语中的社交称谓语是汉文化特征的缩影，亦是对中国社会现状的即时反映(Chao1956， 
Gu1990， Wang2003)。无论是对于语言学本体研究，还是对于语言与社会的互动关系研究，该议题都
具有新鲜价值(Brown&Ford1961， Ervin-Tripp1972， Zhang2021)。本文基于真实语料收集与分析，
针对当代汉语中四个新兴社交面称语(social vocative)的使用原则、表意功能、交际效果等维度进行了
深入讨论（分别为：“（小）哥哥/姐姐”、“老师”、“同学”、“家人们”）。研究发现，当代汉语
社交面称词有如下特征：（1）原有亲属称谓用法深入泛化（例如“（小）哥哥/姐姐”）；（2）职业称
谓用法深入泛化（如“老师”）；（3）“错位”称谓语兴起（如“同学”）；（4）网络称谓语变异性

强（如“家人们”）。当代汉语社交称谓语处于全面深入的泛化与变异中，其成因、过程、程度等，都与
语言发展和社会变迁密切相关。
【关键词】称谓语、社交面称、语言泛化、语言变异

“给我+VP”的主观处置功能
章天明  日本小樽商科大学

【摘要】本文主要讨论“给我+VP”结构表主观处置的语义来源，以及“给我+VP”结构 主观处置功能
实现的机制。 第一，“给我+VP”有两种不同的语义特征。表示“请求”的“给我+VP”中的 “给我”
等同于“为我”或“替我”；而表示“命令”义时，“给我”不等于“为、 替、向”等等，“给我”只
表语法意义。 第二，“给我+VP”的主语只能是第二人称代词，或指人称谓词语，或者是 VP 的受事。
VP 应当具有 [+自主]、[+动作]和[-褒义]的语义特征。 第三，通过“给”字句处置义来源的再分析，以及
与“给 X+VP”句式的对比， 分析得出“给我+VP”句式具有主观处置义。 第四，“给我+VP”中“给
我”的语法化成分的性质，以及第一人称代词的介 入，使“给我+VP”的主观性得到实现。
 【关键词】语义关联、结构关联、受益和受损、主观处置

多元智能理论与对外汉语阅读教学研究—以《零食》为例
赵畅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

【摘要】阅读过程包含着反应读者认知过程的丰富材料，是学习者汉语能力高低的重要体现。虽然近些年
汉语阅读教学的研究层出不穷，但是汉语阅读课堂仍存在着学生学习被动的情况，因此其教学策略还有待
进一步的研究。经过对教学理论的研究，多元智能理论从心理学角度研究了人的智力潜能是多元的，而阅
读教学不仅要教授学生语言文字知识和阅读规律，还要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因此， 我们认为， 对
外汉语阅读教学要想达到最佳的效果， 就必须从多元智能理论出发。本文主要结合《零食》一课从智能
理论下的每一个智能元素分析适合的教学策略和具体实践情况，最后经过反思提出多元智能指导下的阅读
课的教学原则，希望能够为阅读教学者提供一定的参考性建议。
【关键词】对外汉语阅读教学、多元智能理论、教学策略

中韩二语教学高阶教材对比与分析
赵莉  南京大学
赵学玲  Seogwipo-si, Jeju-do, Korea

【摘要】本文选取中韩两国用于本国语言国际教育的代表性教材《博雅汉语》（2018-2020）和《首尔大
学韩国语》（2012-2015），就两种教材高级阶段部分在文化主题选择、体裁内容以及训练模式上的异同
加以比较。认为两种教材在结构上都以文化主题来分类编排，并与训练模式紧密结合，但两种教材呈现出
的差异也十分明显。两者之间的差异固然可归因于两国国情、语言、文化特点的不同，但文化视角和文化
意识的不同是最根本的原因。考虑认知规律和文化视角，选择恰当且丰富的文化内容，不仅能够更好地实
现与国际学生的共情和跨文化交际的目的，通过与语言功能的紧密结合，也能够使语言训练获得更好的效
果。
【关键词】二语教学、高阶教材、对比、分析

社会语言学视角下女性群体通称的使用情况分析
郑皓月  中央民族大学

【摘要】称谓是人类社会中体现特定的人在特定的人际关系中关于身份角色的称呼，称谓词语与社会发展
联系非常紧密，在新中国的发展历程中，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乃至与国际社会的关系都将对称谓
词的使用产生影响，并在历时语料库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迹。在语言生活中，女性群体通称使用情况的
相关统计既反映了语言生活的变化又反映了中国妇女的发展状况，本文主要从社会语言学视角出发，观察
女性群体通称的使用情况。分别从历时角度和共时角度出发，分析五四运动以来“女性群体通称”使用情
况的历时变化，分析不同语体下女性群体通称的使用变化，发现人们对女性群体通称“妇女”“女性”“
女人”“女子”语义特征的不同认识影响了人们在不同场合下对女性群体通称的理解和选用。
【关键词】社会语言学、女性、称谓、语义

反义词“前”“后”的平衡与不平衡研究
周欣然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

【摘要】反义词作为一种常见的语言现象在人们的生活中被普遍使用。一般而言，反义词总是成对出现，

形成平衡状态，即一个词与另一个词形式对称但意义相反。然而以“前”、“后”为例，作为现代汉语中
使用频率较高的一对典型反义词，却很少有人在使用时能注意到其背后隐藏的不平衡现象。本文第一、第
二部分均从义项、构词、所构词、使用频率这四个方面展开，分别探析反义词“前”“后”平衡与不平衡
的具体表现，说明两者在平衡中存在着不平衡。接着又从认知、语义、语用、文化四个角度阐述原因，正
是由于“后”的被认知时间更早、语义范畴更大、受语言经济原则影响更多以及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内涵更
丰富，才使其能够拥有更广的使用范畴和更高的使用频率，也因此造成了反义词“前”“后”的不平衡现
象。
【关键词】前、后、平衡、不平衡

整合训诂方法论新探
周雁飞  新加坡新跃社科大学

【摘要】陆宗达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提倡“训诂方法的科学化” 。本文运用肯·威尔伯的”整合理
论”，采用其“四象限五要素”的框架结构梳理审视传统的训诂理论和方法。首先论述了训诂原理与整合
理论的内在关系，在此基础上将训诂学的适用范围与整合理论相结合，阐释其与传统训诂方法之间的深层
关联模式，及其有效性、前瞻性，进而使整合训诂方法不仅具有理性的解析，而且富于实践的可操作性。
本文是实践训诂学与西方阐释学（英语：hermeneutics）接轨的一次尝试，旨在为训诂方法论的现代转
化提供新的激荡和借鉴。
【关键词】训诂学、解释学、整合理论、四象限五要素

普通话句末语气词的句法性质
宗晓哲  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院

【摘要】本文探讨了句末语气词“啊、吧、吗、呢”的句法特征，认为它们超出了狭义的句法范畴，在话
语中具有表达功能和人际交际的价值。首先，从通过与语气副词、标句词“说”的位置对比，可以看出语
气词句法位置很高，独立于所在句子，属于语用层面。从语用角度来看，句末语气词具有明显的程序意义。
“啊”要求听话者参与到会话中，促进话论继续，是“互动标记”。“吧”在句中通过降低话语确信度，
缓和交际双方关系，是“礼貌标记”。“吗”要求话语权发生变化，促使听话者对所提问题进行进一步的
解释，是“问询标记”。“呢”在话语中起到凸显说话者所表达的语义关系的功能，使得话语与语境之间
存在一定的语义联系，是“焦点凸显标记”。
【关键词】句末语气词、话语标记、句法-语用接口

现代汉语周遍性主语中周遍义的形成原因
左思民  高丽大学中文系 /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  

【摘要】本文探讨了现代汉语六种周遍性主语中周遍义的形成原因。结论如下：在任指疑问类周遍性主语
句如“谁都认识”中，主语的周遍义是经由疑问代词的任指用法而获得的“全域义”。在含数词“一”的
周遍性主语句如“她一点道理也不懂”中，主语的周遍义依托梯级义经语用推理而得，并且只允许从否定
极小量达到否定全量的推理。在列举类周遍性主语句如“老王粤菜也吃过，川菜也吃过，鲁菜也吃过，浙
菜也吃过，中国八大菜系的菜都吃过”中，主语的周遍义并非列举的产物，而由最末的总括分句直接表达。
在物量词重叠类周遍性主语句如“家家都用上了煤气炉”中，主语的周遍义源于物量词重叠式所具的“每
一”意义。在含“全部”等词的周遍性主语句如“全部（都）得参加会议”中，以及含“每”等词的周遍
性主语句如“每个人（都）很认真”中，主语所含的周遍义由充当句子主语的词语直接表达。
【关键词】周遍性主语、任指、语义、语用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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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论文摘要

试析因果连词“因而”“从而”“故而”
安美璇  北京师范大学

【摘要】“因而”“从而”与“故而”是表示因果关系的一组连词。经考察发现，三个词的生成方式均属
于跨层结构的词汇化，源头可以追溯到先秦文献语言。古代汉语句法结构模式的弱化和消失是促成三者词
汇化的重要动因，因此立足于古代汉语，结合词素“从”“因”“故”的词义及特点，考察并解释连词“
因而”“从而”“故而”在现代汉语中存在的使用差异，可以得到三者的区别特征。具体表现为：“因而
”强调因果之间的联系，依据前者推测出后者，后者可以是有所依据的推论；“从而”强调两个事件的发
生存在先后顺序，表达因果关系时，需要首先在语境上满足因果逻辑，通常更强调结果；“故而”所连接
的“原因”与“结果”均是已经发生的既定事实或客观存在的现实情况及惯例，通常更强调引出结果，但
也关注对原因的追溯。
【关键词】因果连词、词义特点、区别特征

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口语流利性评价指标效度研究
鲍杰 北京语言大学
 
【摘要】口语流利性是衡量二语学习者口语水平的重要标准，然而学界对于是否有必要从多个维度对其展
开评价尚没有明确的回答。研究以78份韩国汉语学习者的HSK口语测试录音为研究对象，以专家评分作为
参照，从时间、表达、语言（包括句法、词汇、语音）三个维度选取24项指标作为评价依据，来考察各
项指标对考生口语流利水平评价的效度。研究结果表明（1）所选取的指标中，与口语流利成绩相关的指
标共13项，可以解释口语流利成绩74.4%的方差；（2）在13项指标中，有5项时间维度指标、2项表达维
度指标和5项语言维度指标（句法指标1项、词汇指标4项）能够区分考生的口语流利水平。以上结果说明
在对汉语学习者的口语流利性进行评价时，有必要提取多维度特征。
【关键词】口语流利性、评价维度、指标效度、韩国汉语学习者

潮汕方言陈述语气词“哗（还）”的用法及其语法化
陈楷森  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摘要】在潮汕方言中，“哗[hũã33]”是表示确认某个事实的陈述语气词，由“哗”所构成的“VP哗
[hũã33]”可根据语境还原为“VP1□[hũã33]VP2”，还原式中“□[hũã33]”这个语音形式不再能分
析为语气词“哗[hũã33]”，而应分析为副词“还[hũã33]”。文章在考察语气词“哗”和副词“还”的
基础上，指出语气词“哗”的本字是“还”，语气词“还”由副词“还”语法化而来，其“确认”义来源
于副词“还”的“延续”义，虚化环境是根据语境省略了VP2从而使副词“还”处于句末位置的“ V P 1
还 ” 。 这 种 确 认 功 能 在 语 用 类 推 的 作 用 下 ， 最 终 固 化 为 语 气 词 “ 还 ” 的 语 法 意 义 。
【关键词】哗、还、语气词、潮汕方言

湖南平江赣语能愿动词“要”的脱落及长音现象考察
陈山青  邹珊珊 湘潭大学
 
【摘要】湖南平江赣语能愿动词“要”在语流中可脱落，使前音节读音补偿性加长，从而形成“脱落→长
音”音义互动现象。除了单一脱落外，“要”还可与副词“也”形成双重和选择性脱落。实验语音分析显
示，长音具体表现为音节的主要元音发音明显加长，声调调值变为[原调值+4]，声母不发生改变。语言经
济原则和韵律法则是该现象形成的动因和机制。能愿动词“要”的脱落代表了汉语音节脱落的一种类型，
提供了一种句法创新的途径。   
【关键词】能愿动词、要、脱落、长音、音义互动、韵律法则

中国古诗与其印尼语译文比较研究——以唐诗的韵律问题为中心
陈衍宏(Clement Tanaka) 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摘要】经过调查发现，目前中国古典诗词的印尼语译本数量不多，此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印尼上世纪
50年代至90年代的“禁华”政策所影响。诗歌翻译主张“三美论”，韵律是诗歌创作的重要因素之一，
韵律的转译应当被重视。本文梳理约有7种唐诗印尼语译本之后，发现周福源译文尤其重视“音美”部分。
本文根据译文的用韵情况与印尼古代诗歌类型进行对照，将周福源译文分为五种类型。然而，受到语言差
异的影响，多数诗作经过翻译后，在词语数量方面难以呈现形式上的一致，仅有少数情况或巧合原因达到

词数相同，如《十五夜望月寄杜郎中》原文与译文均有7个字（汉）、7个词（印尼），此现象或许为周
氏无法满足押同韵情况之下，对字数采取了一定的“补救”措施。最后，为了提高中印尼韵文作品翻译的
水平，本文提出了从宏观及微观层面的相关建议。
【关键词】唐诗、韵律、印尼语译本、比较

字本位理念之华语文教育生态系统教学效能分析
陈信助  台湾中国文化大学
张胜昔  中国华东师范大学

【摘要】本研究依据差异化教学与适性化教学理论探讨华语文教学生态系统中「字本位 理念」的教学效
能的重要性。透过台湾某大学华语文中心的初级华语文课程进行实验研 究。本研究采用开放式行动研究
法，辅以文献资料分析法、经验总结法和调查访谈法。研究过程包括「计画-实施-观察-反思」四大环节，
首先依据学习者背景之差异与需求， 适度安排（调适）总体教学方案及课程；再透过华语文「听、说、读、
写」并重的「综 合教学法」推进新的班级经营，以字本位理念及教育生态系统为基础重新设计和安排课 程；
然后依据学习者对课堂教学环节的感知进行反思与检讨，进行行动研究。研究结将提供对外华语文教学与
研究参考使用。
【关键词】差异化教学、适性化教学、字本位、教育生态系统、综合教学法

六何法的教学局限及其对策
龚成 王娟 郑文佩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六何法”能帮助学生快速找出文章的主要信息，经常被用在阅读教学中。很多教师在写作教学
中也常使用六何法指导学生构思，列出写作大纲。六何法在阅读教学中的优点较为明显，但在写作教学中，
却有其教学方面的局限。因为使用六何法进行选材，其实只是对选材信息进行罗列的手段，它是选材的结
果，而并不是选材的方法。至于如何确定“六何”中的诸多信息，为什么是此信息而不是彼信息，正是学
生特别需要得到辅导和训练的地方。而这个思维的过程，较少在课堂教学中得到显性训练。本文以写人和
写事的记叙文为例，通过思维过程的角度分析六何法在写作选材上的局限和不足，并尝试提出相应的解决
办法，帮助学生利用六何法进行最优选材。
【关键词】六何法、写作教学、教学局限、对策

法汉翻译中的名动词类转换
成萌 法国索邦大学

【摘要】词类转换是 J.-P.Vinay 和 J.Darbelnet (1958) 在《法语与英语文体学对比》中，通过对法英
文本的比较分析，提出的翻译主要手段之一：“ 在不改变信息含义的前提下，一种词类替换另一种词类
的过程。”由于法语与汉语在词汇和语法功能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在翻译实践中，译者往往采用该手段使
翻译变得更精准地道。该研究将基于对法国文学作品《红与黑》原文与三个中文译本的对比而进行词类转
换的相关分析。本文中我们将主要介绍在法汉翻译中出现的法语名词转换为汉语动词的现象。比如，法语
中紧随时间介词的动作名词常转换为汉语动词；又如，法语时间名词后的动作名词或情感名词可转换为汉
语动词，等等。通过对比，我们将发现汉语更习惯于用动词来表达时间含义。
【关键词】 词类转换、 法汉翻译、名词、动词。

中韩小说的机器翻译与人工翻译对比—以中国当代代表作家余华的作品为例
崔贤植 上海商学院

【摘要】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飞跃发展，神经机器翻译取得了巨大进展。机器翻译能否取代人工翻译？机
器翻译能否翻译小说？以上议题已成为翻译学界的热门话题。本文以中国当代先锋派代表作家余华作品的
韩译实例，选用中韩两国具有代表性的机器翻译引擎百度翻译和Papago，从文化负载词、长难句、超
句翻译单位等层面对比分析机器翻译和人工翻译，探讨机器翻译存在的问题以及前景展望。
【关键词】机器翻译、人工翻译、中译韩、小说

基于语料库的对外汉语同义词辨析—以“一定”和 “肯定”为例
崔香兰·朴兴洙  韩国外国语大学
 
【摘要】本文希望通过语料库的实证研究，探索出同义词“一定”和“肯定”的异同点和搭配对象的互补
性，以更好地理解并使用。 一般的同义词辨析大都通过字典等工具，依靠直觉经验和内省的方式。虽然

字典具有权威性，但仅仅依靠字典来辨析同义词存在许多不足之处。大型语料库以及先进的检索工具以其
特有的优势为同义词辨析提供了新的方法。本文基于先进的北京语言大学大数据与语言教育研究所的
BCC语料库，采用定量和定性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以同义词“一定”和“肯定”为例，分别从语域
分布、类联接、搭配特征及语义韵方面进行了同义词辨析的实证研究。 综上所诉，本文立足于对外汉语
教学视角，旨在探讨如何帮助学习者更加直观、有效的辨析近义词“一定”和“肯定”。尽管在内容上还
有许多不足之处，但仍然希望可以为汉语同义词教学提供一个可参考的依据。 
【关键词】 同义词、对外汉语教学、语料库、词语搭配、类联接

《岳麓书院藏秦简（伍）》部分字词研读
高婷婷  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

【摘要】《岳麓书院藏秦简（伍）》包含秦代大量律令档案材料，内容丰富，史料价值 高。本文提出五
则字词释读、断句意见，如简 131-132“劾”如字读、“失道” 当指偏离目的地、“回留”应断读开；
里耶秦简 8-777 号简当断读作“从人论、 报、择（释）免归致书具此中。”“简 163“私属免婢”当断
读开；简 199“率” 有劝勉之意；简 225“均”读为“徇”，巡视之意等。以期进一步疏通文义，为 学
界后续利用该文本提供便利。 
【关键词】岳麓秦简、字词释读、断句

语法训诂浅议：基于三个平面的“新描写”
高扬 浙江财经大学

【摘要】利用语法进行训诂实践最为关键的一步，是对疑难词句进行细致的结构描写。传统结构主义成熟
的描写方法的确解决了大量的问题，但是古代汉语，尤其是上古汉语作为一种综合性倾向的语言，存在大
量同形异构、一种形式表示多种功能、多种结构表示一种功能的现象，传统成分分析的方法在描写时还是
显得捉襟见肘。想要精准的描写就必须高度重视语言学理论工具，将不冲突的理论加以融合，将解释与描
写加以统一。因此我们的主张是：语法训诂应该基于古代汉语综合性的倾向，充分利用语言学理论，以考
察分布为核心，剥离语言外证据，根据需要在语法、语义、语用三个平面展开研究，在描写中加深解释，
在解释中深化描写，从而对待考词句的显性和隐性结构都做出最细致的描写，进而考察句例分布，求得达
诂。如在语法层面，除了关注最表层的成分组合外，也应该注意到，长期被忽略的汉语韵律，实质上就具
有形态的功能，利用这一形态，可以很好地解释一些传统结构语言学无法解释的问题，进而对结构做出精
细描写，解决争议。再如语义层面，上古汉语缺少形态变化，其他语法形式也比较隐蔽，位于深层的语义
层面研究涉及到语义特征、语义指向、义素分析、语义场等。如能充分利用，则可通过充分解释，对结构
做更准确的描写。而语用理论，可以帮助解决句与句之间的问题，适合处理一些重复、句读争议；而鉴于
语言普遍存在的语用诱发机制，这个层面的研究更是在描写时不能或缺的。
【关键词】语法、训诂、新描写主义、解释

皖北中原官话区淮北方言的疑问句
郭迪迪  郭辉  亳州学院中文

【摘要】“淮北”指安徽省北部的淮北市，辖相山、烈山、杜集三区和濉溪一县。按《中国语言地图集》
（2012）的分区，三区和濉溪分属中原官话徐淮片及商阜片。淮北方言疑问句有是非句、特指句、选择
问、反复问句四类。是非问是在陈述句末尾加上扬的语调“↗”表疑问。特指问常在句中用“啥子、咋的、
咋着、哪来”等代词作疑问点，要求对方就疑问点作出回答。选择句常用“是/ｖｐ还是ＶＰ”的选择格式作
疑问的焦点，句末常用语气词“昂”。文章主要描写分析了淮北方言的“可ＶＰ、ＶＰ不/没ＶＰ、ＶＰ
不(啵)/没有”三种形式的反复问句，并讨论了“ＫＶＰ、ＶＰ－neg、ＶＰ－neg－VP”的历史层次及
“可ＶＰ、还ＶＰ”的来源。
【关键词】皖北中原官话、淮北方言、疑问句

欧化影响下表范围限定的方位结构“NP抽象上”
郝锐  首都师范大学

【摘要】受欧化影响，早期现代汉语中表范围限定的方位结构“NP抽象上”集中大量出现。新中国成立
以来中期现代汉语中这一结构呈现新的发展态势。使用方面，表范围限定的“NP抽象上”成员有增有减、
有“潜”有“显”，但“增”和“显”是主流，既有量的增，也有类的显。语法功能方面，早期现代汉语
中“NP抽象上”可以充当状语、定语、补语，中期以来则发展出了“句首修饰语”的功能。具有人际功
能的“NP抽象上”成员正是从做句首修饰语的位置上进一步转变而来，且逐渐发展出全句评注、传信和
情态、衔接连贯以及焦点凸显等功能。

【关键词】欧化、NP抽象上、历时演变、表达功能

华语综艺节目对新加坡华族学生之影响的调查—以南洋理工大学为例
洪玮嬣  许润芳  南洋理工大学

【摘要】随着新媒体覆盖面的不断扩大和华语综艺质量的逐步提高，两岸三地和新马的华族年轻人对综艺
节目的关注度不断上升，由于没有语言壁垒、更新及时、内容有趣、种类丰富，新加坡华族青年大多对华
语综艺节目有所了解，部分学生更成为了资深观众。本文通过对本地华族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掌握其观
看华语综艺节目的频率、动机和偏好，两岸三地及本地华语最受欢迎节目的播放渠道、类型、主题、播放
平台和制作地点，华语综艺及相关对新加坡华族大学生华语使用水平、文化素养等方面产生的影响，了解
大学生在观看过程中感受到的文化、思维差异及对节目内容制作方向的期待，总结华语综艺对华族大学生
的影响及其走向华语中圈的可改进之处，为两岸三地及新加坡本土华语综艺节目发展方向提供参考，探讨
综艺节目等文化项目应用于汉语国际教育的可能性。
【关键词】汉语国际教育 综艺节目 华语 口语教学

短视频技术应用于听障初中生汉语教学的研究
洪臻颖  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 

【摘要】媒体技术极大地促进了短视频内容的发展与传播，短视频也成为了前者最常见的应用领域之一，
为身处不同行业的受众提供了信息输出和接收的渠道。而短视频的普及恰恰赋予了听障学生群体公平地接
受信息的机会。目前，以短视频为媒介，对听障学生进行汉语教学的研究仍有较大的发展空间。由于先天
或后天的身体缺陷和特殊的成长经历，听障学生常常会产生严重的自我封闭心态和对陌生环境的抵触心理，
又因与社会接触机会较少，自然地落于信息传输通道的末端。因此，只有将语言与技术二者有效地融合，听
障学生才能在汉语学习的道路上缩短与健全学生间的差距，且逐步实现“信息平权”。本文将以听障初中学
生的汉语学习过程为研究对象，依据认知语言学的相关理论，通过对听障学生的语言获得过程进行语境依赖
方面的研究，提出短视频应用软件参与其汉语习得的改进方案。
【关键词】听障学生、汉语教学、短视频 语境依赖

从康德的文学艺术理论看阅读在提高华文作为第二语言学习的学习兴趣中的作用
黄婉玉  林进展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新加坡以英语为通用语言，学生的华文学习缺乏足够的语言环境和学习动机。华文作为第二语言
的社会地位既定，其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不足的情况既定，仅依靠功利性动机注定无法引起学生学习华文
的足够动力，需要一个非功利性方法来提高学生学习华文的兴趣。康德在其美学理论中提出，由审美判断
所产生的愉悦是无功利性的、无任何利害关系的愉悦。审美活动是一种非功利性的、无利害关系的活动。
他认为阅读是最高级的审美活动，具有审美活动无功利、无利害关系的本质特点，是符合人的自由本质的
最高级的活动。由此看来，阅读是一种无功利性的活动，能够产生普遍的愉悦感受，可以用来提高学生学
习华文的兴趣。而若要阅读能够担当引起学生学习华文兴趣的重任，则需要让华文阅读回归阅读的审美本
质。
【关键词】第二语言学习、无功利性、阅读、学习兴趣

华文写作：微视频的运用策略再探
黄易亭  张水福  郭兰花   新加坡国家初级学院
张曦姗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中学低年级的学生在记叙文写作的内容上总是千篇一律，主题不够鲜明，详略不当，更严重的是
内容缺乏逻辑性，情节不合理。因此，研究团队希望通过微视频帮助学生“乐于用华文作书面表达，能感
受写作的乐趣，丰富写作内容”。微视频教学模式从观看微视频开始，过后通过提问，在科技平台上让学
生思考与分析，同侪间针对视频进行讨论，并和老师一起总结视频内容的主题、人物形象等技能，经过这
一系列的思考与讨论，教师才给出对应的作文题目。这项研究已在本院连续进行了两年（2020-2021），
今年我们以137名低年级学生为研究对象，再优化教学策略，希望持续为中学低年级写作教学提供一个简
易、操作性强的教学方法，以提升学生的写作能力，并加强学生写作的信心。
【关键词】华文写作、微视频、中学低年级
 

汉语二语者动名搭配习得研究
姜晓欣 北京语言大学

【摘要】本文将从研究内容、研究语料、研究结果三部分概述论文内容，具体如下。 一、研究内容 通过
动名搭配中名词宾语的语义类别、错误搭配的类型分布、不同母语背景 二语者动名搭配产出量三个维度
考察二语者与母语者、不同母语背景二语者（日 语、韩语、维吾尔语）HSK 作文中产出的动名搭配是否
存在差异。 二、研究语料 二语者语料我们选取了 2010 年 10 月 HSK 考试作文 90 篇，其中，韩国、日 本、
中国维吾尔族二语者作文各 30 篇。母语者语料是高三及其以上学历的汉语 母语者按照 HSK 作文考试要
求写的同题作文，共 30 篇。 三、研究结果 1、动名搭配中宾语对语义角色的优先选择关系是“受事>对
象>等同>致使> 结果”，二语者与母语者动宾语义类型选择顺序基本相同。 2、动词误用占偏误总数的一
半，是主要的偏误类型。 3、日本二语者与韩国二语者产出正确搭配的比率不存在显著性差异，产出 搭
配总量最多、错误搭配数量最少的是维吾尔族二语者。
【关键词】汉语二语者、书面语、动名搭配

汉语学习者常见的母语负迁移及教学对策
蒋一鸣  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

【摘要】以英语为母语的汉语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常常会受到母语的干扰，这种现象被称为“母语负迁
移”。因英语和汉语具有明显差异，以及学习者受母语思维的影响，“母语负迁移”现象在以英语为母语
的汉语学习者群体中屡屡发生，且有一定的规律性和同质性。研究母语负迁移有助于发现汉语学习的重难
点，指导教师更有针对性地开展汉语教学，从而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增强学生的动力和信心。过往文献
和本项研究显示，常见的母语负迁移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语音、词汇、句法、书写系统及文化背景。本
项研究将对以上五方面进行详细介绍和说明，并提供如下三点教学对策，以减轻母语负迁移对中文学习的
影响：归纳常见错误点并提供配套练习；营造“沉浸式”汉语学习环境；保持耐心并鼓励学生从错误中学
习。
【关键词】母语负迁移、汉语学习、教学对策

韩中后缀“X家”的语义研究 
金梅 ·朴兴洙   韩国外国语大学

【摘要】汉字和汉语最早在商末周初就被箕子传播到了‘朝鲜’， 汉语教学在韩半岛的历史源远流长。
作为汉字文化圈和儒家文化圈的国家，韩国对汉字、汉语和汉文化一直有较强的认同感。 韩国是大约从
公元600年开始，借用相当于汉语中高音的语音和文字。在韩语词语当中汉字词所占比例相当高， 虽然《
训民正音》（1446年）颁布之后， 韩国有了自己的文字， 汉字词的使用早己深入人心。韩语中的汉字词
大多保留唐宋时期的中古音韵， 书写上基本采用繁体字， 因此，韩国是最早接触和吸收汉字汉文化进行
汉语教育的国家。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不管是国家层面还是民间，韩国一直保持着汉语教育的传统。本
文研究的是汉语和韩语中共同使用的后缀“X家”（“X가”）的语义对比，特别是着眼于它的语义特性，
阐明意义差异为研究目的。韩中 “X家”的语义可分为同义，转移，变异的关系。笔者以类后缀“X家”
的语义特征、语用特征等方面来浅析“X家”词缀化产生的原因。韩中两国同处“汉字文化圈”之中，有
着密切的联系。第二语言的习得离不开牢固的第一语言基础。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研究已经成为一门独立的
学科，研究日益精深。各国的汉语学习者，在自身文化特点的影响下，对汉语语言的习得、难易把握、也
有着不同特点。其语言的共性及个性更有着不同于其他的特点，这为中韩语言研究提供了必要性，也为对
韩国的汉语学习者的研究提供了必要性。第一语言对第二语言的影响和干扰，所以常常会使第二语言的学
习者自觉不自觉地要以第一语言为标准来套用所学的语言，因此产生“对等”意识和偏误现象。希望中韩
共同使用的后缀“X家”的语义对比研究，对中韩之间跨语言跨文化研究的引玉之砖。
【关键词】 “X家”、类后缀、语义差异、韩国汉语学习者.

明末西班牙传教士菲律宾漳州闽南话教材古今韵母分合考辨 —以《汉语语法：漳州话语言艺术》（1620）
西班牙巴塞罗那图书馆善本为例
金美  中国厦门大学

【摘要】本文以在菲律宾马尼拉传教的西班牙道明会（又称“多明我会”）传教士撰写于1620年的教材
《汉语语法：漳州话语言艺术》（下文简称“漳州语艺”）西班牙巴塞罗那大学图书馆善本漳州闽南语为
例，对比考察今漳州话（下文简称“今漳州话”）与《广韵》音系韵母（每字所属韵摄开合等次及声调用
小字号标注于每字右下角），查考辨正明末菲律宾漳州闽南话与今闽南话韵母古今分合的历史音变遗存，
颇有启示意义． 
【关键词】 明末西班牙传教士、菲律宾漳州闽南话教材、古今韵母分合

跨语言视角下汉语结束义动词的语法化研究
景高娃  浙江外国语学院 

【摘要】本文采用共时和历时相结合的方法，对汉语结束义动词的语法化过程进行分析，并借鉴语义地图
的方法，描绘结束义动词的多功能性。事件连接功能的产生是结束义动词语法化非常重要的一环，符合类
型学结束义动词语法化的一般路径。在共时平面上，对方言中的结束义动词的关注还不足。“罢”在普通
话中已很少使用，但保留在豫北方言中，进一步虚化，并扩展出表达经历的用法。从跨方言或跨语言的角
度来看，汉语方言和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语言中的结束义动词有相似的从完结到经历的扩展路径。已见报
道的境外语言的结束义动词可以表达“以后”“已经”“完结”“接续”“过去”“完成体”等多种功能。
汉语结束义动词向完成体甚至经历体方向发展，体现了类型学的共性。
【关键词】结束义动词、多功能性、语法化、经历体

认知视域下韩国学生能性述补结构的习得研究
雷婷  中山大学 

【摘要】能性述补结构一般是指“V得/不C”结构，是汉语的一种特殊句法结构，该结构的使用条件相对
比较复杂，在韩语中没有完全相同的对应形式，因此韩国学生在使用该结构的时候常常出现各种偏误。传
统的“V得/不C”结构教学主要偏重于结构形式的描述，学习者虽然能记住能“V得/不C”的结构形式，
但是能准确理解把握并有意识地正确使用该结构的学习者却不多。本文尝试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对能性述
补结构“V得/不C”进行习得和认知研究，试图探索出能性述补结构“V得/不C”的认知加工机制，并以
此为依据帮助对外汉语教师找到更为科学有效的教学策略。
【关键词】能性述补结构、二语习得、认知研究、汉语教学

新马地区私会党的行业隐秘语
李国樑  新加坡独立民间文史研究员、民间文史顾问

【摘要】新马的华人帮会源自中国清朝的天地会，殖民地政府称之为secret society（私会党）。虽然一
些私会党员曾经回国反清，大体上私会党的本质已演变成通过武力争夺地盘，以新客与黄赌毒为主要营收
的社会罪案源头。19世纪末，新加坡私会党被令“解散”后，成立以洪门“廿一”为根基的“天地人神”
派系，行语亦趋向本土化，例如“平中”和“崩角”两大主流招纳新丁时都会“做大戏”和“布袋戏”，
急功好利的私会党老大则“去角”；私会党内部职位有426、415、49等，民间形容“08、24、369，敌
不过999（警方号码）”；一旦“风来了”最好马上把“白鱼”藏起来。此外，“开台”跑码头必须以《
五祖船》对诗，跟“水”相关的隐语甚至通俗化，成为民间方言惯用的俚语。 
【关键词】新加坡、天地会、私会党、行语

关于华文实时在线课堂互动技巧的思考
李静  范静哗博士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COVID-19的疫情导致许多青少年的学习场域从传统的同一物理空间的课堂转到虚拟空间的实时
在线课堂，实时在线教学的互动环境的改变也导致传统的师生互动条件发生了变化。当教师和学生分散在
各自的生活空间，在共享的虚拟学习空间中师生的互动与传统课堂相比，相对缺少非言语交流，这对学习
者的投入和注意保持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教师需要进行专门调整才能发挥在线教学的效果。本文从青少年
心理学的角度探讨注意力及其与在线学习的关系，进而分析在线课堂中的常见任务，并总结在线教学中的
一些互动技巧，目的在于通过形成良好师生关系、积极的学习氛围来加强课堂互动，为学习者赋能。文中
总结的互动技巧主要包括：1.激发学习动机的互动技巧，如提问、反馈、非言语交流等；2.教学过程策略
的互动技巧，如明确学习任务、设计话题以及任务导向教学等；3.差异化教学策略的互动技巧，如应用资
讯科技支持差异化教学、组织统筹课堂中的互动。
【关键词】在线课堂、非言语交流、青少年学习心理、在线互动

关于强调数量“就”的重音形式
李美京 韩国大邱大学
            
【摘要】本文主要以声学的方式针对既可强调数量多又可强调数量少的副词“就” 进行的研究。前人对
此研究已经很多如，在句法、语用、语义演变、语义指向、主观量等方面，但在韵律方面的研究却很少，
且几乎都靠语感来判断“就”是重读还是轻读。本文要对“就”的本体研究与韩汉对比研究同步进行，考
察在有无“就”的单量式结构中重音形式有何区别，还要看中国人和韩国人对“就”句子的音长和音高有
何不同。实验材料选择了《现代汉语八百词》，《现代汉语虚词词典》中的例句及自己调整的例句，一共
20个句子。实验对象为中国人3名，韩国人3名，各读三遍。分析对象一共为360（20*3*6=360）个句子，
57，600（20*160*3*6=57，600）个音节。本文要分析句中有无副词“就”的两种情况下，句中音长和
音高的不同。研究结果大体如下，第一，通过分析音长和音高来看，句中有无“就”时，重音位置有所不

同，没有“就”时，重音放在句末数量单位上，并且各音节的音长相差不大。强调少量时重音既可在“就”
上，也可在“就”后的数量单位上；强调大量时，重音放在“就”前。第二，韩国人不管副词“就”在哪
儿，一般都把重音放在数字上，有些人把它放在动词上。可见，韩国人对句中出现强调数量的副词“就”
的重音格式不太了解。第三，韩国人的每个音节音长区别不大，而重音的表现不太凸显。
【关键词】重音、 副词“就”、音长、音高

东南亚华语早期词汇发展变化研究
李权  北京师范大学

【摘要】本文以《叻报》《新国民日报》为研究对象，分别选取1917-1920（本文称之为“前期”）和
1930年前后（本文称之为“后期”）的等量本地新闻语料进行两点间的词汇比较，主要有以下两点变化：
第一，文言形式减少，白话形式增加。早期华语的语言风格可归纳为“文白相融”，即尚古的文言词和通
俗的白话词并存共用。对比前后期，文言形式有所减少，白话形式有所增加，体现出文言向白话的过渡特
点。第二，由不稳定趋于稳定。表现为如下语言事实：其一是同义形式的选择，如同素异序词，其二是异
形词的选择，包括自源和他源两类。它们均表现出前期词形丰富，且频次相近，后期出现了主要词形的变
化。以上几种变化主要受以下三种因素的影响：其一，早期国语的影响；其二，东南亚本土因素的影响；
其三，外语的影响。从“史”的角度来看，应该将共时和历时的研究思路相结合，多角度考察影响华语发
展变化的因素。
【关键词】东南亚华语、叻报、新国民日报、词汇

基于网络技术支持下韩国高校汉语教育现状
李秀彬 韩国仁荷大学/中国天津师范大学

【摘要】随着网络技术的普及，不受时空限制可以展开汉语教育。在疫情情况下，多数韩国高校采取了基
于网络技术支持下的远程汉语教育。本研究主要考察对象为20所韩国重点高校的汉语教育现状，主要考
察范围为韩国政府的官方文件、高校常用的LMS系统，K-MOOC平台、KOCW高校资源共享平台、高校
的OCW平台、高校官方网站进行了考察。考察得知，1）汉语与其他外语相比，韩国政府对汉语教育方
面的支持力度变化不大，可说明为韩国政府重视汉语教育。2）韩国高校利用LMS系统开展混合式学习以
及远程教育提高汉语课堂教学的绩效。3）通过K-MOOC管理实施策划可以看出，韩国政府重视基于网
络技术支持下的远程教育，以及远程教育有着一定的意义。本文进行了基于LMS系统支持下的汉语课堂教
学设计。LMS系统可以实现以学习者为中心的课堂教学，又可以减少教师的备课时间。基于LMS系统的汉
语课堂教学可以分为三大环节开展不同的教学活动。1）课前环节主要进行资源学习，比如：教师把教学
资源上传到LMS系统让学习者进行自学。2）课中环节可以点击远程会议（ZOOM与谷歌会议）开展远程
教育。3）课后环节利用LMS系统上的练习，考察学习者的掌握度。4)学生互动方面，LMS系统上教师创
建小组之后，不仅可以进行生生互动，还可以线上会议当中可以进行师生讨论。本文的研究工作可以为对
韩国汉语教育的信息化与汉语教学改革工作提供参考并借鉴。
【关键词】汉语教育 、系统

混合式学习模式运用于文学教学的设计与实践—以H2华文与文学小说教学为例
李志元  新加坡莱佛士书院（高中部）
张曦姗  南洋理工大学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随着数码科技的普及，课堂的教学形态及学生的学习方式也有了巨大的改变。混合式学习模式便
是其中一大教育趋势。学生在选读H2华文与文学这门课前，较少接触过文学作品，也缺乏深入分析文本
的能力。因此，如何带领学生深入分析课程中的所有作品，并教授学生分析文本的能力便成了一大教学难
点。本文试图以H2华文与文学课程下的小说教学为例，探究如何将混合式学习模式运用于文学教学上。
首先，本文将介绍研究背景与对象，并阐述新加坡混合式学习模式的概念和理论依据。接着说明运用混合
式学习模式于小说教学上的实践过程。最后，本文通过学生调查问卷、聚焦访谈及教师观察来检视教学设
计与实践的成效，再反思教学过程中所面对的挑战。
【关键词】混合式学习模式、H2华文与文学、小说教学

“年老”对新加坡华族年长病患意味着什么？—以医患门诊会话中的“年老”为例
林鼎勋   林尔嵘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摘要】在公共医院的门诊互动中，时而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一些年长患者会在话语中向医生标榜自己“
年老”的身份，如：“这么老了”、“我岁数有了”、“八十七岁了啦”等等。我们发现，这些以话语标
识自己或他人的“年老”身份不只是单纯的在传达信息。实际上，在不同的会话序列环境中，以话语标识

“年老”作为会话行为能达到不同的话语作用。以新加坡某一家医院的门诊语料为例，我们结合会话分析
（Conversation Analysis）方法与身份类属机制（Membership Categorization Device）的视角，
探讨“年老”这一身份类属在门诊互动中的作用。研究显示，一些华族年长患者会向医生标榜自己“年老”
的身份，以完成特定的话语行为，包括：一、合理化自己的病症；二、拒绝医生的医疗建议；三、辩解自
己身体功能的缺失。通过分析这些年长患者标识“年老”身份类属的互动序列及相关的会话行为，我们旨
在揭示新加坡华族年长患者对于“年老”这样一种身份标签的观念及认识，说明身份类属机制是如何搭建
起交互双方对话语的理解，也为医患沟通研究带来新的启发。
【关键词】会话分析、互动语言学、身份类属机制、年老

维吾尔语、西部裕固语颜色词文化内涵对比研究—以“黑”“白”为例
林雅琛   中央民族大学

【摘要】本文总结对比维吾尔语和西部裕固语“qɑrɑ/�ɑrɑ黑”“ɑq/ɑq白”的义项发现，两种语言“
黑色”既含褒义也含贬义，均有伟大、尊贵、有力、程度深、粗糙、无知、坏、反面的和孝服等义。但维
吾尔族接受了汉族“黑色”代表非法、秘密的认识。维吾尔族和西部裕固族都认为“白色”代表吉祥、善
良。西部裕固语“白色”可指所有奶制品和非宗教职业者，维吾尔族受到其他民族影响，借入了白色“落
后、反动”等贬义。并从社会生产实践、宗教信仰、风俗习惯三方面讨论“黑”“白”文化内涵的异同原
因。
【关键词】维吾尔语；西部裕固语；“黑”“白”颜色词；文化内涵对比

试论对外汉语教材中的拼音教学设计及拼音对教学的辅助作用—以《博雅汉语（第二版）》为例
刘迪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

【摘要】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开始学习汉语，各种对外汉语教材层出不穷。语音教学在语言学习初
期有着重要意义，对于汉语来说，拼音教学是发展其他语言技能的基础。教材是教学的依据，一些对外汉
语教材中对拼音教学的设计缺少科学性和系统性，并且没有较好的利用拼音辅助之后的技能教学。本文共
有五章，以《博雅汉语（第二版）》九册书为研究对象，分别从研究目的和意义、拼音教学设计、拼音练
习安排、拼音辅助其他语言技能教学、研究结论等方面展开论述。《博雅汉语（第二版）》总体而言在拼
音教学方面较为完善，但在发音方法教学和拼音练习方面仍可提升。本文详细分析了教材中拼音部分的优
劣利弊，希望能为其他对外汉语教材的编写完善提供思路，提高对外汉语教学的质量。
【关键词】对外汉语、拼音教学、教材设计

台湾“国语”新义新用的“杀”
刘吉力  长沙师范学院文学院  

【摘要】台湾“国语”的“杀”动形兼备，以动为主，辅以形容词用法。形容词“杀”主要有“狠/酷/低”
三个义项，各义项来源不同；历时考察“杀”，呈现由升到降的发展态势，义项由单到多再到以“低”义
为主，“杀”的发展演变有其内外部原因；对比其他多个华语社区，台湾“杀”与其形成有无之别的新生
差异。新义新用的“杀”充分体现了台湾“国语”的变异性及独特性，因此是研究其最新发展演变的典型
案例之一。
【关键词】台湾“国语”、“杀”、形容词、变异

更好地与文献对话：留学生学位论文转述结构考察与教学
刘锐  澳门大学

【摘要】学术写作中，引用是与已有研究建立联系、创建自身研究空间的重要方式（Swales， 1990）。
因此需要大量地使用诸如“某某发现/认为”、“在某某看来”这类转述结构。学术英语（EAP）研究表
明，二语学习者在掌握转述结构上存在相当的困难（Neff et al. 2003；陈建林，2011）。本研究旨在考
察汉语二语者的学位论文中转述结构的使用情况。本研究从CNKI硕士学位论文库中随机选取了13篇留学
生用汉语撰写的学位论文作为考察对象。由于引用通常集中地出现在文献综述部分，因此考察的重点放在
论文的“研究综述/研究现状/文献综述”部分。我们使用Liu & Wang（2019）的分类体系对转述结构进
行了标注。结果显示，留学生学位论文中使用最多的是过程性转述，其次是话语性转述，最少是发现性转
述、认知性转述。对比成熟写作者的论文（刘锐、黄启庆、王珊， 2021），留学生过度使用过程性转述，
而发现性转述、话语性转述的使用比例偏低。结合不同转述结构的功能来看，留学生在引用中主要关注的
是研究对象、方法，而对结论、成果、作者的观点缺乏足够的讨论和分析。此外还存在以下问题：转述语
的功能类型、种类单一；（2）转述语误用；（3）转述结构滥用，造成无意义的引用。针对这些情况，
本文提出应该对转述结构进行针对性训练，综合使用范文学习、结构控制训练、改写等练习方法，帮助二

语者理解和掌握多样化的转述手段，以提高汉语学术写作的水平。
【关键词】转述结构、学位论文、引用、学术汉语、学术写作

虚拟世界和元宇宙：汉语国际传播的应用现状和未来的可能性
卢文慧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研究生

【摘要】依托现代信息技术和互联网平台在线教育的不断发展，“互联网+”开展汉语教学受到汉语教师
与汉语学习者的共同重视，使汉语国际传播更多样化。虚拟世界是一种持久的在线计算机生成环境，在远
程物理位置的多个用户可为工作或学习进行实时交互。本文首先介绍了虚拟世界的历史发展和元宇宙的概
念。元宇宙是互联网的延伸，允许用户彼此之间以及周围的环境进行互动，包括虚拟现实（VR）和增强
现实（AR)。人工智能（AI）的使用现已成为汉语国际教育的现实。通过特别关注四个特性，虚拟世界或
元宇宙的集成网络在四个领域取得进展：沉浸式现实主义、访问和身份的普遍性、互操作性和可扩展性。
对于每个领域，当前状态和需要的发展，这些特性被认为是可行的多元核心组成部分。本文考虑虚拟空间
在当代汉语国际传播的应用现状，以及元宇宙新技术领域的影响。以当代汉语为对象，以多学科交叉为视
角，结合汉语国际传播的相关实践，虚拟世界利益相关者和开发人员之间未实现的协作，构成人类社会文
化互动的一个引人注目的领域。伴随新技术发展和教学理念变化，在虚拟世界和元宇宙视野下展望汉语国
际传播发展的新思路。
【关键词】元宇宙、虚拟世界、人工智能、汉语国际传播

东南亚华语量词历时发展调查与思考
卢月丽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摘要】本文以东南亚华语为对象，以“史”的眼光观察东南亚华语中量词的历时发展面貌，最终按照“
史”的范式形成比较完整的表述，试图从一些具体的方面展现东南亚华语发展演变的内容及过程。文中把
东南亚华语量词的发展归纳为以下三种模式：上扬式、下行式及曲折式。在对上述语言事实考察与梳理的
基础上，文中得出以下两点认识：其一，东南亚华语量词的发展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其发展不止一种模
式，而是三种交织在一起；其二，华语量词发展演变的原因既有方言、英语的影响，又有其作为祖语具有
保守性的制约。
【关键词】东南亚华语、量词、祖语、历时研究

浅谈国际汉语教学中的跨文化理解 ―以在日教学实践为例
路浩宇  日本关西学院   
陈碧强  中国山东曲阜师范大学

【摘要】笔者以自己在日本大学试行的两次以“友谊”和“孝道”为主题的汉语口语教学实践为例，通过
学习者对“友谊”和“孝道”为主题所作的口头发表，在提升口语表达能力的同时，引导学生了解中国的
文化与哲学思想。通过观察学习者对“友谊”和“孝道”话题的口语课的参与情况，我们发现日本学生对
友谊话题的兴趣更浓厚，对友谊的理解比孝道更深，对友谊价值的认同大于对孝道的认同。日本是原子化
社会，由于个人本位思想在日本的盛行，学生对于跟自己关联紧密的同时代事物表现出更大兴趣。孝道涉
及两代人或三代人之间的关系，复杂程度远大于友谊，故不太容易引起在“核心家庭”的时代背景下成长
起来的当代日本大学生的同情与理解。由此可见，任何一种观念都与它的历史和人文环境有关，是传统延
续和社会生活的产物。由于“孝”涉及到代际关系，日本学生对“孝”的认识相对浅薄，往往是泛泛而谈。
由此引出对教学目标的思考：一，国际汉语教学不应仅仅停留在“术”的层面，而应在锻炼学习者基础能
力的前提下，上升到对学习者的人文关怀与灵性启迪的大道上来。二，知识传授与文化交流是两个层面的
问题，知识传授是无条件性的，而文化之间的融合是有选择性的。国际汉语教学需要在尊重文化多样性的
前提下进行。
【关键词】国际汉语教学、友谊 孝道、人文关怀
  

怒苏语多义词的文化内涵
罗自群  中央民族大学

【摘要】怒苏语是生活在中国云南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福贡县的怒族怒苏支系说的一种语言，属于汉藏语系
藏缅语族彝语支。怒苏语词汇，按照义项来分，有单义词和多义词两类。本文重点从多义词这一方面来分
析怒苏语词汇所体现的文化内涵，通过与汉语、藏缅语族其他语言的比较，来说明怒苏语词汇文化内涵的
特点。文中所用的怒苏语词汇都是来自本人田野调查获取的第一手语料。一、怒苏语多义词的类型：如果
以汉语为参照点，怒苏语中存在一些多义词——一个怒苏语的词，可以有两个及以上的汉语词语和它相对
应。既然是多义词，语音相同，语义相关。根据词性，可以把怒苏语多义词分为两类：1、词性相同的，

2、词性不同的。（一）怒苏语词性相同的多义词  怒苏语词性相同的多义词比较常见的是名词、形容词
和动词。（二）怒苏语词性不同的多义词  怒苏语词性不同的多义词，比较常见的是一个多义词具有两种
不同的词性，当然，也有一部分多义词不止两种词性。二、怒苏语多义词的文化内涵：我们把怒苏语词性
相同的多义词看做是静态相关，而把词性不同的多义词看做动态相关。和汉语比，和汉族比，使用怒苏语
的怒苏人和汉族在认知上存在着诸多差异，汉语的表达显得更精细一些，而怒苏语则比较笼统一些。怒苏
语多义词的这种特点，充分体现了怒苏语的文化内涵。
【关键词】怒苏语 、多义词、文化内涵

汉语二语者书面产出词汇多样性的文本长度效应研究
马庆 北京语言大学

【摘要】词汇多样性是二语表达能力的重要标志，是计算机自动作文评分的重要采集变量，但是词汇多样
性测量指标与文本长度之间存在复杂的关系。本研究从2010年4月HSK写作考试的实测大数据中选取154
份语料，重点探究了汉语二语者书面产出词汇多样性与其文本长度的关系。结果发现：（1）词种数、
TTR、Root TTR 、Log TTR等8个测量指标可作为词汇多样性测量的有效参量，但通过相关分析结果可以
看出，当文本长度过短的时候，很难反映出词汇多样性与作文成绩之间的关系；（2）8个测量指标均存
在文本长度效应，其中MATTR受文本长度的影响较小；其余7个测量指标随着文本长度的变化整体呈现出
线性的变化趋势；（3）当文本长度在60至100词范围内时，除MATTR外，相同文本长度下的LD值均存在
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关键词】词汇多样性测量、文本长度、语言产出、作文自动评分

西南官话中古非晓组字混读的声学考察—以四川中江为例
饶冬梅   西华大学

【摘要】古非晓组字的混读在西南官话中较为常见[1][2]。西南四省（四川、云南、湖南、湖北）方言中
非晓组字的混读主要体现为八种类型（见表1）。本文以四川中江方言的古非晓组字今读作为深度调查对
象（前人调查结果为Type2类型[2][3]），选择10位年龄在55-65岁区间的发音人（男女各5），得到约
9000个语音材料，提取擦音中段20ms的谱重心CoG（Center of Gravity）和标准差SD(Standard 
Deviation)两个参数[4][5]，从声学和感知两个角度考察了四川湘语中非晓组字混读（merger）以及语
音性变读（phonetics variation）的原因[6][7]：非晓组字的混读，跟[f]/[xu]发音的相似性以及感知混
淆有关，和语言接触也有密切关系。四川湘语受强势方言（Type 1）及普通话影响，混读规律出现例外
之外的字有所增多，混读的条件也逐渐走向单一化。
【关键词】四川湘语、混读、语音变读、语言接触

河北方言的“去分阴阳”现象
桑宇红  白茹 河北师范大学 

【摘要】学界对河北地区保定、唐山、秦皇岛地区冀鲁官话保唐片轻声前去分阴阳的现象已有报道，较早
应是《昌黎方言志》（1960），后有李思敬（1995）对宁河方言，接着田静（2007）、刘克龙（2010）对
唐县，后又有郑莉（2014/2019）、白茹（2016）、曹庆改（2018）、李仕颖（2019）、尹凯（2020）等
分别报道了与保定毗邻的石家庄的深泽、无极、辛集及衡水部分地区安平、饶阳也存在“去分阴阳”的现
象。河北方言去分阴阳具体表现为：（1）在单字调层面可以区分阴阳去，如无极和深泽；（2）在连读层面
区分阴阳去；主要分布于保定地区的曲阳、定州、唐县三个县市；（3）仅在轻声前连读时区分阴阳去，
主要分布于保定及石家庄、衡水部分毗邻保定的地区。
【关键词】河北方言、去分阴阳、连调及轻声、保唐片

课例研究：放声思考在阅读教学中的策略与设计
盛丽春、韩爱玲、幸锦龙 、胡晓苏  四德女子中心
张曦姗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为了提高学生在阅读理解、感悟欣赏及延伸拓展方面的能力，本校研究团队通过放声思考阅读策
略(Think Aloud Strategy)进行有系统、有针对性的阅读教学。放声思考策略是将个人内在的无声思考，
用口语表达的方式，将心中所思考的内容说出来。老师能借此了解学生的思维过程并加以引导纠正。放声
思考方式是展示思考能力的有效方法，让思维可视化，同时也能训练学生的口语表达能力。本研究以79
名中二高华学生作为研究对象展开三轮的课例研究。本文首先从研究背景、研究对象和研究目的做一个整
体介绍；接着阐明理论依据和相关概念；再具体介绍整个研究的教学实践过程。研究结束后，通过调查问
卷、教师观察以及学生反馈进行分析，最后再反思教学过程中所面对的难题与挑战。

【关键词】课例研究、放声思考、阅读教学

“洪武赶散”与苏北江淮官话
石绍浪  北京语言大学

【摘要】“洪武赶散”是指明初苏南向苏北平原一次大规模移民，虽然正史没有确切记载，但在苏北民间
普遍流传。苏北江淮官话入声韵有一个较为独特的特征，曾梗摄一二等帮组字读圆唇后元音韵母，并与通
摄合并，其分布与“洪武赶散”的移民范围基本吻合。比较发现，苏北江淮官话的这个音变应是源于苏州
移民的影响。今苏北江淮官话入声韵类突破中古韵摄的格局，发生了简化，也可能是明初苏州方言在苏北
扩散的结果。余论认为，在分析江淮官话与吴语关系时，不能只局限于“同源”的角度，还应考虑明初苏
州苏州方言在苏北的扩散。
【关键词】“洪武赶散”、苏州方言、苏北方言、江淮官话、入声韵

德国语言学家加布伦兹及其《汉文经纬》研究
宋楠  德国国际合作署中德合作中心； 波恩东亚研究院chinnotopia中国论坛

【摘要】本论文第一章介绍了与乔治·加布伦兹有关的史实，包括十七到十九世纪西方汉学的兴起、独立
与发展、加布伦兹家族史和乔治·加布伦兹的汉学之路。 第二章到第四章将《汉文经纬》拆分为“汉语
基本面貌”、“分析系统”和“综合系统”研读与解析，完整展现加布伦兹的语法思想和其构建的古代汉
语语法体系。论文的第五章和第六章，分别探讨了加布伦兹在西方近代语言学历史上所起的作用，以及对
汉语语法思想史的影响、突破和超越。同时在论文结语部分，讨论了中外语言学界对于《汉文经纬》一书
不甚明晰的几个问题。
【关键词】加布伦兹  《汉文经纬》

华文作为第二语言新闻听读教学的文献综述
孙晓颖   张丽妹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新闻听读教学在华文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中更是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本文回顾和介绍了
2001-2021年二十年间华文作为第二语言新闻教学的相关研究，文献主要来源于中国知网 (CNKI) 和Web 
of Science等数据库。本研究的文献综述主要围绕四个研究问题：第一，华文作为第二语言新闻听读教
学的目标有哪些？第二，华文作为第二语言新闻听读教学的原则是什么？第三，华文作为第二语言新闻听
读教学的难点有哪些？第四，华文作为第二语言新闻听读教学的教学策略和方法有哪些？最后，本文结合
新的时代背景提出了华文作为第二语言新闻听读教学的优化建议。本研究的成果和发现对华文作为第二语
言新闻听读教学具有良好的指导意义，同时也为华文第二语言新闻听读教学法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和指引。
【关键词】华文作为第二语言、新闻听读教学、教学目标和原则、教学难点、教学方法 

乙圩壮语多功能语素te∶ŋ1

覃薇  中央民族大学 

【摘要】本文对乙圩村壮语“遭受”义语素“te∶ŋ1”进行全面的调查描写，并刻画出“遭受”义语素
“te∶ŋ1”功能的整体面貌。对“遭受”义语素部分语法功能的语法化过程进行探讨，归纳出其语法化的
路径和机制，为学界了解乙圩壮语“遭受”义语素功能的语法面貌和特征提供新的材料。乙圩壮语的“遭
受”义语素“te∶ŋ1”呈现出多功能性，具备了十三种功能：①“触碰”义动词；②“对、中、合”义动
词；③“遭受”义动词；④“需要、用”义动词；⑤被动标记；⑥“对”义形容词；⑦“致使”义动词；
⑧情态助动词；⑨结果补语；⑩程度/状态补语；⑪“到、轮到”义动词；⑫副词；⑬假设连词。其中，
本文调查到了“遭受”义语素“te∶ŋ1”以往没有被调查描写到的功能为：①程度/状态补语；②“到、
轮到”义动词；③副词；④假设连词。
【关键词】乙圩村、壮语、“遭受”义

祁东湘语多功能词“落”的语义演变与主观化
谭丽亚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西南林业大学外国语学院
陈海宏  云南民族大学民族文化学院

【摘要】湖南祁东湘语多功能词“落”的用法比较特殊，其语义演变属于通过增加新义而产生的多义模式，
它的多个义项在语义上有一定的关联，或直接关联，如“落”作实义动词时的多种语义；或间接关联，如
前加准词缀型小称标记“落”可能是由实义动词“落”的“降生”、“遗留在后面”等义隐喻而来的。“

落”在祁东湘语中还可以重叠，在语义和语用表达上带有一定的感情色彩，可表达说话者对命题的多种主
观态度。祁东湘语“落”语义演变的认知机制主要有类推（隐喻与之相关)、重新分析（转喻与之相关）和
主观化（褒化、贬化与之相关)等等。
【关键词】祁东湘语、“落”、多功能、语义演变、主观化

论析新加坡华人华语及身份认同的变迁
谭国勇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身份认同的建构在国家及其国家层面下的政治、经济及社会发展上有着深远的影响。它可以使人
认可该国家在政治经济及社会层面上的立场及政策，也可以让人民在某种程度上产生了归属感。教育是建
构身份认同的其中一环。据王赓武教授与陈庆文教授所示，新加坡华人身份认同，是最没有代表性，后者
则认为身份认同是有目的性地建构出来的。由此说明了新加坡华人身份认同正等待人们来填补。也正是如
此，新加坡政府通过不同媒介，包括教育政策等手段来灌输和建构自身倾向的华族身份认同，即倾向于文
化上的认同。本文尝试通过1979年讲华语运动及新加坡教育部历来的教育改革报告书，来了解其倾向和
期许。1979年讲华语运动，主要目的是要整合新加坡华族各方言群体。当时，新加坡华人社会有多达12
个华人方言群体，拥有一个共同的语言：华语，促进他们之间的沟通，减少之间的纷争，团结一致。这有
利于营造及实施双语教育政策的大环境，从中促进经济发展。然而，时间的推移，讲英语家庭的增加，使
得讲华语运动有了新的使命，即提升人们对华文的认识。新加坡教育部在报告书中所倡导的文化认识，倾
向于应对华族内部压力和需要。这回应了陈庆文认为华人身份认同是人造的说法。与此同时，随着华人移
民的移入，他们所带来的文化是否再次在原有身份认同上融合或产生分歧，则是未知数。这将会直接或间
接影响新加坡华文华语以及教育发展的走向。
【关键词】新加坡、华人华语、身份认同、教育

新加坡高中文学教学提问策略的探讨— QUILT框架下的教学设计与实践
唐佑彬   潘旭    李俊贤    郝德奕 淡马锡初级学院
张曦姗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在华文文学课堂上，设计优质问题能引导学生进行品读和鉴赏。因此，本研究以主修H2CLL的
61名学生为研究对象，探讨基于QUILT提问框架激发学生学习兴趣与提升学生思维能力的课堂教学模式。
本文首先介绍研究的背景、对象及方法，阐述基于QUILT提问框架的教学理念与理论依据；接着以现代小
说、诗歌、戏剧以及文言文为例，介绍如何基于QUILT的提问框架设计不同类型的问题的提问策略；本文
也根据学生的课堂反应，探讨了QUILT提问框架下不同文学作品教学的几种提问策略和问题设计类型，在
体现以学习者为中心、加强师生互动和凝聚同侪间学习力量等方面的成效。本论文最后将通过前后测的数
据对比分析、学生反馈、教师观察和学生产出检视教学设计的实施成效。
【关键词】文学教学 、提问策略、 QUILT框架、教学设计

楚辞“羌”字句与湘西凤凰方言ʧʰɑ13字句 比较研究
田晓黎  中央民族大学

【摘要】楚辞里的“羌” ，自东汉王逸注释后的1800多年来 ，众多研究者引经据典， 却始终没有确解。
《楚辞》的“羌”字是否有田野遗存？在湖南湘西凤凰方言中存在极具特 色的ʧʰɑ13 1字句。本文从凤凰
方言ʧʰɑ13字句的田野记音开始，逐条分析，总结规律，再与《楚 辞》16 处“羌”字句进行对比研究，
结果显现，凤凰方言ʧʰɑ13字句基本传承着《楚辞》“羌” 字句的语义。 
【关键词】《楚辞》  羌

国际中文学习软件的大型网络游戏化
汪歆玥  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   

【摘要】汉语学习时间长的特点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二语学习者的热情，而当下飞速发展的大型网络游戏新
颖有趣，常令人沉迷。修坝不如引流，把学生们对汉文化和网络游戏的双重兴趣融入到汉语学习的全过程，
将有助于培养学习者持续性的学习兴趣。本研究分析了当下常用汉语学习软件中的游戏模式，结合现有网
络游戏的汉元素部分，提出了将汉语学习软件大型网络游戏化的具体设想。持续化：脱胎于传统的孤立小
游戏，将累计的学习成果作为升级模式，合理地穿插各类支线任务。系统化：学习者通过注册账号建立个
人学习档案，学习任务既包括集体学习，也包括多种自学形式。针对性：以学习者的需求为导向，提供相
应的实用汉语知识。灵活性：及时更新，高度重视用户反馈。允许教师使用游戏程序和知识库，以方便与
线下教学配合使用。
【关键词 】汉语国际教育、学习软件、网络游戏、学习兴趣

“ 打（타）”字的韩国汉字音形成过程考察
王 浩  四川轻化工大学人文学院  

【摘要】“打”字，在《广韵》中有两个读音，都是阳声韵，一个是梗摄、梗韵，开口二等，上声，端母
“德冷切”；另一个是梗摄、迥韵，开口四等，上声，端母“都挺切”。但是在韩国汉字音中，“打”字
读阴声韵타[t�ɑ]。本文从历史语言学和语言接触的角度出发，认为中世韩汉音（15-16世纪）中存在的
타[t�ɑ]和뎍[tiək]这两种读音，其形成主要是中国的影响，由“德冷切”和“都挺切”两种读法，平行
发展而来，“德冷切”变成了“都瓦切”直接影响了타读音的形成；“都挺切”本来是阳声韵，在传入韩
国以后，其阳声韵尾[ŋ]变成了入声韵[k]，实现了“阳入对转”，从而形成了뎍的读音。近代以后，随着
日语词向韩语的大量涌入，“打”字的日语唐音だ[da]与韩汉音中타读 音的高度相似性，使得타读音在
与뎍读音的竞争中，取得了最终的胜利。

汉语方言亲属称谓中的音变
王红娟  山东师范大学  

【摘要】亲属称谓是方言词汇中重要的一类，我们在考察方言间的词汇差异时，亲属称谓往往是重要的参
照项，如《汉语方言地图集 词汇卷》共有203条词汇图，其中涉及亲属谓的就有“爷爷、奶奶、外祖父”
等14条。在对汉语各方言中的亲属称谓进行梳理时发现，汉语方言的亲属称谓中普遍存在音变现象。比
如，山西运城的“弟”，单字音为“ti33”，但在“兄弟”一词中读音变为“thi33”。本文的音变的含
义是指：1.某个字或某类字在称谓词中的读音与其他情况中的读音不同。2.某个字或某类字在称谓词中的
读音于古今演变规律不合。本文讨论的方言亲属称谓中的音变类型主要有以下三种：个别音变、系统音变、
别义音变。
【关键词】汉语方言、 亲属称谓、 音变

乡村振兴背景下民族地区发挥语言经济效能路径的再探讨—基于西藏自治区林芝市M县的个案研究
王娟  陕西师范大学

【摘要】语言能力是重要的人力资本，语言经济效能是语言的重要社会效能，语言扶贫工作作为中国贫困
治理体系的有机构成，在国家脱贫攻坚的重要阶段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
后，民族地区的语言文字工作在扶持对象、政策范围和顶层设计方面也相应需要作出一定的调整。本文试
图在乡村振兴背景下进一步探讨如何继续发挥语言经济效能的路径。
【关键词】乡村振兴、语言扶贫、民族地区

四川方言的音系特征和两个历史层次
王倩  周及徐  四川师范大学

【摘要】 以往的四川方言研究认为，现代四川方言皆为明清时期的“湖广填四川”所带来。我们在近十
年的时间里，在四川作了广泛的方言田野调查。根据实地调查材料，我们提出新的观点：在四川省的岷江、
嘉陵江流域分布着两种不同的官话方言：嘉陵江流域分布着以成都话为代表的以“入归阳平”为特征的西
南官话方言，这是明清湖广移民带来的；岷江流域分布着以大邑话、宜宾话为代表的有独立的入声调的官
话方言，这是明代以前的四川本地方言的后裔。二者分属不同的方言层次而共存于今天的四川。本文以
2019年出版的《岷江流域方音字汇——“20世纪四川方音大系”之一》中语音材料为据，借助实验语音
学方法对成都话与大邑话、宜宾话作音系整理、以Praat软件绘制其声学元音图、声调曲线图，分析其在
音系上的规律性语音差别，说明今天的四川方言不仅具有以成都话为代表的湖广话语音类型，还有更为古
老的另一方言层次——这个音系今天仍具有入声独立、果摄一等字读为-u、麻三精见组读-i、模韵字读为-o
等语音特征。这些语音特征与成都话的湖广话语音类型有明显的差别，独立于成渝片西南官话而存在。 因
此，现代四川方言分为本地和外来两个层次：本地层次叫“南路话”，外来层次叫“湖广话”。
【关键词】四川方言、岷江流域、成都话、大邑话、宜宾话、方言音系

保定方言两字组连读变调及其若干问题
王帅臣  华北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 

在对河北省保定市下辖的24个县市区进行方言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展开本文的分析。首先描写清苑区的
两字组前字连读变调情况，以便对保定核心区域的变调情况有所了解。其次，介绍保定方言中的阴平变调、
阳平变调、上声变调、去声变调的地理分布、调值表现、调类分布等基本情况。再次，重点讨论上声变调
和去声变调。上声变调后的调值情况有一定序列性：一种是前字变调后与本声调系统的阴平接近或合流；

一种是前字变调后与本声调系统的阳平接近或合流。上声变调既有类型学上的原因，也有历史因素在起作
用。去声变调有一类和轻声有关。

西宁方言持续体标记“着”
魏萌  中央民族大学

【摘要】汉语西宁方言的体标记“着”主要表达持续体的语法意义。除单独使用，方言中“着”常与起始
体标记“上”、完成体标记“下/了”等其他体标记叠用。由此，西宁方言的持续体标记“着”多构成
“V着V”、“V着C”或“V着＋从句”三种结构。西宁方言持续体标记“着”常与起始体标记“上”、
完成体标记“下/了”等叠用，且均处于其他体标记之后，即动词后第二位置。叠用中，“着”仍表达持
续体的语法意义，其语义与前一体标记层层套叠，具有一定顺承关系。如与起始体标记“上”叠用时，“
上”的语义指向前面的谓语动词，构成“V＋上”结构；“着”的语义则指向“V＋上”这一整体，表达
动作行为开始并将进一步持续的状态，“着”具有一定未完整体范畴义。“V＋上＋着”结构还可续接其
他动词或补语成分，构成“V＋上＋着＋V”结构。此外，西宁方言持续体标记“着”常以“V＋着＋C”
形式用于述补结构谓语句中。其中，C可为程度、情态、结果、数量等多种类型补语，形式上可由单个形
容词或副词、数量或偏正短语及主谓结构充当。语义层面，“V着＋C”由“V着”与C两个时间过程构
成，C主要由“V着”引发或伴随，即两个过程包含一定的逻辑因果关系，这种关系可以是显性的也可以
隐性的。除构成“V着V”、“V着C”和“V着＋从句”结构外，持续体标记“着”还可用于西宁方言的
存现句和“的字结构”中，其用法具有一定独特性。
【关键词】西宁方言、着、持续体标记

“口”的比较词义探索
吴宝安  湖北大学文学院 

【摘要】“口”这一概念在汉语中主要有“口、嘴”两个词，根据它在汉语、汉语方言以及其他语言中的
用法，我们整理出了12组与“口”有关的共同引申，这些共同引申都可以通过“转喻”和“隐喻”来解
释。 基于转喻的共同引申有7条，如： 与言语功能相关，“口”引申出“说话、话语”义。与饮食功能
相关，“口”引申出“口味”“人口”义。与临近部位相关，“口”引申出“脸、鼻、咽”“口部饰物”
义。基于隐喻的共同引申有5条，如：与形状、位置都相似，“口”引申出“容器等器物通外面的地方”
和“出入的通道”义。与形状相似，“口”引申出“（山谷、水道等）大的豁口”“突出的部分；尖儿”。
这12组共同的词义引申在汉语、汉语方言以及英语、俄语、西班牙语、日语、泰语、印度尼西亚语、壮
语等语言中都以共词的方式出现，因此，我们可以将其看作是“口”在语言中的共同演变模式。
【关键词】“口”  比较词义 、共同演变

新加坡中学华文快捷课程后进生
语文学习的挑战和独立学习能力的培养
吴宝发  张曦姗  周淑君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后进生学习一直是教育工作者关注的课题，新加坡教师也不例外。后进生学习问题复杂，包括语
文基础薄弱；个人学习态度不良；缺乏独立与迁移的学习能力；课堂教与学方法不当等。本文立足于本地
一所中学的校本研究，借助文献研究法、问卷调查法与观察法，对中二快捷班24位后进生的学习特点进
行梳理，由此作出为期六个月对3个单元的教学调整的尝试，旨在分析后进生在课堂中语文学习的挑战以
及探索他们独立学习能力的培养。本研究对2021年新教材篇章里的语文技能做一次系统性的梳理，在课
堂阅读理解教学时，强调对文章理解的元认知策略之字义层次、逻辑层次、概念层次的教学，调动学生的
元认知，以弥补学生因语文基础薄弱带来的教与学问题。
【关键词】华文快捷课程 、后进生、中学新教材、元认知

中韩跨国婚姻家庭双语学习和使用状况及问题研究
吴思敏  闽南师范大学

【摘要】近年来，中韩跨国婚姻家庭日益增多。据统计，来自中国的在韩结婚移民总数在2019年已接近
20万人。中韩跨国婚姻家庭既有别于传统华侨家庭，又有别于普通韩国家庭，在语言文化上具有特殊性。
本研究以在韩中韩跨国婚姻家庭为研究对象，对其双语学习和使用状况展开调研，并针对其问题提出解决
方案。研究分三部分进行：第一部分利用文献分析法整理并分析韩国政府对多文化家庭的政策及多文化家
庭支援中心的相关资料。第二部分利用问卷法、访谈法与参与观察法对中韩跨国婚姻家庭进行相关数据采
集，并对数据进行定量与定性分析，多维度考察多种因子对语言的影响以及因子之间的相互作用及其与内
部、外部环境的交互关系，全面把握中韩跨国婚姻家庭双语学习和使用的特点及问题。第三部分综合考虑

调研结果，针对中韩跨国婚姻家庭双语学习和使用的问题和需求，从内部（中韩跨国婚姻家庭自身）和外
部（社会机构与教育部门）提出解决方案。本研究不仅可为中韩跨国婚姻家庭双语教育提供理论基础和实
践方案，还为以其为对象的双语教材及教学资源提供理论依据，为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跨国婚姻家庭双语教
育研究提供参考。
【关键词】中韩跨国婚姻家庭、双语教育、调研、解决方案

实践与反思：国际中文教学与信息通讯技术之运用
夏雪  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

【摘要】随着教育技术的发展，如何善用信息通讯技术（ICT）来服务于教学，实现以“学生为中心”的
教学实践，成为当今教育研究的热点。在国际中文教学领域，我们也面临着如何有效地将ICT运用于课堂
教学和学生学习的问题。本文即以此为出发点，在现代教育理论的基础上，以新加坡国际学校的非汉语母
语学生为研究对象，结合IB华文课程中的一个主题单元，从课件设计及课堂教学反馈等方面对ICT在国际
中文教育中的实践情况进行探索性研究，总结ICT辅助中文教学的几个原则：包括设计ICT要以学生学习
需求为核心，ICT的课堂使用应避免“喧宾夺主”，并反思教师在ICT运用中的作用，以期对新技术下的
国际中文教学发展提供参考。
【关键词】 ICT、 国际中文、课件设计、课堂实践

The Brief Analysis of Japanese Culture's Absorp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ulture
Hui Xu   Maca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bstract: Cultural exchanges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have a history of nearly 2,000 years. The fine tradi-
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ulture have exerted great influence on almost every aspect of Japanese 
life, such as architecture, clothing and so on. At the same time, Japanese culture has made a series of 
cultural innovations and developments according to its own national conditions while absorbing Chinese 
culture for reference. Starting with the reasons why Japan absorbed Chinese culture and analyzing the 
exchanges between Japan and China from 1972 to 2011, this paper analyzes and concludes that the similar 
cultural background of the two countries is the basic reason for Japan to better learn from Chinese culture. 
Finally, this paper expounds and analyzes Japan's absorp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ulture from 
three aspects: religion, ideology and diet. It is concluded that Japanese culture originated from Chinese 
culture, and before the Tang Dynasty, Chinese culture had the greatest influence on Japanese culture; after 
the Tang Dynasty， Japan began to have a real culture, but it was still influenced by Chinese culture.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and improvement of its own culture, it finally formed its own unique style. 
Key Words: Japanese culture; Chinese culture; Absorb; 

港式中文词汇与普通话的隐性差异
徐涵韬  北京师范大学

【摘要】“隐性差异”的概念及思想适用于全球华语对比研究，文章立足于此，讨论港式中文词汇与普通
话的隐性差异，首先以量词“枚”、动词“怀疑”以及名词“论调”为例，分析其在概念义、语法义、色
彩义等方面的表现；然后举例说明了隐性差异的三种存在形式，即有无之别、大小之别和程度之别，并指
出三者之间联系密切，不能孤立讨论；最后，文章认为未来研究应增强对华语隐性差异的考察分析，拓展
隐性差异的研究内容、语体范围及比较对象。
【关键词】隐性差异、词汇、港式中文、普通话

基本核心词词义的跨语言表现与特点—以61种语言为例
许可  冉启斌 南开大学

【摘要】本文建立了61种语言60个基本核心词词义数据库，从跨语言角度对其进行了细致考察。数据库
中共有义项约11440个，平均每词义项略超3个，最多达21个。平均义项数方面，动词最多，形容词其次，
名词、否定副词随后，数词、代词最少。义项数可能受词与外部世界的关联性、在词汇系统中的基本性以
及概念本身模糊性的影响。对词义引申深度赋值后，看到动词、形容词、名词的词义引申能力分较高，各
词的平均义项数与该分排名不一致。语言、词类对义项数量、引申能力分影响显著。通过网络图谱对词义
进行聚类分析和可视化分析后，基本核心词被分为10类，词类对聚类有影响。动、名、上形成较大词团。
名词[±指人][±身体部位]，形容词[±积极/消极]等特征会使词类内部形成关系更紧密的小类。图谱中，
hand连接动词和身体部位名词；head连接身体部位名词和指人类名词；man连接指人名词与褒义形容
词；one连接指人名词和数词；die、sleep等词连接动词和形容词等。

【关键词】基本核心词、词义引申、数据库、】可视化

冰墩墩的启示：中华文化符号海外传播的机遇与挑战
许琳皎  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

【摘要】北京2022年冬奥会吉祥物“冰墩墩”在国内外社交平台的爆红引起各界讨论。作为一种文化符
号，“冰墩墩”兼具多重内涵，承载着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功能。“冰墩墩”成为“顶流”，不仅
展现了中华文化强大的感召力，也为中华文化符号的海外传播提供了新思考。本研究基于符号学理论，从
视觉和语言两个维度分析符号传播的特点，挖掘“冰墩墩热”的深层原因，并从中得出中华文化符号海外
传播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基于此，笔者从符号传播的原则、内容和方式三方面提出了建议，即：调整传播
心态，着眼他者视角；加强内容设计，挖掘文化内涵；充分利用互联网媒介，引发情感共鸣。以期为中华
文化符号的海外传播提供借鉴，丰富中国文化传播领域的研究成果。
【关键词】中华文化符号、海外传播、文化传播、冰墩墩

韩国国民教育体系中汉语教育的发展与创新
许培新  山东大学

【摘要】本论文结合中韩两国历代交流的传统以及现代社会发展的趋势，在追溯韩国汉语教育发展历程的
基础上，重点考察自中韩建交以来韩国汉语教育的发展脉络，重点梳理并分析韩国国民教育体系中，大、
中小学不同层次汉语教育的发展情况以及出现的问题，总结韩国国民教育体系中汉语教育的主要特点；当
今国际大变局和新态势下，汉语教育发展面临着新情况、新问题，韩国国民教育体系中的汉语教育和学习
也在发生变化。因此基于教育理念升级、教学思路转型与教学模式创新，提出了加强韩国大、中小学汉语
教育的实践性、针对性，以及韩国汉语教育内涵式发展多元化路径的对策和建议。 
【关键词】韩国汉语教育、国民教育体系、内涵式发展

 
13—19世纪朝鲜半岛汉语教学对当代汉语国际教育的启示
许润芳  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

【摘要】朝鲜半岛有悠久的汉语学习历史，从以汉字为本、重视书面语学习到文言并重、对政治商务风俗
文化等不同领域进行全面了解，其汉语学习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汉学界人才辈出，促进了对中国制度、文
化的内化吸收及其本民族政治经济文化的进步。其中，国家层面的空前重视、语言政策的有力支持是不能
忽略的因素。目前流传的朝鲜半岛汉语教科书集中于13-19世纪，恰是两国政局革新、关系进一步密切的
时期，此类教材是今日研究两国历史上人文交往、不同时期汉语口语面貌、汉语教学法种类及影响、汉语
国际教育在半岛发展历程的宝鉴，本文以该时期《老乞大》《朴通事》《学清》等代表性汉语口语教材为
主要研究对象，结合韵书、字书及辞书类汉语书面语教材、《朝天录》《燕行录》与《朝鲜王朝实录》等
官方历史记载为佐证，共时对比同时期中国韵书。探讨官学、私学、司译院、承文院、译学院、质正官等
部门和职务发挥的历史作用，总结该时期朝鲜半岛汉语教学的优点和不足，力求为当代汉语国际教育汉语
人才培养、汉语教材编写、汉语教学法选择和语言政策制定提供一定的参考意义。
【关键词】朝鲜半岛、汉语国际教育、教学法、语言政策

语言赋能：乡村振兴多模态话语战略构建
杨城  浙江大学 

【摘要】语言是促进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乡村振兴中的每一步都离不开语言的力量。研究中首先依托多
模态话语分析综合框架，对余杭、桐庐、淳安三个乡村振兴示范地区的宣传片视频进行分析，总结其文化
、语境、内容、表达四个层面的多模态体现。其次依托质化分析的扎根理论方法，构建语言赋能乡村振兴
的战略模型，在组织、社会、个体三个层面探索赋能方向。最后，基于话语分析和战略模型提出未来语言
赋能乡村振兴的提升路径。研究发现，三个地区的多模态话语具有典型的区域特色，语言赋能乡村振兴需
要凝聚自上而下的多方力量，而国际化视角、内容的精准筹划、赋能视角的联动共振则是未来乡村振兴话
语努力的方向。
【关键词】乡村振兴、语言赋能、多模态、话语分析、战略模型

A Study on the Chinese Classroom of Foreign Students in the Epidemic Period Based on the Inter-
active Perspective
Haifeng Yang1,Daqian He2, Zhuoda Yang3

1. Center for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Wuh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Wuhan， 

2.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Wuh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Wuhan，
3. School of Chinese Studies and Cultural Exchange,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Abstract: Interaction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s affecting the result of online Chinese class teaching. 
By utilizing the method of questionnaire analysis, error analysis and document analysis， this paper selected 
200 international students from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Cultural Exchange of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of Wuh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of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as samples for investigation, including 94 undergraduates, 60 master 
students and 46 doctoral students. Among them, namely 86 in primary stage, 64 in intermediate stage and 
50 in advanced stage based on their HSK marks. The majority are from Asia (45%) and Europe (25%), the 
rest are from Africa (15%), America (10%) and Oceania (5%). This paper finds that the existing interactive 
methods of them include online conference platform, course live-streaming platform and video live-streaming 
platform. 
When using these platforms, we find there are some advantages of them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remote 
Chinese learning: They are convenient for students to preview and review before and after class, and they are 
helpful for the sharing of Chinese learning resources. However, we also find that there are some disadvantag-
es in teacher-student interaction and student-student interaction on these platforms, such as the lack of learn-
ing atmosphere (58% participants agreed) and the unwillingness of turning on the camera and micro-
phone(76% participants agreed). We think the factors causing these problems mainly include external and 
internal factors of teaching. The external factors include the factors of network connection, time difference, 
studying platform and studying resource allocation. The internal factor of Chinese teachers is that they are not 
adapted to the new way of online teaching, which makes them unable to carry out innovative design of class-
room interaction, and still choose the traditional teaching method (66% participants agreed). The internal 
factor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on the one hand, they lack online learning experience, so it is difficult to cope 
with some new challenges in teaching interaction practice. On the other hand, international students must 
overcome certain psychological factors in the interaction process of online Chinese classroom, among which 
anxiety and avoidance are the most prominent (80% participants agreed).
In conclusion, Chinese teachers can improve the interactive effect of online teaching through rational use of 
learning platform, effective allocation of learning resources and innovation of class interaction mode. Before 
teaching, teachers should inform students in advance of the selection of learning platform, registration, login, 
using process and a series of related matters. During the teaching process, teachers can allocate a certain 
proportion of class hours to organize interactive courses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s, such as group presenta-
tion, personal performance and seminar. After class, teachers can design and release questionnaires and 
use the background data statistics and other functions of the learning platform to analyze the frequency and 
quality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participation in interaction. Also, international students should actively adjust 
their learning psychology and improve their learning methods as well. In this way, they can get rid of negative 
psychological factors such as anxiety and avoidance, and focus on classroom interaction and knowledge 
itself, and finally achieve better learning results. Ultimately, teachers and students will collaborate to explore 
a course interaction path, adapting to the new mode of online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in the post-pan-
demic era. The research on this issue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enrich the theories of linguistics, psychology 
and pedagogy related to Teaching Chinese to Speakers of Other Languages. Also it can improve the teach-
ing efficiency of teachers and enhance the sense of gaining knowledge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Keywords: Interaction; Online Chinese Classroom; Chinese Teaching

国际华文推广的重要部分：志愿者项目的国别性/区域性分析—以缅甸为例
杨念  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

【摘要】2004年“国际中文教师志愿者项目”经中国教育部批准实施。直至疫情前，全球大约有7000名
志愿者在全球一百多个国家进行中文教学，其中大约3000名志愿者在东南亚各国任教，成为东南亚华文
教育重要力量。缅甸志愿者项目于 2009 年开始实施，至今已经有十年有余，到疫情前每年有一百多名志
愿者在缅甸各个城市甚至乡镇进行中文教学工作。十多年来，志愿者项目对缅甸华文教育发挥着重要作用：
为缅甸华文教育贡献了新的力量，弥补了缅甸华文师资的不足，促进了缅甸中文教育的合法化进程等。然
而，该项目也存在着一些问题，本人通过实地了解以及问卷的方式，深入分析了志愿者项目在缅甸的实施
情况，并针对性地提出几点建议，促进该项目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国际中文教师志愿者、华文教育、缅甸志愿者项目、参考

基于SLS平台的E晨读差异教学模式探索— 新加坡崇文中学的实践经验
叶语銮    徐小红   吴玉凡  新加坡崇文中学

【摘要】为了营造书香校园，培养学生的阅读兴趣和提高阅读水平，我校研究团队借助SLS平台，以110
名中三学生为研究对象，在全校进行E晨读研究计划。E晨读依据差异教学理论，照顾学生的个体差异，
所选篇章分年级、分主题、分文体，并结合各单元技能训练，设计不同程度、风格的晨读活动。学生借助
个人数码学习工具，选读纯文字或拼音版的、带声音和可查字典的篇章，通过SLS自测，在阅读护照上完
成任务。此外，高准备度的学生还可阅读更有挑战性的文章，并完成相应的挑战任务。研究结束后，团队
通过定量与定性研究检测学习成果。初步结果显示，基于SLS平台的E晨读差异教学模式，在一定程度上
激发了学生的阅读兴趣，也促进了教师的专业发展。
【关键词】SLS平台、E晨读、差异教学

Nasal Codas Merger in Chinese dialects: Modified Contrastive Specification and Sisterhood Merger 
Hypothesis
Jihye Yun  Asia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 Madison

Abstract：Chinese linguists have long debated about the directionality of nasal coda merger in Chinese 
dialects since the 1970’s. Some believe that the merging process is unidirectional (anterior to posterior) ,but 
others assert that alveolarization of nasal codas (-m>-n and -ŋ>-n) is the major trajectory. Previous studies 
failed to make a reasonable prediction about the further direction of the merger in addition to a lack of 
phonology-based analysis. This research analyzes the merging process on basis of Contrastive Hierarchy 
(CH) and Sisterhood Merger Hypothesis (SMH). The two theoretical frames make us draw two types of 
contrastive hierarchies: [Dorsal]>[Labial]，[Coronal]>[Labial]. That is，the merger between the alveolar 
and the velar nasal codas will occur after the completion of the merger between the labial and alveolar ones. 
Alternatively， the alveolarization of the velar nasal coda will happen after the completion of the merger 
between the labial and velar ones because the structure merger takes place on sister node of contrastive 
hierarchy. In conclusion， the final phase of the nasal coda merger will be the alveolarization of the velar 
nasal coda. The data of Chinese dialects and markedness theory both buttress the conclusion.

Keywords: Nasal codas，Chinese dialects，contrastive hierarchy，sisterhood merger

《易经》归纳、演绎思维在母语教学中的课堂实践和应用
庾潍诚  新加坡伟源中学

【摘要】作者根据自己长期研究《易经》的经验，提出和认为：《易经》作为中华古代的文化典籍，归纳
和演绎思维是它的最重要核心思想之一。同时，作者结合了自己多年的新加坡课堂教学实践，发现：《易
经》的归纳、演绎思维可以有效实践应用在现代的母语教学当中。归纳，是引导学生化繁为简，迅速掌握
教师布置的课堂指令或內容；演绎，则是学生有效应用课堂所学知识进行复述和重构。本文列举具体的课
堂实践应用例子，就是：(一)课堂的指令语言“ABCD”；（二）思维图的教学应用；(二)作文教学实践
的“DEEPAI”（细节描写）自创理论。作者最终观点认为，《易经》思想可以古为今用，实践应用到课
堂母语教学，从而达到提升学生的母语学习效果。
【关键词】易经、归纳、演绎、教学实践应用

中国古代建筑文化的汉字演绎
袁忠  中国华南理工大学

【摘要】中国古代建筑文化的丰富思想很多都凝结在一个个的汉字中。在汉字的构形、本义、转义、暗喻
等不同的运用中，存在着古人有关建筑活动、建筑形象、建筑心理等蕴含，很多汉字就是一个空间概念、
一个居住范畴。古人对中国古代建筑的感知的原初意识首先凝固在古汉字中，古代建筑的最初“文本”可
求诸古汉字，作为象形文字的古汉字与作为现实空间的古建有着天然而内在的通贯性。本文通过考察汉字
的字符构形及作为词或词素的单个汉字所展示出的建筑文化意象，探究作为表形文字、表意文字的古汉字
在其构形、组词、使用、书写等多方面体现的古代建筑文化意义。
【关键词】汉字、中国文化、古代建筑

GRR教学模式的实践与反思——以新加坡H2华文与文学新诗教学为例
张建立   张建平  新加坡国家初级学院    
张曦姗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2021年新加坡H2华文与文学新课程引进课外文学作品赏析的部分，与旧课程标准相比，这对学
生是具挑战性的变革。为应对该挑战，我院以新诗为切入点，设计了从指定文本到课外文学作品的教学实
践配套。该实践以“新加坡课堂教学实践要领”(STP)为指导，依据探究式学习（IBL）理论，采取“教、
扶、放、收”四个阶段的“渐进释放责任直接教学模式”（GRR），旨在逐步培养学生独立鉴赏文学作
品的能力。实践证实，这一教学策略增强了学生的信心和赏析能力；同时，也发现了一些有待进一步充实
和深入探索的空间。本论文将阐述该实践所采用的教学理论、教学策略、教学流程、教学成效及反思。
【关键词】  GRR教学模式、H2华文与文学、新诗教学    

“V走”和“V去”互换性的多重对应分析
张进凯  中国兴义民族师范学院 文学与传媒学院

【摘要】  本文在“原型—样例连续统”理论指导下，通过基于用法的多重分析方法探讨表征“位移运动
事件”的“V走”和“V去”的变异性和互换性。研究发现：“V走”主要表征位移方向不明确、没有位
移目的地的位移运动事件；“V去”主要表征位移方向明确、位移目的地可预测的位移运动事件，因此
“V走”和“V去”处于位移运动事件“原型—样例连续统”的不同位置，“V去”较“V走”更接近位移
运动事件的原型。“V走”和“V去”在表征位移运动事件原型特征和典型样例时不存在概念重合，在表
征位移运动事件非典型样例时，在概念变量特征的交互作用下表现出概念重合。
【关键词】多重对应分析  位移运动事件  概念变量  互换性  变异性

书面语言复杂度对华语二语者写作质量的影响研究
张漫莉  北京语言大学  

【摘要】本研究基于韩国学生的HSK写作测试语料，采用若干典型指标，对华语二语者的书面语言复杂度
与写作成绩之间的关系进行了量化分析，考察了词汇及句法复杂度指标对学生写作质量的影响。研究结果
表明：词汇复杂度和句法复杂度指标与学生的写作质量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Guiraud指标、虚词
使用比率、连词使用比率、复杂词使用比率、话题链数量、话题链分句数、零形成分数量和T单位数量等
指标对写作质量具有较强的解释及预测效度。
【关键词】语言复杂度、汉语二语、写作质量
  

基于树库的汉语二语写作句法复杂度研究
张婉莹  北京语言大学

【摘要】句法复杂度（Syntactic Complexity，简称SC）在评价二语者语言水平、语言动态发展及写作
质量中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吴继峰，2018）。已有的研究侧重于SC对日语、韩语等母语者的汉语写作
评估的有效性问题，研究结论未必适合少数民族母语背景的汉语二语书面语评价。基于此，本研究以参加 
HSK（高等）考试的维吾尔族考生的作文语料为研究对象，基于自建的汉语二语句法标注语料库，从粗粒
度和细粒度两方面指标体系入手进行以下四个方面的研究：（1）通过预处理构建小型依存句法树库（
Dependency Grammar Treebank），作为句法复杂度研究基础；（2）通过小句切分和搭配抽取研
究粗粒度指标和细粒度指标的分布特征；（3）针对不同写作水平的被试SC指标进行对比研究；（4）基
于典型SC指标体系探讨二语写作水平动态发展特点。研究发现，基于T单位等粗粒度句法复杂度指标在区
分学生写作水平和预测写作成绩方面的解释力较弱，而基于短语层面的细粒度句法复杂度指标能够有效区
分写作水平和预测写作成绩。
【关键词】树库、 二语、语法

阅读与抒情文写作教学的有机结合—以华侨中学（高中部）语文特选课程为例
张薇  王健仲  华侨中学（高中部）

【摘要】抒情文写作一直是学生的弱点，也是教师的教学难点。由于没有经过有系统的抒情文写作训练，
高中生很容易将抒情文、记叙文或议论文混为一谈，对抒情文的写作手法更是一知半解。再加上学生缺少
生活历练，要让他们短时间内掌握抒情文写作手法，并进行创作，无疑难度极大。有鉴于此，我们决定在
现有的教学内容上融入抒情文写作教学，尝试结合REAP的阅读理论与教学实践，将阅读与抒情文写作教

学有机结合，以39位高一H2华文与文学的学生为对象，引导他们建构抒情文概念，了解并掌握抒情方式
与写作手法，从而进行写作实践。最终，通过调查问卷、课堂观察和学生作品，梳理和分析了阅读与抒情
文写作相互融合的方法及其有效性。
【关键词】抒情文写作、阅读教学、REAP阅读方法、语文特选课程

地名中的关中方言
张文丽  陕西学前师范学院文学院

【摘要】关中方言，曾经作为汉民族共同语基础方言，对周边地区方言、其他地区方言和民族共同语产生
过重要影响。地名是人们用以区别个体地物的语言符号，而作为纪录地名的语言符号包含形、音、义三个
部分。关中方言区的地名，尤其是地名用字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关中方言的特点。本文从关中方言
区中的代表性地区——西安入手，整理分析其地名，得出如下结论：1.声母 （1）古全浊声母清化，平声
送气，仄声归并关中方言中存在差异，西安归不送气，例如“中官亭/中官厅”、“安居巷/钱局巷”。
（2）古知系开口字按照等分化，知系二等、庄组、章组止摄字与精组合流，读ts、tsh、s，例如“三里
村/山李村”。（3）古泥、来二母在洪音前混用，尤其是在洪音鼻音前，泥母混入来母，读l，例如“新
农田/兴隆庄”。2.韵母 （1）前后鼻音混用，关中方言后鼻音为ŋ，前鼻音丢掉鼻尾n，主要元音鼻音化
。由于在当地人听感上二者具有相似性，表现在地名中前后鼻音字混用。例如“上游巷/三友巷”。（2
）遇摄合口一等端系字，元音复音化，读ou，与流摄合并。例如“双楼寺/双路寺/双芦寺”。（3）果摄
开口字一等字与果摄合口字合并，例如“贺韶村/火烧村”。通过分析发现西安地名用字的流变反映了关
中方言的特点及其变化，具有强烈的方言特色，深入研究地名可以挖掘背后隐含的历史文化内涵，提升文
化软实力；可以为地名用字、拼写管理提供理论支撑，推动新时代的语言文字工作。
【关键词】关中方言、西安地名、文化

从外交新词语看中国外交动向—以2010-2020年度《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媒体新词语表为例
张星霞  韩国汉阳大学

【摘要】本研究基于2010-2020年度《中国语言生活报告》媒体新词语表中的外交新词语，运用数据分析
法，从其分类、使用频次和年度分布三个方面考察中国近十年以来的外交动向，为读者勾勒出中国外交全
貌，以期让读者更好地了解当前中国的外交形势，并为中国未来的外交实践提供一定的智力支持。本研究
认为，按照领域划分，这些新词语所涉及的外交领域包括总体外交、经济外交、政治外交、军事外交、文
化外交、科技外交和医疗外交等七大领域；根据性质，这些新词语所涉及的外交类型又可分为方针类、方
式类、事件类、成果类、组织/平台类、场所类、色彩类和人物类等八大类型。它们较为真实、客观地反
映了中国近十年以来的外交动向。
【关键词】外交新词语、中国外交动向、《中国语言生活报告》、分类、使用频次、年度分布

华语文汉字学习策略个案研究-以印尼华语文学习者为例
张胜昔　中国华东师范大学国际汉语文化学院
陈信助　台湾中国文化大学教育系

【摘要】对外华语文之汉字习得一直困扰着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与学。若华语文教学伊始就“重听说而
轻汉字”，不仅将形成中高级以上的学习阻力，更达不到语言习得可持续发展的教学效果。本研究针对一
名中高级程度印尼华语学习者的“初级汉字习得历程”进行了个案分析，围绕汉字习得心理认知、脑神经
机制、仲介汉字等理论，剖析形声字之习写、读音、识义三方面的“中介状态”，深度探讨了形声字之“
形义-音”的习得联结难度，说明汉字作为第二书写系统的学习策略，以及具逻辑性有系统的字本位教学
在华语文习得中的重要性。期许研究结果可提供日后相关教学与研究参考使用。
【关键词】字本位理念、汉字心理认知、中介汉字、可持续性发展、个案分析

“错位的称呼”—当代汉语社交称谓语的变异与泛化
张雪  澳门科技大学 

【摘要】汉语中的社交称谓语是汉文化特征的缩影，亦是对中国社会现状的即时反映(Chao1956， 
Gu1990， Wang2003)。无论是对于语言学本体研究，还是对于语言与社会的互动关系研究，该议题都
具有新鲜价值(Brown&Ford1961， Ervin-Tripp1972， Zhang2021)。本文基于真实语料收集与分析，
针对当代汉语中四个新兴社交面称语(social vocative)的使用原则、表意功能、交际效果等维度进行了
深入讨论（分别为：“（小）哥哥/姐姐”、“老师”、“同学”、“家人们”）。研究发现，当代汉语
社交面称词有如下特征：（1）原有亲属称谓用法深入泛化（例如“（小）哥哥/姐姐”）；（2）职业称
谓用法深入泛化（如“老师”）；（3）“错位”称谓语兴起（如“同学”）；（4）网络称谓语变异性

强（如“家人们”）。当代汉语社交称谓语处于全面深入的泛化与变异中，其成因、过程、程度等，都与
语言发展和社会变迁密切相关。
【关键词】称谓语、社交面称、语言泛化、语言变异

“给我+VP”的主观处置功能
章天明  日本小樽商科大学

【摘要】本文主要讨论“给我+VP”结构表主观处置的语义来源，以及“给我+VP”结构 主观处置功能
实现的机制。 第一，“给我+VP”有两种不同的语义特征。表示“请求”的“给我+VP”中的 “给我”
等同于“为我”或“替我”；而表示“命令”义时，“给我”不等于“为、 替、向”等等，“给我”只
表语法意义。 第二，“给我+VP”的主语只能是第二人称代词，或指人称谓词语，或者是 VP 的受事。
VP 应当具有 [+自主]、[+动作]和[-褒义]的语义特征。 第三，通过“给”字句处置义来源的再分析，以及
与“给 X+VP”句式的对比， 分析得出“给我+VP”句式具有主观处置义。 第四，“给我+VP”中“给
我”的语法化成分的性质，以及第一人称代词的介 入，使“给我+VP”的主观性得到实现。
 【关键词】语义关联、结构关联、受益和受损、主观处置

多元智能理论与对外汉语阅读教学研究—以《零食》为例
赵畅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

【摘要】阅读过程包含着反应读者认知过程的丰富材料，是学习者汉语能力高低的重要体现。虽然近些年
汉语阅读教学的研究层出不穷，但是汉语阅读课堂仍存在着学生学习被动的情况，因此其教学策略还有待
进一步的研究。经过对教学理论的研究，多元智能理论从心理学角度研究了人的智力潜能是多元的，而阅
读教学不仅要教授学生语言文字知识和阅读规律，还要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因此， 我们认为， 对
外汉语阅读教学要想达到最佳的效果， 就必须从多元智能理论出发。本文主要结合《零食》一课从智能
理论下的每一个智能元素分析适合的教学策略和具体实践情况，最后经过反思提出多元智能指导下的阅读
课的教学原则，希望能够为阅读教学者提供一定的参考性建议。
【关键词】对外汉语阅读教学、多元智能理论、教学策略

中韩二语教学高阶教材对比与分析
赵莉  南京大学
赵学玲  Seogwipo-si, Jeju-do, Korea

【摘要】本文选取中韩两国用于本国语言国际教育的代表性教材《博雅汉语》（2018-2020）和《首尔大
学韩国语》（2012-2015），就两种教材高级阶段部分在文化主题选择、体裁内容以及训练模式上的异同
加以比较。认为两种教材在结构上都以文化主题来分类编排，并与训练模式紧密结合，但两种教材呈现出
的差异也十分明显。两者之间的差异固然可归因于两国国情、语言、文化特点的不同，但文化视角和文化
意识的不同是最根本的原因。考虑认知规律和文化视角，选择恰当且丰富的文化内容，不仅能够更好地实
现与国际学生的共情和跨文化交际的目的，通过与语言功能的紧密结合，也能够使语言训练获得更好的效
果。
【关键词】二语教学、高阶教材、对比、分析

社会语言学视角下女性群体通称的使用情况分析
郑皓月  中央民族大学

【摘要】称谓是人类社会中体现特定的人在特定的人际关系中关于身份角色的称呼，称谓词语与社会发展
联系非常紧密，在新中国的发展历程中，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乃至与国际社会的关系都将对称谓
词的使用产生影响，并在历时语料库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迹。在语言生活中，女性群体通称使用情况的
相关统计既反映了语言生活的变化又反映了中国妇女的发展状况，本文主要从社会语言学视角出发，观察
女性群体通称的使用情况。分别从历时角度和共时角度出发，分析五四运动以来“女性群体通称”使用情
况的历时变化，分析不同语体下女性群体通称的使用变化，发现人们对女性群体通称“妇女”“女性”“
女人”“女子”语义特征的不同认识影响了人们在不同场合下对女性群体通称的理解和选用。
【关键词】社会语言学、女性、称谓、语义

反义词“前”“后”的平衡与不平衡研究
周欣然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

【摘要】反义词作为一种常见的语言现象在人们的生活中被普遍使用。一般而言，反义词总是成对出现，

形成平衡状态，即一个词与另一个词形式对称但意义相反。然而以“前”、“后”为例，作为现代汉语中
使用频率较高的一对典型反义词，却很少有人在使用时能注意到其背后隐藏的不平衡现象。本文第一、第
二部分均从义项、构词、所构词、使用频率这四个方面展开，分别探析反义词“前”“后”平衡与不平衡
的具体表现，说明两者在平衡中存在着不平衡。接着又从认知、语义、语用、文化四个角度阐述原因，正
是由于“后”的被认知时间更早、语义范畴更大、受语言经济原则影响更多以及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内涵更
丰富，才使其能够拥有更广的使用范畴和更高的使用频率，也因此造成了反义词“前”“后”的不平衡现
象。
【关键词】前、后、平衡、不平衡

整合训诂方法论新探
周雁飞  新加坡新跃社科大学

【摘要】陆宗达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提倡“训诂方法的科学化” 。本文运用肯·威尔伯的”整合理
论”，采用其“四象限五要素”的框架结构梳理审视传统的训诂理论和方法。首先论述了训诂原理与整合
理论的内在关系，在此基础上将训诂学的适用范围与整合理论相结合，阐释其与传统训诂方法之间的深层
关联模式，及其有效性、前瞻性，进而使整合训诂方法不仅具有理性的解析，而且富于实践的可操作性。
本文是实践训诂学与西方阐释学（英语：hermeneutics）接轨的一次尝试，旨在为训诂方法论的现代转
化提供新的激荡和借鉴。
【关键词】训诂学、解释学、整合理论、四象限五要素

普通话句末语气词的句法性质
宗晓哲  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院

【摘要】本文探讨了句末语气词“啊、吧、吗、呢”的句法特征，认为它们超出了狭义的句法范畴，在话
语中具有表达功能和人际交际的价值。首先，从通过与语气副词、标句词“说”的位置对比，可以看出语
气词句法位置很高，独立于所在句子，属于语用层面。从语用角度来看，句末语气词具有明显的程序意义。
“啊”要求听话者参与到会话中，促进话论继续，是“互动标记”。“吧”在句中通过降低话语确信度，
缓和交际双方关系，是“礼貌标记”。“吗”要求话语权发生变化，促使听话者对所提问题进行进一步的
解释，是“问询标记”。“呢”在话语中起到凸显说话者所表达的语义关系的功能，使得话语与语境之间
存在一定的语义联系，是“焦点凸显标记”。
【关键词】句末语气词、话语标记、句法-语用接口

现代汉语周遍性主语中周遍义的形成原因
左思民  高丽大学中文系 /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  

【摘要】本文探讨了现代汉语六种周遍性主语中周遍义的形成原因。结论如下：在任指疑问类周遍性主语
句如“谁都认识”中，主语的周遍义是经由疑问代词的任指用法而获得的“全域义”。在含数词“一”的
周遍性主语句如“她一点道理也不懂”中，主语的周遍义依托梯级义经语用推理而得，并且只允许从否定
极小量达到否定全量的推理。在列举类周遍性主语句如“老王粤菜也吃过，川菜也吃过，鲁菜也吃过，浙
菜也吃过，中国八大菜系的菜都吃过”中，主语的周遍义并非列举的产物，而由最末的总括分句直接表达。
在物量词重叠类周遍性主语句如“家家都用上了煤气炉”中，主语的周遍义源于物量词重叠式所具的“每
一”意义。在含“全部”等词的周遍性主语句如“全部（都）得参加会议”中，以及含“每”等词的周遍
性主语句如“每个人（都）很认真”中，主语所含的周遍义由充当句子主语的词语直接表达。
【关键词】周遍性主语、任指、语义、语用义

sisterhood merger

【摘要】作者根据自己长期研究《易经》的经验，提出和认为：《易经》作为中华古代的文化典籍，归纳
和演绎思维是它的最重要核心思想之一。同时，作者结合了自己多年的新加坡课堂教学实践，发现：《易
经》的归纳、演绎思维可以有效实践应用在现代的母语教学当中。归纳，是引导学生化繁为简，迅速掌握
教师布置的课堂指令或內容；演绎，则是学生有效应用课堂所学知识进行复述和重构。本文列举具体的课
堂实践应用例子，就是：(一)课堂的指令语言“ABCD”；（二）思维图的教学应用；(二)作文教学实践
的“DEEPAI”（细节描写）自创理论。作者最终观点认为，《易经》思想可以古为今用，实践应用到课

【摘要】中国古代建筑文化的丰富思想很多都凝结在一个个的汉字中。在汉字的构形、本义、转义、暗喻
等不同的运用中，存在着古人有关建筑活动、建筑形象、建筑心理等蕴含，很多汉字就是一个空间概念、
一个居住范畴。古人对中国古代建筑的感知的原初意识首先凝固在古汉字中，古代建筑的最初“文本”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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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论文摘要

试析因果连词“因而”“从而”“故而”
安美璇  北京师范大学

【摘要】“因而”“从而”与“故而”是表示因果关系的一组连词。经考察发现，三个词的生成方式均属
于跨层结构的词汇化，源头可以追溯到先秦文献语言。古代汉语句法结构模式的弱化和消失是促成三者词
汇化的重要动因，因此立足于古代汉语，结合词素“从”“因”“故”的词义及特点，考察并解释连词“
因而”“从而”“故而”在现代汉语中存在的使用差异，可以得到三者的区别特征。具体表现为：“因而
”强调因果之间的联系，依据前者推测出后者，后者可以是有所依据的推论；“从而”强调两个事件的发
生存在先后顺序，表达因果关系时，需要首先在语境上满足因果逻辑，通常更强调结果；“故而”所连接
的“原因”与“结果”均是已经发生的既定事实或客观存在的现实情况及惯例，通常更强调引出结果，但
也关注对原因的追溯。
【关键词】因果连词、词义特点、区别特征

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口语流利性评价指标效度研究
鲍杰 北京语言大学
 
【摘要】口语流利性是衡量二语学习者口语水平的重要标准，然而学界对于是否有必要从多个维度对其展
开评价尚没有明确的回答。研究以78份韩国汉语学习者的HSK口语测试录音为研究对象，以专家评分作为
参照，从时间、表达、语言（包括句法、词汇、语音）三个维度选取24项指标作为评价依据，来考察各
项指标对考生口语流利水平评价的效度。研究结果表明（1）所选取的指标中，与口语流利成绩相关的指
标共13项，可以解释口语流利成绩74.4%的方差；（2）在13项指标中，有5项时间维度指标、2项表达维
度指标和5项语言维度指标（句法指标1项、词汇指标4项）能够区分考生的口语流利水平。以上结果说明
在对汉语学习者的口语流利性进行评价时，有必要提取多维度特征。
【关键词】口语流利性、评价维度、指标效度、韩国汉语学习者

潮汕方言陈述语气词“哗（还）”的用法及其语法化
陈楷森  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摘要】在潮汕方言中，“哗[hũã33]”是表示确认某个事实的陈述语气词，由“哗”所构成的“VP哗
[hũã33]”可根据语境还原为“VP1□[hũã33]VP2”，还原式中“□[hũã33]”这个语音形式不再能分
析为语气词“哗[hũã33]”，而应分析为副词“还[hũã33]”。文章在考察语气词“哗”和副词“还”的
基础上，指出语气词“哗”的本字是“还”，语气词“还”由副词“还”语法化而来，其“确认”义来源
于副词“还”的“延续”义，虚化环境是根据语境省略了VP2从而使副词“还”处于句末位置的“ V P 1
还 ” 。 这 种 确 认 功 能 在 语 用 类 推 的 作 用 下 ， 最 终 固 化 为 语 气 词 “ 还 ” 的 语 法 意 义 。
【关键词】哗、还、语气词、潮汕方言

湖南平江赣语能愿动词“要”的脱落及长音现象考察
陈山青  邹珊珊 湘潭大学
 
【摘要】湖南平江赣语能愿动词“要”在语流中可脱落，使前音节读音补偿性加长，从而形成“脱落→长
音”音义互动现象。除了单一脱落外，“要”还可与副词“也”形成双重和选择性脱落。实验语音分析显
示，长音具体表现为音节的主要元音发音明显加长，声调调值变为[原调值+4]，声母不发生改变。语言经
济原则和韵律法则是该现象形成的动因和机制。能愿动词“要”的脱落代表了汉语音节脱落的一种类型，
提供了一种句法创新的途径。   
【关键词】能愿动词、要、脱落、长音、音义互动、韵律法则

中国古诗与其印尼语译文比较研究——以唐诗的韵律问题为中心
陈衍宏(Clement Tanaka) 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摘要】经过调查发现，目前中国古典诗词的印尼语译本数量不多，此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印尼上世纪
50年代至90年代的“禁华”政策所影响。诗歌翻译主张“三美论”，韵律是诗歌创作的重要因素之一，
韵律的转译应当被重视。本文梳理约有7种唐诗印尼语译本之后，发现周福源译文尤其重视“音美”部分。
本文根据译文的用韵情况与印尼古代诗歌类型进行对照，将周福源译文分为五种类型。然而，受到语言差
异的影响，多数诗作经过翻译后，在词语数量方面难以呈现形式上的一致，仅有少数情况或巧合原因达到

词数相同，如《十五夜望月寄杜郎中》原文与译文均有7个字（汉）、7个词（印尼），此现象或许为周
氏无法满足押同韵情况之下，对字数采取了一定的“补救”措施。最后，为了提高中印尼韵文作品翻译的
水平，本文提出了从宏观及微观层面的相关建议。
【关键词】唐诗、韵律、印尼语译本、比较

字本位理念之华语文教育生态系统教学效能分析
陈信助  台湾中国文化大学
张胜昔  中国华东师范大学

【摘要】本研究依据差异化教学与适性化教学理论探讨华语文教学生态系统中「字本位 理念」的教学效
能的重要性。透过台湾某大学华语文中心的初级华语文课程进行实验研 究。本研究采用开放式行动研究
法，辅以文献资料分析法、经验总结法和调查访谈法。研究过程包括「计画-实施-观察-反思」四大环节，
首先依据学习者背景之差异与需求， 适度安排（调适）总体教学方案及课程；再透过华语文「听、说、读、
写」并重的「综 合教学法」推进新的班级经营，以字本位理念及教育生态系统为基础重新设计和安排课 程；
然后依据学习者对课堂教学环节的感知进行反思与检讨，进行行动研究。研究结将提供对外华语文教学与
研究参考使用。
【关键词】差异化教学、适性化教学、字本位、教育生态系统、综合教学法

六何法的教学局限及其对策
龚成 王娟 郑文佩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六何法”能帮助学生快速找出文章的主要信息，经常被用在阅读教学中。很多教师在写作教学
中也常使用六何法指导学生构思，列出写作大纲。六何法在阅读教学中的优点较为明显，但在写作教学中，
却有其教学方面的局限。因为使用六何法进行选材，其实只是对选材信息进行罗列的手段，它是选材的结
果，而并不是选材的方法。至于如何确定“六何”中的诸多信息，为什么是此信息而不是彼信息，正是学
生特别需要得到辅导和训练的地方。而这个思维的过程，较少在课堂教学中得到显性训练。本文以写人和
写事的记叙文为例，通过思维过程的角度分析六何法在写作选材上的局限和不足，并尝试提出相应的解决
办法，帮助学生利用六何法进行最优选材。
【关键词】六何法、写作教学、教学局限、对策

法汉翻译中的名动词类转换
成萌 法国索邦大学

【摘要】词类转换是 J.-P.Vinay 和 J.Darbelnet (1958) 在《法语与英语文体学对比》中，通过对法英
文本的比较分析，提出的翻译主要手段之一：“ 在不改变信息含义的前提下，一种词类替换另一种词类
的过程。”由于法语与汉语在词汇和语法功能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在翻译实践中，译者往往采用该手段使
翻译变得更精准地道。该研究将基于对法国文学作品《红与黑》原文与三个中文译本的对比而进行词类转
换的相关分析。本文中我们将主要介绍在法汉翻译中出现的法语名词转换为汉语动词的现象。比如，法语
中紧随时间介词的动作名词常转换为汉语动词；又如，法语时间名词后的动作名词或情感名词可转换为汉
语动词，等等。通过对比，我们将发现汉语更习惯于用动词来表达时间含义。
【关键词】 词类转换、 法汉翻译、名词、动词。

中韩小说的机器翻译与人工翻译对比—以中国当代代表作家余华的作品为例
崔贤植 上海商学院

【摘要】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飞跃发展，神经机器翻译取得了巨大进展。机器翻译能否取代人工翻译？机
器翻译能否翻译小说？以上议题已成为翻译学界的热门话题。本文以中国当代先锋派代表作家余华作品的
韩译实例，选用中韩两国具有代表性的机器翻译引擎百度翻译和Papago，从文化负载词、长难句、超
句翻译单位等层面对比分析机器翻译和人工翻译，探讨机器翻译存在的问题以及前景展望。
【关键词】机器翻译、人工翻译、中译韩、小说

基于语料库的对外汉语同义词辨析—以“一定”和 “肯定”为例
崔香兰·朴兴洙  韩国外国语大学
 
【摘要】本文希望通过语料库的实证研究，探索出同义词“一定”和“肯定”的异同点和搭配对象的互补
性，以更好地理解并使用。 一般的同义词辨析大都通过字典等工具，依靠直觉经验和内省的方式。虽然

字典具有权威性，但仅仅依靠字典来辨析同义词存在许多不足之处。大型语料库以及先进的检索工具以其
特有的优势为同义词辨析提供了新的方法。本文基于先进的北京语言大学大数据与语言教育研究所的
BCC语料库，采用定量和定性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以同义词“一定”和“肯定”为例，分别从语域
分布、类联接、搭配特征及语义韵方面进行了同义词辨析的实证研究。 综上所诉，本文立足于对外汉语
教学视角，旨在探讨如何帮助学习者更加直观、有效的辨析近义词“一定”和“肯定”。尽管在内容上还
有许多不足之处，但仍然希望可以为汉语同义词教学提供一个可参考的依据。 
【关键词】 同义词、对外汉语教学、语料库、词语搭配、类联接

《岳麓书院藏秦简（伍）》部分字词研读
高婷婷  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

【摘要】《岳麓书院藏秦简（伍）》包含秦代大量律令档案材料，内容丰富，史料价值 高。本文提出五
则字词释读、断句意见，如简 131-132“劾”如字读、“失道” 当指偏离目的地、“回留”应断读开；
里耶秦简 8-777 号简当断读作“从人论、 报、择（释）免归致书具此中。”“简 163“私属免婢”当断
读开；简 199“率” 有劝勉之意；简 225“均”读为“徇”，巡视之意等。以期进一步疏通文义，为 学
界后续利用该文本提供便利。 
【关键词】岳麓秦简、字词释读、断句

语法训诂浅议：基于三个平面的“新描写”
高扬 浙江财经大学

【摘要】利用语法进行训诂实践最为关键的一步，是对疑难词句进行细致的结构描写。传统结构主义成熟
的描写方法的确解决了大量的问题，但是古代汉语，尤其是上古汉语作为一种综合性倾向的语言，存在大
量同形异构、一种形式表示多种功能、多种结构表示一种功能的现象，传统成分分析的方法在描写时还是
显得捉襟见肘。想要精准的描写就必须高度重视语言学理论工具，将不冲突的理论加以融合，将解释与描
写加以统一。因此我们的主张是：语法训诂应该基于古代汉语综合性的倾向，充分利用语言学理论，以考
察分布为核心，剥离语言外证据，根据需要在语法、语义、语用三个平面展开研究，在描写中加深解释，
在解释中深化描写，从而对待考词句的显性和隐性结构都做出最细致的描写，进而考察句例分布，求得达
诂。如在语法层面，除了关注最表层的成分组合外，也应该注意到，长期被忽略的汉语韵律，实质上就具
有形态的功能，利用这一形态，可以很好地解释一些传统结构语言学无法解释的问题，进而对结构做出精
细描写，解决争议。再如语义层面，上古汉语缺少形态变化，其他语法形式也比较隐蔽，位于深层的语义
层面研究涉及到语义特征、语义指向、义素分析、语义场等。如能充分利用，则可通过充分解释，对结构
做更准确的描写。而语用理论，可以帮助解决句与句之间的问题，适合处理一些重复、句读争议；而鉴于
语言普遍存在的语用诱发机制，这个层面的研究更是在描写时不能或缺的。
【关键词】语法、训诂、新描写主义、解释

皖北中原官话区淮北方言的疑问句
郭迪迪  郭辉  亳州学院中文

【摘要】“淮北”指安徽省北部的淮北市，辖相山、烈山、杜集三区和濉溪一县。按《中国语言地图集》
（2012）的分区，三区和濉溪分属中原官话徐淮片及商阜片。淮北方言疑问句有是非句、特指句、选择
问、反复问句四类。是非问是在陈述句末尾加上扬的语调“↗”表疑问。特指问常在句中用“啥子、咋的、
咋着、哪来”等代词作疑问点，要求对方就疑问点作出回答。选择句常用“是/ｖｐ还是ＶＰ”的选择格式作
疑问的焦点，句末常用语气词“昂”。文章主要描写分析了淮北方言的“可ＶＰ、ＶＰ不/没ＶＰ、ＶＰ
不(啵)/没有”三种形式的反复问句，并讨论了“ＫＶＰ、ＶＰ－neg、ＶＰ－neg－VP”的历史层次及
“可ＶＰ、还ＶＰ”的来源。
【关键词】皖北中原官话、淮北方言、疑问句

欧化影响下表范围限定的方位结构“NP抽象上”
郝锐  首都师范大学

【摘要】受欧化影响，早期现代汉语中表范围限定的方位结构“NP抽象上”集中大量出现。新中国成立
以来中期现代汉语中这一结构呈现新的发展态势。使用方面，表范围限定的“NP抽象上”成员有增有减、
有“潜”有“显”，但“增”和“显”是主流，既有量的增，也有类的显。语法功能方面，早期现代汉语
中“NP抽象上”可以充当状语、定语、补语，中期以来则发展出了“句首修饰语”的功能。具有人际功
能的“NP抽象上”成员正是从做句首修饰语的位置上进一步转变而来，且逐渐发展出全句评注、传信和
情态、衔接连贯以及焦点凸显等功能。

【关键词】欧化、NP抽象上、历时演变、表达功能

华语综艺节目对新加坡华族学生之影响的调查—以南洋理工大学为例
洪玮嬣  许润芳  南洋理工大学

【摘要】随着新媒体覆盖面的不断扩大和华语综艺质量的逐步提高，两岸三地和新马的华族年轻人对综艺
节目的关注度不断上升，由于没有语言壁垒、更新及时、内容有趣、种类丰富，新加坡华族青年大多对华
语综艺节目有所了解，部分学生更成为了资深观众。本文通过对本地华族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掌握其观
看华语综艺节目的频率、动机和偏好，两岸三地及本地华语最受欢迎节目的播放渠道、类型、主题、播放
平台和制作地点，华语综艺及相关对新加坡华族大学生华语使用水平、文化素养等方面产生的影响，了解
大学生在观看过程中感受到的文化、思维差异及对节目内容制作方向的期待，总结华语综艺对华族大学生
的影响及其走向华语中圈的可改进之处，为两岸三地及新加坡本土华语综艺节目发展方向提供参考，探讨
综艺节目等文化项目应用于汉语国际教育的可能性。
【关键词】汉语国际教育 综艺节目 华语 口语教学

短视频技术应用于听障初中生汉语教学的研究
洪臻颖  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 

【摘要】媒体技术极大地促进了短视频内容的发展与传播，短视频也成为了前者最常见的应用领域之一，
为身处不同行业的受众提供了信息输出和接收的渠道。而短视频的普及恰恰赋予了听障学生群体公平地接
受信息的机会。目前，以短视频为媒介，对听障学生进行汉语教学的研究仍有较大的发展空间。由于先天
或后天的身体缺陷和特殊的成长经历，听障学生常常会产生严重的自我封闭心态和对陌生环境的抵触心理，
又因与社会接触机会较少，自然地落于信息传输通道的末端。因此，只有将语言与技术二者有效地融合，听
障学生才能在汉语学习的道路上缩短与健全学生间的差距，且逐步实现“信息平权”。本文将以听障初中学
生的汉语学习过程为研究对象，依据认知语言学的相关理论，通过对听障学生的语言获得过程进行语境依赖
方面的研究，提出短视频应用软件参与其汉语习得的改进方案。
【关键词】听障学生、汉语教学、短视频 语境依赖

从康德的文学艺术理论看阅读在提高华文作为第二语言学习的学习兴趣中的作用
黄婉玉  林进展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新加坡以英语为通用语言，学生的华文学习缺乏足够的语言环境和学习动机。华文作为第二语言
的社会地位既定，其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不足的情况既定，仅依靠功利性动机注定无法引起学生学习华文
的足够动力，需要一个非功利性方法来提高学生学习华文的兴趣。康德在其美学理论中提出，由审美判断
所产生的愉悦是无功利性的、无任何利害关系的愉悦。审美活动是一种非功利性的、无利害关系的活动。
他认为阅读是最高级的审美活动，具有审美活动无功利、无利害关系的本质特点，是符合人的自由本质的
最高级的活动。由此看来，阅读是一种无功利性的活动，能够产生普遍的愉悦感受，可以用来提高学生学
习华文的兴趣。而若要阅读能够担当引起学生学习华文兴趣的重任，则需要让华文阅读回归阅读的审美本
质。
【关键词】第二语言学习、无功利性、阅读、学习兴趣

华文写作：微视频的运用策略再探
黄易亭  张水福  郭兰花   新加坡国家初级学院
张曦姗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中学低年级的学生在记叙文写作的内容上总是千篇一律，主题不够鲜明，详略不当，更严重的是
内容缺乏逻辑性，情节不合理。因此，研究团队希望通过微视频帮助学生“乐于用华文作书面表达，能感
受写作的乐趣，丰富写作内容”。微视频教学模式从观看微视频开始，过后通过提问，在科技平台上让学
生思考与分析，同侪间针对视频进行讨论，并和老师一起总结视频内容的主题、人物形象等技能，经过这
一系列的思考与讨论，教师才给出对应的作文题目。这项研究已在本院连续进行了两年（2020-2021），
今年我们以137名低年级学生为研究对象，再优化教学策略，希望持续为中学低年级写作教学提供一个简
易、操作性强的教学方法，以提升学生的写作能力，并加强学生写作的信心。
【关键词】华文写作、微视频、中学低年级
 

汉语二语者动名搭配习得研究
姜晓欣 北京语言大学

【摘要】本文将从研究内容、研究语料、研究结果三部分概述论文内容，具体如下。 一、研究内容 通过
动名搭配中名词宾语的语义类别、错误搭配的类型分布、不同母语背景 二语者动名搭配产出量三个维度
考察二语者与母语者、不同母语背景二语者（日 语、韩语、维吾尔语）HSK 作文中产出的动名搭配是否
存在差异。 二、研究语料 二语者语料我们选取了 2010 年 10 月 HSK 考试作文 90 篇，其中，韩国、日 本、
中国维吾尔族二语者作文各 30 篇。母语者语料是高三及其以上学历的汉语 母语者按照 HSK 作文考试要
求写的同题作文，共 30 篇。 三、研究结果 1、动名搭配中宾语对语义角色的优先选择关系是“受事>对
象>等同>致使> 结果”，二语者与母语者动宾语义类型选择顺序基本相同。 2、动词误用占偏误总数的一
半，是主要的偏误类型。 3、日本二语者与韩国二语者产出正确搭配的比率不存在显著性差异，产出 搭
配总量最多、错误搭配数量最少的是维吾尔族二语者。
【关键词】汉语二语者、书面语、动名搭配

汉语学习者常见的母语负迁移及教学对策
蒋一鸣  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

【摘要】以英语为母语的汉语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常常会受到母语的干扰，这种现象被称为“母语负迁
移”。因英语和汉语具有明显差异，以及学习者受母语思维的影响，“母语负迁移”现象在以英语为母语
的汉语学习者群体中屡屡发生，且有一定的规律性和同质性。研究母语负迁移有助于发现汉语学习的重难
点，指导教师更有针对性地开展汉语教学，从而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增强学生的动力和信心。过往文献
和本项研究显示，常见的母语负迁移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语音、词汇、句法、书写系统及文化背景。本
项研究将对以上五方面进行详细介绍和说明，并提供如下三点教学对策，以减轻母语负迁移对中文学习的
影响：归纳常见错误点并提供配套练习；营造“沉浸式”汉语学习环境；保持耐心并鼓励学生从错误中学
习。
【关键词】母语负迁移、汉语学习、教学对策

韩中后缀“X家”的语义研究 
金梅 ·朴兴洙   韩国外国语大学

【摘要】汉字和汉语最早在商末周初就被箕子传播到了‘朝鲜’， 汉语教学在韩半岛的历史源远流长。
作为汉字文化圈和儒家文化圈的国家，韩国对汉字、汉语和汉文化一直有较强的认同感。 韩国是大约从
公元600年开始，借用相当于汉语中高音的语音和文字。在韩语词语当中汉字词所占比例相当高， 虽然《
训民正音》（1446年）颁布之后， 韩国有了自己的文字， 汉字词的使用早己深入人心。韩语中的汉字词
大多保留唐宋时期的中古音韵， 书写上基本采用繁体字， 因此，韩国是最早接触和吸收汉字汉文化进行
汉语教育的国家。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不管是国家层面还是民间，韩国一直保持着汉语教育的传统。本
文研究的是汉语和韩语中共同使用的后缀“X家”（“X가”）的语义对比，特别是着眼于它的语义特性，
阐明意义差异为研究目的。韩中 “X家”的语义可分为同义，转移，变异的关系。笔者以类后缀“X家”
的语义特征、语用特征等方面来浅析“X家”词缀化产生的原因。韩中两国同处“汉字文化圈”之中，有
着密切的联系。第二语言的习得离不开牢固的第一语言基础。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研究已经成为一门独立的
学科，研究日益精深。各国的汉语学习者，在自身文化特点的影响下，对汉语语言的习得、难易把握、也
有着不同特点。其语言的共性及个性更有着不同于其他的特点，这为中韩语言研究提供了必要性，也为对
韩国的汉语学习者的研究提供了必要性。第一语言对第二语言的影响和干扰，所以常常会使第二语言的学
习者自觉不自觉地要以第一语言为标准来套用所学的语言，因此产生“对等”意识和偏误现象。希望中韩
共同使用的后缀“X家”的语义对比研究，对中韩之间跨语言跨文化研究的引玉之砖。
【关键词】 “X家”、类后缀、语义差异、韩国汉语学习者.

明末西班牙传教士菲律宾漳州闽南话教材古今韵母分合考辨 —以《汉语语法：漳州话语言艺术》（1620）
西班牙巴塞罗那图书馆善本为例
金美  中国厦门大学

【摘要】本文以在菲律宾马尼拉传教的西班牙道明会（又称“多明我会”）传教士撰写于1620年的教材
《汉语语法：漳州话语言艺术》（下文简称“漳州语艺”）西班牙巴塞罗那大学图书馆善本漳州闽南语为
例，对比考察今漳州话（下文简称“今漳州话”）与《广韵》音系韵母（每字所属韵摄开合等次及声调用
小字号标注于每字右下角），查考辨正明末菲律宾漳州闽南话与今闽南话韵母古今分合的历史音变遗存，
颇有启示意义． 
【关键词】 明末西班牙传教士、菲律宾漳州闽南话教材、古今韵母分合

跨语言视角下汉语结束义动词的语法化研究
景高娃  浙江外国语学院 

【摘要】本文采用共时和历时相结合的方法，对汉语结束义动词的语法化过程进行分析，并借鉴语义地图
的方法，描绘结束义动词的多功能性。事件连接功能的产生是结束义动词语法化非常重要的一环，符合类
型学结束义动词语法化的一般路径。在共时平面上，对方言中的结束义动词的关注还不足。“罢”在普通
话中已很少使用，但保留在豫北方言中，进一步虚化，并扩展出表达经历的用法。从跨方言或跨语言的角
度来看，汉语方言和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语言中的结束义动词有相似的从完结到经历的扩展路径。已见报
道的境外语言的结束义动词可以表达“以后”“已经”“完结”“接续”“过去”“完成体”等多种功能。
汉语结束义动词向完成体甚至经历体方向发展，体现了类型学的共性。
【关键词】结束义动词、多功能性、语法化、经历体

认知视域下韩国学生能性述补结构的习得研究
雷婷  中山大学 

【摘要】能性述补结构一般是指“V得/不C”结构，是汉语的一种特殊句法结构，该结构的使用条件相对
比较复杂，在韩语中没有完全相同的对应形式，因此韩国学生在使用该结构的时候常常出现各种偏误。传
统的“V得/不C”结构教学主要偏重于结构形式的描述，学习者虽然能记住能“V得/不C”的结构形式，
但是能准确理解把握并有意识地正确使用该结构的学习者却不多。本文尝试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对能性述
补结构“V得/不C”进行习得和认知研究，试图探索出能性述补结构“V得/不C”的认知加工机制，并以
此为依据帮助对外汉语教师找到更为科学有效的教学策略。
【关键词】能性述补结构、二语习得、认知研究、汉语教学

新马地区私会党的行业隐秘语
李国樑  新加坡独立民间文史研究员、民间文史顾问

【摘要】新马的华人帮会源自中国清朝的天地会，殖民地政府称之为secret society（私会党）。虽然一
些私会党员曾经回国反清，大体上私会党的本质已演变成通过武力争夺地盘，以新客与黄赌毒为主要营收
的社会罪案源头。19世纪末，新加坡私会党被令“解散”后，成立以洪门“廿一”为根基的“天地人神”
派系，行语亦趋向本土化，例如“平中”和“崩角”两大主流招纳新丁时都会“做大戏”和“布袋戏”，
急功好利的私会党老大则“去角”；私会党内部职位有426、415、49等，民间形容“08、24、369，敌
不过999（警方号码）”；一旦“风来了”最好马上把“白鱼”藏起来。此外，“开台”跑码头必须以《
五祖船》对诗，跟“水”相关的隐语甚至通俗化，成为民间方言惯用的俚语。 
【关键词】新加坡、天地会、私会党、行语

关于华文实时在线课堂互动技巧的思考
李静  范静哗博士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COVID-19的疫情导致许多青少年的学习场域从传统的同一物理空间的课堂转到虚拟空间的实时
在线课堂，实时在线教学的互动环境的改变也导致传统的师生互动条件发生了变化。当教师和学生分散在
各自的生活空间，在共享的虚拟学习空间中师生的互动与传统课堂相比，相对缺少非言语交流，这对学习
者的投入和注意保持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教师需要进行专门调整才能发挥在线教学的效果。本文从青少年
心理学的角度探讨注意力及其与在线学习的关系，进而分析在线课堂中的常见任务，并总结在线教学中的
一些互动技巧，目的在于通过形成良好师生关系、积极的学习氛围来加强课堂互动，为学习者赋能。文中
总结的互动技巧主要包括：1.激发学习动机的互动技巧，如提问、反馈、非言语交流等；2.教学过程策略
的互动技巧，如明确学习任务、设计话题以及任务导向教学等；3.差异化教学策略的互动技巧，如应用资
讯科技支持差异化教学、组织统筹课堂中的互动。
【关键词】在线课堂、非言语交流、青少年学习心理、在线互动

关于强调数量“就”的重音形式
李美京 韩国大邱大学
            
【摘要】本文主要以声学的方式针对既可强调数量多又可强调数量少的副词“就” 进行的研究。前人对
此研究已经很多如，在句法、语用、语义演变、语义指向、主观量等方面，但在韵律方面的研究却很少，
且几乎都靠语感来判断“就”是重读还是轻读。本文要对“就”的本体研究与韩汉对比研究同步进行，考
察在有无“就”的单量式结构中重音形式有何区别，还要看中国人和韩国人对“就”句子的音长和音高有
何不同。实验材料选择了《现代汉语八百词》，《现代汉语虚词词典》中的例句及自己调整的例句，一共
20个句子。实验对象为中国人3名，韩国人3名，各读三遍。分析对象一共为360（20*3*6=360）个句子，
57，600（20*160*3*6=57，600）个音节。本文要分析句中有无副词“就”的两种情况下，句中音长和
音高的不同。研究结果大体如下，第一，通过分析音长和音高来看，句中有无“就”时，重音位置有所不

同，没有“就”时，重音放在句末数量单位上，并且各音节的音长相差不大。强调少量时重音既可在“就”
上，也可在“就”后的数量单位上；强调大量时，重音放在“就”前。第二，韩国人不管副词“就”在哪
儿，一般都把重音放在数字上，有些人把它放在动词上。可见，韩国人对句中出现强调数量的副词“就”
的重音格式不太了解。第三，韩国人的每个音节音长区别不大，而重音的表现不太凸显。
【关键词】重音、 副词“就”、音长、音高

东南亚华语早期词汇发展变化研究
李权  北京师范大学

【摘要】本文以《叻报》《新国民日报》为研究对象，分别选取1917-1920（本文称之为“前期”）和
1930年前后（本文称之为“后期”）的等量本地新闻语料进行两点间的词汇比较，主要有以下两点变化：
第一，文言形式减少，白话形式增加。早期华语的语言风格可归纳为“文白相融”，即尚古的文言词和通
俗的白话词并存共用。对比前后期，文言形式有所减少，白话形式有所增加，体现出文言向白话的过渡特
点。第二，由不稳定趋于稳定。表现为如下语言事实：其一是同义形式的选择，如同素异序词，其二是异
形词的选择，包括自源和他源两类。它们均表现出前期词形丰富，且频次相近，后期出现了主要词形的变
化。以上几种变化主要受以下三种因素的影响：其一，早期国语的影响；其二，东南亚本土因素的影响；
其三，外语的影响。从“史”的角度来看，应该将共时和历时的研究思路相结合，多角度考察影响华语发
展变化的因素。
【关键词】东南亚华语、叻报、新国民日报、词汇

基于网络技术支持下韩国高校汉语教育现状
李秀彬 韩国仁荷大学/中国天津师范大学

【摘要】随着网络技术的普及，不受时空限制可以展开汉语教育。在疫情情况下，多数韩国高校采取了基
于网络技术支持下的远程汉语教育。本研究主要考察对象为20所韩国重点高校的汉语教育现状，主要考
察范围为韩国政府的官方文件、高校常用的LMS系统，K-MOOC平台、KOCW高校资源共享平台、高校
的OCW平台、高校官方网站进行了考察。考察得知，1）汉语与其他外语相比，韩国政府对汉语教育方
面的支持力度变化不大，可说明为韩国政府重视汉语教育。2）韩国高校利用LMS系统开展混合式学习以
及远程教育提高汉语课堂教学的绩效。3）通过K-MOOC管理实施策划可以看出，韩国政府重视基于网
络技术支持下的远程教育，以及远程教育有着一定的意义。本文进行了基于LMS系统支持下的汉语课堂教
学设计。LMS系统可以实现以学习者为中心的课堂教学，又可以减少教师的备课时间。基于LMS系统的汉
语课堂教学可以分为三大环节开展不同的教学活动。1）课前环节主要进行资源学习，比如：教师把教学
资源上传到LMS系统让学习者进行自学。2）课中环节可以点击远程会议（ZOOM与谷歌会议）开展远程
教育。3）课后环节利用LMS系统上的练习，考察学习者的掌握度。4)学生互动方面，LMS系统上教师创
建小组之后，不仅可以进行生生互动，还可以线上会议当中可以进行师生讨论。本文的研究工作可以为对
韩国汉语教育的信息化与汉语教学改革工作提供参考并借鉴。
【关键词】汉语教育 、系统

混合式学习模式运用于文学教学的设计与实践—以H2华文与文学小说教学为例
李志元  新加坡莱佛士书院（高中部）
张曦姗  南洋理工大学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随着数码科技的普及，课堂的教学形态及学生的学习方式也有了巨大的改变。混合式学习模式便
是其中一大教育趋势。学生在选读H2华文与文学这门课前，较少接触过文学作品，也缺乏深入分析文本
的能力。因此，如何带领学生深入分析课程中的所有作品，并教授学生分析文本的能力便成了一大教学难
点。本文试图以H2华文与文学课程下的小说教学为例，探究如何将混合式学习模式运用于文学教学上。
首先，本文将介绍研究背景与对象，并阐述新加坡混合式学习模式的概念和理论依据。接着说明运用混合
式学习模式于小说教学上的实践过程。最后，本文通过学生调查问卷、聚焦访谈及教师观察来检视教学设
计与实践的成效，再反思教学过程中所面对的挑战。
【关键词】混合式学习模式、H2华文与文学、小说教学

“年老”对新加坡华族年长病患意味着什么？—以医患门诊会话中的“年老”为例
林鼎勋   林尔嵘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摘要】在公共医院的门诊互动中，时而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一些年长患者会在话语中向医生标榜自己“
年老”的身份，如：“这么老了”、“我岁数有了”、“八十七岁了啦”等等。我们发现，这些以话语标
识自己或他人的“年老”身份不只是单纯的在传达信息。实际上，在不同的会话序列环境中，以话语标识

“年老”作为会话行为能达到不同的话语作用。以新加坡某一家医院的门诊语料为例，我们结合会话分析
（Conversation Analysis）方法与身份类属机制（Membership Categorization Device）的视角，
探讨“年老”这一身份类属在门诊互动中的作用。研究显示，一些华族年长患者会向医生标榜自己“年老”
的身份，以完成特定的话语行为，包括：一、合理化自己的病症；二、拒绝医生的医疗建议；三、辩解自
己身体功能的缺失。通过分析这些年长患者标识“年老”身份类属的互动序列及相关的会话行为，我们旨
在揭示新加坡华族年长患者对于“年老”这样一种身份标签的观念及认识，说明身份类属机制是如何搭建
起交互双方对话语的理解，也为医患沟通研究带来新的启发。
【关键词】会话分析、互动语言学、身份类属机制、年老

维吾尔语、西部裕固语颜色词文化内涵对比研究—以“黑”“白”为例
林雅琛   中央民族大学

【摘要】本文总结对比维吾尔语和西部裕固语“qɑrɑ/�ɑrɑ黑”“ɑq/ɑq白”的义项发现，两种语言“
黑色”既含褒义也含贬义，均有伟大、尊贵、有力、程度深、粗糙、无知、坏、反面的和孝服等义。但维
吾尔族接受了汉族“黑色”代表非法、秘密的认识。维吾尔族和西部裕固族都认为“白色”代表吉祥、善
良。西部裕固语“白色”可指所有奶制品和非宗教职业者，维吾尔族受到其他民族影响，借入了白色“落
后、反动”等贬义。并从社会生产实践、宗教信仰、风俗习惯三方面讨论“黑”“白”文化内涵的异同原
因。
【关键词】维吾尔语；西部裕固语；“黑”“白”颜色词；文化内涵对比

试论对外汉语教材中的拼音教学设计及拼音对教学的辅助作用—以《博雅汉语（第二版）》为例
刘迪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

【摘要】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开始学习汉语，各种对外汉语教材层出不穷。语音教学在语言学习初
期有着重要意义，对于汉语来说，拼音教学是发展其他语言技能的基础。教材是教学的依据，一些对外汉
语教材中对拼音教学的设计缺少科学性和系统性，并且没有较好的利用拼音辅助之后的技能教学。本文共
有五章，以《博雅汉语（第二版）》九册书为研究对象，分别从研究目的和意义、拼音教学设计、拼音练
习安排、拼音辅助其他语言技能教学、研究结论等方面展开论述。《博雅汉语（第二版）》总体而言在拼
音教学方面较为完善，但在发音方法教学和拼音练习方面仍可提升。本文详细分析了教材中拼音部分的优
劣利弊，希望能为其他对外汉语教材的编写完善提供思路，提高对外汉语教学的质量。
【关键词】对外汉语、拼音教学、教材设计

台湾“国语”新义新用的“杀”
刘吉力  长沙师范学院文学院  

【摘要】台湾“国语”的“杀”动形兼备，以动为主，辅以形容词用法。形容词“杀”主要有“狠/酷/低”
三个义项，各义项来源不同；历时考察“杀”，呈现由升到降的发展态势，义项由单到多再到以“低”义
为主，“杀”的发展演变有其内外部原因；对比其他多个华语社区，台湾“杀”与其形成有无之别的新生
差异。新义新用的“杀”充分体现了台湾“国语”的变异性及独特性，因此是研究其最新发展演变的典型
案例之一。
【关键词】台湾“国语”、“杀”、形容词、变异

更好地与文献对话：留学生学位论文转述结构考察与教学
刘锐  澳门大学

【摘要】学术写作中，引用是与已有研究建立联系、创建自身研究空间的重要方式（Swales， 1990）。
因此需要大量地使用诸如“某某发现/认为”、“在某某看来”这类转述结构。学术英语（EAP）研究表
明，二语学习者在掌握转述结构上存在相当的困难（Neff et al. 2003；陈建林，2011）。本研究旨在考
察汉语二语者的学位论文中转述结构的使用情况。本研究从CNKI硕士学位论文库中随机选取了13篇留学
生用汉语撰写的学位论文作为考察对象。由于引用通常集中地出现在文献综述部分，因此考察的重点放在
论文的“研究综述/研究现状/文献综述”部分。我们使用Liu & Wang（2019）的分类体系对转述结构进
行了标注。结果显示，留学生学位论文中使用最多的是过程性转述，其次是话语性转述，最少是发现性转
述、认知性转述。对比成熟写作者的论文（刘锐、黄启庆、王珊， 2021），留学生过度使用过程性转述，
而发现性转述、话语性转述的使用比例偏低。结合不同转述结构的功能来看，留学生在引用中主要关注的
是研究对象、方法，而对结论、成果、作者的观点缺乏足够的讨论和分析。此外还存在以下问题：转述语
的功能类型、种类单一；（2）转述语误用；（3）转述结构滥用，造成无意义的引用。针对这些情况，
本文提出应该对转述结构进行针对性训练，综合使用范文学习、结构控制训练、改写等练习方法，帮助二

语者理解和掌握多样化的转述手段，以提高汉语学术写作的水平。
【关键词】转述结构、学位论文、引用、学术汉语、学术写作

虚拟世界和元宇宙：汉语国际传播的应用现状和未来的可能性
卢文慧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研究生

【摘要】依托现代信息技术和互联网平台在线教育的不断发展，“互联网+”开展汉语教学受到汉语教师
与汉语学习者的共同重视，使汉语国际传播更多样化。虚拟世界是一种持久的在线计算机生成环境，在远
程物理位置的多个用户可为工作或学习进行实时交互。本文首先介绍了虚拟世界的历史发展和元宇宙的概
念。元宇宙是互联网的延伸，允许用户彼此之间以及周围的环境进行互动，包括虚拟现实（VR）和增强
现实（AR)。人工智能（AI）的使用现已成为汉语国际教育的现实。通过特别关注四个特性，虚拟世界或
元宇宙的集成网络在四个领域取得进展：沉浸式现实主义、访问和身份的普遍性、互操作性和可扩展性。
对于每个领域，当前状态和需要的发展，这些特性被认为是可行的多元核心组成部分。本文考虑虚拟空间
在当代汉语国际传播的应用现状，以及元宇宙新技术领域的影响。以当代汉语为对象，以多学科交叉为视
角，结合汉语国际传播的相关实践，虚拟世界利益相关者和开发人员之间未实现的协作，构成人类社会文
化互动的一个引人注目的领域。伴随新技术发展和教学理念变化，在虚拟世界和元宇宙视野下展望汉语国
际传播发展的新思路。
【关键词】元宇宙、虚拟世界、人工智能、汉语国际传播

东南亚华语量词历时发展调查与思考
卢月丽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摘要】本文以东南亚华语为对象，以“史”的眼光观察东南亚华语中量词的历时发展面貌，最终按照“
史”的范式形成比较完整的表述，试图从一些具体的方面展现东南亚华语发展演变的内容及过程。文中把
东南亚华语量词的发展归纳为以下三种模式：上扬式、下行式及曲折式。在对上述语言事实考察与梳理的
基础上，文中得出以下两点认识：其一，东南亚华语量词的发展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其发展不止一种模
式，而是三种交织在一起；其二，华语量词发展演变的原因既有方言、英语的影响，又有其作为祖语具有
保守性的制约。
【关键词】东南亚华语、量词、祖语、历时研究

浅谈国际汉语教学中的跨文化理解 ―以在日教学实践为例
路浩宇  日本关西学院   
陈碧强  中国山东曲阜师范大学

【摘要】笔者以自己在日本大学试行的两次以“友谊”和“孝道”为主题的汉语口语教学实践为例，通过
学习者对“友谊”和“孝道”为主题所作的口头发表，在提升口语表达能力的同时，引导学生了解中国的
文化与哲学思想。通过观察学习者对“友谊”和“孝道”话题的口语课的参与情况，我们发现日本学生对
友谊话题的兴趣更浓厚，对友谊的理解比孝道更深，对友谊价值的认同大于对孝道的认同。日本是原子化
社会，由于个人本位思想在日本的盛行，学生对于跟自己关联紧密的同时代事物表现出更大兴趣。孝道涉
及两代人或三代人之间的关系，复杂程度远大于友谊，故不太容易引起在“核心家庭”的时代背景下成长
起来的当代日本大学生的同情与理解。由此可见，任何一种观念都与它的历史和人文环境有关，是传统延
续和社会生活的产物。由于“孝”涉及到代际关系，日本学生对“孝”的认识相对浅薄，往往是泛泛而谈。
由此引出对教学目标的思考：一，国际汉语教学不应仅仅停留在“术”的层面，而应在锻炼学习者基础能
力的前提下，上升到对学习者的人文关怀与灵性启迪的大道上来。二，知识传授与文化交流是两个层面的
问题，知识传授是无条件性的，而文化之间的融合是有选择性的。国际汉语教学需要在尊重文化多样性的
前提下进行。
【关键词】国际汉语教学、友谊 孝道、人文关怀
  

怒苏语多义词的文化内涵
罗自群  中央民族大学

【摘要】怒苏语是生活在中国云南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福贡县的怒族怒苏支系说的一种语言，属于汉藏语系
藏缅语族彝语支。怒苏语词汇，按照义项来分，有单义词和多义词两类。本文重点从多义词这一方面来分
析怒苏语词汇所体现的文化内涵，通过与汉语、藏缅语族其他语言的比较，来说明怒苏语词汇文化内涵的
特点。文中所用的怒苏语词汇都是来自本人田野调查获取的第一手语料。一、怒苏语多义词的类型：如果
以汉语为参照点，怒苏语中存在一些多义词——一个怒苏语的词，可以有两个及以上的汉语词语和它相对
应。既然是多义词，语音相同，语义相关。根据词性，可以把怒苏语多义词分为两类：1、词性相同的，

2、词性不同的。（一）怒苏语词性相同的多义词  怒苏语词性相同的多义词比较常见的是名词、形容词
和动词。（二）怒苏语词性不同的多义词  怒苏语词性不同的多义词，比较常见的是一个多义词具有两种
不同的词性，当然，也有一部分多义词不止两种词性。二、怒苏语多义词的文化内涵：我们把怒苏语词性
相同的多义词看做是静态相关，而把词性不同的多义词看做动态相关。和汉语比，和汉族比，使用怒苏语
的怒苏人和汉族在认知上存在着诸多差异，汉语的表达显得更精细一些，而怒苏语则比较笼统一些。怒苏
语多义词的这种特点，充分体现了怒苏语的文化内涵。
【关键词】怒苏语 、多义词、文化内涵

汉语二语者书面产出词汇多样性的文本长度效应研究
马庆 北京语言大学

【摘要】词汇多样性是二语表达能力的重要标志，是计算机自动作文评分的重要采集变量，但是词汇多样
性测量指标与文本长度之间存在复杂的关系。本研究从2010年4月HSK写作考试的实测大数据中选取154
份语料，重点探究了汉语二语者书面产出词汇多样性与其文本长度的关系。结果发现：（1）词种数、
TTR、Root TTR 、Log TTR等8个测量指标可作为词汇多样性测量的有效参量，但通过相关分析结果可以
看出，当文本长度过短的时候，很难反映出词汇多样性与作文成绩之间的关系；（2）8个测量指标均存
在文本长度效应，其中MATTR受文本长度的影响较小；其余7个测量指标随着文本长度的变化整体呈现出
线性的变化趋势；（3）当文本长度在60至100词范围内时，除MATTR外，相同文本长度下的LD值均存在
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关键词】词汇多样性测量、文本长度、语言产出、作文自动评分

西南官话中古非晓组字混读的声学考察—以四川中江为例
饶冬梅   西华大学

【摘要】古非晓组字的混读在西南官话中较为常见[1][2]。西南四省（四川、云南、湖南、湖北）方言中
非晓组字的混读主要体现为八种类型（见表1）。本文以四川中江方言的古非晓组字今读作为深度调查对
象（前人调查结果为Type2类型[2][3]），选择10位年龄在55-65岁区间的发音人（男女各5），得到约
9000个语音材料，提取擦音中段20ms的谱重心CoG（Center of Gravity）和标准差SD(Standard 
Deviation)两个参数[4][5]，从声学和感知两个角度考察了四川湘语中非晓组字混读（merger）以及语
音性变读（phonetics variation）的原因[6][7]：非晓组字的混读，跟[f]/[xu]发音的相似性以及感知混
淆有关，和语言接触也有密切关系。四川湘语受强势方言（Type 1）及普通话影响，混读规律出现例外
之外的字有所增多，混读的条件也逐渐走向单一化。
【关键词】四川湘语、混读、语音变读、语言接触

河北方言的“去分阴阳”现象
桑宇红  白茹 河北师范大学 

【摘要】学界对河北地区保定、唐山、秦皇岛地区冀鲁官话保唐片轻声前去分阴阳的现象已有报道，较早
应是《昌黎方言志》（1960），后有李思敬（1995）对宁河方言，接着田静（2007）、刘克龙（2010）对
唐县，后又有郑莉（2014/2019）、白茹（2016）、曹庆改（2018）、李仕颖（2019）、尹凯（2020）等
分别报道了与保定毗邻的石家庄的深泽、无极、辛集及衡水部分地区安平、饶阳也存在“去分阴阳”的现
象。河北方言去分阴阳具体表现为：（1）在单字调层面可以区分阴阳去，如无极和深泽；（2）在连读层面
区分阴阳去；主要分布于保定地区的曲阳、定州、唐县三个县市；（3）仅在轻声前连读时区分阴阳去，
主要分布于保定及石家庄、衡水部分毗邻保定的地区。
【关键词】河北方言、去分阴阳、连调及轻声、保唐片

课例研究：放声思考在阅读教学中的策略与设计
盛丽春、韩爱玲、幸锦龙 、胡晓苏  四德女子中心
张曦姗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为了提高学生在阅读理解、感悟欣赏及延伸拓展方面的能力，本校研究团队通过放声思考阅读策
略(Think Aloud Strategy)进行有系统、有针对性的阅读教学。放声思考策略是将个人内在的无声思考，
用口语表达的方式，将心中所思考的内容说出来。老师能借此了解学生的思维过程并加以引导纠正。放声
思考方式是展示思考能力的有效方法，让思维可视化，同时也能训练学生的口语表达能力。本研究以79
名中二高华学生作为研究对象展开三轮的课例研究。本文首先从研究背景、研究对象和研究目的做一个整
体介绍；接着阐明理论依据和相关概念；再具体介绍整个研究的教学实践过程。研究结束后，通过调查问
卷、教师观察以及学生反馈进行分析，最后再反思教学过程中所面对的难题与挑战。

【关键词】课例研究、放声思考、阅读教学

“洪武赶散”与苏北江淮官话
石绍浪  北京语言大学

【摘要】“洪武赶散”是指明初苏南向苏北平原一次大规模移民，虽然正史没有确切记载，但在苏北民间
普遍流传。苏北江淮官话入声韵有一个较为独特的特征，曾梗摄一二等帮组字读圆唇后元音韵母，并与通
摄合并，其分布与“洪武赶散”的移民范围基本吻合。比较发现，苏北江淮官话的这个音变应是源于苏州
移民的影响。今苏北江淮官话入声韵类突破中古韵摄的格局，发生了简化，也可能是明初苏州方言在苏北
扩散的结果。余论认为，在分析江淮官话与吴语关系时，不能只局限于“同源”的角度，还应考虑明初苏
州苏州方言在苏北的扩散。
【关键词】“洪武赶散”、苏州方言、苏北方言、江淮官话、入声韵

德国语言学家加布伦兹及其《汉文经纬》研究
宋楠  德国国际合作署中德合作中心； 波恩东亚研究院chinnotopia中国论坛

【摘要】本论文第一章介绍了与乔治·加布伦兹有关的史实，包括十七到十九世纪西方汉学的兴起、独立
与发展、加布伦兹家族史和乔治·加布伦兹的汉学之路。 第二章到第四章将《汉文经纬》拆分为“汉语
基本面貌”、“分析系统”和“综合系统”研读与解析，完整展现加布伦兹的语法思想和其构建的古代汉
语语法体系。论文的第五章和第六章，分别探讨了加布伦兹在西方近代语言学历史上所起的作用，以及对
汉语语法思想史的影响、突破和超越。同时在论文结语部分，讨论了中外语言学界对于《汉文经纬》一书
不甚明晰的几个问题。
【关键词】加布伦兹  《汉文经纬》

华文作为第二语言新闻听读教学的文献综述
孙晓颖   张丽妹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新闻听读教学在华文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中更是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本文回顾和介绍了
2001-2021年二十年间华文作为第二语言新闻教学的相关研究，文献主要来源于中国知网 (CNKI) 和Web 
of Science等数据库。本研究的文献综述主要围绕四个研究问题：第一，华文作为第二语言新闻听读教
学的目标有哪些？第二，华文作为第二语言新闻听读教学的原则是什么？第三，华文作为第二语言新闻听
读教学的难点有哪些？第四，华文作为第二语言新闻听读教学的教学策略和方法有哪些？最后，本文结合
新的时代背景提出了华文作为第二语言新闻听读教学的优化建议。本研究的成果和发现对华文作为第二语
言新闻听读教学具有良好的指导意义，同时也为华文第二语言新闻听读教学法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和指引。
【关键词】华文作为第二语言、新闻听读教学、教学目标和原则、教学难点、教学方法 

乙圩壮语多功能语素te∶ŋ1

覃薇  中央民族大学 

【摘要】本文对乙圩村壮语“遭受”义语素“te∶ŋ1”进行全面的调查描写，并刻画出“遭受”义语素
“te∶ŋ1”功能的整体面貌。对“遭受”义语素部分语法功能的语法化过程进行探讨，归纳出其语法化的
路径和机制，为学界了解乙圩壮语“遭受”义语素功能的语法面貌和特征提供新的材料。乙圩壮语的“遭
受”义语素“te∶ŋ1”呈现出多功能性，具备了十三种功能：①“触碰”义动词；②“对、中、合”义动
词；③“遭受”义动词；④“需要、用”义动词；⑤被动标记；⑥“对”义形容词；⑦“致使”义动词；
⑧情态助动词；⑨结果补语；⑩程度/状态补语；⑪“到、轮到”义动词；⑫副词；⑬假设连词。其中，
本文调查到了“遭受”义语素“te∶ŋ1”以往没有被调查描写到的功能为：①程度/状态补语；②“到、
轮到”义动词；③副词；④假设连词。
【关键词】乙圩村、壮语、“遭受”义

祁东湘语多功能词“落”的语义演变与主观化
谭丽亚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西南林业大学外国语学院
陈海宏  云南民族大学民族文化学院

【摘要】湖南祁东湘语多功能词“落”的用法比较特殊，其语义演变属于通过增加新义而产生的多义模式，
它的多个义项在语义上有一定的关联，或直接关联，如“落”作实义动词时的多种语义；或间接关联，如
前加准词缀型小称标记“落”可能是由实义动词“落”的“降生”、“遗留在后面”等义隐喻而来的。“

落”在祁东湘语中还可以重叠，在语义和语用表达上带有一定的感情色彩，可表达说话者对命题的多种主
观态度。祁东湘语“落”语义演变的认知机制主要有类推（隐喻与之相关)、重新分析（转喻与之相关）和
主观化（褒化、贬化与之相关)等等。
【关键词】祁东湘语、“落”、多功能、语义演变、主观化

论析新加坡华人华语及身份认同的变迁
谭国勇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身份认同的建构在国家及其国家层面下的政治、经济及社会发展上有着深远的影响。它可以使人
认可该国家在政治经济及社会层面上的立场及政策，也可以让人民在某种程度上产生了归属感。教育是建
构身份认同的其中一环。据王赓武教授与陈庆文教授所示，新加坡华人身份认同，是最没有代表性，后者
则认为身份认同是有目的性地建构出来的。由此说明了新加坡华人身份认同正等待人们来填补。也正是如
此，新加坡政府通过不同媒介，包括教育政策等手段来灌输和建构自身倾向的华族身份认同，即倾向于文
化上的认同。本文尝试通过1979年讲华语运动及新加坡教育部历来的教育改革报告书，来了解其倾向和
期许。1979年讲华语运动，主要目的是要整合新加坡华族各方言群体。当时，新加坡华人社会有多达12
个华人方言群体，拥有一个共同的语言：华语，促进他们之间的沟通，减少之间的纷争，团结一致。这有
利于营造及实施双语教育政策的大环境，从中促进经济发展。然而，时间的推移，讲英语家庭的增加，使
得讲华语运动有了新的使命，即提升人们对华文的认识。新加坡教育部在报告书中所倡导的文化认识，倾
向于应对华族内部压力和需要。这回应了陈庆文认为华人身份认同是人造的说法。与此同时，随着华人移
民的移入，他们所带来的文化是否再次在原有身份认同上融合或产生分歧，则是未知数。这将会直接或间
接影响新加坡华文华语以及教育发展的走向。
【关键词】新加坡、华人华语、身份认同、教育

新加坡高中文学教学提问策略的探讨— QUILT框架下的教学设计与实践
唐佑彬   潘旭    李俊贤    郝德奕 淡马锡初级学院
张曦姗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在华文文学课堂上，设计优质问题能引导学生进行品读和鉴赏。因此，本研究以主修H2CLL的
61名学生为研究对象，探讨基于QUILT提问框架激发学生学习兴趣与提升学生思维能力的课堂教学模式。
本文首先介绍研究的背景、对象及方法，阐述基于QUILT提问框架的教学理念与理论依据；接着以现代小
说、诗歌、戏剧以及文言文为例，介绍如何基于QUILT的提问框架设计不同类型的问题的提问策略；本文
也根据学生的课堂反应，探讨了QUILT提问框架下不同文学作品教学的几种提问策略和问题设计类型，在
体现以学习者为中心、加强师生互动和凝聚同侪间学习力量等方面的成效。本论文最后将通过前后测的数
据对比分析、学生反馈、教师观察和学生产出检视教学设计的实施成效。
【关键词】文学教学 、提问策略、 QUILT框架、教学设计

楚辞“羌”字句与湘西凤凰方言ʧʰɑ13字句 比较研究
田晓黎  中央民族大学

【摘要】楚辞里的“羌” ，自东汉王逸注释后的1800多年来 ，众多研究者引经据典， 却始终没有确解。
《楚辞》的“羌”字是否有田野遗存？在湖南湘西凤凰方言中存在极具特 色的ʧʰɑ13 1字句。本文从凤凰
方言ʧʰɑ13字句的田野记音开始，逐条分析，总结规律，再与《楚 辞》16 处“羌”字句进行对比研究，
结果显现，凤凰方言ʧʰɑ13字句基本传承着《楚辞》“羌” 字句的语义。 
【关键词】《楚辞》  羌

国际中文学习软件的大型网络游戏化
汪歆玥  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   

【摘要】汉语学习时间长的特点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二语学习者的热情，而当下飞速发展的大型网络游戏新
颖有趣，常令人沉迷。修坝不如引流，把学生们对汉文化和网络游戏的双重兴趣融入到汉语学习的全过程，
将有助于培养学习者持续性的学习兴趣。本研究分析了当下常用汉语学习软件中的游戏模式，结合现有网
络游戏的汉元素部分，提出了将汉语学习软件大型网络游戏化的具体设想。持续化：脱胎于传统的孤立小
游戏，将累计的学习成果作为升级模式，合理地穿插各类支线任务。系统化：学习者通过注册账号建立个
人学习档案，学习任务既包括集体学习，也包括多种自学形式。针对性：以学习者的需求为导向，提供相
应的实用汉语知识。灵活性：及时更新，高度重视用户反馈。允许教师使用游戏程序和知识库，以方便与
线下教学配合使用。
【关键词 】汉语国际教育、学习软件、网络游戏、学习兴趣

“ 打（타）”字的韩国汉字音形成过程考察
王 浩  四川轻化工大学人文学院  

【摘要】“打”字，在《广韵》中有两个读音，都是阳声韵，一个是梗摄、梗韵，开口二等，上声，端母
“德冷切”；另一个是梗摄、迥韵，开口四等，上声，端母“都挺切”。但是在韩国汉字音中，“打”字
读阴声韵타[t�ɑ]。本文从历史语言学和语言接触的角度出发，认为中世韩汉音（15-16世纪）中存在的
타[t�ɑ]和뎍[tiək]这两种读音，其形成主要是中国的影响，由“德冷切”和“都挺切”两种读法，平行
发展而来，“德冷切”变成了“都瓦切”直接影响了타读音的形成；“都挺切”本来是阳声韵，在传入韩
国以后，其阳声韵尾[ŋ]变成了入声韵[k]，实现了“阳入对转”，从而形成了뎍的读音。近代以后，随着
日语词向韩语的大量涌入，“打”字的日语唐音だ[da]与韩汉音中타读 音的高度相似性，使得타读音在
与뎍读音的竞争中，取得了最终的胜利。

汉语方言亲属称谓中的音变
王红娟  山东师范大学  

【摘要】亲属称谓是方言词汇中重要的一类，我们在考察方言间的词汇差异时，亲属称谓往往是重要的参
照项，如《汉语方言地图集 词汇卷》共有203条词汇图，其中涉及亲属谓的就有“爷爷、奶奶、外祖父”
等14条。在对汉语各方言中的亲属称谓进行梳理时发现，汉语方言的亲属称谓中普遍存在音变现象。比
如，山西运城的“弟”，单字音为“ti33”，但在“兄弟”一词中读音变为“thi33”。本文的音变的含
义是指：1.某个字或某类字在称谓词中的读音与其他情况中的读音不同。2.某个字或某类字在称谓词中的
读音于古今演变规律不合。本文讨论的方言亲属称谓中的音变类型主要有以下三种：个别音变、系统音变、
别义音变。
【关键词】汉语方言、 亲属称谓、 音变

乡村振兴背景下民族地区发挥语言经济效能路径的再探讨—基于西藏自治区林芝市M县的个案研究
王娟  陕西师范大学

【摘要】语言能力是重要的人力资本，语言经济效能是语言的重要社会效能，语言扶贫工作作为中国贫困
治理体系的有机构成，在国家脱贫攻坚的重要阶段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
后，民族地区的语言文字工作在扶持对象、政策范围和顶层设计方面也相应需要作出一定的调整。本文试
图在乡村振兴背景下进一步探讨如何继续发挥语言经济效能的路径。
【关键词】乡村振兴、语言扶贫、民族地区

四川方言的音系特征和两个历史层次
王倩  周及徐  四川师范大学

【摘要】 以往的四川方言研究认为，现代四川方言皆为明清时期的“湖广填四川”所带来。我们在近十
年的时间里，在四川作了广泛的方言田野调查。根据实地调查材料，我们提出新的观点：在四川省的岷江、
嘉陵江流域分布着两种不同的官话方言：嘉陵江流域分布着以成都话为代表的以“入归阳平”为特征的西
南官话方言，这是明清湖广移民带来的；岷江流域分布着以大邑话、宜宾话为代表的有独立的入声调的官
话方言，这是明代以前的四川本地方言的后裔。二者分属不同的方言层次而共存于今天的四川。本文以
2019年出版的《岷江流域方音字汇——“20世纪四川方音大系”之一》中语音材料为据，借助实验语音
学方法对成都话与大邑话、宜宾话作音系整理、以Praat软件绘制其声学元音图、声调曲线图，分析其在
音系上的规律性语音差别，说明今天的四川方言不仅具有以成都话为代表的湖广话语音类型，还有更为古
老的另一方言层次——这个音系今天仍具有入声独立、果摄一等字读为-u、麻三精见组读-i、模韵字读为-o
等语音特征。这些语音特征与成都话的湖广话语音类型有明显的差别，独立于成渝片西南官话而存在。 因
此，现代四川方言分为本地和外来两个层次：本地层次叫“南路话”，外来层次叫“湖广话”。
【关键词】四川方言、岷江流域、成都话、大邑话、宜宾话、方言音系

保定方言两字组连读变调及其若干问题
王帅臣  华北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 

在对河北省保定市下辖的24个县市区进行方言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展开本文的分析。首先描写清苑区的
两字组前字连读变调情况，以便对保定核心区域的变调情况有所了解。其次，介绍保定方言中的阴平变调、
阳平变调、上声变调、去声变调的地理分布、调值表现、调类分布等基本情况。再次，重点讨论上声变调
和去声变调。上声变调后的调值情况有一定序列性：一种是前字变调后与本声调系统的阴平接近或合流；

一种是前字变调后与本声调系统的阳平接近或合流。上声变调既有类型学上的原因，也有历史因素在起作
用。去声变调有一类和轻声有关。

西宁方言持续体标记“着”
魏萌  中央民族大学

【摘要】汉语西宁方言的体标记“着”主要表达持续体的语法意义。除单独使用，方言中“着”常与起始
体标记“上”、完成体标记“下/了”等其他体标记叠用。由此，西宁方言的持续体标记“着”多构成
“V着V”、“V着C”或“V着＋从句”三种结构。西宁方言持续体标记“着”常与起始体标记“上”、
完成体标记“下/了”等叠用，且均处于其他体标记之后，即动词后第二位置。叠用中，“着”仍表达持
续体的语法意义，其语义与前一体标记层层套叠，具有一定顺承关系。如与起始体标记“上”叠用时，“
上”的语义指向前面的谓语动词，构成“V＋上”结构；“着”的语义则指向“V＋上”这一整体，表达
动作行为开始并将进一步持续的状态，“着”具有一定未完整体范畴义。“V＋上＋着”结构还可续接其
他动词或补语成分，构成“V＋上＋着＋V”结构。此外，西宁方言持续体标记“着”常以“V＋着＋C”
形式用于述补结构谓语句中。其中，C可为程度、情态、结果、数量等多种类型补语，形式上可由单个形
容词或副词、数量或偏正短语及主谓结构充当。语义层面，“V着＋C”由“V着”与C两个时间过程构
成，C主要由“V着”引发或伴随，即两个过程包含一定的逻辑因果关系，这种关系可以是显性的也可以
隐性的。除构成“V着V”、“V着C”和“V着＋从句”结构外，持续体标记“着”还可用于西宁方言的
存现句和“的字结构”中，其用法具有一定独特性。
【关键词】西宁方言、着、持续体标记

“口”的比较词义探索
吴宝安  湖北大学文学院 

【摘要】“口”这一概念在汉语中主要有“口、嘴”两个词，根据它在汉语、汉语方言以及其他语言中的
用法，我们整理出了12组与“口”有关的共同引申，这些共同引申都可以通过“转喻”和“隐喻”来解
释。 基于转喻的共同引申有7条，如： 与言语功能相关，“口”引申出“说话、话语”义。与饮食功能
相关，“口”引申出“口味”“人口”义。与临近部位相关，“口”引申出“脸、鼻、咽”“口部饰物”
义。基于隐喻的共同引申有5条，如：与形状、位置都相似，“口”引申出“容器等器物通外面的地方”
和“出入的通道”义。与形状相似，“口”引申出“（山谷、水道等）大的豁口”“突出的部分；尖儿”。
这12组共同的词义引申在汉语、汉语方言以及英语、俄语、西班牙语、日语、泰语、印度尼西亚语、壮
语等语言中都以共词的方式出现，因此，我们可以将其看作是“口”在语言中的共同演变模式。
【关键词】“口”  比较词义 、共同演变

新加坡中学华文快捷课程后进生
语文学习的挑战和独立学习能力的培养
吴宝发  张曦姗  周淑君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后进生学习一直是教育工作者关注的课题，新加坡教师也不例外。后进生学习问题复杂，包括语
文基础薄弱；个人学习态度不良；缺乏独立与迁移的学习能力；课堂教与学方法不当等。本文立足于本地
一所中学的校本研究，借助文献研究法、问卷调查法与观察法，对中二快捷班24位后进生的学习特点进
行梳理，由此作出为期六个月对3个单元的教学调整的尝试，旨在分析后进生在课堂中语文学习的挑战以
及探索他们独立学习能力的培养。本研究对2021年新教材篇章里的语文技能做一次系统性的梳理，在课
堂阅读理解教学时，强调对文章理解的元认知策略之字义层次、逻辑层次、概念层次的教学，调动学生的
元认知，以弥补学生因语文基础薄弱带来的教与学问题。
【关键词】华文快捷课程 、后进生、中学新教材、元认知

中韩跨国婚姻家庭双语学习和使用状况及问题研究
吴思敏  闽南师范大学

【摘要】近年来，中韩跨国婚姻家庭日益增多。据统计，来自中国的在韩结婚移民总数在2019年已接近
20万人。中韩跨国婚姻家庭既有别于传统华侨家庭，又有别于普通韩国家庭，在语言文化上具有特殊性。
本研究以在韩中韩跨国婚姻家庭为研究对象，对其双语学习和使用状况展开调研，并针对其问题提出解决
方案。研究分三部分进行：第一部分利用文献分析法整理并分析韩国政府对多文化家庭的政策及多文化家
庭支援中心的相关资料。第二部分利用问卷法、访谈法与参与观察法对中韩跨国婚姻家庭进行相关数据采
集，并对数据进行定量与定性分析，多维度考察多种因子对语言的影响以及因子之间的相互作用及其与内
部、外部环境的交互关系，全面把握中韩跨国婚姻家庭双语学习和使用的特点及问题。第三部分综合考虑

调研结果，针对中韩跨国婚姻家庭双语学习和使用的问题和需求，从内部（中韩跨国婚姻家庭自身）和外
部（社会机构与教育部门）提出解决方案。本研究不仅可为中韩跨国婚姻家庭双语教育提供理论基础和实
践方案，还为以其为对象的双语教材及教学资源提供理论依据，为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跨国婚姻家庭双语教
育研究提供参考。
【关键词】中韩跨国婚姻家庭、双语教育、调研、解决方案

实践与反思：国际中文教学与信息通讯技术之运用
夏雪  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

【摘要】随着教育技术的发展，如何善用信息通讯技术（ICT）来服务于教学，实现以“学生为中心”的
教学实践，成为当今教育研究的热点。在国际中文教学领域，我们也面临着如何有效地将ICT运用于课堂
教学和学生学习的问题。本文即以此为出发点，在现代教育理论的基础上，以新加坡国际学校的非汉语母
语学生为研究对象，结合IB华文课程中的一个主题单元，从课件设计及课堂教学反馈等方面对ICT在国际
中文教育中的实践情况进行探索性研究，总结ICT辅助中文教学的几个原则：包括设计ICT要以学生学习
需求为核心，ICT的课堂使用应避免“喧宾夺主”，并反思教师在ICT运用中的作用，以期对新技术下的
国际中文教学发展提供参考。
【关键词】 ICT、 国际中文、课件设计、课堂实践

The Brief Analysis of Japanese Culture's Absorp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ulture
Hui Xu   Maca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bstract: Cultural exchanges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have a history of nearly 2,000 years. The fine tradi-
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ulture have exerted great influence on almost every aspect of Japanese 
life, such as architecture, clothing and so on. At the same time, Japanese culture has made a series of 
cultural innovations and developments according to its own national conditions while absorbing Chinese 
culture for reference. Starting with the reasons why Japan absorbed Chinese culture and analyzing the 
exchanges between Japan and China from 1972 to 2011, this paper analyzes and concludes that the similar 
cultural background of the two countries is the basic reason for Japan to better learn from Chinese culture. 
Finally, this paper expounds and analyzes Japan's absorp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ulture from 
three aspects: religion, ideology and diet. It is concluded that Japanese culture originated from Chinese 
culture, and before the Tang Dynasty, Chinese culture had the greatest influence on Japanese culture; after 
the Tang Dynasty， Japan began to have a real culture, but it was still influenced by Chinese culture.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and improvement of its own culture, it finally formed its own unique style. 
Key Words: Japanese culture; Chinese culture; Absorb; 

港式中文词汇与普通话的隐性差异
徐涵韬  北京师范大学

【摘要】“隐性差异”的概念及思想适用于全球华语对比研究，文章立足于此，讨论港式中文词汇与普通
话的隐性差异，首先以量词“枚”、动词“怀疑”以及名词“论调”为例，分析其在概念义、语法义、色
彩义等方面的表现；然后举例说明了隐性差异的三种存在形式，即有无之别、大小之别和程度之别，并指
出三者之间联系密切，不能孤立讨论；最后，文章认为未来研究应增强对华语隐性差异的考察分析，拓展
隐性差异的研究内容、语体范围及比较对象。
【关键词】隐性差异、词汇、港式中文、普通话

基本核心词词义的跨语言表现与特点—以61种语言为例
许可  冉启斌 南开大学

【摘要】本文建立了61种语言60个基本核心词词义数据库，从跨语言角度对其进行了细致考察。数据库
中共有义项约11440个，平均每词义项略超3个，最多达21个。平均义项数方面，动词最多，形容词其次，
名词、否定副词随后，数词、代词最少。义项数可能受词与外部世界的关联性、在词汇系统中的基本性以
及概念本身模糊性的影响。对词义引申深度赋值后，看到动词、形容词、名词的词义引申能力分较高，各
词的平均义项数与该分排名不一致。语言、词类对义项数量、引申能力分影响显著。通过网络图谱对词义
进行聚类分析和可视化分析后，基本核心词被分为10类，词类对聚类有影响。动、名、上形成较大词团。
名词[±指人][±身体部位]，形容词[±积极/消极]等特征会使词类内部形成关系更紧密的小类。图谱中，
hand连接动词和身体部位名词；head连接身体部位名词和指人类名词；man连接指人名词与褒义形容
词；one连接指人名词和数词；die、sleep等词连接动词和形容词等。

【关键词】基本核心词、词义引申、数据库、】可视化

冰墩墩的启示：中华文化符号海外传播的机遇与挑战
许琳皎  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

【摘要】北京2022年冬奥会吉祥物“冰墩墩”在国内外社交平台的爆红引起各界讨论。作为一种文化符
号，“冰墩墩”兼具多重内涵，承载着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功能。“冰墩墩”成为“顶流”，不仅
展现了中华文化强大的感召力，也为中华文化符号的海外传播提供了新思考。本研究基于符号学理论，从
视觉和语言两个维度分析符号传播的特点，挖掘“冰墩墩热”的深层原因，并从中得出中华文化符号海外
传播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基于此，笔者从符号传播的原则、内容和方式三方面提出了建议，即：调整传播
心态，着眼他者视角；加强内容设计，挖掘文化内涵；充分利用互联网媒介，引发情感共鸣。以期为中华
文化符号的海外传播提供借鉴，丰富中国文化传播领域的研究成果。
【关键词】中华文化符号、海外传播、文化传播、冰墩墩

韩国国民教育体系中汉语教育的发展与创新
许培新  山东大学

【摘要】本论文结合中韩两国历代交流的传统以及现代社会发展的趋势，在追溯韩国汉语教育发展历程的
基础上，重点考察自中韩建交以来韩国汉语教育的发展脉络，重点梳理并分析韩国国民教育体系中，大、
中小学不同层次汉语教育的发展情况以及出现的问题，总结韩国国民教育体系中汉语教育的主要特点；当
今国际大变局和新态势下，汉语教育发展面临着新情况、新问题，韩国国民教育体系中的汉语教育和学习
也在发生变化。因此基于教育理念升级、教学思路转型与教学模式创新，提出了加强韩国大、中小学汉语
教育的实践性、针对性，以及韩国汉语教育内涵式发展多元化路径的对策和建议。 
【关键词】韩国汉语教育、国民教育体系、内涵式发展

 
13—19世纪朝鲜半岛汉语教学对当代汉语国际教育的启示
许润芳  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

【摘要】朝鲜半岛有悠久的汉语学习历史，从以汉字为本、重视书面语学习到文言并重、对政治商务风俗
文化等不同领域进行全面了解，其汉语学习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汉学界人才辈出，促进了对中国制度、文
化的内化吸收及其本民族政治经济文化的进步。其中，国家层面的空前重视、语言政策的有力支持是不能
忽略的因素。目前流传的朝鲜半岛汉语教科书集中于13-19世纪，恰是两国政局革新、关系进一步密切的
时期，此类教材是今日研究两国历史上人文交往、不同时期汉语口语面貌、汉语教学法种类及影响、汉语
国际教育在半岛发展历程的宝鉴，本文以该时期《老乞大》《朴通事》《学清》等代表性汉语口语教材为
主要研究对象，结合韵书、字书及辞书类汉语书面语教材、《朝天录》《燕行录》与《朝鲜王朝实录》等
官方历史记载为佐证，共时对比同时期中国韵书。探讨官学、私学、司译院、承文院、译学院、质正官等
部门和职务发挥的历史作用，总结该时期朝鲜半岛汉语教学的优点和不足，力求为当代汉语国际教育汉语
人才培养、汉语教材编写、汉语教学法选择和语言政策制定提供一定的参考意义。
【关键词】朝鲜半岛、汉语国际教育、教学法、语言政策

语言赋能：乡村振兴多模态话语战略构建
杨城  浙江大学 

【摘要】语言是促进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乡村振兴中的每一步都离不开语言的力量。研究中首先依托多
模态话语分析综合框架，对余杭、桐庐、淳安三个乡村振兴示范地区的宣传片视频进行分析，总结其文化
、语境、内容、表达四个层面的多模态体现。其次依托质化分析的扎根理论方法，构建语言赋能乡村振兴
的战略模型，在组织、社会、个体三个层面探索赋能方向。最后，基于话语分析和战略模型提出未来语言
赋能乡村振兴的提升路径。研究发现，三个地区的多模态话语具有典型的区域特色，语言赋能乡村振兴需
要凝聚自上而下的多方力量，而国际化视角、内容的精准筹划、赋能视角的联动共振则是未来乡村振兴话
语努力的方向。
【关键词】乡村振兴、语言赋能、多模态、话语分析、战略模型

A Study on the Chinese Classroom of Foreign Students in the Epidemic Period Based on the Inter-
active Perspective
Haifeng Yang1,Daqian He2, Zhuoda Yang3

1. Center for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Wuh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Wuhan， 

2.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Wuh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Wuhan，
3. School of Chinese Studies and Cultural Exchange,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Abstract: Interaction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s affecting the result of online Chinese class teaching. 
By utilizing the method of questionnaire analysis, error analysis and document analysis， this paper selected 
200 international students from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Cultural Exchange of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of Wuh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of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as samples for investigation, including 94 undergraduates, 60 master 
students and 46 doctoral students. Among them, namely 86 in primary stage, 64 in intermediate stage and 
50 in advanced stage based on their HSK marks. The majority are from Asia (45%) and Europe (25%), the 
rest are from Africa (15%), America (10%) and Oceania (5%). This paper finds that the existing interactive 
methods of them include online conference platform, course live-streaming platform and video live-streaming 
platform. 
When using these platforms, we find there are some advantages of them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remote 
Chinese learning: They are convenient for students to preview and review before and after class, and they are 
helpful for the sharing of Chinese learning resources. However, we also find that there are some disadvantag-
es in teacher-student interaction and student-student interaction on these platforms, such as the lack of learn-
ing atmosphere (58% participants agreed) and the unwillingness of turning on the camera and micro-
phone(76% participants agreed). We think the factors causing these problems mainly include external and 
internal factors of teaching. The external factors include the factors of network connection, time difference, 
studying platform and studying resource allocation. The internal factor of Chinese teachers is that they are not 
adapted to the new way of online teaching, which makes them unable to carry out innovative design of class-
room interaction, and still choose the traditional teaching method (66% participants agreed). The internal 
factor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on the one hand, they lack online learning experience, so it is difficult to cope 
with some new challenges in teaching interaction practice. On the other hand, international students must 
overcome certain psychological factors in the interaction process of online Chinese classroom, among which 
anxiety and avoidance are the most prominent (80% participants agreed).
In conclusion, Chinese teachers can improve the interactive effect of online teaching through rational use of 
learning platform, effective allocation of learning resources and innovation of class interaction mode. Before 
teaching, teachers should inform students in advance of the selection of learning platform, registration, login, 
using process and a series of related matters. During the teaching process, teachers can allocate a certain 
proportion of class hours to organize interactive courses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s, such as group presenta-
tion, personal performance and seminar. After class, teachers can design and release questionnaires and 
use the background data statistics and other functions of the learning platform to analyze the frequency and 
quality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participation in interaction. Also, international students should actively adjust 
their learning psychology and improve their learning methods as well. In this way, they can get rid of negative 
psychological factors such as anxiety and avoidance, and focus on classroom interaction and knowledge 
itself, and finally achieve better learning results. Ultimately, teachers and students will collaborate to explore 
a course interaction path, adapting to the new mode of online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in the post-pan-
demic era. The research on this issue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enrich the theories of linguistics, psychology 
and pedagogy related to Teaching Chinese to Speakers of Other Languages. Also it can improve the teach-
ing efficiency of teachers and enhance the sense of gaining knowledge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Keywords: Interaction; Online Chinese Classroom; Chinese Teaching

国际华文推广的重要部分：志愿者项目的国别性/区域性分析—以缅甸为例
杨念  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

【摘要】2004年“国际中文教师志愿者项目”经中国教育部批准实施。直至疫情前，全球大约有7000名
志愿者在全球一百多个国家进行中文教学，其中大约3000名志愿者在东南亚各国任教，成为东南亚华文
教育重要力量。缅甸志愿者项目于 2009 年开始实施，至今已经有十年有余，到疫情前每年有一百多名志
愿者在缅甸各个城市甚至乡镇进行中文教学工作。十多年来，志愿者项目对缅甸华文教育发挥着重要作用：
为缅甸华文教育贡献了新的力量，弥补了缅甸华文师资的不足，促进了缅甸中文教育的合法化进程等。然
而，该项目也存在着一些问题，本人通过实地了解以及问卷的方式，深入分析了志愿者项目在缅甸的实施
情况，并针对性地提出几点建议，促进该项目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国际中文教师志愿者、华文教育、缅甸志愿者项目、参考

基于SLS平台的E晨读差异教学模式探索— 新加坡崇文中学的实践经验
叶语銮    徐小红   吴玉凡  新加坡崇文中学

【摘要】为了营造书香校园，培养学生的阅读兴趣和提高阅读水平，我校研究团队借助SLS平台，以110
名中三学生为研究对象，在全校进行E晨读研究计划。E晨读依据差异教学理论，照顾学生的个体差异，
所选篇章分年级、分主题、分文体，并结合各单元技能训练，设计不同程度、风格的晨读活动。学生借助
个人数码学习工具，选读纯文字或拼音版的、带声音和可查字典的篇章，通过SLS自测，在阅读护照上完
成任务。此外，高准备度的学生还可阅读更有挑战性的文章，并完成相应的挑战任务。研究结束后，团队
通过定量与定性研究检测学习成果。初步结果显示，基于SLS平台的E晨读差异教学模式，在一定程度上
激发了学生的阅读兴趣，也促进了教师的专业发展。
【关键词】SLS平台、E晨读、差异教学

Nasal Codas Merger in Chinese dialects: Modified Contrastive Specification and Sisterhood Merger 
Hypothesis
Jihye Yun  Asia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 Madison

Abstract：Chinese linguists have long debated about the directionality of nasal coda merger in Chinese 
dialects since the 1970’s. Some believe that the merging process is unidirectional (anterior to posterior) ,but 
others assert that alveolarization of nasal codas (-m>-n and -ŋ>-n) is the major trajectory. Previous studies 
failed to make a reasonable prediction about the further direction of the merger in addition to a lack of 
phonology-based analysis. This research analyzes the merging process on basis of Contrastive Hierarchy 
(CH) and Sisterhood Merger Hypothesis (SMH). The two theoretical frames make us draw two types of 
contrastive hierarchies: [Dorsal]>[Labial]，[Coronal]>[Labial]. That is，the merger between the alveolar 
and the velar nasal codas will occur after the completion of the merger between the labial and alveolar ones. 
Alternatively， the alveolarization of the velar nasal coda will happen after the completion of the merger 
between the labial and velar ones because the structure merger takes place on sister node of contrastive 
hierarchy. In conclusion， the final phase of the nasal coda merger will be the alveolarization of the velar 
nasal coda. The data of Chinese dialects and markedness theory both buttress the conclusion.

Keywords: Nasal codas，Chinese dialects，contrastive hierarchy，sisterhood merger

《易经》归纳、演绎思维在母语教学中的课堂实践和应用
庾潍诚  新加坡伟源中学

【摘要】作者根据自己长期研究《易经》的经验，提出和认为：《易经》作为中华古代的文化典籍，归纳
和演绎思维是它的最重要核心思想之一。同时，作者结合了自己多年的新加坡课堂教学实践，发现：《易
经》的归纳、演绎思维可以有效实践应用在现代的母语教学当中。归纳，是引导学生化繁为简，迅速掌握
教师布置的课堂指令或內容；演绎，则是学生有效应用课堂所学知识进行复述和重构。本文列举具体的课
堂实践应用例子，就是：(一)课堂的指令语言“ABCD”；（二）思维图的教学应用；(二)作文教学实践
的“DEEPAI”（细节描写）自创理论。作者最终观点认为，《易经》思想可以古为今用，实践应用到课
堂母语教学，从而达到提升学生的母语学习效果。
【关键词】易经、归纳、演绎、教学实践应用

中国古代建筑文化的汉字演绎
袁忠  中国华南理工大学

【摘要】中国古代建筑文化的丰富思想很多都凝结在一个个的汉字中。在汉字的构形、本义、转义、暗喻
等不同的运用中，存在着古人有关建筑活动、建筑形象、建筑心理等蕴含，很多汉字就是一个空间概念、
一个居住范畴。古人对中国古代建筑的感知的原初意识首先凝固在古汉字中，古代建筑的最初“文本”可
求诸古汉字，作为象形文字的古汉字与作为现实空间的古建有着天然而内在的通贯性。本文通过考察汉字
的字符构形及作为词或词素的单个汉字所展示出的建筑文化意象，探究作为表形文字、表意文字的古汉字
在其构形、组词、使用、书写等多方面体现的古代建筑文化意义。
【关键词】汉字、中国文化、古代建筑

GRR教学模式的实践与反思——以新加坡H2华文与文学新诗教学为例
张建立   张建平  新加坡国家初级学院    
张曦姗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2021年新加坡H2华文与文学新课程引进课外文学作品赏析的部分，与旧课程标准相比，这对学
生是具挑战性的变革。为应对该挑战，我院以新诗为切入点，设计了从指定文本到课外文学作品的教学实
践配套。该实践以“新加坡课堂教学实践要领”(STP)为指导，依据探究式学习（IBL）理论，采取“教、
扶、放、收”四个阶段的“渐进释放责任直接教学模式”（GRR），旨在逐步培养学生独立鉴赏文学作
品的能力。实践证实，这一教学策略增强了学生的信心和赏析能力；同时，也发现了一些有待进一步充实
和深入探索的空间。本论文将阐述该实践所采用的教学理论、教学策略、教学流程、教学成效及反思。
【关键词】  GRR教学模式、H2华文与文学、新诗教学    

“V走”和“V去”互换性的多重对应分析
张进凯  中国兴义民族师范学院 文学与传媒学院

【摘要】  本文在“原型—样例连续统”理论指导下，通过基于用法的多重分析方法探讨表征“位移运动
事件”的“V走”和“V去”的变异性和互换性。研究发现：“V走”主要表征位移方向不明确、没有位
移目的地的位移运动事件；“V去”主要表征位移方向明确、位移目的地可预测的位移运动事件，因此
“V走”和“V去”处于位移运动事件“原型—样例连续统”的不同位置，“V去”较“V走”更接近位移
运动事件的原型。“V走”和“V去”在表征位移运动事件原型特征和典型样例时不存在概念重合，在表
征位移运动事件非典型样例时，在概念变量特征的交互作用下表现出概念重合。
【关键词】多重对应分析  位移运动事件  概念变量  互换性  变异性

书面语言复杂度对华语二语者写作质量的影响研究
张漫莉  北京语言大学  

【摘要】本研究基于韩国学生的HSK写作测试语料，采用若干典型指标，对华语二语者的书面语言复杂度
与写作成绩之间的关系进行了量化分析，考察了词汇及句法复杂度指标对学生写作质量的影响。研究结果
表明：词汇复杂度和句法复杂度指标与学生的写作质量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Guiraud指标、虚词
使用比率、连词使用比率、复杂词使用比率、话题链数量、话题链分句数、零形成分数量和T单位数量等
指标对写作质量具有较强的解释及预测效度。
【关键词】语言复杂度、汉语二语、写作质量
  

基于树库的汉语二语写作句法复杂度研究
张婉莹  北京语言大学

【摘要】句法复杂度（Syntactic Complexity，简称SC）在评价二语者语言水平、语言动态发展及写作
质量中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吴继峰，2018）。已有的研究侧重于SC对日语、韩语等母语者的汉语写作
评估的有效性问题，研究结论未必适合少数民族母语背景的汉语二语书面语评价。基于此，本研究以参加 
HSK（高等）考试的维吾尔族考生的作文语料为研究对象，基于自建的汉语二语句法标注语料库，从粗粒
度和细粒度两方面指标体系入手进行以下四个方面的研究：（1）通过预处理构建小型依存句法树库（
Dependency Grammar Treebank），作为句法复杂度研究基础；（2）通过小句切分和搭配抽取研
究粗粒度指标和细粒度指标的分布特征；（3）针对不同写作水平的被试SC指标进行对比研究；（4）基
于典型SC指标体系探讨二语写作水平动态发展特点。研究发现，基于T单位等粗粒度句法复杂度指标在区
分学生写作水平和预测写作成绩方面的解释力较弱，而基于短语层面的细粒度句法复杂度指标能够有效区
分写作水平和预测写作成绩。
【关键词】树库、 二语、语法

阅读与抒情文写作教学的有机结合—以华侨中学（高中部）语文特选课程为例
张薇  王健仲  华侨中学（高中部）

【摘要】抒情文写作一直是学生的弱点，也是教师的教学难点。由于没有经过有系统的抒情文写作训练，
高中生很容易将抒情文、记叙文或议论文混为一谈，对抒情文的写作手法更是一知半解。再加上学生缺少
生活历练，要让他们短时间内掌握抒情文写作手法，并进行创作，无疑难度极大。有鉴于此，我们决定在
现有的教学内容上融入抒情文写作教学，尝试结合REAP的阅读理论与教学实践，将阅读与抒情文写作教

学有机结合，以39位高一H2华文与文学的学生为对象，引导他们建构抒情文概念，了解并掌握抒情方式
与写作手法，从而进行写作实践。最终，通过调查问卷、课堂观察和学生作品，梳理和分析了阅读与抒情
文写作相互融合的方法及其有效性。
【关键词】抒情文写作、阅读教学、REAP阅读方法、语文特选课程

地名中的关中方言
张文丽  陕西学前师范学院文学院

【摘要】关中方言，曾经作为汉民族共同语基础方言，对周边地区方言、其他地区方言和民族共同语产生
过重要影响。地名是人们用以区别个体地物的语言符号，而作为纪录地名的语言符号包含形、音、义三个
部分。关中方言区的地名，尤其是地名用字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关中方言的特点。本文从关中方言
区中的代表性地区——西安入手，整理分析其地名，得出如下结论：1.声母 （1）古全浊声母清化，平声
送气，仄声归并关中方言中存在差异，西安归不送气，例如“中官亭/中官厅”、“安居巷/钱局巷”。
（2）古知系开口字按照等分化，知系二等、庄组、章组止摄字与精组合流，读ts、tsh、s，例如“三里
村/山李村”。（3）古泥、来二母在洪音前混用，尤其是在洪音鼻音前，泥母混入来母，读l，例如“新
农田/兴隆庄”。2.韵母 （1）前后鼻音混用，关中方言后鼻音为ŋ，前鼻音丢掉鼻尾n，主要元音鼻音化
。由于在当地人听感上二者具有相似性，表现在地名中前后鼻音字混用。例如“上游巷/三友巷”。（2
）遇摄合口一等端系字，元音复音化，读ou，与流摄合并。例如“双楼寺/双路寺/双芦寺”。（3）果摄
开口字一等字与果摄合口字合并，例如“贺韶村/火烧村”。通过分析发现西安地名用字的流变反映了关
中方言的特点及其变化，具有强烈的方言特色，深入研究地名可以挖掘背后隐含的历史文化内涵，提升文
化软实力；可以为地名用字、拼写管理提供理论支撑，推动新时代的语言文字工作。
【关键词】关中方言、西安地名、文化

从外交新词语看中国外交动向—以2010-2020年度《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媒体新词语表为例
张星霞  韩国汉阳大学

【摘要】本研究基于2010-2020年度《中国语言生活报告》媒体新词语表中的外交新词语，运用数据分析
法，从其分类、使用频次和年度分布三个方面考察中国近十年以来的外交动向，为读者勾勒出中国外交全
貌，以期让读者更好地了解当前中国的外交形势，并为中国未来的外交实践提供一定的智力支持。本研究
认为，按照领域划分，这些新词语所涉及的外交领域包括总体外交、经济外交、政治外交、军事外交、文
化外交、科技外交和医疗外交等七大领域；根据性质，这些新词语所涉及的外交类型又可分为方针类、方
式类、事件类、成果类、组织/平台类、场所类、色彩类和人物类等八大类型。它们较为真实、客观地反
映了中国近十年以来的外交动向。
【关键词】外交新词语、中国外交动向、《中国语言生活报告》、分类、使用频次、年度分布

华语文汉字学习策略个案研究-以印尼华语文学习者为例
张胜昔　中国华东师范大学国际汉语文化学院
陈信助　台湾中国文化大学教育系

【摘要】对外华语文之汉字习得一直困扰着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与学。若华语文教学伊始就“重听说而
轻汉字”，不仅将形成中高级以上的学习阻力，更达不到语言习得可持续发展的教学效果。本研究针对一
名中高级程度印尼华语学习者的“初级汉字习得历程”进行了个案分析，围绕汉字习得心理认知、脑神经
机制、仲介汉字等理论，剖析形声字之习写、读音、识义三方面的“中介状态”，深度探讨了形声字之“
形义-音”的习得联结难度，说明汉字作为第二书写系统的学习策略，以及具逻辑性有系统的字本位教学
在华语文习得中的重要性。期许研究结果可提供日后相关教学与研究参考使用。
【关键词】字本位理念、汉字心理认知、中介汉字、可持续性发展、个案分析

“错位的称呼”—当代汉语社交称谓语的变异与泛化
张雪  澳门科技大学 

【摘要】汉语中的社交称谓语是汉文化特征的缩影，亦是对中国社会现状的即时反映(Chao1956， 
Gu1990， Wang2003)。无论是对于语言学本体研究，还是对于语言与社会的互动关系研究，该议题都
具有新鲜价值(Brown&Ford1961， Ervin-Tripp1972， Zhang2021)。本文基于真实语料收集与分析，
针对当代汉语中四个新兴社交面称语(social vocative)的使用原则、表意功能、交际效果等维度进行了
深入讨论（分别为：“（小）哥哥/姐姐”、“老师”、“同学”、“家人们”）。研究发现，当代汉语
社交面称词有如下特征：（1）原有亲属称谓用法深入泛化（例如“（小）哥哥/姐姐”）；（2）职业称
谓用法深入泛化（如“老师”）；（3）“错位”称谓语兴起（如“同学”）；（4）网络称谓语变异性

强（如“家人们”）。当代汉语社交称谓语处于全面深入的泛化与变异中，其成因、过程、程度等，都与
语言发展和社会变迁密切相关。
【关键词】称谓语、社交面称、语言泛化、语言变异

“给我+VP”的主观处置功能
章天明  日本小樽商科大学

【摘要】本文主要讨论“给我+VP”结构表主观处置的语义来源，以及“给我+VP”结构 主观处置功能
实现的机制。 第一，“给我+VP”有两种不同的语义特征。表示“请求”的“给我+VP”中的 “给我”
等同于“为我”或“替我”；而表示“命令”义时，“给我”不等于“为、 替、向”等等，“给我”只
表语法意义。 第二，“给我+VP”的主语只能是第二人称代词，或指人称谓词语，或者是 VP 的受事。
VP 应当具有 [+自主]、[+动作]和[-褒义]的语义特征。 第三，通过“给”字句处置义来源的再分析，以及
与“给 X+VP”句式的对比， 分析得出“给我+VP”句式具有主观处置义。 第四，“给我+VP”中“给
我”的语法化成分的性质，以及第一人称代词的介 入，使“给我+VP”的主观性得到实现。
 【关键词】语义关联、结构关联、受益和受损、主观处置

多元智能理论与对外汉语阅读教学研究—以《零食》为例
赵畅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

【摘要】阅读过程包含着反应读者认知过程的丰富材料，是学习者汉语能力高低的重要体现。虽然近些年
汉语阅读教学的研究层出不穷，但是汉语阅读课堂仍存在着学生学习被动的情况，因此其教学策略还有待
进一步的研究。经过对教学理论的研究，多元智能理论从心理学角度研究了人的智力潜能是多元的，而阅
读教学不仅要教授学生语言文字知识和阅读规律，还要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因此， 我们认为， 对
外汉语阅读教学要想达到最佳的效果， 就必须从多元智能理论出发。本文主要结合《零食》一课从智能
理论下的每一个智能元素分析适合的教学策略和具体实践情况，最后经过反思提出多元智能指导下的阅读
课的教学原则，希望能够为阅读教学者提供一定的参考性建议。
【关键词】对外汉语阅读教学、多元智能理论、教学策略

中韩二语教学高阶教材对比与分析
赵莉  南京大学
赵学玲  Seogwipo-si, Jeju-do, Korea

【摘要】本文选取中韩两国用于本国语言国际教育的代表性教材《博雅汉语》（2018-2020）和《首尔大
学韩国语》（2012-2015），就两种教材高级阶段部分在文化主题选择、体裁内容以及训练模式上的异同
加以比较。认为两种教材在结构上都以文化主题来分类编排，并与训练模式紧密结合，但两种教材呈现出
的差异也十分明显。两者之间的差异固然可归因于两国国情、语言、文化特点的不同，但文化视角和文化
意识的不同是最根本的原因。考虑认知规律和文化视角，选择恰当且丰富的文化内容，不仅能够更好地实
现与国际学生的共情和跨文化交际的目的，通过与语言功能的紧密结合，也能够使语言训练获得更好的效
果。
【关键词】二语教学、高阶教材、对比、分析

社会语言学视角下女性群体通称的使用情况分析
郑皓月  中央民族大学

【摘要】称谓是人类社会中体现特定的人在特定的人际关系中关于身份角色的称呼，称谓词语与社会发展
联系非常紧密，在新中国的发展历程中，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乃至与国际社会的关系都将对称谓
词的使用产生影响，并在历时语料库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迹。在语言生活中，女性群体通称使用情况的
相关统计既反映了语言生活的变化又反映了中国妇女的发展状况，本文主要从社会语言学视角出发，观察
女性群体通称的使用情况。分别从历时角度和共时角度出发，分析五四运动以来“女性群体通称”使用情
况的历时变化，分析不同语体下女性群体通称的使用变化，发现人们对女性群体通称“妇女”“女性”“
女人”“女子”语义特征的不同认识影响了人们在不同场合下对女性群体通称的理解和选用。
【关键词】社会语言学、女性、称谓、语义

反义词“前”“后”的平衡与不平衡研究
周欣然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

【摘要】反义词作为一种常见的语言现象在人们的生活中被普遍使用。一般而言，反义词总是成对出现，

形成平衡状态，即一个词与另一个词形式对称但意义相反。然而以“前”、“后”为例，作为现代汉语中
使用频率较高的一对典型反义词，却很少有人在使用时能注意到其背后隐藏的不平衡现象。本文第一、第
二部分均从义项、构词、所构词、使用频率这四个方面展开，分别探析反义词“前”“后”平衡与不平衡
的具体表现，说明两者在平衡中存在着不平衡。接着又从认知、语义、语用、文化四个角度阐述原因，正
是由于“后”的被认知时间更早、语义范畴更大、受语言经济原则影响更多以及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内涵更
丰富，才使其能够拥有更广的使用范畴和更高的使用频率，也因此造成了反义词“前”“后”的不平衡现
象。
【关键词】前、后、平衡、不平衡

整合训诂方法论新探
周雁飞  新加坡新跃社科大学

【摘要】陆宗达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提倡“训诂方法的科学化” 。本文运用肯·威尔伯的”整合理
论”，采用其“四象限五要素”的框架结构梳理审视传统的训诂理论和方法。首先论述了训诂原理与整合
理论的内在关系，在此基础上将训诂学的适用范围与整合理论相结合，阐释其与传统训诂方法之间的深层
关联模式，及其有效性、前瞻性，进而使整合训诂方法不仅具有理性的解析，而且富于实践的可操作性。
本文是实践训诂学与西方阐释学（英语：hermeneutics）接轨的一次尝试，旨在为训诂方法论的现代转
化提供新的激荡和借鉴。
【关键词】训诂学、解释学、整合理论、四象限五要素

普通话句末语气词的句法性质
宗晓哲  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院

【摘要】本文探讨了句末语气词“啊、吧、吗、呢”的句法特征，认为它们超出了狭义的句法范畴，在话
语中具有表达功能和人际交际的价值。首先，从通过与语气副词、标句词“说”的位置对比，可以看出语
气词句法位置很高，独立于所在句子，属于语用层面。从语用角度来看，句末语气词具有明显的程序意义。
“啊”要求听话者参与到会话中，促进话论继续，是“互动标记”。“吧”在句中通过降低话语确信度，
缓和交际双方关系，是“礼貌标记”。“吗”要求话语权发生变化，促使听话者对所提问题进行进一步的
解释，是“问询标记”。“呢”在话语中起到凸显说话者所表达的语义关系的功能，使得话语与语境之间
存在一定的语义联系，是“焦点凸显标记”。
【关键词】句末语气词、话语标记、句法-语用接口

现代汉语周遍性主语中周遍义的形成原因
左思民  高丽大学中文系 /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  

【摘要】本文探讨了现代汉语六种周遍性主语中周遍义的形成原因。结论如下：在任指疑问类周遍性主语
句如“谁都认识”中，主语的周遍义是经由疑问代词的任指用法而获得的“全域义”。在含数词“一”的
周遍性主语句如“她一点道理也不懂”中，主语的周遍义依托梯级义经语用推理而得，并且只允许从否定
极小量达到否定全量的推理。在列举类周遍性主语句如“老王粤菜也吃过，川菜也吃过，鲁菜也吃过，浙
菜也吃过，中国八大菜系的菜都吃过”中，主语的周遍义并非列举的产物，而由最末的总括分句直接表达。
在物量词重叠类周遍性主语句如“家家都用上了煤气炉”中，主语的周遍义源于物量词重叠式所具的“每
一”意义。在含“全部”等词的周遍性主语句如“全部（都）得参加会议”中，以及含“每”等词的周遍
性主语句如“每个人（都）很认真”中，主语所含的周遍义由充当句子主语的词语直接表达。
【关键词】周遍性主语、任指、语义、语用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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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论文摘要

试析因果连词“因而”“从而”“故而”
安美璇  北京师范大学

【摘要】“因而”“从而”与“故而”是表示因果关系的一组连词。经考察发现，三个词的生成方式均属
于跨层结构的词汇化，源头可以追溯到先秦文献语言。古代汉语句法结构模式的弱化和消失是促成三者词
汇化的重要动因，因此立足于古代汉语，结合词素“从”“因”“故”的词义及特点，考察并解释连词“
因而”“从而”“故而”在现代汉语中存在的使用差异，可以得到三者的区别特征。具体表现为：“因而
”强调因果之间的联系，依据前者推测出后者，后者可以是有所依据的推论；“从而”强调两个事件的发
生存在先后顺序，表达因果关系时，需要首先在语境上满足因果逻辑，通常更强调结果；“故而”所连接
的“原因”与“结果”均是已经发生的既定事实或客观存在的现实情况及惯例，通常更强调引出结果，但
也关注对原因的追溯。
【关键词】因果连词、词义特点、区别特征

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口语流利性评价指标效度研究
鲍杰 北京语言大学
 
【摘要】口语流利性是衡量二语学习者口语水平的重要标准，然而学界对于是否有必要从多个维度对其展
开评价尚没有明确的回答。研究以78份韩国汉语学习者的HSK口语测试录音为研究对象，以专家评分作为
参照，从时间、表达、语言（包括句法、词汇、语音）三个维度选取24项指标作为评价依据，来考察各
项指标对考生口语流利水平评价的效度。研究结果表明（1）所选取的指标中，与口语流利成绩相关的指
标共13项，可以解释口语流利成绩74.4%的方差；（2）在13项指标中，有5项时间维度指标、2项表达维
度指标和5项语言维度指标（句法指标1项、词汇指标4项）能够区分考生的口语流利水平。以上结果说明
在对汉语学习者的口语流利性进行评价时，有必要提取多维度特征。
【关键词】口语流利性、评价维度、指标效度、韩国汉语学习者

潮汕方言陈述语气词“哗（还）”的用法及其语法化
陈楷森  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摘要】在潮汕方言中，“哗[hũã33]”是表示确认某个事实的陈述语气词，由“哗”所构成的“VP哗
[hũã33]”可根据语境还原为“VP1□[hũã33]VP2”，还原式中“□[hũã33]”这个语音形式不再能分
析为语气词“哗[hũã33]”，而应分析为副词“还[hũã33]”。文章在考察语气词“哗”和副词“还”的
基础上，指出语气词“哗”的本字是“还”，语气词“还”由副词“还”语法化而来，其“确认”义来源
于副词“还”的“延续”义，虚化环境是根据语境省略了VP2从而使副词“还”处于句末位置的“ V P 1
还 ” 。 这 种 确 认 功 能 在 语 用 类 推 的 作 用 下 ， 最 终 固 化 为 语 气 词 “ 还 ” 的 语 法 意 义 。
【关键词】哗、还、语气词、潮汕方言

湖南平江赣语能愿动词“要”的脱落及长音现象考察
陈山青  邹珊珊 湘潭大学
 
【摘要】湖南平江赣语能愿动词“要”在语流中可脱落，使前音节读音补偿性加长，从而形成“脱落→长
音”音义互动现象。除了单一脱落外，“要”还可与副词“也”形成双重和选择性脱落。实验语音分析显
示，长音具体表现为音节的主要元音发音明显加长，声调调值变为[原调值+4]，声母不发生改变。语言经
济原则和韵律法则是该现象形成的动因和机制。能愿动词“要”的脱落代表了汉语音节脱落的一种类型，
提供了一种句法创新的途径。   
【关键词】能愿动词、要、脱落、长音、音义互动、韵律法则

中国古诗与其印尼语译文比较研究——以唐诗的韵律问题为中心
陈衍宏(Clement Tanaka) 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摘要】经过调查发现，目前中国古典诗词的印尼语译本数量不多，此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印尼上世纪
50年代至90年代的“禁华”政策所影响。诗歌翻译主张“三美论”，韵律是诗歌创作的重要因素之一，
韵律的转译应当被重视。本文梳理约有7种唐诗印尼语译本之后，发现周福源译文尤其重视“音美”部分。
本文根据译文的用韵情况与印尼古代诗歌类型进行对照，将周福源译文分为五种类型。然而，受到语言差
异的影响，多数诗作经过翻译后，在词语数量方面难以呈现形式上的一致，仅有少数情况或巧合原因达到

词数相同，如《十五夜望月寄杜郎中》原文与译文均有7个字（汉）、7个词（印尼），此现象或许为周
氏无法满足押同韵情况之下，对字数采取了一定的“补救”措施。最后，为了提高中印尼韵文作品翻译的
水平，本文提出了从宏观及微观层面的相关建议。
【关键词】唐诗、韵律、印尼语译本、比较

字本位理念之华语文教育生态系统教学效能分析
陈信助  台湾中国文化大学
张胜昔  中国华东师范大学

【摘要】本研究依据差异化教学与适性化教学理论探讨华语文教学生态系统中「字本位 理念」的教学效
能的重要性。透过台湾某大学华语文中心的初级华语文课程进行实验研 究。本研究采用开放式行动研究
法，辅以文献资料分析法、经验总结法和调查访谈法。研究过程包括「计画-实施-观察-反思」四大环节，
首先依据学习者背景之差异与需求， 适度安排（调适）总体教学方案及课程；再透过华语文「听、说、读、
写」并重的「综 合教学法」推进新的班级经营，以字本位理念及教育生态系统为基础重新设计和安排课 程；
然后依据学习者对课堂教学环节的感知进行反思与检讨，进行行动研究。研究结将提供对外华语文教学与
研究参考使用。
【关键词】差异化教学、适性化教学、字本位、教育生态系统、综合教学法

六何法的教学局限及其对策
龚成 王娟 郑文佩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六何法”能帮助学生快速找出文章的主要信息，经常被用在阅读教学中。很多教师在写作教学
中也常使用六何法指导学生构思，列出写作大纲。六何法在阅读教学中的优点较为明显，但在写作教学中，
却有其教学方面的局限。因为使用六何法进行选材，其实只是对选材信息进行罗列的手段，它是选材的结
果，而并不是选材的方法。至于如何确定“六何”中的诸多信息，为什么是此信息而不是彼信息，正是学
生特别需要得到辅导和训练的地方。而这个思维的过程，较少在课堂教学中得到显性训练。本文以写人和
写事的记叙文为例，通过思维过程的角度分析六何法在写作选材上的局限和不足，并尝试提出相应的解决
办法，帮助学生利用六何法进行最优选材。
【关键词】六何法、写作教学、教学局限、对策

法汉翻译中的名动词类转换
成萌 法国索邦大学

【摘要】词类转换是 J.-P.Vinay 和 J.Darbelnet (1958) 在《法语与英语文体学对比》中，通过对法英
文本的比较分析，提出的翻译主要手段之一：“ 在不改变信息含义的前提下，一种词类替换另一种词类
的过程。”由于法语与汉语在词汇和语法功能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在翻译实践中，译者往往采用该手段使
翻译变得更精准地道。该研究将基于对法国文学作品《红与黑》原文与三个中文译本的对比而进行词类转
换的相关分析。本文中我们将主要介绍在法汉翻译中出现的法语名词转换为汉语动词的现象。比如，法语
中紧随时间介词的动作名词常转换为汉语动词；又如，法语时间名词后的动作名词或情感名词可转换为汉
语动词，等等。通过对比，我们将发现汉语更习惯于用动词来表达时间含义。
【关键词】 词类转换、 法汉翻译、名词、动词。

中韩小说的机器翻译与人工翻译对比—以中国当代代表作家余华的作品为例
崔贤植 上海商学院

【摘要】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飞跃发展，神经机器翻译取得了巨大进展。机器翻译能否取代人工翻译？机
器翻译能否翻译小说？以上议题已成为翻译学界的热门话题。本文以中国当代先锋派代表作家余华作品的
韩译实例，选用中韩两国具有代表性的机器翻译引擎百度翻译和Papago，从文化负载词、长难句、超
句翻译单位等层面对比分析机器翻译和人工翻译，探讨机器翻译存在的问题以及前景展望。
【关键词】机器翻译、人工翻译、中译韩、小说

基于语料库的对外汉语同义词辨析—以“一定”和 “肯定”为例
崔香兰·朴兴洙  韩国外国语大学
 
【摘要】本文希望通过语料库的实证研究，探索出同义词“一定”和“肯定”的异同点和搭配对象的互补
性，以更好地理解并使用。 一般的同义词辨析大都通过字典等工具，依靠直觉经验和内省的方式。虽然

字典具有权威性，但仅仅依靠字典来辨析同义词存在许多不足之处。大型语料库以及先进的检索工具以其
特有的优势为同义词辨析提供了新的方法。本文基于先进的北京语言大学大数据与语言教育研究所的
BCC语料库，采用定量和定性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以同义词“一定”和“肯定”为例，分别从语域
分布、类联接、搭配特征及语义韵方面进行了同义词辨析的实证研究。 综上所诉，本文立足于对外汉语
教学视角，旨在探讨如何帮助学习者更加直观、有效的辨析近义词“一定”和“肯定”。尽管在内容上还
有许多不足之处，但仍然希望可以为汉语同义词教学提供一个可参考的依据。 
【关键词】 同义词、对外汉语教学、语料库、词语搭配、类联接

《岳麓书院藏秦简（伍）》部分字词研读
高婷婷  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

【摘要】《岳麓书院藏秦简（伍）》包含秦代大量律令档案材料，内容丰富，史料价值 高。本文提出五
则字词释读、断句意见，如简 131-132“劾”如字读、“失道” 当指偏离目的地、“回留”应断读开；
里耶秦简 8-777 号简当断读作“从人论、 报、择（释）免归致书具此中。”“简 163“私属免婢”当断
读开；简 199“率” 有劝勉之意；简 225“均”读为“徇”，巡视之意等。以期进一步疏通文义，为 学
界后续利用该文本提供便利。 
【关键词】岳麓秦简、字词释读、断句

语法训诂浅议：基于三个平面的“新描写”
高扬 浙江财经大学

【摘要】利用语法进行训诂实践最为关键的一步，是对疑难词句进行细致的结构描写。传统结构主义成熟
的描写方法的确解决了大量的问题，但是古代汉语，尤其是上古汉语作为一种综合性倾向的语言，存在大
量同形异构、一种形式表示多种功能、多种结构表示一种功能的现象，传统成分分析的方法在描写时还是
显得捉襟见肘。想要精准的描写就必须高度重视语言学理论工具，将不冲突的理论加以融合，将解释与描
写加以统一。因此我们的主张是：语法训诂应该基于古代汉语综合性的倾向，充分利用语言学理论，以考
察分布为核心，剥离语言外证据，根据需要在语法、语义、语用三个平面展开研究，在描写中加深解释，
在解释中深化描写，从而对待考词句的显性和隐性结构都做出最细致的描写，进而考察句例分布，求得达
诂。如在语法层面，除了关注最表层的成分组合外，也应该注意到，长期被忽略的汉语韵律，实质上就具
有形态的功能，利用这一形态，可以很好地解释一些传统结构语言学无法解释的问题，进而对结构做出精
细描写，解决争议。再如语义层面，上古汉语缺少形态变化，其他语法形式也比较隐蔽，位于深层的语义
层面研究涉及到语义特征、语义指向、义素分析、语义场等。如能充分利用，则可通过充分解释，对结构
做更准确的描写。而语用理论，可以帮助解决句与句之间的问题，适合处理一些重复、句读争议；而鉴于
语言普遍存在的语用诱发机制，这个层面的研究更是在描写时不能或缺的。
【关键词】语法、训诂、新描写主义、解释

皖北中原官话区淮北方言的疑问句
郭迪迪  郭辉  亳州学院中文

【摘要】“淮北”指安徽省北部的淮北市，辖相山、烈山、杜集三区和濉溪一县。按《中国语言地图集》
（2012）的分区，三区和濉溪分属中原官话徐淮片及商阜片。淮北方言疑问句有是非句、特指句、选择
问、反复问句四类。是非问是在陈述句末尾加上扬的语调“↗”表疑问。特指问常在句中用“啥子、咋的、
咋着、哪来”等代词作疑问点，要求对方就疑问点作出回答。选择句常用“是/ｖｐ还是ＶＰ”的选择格式作
疑问的焦点，句末常用语气词“昂”。文章主要描写分析了淮北方言的“可ＶＰ、ＶＰ不/没ＶＰ、ＶＰ
不(啵)/没有”三种形式的反复问句，并讨论了“ＫＶＰ、ＶＰ－neg、ＶＰ－neg－VP”的历史层次及
“可ＶＰ、还ＶＰ”的来源。
【关键词】皖北中原官话、淮北方言、疑问句

欧化影响下表范围限定的方位结构“NP抽象上”
郝锐  首都师范大学

【摘要】受欧化影响，早期现代汉语中表范围限定的方位结构“NP抽象上”集中大量出现。新中国成立
以来中期现代汉语中这一结构呈现新的发展态势。使用方面，表范围限定的“NP抽象上”成员有增有减、
有“潜”有“显”，但“增”和“显”是主流，既有量的增，也有类的显。语法功能方面，早期现代汉语
中“NP抽象上”可以充当状语、定语、补语，中期以来则发展出了“句首修饰语”的功能。具有人际功
能的“NP抽象上”成员正是从做句首修饰语的位置上进一步转变而来，且逐渐发展出全句评注、传信和
情态、衔接连贯以及焦点凸显等功能。

【关键词】欧化、NP抽象上、历时演变、表达功能

华语综艺节目对新加坡华族学生之影响的调查—以南洋理工大学为例
洪玮嬣  许润芳  南洋理工大学

【摘要】随着新媒体覆盖面的不断扩大和华语综艺质量的逐步提高，两岸三地和新马的华族年轻人对综艺
节目的关注度不断上升，由于没有语言壁垒、更新及时、内容有趣、种类丰富，新加坡华族青年大多对华
语综艺节目有所了解，部分学生更成为了资深观众。本文通过对本地华族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掌握其观
看华语综艺节目的频率、动机和偏好，两岸三地及本地华语最受欢迎节目的播放渠道、类型、主题、播放
平台和制作地点，华语综艺及相关对新加坡华族大学生华语使用水平、文化素养等方面产生的影响，了解
大学生在观看过程中感受到的文化、思维差异及对节目内容制作方向的期待，总结华语综艺对华族大学生
的影响及其走向华语中圈的可改进之处，为两岸三地及新加坡本土华语综艺节目发展方向提供参考，探讨
综艺节目等文化项目应用于汉语国际教育的可能性。
【关键词】汉语国际教育 综艺节目 华语 口语教学

短视频技术应用于听障初中生汉语教学的研究
洪臻颖  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 

【摘要】媒体技术极大地促进了短视频内容的发展与传播，短视频也成为了前者最常见的应用领域之一，
为身处不同行业的受众提供了信息输出和接收的渠道。而短视频的普及恰恰赋予了听障学生群体公平地接
受信息的机会。目前，以短视频为媒介，对听障学生进行汉语教学的研究仍有较大的发展空间。由于先天
或后天的身体缺陷和特殊的成长经历，听障学生常常会产生严重的自我封闭心态和对陌生环境的抵触心理，
又因与社会接触机会较少，自然地落于信息传输通道的末端。因此，只有将语言与技术二者有效地融合，听
障学生才能在汉语学习的道路上缩短与健全学生间的差距，且逐步实现“信息平权”。本文将以听障初中学
生的汉语学习过程为研究对象，依据认知语言学的相关理论，通过对听障学生的语言获得过程进行语境依赖
方面的研究，提出短视频应用软件参与其汉语习得的改进方案。
【关键词】听障学生、汉语教学、短视频 语境依赖

从康德的文学艺术理论看阅读在提高华文作为第二语言学习的学习兴趣中的作用
黄婉玉  林进展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新加坡以英语为通用语言，学生的华文学习缺乏足够的语言环境和学习动机。华文作为第二语言
的社会地位既定，其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不足的情况既定，仅依靠功利性动机注定无法引起学生学习华文
的足够动力，需要一个非功利性方法来提高学生学习华文的兴趣。康德在其美学理论中提出，由审美判断
所产生的愉悦是无功利性的、无任何利害关系的愉悦。审美活动是一种非功利性的、无利害关系的活动。
他认为阅读是最高级的审美活动，具有审美活动无功利、无利害关系的本质特点，是符合人的自由本质的
最高级的活动。由此看来，阅读是一种无功利性的活动，能够产生普遍的愉悦感受，可以用来提高学生学
习华文的兴趣。而若要阅读能够担当引起学生学习华文兴趣的重任，则需要让华文阅读回归阅读的审美本
质。
【关键词】第二语言学习、无功利性、阅读、学习兴趣

华文写作：微视频的运用策略再探
黄易亭  张水福  郭兰花   新加坡国家初级学院
张曦姗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中学低年级的学生在记叙文写作的内容上总是千篇一律，主题不够鲜明，详略不当，更严重的是
内容缺乏逻辑性，情节不合理。因此，研究团队希望通过微视频帮助学生“乐于用华文作书面表达，能感
受写作的乐趣，丰富写作内容”。微视频教学模式从观看微视频开始，过后通过提问，在科技平台上让学
生思考与分析，同侪间针对视频进行讨论，并和老师一起总结视频内容的主题、人物形象等技能，经过这
一系列的思考与讨论，教师才给出对应的作文题目。这项研究已在本院连续进行了两年（2020-2021），
今年我们以137名低年级学生为研究对象，再优化教学策略，希望持续为中学低年级写作教学提供一个简
易、操作性强的教学方法，以提升学生的写作能力，并加强学生写作的信心。
【关键词】华文写作、微视频、中学低年级
 

汉语二语者动名搭配习得研究
姜晓欣 北京语言大学

【摘要】本文将从研究内容、研究语料、研究结果三部分概述论文内容，具体如下。 一、研究内容 通过
动名搭配中名词宾语的语义类别、错误搭配的类型分布、不同母语背景 二语者动名搭配产出量三个维度
考察二语者与母语者、不同母语背景二语者（日 语、韩语、维吾尔语）HSK 作文中产出的动名搭配是否
存在差异。 二、研究语料 二语者语料我们选取了 2010 年 10 月 HSK 考试作文 90 篇，其中，韩国、日 本、
中国维吾尔族二语者作文各 30 篇。母语者语料是高三及其以上学历的汉语 母语者按照 HSK 作文考试要
求写的同题作文，共 30 篇。 三、研究结果 1、动名搭配中宾语对语义角色的优先选择关系是“受事>对
象>等同>致使> 结果”，二语者与母语者动宾语义类型选择顺序基本相同。 2、动词误用占偏误总数的一
半，是主要的偏误类型。 3、日本二语者与韩国二语者产出正确搭配的比率不存在显著性差异，产出 搭
配总量最多、错误搭配数量最少的是维吾尔族二语者。
【关键词】汉语二语者、书面语、动名搭配

汉语学习者常见的母语负迁移及教学对策
蒋一鸣  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

【摘要】以英语为母语的汉语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常常会受到母语的干扰，这种现象被称为“母语负迁
移”。因英语和汉语具有明显差异，以及学习者受母语思维的影响，“母语负迁移”现象在以英语为母语
的汉语学习者群体中屡屡发生，且有一定的规律性和同质性。研究母语负迁移有助于发现汉语学习的重难
点，指导教师更有针对性地开展汉语教学，从而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增强学生的动力和信心。过往文献
和本项研究显示，常见的母语负迁移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语音、词汇、句法、书写系统及文化背景。本
项研究将对以上五方面进行详细介绍和说明，并提供如下三点教学对策，以减轻母语负迁移对中文学习的
影响：归纳常见错误点并提供配套练习；营造“沉浸式”汉语学习环境；保持耐心并鼓励学生从错误中学
习。
【关键词】母语负迁移、汉语学习、教学对策

韩中后缀“X家”的语义研究 
金梅 ·朴兴洙   韩国外国语大学

【摘要】汉字和汉语最早在商末周初就被箕子传播到了‘朝鲜’， 汉语教学在韩半岛的历史源远流长。
作为汉字文化圈和儒家文化圈的国家，韩国对汉字、汉语和汉文化一直有较强的认同感。 韩国是大约从
公元600年开始，借用相当于汉语中高音的语音和文字。在韩语词语当中汉字词所占比例相当高， 虽然《
训民正音》（1446年）颁布之后， 韩国有了自己的文字， 汉字词的使用早己深入人心。韩语中的汉字词
大多保留唐宋时期的中古音韵， 书写上基本采用繁体字， 因此，韩国是最早接触和吸收汉字汉文化进行
汉语教育的国家。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不管是国家层面还是民间，韩国一直保持着汉语教育的传统。本
文研究的是汉语和韩语中共同使用的后缀“X家”（“X가”）的语义对比，特别是着眼于它的语义特性，
阐明意义差异为研究目的。韩中 “X家”的语义可分为同义，转移，变异的关系。笔者以类后缀“X家”
的语义特征、语用特征等方面来浅析“X家”词缀化产生的原因。韩中两国同处“汉字文化圈”之中，有
着密切的联系。第二语言的习得离不开牢固的第一语言基础。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研究已经成为一门独立的
学科，研究日益精深。各国的汉语学习者，在自身文化特点的影响下，对汉语语言的习得、难易把握、也
有着不同特点。其语言的共性及个性更有着不同于其他的特点，这为中韩语言研究提供了必要性，也为对
韩国的汉语学习者的研究提供了必要性。第一语言对第二语言的影响和干扰，所以常常会使第二语言的学
习者自觉不自觉地要以第一语言为标准来套用所学的语言，因此产生“对等”意识和偏误现象。希望中韩
共同使用的后缀“X家”的语义对比研究，对中韩之间跨语言跨文化研究的引玉之砖。
【关键词】 “X家”、类后缀、语义差异、韩国汉语学习者.

明末西班牙传教士菲律宾漳州闽南话教材古今韵母分合考辨 —以《汉语语法：漳州话语言艺术》（1620）
西班牙巴塞罗那图书馆善本为例
金美  中国厦门大学

【摘要】本文以在菲律宾马尼拉传教的西班牙道明会（又称“多明我会”）传教士撰写于1620年的教材
《汉语语法：漳州话语言艺术》（下文简称“漳州语艺”）西班牙巴塞罗那大学图书馆善本漳州闽南语为
例，对比考察今漳州话（下文简称“今漳州话”）与《广韵》音系韵母（每字所属韵摄开合等次及声调用
小字号标注于每字右下角），查考辨正明末菲律宾漳州闽南话与今闽南话韵母古今分合的历史音变遗存，
颇有启示意义． 
【关键词】 明末西班牙传教士、菲律宾漳州闽南话教材、古今韵母分合

跨语言视角下汉语结束义动词的语法化研究
景高娃  浙江外国语学院 

【摘要】本文采用共时和历时相结合的方法，对汉语结束义动词的语法化过程进行分析，并借鉴语义地图
的方法，描绘结束义动词的多功能性。事件连接功能的产生是结束义动词语法化非常重要的一环，符合类
型学结束义动词语法化的一般路径。在共时平面上，对方言中的结束义动词的关注还不足。“罢”在普通
话中已很少使用，但保留在豫北方言中，进一步虚化，并扩展出表达经历的用法。从跨方言或跨语言的角
度来看，汉语方言和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语言中的结束义动词有相似的从完结到经历的扩展路径。已见报
道的境外语言的结束义动词可以表达“以后”“已经”“完结”“接续”“过去”“完成体”等多种功能。
汉语结束义动词向完成体甚至经历体方向发展，体现了类型学的共性。
【关键词】结束义动词、多功能性、语法化、经历体

认知视域下韩国学生能性述补结构的习得研究
雷婷  中山大学 

【摘要】能性述补结构一般是指“V得/不C”结构，是汉语的一种特殊句法结构，该结构的使用条件相对
比较复杂，在韩语中没有完全相同的对应形式，因此韩国学生在使用该结构的时候常常出现各种偏误。传
统的“V得/不C”结构教学主要偏重于结构形式的描述，学习者虽然能记住能“V得/不C”的结构形式，
但是能准确理解把握并有意识地正确使用该结构的学习者却不多。本文尝试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对能性述
补结构“V得/不C”进行习得和认知研究，试图探索出能性述补结构“V得/不C”的认知加工机制，并以
此为依据帮助对外汉语教师找到更为科学有效的教学策略。
【关键词】能性述补结构、二语习得、认知研究、汉语教学

新马地区私会党的行业隐秘语
李国樑  新加坡独立民间文史研究员、民间文史顾问

【摘要】新马的华人帮会源自中国清朝的天地会，殖民地政府称之为secret society（私会党）。虽然一
些私会党员曾经回国反清，大体上私会党的本质已演变成通过武力争夺地盘，以新客与黄赌毒为主要营收
的社会罪案源头。19世纪末，新加坡私会党被令“解散”后，成立以洪门“廿一”为根基的“天地人神”
派系，行语亦趋向本土化，例如“平中”和“崩角”两大主流招纳新丁时都会“做大戏”和“布袋戏”，
急功好利的私会党老大则“去角”；私会党内部职位有426、415、49等，民间形容“08、24、369，敌
不过999（警方号码）”；一旦“风来了”最好马上把“白鱼”藏起来。此外，“开台”跑码头必须以《
五祖船》对诗，跟“水”相关的隐语甚至通俗化，成为民间方言惯用的俚语。 
【关键词】新加坡、天地会、私会党、行语

关于华文实时在线课堂互动技巧的思考
李静  范静哗博士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COVID-19的疫情导致许多青少年的学习场域从传统的同一物理空间的课堂转到虚拟空间的实时
在线课堂，实时在线教学的互动环境的改变也导致传统的师生互动条件发生了变化。当教师和学生分散在
各自的生活空间，在共享的虚拟学习空间中师生的互动与传统课堂相比，相对缺少非言语交流，这对学习
者的投入和注意保持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教师需要进行专门调整才能发挥在线教学的效果。本文从青少年
心理学的角度探讨注意力及其与在线学习的关系，进而分析在线课堂中的常见任务，并总结在线教学中的
一些互动技巧，目的在于通过形成良好师生关系、积极的学习氛围来加强课堂互动，为学习者赋能。文中
总结的互动技巧主要包括：1.激发学习动机的互动技巧，如提问、反馈、非言语交流等；2.教学过程策略
的互动技巧，如明确学习任务、设计话题以及任务导向教学等；3.差异化教学策略的互动技巧，如应用资
讯科技支持差异化教学、组织统筹课堂中的互动。
【关键词】在线课堂、非言语交流、青少年学习心理、在线互动

关于强调数量“就”的重音形式
李美京 韩国大邱大学
            
【摘要】本文主要以声学的方式针对既可强调数量多又可强调数量少的副词“就” 进行的研究。前人对
此研究已经很多如，在句法、语用、语义演变、语义指向、主观量等方面，但在韵律方面的研究却很少，
且几乎都靠语感来判断“就”是重读还是轻读。本文要对“就”的本体研究与韩汉对比研究同步进行，考
察在有无“就”的单量式结构中重音形式有何区别，还要看中国人和韩国人对“就”句子的音长和音高有
何不同。实验材料选择了《现代汉语八百词》，《现代汉语虚词词典》中的例句及自己调整的例句，一共
20个句子。实验对象为中国人3名，韩国人3名，各读三遍。分析对象一共为360（20*3*6=360）个句子，
57，600（20*160*3*6=57，600）个音节。本文要分析句中有无副词“就”的两种情况下，句中音长和
音高的不同。研究结果大体如下，第一，通过分析音长和音高来看，句中有无“就”时，重音位置有所不

同，没有“就”时，重音放在句末数量单位上，并且各音节的音长相差不大。强调少量时重音既可在“就”
上，也可在“就”后的数量单位上；强调大量时，重音放在“就”前。第二，韩国人不管副词“就”在哪
儿，一般都把重音放在数字上，有些人把它放在动词上。可见，韩国人对句中出现强调数量的副词“就”
的重音格式不太了解。第三，韩国人的每个音节音长区别不大，而重音的表现不太凸显。
【关键词】重音、 副词“就”、音长、音高

东南亚华语早期词汇发展变化研究
李权  北京师范大学

【摘要】本文以《叻报》《新国民日报》为研究对象，分别选取1917-1920（本文称之为“前期”）和
1930年前后（本文称之为“后期”）的等量本地新闻语料进行两点间的词汇比较，主要有以下两点变化：
第一，文言形式减少，白话形式增加。早期华语的语言风格可归纳为“文白相融”，即尚古的文言词和通
俗的白话词并存共用。对比前后期，文言形式有所减少，白话形式有所增加，体现出文言向白话的过渡特
点。第二，由不稳定趋于稳定。表现为如下语言事实：其一是同义形式的选择，如同素异序词，其二是异
形词的选择，包括自源和他源两类。它们均表现出前期词形丰富，且频次相近，后期出现了主要词形的变
化。以上几种变化主要受以下三种因素的影响：其一，早期国语的影响；其二，东南亚本土因素的影响；
其三，外语的影响。从“史”的角度来看，应该将共时和历时的研究思路相结合，多角度考察影响华语发
展变化的因素。
【关键词】东南亚华语、叻报、新国民日报、词汇

基于网络技术支持下韩国高校汉语教育现状
李秀彬 韩国仁荷大学/中国天津师范大学

【摘要】随着网络技术的普及，不受时空限制可以展开汉语教育。在疫情情况下，多数韩国高校采取了基
于网络技术支持下的远程汉语教育。本研究主要考察对象为20所韩国重点高校的汉语教育现状，主要考
察范围为韩国政府的官方文件、高校常用的LMS系统，K-MOOC平台、KOCW高校资源共享平台、高校
的OCW平台、高校官方网站进行了考察。考察得知，1）汉语与其他外语相比，韩国政府对汉语教育方
面的支持力度变化不大，可说明为韩国政府重视汉语教育。2）韩国高校利用LMS系统开展混合式学习以
及远程教育提高汉语课堂教学的绩效。3）通过K-MOOC管理实施策划可以看出，韩国政府重视基于网
络技术支持下的远程教育，以及远程教育有着一定的意义。本文进行了基于LMS系统支持下的汉语课堂教
学设计。LMS系统可以实现以学习者为中心的课堂教学，又可以减少教师的备课时间。基于LMS系统的汉
语课堂教学可以分为三大环节开展不同的教学活动。1）课前环节主要进行资源学习，比如：教师把教学
资源上传到LMS系统让学习者进行自学。2）课中环节可以点击远程会议（ZOOM与谷歌会议）开展远程
教育。3）课后环节利用LMS系统上的练习，考察学习者的掌握度。4)学生互动方面，LMS系统上教师创
建小组之后，不仅可以进行生生互动，还可以线上会议当中可以进行师生讨论。本文的研究工作可以为对
韩国汉语教育的信息化与汉语教学改革工作提供参考并借鉴。
【关键词】汉语教育 、系统

混合式学习模式运用于文学教学的设计与实践—以H2华文与文学小说教学为例
李志元  新加坡莱佛士书院（高中部）
张曦姗  南洋理工大学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随着数码科技的普及，课堂的教学形态及学生的学习方式也有了巨大的改变。混合式学习模式便
是其中一大教育趋势。学生在选读H2华文与文学这门课前，较少接触过文学作品，也缺乏深入分析文本
的能力。因此，如何带领学生深入分析课程中的所有作品，并教授学生分析文本的能力便成了一大教学难
点。本文试图以H2华文与文学课程下的小说教学为例，探究如何将混合式学习模式运用于文学教学上。
首先，本文将介绍研究背景与对象，并阐述新加坡混合式学习模式的概念和理论依据。接着说明运用混合
式学习模式于小说教学上的实践过程。最后，本文通过学生调查问卷、聚焦访谈及教师观察来检视教学设
计与实践的成效，再反思教学过程中所面对的挑战。
【关键词】混合式学习模式、H2华文与文学、小说教学

“年老”对新加坡华族年长病患意味着什么？—以医患门诊会话中的“年老”为例
林鼎勋   林尔嵘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摘要】在公共医院的门诊互动中，时而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一些年长患者会在话语中向医生标榜自己“
年老”的身份，如：“这么老了”、“我岁数有了”、“八十七岁了啦”等等。我们发现，这些以话语标
识自己或他人的“年老”身份不只是单纯的在传达信息。实际上，在不同的会话序列环境中，以话语标识

“年老”作为会话行为能达到不同的话语作用。以新加坡某一家医院的门诊语料为例，我们结合会话分析
（Conversation Analysis）方法与身份类属机制（Membership Categorization Device）的视角，
探讨“年老”这一身份类属在门诊互动中的作用。研究显示，一些华族年长患者会向医生标榜自己“年老”
的身份，以完成特定的话语行为，包括：一、合理化自己的病症；二、拒绝医生的医疗建议；三、辩解自
己身体功能的缺失。通过分析这些年长患者标识“年老”身份类属的互动序列及相关的会话行为，我们旨
在揭示新加坡华族年长患者对于“年老”这样一种身份标签的观念及认识，说明身份类属机制是如何搭建
起交互双方对话语的理解，也为医患沟通研究带来新的启发。
【关键词】会话分析、互动语言学、身份类属机制、年老

维吾尔语、西部裕固语颜色词文化内涵对比研究—以“黑”“白”为例
林雅琛   中央民族大学

【摘要】本文总结对比维吾尔语和西部裕固语“qɑrɑ/�ɑrɑ黑”“ɑq/ɑq白”的义项发现，两种语言“
黑色”既含褒义也含贬义，均有伟大、尊贵、有力、程度深、粗糙、无知、坏、反面的和孝服等义。但维
吾尔族接受了汉族“黑色”代表非法、秘密的认识。维吾尔族和西部裕固族都认为“白色”代表吉祥、善
良。西部裕固语“白色”可指所有奶制品和非宗教职业者，维吾尔族受到其他民族影响，借入了白色“落
后、反动”等贬义。并从社会生产实践、宗教信仰、风俗习惯三方面讨论“黑”“白”文化内涵的异同原
因。
【关键词】维吾尔语；西部裕固语；“黑”“白”颜色词；文化内涵对比

试论对外汉语教材中的拼音教学设计及拼音对教学的辅助作用—以《博雅汉语（第二版）》为例
刘迪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

【摘要】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开始学习汉语，各种对外汉语教材层出不穷。语音教学在语言学习初
期有着重要意义，对于汉语来说，拼音教学是发展其他语言技能的基础。教材是教学的依据，一些对外汉
语教材中对拼音教学的设计缺少科学性和系统性，并且没有较好的利用拼音辅助之后的技能教学。本文共
有五章，以《博雅汉语（第二版）》九册书为研究对象，分别从研究目的和意义、拼音教学设计、拼音练
习安排、拼音辅助其他语言技能教学、研究结论等方面展开论述。《博雅汉语（第二版）》总体而言在拼
音教学方面较为完善，但在发音方法教学和拼音练习方面仍可提升。本文详细分析了教材中拼音部分的优
劣利弊，希望能为其他对外汉语教材的编写完善提供思路，提高对外汉语教学的质量。
【关键词】对外汉语、拼音教学、教材设计

台湾“国语”新义新用的“杀”
刘吉力  长沙师范学院文学院  

【摘要】台湾“国语”的“杀”动形兼备，以动为主，辅以形容词用法。形容词“杀”主要有“狠/酷/低”
三个义项，各义项来源不同；历时考察“杀”，呈现由升到降的发展态势，义项由单到多再到以“低”义
为主，“杀”的发展演变有其内外部原因；对比其他多个华语社区，台湾“杀”与其形成有无之别的新生
差异。新义新用的“杀”充分体现了台湾“国语”的变异性及独特性，因此是研究其最新发展演变的典型
案例之一。
【关键词】台湾“国语”、“杀”、形容词、变异

更好地与文献对话：留学生学位论文转述结构考察与教学
刘锐  澳门大学

【摘要】学术写作中，引用是与已有研究建立联系、创建自身研究空间的重要方式（Swales， 1990）。
因此需要大量地使用诸如“某某发现/认为”、“在某某看来”这类转述结构。学术英语（EAP）研究表
明，二语学习者在掌握转述结构上存在相当的困难（Neff et al. 2003；陈建林，2011）。本研究旨在考
察汉语二语者的学位论文中转述结构的使用情况。本研究从CNKI硕士学位论文库中随机选取了13篇留学
生用汉语撰写的学位论文作为考察对象。由于引用通常集中地出现在文献综述部分，因此考察的重点放在
论文的“研究综述/研究现状/文献综述”部分。我们使用Liu & Wang（2019）的分类体系对转述结构进
行了标注。结果显示，留学生学位论文中使用最多的是过程性转述，其次是话语性转述，最少是发现性转
述、认知性转述。对比成熟写作者的论文（刘锐、黄启庆、王珊， 2021），留学生过度使用过程性转述，
而发现性转述、话语性转述的使用比例偏低。结合不同转述结构的功能来看，留学生在引用中主要关注的
是研究对象、方法，而对结论、成果、作者的观点缺乏足够的讨论和分析。此外还存在以下问题：转述语
的功能类型、种类单一；（2）转述语误用；（3）转述结构滥用，造成无意义的引用。针对这些情况，
本文提出应该对转述结构进行针对性训练，综合使用范文学习、结构控制训练、改写等练习方法，帮助二

语者理解和掌握多样化的转述手段，以提高汉语学术写作的水平。
【关键词】转述结构、学位论文、引用、学术汉语、学术写作

虚拟世界和元宇宙：汉语国际传播的应用现状和未来的可能性
卢文慧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研究生

【摘要】依托现代信息技术和互联网平台在线教育的不断发展，“互联网+”开展汉语教学受到汉语教师
与汉语学习者的共同重视，使汉语国际传播更多样化。虚拟世界是一种持久的在线计算机生成环境，在远
程物理位置的多个用户可为工作或学习进行实时交互。本文首先介绍了虚拟世界的历史发展和元宇宙的概
念。元宇宙是互联网的延伸，允许用户彼此之间以及周围的环境进行互动，包括虚拟现实（VR）和增强
现实（AR)。人工智能（AI）的使用现已成为汉语国际教育的现实。通过特别关注四个特性，虚拟世界或
元宇宙的集成网络在四个领域取得进展：沉浸式现实主义、访问和身份的普遍性、互操作性和可扩展性。
对于每个领域，当前状态和需要的发展，这些特性被认为是可行的多元核心组成部分。本文考虑虚拟空间
在当代汉语国际传播的应用现状，以及元宇宙新技术领域的影响。以当代汉语为对象，以多学科交叉为视
角，结合汉语国际传播的相关实践，虚拟世界利益相关者和开发人员之间未实现的协作，构成人类社会文
化互动的一个引人注目的领域。伴随新技术发展和教学理念变化，在虚拟世界和元宇宙视野下展望汉语国
际传播发展的新思路。
【关键词】元宇宙、虚拟世界、人工智能、汉语国际传播

东南亚华语量词历时发展调查与思考
卢月丽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摘要】本文以东南亚华语为对象，以“史”的眼光观察东南亚华语中量词的历时发展面貌，最终按照“
史”的范式形成比较完整的表述，试图从一些具体的方面展现东南亚华语发展演变的内容及过程。文中把
东南亚华语量词的发展归纳为以下三种模式：上扬式、下行式及曲折式。在对上述语言事实考察与梳理的
基础上，文中得出以下两点认识：其一，东南亚华语量词的发展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其发展不止一种模
式，而是三种交织在一起；其二，华语量词发展演变的原因既有方言、英语的影响，又有其作为祖语具有
保守性的制约。
【关键词】东南亚华语、量词、祖语、历时研究

浅谈国际汉语教学中的跨文化理解 ―以在日教学实践为例
路浩宇  日本关西学院   
陈碧强  中国山东曲阜师范大学

【摘要】笔者以自己在日本大学试行的两次以“友谊”和“孝道”为主题的汉语口语教学实践为例，通过
学习者对“友谊”和“孝道”为主题所作的口头发表，在提升口语表达能力的同时，引导学生了解中国的
文化与哲学思想。通过观察学习者对“友谊”和“孝道”话题的口语课的参与情况，我们发现日本学生对
友谊话题的兴趣更浓厚，对友谊的理解比孝道更深，对友谊价值的认同大于对孝道的认同。日本是原子化
社会，由于个人本位思想在日本的盛行，学生对于跟自己关联紧密的同时代事物表现出更大兴趣。孝道涉
及两代人或三代人之间的关系，复杂程度远大于友谊，故不太容易引起在“核心家庭”的时代背景下成长
起来的当代日本大学生的同情与理解。由此可见，任何一种观念都与它的历史和人文环境有关，是传统延
续和社会生活的产物。由于“孝”涉及到代际关系，日本学生对“孝”的认识相对浅薄，往往是泛泛而谈。
由此引出对教学目标的思考：一，国际汉语教学不应仅仅停留在“术”的层面，而应在锻炼学习者基础能
力的前提下，上升到对学习者的人文关怀与灵性启迪的大道上来。二，知识传授与文化交流是两个层面的
问题，知识传授是无条件性的，而文化之间的融合是有选择性的。国际汉语教学需要在尊重文化多样性的
前提下进行。
【关键词】国际汉语教学、友谊 孝道、人文关怀
  

怒苏语多义词的文化内涵
罗自群  中央民族大学

【摘要】怒苏语是生活在中国云南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福贡县的怒族怒苏支系说的一种语言，属于汉藏语系
藏缅语族彝语支。怒苏语词汇，按照义项来分，有单义词和多义词两类。本文重点从多义词这一方面来分
析怒苏语词汇所体现的文化内涵，通过与汉语、藏缅语族其他语言的比较，来说明怒苏语词汇文化内涵的
特点。文中所用的怒苏语词汇都是来自本人田野调查获取的第一手语料。一、怒苏语多义词的类型：如果
以汉语为参照点，怒苏语中存在一些多义词——一个怒苏语的词，可以有两个及以上的汉语词语和它相对
应。既然是多义词，语音相同，语义相关。根据词性，可以把怒苏语多义词分为两类：1、词性相同的，

2、词性不同的。（一）怒苏语词性相同的多义词  怒苏语词性相同的多义词比较常见的是名词、形容词
和动词。（二）怒苏语词性不同的多义词  怒苏语词性不同的多义词，比较常见的是一个多义词具有两种
不同的词性，当然，也有一部分多义词不止两种词性。二、怒苏语多义词的文化内涵：我们把怒苏语词性
相同的多义词看做是静态相关，而把词性不同的多义词看做动态相关。和汉语比，和汉族比，使用怒苏语
的怒苏人和汉族在认知上存在着诸多差异，汉语的表达显得更精细一些，而怒苏语则比较笼统一些。怒苏
语多义词的这种特点，充分体现了怒苏语的文化内涵。
【关键词】怒苏语 、多义词、文化内涵

汉语二语者书面产出词汇多样性的文本长度效应研究
马庆 北京语言大学

【摘要】词汇多样性是二语表达能力的重要标志，是计算机自动作文评分的重要采集变量，但是词汇多样
性测量指标与文本长度之间存在复杂的关系。本研究从2010年4月HSK写作考试的实测大数据中选取154
份语料，重点探究了汉语二语者书面产出词汇多样性与其文本长度的关系。结果发现：（1）词种数、
TTR、Root TTR 、Log TTR等8个测量指标可作为词汇多样性测量的有效参量，但通过相关分析结果可以
看出，当文本长度过短的时候，很难反映出词汇多样性与作文成绩之间的关系；（2）8个测量指标均存
在文本长度效应，其中MATTR受文本长度的影响较小；其余7个测量指标随着文本长度的变化整体呈现出
线性的变化趋势；（3）当文本长度在60至100词范围内时，除MATTR外，相同文本长度下的LD值均存在
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关键词】词汇多样性测量、文本长度、语言产出、作文自动评分

西南官话中古非晓组字混读的声学考察—以四川中江为例
饶冬梅   西华大学

【摘要】古非晓组字的混读在西南官话中较为常见[1][2]。西南四省（四川、云南、湖南、湖北）方言中
非晓组字的混读主要体现为八种类型（见表1）。本文以四川中江方言的古非晓组字今读作为深度调查对
象（前人调查结果为Type2类型[2][3]），选择10位年龄在55-65岁区间的发音人（男女各5），得到约
9000个语音材料，提取擦音中段20ms的谱重心CoG（Center of Gravity）和标准差SD(Standard 
Deviation)两个参数[4][5]，从声学和感知两个角度考察了四川湘语中非晓组字混读（merger）以及语
音性变读（phonetics variation）的原因[6][7]：非晓组字的混读，跟[f]/[xu]发音的相似性以及感知混
淆有关，和语言接触也有密切关系。四川湘语受强势方言（Type 1）及普通话影响，混读规律出现例外
之外的字有所增多，混读的条件也逐渐走向单一化。
【关键词】四川湘语、混读、语音变读、语言接触

河北方言的“去分阴阳”现象
桑宇红  白茹 河北师范大学 

【摘要】学界对河北地区保定、唐山、秦皇岛地区冀鲁官话保唐片轻声前去分阴阳的现象已有报道，较早
应是《昌黎方言志》（1960），后有李思敬（1995）对宁河方言，接着田静（2007）、刘克龙（2010）对
唐县，后又有郑莉（2014/2019）、白茹（2016）、曹庆改（2018）、李仕颖（2019）、尹凯（2020）等
分别报道了与保定毗邻的石家庄的深泽、无极、辛集及衡水部分地区安平、饶阳也存在“去分阴阳”的现
象。河北方言去分阴阳具体表现为：（1）在单字调层面可以区分阴阳去，如无极和深泽；（2）在连读层面
区分阴阳去；主要分布于保定地区的曲阳、定州、唐县三个县市；（3）仅在轻声前连读时区分阴阳去，
主要分布于保定及石家庄、衡水部分毗邻保定的地区。
【关键词】河北方言、去分阴阳、连调及轻声、保唐片

课例研究：放声思考在阅读教学中的策略与设计
盛丽春、韩爱玲、幸锦龙 、胡晓苏  四德女子中心
张曦姗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为了提高学生在阅读理解、感悟欣赏及延伸拓展方面的能力，本校研究团队通过放声思考阅读策
略(Think Aloud Strategy)进行有系统、有针对性的阅读教学。放声思考策略是将个人内在的无声思考，
用口语表达的方式，将心中所思考的内容说出来。老师能借此了解学生的思维过程并加以引导纠正。放声
思考方式是展示思考能力的有效方法，让思维可视化，同时也能训练学生的口语表达能力。本研究以79
名中二高华学生作为研究对象展开三轮的课例研究。本文首先从研究背景、研究对象和研究目的做一个整
体介绍；接着阐明理论依据和相关概念；再具体介绍整个研究的教学实践过程。研究结束后，通过调查问
卷、教师观察以及学生反馈进行分析，最后再反思教学过程中所面对的难题与挑战。

【关键词】课例研究、放声思考、阅读教学

“洪武赶散”与苏北江淮官话
石绍浪  北京语言大学

【摘要】“洪武赶散”是指明初苏南向苏北平原一次大规模移民，虽然正史没有确切记载，但在苏北民间
普遍流传。苏北江淮官话入声韵有一个较为独特的特征，曾梗摄一二等帮组字读圆唇后元音韵母，并与通
摄合并，其分布与“洪武赶散”的移民范围基本吻合。比较发现，苏北江淮官话的这个音变应是源于苏州
移民的影响。今苏北江淮官话入声韵类突破中古韵摄的格局，发生了简化，也可能是明初苏州方言在苏北
扩散的结果。余论认为，在分析江淮官话与吴语关系时，不能只局限于“同源”的角度，还应考虑明初苏
州苏州方言在苏北的扩散。
【关键词】“洪武赶散”、苏州方言、苏北方言、江淮官话、入声韵

德国语言学家加布伦兹及其《汉文经纬》研究
宋楠  德国国际合作署中德合作中心； 波恩东亚研究院chinnotopia中国论坛

【摘要】本论文第一章介绍了与乔治·加布伦兹有关的史实，包括十七到十九世纪西方汉学的兴起、独立
与发展、加布伦兹家族史和乔治·加布伦兹的汉学之路。 第二章到第四章将《汉文经纬》拆分为“汉语
基本面貌”、“分析系统”和“综合系统”研读与解析，完整展现加布伦兹的语法思想和其构建的古代汉
语语法体系。论文的第五章和第六章，分别探讨了加布伦兹在西方近代语言学历史上所起的作用，以及对
汉语语法思想史的影响、突破和超越。同时在论文结语部分，讨论了中外语言学界对于《汉文经纬》一书
不甚明晰的几个问题。
【关键词】加布伦兹  《汉文经纬》

华文作为第二语言新闻听读教学的文献综述
孙晓颖   张丽妹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新闻听读教学在华文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中更是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本文回顾和介绍了
2001-2021年二十年间华文作为第二语言新闻教学的相关研究，文献主要来源于中国知网 (CNKI) 和Web 
of Science等数据库。本研究的文献综述主要围绕四个研究问题：第一，华文作为第二语言新闻听读教
学的目标有哪些？第二，华文作为第二语言新闻听读教学的原则是什么？第三，华文作为第二语言新闻听
读教学的难点有哪些？第四，华文作为第二语言新闻听读教学的教学策略和方法有哪些？最后，本文结合
新的时代背景提出了华文作为第二语言新闻听读教学的优化建议。本研究的成果和发现对华文作为第二语
言新闻听读教学具有良好的指导意义，同时也为华文第二语言新闻听读教学法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和指引。
【关键词】华文作为第二语言、新闻听读教学、教学目标和原则、教学难点、教学方法 

乙圩壮语多功能语素te∶ŋ1

覃薇  中央民族大学 

【摘要】本文对乙圩村壮语“遭受”义语素“te∶ŋ1”进行全面的调查描写，并刻画出“遭受”义语素
“te∶ŋ1”功能的整体面貌。对“遭受”义语素部分语法功能的语法化过程进行探讨，归纳出其语法化的
路径和机制，为学界了解乙圩壮语“遭受”义语素功能的语法面貌和特征提供新的材料。乙圩壮语的“遭
受”义语素“te∶ŋ1”呈现出多功能性，具备了十三种功能：①“触碰”义动词；②“对、中、合”义动
词；③“遭受”义动词；④“需要、用”义动词；⑤被动标记；⑥“对”义形容词；⑦“致使”义动词；
⑧情态助动词；⑨结果补语；⑩程度/状态补语；⑪“到、轮到”义动词；⑫副词；⑬假设连词。其中，
本文调查到了“遭受”义语素“te∶ŋ1”以往没有被调查描写到的功能为：①程度/状态补语；②“到、
轮到”义动词；③副词；④假设连词。
【关键词】乙圩村、壮语、“遭受”义

祁东湘语多功能词“落”的语义演变与主观化
谭丽亚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西南林业大学外国语学院
陈海宏  云南民族大学民族文化学院

【摘要】湖南祁东湘语多功能词“落”的用法比较特殊，其语义演变属于通过增加新义而产生的多义模式，
它的多个义项在语义上有一定的关联，或直接关联，如“落”作实义动词时的多种语义；或间接关联，如
前加准词缀型小称标记“落”可能是由实义动词“落”的“降生”、“遗留在后面”等义隐喻而来的。“

落”在祁东湘语中还可以重叠，在语义和语用表达上带有一定的感情色彩，可表达说话者对命题的多种主
观态度。祁东湘语“落”语义演变的认知机制主要有类推（隐喻与之相关)、重新分析（转喻与之相关）和
主观化（褒化、贬化与之相关)等等。
【关键词】祁东湘语、“落”、多功能、语义演变、主观化

论析新加坡华人华语及身份认同的变迁
谭国勇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身份认同的建构在国家及其国家层面下的政治、经济及社会发展上有着深远的影响。它可以使人
认可该国家在政治经济及社会层面上的立场及政策，也可以让人民在某种程度上产生了归属感。教育是建
构身份认同的其中一环。据王赓武教授与陈庆文教授所示，新加坡华人身份认同，是最没有代表性，后者
则认为身份认同是有目的性地建构出来的。由此说明了新加坡华人身份认同正等待人们来填补。也正是如
此，新加坡政府通过不同媒介，包括教育政策等手段来灌输和建构自身倾向的华族身份认同，即倾向于文
化上的认同。本文尝试通过1979年讲华语运动及新加坡教育部历来的教育改革报告书，来了解其倾向和
期许。1979年讲华语运动，主要目的是要整合新加坡华族各方言群体。当时，新加坡华人社会有多达12
个华人方言群体，拥有一个共同的语言：华语，促进他们之间的沟通，减少之间的纷争，团结一致。这有
利于营造及实施双语教育政策的大环境，从中促进经济发展。然而，时间的推移，讲英语家庭的增加，使
得讲华语运动有了新的使命，即提升人们对华文的认识。新加坡教育部在报告书中所倡导的文化认识，倾
向于应对华族内部压力和需要。这回应了陈庆文认为华人身份认同是人造的说法。与此同时，随着华人移
民的移入，他们所带来的文化是否再次在原有身份认同上融合或产生分歧，则是未知数。这将会直接或间
接影响新加坡华文华语以及教育发展的走向。
【关键词】新加坡、华人华语、身份认同、教育

新加坡高中文学教学提问策略的探讨— QUILT框架下的教学设计与实践
唐佑彬   潘旭    李俊贤    郝德奕 淡马锡初级学院
张曦姗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在华文文学课堂上，设计优质问题能引导学生进行品读和鉴赏。因此，本研究以主修H2CLL的
61名学生为研究对象，探讨基于QUILT提问框架激发学生学习兴趣与提升学生思维能力的课堂教学模式。
本文首先介绍研究的背景、对象及方法，阐述基于QUILT提问框架的教学理念与理论依据；接着以现代小
说、诗歌、戏剧以及文言文为例，介绍如何基于QUILT的提问框架设计不同类型的问题的提问策略；本文
也根据学生的课堂反应，探讨了QUILT提问框架下不同文学作品教学的几种提问策略和问题设计类型，在
体现以学习者为中心、加强师生互动和凝聚同侪间学习力量等方面的成效。本论文最后将通过前后测的数
据对比分析、学生反馈、教师观察和学生产出检视教学设计的实施成效。
【关键词】文学教学 、提问策略、 QUILT框架、教学设计

楚辞“羌”字句与湘西凤凰方言ʧʰɑ13字句 比较研究
田晓黎  中央民族大学

【摘要】楚辞里的“羌” ，自东汉王逸注释后的1800多年来 ，众多研究者引经据典， 却始终没有确解。
《楚辞》的“羌”字是否有田野遗存？在湖南湘西凤凰方言中存在极具特 色的ʧʰɑ13 1字句。本文从凤凰
方言ʧʰɑ13字句的田野记音开始，逐条分析，总结规律，再与《楚 辞》16 处“羌”字句进行对比研究，
结果显现，凤凰方言ʧʰɑ13字句基本传承着《楚辞》“羌” 字句的语义。 
【关键词】《楚辞》  羌

国际中文学习软件的大型网络游戏化
汪歆玥  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   

【摘要】汉语学习时间长的特点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二语学习者的热情，而当下飞速发展的大型网络游戏新
颖有趣，常令人沉迷。修坝不如引流，把学生们对汉文化和网络游戏的双重兴趣融入到汉语学习的全过程，
将有助于培养学习者持续性的学习兴趣。本研究分析了当下常用汉语学习软件中的游戏模式，结合现有网
络游戏的汉元素部分，提出了将汉语学习软件大型网络游戏化的具体设想。持续化：脱胎于传统的孤立小
游戏，将累计的学习成果作为升级模式，合理地穿插各类支线任务。系统化：学习者通过注册账号建立个
人学习档案，学习任务既包括集体学习，也包括多种自学形式。针对性：以学习者的需求为导向，提供相
应的实用汉语知识。灵活性：及时更新，高度重视用户反馈。允许教师使用游戏程序和知识库，以方便与
线下教学配合使用。
【关键词 】汉语国际教育、学习软件、网络游戏、学习兴趣

“ 打（타）”字的韩国汉字音形成过程考察
王 浩  四川轻化工大学人文学院  

【摘要】“打”字，在《广韵》中有两个读音，都是阳声韵，一个是梗摄、梗韵，开口二等，上声，端母
“德冷切”；另一个是梗摄、迥韵，开口四等，上声，端母“都挺切”。但是在韩国汉字音中，“打”字
读阴声韵타[t�ɑ]。本文从历史语言学和语言接触的角度出发，认为中世韩汉音（15-16世纪）中存在的
타[t�ɑ]和뎍[tiək]这两种读音，其形成主要是中国的影响，由“德冷切”和“都挺切”两种读法，平行
发展而来，“德冷切”变成了“都瓦切”直接影响了타读音的形成；“都挺切”本来是阳声韵，在传入韩
国以后，其阳声韵尾[ŋ]变成了入声韵[k]，实现了“阳入对转”，从而形成了뎍的读音。近代以后，随着
日语词向韩语的大量涌入，“打”字的日语唐音だ[da]与韩汉音中타读 音的高度相似性，使得타读音在
与뎍读音的竞争中，取得了最终的胜利。

汉语方言亲属称谓中的音变
王红娟  山东师范大学  

【摘要】亲属称谓是方言词汇中重要的一类，我们在考察方言间的词汇差异时，亲属称谓往往是重要的参
照项，如《汉语方言地图集 词汇卷》共有203条词汇图，其中涉及亲属谓的就有“爷爷、奶奶、外祖父”
等14条。在对汉语各方言中的亲属称谓进行梳理时发现，汉语方言的亲属称谓中普遍存在音变现象。比
如，山西运城的“弟”，单字音为“ti33”，但在“兄弟”一词中读音变为“thi33”。本文的音变的含
义是指：1.某个字或某类字在称谓词中的读音与其他情况中的读音不同。2.某个字或某类字在称谓词中的
读音于古今演变规律不合。本文讨论的方言亲属称谓中的音变类型主要有以下三种：个别音变、系统音变、
别义音变。
【关键词】汉语方言、 亲属称谓、 音变

乡村振兴背景下民族地区发挥语言经济效能路径的再探讨—基于西藏自治区林芝市M县的个案研究
王娟  陕西师范大学

【摘要】语言能力是重要的人力资本，语言经济效能是语言的重要社会效能，语言扶贫工作作为中国贫困
治理体系的有机构成，在国家脱贫攻坚的重要阶段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
后，民族地区的语言文字工作在扶持对象、政策范围和顶层设计方面也相应需要作出一定的调整。本文试
图在乡村振兴背景下进一步探讨如何继续发挥语言经济效能的路径。
【关键词】乡村振兴、语言扶贫、民族地区

四川方言的音系特征和两个历史层次
王倩  周及徐  四川师范大学

【摘要】 以往的四川方言研究认为，现代四川方言皆为明清时期的“湖广填四川”所带来。我们在近十
年的时间里，在四川作了广泛的方言田野调查。根据实地调查材料，我们提出新的观点：在四川省的岷江、
嘉陵江流域分布着两种不同的官话方言：嘉陵江流域分布着以成都话为代表的以“入归阳平”为特征的西
南官话方言，这是明清湖广移民带来的；岷江流域分布着以大邑话、宜宾话为代表的有独立的入声调的官
话方言，这是明代以前的四川本地方言的后裔。二者分属不同的方言层次而共存于今天的四川。本文以
2019年出版的《岷江流域方音字汇——“20世纪四川方音大系”之一》中语音材料为据，借助实验语音
学方法对成都话与大邑话、宜宾话作音系整理、以Praat软件绘制其声学元音图、声调曲线图，分析其在
音系上的规律性语音差别，说明今天的四川方言不仅具有以成都话为代表的湖广话语音类型，还有更为古
老的另一方言层次——这个音系今天仍具有入声独立、果摄一等字读为-u、麻三精见组读-i、模韵字读为-o
等语音特征。这些语音特征与成都话的湖广话语音类型有明显的差别，独立于成渝片西南官话而存在。 因
此，现代四川方言分为本地和外来两个层次：本地层次叫“南路话”，外来层次叫“湖广话”。
【关键词】四川方言、岷江流域、成都话、大邑话、宜宾话、方言音系

保定方言两字组连读变调及其若干问题
王帅臣  华北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 

在对河北省保定市下辖的24个县市区进行方言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展开本文的分析。首先描写清苑区的
两字组前字连读变调情况，以便对保定核心区域的变调情况有所了解。其次，介绍保定方言中的阴平变调、
阳平变调、上声变调、去声变调的地理分布、调值表现、调类分布等基本情况。再次，重点讨论上声变调
和去声变调。上声变调后的调值情况有一定序列性：一种是前字变调后与本声调系统的阴平接近或合流；

一种是前字变调后与本声调系统的阳平接近或合流。上声变调既有类型学上的原因，也有历史因素在起作
用。去声变调有一类和轻声有关。

西宁方言持续体标记“着”
魏萌  中央民族大学

【摘要】汉语西宁方言的体标记“着”主要表达持续体的语法意义。除单独使用，方言中“着”常与起始
体标记“上”、完成体标记“下/了”等其他体标记叠用。由此，西宁方言的持续体标记“着”多构成
“V着V”、“V着C”或“V着＋从句”三种结构。西宁方言持续体标记“着”常与起始体标记“上”、
完成体标记“下/了”等叠用，且均处于其他体标记之后，即动词后第二位置。叠用中，“着”仍表达持
续体的语法意义，其语义与前一体标记层层套叠，具有一定顺承关系。如与起始体标记“上”叠用时，“
上”的语义指向前面的谓语动词，构成“V＋上”结构；“着”的语义则指向“V＋上”这一整体，表达
动作行为开始并将进一步持续的状态，“着”具有一定未完整体范畴义。“V＋上＋着”结构还可续接其
他动词或补语成分，构成“V＋上＋着＋V”结构。此外，西宁方言持续体标记“着”常以“V＋着＋C”
形式用于述补结构谓语句中。其中，C可为程度、情态、结果、数量等多种类型补语，形式上可由单个形
容词或副词、数量或偏正短语及主谓结构充当。语义层面，“V着＋C”由“V着”与C两个时间过程构
成，C主要由“V着”引发或伴随，即两个过程包含一定的逻辑因果关系，这种关系可以是显性的也可以
隐性的。除构成“V着V”、“V着C”和“V着＋从句”结构外，持续体标记“着”还可用于西宁方言的
存现句和“的字结构”中，其用法具有一定独特性。
【关键词】西宁方言、着、持续体标记

“口”的比较词义探索
吴宝安  湖北大学文学院 

【摘要】“口”这一概念在汉语中主要有“口、嘴”两个词，根据它在汉语、汉语方言以及其他语言中的
用法，我们整理出了12组与“口”有关的共同引申，这些共同引申都可以通过“转喻”和“隐喻”来解
释。 基于转喻的共同引申有7条，如： 与言语功能相关，“口”引申出“说话、话语”义。与饮食功能
相关，“口”引申出“口味”“人口”义。与临近部位相关，“口”引申出“脸、鼻、咽”“口部饰物”
义。基于隐喻的共同引申有5条，如：与形状、位置都相似，“口”引申出“容器等器物通外面的地方”
和“出入的通道”义。与形状相似，“口”引申出“（山谷、水道等）大的豁口”“突出的部分；尖儿”。
这12组共同的词义引申在汉语、汉语方言以及英语、俄语、西班牙语、日语、泰语、印度尼西亚语、壮
语等语言中都以共词的方式出现，因此，我们可以将其看作是“口”在语言中的共同演变模式。
【关键词】“口”  比较词义 、共同演变

新加坡中学华文快捷课程后进生
语文学习的挑战和独立学习能力的培养
吴宝发  张曦姗  周淑君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后进生学习一直是教育工作者关注的课题，新加坡教师也不例外。后进生学习问题复杂，包括语
文基础薄弱；个人学习态度不良；缺乏独立与迁移的学习能力；课堂教与学方法不当等。本文立足于本地
一所中学的校本研究，借助文献研究法、问卷调查法与观察法，对中二快捷班24位后进生的学习特点进
行梳理，由此作出为期六个月对3个单元的教学调整的尝试，旨在分析后进生在课堂中语文学习的挑战以
及探索他们独立学习能力的培养。本研究对2021年新教材篇章里的语文技能做一次系统性的梳理，在课
堂阅读理解教学时，强调对文章理解的元认知策略之字义层次、逻辑层次、概念层次的教学，调动学生的
元认知，以弥补学生因语文基础薄弱带来的教与学问题。
【关键词】华文快捷课程 、后进生、中学新教材、元认知

中韩跨国婚姻家庭双语学习和使用状况及问题研究
吴思敏  闽南师范大学

【摘要】近年来，中韩跨国婚姻家庭日益增多。据统计，来自中国的在韩结婚移民总数在2019年已接近
20万人。中韩跨国婚姻家庭既有别于传统华侨家庭，又有别于普通韩国家庭，在语言文化上具有特殊性。
本研究以在韩中韩跨国婚姻家庭为研究对象，对其双语学习和使用状况展开调研，并针对其问题提出解决
方案。研究分三部分进行：第一部分利用文献分析法整理并分析韩国政府对多文化家庭的政策及多文化家
庭支援中心的相关资料。第二部分利用问卷法、访谈法与参与观察法对中韩跨国婚姻家庭进行相关数据采
集，并对数据进行定量与定性分析，多维度考察多种因子对语言的影响以及因子之间的相互作用及其与内
部、外部环境的交互关系，全面把握中韩跨国婚姻家庭双语学习和使用的特点及问题。第三部分综合考虑

调研结果，针对中韩跨国婚姻家庭双语学习和使用的问题和需求，从内部（中韩跨国婚姻家庭自身）和外
部（社会机构与教育部门）提出解决方案。本研究不仅可为中韩跨国婚姻家庭双语教育提供理论基础和实
践方案，还为以其为对象的双语教材及教学资源提供理论依据，为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跨国婚姻家庭双语教
育研究提供参考。
【关键词】中韩跨国婚姻家庭、双语教育、调研、解决方案

实践与反思：国际中文教学与信息通讯技术之运用
夏雪  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

【摘要】随着教育技术的发展，如何善用信息通讯技术（ICT）来服务于教学，实现以“学生为中心”的
教学实践，成为当今教育研究的热点。在国际中文教学领域，我们也面临着如何有效地将ICT运用于课堂
教学和学生学习的问题。本文即以此为出发点，在现代教育理论的基础上，以新加坡国际学校的非汉语母
语学生为研究对象，结合IB华文课程中的一个主题单元，从课件设计及课堂教学反馈等方面对ICT在国际
中文教育中的实践情况进行探索性研究，总结ICT辅助中文教学的几个原则：包括设计ICT要以学生学习
需求为核心，ICT的课堂使用应避免“喧宾夺主”，并反思教师在ICT运用中的作用，以期对新技术下的
国际中文教学发展提供参考。
【关键词】 ICT、 国际中文、课件设计、课堂实践

The Brief Analysis of Japanese Culture's Absorp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ulture
Hui Xu   Maca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bstract: Cultural exchanges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have a history of nearly 2,000 years. The fine tradi-
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ulture have exerted great influence on almost every aspect of Japanese 
life, such as architecture, clothing and so on. At the same time, Japanese culture has made a series of 
cultural innovations and developments according to its own national conditions while absorbing Chinese 
culture for reference. Starting with the reasons why Japan absorbed Chinese culture and analyzing the 
exchanges between Japan and China from 1972 to 2011, this paper analyzes and concludes that the similar 
cultural background of the two countries is the basic reason for Japan to better learn from Chinese culture. 
Finally, this paper expounds and analyzes Japan's absorp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ulture from 
three aspects: religion, ideology and diet. It is concluded that Japanese culture originated from Chinese 
culture, and before the Tang Dynasty, Chinese culture had the greatest influence on Japanese culture; after 
the Tang Dynasty， Japan began to have a real culture, but it was still influenced by Chinese culture.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and improvement of its own culture, it finally formed its own unique style. 
Key Words: Japanese culture; Chinese culture; Absorb; 

港式中文词汇与普通话的隐性差异
徐涵韬  北京师范大学

【摘要】“隐性差异”的概念及思想适用于全球华语对比研究，文章立足于此，讨论港式中文词汇与普通
话的隐性差异，首先以量词“枚”、动词“怀疑”以及名词“论调”为例，分析其在概念义、语法义、色
彩义等方面的表现；然后举例说明了隐性差异的三种存在形式，即有无之别、大小之别和程度之别，并指
出三者之间联系密切，不能孤立讨论；最后，文章认为未来研究应增强对华语隐性差异的考察分析，拓展
隐性差异的研究内容、语体范围及比较对象。
【关键词】隐性差异、词汇、港式中文、普通话

基本核心词词义的跨语言表现与特点—以61种语言为例
许可  冉启斌 南开大学

【摘要】本文建立了61种语言60个基本核心词词义数据库，从跨语言角度对其进行了细致考察。数据库
中共有义项约11440个，平均每词义项略超3个，最多达21个。平均义项数方面，动词最多，形容词其次，
名词、否定副词随后，数词、代词最少。义项数可能受词与外部世界的关联性、在词汇系统中的基本性以
及概念本身模糊性的影响。对词义引申深度赋值后，看到动词、形容词、名词的词义引申能力分较高，各
词的平均义项数与该分排名不一致。语言、词类对义项数量、引申能力分影响显著。通过网络图谱对词义
进行聚类分析和可视化分析后，基本核心词被分为10类，词类对聚类有影响。动、名、上形成较大词团。
名词[±指人][±身体部位]，形容词[±积极/消极]等特征会使词类内部形成关系更紧密的小类。图谱中，
hand连接动词和身体部位名词；head连接身体部位名词和指人类名词；man连接指人名词与褒义形容
词；one连接指人名词和数词；die、sleep等词连接动词和形容词等。

【关键词】基本核心词、词义引申、数据库、】可视化

冰墩墩的启示：中华文化符号海外传播的机遇与挑战
许琳皎  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

【摘要】北京2022年冬奥会吉祥物“冰墩墩”在国内外社交平台的爆红引起各界讨论。作为一种文化符
号，“冰墩墩”兼具多重内涵，承载着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功能。“冰墩墩”成为“顶流”，不仅
展现了中华文化强大的感召力，也为中华文化符号的海外传播提供了新思考。本研究基于符号学理论，从
视觉和语言两个维度分析符号传播的特点，挖掘“冰墩墩热”的深层原因，并从中得出中华文化符号海外
传播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基于此，笔者从符号传播的原则、内容和方式三方面提出了建议，即：调整传播
心态，着眼他者视角；加强内容设计，挖掘文化内涵；充分利用互联网媒介，引发情感共鸣。以期为中华
文化符号的海外传播提供借鉴，丰富中国文化传播领域的研究成果。
【关键词】中华文化符号、海外传播、文化传播、冰墩墩

韩国国民教育体系中汉语教育的发展与创新
许培新  山东大学

【摘要】本论文结合中韩两国历代交流的传统以及现代社会发展的趋势，在追溯韩国汉语教育发展历程的
基础上，重点考察自中韩建交以来韩国汉语教育的发展脉络，重点梳理并分析韩国国民教育体系中，大、
中小学不同层次汉语教育的发展情况以及出现的问题，总结韩国国民教育体系中汉语教育的主要特点；当
今国际大变局和新态势下，汉语教育发展面临着新情况、新问题，韩国国民教育体系中的汉语教育和学习
也在发生变化。因此基于教育理念升级、教学思路转型与教学模式创新，提出了加强韩国大、中小学汉语
教育的实践性、针对性，以及韩国汉语教育内涵式发展多元化路径的对策和建议。 
【关键词】韩国汉语教育、国民教育体系、内涵式发展

 
13—19世纪朝鲜半岛汉语教学对当代汉语国际教育的启示
许润芳  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

【摘要】朝鲜半岛有悠久的汉语学习历史，从以汉字为本、重视书面语学习到文言并重、对政治商务风俗
文化等不同领域进行全面了解，其汉语学习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汉学界人才辈出，促进了对中国制度、文
化的内化吸收及其本民族政治经济文化的进步。其中，国家层面的空前重视、语言政策的有力支持是不能
忽略的因素。目前流传的朝鲜半岛汉语教科书集中于13-19世纪，恰是两国政局革新、关系进一步密切的
时期，此类教材是今日研究两国历史上人文交往、不同时期汉语口语面貌、汉语教学法种类及影响、汉语
国际教育在半岛发展历程的宝鉴，本文以该时期《老乞大》《朴通事》《学清》等代表性汉语口语教材为
主要研究对象，结合韵书、字书及辞书类汉语书面语教材、《朝天录》《燕行录》与《朝鲜王朝实录》等
官方历史记载为佐证，共时对比同时期中国韵书。探讨官学、私学、司译院、承文院、译学院、质正官等
部门和职务发挥的历史作用，总结该时期朝鲜半岛汉语教学的优点和不足，力求为当代汉语国际教育汉语
人才培养、汉语教材编写、汉语教学法选择和语言政策制定提供一定的参考意义。
【关键词】朝鲜半岛、汉语国际教育、教学法、语言政策

语言赋能：乡村振兴多模态话语战略构建
杨城  浙江大学 

【摘要】语言是促进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乡村振兴中的每一步都离不开语言的力量。研究中首先依托多
模态话语分析综合框架，对余杭、桐庐、淳安三个乡村振兴示范地区的宣传片视频进行分析，总结其文化
、语境、内容、表达四个层面的多模态体现。其次依托质化分析的扎根理论方法，构建语言赋能乡村振兴
的战略模型，在组织、社会、个体三个层面探索赋能方向。最后，基于话语分析和战略模型提出未来语言
赋能乡村振兴的提升路径。研究发现，三个地区的多模态话语具有典型的区域特色，语言赋能乡村振兴需
要凝聚自上而下的多方力量，而国际化视角、内容的精准筹划、赋能视角的联动共振则是未来乡村振兴话
语努力的方向。
【关键词】乡村振兴、语言赋能、多模态、话语分析、战略模型

A Study on the Chinese Classroom of Foreign Students in the Epidemic Period Based on the Inter-
active Perspective
Haifeng Yang1,Daqian He2, Zhuoda Yang3

1. Center for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Wuh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Wuhan， 

2.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Wuh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Wuhan，
3. School of Chinese Studies and Cultural Exchange,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Abstract: Interaction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s affecting the result of online Chinese class teaching. 
By utilizing the method of questionnaire analysis, error analysis and document analysis， this paper selected 
200 international students from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Cultural Exchange of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of Wuh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of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as samples for investigation, including 94 undergraduates, 60 master 
students and 46 doctoral students. Among them, namely 86 in primary stage, 64 in intermediate stage and 
50 in advanced stage based on their HSK marks. The majority are from Asia (45%) and Europe (25%), the 
rest are from Africa (15%), America (10%) and Oceania (5%). This paper finds that the existing interactive 
methods of them include online conference platform, course live-streaming platform and video live-streaming 
platform. 
When using these platforms, we find there are some advantages of them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remote 
Chinese learning: They are convenient for students to preview and review before and after class, and they are 
helpful for the sharing of Chinese learning resources. However, we also find that there are some disadvantag-
es in teacher-student interaction and student-student interaction on these platforms, such as the lack of learn-
ing atmosphere (58% participants agreed) and the unwillingness of turning on the camera and micro-
phone(76% participants agreed). We think the factors causing these problems mainly include external and 
internal factors of teaching. The external factors include the factors of network connection, time difference, 
studying platform and studying resource allocation. The internal factor of Chinese teachers is that they are not 
adapted to the new way of online teaching, which makes them unable to carry out innovative design of class-
room interaction, and still choose the traditional teaching method (66% participants agreed). The internal 
factor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on the one hand, they lack online learning experience, so it is difficult to cope 
with some new challenges in teaching interaction practice. On the other hand, international students must 
overcome certain psychological factors in the interaction process of online Chinese classroom, among which 
anxiety and avoidance are the most prominent (80% participants agreed).
In conclusion, Chinese teachers can improve the interactive effect of online teaching through rational use of 
learning platform, effective allocation of learning resources and innovation of class interaction mode. Before 
teaching, teachers should inform students in advance of the selection of learning platform, registration, login, 
using process and a series of related matters. During the teaching process, teachers can allocate a certain 
proportion of class hours to organize interactive courses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s, such as group presenta-
tion, personal performance and seminar. After class, teachers can design and release questionnaires and 
use the background data statistics and other functions of the learning platform to analyze the frequency and 
quality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participation in interaction. Also, international students should actively adjust 
their learning psychology and improve their learning methods as well. In this way, they can get rid of negative 
psychological factors such as anxiety and avoidance, and focus on classroom interaction and knowledge 
itself, and finally achieve better learning results. Ultimately, teachers and students will collaborate to explore 
a course interaction path, adapting to the new mode of online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in the post-pan-
demic era. The research on this issue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enrich the theories of linguistics, psychology 
and pedagogy related to Teaching Chinese to Speakers of Other Languages. Also it can improve the teach-
ing efficiency of teachers and enhance the sense of gaining knowledge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Keywords: Interaction; Online Chinese Classroom; Chinese Teaching

国际华文推广的重要部分：志愿者项目的国别性/区域性分析—以缅甸为例
杨念  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

【摘要】2004年“国际中文教师志愿者项目”经中国教育部批准实施。直至疫情前，全球大约有7000名
志愿者在全球一百多个国家进行中文教学，其中大约3000名志愿者在东南亚各国任教，成为东南亚华文
教育重要力量。缅甸志愿者项目于 2009 年开始实施，至今已经有十年有余，到疫情前每年有一百多名志
愿者在缅甸各个城市甚至乡镇进行中文教学工作。十多年来，志愿者项目对缅甸华文教育发挥着重要作用：
为缅甸华文教育贡献了新的力量，弥补了缅甸华文师资的不足，促进了缅甸中文教育的合法化进程等。然
而，该项目也存在着一些问题，本人通过实地了解以及问卷的方式，深入分析了志愿者项目在缅甸的实施
情况，并针对性地提出几点建议，促进该项目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国际中文教师志愿者、华文教育、缅甸志愿者项目、参考

基于SLS平台的E晨读差异教学模式探索— 新加坡崇文中学的实践经验
叶语銮    徐小红   吴玉凡  新加坡崇文中学

【摘要】为了营造书香校园，培养学生的阅读兴趣和提高阅读水平，我校研究团队借助SLS平台，以110
名中三学生为研究对象，在全校进行E晨读研究计划。E晨读依据差异教学理论，照顾学生的个体差异，
所选篇章分年级、分主题、分文体，并结合各单元技能训练，设计不同程度、风格的晨读活动。学生借助
个人数码学习工具，选读纯文字或拼音版的、带声音和可查字典的篇章，通过SLS自测，在阅读护照上完
成任务。此外，高准备度的学生还可阅读更有挑战性的文章，并完成相应的挑战任务。研究结束后，团队
通过定量与定性研究检测学习成果。初步结果显示，基于SLS平台的E晨读差异教学模式，在一定程度上
激发了学生的阅读兴趣，也促进了教师的专业发展。
【关键词】SLS平台、E晨读、差异教学

Nasal Codas Merger in Chinese dialects: Modified Contrastive Specification and Sisterhood Merger 
Hypothesis
Jihye Yun  Asia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 Madison

Abstract：Chinese linguists have long debated about the directionality of nasal coda merger in Chinese 
dialects since the 1970’s. Some believe that the merging process is unidirectional (anterior to posterior) ,but 
others assert that alveolarization of nasal codas (-m>-n and -ŋ>-n) is the major trajectory. Previous studies 
failed to make a reasonable prediction about the further direction of the merger in addition to a lack of 
phonology-based analysis. This research analyzes the merging process on basis of Contrastive Hierarchy 
(CH) and Sisterhood Merger Hypothesis (SMH). The two theoretical frames make us draw two types of 
contrastive hierarchies: [Dorsal]>[Labial]，[Coronal]>[Labial]. That is，the merger between the alveolar 
and the velar nasal codas will occur after the completion of the merger between the labial and alveolar ones. 
Alternatively， the alveolarization of the velar nasal coda will happen after the completion of the merger 
between the labial and velar ones because the structure merger takes place on sister node of contrastive 
hierarchy. In conclusion， the final phase of the nasal coda merger will be the alveolarization of the velar 
nasal coda. The data of Chinese dialects and markedness theory both buttress the conclusion.

Keywords: Nasal codas，Chinese dialects，contrastive hierarchy，sisterhood merger

《易经》归纳、演绎思维在母语教学中的课堂实践和应用
庾潍诚  新加坡伟源中学

【摘要】作者根据自己长期研究《易经》的经验，提出和认为：《易经》作为中华古代的文化典籍，归纳
和演绎思维是它的最重要核心思想之一。同时，作者结合了自己多年的新加坡课堂教学实践，发现：《易
经》的归纳、演绎思维可以有效实践应用在现代的母语教学当中。归纳，是引导学生化繁为简，迅速掌握
教师布置的课堂指令或內容；演绎，则是学生有效应用课堂所学知识进行复述和重构。本文列举具体的课
堂实践应用例子，就是：(一)课堂的指令语言“ABCD”；（二）思维图的教学应用；(二)作文教学实践
的“DEEPAI”（细节描写）自创理论。作者最终观点认为，《易经》思想可以古为今用，实践应用到课
堂母语教学，从而达到提升学生的母语学习效果。
【关键词】易经、归纳、演绎、教学实践应用

中国古代建筑文化的汉字演绎
袁忠  中国华南理工大学

【摘要】中国古代建筑文化的丰富思想很多都凝结在一个个的汉字中。在汉字的构形、本义、转义、暗喻
等不同的运用中，存在着古人有关建筑活动、建筑形象、建筑心理等蕴含，很多汉字就是一个空间概念、
一个居住范畴。古人对中国古代建筑的感知的原初意识首先凝固在古汉字中，古代建筑的最初“文本”可
求诸古汉字，作为象形文字的古汉字与作为现实空间的古建有着天然而内在的通贯性。本文通过考察汉字
的字符构形及作为词或词素的单个汉字所展示出的建筑文化意象，探究作为表形文字、表意文字的古汉字
在其构形、组词、使用、书写等多方面体现的古代建筑文化意义。
【关键词】汉字、中国文化、古代建筑

GRR教学模式的实践与反思——以新加坡H2华文与文学新诗教学为例
张建立   张建平  新加坡国家初级学院    
张曦姗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2021年新加坡H2华文与文学新课程引进课外文学作品赏析的部分，与旧课程标准相比，这对学
生是具挑战性的变革。为应对该挑战，我院以新诗为切入点，设计了从指定文本到课外文学作品的教学实
践配套。该实践以“新加坡课堂教学实践要领”(STP)为指导，依据探究式学习（IBL）理论，采取“教、
扶、放、收”四个阶段的“渐进释放责任直接教学模式”（GRR），旨在逐步培养学生独立鉴赏文学作
品的能力。实践证实，这一教学策略增强了学生的信心和赏析能力；同时，也发现了一些有待进一步充实
和深入探索的空间。本论文将阐述该实践所采用的教学理论、教学策略、教学流程、教学成效及反思。
【关键词】  GRR教学模式、H2华文与文学、新诗教学    

“V走”和“V去”互换性的多重对应分析
张进凯  中国兴义民族师范学院 文学与传媒学院

【摘要】  本文在“原型—样例连续统”理论指导下，通过基于用法的多重分析方法探讨表征“位移运动
事件”的“V走”和“V去”的变异性和互换性。研究发现：“V走”主要表征位移方向不明确、没有位
移目的地的位移运动事件；“V去”主要表征位移方向明确、位移目的地可预测的位移运动事件，因此
“V走”和“V去”处于位移运动事件“原型—样例连续统”的不同位置，“V去”较“V走”更接近位移
运动事件的原型。“V走”和“V去”在表征位移运动事件原型特征和典型样例时不存在概念重合，在表
征位移运动事件非典型样例时，在概念变量特征的交互作用下表现出概念重合。
【关键词】多重对应分析  位移运动事件  概念变量  互换性  变异性

书面语言复杂度对华语二语者写作质量的影响研究
张漫莉  北京语言大学  

【摘要】本研究基于韩国学生的HSK写作测试语料，采用若干典型指标，对华语二语者的书面语言复杂度
与写作成绩之间的关系进行了量化分析，考察了词汇及句法复杂度指标对学生写作质量的影响。研究结果
表明：词汇复杂度和句法复杂度指标与学生的写作质量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Guiraud指标、虚词
使用比率、连词使用比率、复杂词使用比率、话题链数量、话题链分句数、零形成分数量和T单位数量等
指标对写作质量具有较强的解释及预测效度。
【关键词】语言复杂度、汉语二语、写作质量
  

基于树库的汉语二语写作句法复杂度研究
张婉莹  北京语言大学

【摘要】句法复杂度（Syntactic Complexity，简称SC）在评价二语者语言水平、语言动态发展及写作
质量中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吴继峰，2018）。已有的研究侧重于SC对日语、韩语等母语者的汉语写作
评估的有效性问题，研究结论未必适合少数民族母语背景的汉语二语书面语评价。基于此，本研究以参加 
HSK（高等）考试的维吾尔族考生的作文语料为研究对象，基于自建的汉语二语句法标注语料库，从粗粒
度和细粒度两方面指标体系入手进行以下四个方面的研究：（1）通过预处理构建小型依存句法树库（
Dependency Grammar Treebank），作为句法复杂度研究基础；（2）通过小句切分和搭配抽取研
究粗粒度指标和细粒度指标的分布特征；（3）针对不同写作水平的被试SC指标进行对比研究；（4）基
于典型SC指标体系探讨二语写作水平动态发展特点。研究发现，基于T单位等粗粒度句法复杂度指标在区
分学生写作水平和预测写作成绩方面的解释力较弱，而基于短语层面的细粒度句法复杂度指标能够有效区
分写作水平和预测写作成绩。
【关键词】树库、 二语、语法

阅读与抒情文写作教学的有机结合—以华侨中学（高中部）语文特选课程为例
张薇  王健仲  华侨中学（高中部）

【摘要】抒情文写作一直是学生的弱点，也是教师的教学难点。由于没有经过有系统的抒情文写作训练，
高中生很容易将抒情文、记叙文或议论文混为一谈，对抒情文的写作手法更是一知半解。再加上学生缺少
生活历练，要让他们短时间内掌握抒情文写作手法，并进行创作，无疑难度极大。有鉴于此，我们决定在
现有的教学内容上融入抒情文写作教学，尝试结合REAP的阅读理论与教学实践，将阅读与抒情文写作教

学有机结合，以39位高一H2华文与文学的学生为对象，引导他们建构抒情文概念，了解并掌握抒情方式
与写作手法，从而进行写作实践。最终，通过调查问卷、课堂观察和学生作品，梳理和分析了阅读与抒情
文写作相互融合的方法及其有效性。
【关键词】抒情文写作、阅读教学、REAP阅读方法、语文特选课程

地名中的关中方言
张文丽  陕西学前师范学院文学院

【摘要】关中方言，曾经作为汉民族共同语基础方言，对周边地区方言、其他地区方言和民族共同语产生
过重要影响。地名是人们用以区别个体地物的语言符号，而作为纪录地名的语言符号包含形、音、义三个
部分。关中方言区的地名，尤其是地名用字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关中方言的特点。本文从关中方言
区中的代表性地区——西安入手，整理分析其地名，得出如下结论：1.声母 （1）古全浊声母清化，平声
送气，仄声归并关中方言中存在差异，西安归不送气，例如“中官亭/中官厅”、“安居巷/钱局巷”。
（2）古知系开口字按照等分化，知系二等、庄组、章组止摄字与精组合流，读ts、tsh、s，例如“三里
村/山李村”。（3）古泥、来二母在洪音前混用，尤其是在洪音鼻音前，泥母混入来母，读l，例如“新
农田/兴隆庄”。2.韵母 （1）前后鼻音混用，关中方言后鼻音为ŋ，前鼻音丢掉鼻尾n，主要元音鼻音化
。由于在当地人听感上二者具有相似性，表现在地名中前后鼻音字混用。例如“上游巷/三友巷”。（2
）遇摄合口一等端系字，元音复音化，读ou，与流摄合并。例如“双楼寺/双路寺/双芦寺”。（3）果摄
开口字一等字与果摄合口字合并，例如“贺韶村/火烧村”。通过分析发现西安地名用字的流变反映了关
中方言的特点及其变化，具有强烈的方言特色，深入研究地名可以挖掘背后隐含的历史文化内涵，提升文
化软实力；可以为地名用字、拼写管理提供理论支撑，推动新时代的语言文字工作。
【关键词】关中方言、西安地名、文化

从外交新词语看中国外交动向—以2010-2020年度《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媒体新词语表为例
张星霞  韩国汉阳大学

【摘要】本研究基于2010-2020年度《中国语言生活报告》媒体新词语表中的外交新词语，运用数据分析
法，从其分类、使用频次和年度分布三个方面考察中国近十年以来的外交动向，为读者勾勒出中国外交全
貌，以期让读者更好地了解当前中国的外交形势，并为中国未来的外交实践提供一定的智力支持。本研究
认为，按照领域划分，这些新词语所涉及的外交领域包括总体外交、经济外交、政治外交、军事外交、文
化外交、科技外交和医疗外交等七大领域；根据性质，这些新词语所涉及的外交类型又可分为方针类、方
式类、事件类、成果类、组织/平台类、场所类、色彩类和人物类等八大类型。它们较为真实、客观地反
映了中国近十年以来的外交动向。
【关键词】外交新词语、中国外交动向、《中国语言生活报告》、分类、使用频次、年度分布

华语文汉字学习策略个案研究-以印尼华语文学习者为例
张胜昔　中国华东师范大学国际汉语文化学院
陈信助　台湾中国文化大学教育系

【摘要】对外华语文之汉字习得一直困扰着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与学。若华语文教学伊始就“重听说而
轻汉字”，不仅将形成中高级以上的学习阻力，更达不到语言习得可持续发展的教学效果。本研究针对一
名中高级程度印尼华语学习者的“初级汉字习得历程”进行了个案分析，围绕汉字习得心理认知、脑神经
机制、仲介汉字等理论，剖析形声字之习写、读音、识义三方面的“中介状态”，深度探讨了形声字之“
形义-音”的习得联结难度，说明汉字作为第二书写系统的学习策略，以及具逻辑性有系统的字本位教学
在华语文习得中的重要性。期许研究结果可提供日后相关教学与研究参考使用。
【关键词】字本位理念、汉字心理认知、中介汉字、可持续性发展、个案分析

“错位的称呼”—当代汉语社交称谓语的变异与泛化
张雪  澳门科技大学 

【摘要】汉语中的社交称谓语是汉文化特征的缩影，亦是对中国社会现状的即时反映(Chao1956， 
Gu1990， Wang2003)。无论是对于语言学本体研究，还是对于语言与社会的互动关系研究，该议题都
具有新鲜价值(Brown&Ford1961， Ervin-Tripp1972， Zhang2021)。本文基于真实语料收集与分析，
针对当代汉语中四个新兴社交面称语(social vocative)的使用原则、表意功能、交际效果等维度进行了
深入讨论（分别为：“（小）哥哥/姐姐”、“老师”、“同学”、“家人们”）。研究发现，当代汉语
社交面称词有如下特征：（1）原有亲属称谓用法深入泛化（例如“（小）哥哥/姐姐”）；（2）职业称
谓用法深入泛化（如“老师”）；（3）“错位”称谓语兴起（如“同学”）；（4）网络称谓语变异性

强（如“家人们”）。当代汉语社交称谓语处于全面深入的泛化与变异中，其成因、过程、程度等，都与
语言发展和社会变迁密切相关。
【关键词】称谓语、社交面称、语言泛化、语言变异

“给我+VP”的主观处置功能
章天明  日本小樽商科大学

【摘要】本文主要讨论“给我+VP”结构表主观处置的语义来源，以及“给我+VP”结构 主观处置功能
实现的机制。 第一，“给我+VP”有两种不同的语义特征。表示“请求”的“给我+VP”中的 “给我”
等同于“为我”或“替我”；而表示“命令”义时，“给我”不等于“为、 替、向”等等，“给我”只
表语法意义。 第二，“给我+VP”的主语只能是第二人称代词，或指人称谓词语，或者是 VP 的受事。
VP 应当具有 [+自主]、[+动作]和[-褒义]的语义特征。 第三，通过“给”字句处置义来源的再分析，以及
与“给 X+VP”句式的对比， 分析得出“给我+VP”句式具有主观处置义。 第四，“给我+VP”中“给
我”的语法化成分的性质，以及第一人称代词的介 入，使“给我+VP”的主观性得到实现。
 【关键词】语义关联、结构关联、受益和受损、主观处置

多元智能理论与对外汉语阅读教学研究—以《零食》为例
赵畅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

【摘要】阅读过程包含着反应读者认知过程的丰富材料，是学习者汉语能力高低的重要体现。虽然近些年
汉语阅读教学的研究层出不穷，但是汉语阅读课堂仍存在着学生学习被动的情况，因此其教学策略还有待
进一步的研究。经过对教学理论的研究，多元智能理论从心理学角度研究了人的智力潜能是多元的，而阅
读教学不仅要教授学生语言文字知识和阅读规律，还要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因此， 我们认为， 对
外汉语阅读教学要想达到最佳的效果， 就必须从多元智能理论出发。本文主要结合《零食》一课从智能
理论下的每一个智能元素分析适合的教学策略和具体实践情况，最后经过反思提出多元智能指导下的阅读
课的教学原则，希望能够为阅读教学者提供一定的参考性建议。
【关键词】对外汉语阅读教学、多元智能理论、教学策略

中韩二语教学高阶教材对比与分析
赵莉  南京大学
赵学玲  Seogwipo-si, Jeju-do, Korea

【摘要】本文选取中韩两国用于本国语言国际教育的代表性教材《博雅汉语》（2018-2020）和《首尔大
学韩国语》（2012-2015），就两种教材高级阶段部分在文化主题选择、体裁内容以及训练模式上的异同
加以比较。认为两种教材在结构上都以文化主题来分类编排，并与训练模式紧密结合，但两种教材呈现出
的差异也十分明显。两者之间的差异固然可归因于两国国情、语言、文化特点的不同，但文化视角和文化
意识的不同是最根本的原因。考虑认知规律和文化视角，选择恰当且丰富的文化内容，不仅能够更好地实
现与国际学生的共情和跨文化交际的目的，通过与语言功能的紧密结合，也能够使语言训练获得更好的效
果。
【关键词】二语教学、高阶教材、对比、分析

社会语言学视角下女性群体通称的使用情况分析
郑皓月  中央民族大学

【摘要】称谓是人类社会中体现特定的人在特定的人际关系中关于身份角色的称呼，称谓词语与社会发展
联系非常紧密，在新中国的发展历程中，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乃至与国际社会的关系都将对称谓
词的使用产生影响，并在历时语料库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迹。在语言生活中，女性群体通称使用情况的
相关统计既反映了语言生活的变化又反映了中国妇女的发展状况，本文主要从社会语言学视角出发，观察
女性群体通称的使用情况。分别从历时角度和共时角度出发，分析五四运动以来“女性群体通称”使用情
况的历时变化，分析不同语体下女性群体通称的使用变化，发现人们对女性群体通称“妇女”“女性”“
女人”“女子”语义特征的不同认识影响了人们在不同场合下对女性群体通称的理解和选用。
【关键词】社会语言学、女性、称谓、语义

反义词“前”“后”的平衡与不平衡研究
周欣然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

【摘要】反义词作为一种常见的语言现象在人们的生活中被普遍使用。一般而言，反义词总是成对出现，

形成平衡状态，即一个词与另一个词形式对称但意义相反。然而以“前”、“后”为例，作为现代汉语中
使用频率较高的一对典型反义词，却很少有人在使用时能注意到其背后隐藏的不平衡现象。本文第一、第
二部分均从义项、构词、所构词、使用频率这四个方面展开，分别探析反义词“前”“后”平衡与不平衡
的具体表现，说明两者在平衡中存在着不平衡。接着又从认知、语义、语用、文化四个角度阐述原因，正
是由于“后”的被认知时间更早、语义范畴更大、受语言经济原则影响更多以及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内涵更
丰富，才使其能够拥有更广的使用范畴和更高的使用频率，也因此造成了反义词“前”“后”的不平衡现
象。
【关键词】前、后、平衡、不平衡

整合训诂方法论新探
周雁飞  新加坡新跃社科大学

【摘要】陆宗达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提倡“训诂方法的科学化” 。本文运用肯·威尔伯的”整合理
论”，采用其“四象限五要素”的框架结构梳理审视传统的训诂理论和方法。首先论述了训诂原理与整合
理论的内在关系，在此基础上将训诂学的适用范围与整合理论相结合，阐释其与传统训诂方法之间的深层
关联模式，及其有效性、前瞻性，进而使整合训诂方法不仅具有理性的解析，而且富于实践的可操作性。
本文是实践训诂学与西方阐释学（英语：hermeneutics）接轨的一次尝试，旨在为训诂方法论的现代转
化提供新的激荡和借鉴。
【关键词】训诂学、解释学、整合理论、四象限五要素

普通话句末语气词的句法性质
宗晓哲  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院

【摘要】本文探讨了句末语气词“啊、吧、吗、呢”的句法特征，认为它们超出了狭义的句法范畴，在话
语中具有表达功能和人际交际的价值。首先，从通过与语气副词、标句词“说”的位置对比，可以看出语
气词句法位置很高，独立于所在句子，属于语用层面。从语用角度来看，句末语气词具有明显的程序意义。
“啊”要求听话者参与到会话中，促进话论继续，是“互动标记”。“吧”在句中通过降低话语确信度，
缓和交际双方关系，是“礼貌标记”。“吗”要求话语权发生变化，促使听话者对所提问题进行进一步的
解释，是“问询标记”。“呢”在话语中起到凸显说话者所表达的语义关系的功能，使得话语与语境之间
存在一定的语义联系，是“焦点凸显标记”。
【关键词】句末语气词、话语标记、句法-语用接口

现代汉语周遍性主语中周遍义的形成原因
左思民  高丽大学中文系 /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  

【摘要】本文探讨了现代汉语六种周遍性主语中周遍义的形成原因。结论如下：在任指疑问类周遍性主语
句如“谁都认识”中，主语的周遍义是经由疑问代词的任指用法而获得的“全域义”。在含数词“一”的
周遍性主语句如“她一点道理也不懂”中，主语的周遍义依托梯级义经语用推理而得，并且只允许从否定
极小量达到否定全量的推理。在列举类周遍性主语句如“老王粤菜也吃过，川菜也吃过，鲁菜也吃过，浙
菜也吃过，中国八大菜系的菜都吃过”中，主语的周遍义并非列举的产物，而由最末的总括分句直接表达。
在物量词重叠类周遍性主语句如“家家都用上了煤气炉”中，主语的周遍义源于物量词重叠式所具的“每
一”意义。在含“全部”等词的周遍性主语句如“全部（都）得参加会议”中，以及含“每”等词的周遍
性主语句如“每个人（都）很认真”中，主语所含的周遍义由充当句子主语的词语直接表达。
【关键词】周遍性主语、任指、语义、语用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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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论文摘要

试析因果连词“因而”“从而”“故而”
安美璇  北京师范大学

【摘要】“因而”“从而”与“故而”是表示因果关系的一组连词。经考察发现，三个词的生成方式均属
于跨层结构的词汇化，源头可以追溯到先秦文献语言。古代汉语句法结构模式的弱化和消失是促成三者词
汇化的重要动因，因此立足于古代汉语，结合词素“从”“因”“故”的词义及特点，考察并解释连词“
因而”“从而”“故而”在现代汉语中存在的使用差异，可以得到三者的区别特征。具体表现为：“因而
”强调因果之间的联系，依据前者推测出后者，后者可以是有所依据的推论；“从而”强调两个事件的发
生存在先后顺序，表达因果关系时，需要首先在语境上满足因果逻辑，通常更强调结果；“故而”所连接
的“原因”与“结果”均是已经发生的既定事实或客观存在的现实情况及惯例，通常更强调引出结果，但
也关注对原因的追溯。
【关键词】因果连词、词义特点、区别特征

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口语流利性评价指标效度研究
鲍杰 北京语言大学
 
【摘要】口语流利性是衡量二语学习者口语水平的重要标准，然而学界对于是否有必要从多个维度对其展
开评价尚没有明确的回答。研究以78份韩国汉语学习者的HSK口语测试录音为研究对象，以专家评分作为
参照，从时间、表达、语言（包括句法、词汇、语音）三个维度选取24项指标作为评价依据，来考察各
项指标对考生口语流利水平评价的效度。研究结果表明（1）所选取的指标中，与口语流利成绩相关的指
标共13项，可以解释口语流利成绩74.4%的方差；（2）在13项指标中，有5项时间维度指标、2项表达维
度指标和5项语言维度指标（句法指标1项、词汇指标4项）能够区分考生的口语流利水平。以上结果说明
在对汉语学习者的口语流利性进行评价时，有必要提取多维度特征。
【关键词】口语流利性、评价维度、指标效度、韩国汉语学习者

潮汕方言陈述语气词“哗（还）”的用法及其语法化
陈楷森  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摘要】在潮汕方言中，“哗[hũã33]”是表示确认某个事实的陈述语气词，由“哗”所构成的“VP哗
[hũã33]”可根据语境还原为“VP1□[hũã33]VP2”，还原式中“□[hũã33]”这个语音形式不再能分
析为语气词“哗[hũã33]”，而应分析为副词“还[hũã33]”。文章在考察语气词“哗”和副词“还”的
基础上，指出语气词“哗”的本字是“还”，语气词“还”由副词“还”语法化而来，其“确认”义来源
于副词“还”的“延续”义，虚化环境是根据语境省略了VP2从而使副词“还”处于句末位置的“ V P 1
还 ” 。 这 种 确 认 功 能 在 语 用 类 推 的 作 用 下 ， 最 终 固 化 为 语 气 词 “ 还 ” 的 语 法 意 义 。
【关键词】哗、还、语气词、潮汕方言

湖南平江赣语能愿动词“要”的脱落及长音现象考察
陈山青  邹珊珊 湘潭大学
 
【摘要】湖南平江赣语能愿动词“要”在语流中可脱落，使前音节读音补偿性加长，从而形成“脱落→长
音”音义互动现象。除了单一脱落外，“要”还可与副词“也”形成双重和选择性脱落。实验语音分析显
示，长音具体表现为音节的主要元音发音明显加长，声调调值变为[原调值+4]，声母不发生改变。语言经
济原则和韵律法则是该现象形成的动因和机制。能愿动词“要”的脱落代表了汉语音节脱落的一种类型，
提供了一种句法创新的途径。   
【关键词】能愿动词、要、脱落、长音、音义互动、韵律法则

中国古诗与其印尼语译文比较研究——以唐诗的韵律问题为中心
陈衍宏(Clement Tanaka) 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摘要】经过调查发现，目前中国古典诗词的印尼语译本数量不多，此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印尼上世纪
50年代至90年代的“禁华”政策所影响。诗歌翻译主张“三美论”，韵律是诗歌创作的重要因素之一，
韵律的转译应当被重视。本文梳理约有7种唐诗印尼语译本之后，发现周福源译文尤其重视“音美”部分。
本文根据译文的用韵情况与印尼古代诗歌类型进行对照，将周福源译文分为五种类型。然而，受到语言差
异的影响，多数诗作经过翻译后，在词语数量方面难以呈现形式上的一致，仅有少数情况或巧合原因达到

词数相同，如《十五夜望月寄杜郎中》原文与译文均有7个字（汉）、7个词（印尼），此现象或许为周
氏无法满足押同韵情况之下，对字数采取了一定的“补救”措施。最后，为了提高中印尼韵文作品翻译的
水平，本文提出了从宏观及微观层面的相关建议。
【关键词】唐诗、韵律、印尼语译本、比较

字本位理念之华语文教育生态系统教学效能分析
陈信助  台湾中国文化大学
张胜昔  中国华东师范大学

【摘要】本研究依据差异化教学与适性化教学理论探讨华语文教学生态系统中「字本位 理念」的教学效
能的重要性。透过台湾某大学华语文中心的初级华语文课程进行实验研 究。本研究采用开放式行动研究
法，辅以文献资料分析法、经验总结法和调查访谈法。研究过程包括「计画-实施-观察-反思」四大环节，
首先依据学习者背景之差异与需求， 适度安排（调适）总体教学方案及课程；再透过华语文「听、说、读、
写」并重的「综 合教学法」推进新的班级经营，以字本位理念及教育生态系统为基础重新设计和安排课 程；
然后依据学习者对课堂教学环节的感知进行反思与检讨，进行行动研究。研究结将提供对外华语文教学与
研究参考使用。
【关键词】差异化教学、适性化教学、字本位、教育生态系统、综合教学法

六何法的教学局限及其对策
龚成 王娟 郑文佩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六何法”能帮助学生快速找出文章的主要信息，经常被用在阅读教学中。很多教师在写作教学
中也常使用六何法指导学生构思，列出写作大纲。六何法在阅读教学中的优点较为明显，但在写作教学中，
却有其教学方面的局限。因为使用六何法进行选材，其实只是对选材信息进行罗列的手段，它是选材的结
果，而并不是选材的方法。至于如何确定“六何”中的诸多信息，为什么是此信息而不是彼信息，正是学
生特别需要得到辅导和训练的地方。而这个思维的过程，较少在课堂教学中得到显性训练。本文以写人和
写事的记叙文为例，通过思维过程的角度分析六何法在写作选材上的局限和不足，并尝试提出相应的解决
办法，帮助学生利用六何法进行最优选材。
【关键词】六何法、写作教学、教学局限、对策

法汉翻译中的名动词类转换
成萌 法国索邦大学

【摘要】词类转换是 J.-P.Vinay 和 J.Darbelnet (1958) 在《法语与英语文体学对比》中，通过对法英
文本的比较分析，提出的翻译主要手段之一：“ 在不改变信息含义的前提下，一种词类替换另一种词类
的过程。”由于法语与汉语在词汇和语法功能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在翻译实践中，译者往往采用该手段使
翻译变得更精准地道。该研究将基于对法国文学作品《红与黑》原文与三个中文译本的对比而进行词类转
换的相关分析。本文中我们将主要介绍在法汉翻译中出现的法语名词转换为汉语动词的现象。比如，法语
中紧随时间介词的动作名词常转换为汉语动词；又如，法语时间名词后的动作名词或情感名词可转换为汉
语动词，等等。通过对比，我们将发现汉语更习惯于用动词来表达时间含义。
【关键词】 词类转换、 法汉翻译、名词、动词。

中韩小说的机器翻译与人工翻译对比—以中国当代代表作家余华的作品为例
崔贤植 上海商学院

【摘要】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飞跃发展，神经机器翻译取得了巨大进展。机器翻译能否取代人工翻译？机
器翻译能否翻译小说？以上议题已成为翻译学界的热门话题。本文以中国当代先锋派代表作家余华作品的
韩译实例，选用中韩两国具有代表性的机器翻译引擎百度翻译和Papago，从文化负载词、长难句、超
句翻译单位等层面对比分析机器翻译和人工翻译，探讨机器翻译存在的问题以及前景展望。
【关键词】机器翻译、人工翻译、中译韩、小说

基于语料库的对外汉语同义词辨析—以“一定”和 “肯定”为例
崔香兰·朴兴洙  韩国外国语大学
 
【摘要】本文希望通过语料库的实证研究，探索出同义词“一定”和“肯定”的异同点和搭配对象的互补
性，以更好地理解并使用。 一般的同义词辨析大都通过字典等工具，依靠直觉经验和内省的方式。虽然

字典具有权威性，但仅仅依靠字典来辨析同义词存在许多不足之处。大型语料库以及先进的检索工具以其
特有的优势为同义词辨析提供了新的方法。本文基于先进的北京语言大学大数据与语言教育研究所的
BCC语料库，采用定量和定性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以同义词“一定”和“肯定”为例，分别从语域
分布、类联接、搭配特征及语义韵方面进行了同义词辨析的实证研究。 综上所诉，本文立足于对外汉语
教学视角，旨在探讨如何帮助学习者更加直观、有效的辨析近义词“一定”和“肯定”。尽管在内容上还
有许多不足之处，但仍然希望可以为汉语同义词教学提供一个可参考的依据。 
【关键词】 同义词、对外汉语教学、语料库、词语搭配、类联接

《岳麓书院藏秦简（伍）》部分字词研读
高婷婷  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

【摘要】《岳麓书院藏秦简（伍）》包含秦代大量律令档案材料，内容丰富，史料价值 高。本文提出五
则字词释读、断句意见，如简 131-132“劾”如字读、“失道” 当指偏离目的地、“回留”应断读开；
里耶秦简 8-777 号简当断读作“从人论、 报、择（释）免归致书具此中。”“简 163“私属免婢”当断
读开；简 199“率” 有劝勉之意；简 225“均”读为“徇”，巡视之意等。以期进一步疏通文义，为 学
界后续利用该文本提供便利。 
【关键词】岳麓秦简、字词释读、断句

语法训诂浅议：基于三个平面的“新描写”
高扬 浙江财经大学

【摘要】利用语法进行训诂实践最为关键的一步，是对疑难词句进行细致的结构描写。传统结构主义成熟
的描写方法的确解决了大量的问题，但是古代汉语，尤其是上古汉语作为一种综合性倾向的语言，存在大
量同形异构、一种形式表示多种功能、多种结构表示一种功能的现象，传统成分分析的方法在描写时还是
显得捉襟见肘。想要精准的描写就必须高度重视语言学理论工具，将不冲突的理论加以融合，将解释与描
写加以统一。因此我们的主张是：语法训诂应该基于古代汉语综合性的倾向，充分利用语言学理论，以考
察分布为核心，剥离语言外证据，根据需要在语法、语义、语用三个平面展开研究，在描写中加深解释，
在解释中深化描写，从而对待考词句的显性和隐性结构都做出最细致的描写，进而考察句例分布，求得达
诂。如在语法层面，除了关注最表层的成分组合外，也应该注意到，长期被忽略的汉语韵律，实质上就具
有形态的功能，利用这一形态，可以很好地解释一些传统结构语言学无法解释的问题，进而对结构做出精
细描写，解决争议。再如语义层面，上古汉语缺少形态变化，其他语法形式也比较隐蔽，位于深层的语义
层面研究涉及到语义特征、语义指向、义素分析、语义场等。如能充分利用，则可通过充分解释，对结构
做更准确的描写。而语用理论，可以帮助解决句与句之间的问题，适合处理一些重复、句读争议；而鉴于
语言普遍存在的语用诱发机制，这个层面的研究更是在描写时不能或缺的。
【关键词】语法、训诂、新描写主义、解释

皖北中原官话区淮北方言的疑问句
郭迪迪  郭辉  亳州学院中文

【摘要】“淮北”指安徽省北部的淮北市，辖相山、烈山、杜集三区和濉溪一县。按《中国语言地图集》
（2012）的分区，三区和濉溪分属中原官话徐淮片及商阜片。淮北方言疑问句有是非句、特指句、选择
问、反复问句四类。是非问是在陈述句末尾加上扬的语调“↗”表疑问。特指问常在句中用“啥子、咋的、
咋着、哪来”等代词作疑问点，要求对方就疑问点作出回答。选择句常用“是/ｖｐ还是ＶＰ”的选择格式作
疑问的焦点，句末常用语气词“昂”。文章主要描写分析了淮北方言的“可ＶＰ、ＶＰ不/没ＶＰ、ＶＰ
不(啵)/没有”三种形式的反复问句，并讨论了“ＫＶＰ、ＶＰ－neg、ＶＰ－neg－VP”的历史层次及
“可ＶＰ、还ＶＰ”的来源。
【关键词】皖北中原官话、淮北方言、疑问句

欧化影响下表范围限定的方位结构“NP抽象上”
郝锐  首都师范大学

【摘要】受欧化影响，早期现代汉语中表范围限定的方位结构“NP抽象上”集中大量出现。新中国成立
以来中期现代汉语中这一结构呈现新的发展态势。使用方面，表范围限定的“NP抽象上”成员有增有减、
有“潜”有“显”，但“增”和“显”是主流，既有量的增，也有类的显。语法功能方面，早期现代汉语
中“NP抽象上”可以充当状语、定语、补语，中期以来则发展出了“句首修饰语”的功能。具有人际功
能的“NP抽象上”成员正是从做句首修饰语的位置上进一步转变而来，且逐渐发展出全句评注、传信和
情态、衔接连贯以及焦点凸显等功能。

【关键词】欧化、NP抽象上、历时演变、表达功能

华语综艺节目对新加坡华族学生之影响的调查—以南洋理工大学为例
洪玮嬣  许润芳  南洋理工大学

【摘要】随着新媒体覆盖面的不断扩大和华语综艺质量的逐步提高，两岸三地和新马的华族年轻人对综艺
节目的关注度不断上升，由于没有语言壁垒、更新及时、内容有趣、种类丰富，新加坡华族青年大多对华
语综艺节目有所了解，部分学生更成为了资深观众。本文通过对本地华族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掌握其观
看华语综艺节目的频率、动机和偏好，两岸三地及本地华语最受欢迎节目的播放渠道、类型、主题、播放
平台和制作地点，华语综艺及相关对新加坡华族大学生华语使用水平、文化素养等方面产生的影响，了解
大学生在观看过程中感受到的文化、思维差异及对节目内容制作方向的期待，总结华语综艺对华族大学生
的影响及其走向华语中圈的可改进之处，为两岸三地及新加坡本土华语综艺节目发展方向提供参考，探讨
综艺节目等文化项目应用于汉语国际教育的可能性。
【关键词】汉语国际教育 综艺节目 华语 口语教学

短视频技术应用于听障初中生汉语教学的研究
洪臻颖  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 

【摘要】媒体技术极大地促进了短视频内容的发展与传播，短视频也成为了前者最常见的应用领域之一，
为身处不同行业的受众提供了信息输出和接收的渠道。而短视频的普及恰恰赋予了听障学生群体公平地接
受信息的机会。目前，以短视频为媒介，对听障学生进行汉语教学的研究仍有较大的发展空间。由于先天
或后天的身体缺陷和特殊的成长经历，听障学生常常会产生严重的自我封闭心态和对陌生环境的抵触心理，
又因与社会接触机会较少，自然地落于信息传输通道的末端。因此，只有将语言与技术二者有效地融合，听
障学生才能在汉语学习的道路上缩短与健全学生间的差距，且逐步实现“信息平权”。本文将以听障初中学
生的汉语学习过程为研究对象，依据认知语言学的相关理论，通过对听障学生的语言获得过程进行语境依赖
方面的研究，提出短视频应用软件参与其汉语习得的改进方案。
【关键词】听障学生、汉语教学、短视频 语境依赖

从康德的文学艺术理论看阅读在提高华文作为第二语言学习的学习兴趣中的作用
黄婉玉  林进展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新加坡以英语为通用语言，学生的华文学习缺乏足够的语言环境和学习动机。华文作为第二语言
的社会地位既定，其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不足的情况既定，仅依靠功利性动机注定无法引起学生学习华文
的足够动力，需要一个非功利性方法来提高学生学习华文的兴趣。康德在其美学理论中提出，由审美判断
所产生的愉悦是无功利性的、无任何利害关系的愉悦。审美活动是一种非功利性的、无利害关系的活动。
他认为阅读是最高级的审美活动，具有审美活动无功利、无利害关系的本质特点，是符合人的自由本质的
最高级的活动。由此看来，阅读是一种无功利性的活动，能够产生普遍的愉悦感受，可以用来提高学生学
习华文的兴趣。而若要阅读能够担当引起学生学习华文兴趣的重任，则需要让华文阅读回归阅读的审美本
质。
【关键词】第二语言学习、无功利性、阅读、学习兴趣

华文写作：微视频的运用策略再探
黄易亭  张水福  郭兰花   新加坡国家初级学院
张曦姗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中学低年级的学生在记叙文写作的内容上总是千篇一律，主题不够鲜明，详略不当，更严重的是
内容缺乏逻辑性，情节不合理。因此，研究团队希望通过微视频帮助学生“乐于用华文作书面表达，能感
受写作的乐趣，丰富写作内容”。微视频教学模式从观看微视频开始，过后通过提问，在科技平台上让学
生思考与分析，同侪间针对视频进行讨论，并和老师一起总结视频内容的主题、人物形象等技能，经过这
一系列的思考与讨论，教师才给出对应的作文题目。这项研究已在本院连续进行了两年（2020-2021），
今年我们以137名低年级学生为研究对象，再优化教学策略，希望持续为中学低年级写作教学提供一个简
易、操作性强的教学方法，以提升学生的写作能力，并加强学生写作的信心。
【关键词】华文写作、微视频、中学低年级
 

汉语二语者动名搭配习得研究
姜晓欣 北京语言大学

【摘要】本文将从研究内容、研究语料、研究结果三部分概述论文内容，具体如下。 一、研究内容 通过
动名搭配中名词宾语的语义类别、错误搭配的类型分布、不同母语背景 二语者动名搭配产出量三个维度
考察二语者与母语者、不同母语背景二语者（日 语、韩语、维吾尔语）HSK 作文中产出的动名搭配是否
存在差异。 二、研究语料 二语者语料我们选取了 2010 年 10 月 HSK 考试作文 90 篇，其中，韩国、日 本、
中国维吾尔族二语者作文各 30 篇。母语者语料是高三及其以上学历的汉语 母语者按照 HSK 作文考试要
求写的同题作文，共 30 篇。 三、研究结果 1、动名搭配中宾语对语义角色的优先选择关系是“受事>对
象>等同>致使> 结果”，二语者与母语者动宾语义类型选择顺序基本相同。 2、动词误用占偏误总数的一
半，是主要的偏误类型。 3、日本二语者与韩国二语者产出正确搭配的比率不存在显著性差异，产出 搭
配总量最多、错误搭配数量最少的是维吾尔族二语者。
【关键词】汉语二语者、书面语、动名搭配

汉语学习者常见的母语负迁移及教学对策
蒋一鸣  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

【摘要】以英语为母语的汉语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常常会受到母语的干扰，这种现象被称为“母语负迁
移”。因英语和汉语具有明显差异，以及学习者受母语思维的影响，“母语负迁移”现象在以英语为母语
的汉语学习者群体中屡屡发生，且有一定的规律性和同质性。研究母语负迁移有助于发现汉语学习的重难
点，指导教师更有针对性地开展汉语教学，从而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增强学生的动力和信心。过往文献
和本项研究显示，常见的母语负迁移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语音、词汇、句法、书写系统及文化背景。本
项研究将对以上五方面进行详细介绍和说明，并提供如下三点教学对策，以减轻母语负迁移对中文学习的
影响：归纳常见错误点并提供配套练习；营造“沉浸式”汉语学习环境；保持耐心并鼓励学生从错误中学
习。
【关键词】母语负迁移、汉语学习、教学对策

韩中后缀“X家”的语义研究 
金梅 ·朴兴洙   韩国外国语大学

【摘要】汉字和汉语最早在商末周初就被箕子传播到了‘朝鲜’， 汉语教学在韩半岛的历史源远流长。
作为汉字文化圈和儒家文化圈的国家，韩国对汉字、汉语和汉文化一直有较强的认同感。 韩国是大约从
公元600年开始，借用相当于汉语中高音的语音和文字。在韩语词语当中汉字词所占比例相当高， 虽然《
训民正音》（1446年）颁布之后， 韩国有了自己的文字， 汉字词的使用早己深入人心。韩语中的汉字词
大多保留唐宋时期的中古音韵， 书写上基本采用繁体字， 因此，韩国是最早接触和吸收汉字汉文化进行
汉语教育的国家。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不管是国家层面还是民间，韩国一直保持着汉语教育的传统。本
文研究的是汉语和韩语中共同使用的后缀“X家”（“X가”）的语义对比，特别是着眼于它的语义特性，
阐明意义差异为研究目的。韩中 “X家”的语义可分为同义，转移，变异的关系。笔者以类后缀“X家”
的语义特征、语用特征等方面来浅析“X家”词缀化产生的原因。韩中两国同处“汉字文化圈”之中，有
着密切的联系。第二语言的习得离不开牢固的第一语言基础。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研究已经成为一门独立的
学科，研究日益精深。各国的汉语学习者，在自身文化特点的影响下，对汉语语言的习得、难易把握、也
有着不同特点。其语言的共性及个性更有着不同于其他的特点，这为中韩语言研究提供了必要性，也为对
韩国的汉语学习者的研究提供了必要性。第一语言对第二语言的影响和干扰，所以常常会使第二语言的学
习者自觉不自觉地要以第一语言为标准来套用所学的语言，因此产生“对等”意识和偏误现象。希望中韩
共同使用的后缀“X家”的语义对比研究，对中韩之间跨语言跨文化研究的引玉之砖。
【关键词】 “X家”、类后缀、语义差异、韩国汉语学习者.

明末西班牙传教士菲律宾漳州闽南话教材古今韵母分合考辨 —以《汉语语法：漳州话语言艺术》（1620）
西班牙巴塞罗那图书馆善本为例
金美  中国厦门大学

【摘要】本文以在菲律宾马尼拉传教的西班牙道明会（又称“多明我会”）传教士撰写于1620年的教材
《汉语语法：漳州话语言艺术》（下文简称“漳州语艺”）西班牙巴塞罗那大学图书馆善本漳州闽南语为
例，对比考察今漳州话（下文简称“今漳州话”）与《广韵》音系韵母（每字所属韵摄开合等次及声调用
小字号标注于每字右下角），查考辨正明末菲律宾漳州闽南话与今闽南话韵母古今分合的历史音变遗存，
颇有启示意义． 
【关键词】 明末西班牙传教士、菲律宾漳州闽南话教材、古今韵母分合

跨语言视角下汉语结束义动词的语法化研究
景高娃  浙江外国语学院 

【摘要】本文采用共时和历时相结合的方法，对汉语结束义动词的语法化过程进行分析，并借鉴语义地图
的方法，描绘结束义动词的多功能性。事件连接功能的产生是结束义动词语法化非常重要的一环，符合类
型学结束义动词语法化的一般路径。在共时平面上，对方言中的结束义动词的关注还不足。“罢”在普通
话中已很少使用，但保留在豫北方言中，进一步虚化，并扩展出表达经历的用法。从跨方言或跨语言的角
度来看，汉语方言和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语言中的结束义动词有相似的从完结到经历的扩展路径。已见报
道的境外语言的结束义动词可以表达“以后”“已经”“完结”“接续”“过去”“完成体”等多种功能。
汉语结束义动词向完成体甚至经历体方向发展，体现了类型学的共性。
【关键词】结束义动词、多功能性、语法化、经历体

认知视域下韩国学生能性述补结构的习得研究
雷婷  中山大学 

【摘要】能性述补结构一般是指“V得/不C”结构，是汉语的一种特殊句法结构，该结构的使用条件相对
比较复杂，在韩语中没有完全相同的对应形式，因此韩国学生在使用该结构的时候常常出现各种偏误。传
统的“V得/不C”结构教学主要偏重于结构形式的描述，学习者虽然能记住能“V得/不C”的结构形式，
但是能准确理解把握并有意识地正确使用该结构的学习者却不多。本文尝试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对能性述
补结构“V得/不C”进行习得和认知研究，试图探索出能性述补结构“V得/不C”的认知加工机制，并以
此为依据帮助对外汉语教师找到更为科学有效的教学策略。
【关键词】能性述补结构、二语习得、认知研究、汉语教学

新马地区私会党的行业隐秘语
李国樑  新加坡独立民间文史研究员、民间文史顾问

【摘要】新马的华人帮会源自中国清朝的天地会，殖民地政府称之为secret society（私会党）。虽然一
些私会党员曾经回国反清，大体上私会党的本质已演变成通过武力争夺地盘，以新客与黄赌毒为主要营收
的社会罪案源头。19世纪末，新加坡私会党被令“解散”后，成立以洪门“廿一”为根基的“天地人神”
派系，行语亦趋向本土化，例如“平中”和“崩角”两大主流招纳新丁时都会“做大戏”和“布袋戏”，
急功好利的私会党老大则“去角”；私会党内部职位有426、415、49等，民间形容“08、24、369，敌
不过999（警方号码）”；一旦“风来了”最好马上把“白鱼”藏起来。此外，“开台”跑码头必须以《
五祖船》对诗，跟“水”相关的隐语甚至通俗化，成为民间方言惯用的俚语。 
【关键词】新加坡、天地会、私会党、行语

关于华文实时在线课堂互动技巧的思考
李静  范静哗博士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COVID-19的疫情导致许多青少年的学习场域从传统的同一物理空间的课堂转到虚拟空间的实时
在线课堂，实时在线教学的互动环境的改变也导致传统的师生互动条件发生了变化。当教师和学生分散在
各自的生活空间，在共享的虚拟学习空间中师生的互动与传统课堂相比，相对缺少非言语交流，这对学习
者的投入和注意保持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教师需要进行专门调整才能发挥在线教学的效果。本文从青少年
心理学的角度探讨注意力及其与在线学习的关系，进而分析在线课堂中的常见任务，并总结在线教学中的
一些互动技巧，目的在于通过形成良好师生关系、积极的学习氛围来加强课堂互动，为学习者赋能。文中
总结的互动技巧主要包括：1.激发学习动机的互动技巧，如提问、反馈、非言语交流等；2.教学过程策略
的互动技巧，如明确学习任务、设计话题以及任务导向教学等；3.差异化教学策略的互动技巧，如应用资
讯科技支持差异化教学、组织统筹课堂中的互动。
【关键词】在线课堂、非言语交流、青少年学习心理、在线互动

关于强调数量“就”的重音形式
李美京 韩国大邱大学
            
【摘要】本文主要以声学的方式针对既可强调数量多又可强调数量少的副词“就” 进行的研究。前人对
此研究已经很多如，在句法、语用、语义演变、语义指向、主观量等方面，但在韵律方面的研究却很少，
且几乎都靠语感来判断“就”是重读还是轻读。本文要对“就”的本体研究与韩汉对比研究同步进行，考
察在有无“就”的单量式结构中重音形式有何区别，还要看中国人和韩国人对“就”句子的音长和音高有
何不同。实验材料选择了《现代汉语八百词》，《现代汉语虚词词典》中的例句及自己调整的例句，一共
20个句子。实验对象为中国人3名，韩国人3名，各读三遍。分析对象一共为360（20*3*6=360）个句子，
57，600（20*160*3*6=57，600）个音节。本文要分析句中有无副词“就”的两种情况下，句中音长和
音高的不同。研究结果大体如下，第一，通过分析音长和音高来看，句中有无“就”时，重音位置有所不

同，没有“就”时，重音放在句末数量单位上，并且各音节的音长相差不大。强调少量时重音既可在“就”
上，也可在“就”后的数量单位上；强调大量时，重音放在“就”前。第二，韩国人不管副词“就”在哪
儿，一般都把重音放在数字上，有些人把它放在动词上。可见，韩国人对句中出现强调数量的副词“就”
的重音格式不太了解。第三，韩国人的每个音节音长区别不大，而重音的表现不太凸显。
【关键词】重音、 副词“就”、音长、音高

东南亚华语早期词汇发展变化研究
李权  北京师范大学

【摘要】本文以《叻报》《新国民日报》为研究对象，分别选取1917-1920（本文称之为“前期”）和
1930年前后（本文称之为“后期”）的等量本地新闻语料进行两点间的词汇比较，主要有以下两点变化：
第一，文言形式减少，白话形式增加。早期华语的语言风格可归纳为“文白相融”，即尚古的文言词和通
俗的白话词并存共用。对比前后期，文言形式有所减少，白话形式有所增加，体现出文言向白话的过渡特
点。第二，由不稳定趋于稳定。表现为如下语言事实：其一是同义形式的选择，如同素异序词，其二是异
形词的选择，包括自源和他源两类。它们均表现出前期词形丰富，且频次相近，后期出现了主要词形的变
化。以上几种变化主要受以下三种因素的影响：其一，早期国语的影响；其二，东南亚本土因素的影响；
其三，外语的影响。从“史”的角度来看，应该将共时和历时的研究思路相结合，多角度考察影响华语发
展变化的因素。
【关键词】东南亚华语、叻报、新国民日报、词汇

基于网络技术支持下韩国高校汉语教育现状
李秀彬 韩国仁荷大学/中国天津师范大学

【摘要】随着网络技术的普及，不受时空限制可以展开汉语教育。在疫情情况下，多数韩国高校采取了基
于网络技术支持下的远程汉语教育。本研究主要考察对象为20所韩国重点高校的汉语教育现状，主要考
察范围为韩国政府的官方文件、高校常用的LMS系统，K-MOOC平台、KOCW高校资源共享平台、高校
的OCW平台、高校官方网站进行了考察。考察得知，1）汉语与其他外语相比，韩国政府对汉语教育方
面的支持力度变化不大，可说明为韩国政府重视汉语教育。2）韩国高校利用LMS系统开展混合式学习以
及远程教育提高汉语课堂教学的绩效。3）通过K-MOOC管理实施策划可以看出，韩国政府重视基于网
络技术支持下的远程教育，以及远程教育有着一定的意义。本文进行了基于LMS系统支持下的汉语课堂教
学设计。LMS系统可以实现以学习者为中心的课堂教学，又可以减少教师的备课时间。基于LMS系统的汉
语课堂教学可以分为三大环节开展不同的教学活动。1）课前环节主要进行资源学习，比如：教师把教学
资源上传到LMS系统让学习者进行自学。2）课中环节可以点击远程会议（ZOOM与谷歌会议）开展远程
教育。3）课后环节利用LMS系统上的练习，考察学习者的掌握度。4)学生互动方面，LMS系统上教师创
建小组之后，不仅可以进行生生互动，还可以线上会议当中可以进行师生讨论。本文的研究工作可以为对
韩国汉语教育的信息化与汉语教学改革工作提供参考并借鉴。
【关键词】汉语教育 、系统

混合式学习模式运用于文学教学的设计与实践—以H2华文与文学小说教学为例
李志元  新加坡莱佛士书院（高中部）
张曦姗  南洋理工大学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随着数码科技的普及，课堂的教学形态及学生的学习方式也有了巨大的改变。混合式学习模式便
是其中一大教育趋势。学生在选读H2华文与文学这门课前，较少接触过文学作品，也缺乏深入分析文本
的能力。因此，如何带领学生深入分析课程中的所有作品，并教授学生分析文本的能力便成了一大教学难
点。本文试图以H2华文与文学课程下的小说教学为例，探究如何将混合式学习模式运用于文学教学上。
首先，本文将介绍研究背景与对象，并阐述新加坡混合式学习模式的概念和理论依据。接着说明运用混合
式学习模式于小说教学上的实践过程。最后，本文通过学生调查问卷、聚焦访谈及教师观察来检视教学设
计与实践的成效，再反思教学过程中所面对的挑战。
【关键词】混合式学习模式、H2华文与文学、小说教学

“年老”对新加坡华族年长病患意味着什么？—以医患门诊会话中的“年老”为例
林鼎勋   林尔嵘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摘要】在公共医院的门诊互动中，时而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一些年长患者会在话语中向医生标榜自己“
年老”的身份，如：“这么老了”、“我岁数有了”、“八十七岁了啦”等等。我们发现，这些以话语标
识自己或他人的“年老”身份不只是单纯的在传达信息。实际上，在不同的会话序列环境中，以话语标识

“年老”作为会话行为能达到不同的话语作用。以新加坡某一家医院的门诊语料为例，我们结合会话分析
（Conversation Analysis）方法与身份类属机制（Membership Categorization Device）的视角，
探讨“年老”这一身份类属在门诊互动中的作用。研究显示，一些华族年长患者会向医生标榜自己“年老”
的身份，以完成特定的话语行为，包括：一、合理化自己的病症；二、拒绝医生的医疗建议；三、辩解自
己身体功能的缺失。通过分析这些年长患者标识“年老”身份类属的互动序列及相关的会话行为，我们旨
在揭示新加坡华族年长患者对于“年老”这样一种身份标签的观念及认识，说明身份类属机制是如何搭建
起交互双方对话语的理解，也为医患沟通研究带来新的启发。
【关键词】会话分析、互动语言学、身份类属机制、年老

维吾尔语、西部裕固语颜色词文化内涵对比研究—以“黑”“白”为例
林雅琛   中央民族大学

【摘要】本文总结对比维吾尔语和西部裕固语“qɑrɑ/�ɑrɑ黑”“ɑq/ɑq白”的义项发现，两种语言“
黑色”既含褒义也含贬义，均有伟大、尊贵、有力、程度深、粗糙、无知、坏、反面的和孝服等义。但维
吾尔族接受了汉族“黑色”代表非法、秘密的认识。维吾尔族和西部裕固族都认为“白色”代表吉祥、善
良。西部裕固语“白色”可指所有奶制品和非宗教职业者，维吾尔族受到其他民族影响，借入了白色“落
后、反动”等贬义。并从社会生产实践、宗教信仰、风俗习惯三方面讨论“黑”“白”文化内涵的异同原
因。
【关键词】维吾尔语；西部裕固语；“黑”“白”颜色词；文化内涵对比

试论对外汉语教材中的拼音教学设计及拼音对教学的辅助作用—以《博雅汉语（第二版）》为例
刘迪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

【摘要】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开始学习汉语，各种对外汉语教材层出不穷。语音教学在语言学习初
期有着重要意义，对于汉语来说，拼音教学是发展其他语言技能的基础。教材是教学的依据，一些对外汉
语教材中对拼音教学的设计缺少科学性和系统性，并且没有较好的利用拼音辅助之后的技能教学。本文共
有五章，以《博雅汉语（第二版）》九册书为研究对象，分别从研究目的和意义、拼音教学设计、拼音练
习安排、拼音辅助其他语言技能教学、研究结论等方面展开论述。《博雅汉语（第二版）》总体而言在拼
音教学方面较为完善，但在发音方法教学和拼音练习方面仍可提升。本文详细分析了教材中拼音部分的优
劣利弊，希望能为其他对外汉语教材的编写完善提供思路，提高对外汉语教学的质量。
【关键词】对外汉语、拼音教学、教材设计

台湾“国语”新义新用的“杀”
刘吉力  长沙师范学院文学院  

【摘要】台湾“国语”的“杀”动形兼备，以动为主，辅以形容词用法。形容词“杀”主要有“狠/酷/低”
三个义项，各义项来源不同；历时考察“杀”，呈现由升到降的发展态势，义项由单到多再到以“低”义
为主，“杀”的发展演变有其内外部原因；对比其他多个华语社区，台湾“杀”与其形成有无之别的新生
差异。新义新用的“杀”充分体现了台湾“国语”的变异性及独特性，因此是研究其最新发展演变的典型
案例之一。
【关键词】台湾“国语”、“杀”、形容词、变异

更好地与文献对话：留学生学位论文转述结构考察与教学
刘锐  澳门大学

【摘要】学术写作中，引用是与已有研究建立联系、创建自身研究空间的重要方式（Swales， 1990）。
因此需要大量地使用诸如“某某发现/认为”、“在某某看来”这类转述结构。学术英语（EAP）研究表
明，二语学习者在掌握转述结构上存在相当的困难（Neff et al. 2003；陈建林，2011）。本研究旨在考
察汉语二语者的学位论文中转述结构的使用情况。本研究从CNKI硕士学位论文库中随机选取了13篇留学
生用汉语撰写的学位论文作为考察对象。由于引用通常集中地出现在文献综述部分，因此考察的重点放在
论文的“研究综述/研究现状/文献综述”部分。我们使用Liu & Wang（2019）的分类体系对转述结构进
行了标注。结果显示，留学生学位论文中使用最多的是过程性转述，其次是话语性转述，最少是发现性转
述、认知性转述。对比成熟写作者的论文（刘锐、黄启庆、王珊， 2021），留学生过度使用过程性转述，
而发现性转述、话语性转述的使用比例偏低。结合不同转述结构的功能来看，留学生在引用中主要关注的
是研究对象、方法，而对结论、成果、作者的观点缺乏足够的讨论和分析。此外还存在以下问题：转述语
的功能类型、种类单一；（2）转述语误用；（3）转述结构滥用，造成无意义的引用。针对这些情况，
本文提出应该对转述结构进行针对性训练，综合使用范文学习、结构控制训练、改写等练习方法，帮助二

语者理解和掌握多样化的转述手段，以提高汉语学术写作的水平。
【关键词】转述结构、学位论文、引用、学术汉语、学术写作

虚拟世界和元宇宙：汉语国际传播的应用现状和未来的可能性
卢文慧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研究生

【摘要】依托现代信息技术和互联网平台在线教育的不断发展，“互联网+”开展汉语教学受到汉语教师
与汉语学习者的共同重视，使汉语国际传播更多样化。虚拟世界是一种持久的在线计算机生成环境，在远
程物理位置的多个用户可为工作或学习进行实时交互。本文首先介绍了虚拟世界的历史发展和元宇宙的概
念。元宇宙是互联网的延伸，允许用户彼此之间以及周围的环境进行互动，包括虚拟现实（VR）和增强
现实（AR)。人工智能（AI）的使用现已成为汉语国际教育的现实。通过特别关注四个特性，虚拟世界或
元宇宙的集成网络在四个领域取得进展：沉浸式现实主义、访问和身份的普遍性、互操作性和可扩展性。
对于每个领域，当前状态和需要的发展，这些特性被认为是可行的多元核心组成部分。本文考虑虚拟空间
在当代汉语国际传播的应用现状，以及元宇宙新技术领域的影响。以当代汉语为对象，以多学科交叉为视
角，结合汉语国际传播的相关实践，虚拟世界利益相关者和开发人员之间未实现的协作，构成人类社会文
化互动的一个引人注目的领域。伴随新技术发展和教学理念变化，在虚拟世界和元宇宙视野下展望汉语国
际传播发展的新思路。
【关键词】元宇宙、虚拟世界、人工智能、汉语国际传播

东南亚华语量词历时发展调查与思考
卢月丽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摘要】本文以东南亚华语为对象，以“史”的眼光观察东南亚华语中量词的历时发展面貌，最终按照“
史”的范式形成比较完整的表述，试图从一些具体的方面展现东南亚华语发展演变的内容及过程。文中把
东南亚华语量词的发展归纳为以下三种模式：上扬式、下行式及曲折式。在对上述语言事实考察与梳理的
基础上，文中得出以下两点认识：其一，东南亚华语量词的发展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其发展不止一种模
式，而是三种交织在一起；其二，华语量词发展演变的原因既有方言、英语的影响，又有其作为祖语具有
保守性的制约。
【关键词】东南亚华语、量词、祖语、历时研究

浅谈国际汉语教学中的跨文化理解 ―以在日教学实践为例
路浩宇  日本关西学院   
陈碧强  中国山东曲阜师范大学

【摘要】笔者以自己在日本大学试行的两次以“友谊”和“孝道”为主题的汉语口语教学实践为例，通过
学习者对“友谊”和“孝道”为主题所作的口头发表，在提升口语表达能力的同时，引导学生了解中国的
文化与哲学思想。通过观察学习者对“友谊”和“孝道”话题的口语课的参与情况，我们发现日本学生对
友谊话题的兴趣更浓厚，对友谊的理解比孝道更深，对友谊价值的认同大于对孝道的认同。日本是原子化
社会，由于个人本位思想在日本的盛行，学生对于跟自己关联紧密的同时代事物表现出更大兴趣。孝道涉
及两代人或三代人之间的关系，复杂程度远大于友谊，故不太容易引起在“核心家庭”的时代背景下成长
起来的当代日本大学生的同情与理解。由此可见，任何一种观念都与它的历史和人文环境有关，是传统延
续和社会生活的产物。由于“孝”涉及到代际关系，日本学生对“孝”的认识相对浅薄，往往是泛泛而谈。
由此引出对教学目标的思考：一，国际汉语教学不应仅仅停留在“术”的层面，而应在锻炼学习者基础能
力的前提下，上升到对学习者的人文关怀与灵性启迪的大道上来。二，知识传授与文化交流是两个层面的
问题，知识传授是无条件性的，而文化之间的融合是有选择性的。国际汉语教学需要在尊重文化多样性的
前提下进行。
【关键词】国际汉语教学、友谊 孝道、人文关怀
  

怒苏语多义词的文化内涵
罗自群  中央民族大学

【摘要】怒苏语是生活在中国云南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福贡县的怒族怒苏支系说的一种语言，属于汉藏语系
藏缅语族彝语支。怒苏语词汇，按照义项来分，有单义词和多义词两类。本文重点从多义词这一方面来分
析怒苏语词汇所体现的文化内涵，通过与汉语、藏缅语族其他语言的比较，来说明怒苏语词汇文化内涵的
特点。文中所用的怒苏语词汇都是来自本人田野调查获取的第一手语料。一、怒苏语多义词的类型：如果
以汉语为参照点，怒苏语中存在一些多义词——一个怒苏语的词，可以有两个及以上的汉语词语和它相对
应。既然是多义词，语音相同，语义相关。根据词性，可以把怒苏语多义词分为两类：1、词性相同的，

2、词性不同的。（一）怒苏语词性相同的多义词  怒苏语词性相同的多义词比较常见的是名词、形容词
和动词。（二）怒苏语词性不同的多义词  怒苏语词性不同的多义词，比较常见的是一个多义词具有两种
不同的词性，当然，也有一部分多义词不止两种词性。二、怒苏语多义词的文化内涵：我们把怒苏语词性
相同的多义词看做是静态相关，而把词性不同的多义词看做动态相关。和汉语比，和汉族比，使用怒苏语
的怒苏人和汉族在认知上存在着诸多差异，汉语的表达显得更精细一些，而怒苏语则比较笼统一些。怒苏
语多义词的这种特点，充分体现了怒苏语的文化内涵。
【关键词】怒苏语 、多义词、文化内涵

汉语二语者书面产出词汇多样性的文本长度效应研究
马庆 北京语言大学

【摘要】词汇多样性是二语表达能力的重要标志，是计算机自动作文评分的重要采集变量，但是词汇多样
性测量指标与文本长度之间存在复杂的关系。本研究从2010年4月HSK写作考试的实测大数据中选取154
份语料，重点探究了汉语二语者书面产出词汇多样性与其文本长度的关系。结果发现：（1）词种数、
TTR、Root TTR 、Log TTR等8个测量指标可作为词汇多样性测量的有效参量，但通过相关分析结果可以
看出，当文本长度过短的时候，很难反映出词汇多样性与作文成绩之间的关系；（2）8个测量指标均存
在文本长度效应，其中MATTR受文本长度的影响较小；其余7个测量指标随着文本长度的变化整体呈现出
线性的变化趋势；（3）当文本长度在60至100词范围内时，除MATTR外，相同文本长度下的LD值均存在
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关键词】词汇多样性测量、文本长度、语言产出、作文自动评分

西南官话中古非晓组字混读的声学考察—以四川中江为例
饶冬梅   西华大学

【摘要】古非晓组字的混读在西南官话中较为常见[1][2]。西南四省（四川、云南、湖南、湖北）方言中
非晓组字的混读主要体现为八种类型（见表1）。本文以四川中江方言的古非晓组字今读作为深度调查对
象（前人调查结果为Type2类型[2][3]），选择10位年龄在55-65岁区间的发音人（男女各5），得到约
9000个语音材料，提取擦音中段20ms的谱重心CoG（Center of Gravity）和标准差SD(Standard 
Deviation)两个参数[4][5]，从声学和感知两个角度考察了四川湘语中非晓组字混读（merger）以及语
音性变读（phonetics variation）的原因[6][7]：非晓组字的混读，跟[f]/[xu]发音的相似性以及感知混
淆有关，和语言接触也有密切关系。四川湘语受强势方言（Type 1）及普通话影响，混读规律出现例外
之外的字有所增多，混读的条件也逐渐走向单一化。
【关键词】四川湘语、混读、语音变读、语言接触

河北方言的“去分阴阳”现象
桑宇红  白茹 河北师范大学 

【摘要】学界对河北地区保定、唐山、秦皇岛地区冀鲁官话保唐片轻声前去分阴阳的现象已有报道，较早
应是《昌黎方言志》（1960），后有李思敬（1995）对宁河方言，接着田静（2007）、刘克龙（2010）对
唐县，后又有郑莉（2014/2019）、白茹（2016）、曹庆改（2018）、李仕颖（2019）、尹凯（2020）等
分别报道了与保定毗邻的石家庄的深泽、无极、辛集及衡水部分地区安平、饶阳也存在“去分阴阳”的现
象。河北方言去分阴阳具体表现为：（1）在单字调层面可以区分阴阳去，如无极和深泽；（2）在连读层面
区分阴阳去；主要分布于保定地区的曲阳、定州、唐县三个县市；（3）仅在轻声前连读时区分阴阳去，
主要分布于保定及石家庄、衡水部分毗邻保定的地区。
【关键词】河北方言、去分阴阳、连调及轻声、保唐片

课例研究：放声思考在阅读教学中的策略与设计
盛丽春、韩爱玲、幸锦龙 、胡晓苏  四德女子中心
张曦姗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为了提高学生在阅读理解、感悟欣赏及延伸拓展方面的能力，本校研究团队通过放声思考阅读策
略(Think Aloud Strategy)进行有系统、有针对性的阅读教学。放声思考策略是将个人内在的无声思考，
用口语表达的方式，将心中所思考的内容说出来。老师能借此了解学生的思维过程并加以引导纠正。放声
思考方式是展示思考能力的有效方法，让思维可视化，同时也能训练学生的口语表达能力。本研究以79
名中二高华学生作为研究对象展开三轮的课例研究。本文首先从研究背景、研究对象和研究目的做一个整
体介绍；接着阐明理论依据和相关概念；再具体介绍整个研究的教学实践过程。研究结束后，通过调查问
卷、教师观察以及学生反馈进行分析，最后再反思教学过程中所面对的难题与挑战。

【关键词】课例研究、放声思考、阅读教学

“洪武赶散”与苏北江淮官话
石绍浪  北京语言大学

【摘要】“洪武赶散”是指明初苏南向苏北平原一次大规模移民，虽然正史没有确切记载，但在苏北民间
普遍流传。苏北江淮官话入声韵有一个较为独特的特征，曾梗摄一二等帮组字读圆唇后元音韵母，并与通
摄合并，其分布与“洪武赶散”的移民范围基本吻合。比较发现，苏北江淮官话的这个音变应是源于苏州
移民的影响。今苏北江淮官话入声韵类突破中古韵摄的格局，发生了简化，也可能是明初苏州方言在苏北
扩散的结果。余论认为，在分析江淮官话与吴语关系时，不能只局限于“同源”的角度，还应考虑明初苏
州苏州方言在苏北的扩散。
【关键词】“洪武赶散”、苏州方言、苏北方言、江淮官话、入声韵

德国语言学家加布伦兹及其《汉文经纬》研究
宋楠  德国国际合作署中德合作中心； 波恩东亚研究院chinnotopia中国论坛

【摘要】本论文第一章介绍了与乔治·加布伦兹有关的史实，包括十七到十九世纪西方汉学的兴起、独立
与发展、加布伦兹家族史和乔治·加布伦兹的汉学之路。 第二章到第四章将《汉文经纬》拆分为“汉语
基本面貌”、“分析系统”和“综合系统”研读与解析，完整展现加布伦兹的语法思想和其构建的古代汉
语语法体系。论文的第五章和第六章，分别探讨了加布伦兹在西方近代语言学历史上所起的作用，以及对
汉语语法思想史的影响、突破和超越。同时在论文结语部分，讨论了中外语言学界对于《汉文经纬》一书
不甚明晰的几个问题。
【关键词】加布伦兹  《汉文经纬》

华文作为第二语言新闻听读教学的文献综述
孙晓颖   张丽妹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新闻听读教学在华文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中更是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本文回顾和介绍了
2001-2021年二十年间华文作为第二语言新闻教学的相关研究，文献主要来源于中国知网 (CNKI) 和Web 
of Science等数据库。本研究的文献综述主要围绕四个研究问题：第一，华文作为第二语言新闻听读教
学的目标有哪些？第二，华文作为第二语言新闻听读教学的原则是什么？第三，华文作为第二语言新闻听
读教学的难点有哪些？第四，华文作为第二语言新闻听读教学的教学策略和方法有哪些？最后，本文结合
新的时代背景提出了华文作为第二语言新闻听读教学的优化建议。本研究的成果和发现对华文作为第二语
言新闻听读教学具有良好的指导意义，同时也为华文第二语言新闻听读教学法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和指引。
【关键词】华文作为第二语言、新闻听读教学、教学目标和原则、教学难点、教学方法 

乙圩壮语多功能语素te∶ŋ1

覃薇  中央民族大学 

【摘要】本文对乙圩村壮语“遭受”义语素“te∶ŋ1”进行全面的调查描写，并刻画出“遭受”义语素
“te∶ŋ1”功能的整体面貌。对“遭受”义语素部分语法功能的语法化过程进行探讨，归纳出其语法化的
路径和机制，为学界了解乙圩壮语“遭受”义语素功能的语法面貌和特征提供新的材料。乙圩壮语的“遭
受”义语素“te∶ŋ1”呈现出多功能性，具备了十三种功能：①“触碰”义动词；②“对、中、合”义动
词；③“遭受”义动词；④“需要、用”义动词；⑤被动标记；⑥“对”义形容词；⑦“致使”义动词；
⑧情态助动词；⑨结果补语；⑩程度/状态补语；⑪“到、轮到”义动词；⑫副词；⑬假设连词。其中，
本文调查到了“遭受”义语素“te∶ŋ1”以往没有被调查描写到的功能为：①程度/状态补语；②“到、
轮到”义动词；③副词；④假设连词。
【关键词】乙圩村、壮语、“遭受”义

祁东湘语多功能词“落”的语义演变与主观化
谭丽亚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西南林业大学外国语学院
陈海宏  云南民族大学民族文化学院

【摘要】湖南祁东湘语多功能词“落”的用法比较特殊，其语义演变属于通过增加新义而产生的多义模式，
它的多个义项在语义上有一定的关联，或直接关联，如“落”作实义动词时的多种语义；或间接关联，如
前加准词缀型小称标记“落”可能是由实义动词“落”的“降生”、“遗留在后面”等义隐喻而来的。“

落”在祁东湘语中还可以重叠，在语义和语用表达上带有一定的感情色彩，可表达说话者对命题的多种主
观态度。祁东湘语“落”语义演变的认知机制主要有类推（隐喻与之相关)、重新分析（转喻与之相关）和
主观化（褒化、贬化与之相关)等等。
【关键词】祁东湘语、“落”、多功能、语义演变、主观化

论析新加坡华人华语及身份认同的变迁
谭国勇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身份认同的建构在国家及其国家层面下的政治、经济及社会发展上有着深远的影响。它可以使人
认可该国家在政治经济及社会层面上的立场及政策，也可以让人民在某种程度上产生了归属感。教育是建
构身份认同的其中一环。据王赓武教授与陈庆文教授所示，新加坡华人身份认同，是最没有代表性，后者
则认为身份认同是有目的性地建构出来的。由此说明了新加坡华人身份认同正等待人们来填补。也正是如
此，新加坡政府通过不同媒介，包括教育政策等手段来灌输和建构自身倾向的华族身份认同，即倾向于文
化上的认同。本文尝试通过1979年讲华语运动及新加坡教育部历来的教育改革报告书，来了解其倾向和
期许。1979年讲华语运动，主要目的是要整合新加坡华族各方言群体。当时，新加坡华人社会有多达12
个华人方言群体，拥有一个共同的语言：华语，促进他们之间的沟通，减少之间的纷争，团结一致。这有
利于营造及实施双语教育政策的大环境，从中促进经济发展。然而，时间的推移，讲英语家庭的增加，使
得讲华语运动有了新的使命，即提升人们对华文的认识。新加坡教育部在报告书中所倡导的文化认识，倾
向于应对华族内部压力和需要。这回应了陈庆文认为华人身份认同是人造的说法。与此同时，随着华人移
民的移入，他们所带来的文化是否再次在原有身份认同上融合或产生分歧，则是未知数。这将会直接或间
接影响新加坡华文华语以及教育发展的走向。
【关键词】新加坡、华人华语、身份认同、教育

新加坡高中文学教学提问策略的探讨— QUILT框架下的教学设计与实践
唐佑彬   潘旭    李俊贤    郝德奕 淡马锡初级学院
张曦姗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在华文文学课堂上，设计优质问题能引导学生进行品读和鉴赏。因此，本研究以主修H2CLL的
61名学生为研究对象，探讨基于QUILT提问框架激发学生学习兴趣与提升学生思维能力的课堂教学模式。
本文首先介绍研究的背景、对象及方法，阐述基于QUILT提问框架的教学理念与理论依据；接着以现代小
说、诗歌、戏剧以及文言文为例，介绍如何基于QUILT的提问框架设计不同类型的问题的提问策略；本文
也根据学生的课堂反应，探讨了QUILT提问框架下不同文学作品教学的几种提问策略和问题设计类型，在
体现以学习者为中心、加强师生互动和凝聚同侪间学习力量等方面的成效。本论文最后将通过前后测的数
据对比分析、学生反馈、教师观察和学生产出检视教学设计的实施成效。
【关键词】文学教学 、提问策略、 QUILT框架、教学设计

楚辞“羌”字句与湘西凤凰方言ʧʰɑ13字句 比较研究
田晓黎  中央民族大学

【摘要】楚辞里的“羌” ，自东汉王逸注释后的1800多年来 ，众多研究者引经据典， 却始终没有确解。
《楚辞》的“羌”字是否有田野遗存？在湖南湘西凤凰方言中存在极具特 色的ʧʰɑ13 1字句。本文从凤凰
方言ʧʰɑ13字句的田野记音开始，逐条分析，总结规律，再与《楚 辞》16 处“羌”字句进行对比研究，
结果显现，凤凰方言ʧʰɑ13字句基本传承着《楚辞》“羌” 字句的语义。 
【关键词】《楚辞》  羌

国际中文学习软件的大型网络游戏化
汪歆玥  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   

【摘要】汉语学习时间长的特点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二语学习者的热情，而当下飞速发展的大型网络游戏新
颖有趣，常令人沉迷。修坝不如引流，把学生们对汉文化和网络游戏的双重兴趣融入到汉语学习的全过程，
将有助于培养学习者持续性的学习兴趣。本研究分析了当下常用汉语学习软件中的游戏模式，结合现有网
络游戏的汉元素部分，提出了将汉语学习软件大型网络游戏化的具体设想。持续化：脱胎于传统的孤立小
游戏，将累计的学习成果作为升级模式，合理地穿插各类支线任务。系统化：学习者通过注册账号建立个
人学习档案，学习任务既包括集体学习，也包括多种自学形式。针对性：以学习者的需求为导向，提供相
应的实用汉语知识。灵活性：及时更新，高度重视用户反馈。允许教师使用游戏程序和知识库，以方便与
线下教学配合使用。
【关键词 】汉语国际教育、学习软件、网络游戏、学习兴趣

“ 打（타）”字的韩国汉字音形成过程考察
王 浩  四川轻化工大学人文学院  

【摘要】“打”字，在《广韵》中有两个读音，都是阳声韵，一个是梗摄、梗韵，开口二等，上声，端母
“德冷切”；另一个是梗摄、迥韵，开口四等，上声，端母“都挺切”。但是在韩国汉字音中，“打”字
读阴声韵타[t�ɑ]。本文从历史语言学和语言接触的角度出发，认为中世韩汉音（15-16世纪）中存在的
타[t�ɑ]和뎍[tiək]这两种读音，其形成主要是中国的影响，由“德冷切”和“都挺切”两种读法，平行
发展而来，“德冷切”变成了“都瓦切”直接影响了타读音的形成；“都挺切”本来是阳声韵，在传入韩
国以后，其阳声韵尾[ŋ]变成了入声韵[k]，实现了“阳入对转”，从而形成了뎍的读音。近代以后，随着
日语词向韩语的大量涌入，“打”字的日语唐音だ[da]与韩汉音中타读 音的高度相似性，使得타读音在
与뎍读音的竞争中，取得了最终的胜利。

汉语方言亲属称谓中的音变
王红娟  山东师范大学  

【摘要】亲属称谓是方言词汇中重要的一类，我们在考察方言间的词汇差异时，亲属称谓往往是重要的参
照项，如《汉语方言地图集 词汇卷》共有203条词汇图，其中涉及亲属谓的就有“爷爷、奶奶、外祖父”
等14条。在对汉语各方言中的亲属称谓进行梳理时发现，汉语方言的亲属称谓中普遍存在音变现象。比
如，山西运城的“弟”，单字音为“ti33”，但在“兄弟”一词中读音变为“thi33”。本文的音变的含
义是指：1.某个字或某类字在称谓词中的读音与其他情况中的读音不同。2.某个字或某类字在称谓词中的
读音于古今演变规律不合。本文讨论的方言亲属称谓中的音变类型主要有以下三种：个别音变、系统音变、
别义音变。
【关键词】汉语方言、 亲属称谓、 音变

乡村振兴背景下民族地区发挥语言经济效能路径的再探讨—基于西藏自治区林芝市M县的个案研究
王娟  陕西师范大学

【摘要】语言能力是重要的人力资本，语言经济效能是语言的重要社会效能，语言扶贫工作作为中国贫困
治理体系的有机构成，在国家脱贫攻坚的重要阶段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
后，民族地区的语言文字工作在扶持对象、政策范围和顶层设计方面也相应需要作出一定的调整。本文试
图在乡村振兴背景下进一步探讨如何继续发挥语言经济效能的路径。
【关键词】乡村振兴、语言扶贫、民族地区

四川方言的音系特征和两个历史层次
王倩  周及徐  四川师范大学

【摘要】 以往的四川方言研究认为，现代四川方言皆为明清时期的“湖广填四川”所带来。我们在近十
年的时间里，在四川作了广泛的方言田野调查。根据实地调查材料，我们提出新的观点：在四川省的岷江、
嘉陵江流域分布着两种不同的官话方言：嘉陵江流域分布着以成都话为代表的以“入归阳平”为特征的西
南官话方言，这是明清湖广移民带来的；岷江流域分布着以大邑话、宜宾话为代表的有独立的入声调的官
话方言，这是明代以前的四川本地方言的后裔。二者分属不同的方言层次而共存于今天的四川。本文以
2019年出版的《岷江流域方音字汇——“20世纪四川方音大系”之一》中语音材料为据，借助实验语音
学方法对成都话与大邑话、宜宾话作音系整理、以Praat软件绘制其声学元音图、声调曲线图，分析其在
音系上的规律性语音差别，说明今天的四川方言不仅具有以成都话为代表的湖广话语音类型，还有更为古
老的另一方言层次——这个音系今天仍具有入声独立、果摄一等字读为-u、麻三精见组读-i、模韵字读为-o
等语音特征。这些语音特征与成都话的湖广话语音类型有明显的差别，独立于成渝片西南官话而存在。 因
此，现代四川方言分为本地和外来两个层次：本地层次叫“南路话”，外来层次叫“湖广话”。
【关键词】四川方言、岷江流域、成都话、大邑话、宜宾话、方言音系

保定方言两字组连读变调及其若干问题
王帅臣  华北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 

在对河北省保定市下辖的24个县市区进行方言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展开本文的分析。首先描写清苑区的
两字组前字连读变调情况，以便对保定核心区域的变调情况有所了解。其次，介绍保定方言中的阴平变调、
阳平变调、上声变调、去声变调的地理分布、调值表现、调类分布等基本情况。再次，重点讨论上声变调
和去声变调。上声变调后的调值情况有一定序列性：一种是前字变调后与本声调系统的阴平接近或合流；

一种是前字变调后与本声调系统的阳平接近或合流。上声变调既有类型学上的原因，也有历史因素在起作
用。去声变调有一类和轻声有关。

西宁方言持续体标记“着”
魏萌  中央民族大学

【摘要】汉语西宁方言的体标记“着”主要表达持续体的语法意义。除单独使用，方言中“着”常与起始
体标记“上”、完成体标记“下/了”等其他体标记叠用。由此，西宁方言的持续体标记“着”多构成
“V着V”、“V着C”或“V着＋从句”三种结构。西宁方言持续体标记“着”常与起始体标记“上”、
完成体标记“下/了”等叠用，且均处于其他体标记之后，即动词后第二位置。叠用中，“着”仍表达持
续体的语法意义，其语义与前一体标记层层套叠，具有一定顺承关系。如与起始体标记“上”叠用时，“
上”的语义指向前面的谓语动词，构成“V＋上”结构；“着”的语义则指向“V＋上”这一整体，表达
动作行为开始并将进一步持续的状态，“着”具有一定未完整体范畴义。“V＋上＋着”结构还可续接其
他动词或补语成分，构成“V＋上＋着＋V”结构。此外，西宁方言持续体标记“着”常以“V＋着＋C”
形式用于述补结构谓语句中。其中，C可为程度、情态、结果、数量等多种类型补语，形式上可由单个形
容词或副词、数量或偏正短语及主谓结构充当。语义层面，“V着＋C”由“V着”与C两个时间过程构
成，C主要由“V着”引发或伴随，即两个过程包含一定的逻辑因果关系，这种关系可以是显性的也可以
隐性的。除构成“V着V”、“V着C”和“V着＋从句”结构外，持续体标记“着”还可用于西宁方言的
存现句和“的字结构”中，其用法具有一定独特性。
【关键词】西宁方言、着、持续体标记

“口”的比较词义探索
吴宝安  湖北大学文学院 

【摘要】“口”这一概念在汉语中主要有“口、嘴”两个词，根据它在汉语、汉语方言以及其他语言中的
用法，我们整理出了12组与“口”有关的共同引申，这些共同引申都可以通过“转喻”和“隐喻”来解
释。 基于转喻的共同引申有7条，如： 与言语功能相关，“口”引申出“说话、话语”义。与饮食功能
相关，“口”引申出“口味”“人口”义。与临近部位相关，“口”引申出“脸、鼻、咽”“口部饰物”
义。基于隐喻的共同引申有5条，如：与形状、位置都相似，“口”引申出“容器等器物通外面的地方”
和“出入的通道”义。与形状相似，“口”引申出“（山谷、水道等）大的豁口”“突出的部分；尖儿”。
这12组共同的词义引申在汉语、汉语方言以及英语、俄语、西班牙语、日语、泰语、印度尼西亚语、壮
语等语言中都以共词的方式出现，因此，我们可以将其看作是“口”在语言中的共同演变模式。
【关键词】“口”  比较词义 、共同演变

新加坡中学华文快捷课程后进生
语文学习的挑战和独立学习能力的培养
吴宝发  张曦姗  周淑君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后进生学习一直是教育工作者关注的课题，新加坡教师也不例外。后进生学习问题复杂，包括语
文基础薄弱；个人学习态度不良；缺乏独立与迁移的学习能力；课堂教与学方法不当等。本文立足于本地
一所中学的校本研究，借助文献研究法、问卷调查法与观察法，对中二快捷班24位后进生的学习特点进
行梳理，由此作出为期六个月对3个单元的教学调整的尝试，旨在分析后进生在课堂中语文学习的挑战以
及探索他们独立学习能力的培养。本研究对2021年新教材篇章里的语文技能做一次系统性的梳理，在课
堂阅读理解教学时，强调对文章理解的元认知策略之字义层次、逻辑层次、概念层次的教学，调动学生的
元认知，以弥补学生因语文基础薄弱带来的教与学问题。
【关键词】华文快捷课程 、后进生、中学新教材、元认知

中韩跨国婚姻家庭双语学习和使用状况及问题研究
吴思敏  闽南师范大学

【摘要】近年来，中韩跨国婚姻家庭日益增多。据统计，来自中国的在韩结婚移民总数在2019年已接近
20万人。中韩跨国婚姻家庭既有别于传统华侨家庭，又有别于普通韩国家庭，在语言文化上具有特殊性。
本研究以在韩中韩跨国婚姻家庭为研究对象，对其双语学习和使用状况展开调研，并针对其问题提出解决
方案。研究分三部分进行：第一部分利用文献分析法整理并分析韩国政府对多文化家庭的政策及多文化家
庭支援中心的相关资料。第二部分利用问卷法、访谈法与参与观察法对中韩跨国婚姻家庭进行相关数据采
集，并对数据进行定量与定性分析，多维度考察多种因子对语言的影响以及因子之间的相互作用及其与内
部、外部环境的交互关系，全面把握中韩跨国婚姻家庭双语学习和使用的特点及问题。第三部分综合考虑

调研结果，针对中韩跨国婚姻家庭双语学习和使用的问题和需求，从内部（中韩跨国婚姻家庭自身）和外
部（社会机构与教育部门）提出解决方案。本研究不仅可为中韩跨国婚姻家庭双语教育提供理论基础和实
践方案，还为以其为对象的双语教材及教学资源提供理论依据，为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跨国婚姻家庭双语教
育研究提供参考。
【关键词】中韩跨国婚姻家庭、双语教育、调研、解决方案

实践与反思：国际中文教学与信息通讯技术之运用
夏雪  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

【摘要】随着教育技术的发展，如何善用信息通讯技术（ICT）来服务于教学，实现以“学生为中心”的
教学实践，成为当今教育研究的热点。在国际中文教学领域，我们也面临着如何有效地将ICT运用于课堂
教学和学生学习的问题。本文即以此为出发点，在现代教育理论的基础上，以新加坡国际学校的非汉语母
语学生为研究对象，结合IB华文课程中的一个主题单元，从课件设计及课堂教学反馈等方面对ICT在国际
中文教育中的实践情况进行探索性研究，总结ICT辅助中文教学的几个原则：包括设计ICT要以学生学习
需求为核心，ICT的课堂使用应避免“喧宾夺主”，并反思教师在ICT运用中的作用，以期对新技术下的
国际中文教学发展提供参考。
【关键词】 ICT、 国际中文、课件设计、课堂实践

The Brief Analysis of Japanese Culture's Absorp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ulture
Hui Xu   Maca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bstract: Cultural exchanges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have a history of nearly 2,000 years. The fine tradi-
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ulture have exerted great influence on almost every aspect of Japanese 
life, such as architecture, clothing and so on. At the same time, Japanese culture has made a series of 
cultural innovations and developments according to its own national conditions while absorbing Chinese 
culture for reference. Starting with the reasons why Japan absorbed Chinese culture and analyzing the 
exchanges between Japan and China from 1972 to 2011, this paper analyzes and concludes that the similar 
cultural background of the two countries is the basic reason for Japan to better learn from Chinese culture. 
Finally, this paper expounds and analyzes Japan's absorp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ulture from 
three aspects: religion, ideology and diet. It is concluded that Japanese culture originated from Chinese 
culture, and before the Tang Dynasty, Chinese culture had the greatest influence on Japanese culture; after 
the Tang Dynasty， Japan began to have a real culture, but it was still influenced by Chinese culture.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and improvement of its own culture, it finally formed its own unique style. 
Key Words: Japanese culture; Chinese culture; Absorb; 

港式中文词汇与普通话的隐性差异
徐涵韬  北京师范大学

【摘要】“隐性差异”的概念及思想适用于全球华语对比研究，文章立足于此，讨论港式中文词汇与普通
话的隐性差异，首先以量词“枚”、动词“怀疑”以及名词“论调”为例，分析其在概念义、语法义、色
彩义等方面的表现；然后举例说明了隐性差异的三种存在形式，即有无之别、大小之别和程度之别，并指
出三者之间联系密切，不能孤立讨论；最后，文章认为未来研究应增强对华语隐性差异的考察分析，拓展
隐性差异的研究内容、语体范围及比较对象。
【关键词】隐性差异、词汇、港式中文、普通话

基本核心词词义的跨语言表现与特点—以61种语言为例
许可  冉启斌 南开大学

【摘要】本文建立了61种语言60个基本核心词词义数据库，从跨语言角度对其进行了细致考察。数据库
中共有义项约11440个，平均每词义项略超3个，最多达21个。平均义项数方面，动词最多，形容词其次，
名词、否定副词随后，数词、代词最少。义项数可能受词与外部世界的关联性、在词汇系统中的基本性以
及概念本身模糊性的影响。对词义引申深度赋值后，看到动词、形容词、名词的词义引申能力分较高，各
词的平均义项数与该分排名不一致。语言、词类对义项数量、引申能力分影响显著。通过网络图谱对词义
进行聚类分析和可视化分析后，基本核心词被分为10类，词类对聚类有影响。动、名、上形成较大词团。
名词[±指人][±身体部位]，形容词[±积极/消极]等特征会使词类内部形成关系更紧密的小类。图谱中，
hand连接动词和身体部位名词；head连接身体部位名词和指人类名词；man连接指人名词与褒义形容
词；one连接指人名词和数词；die、sleep等词连接动词和形容词等。

【关键词】基本核心词、词义引申、数据库、】可视化

冰墩墩的启示：中华文化符号海外传播的机遇与挑战
许琳皎  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

【摘要】北京2022年冬奥会吉祥物“冰墩墩”在国内外社交平台的爆红引起各界讨论。作为一种文化符
号，“冰墩墩”兼具多重内涵，承载着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功能。“冰墩墩”成为“顶流”，不仅
展现了中华文化强大的感召力，也为中华文化符号的海外传播提供了新思考。本研究基于符号学理论，从
视觉和语言两个维度分析符号传播的特点，挖掘“冰墩墩热”的深层原因，并从中得出中华文化符号海外
传播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基于此，笔者从符号传播的原则、内容和方式三方面提出了建议，即：调整传播
心态，着眼他者视角；加强内容设计，挖掘文化内涵；充分利用互联网媒介，引发情感共鸣。以期为中华
文化符号的海外传播提供借鉴，丰富中国文化传播领域的研究成果。
【关键词】中华文化符号、海外传播、文化传播、冰墩墩

韩国国民教育体系中汉语教育的发展与创新
许培新  山东大学

【摘要】本论文结合中韩两国历代交流的传统以及现代社会发展的趋势，在追溯韩国汉语教育发展历程的
基础上，重点考察自中韩建交以来韩国汉语教育的发展脉络，重点梳理并分析韩国国民教育体系中，大、
中小学不同层次汉语教育的发展情况以及出现的问题，总结韩国国民教育体系中汉语教育的主要特点；当
今国际大变局和新态势下，汉语教育发展面临着新情况、新问题，韩国国民教育体系中的汉语教育和学习
也在发生变化。因此基于教育理念升级、教学思路转型与教学模式创新，提出了加强韩国大、中小学汉语
教育的实践性、针对性，以及韩国汉语教育内涵式发展多元化路径的对策和建议。 
【关键词】韩国汉语教育、国民教育体系、内涵式发展

 
13—19世纪朝鲜半岛汉语教学对当代汉语国际教育的启示
许润芳  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

【摘要】朝鲜半岛有悠久的汉语学习历史，从以汉字为本、重视书面语学习到文言并重、对政治商务风俗
文化等不同领域进行全面了解，其汉语学习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汉学界人才辈出，促进了对中国制度、文
化的内化吸收及其本民族政治经济文化的进步。其中，国家层面的空前重视、语言政策的有力支持是不能
忽略的因素。目前流传的朝鲜半岛汉语教科书集中于13-19世纪，恰是两国政局革新、关系进一步密切的
时期，此类教材是今日研究两国历史上人文交往、不同时期汉语口语面貌、汉语教学法种类及影响、汉语
国际教育在半岛发展历程的宝鉴，本文以该时期《老乞大》《朴通事》《学清》等代表性汉语口语教材为
主要研究对象，结合韵书、字书及辞书类汉语书面语教材、《朝天录》《燕行录》与《朝鲜王朝实录》等
官方历史记载为佐证，共时对比同时期中国韵书。探讨官学、私学、司译院、承文院、译学院、质正官等
部门和职务发挥的历史作用，总结该时期朝鲜半岛汉语教学的优点和不足，力求为当代汉语国际教育汉语
人才培养、汉语教材编写、汉语教学法选择和语言政策制定提供一定的参考意义。
【关键词】朝鲜半岛、汉语国际教育、教学法、语言政策

语言赋能：乡村振兴多模态话语战略构建
杨城  浙江大学 

【摘要】语言是促进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乡村振兴中的每一步都离不开语言的力量。研究中首先依托多
模态话语分析综合框架，对余杭、桐庐、淳安三个乡村振兴示范地区的宣传片视频进行分析，总结其文化
、语境、内容、表达四个层面的多模态体现。其次依托质化分析的扎根理论方法，构建语言赋能乡村振兴
的战略模型，在组织、社会、个体三个层面探索赋能方向。最后，基于话语分析和战略模型提出未来语言
赋能乡村振兴的提升路径。研究发现，三个地区的多模态话语具有典型的区域特色，语言赋能乡村振兴需
要凝聚自上而下的多方力量，而国际化视角、内容的精准筹划、赋能视角的联动共振则是未来乡村振兴话
语努力的方向。
【关键词】乡村振兴、语言赋能、多模态、话语分析、战略模型

A Study on the Chinese Classroom of Foreign Students in the Epidemic Period Based on the Inter-
active Perspective
Haifeng Yang1,Daqian He2, Zhuoda Yang3

1. Center for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Wuh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Wuhan， 

2.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Wuh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Wuhan，
3. School of Chinese Studies and Cultural Exchange,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Abstract: Interaction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s affecting the result of online Chinese class teaching. 
By utilizing the method of questionnaire analysis, error analysis and document analysis， this paper selected 
200 international students from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Cultural Exchange of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of Wuh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of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as samples for investigation, including 94 undergraduates, 60 master 
students and 46 doctoral students. Among them, namely 86 in primary stage, 64 in intermediate stage and 
50 in advanced stage based on their HSK marks. The majority are from Asia (45%) and Europe (25%), the 
rest are from Africa (15%), America (10%) and Oceania (5%). This paper finds that the existing interactive 
methods of them include online conference platform, course live-streaming platform and video live-streaming 
platform. 
When using these platforms, we find there are some advantages of them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remote 
Chinese learning: They are convenient for students to preview and review before and after class, and they are 
helpful for the sharing of Chinese learning resources. However, we also find that there are some disadvantag-
es in teacher-student interaction and student-student interaction on these platforms, such as the lack of learn-
ing atmosphere (58% participants agreed) and the unwillingness of turning on the camera and micro-
phone(76% participants agreed). We think the factors causing these problems mainly include external and 
internal factors of teaching. The external factors include the factors of network connection, time difference, 
studying platform and studying resource allocation. The internal factor of Chinese teachers is that they are not 
adapted to the new way of online teaching, which makes them unable to carry out innovative design of class-
room interaction, and still choose the traditional teaching method (66% participants agreed). The internal 
factor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on the one hand, they lack online learning experience, so it is difficult to cope 
with some new challenges in teaching interaction practice. On the other hand, international students must 
overcome certain psychological factors in the interaction process of online Chinese classroom, among which 
anxiety and avoidance are the most prominent (80% participants agreed).
In conclusion, Chinese teachers can improve the interactive effect of online teaching through rational use of 
learning platform, effective allocation of learning resources and innovation of class interaction mode. Before 
teaching, teachers should inform students in advance of the selection of learning platform, registration, login, 
using process and a series of related matters. During the teaching process, teachers can allocate a certain 
proportion of class hours to organize interactive courses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s, such as group presenta-
tion, personal performance and seminar. After class, teachers can design and release questionnaires and 
use the background data statistics and other functions of the learning platform to analyze the frequency and 
quality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participation in interaction. Also, international students should actively adjust 
their learning psychology and improve their learning methods as well. In this way, they can get rid of negative 
psychological factors such as anxiety and avoidance, and focus on classroom interaction and knowledge 
itself, and finally achieve better learning results. Ultimately, teachers and students will collaborate to explore 
a course interaction path, adapting to the new mode of online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in the post-pan-
demic era. The research on this issue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enrich the theories of linguistics, psychology 
and pedagogy related to Teaching Chinese to Speakers of Other Languages. Also it can improve the teach-
ing efficiency of teachers and enhance the sense of gaining knowledge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Keywords: Interaction; Online Chinese Classroom; Chinese Teaching

国际华文推广的重要部分：志愿者项目的国别性/区域性分析—以缅甸为例
杨念  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

【摘要】2004年“国际中文教师志愿者项目”经中国教育部批准实施。直至疫情前，全球大约有7000名
志愿者在全球一百多个国家进行中文教学，其中大约3000名志愿者在东南亚各国任教，成为东南亚华文
教育重要力量。缅甸志愿者项目于 2009 年开始实施，至今已经有十年有余，到疫情前每年有一百多名志
愿者在缅甸各个城市甚至乡镇进行中文教学工作。十多年来，志愿者项目对缅甸华文教育发挥着重要作用：
为缅甸华文教育贡献了新的力量，弥补了缅甸华文师资的不足，促进了缅甸中文教育的合法化进程等。然
而，该项目也存在着一些问题，本人通过实地了解以及问卷的方式，深入分析了志愿者项目在缅甸的实施
情况，并针对性地提出几点建议，促进该项目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国际中文教师志愿者、华文教育、缅甸志愿者项目、参考

基于SLS平台的E晨读差异教学模式探索— 新加坡崇文中学的实践经验
叶语銮    徐小红   吴玉凡  新加坡崇文中学

【摘要】为了营造书香校园，培养学生的阅读兴趣和提高阅读水平，我校研究团队借助SLS平台，以110
名中三学生为研究对象，在全校进行E晨读研究计划。E晨读依据差异教学理论，照顾学生的个体差异，
所选篇章分年级、分主题、分文体，并结合各单元技能训练，设计不同程度、风格的晨读活动。学生借助
个人数码学习工具，选读纯文字或拼音版的、带声音和可查字典的篇章，通过SLS自测，在阅读护照上完
成任务。此外，高准备度的学生还可阅读更有挑战性的文章，并完成相应的挑战任务。研究结束后，团队
通过定量与定性研究检测学习成果。初步结果显示，基于SLS平台的E晨读差异教学模式，在一定程度上
激发了学生的阅读兴趣，也促进了教师的专业发展。
【关键词】SLS平台、E晨读、差异教学

Nasal Codas Merger in Chinese dialects: Modified Contrastive Specification and Sisterhood Merger 
Hypothesis
Jihye Yun  Asia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 Madison

Abstract：Chinese linguists have long debated about the directionality of nasal coda merger in Chinese 
dialects since the 1970’s. Some believe that the merging process is unidirectional (anterior to posterior) ,but 
others assert that alveolarization of nasal codas (-m>-n and -ŋ>-n) is the major trajectory. Previous studies 
failed to make a reasonable prediction about the further direction of the merger in addition to a lack of 
phonology-based analysis. This research analyzes the merging process on basis of Contrastive Hierarchy 
(CH) and Sisterhood Merger Hypothesis (SMH). The two theoretical frames make us draw two types of 
contrastive hierarchies: [Dorsal]>[Labial]，[Coronal]>[Labial]. That is，the merger between the alveolar 
and the velar nasal codas will occur after the completion of the merger between the labial and alveolar ones. 
Alternatively， the alveolarization of the velar nasal coda will happen after the completion of the merger 
between the labial and velar ones because the structure merger takes place on sister node of contrastive 
hierarchy. In conclusion， the final phase of the nasal coda merger will be the alveolarization of the velar 
nasal coda. The data of Chinese dialects and markedness theory both buttress the conclusion.

Keywords: Nasal codas，Chinese dialects，contrastive hierarchy，sisterhood merger

《易经》归纳、演绎思维在母语教学中的课堂实践和应用
庾潍诚  新加坡伟源中学

【摘要】作者根据自己长期研究《易经》的经验，提出和认为：《易经》作为中华古代的文化典籍，归纳
和演绎思维是它的最重要核心思想之一。同时，作者结合了自己多年的新加坡课堂教学实践，发现：《易
经》的归纳、演绎思维可以有效实践应用在现代的母语教学当中。归纳，是引导学生化繁为简，迅速掌握
教师布置的课堂指令或內容；演绎，则是学生有效应用课堂所学知识进行复述和重构。本文列举具体的课
堂实践应用例子，就是：(一)课堂的指令语言“ABCD”；（二）思维图的教学应用；(二)作文教学实践
的“DEEPAI”（细节描写）自创理论。作者最终观点认为，《易经》思想可以古为今用，实践应用到课
堂母语教学，从而达到提升学生的母语学习效果。
【关键词】易经、归纳、演绎、教学实践应用

中国古代建筑文化的汉字演绎
袁忠  中国华南理工大学

【摘要】中国古代建筑文化的丰富思想很多都凝结在一个个的汉字中。在汉字的构形、本义、转义、暗喻
等不同的运用中，存在着古人有关建筑活动、建筑形象、建筑心理等蕴含，很多汉字就是一个空间概念、
一个居住范畴。古人对中国古代建筑的感知的原初意识首先凝固在古汉字中，古代建筑的最初“文本”可
求诸古汉字，作为象形文字的古汉字与作为现实空间的古建有着天然而内在的通贯性。本文通过考察汉字
的字符构形及作为词或词素的单个汉字所展示出的建筑文化意象，探究作为表形文字、表意文字的古汉字
在其构形、组词、使用、书写等多方面体现的古代建筑文化意义。
【关键词】汉字、中国文化、古代建筑

GRR教学模式的实践与反思——以新加坡H2华文与文学新诗教学为例
张建立   张建平  新加坡国家初级学院    
张曦姗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2021年新加坡H2华文与文学新课程引进课外文学作品赏析的部分，与旧课程标准相比，这对学
生是具挑战性的变革。为应对该挑战，我院以新诗为切入点，设计了从指定文本到课外文学作品的教学实
践配套。该实践以“新加坡课堂教学实践要领”(STP)为指导，依据探究式学习（IBL）理论，采取“教、
扶、放、收”四个阶段的“渐进释放责任直接教学模式”（GRR），旨在逐步培养学生独立鉴赏文学作
品的能力。实践证实，这一教学策略增强了学生的信心和赏析能力；同时，也发现了一些有待进一步充实
和深入探索的空间。本论文将阐述该实践所采用的教学理论、教学策略、教学流程、教学成效及反思。
【关键词】  GRR教学模式、H2华文与文学、新诗教学    

“V走”和“V去”互换性的多重对应分析
张进凯  中国兴义民族师范学院 文学与传媒学院

【摘要】  本文在“原型—样例连续统”理论指导下，通过基于用法的多重分析方法探讨表征“位移运动
事件”的“V走”和“V去”的变异性和互换性。研究发现：“V走”主要表征位移方向不明确、没有位
移目的地的位移运动事件；“V去”主要表征位移方向明确、位移目的地可预测的位移运动事件，因此
“V走”和“V去”处于位移运动事件“原型—样例连续统”的不同位置，“V去”较“V走”更接近位移
运动事件的原型。“V走”和“V去”在表征位移运动事件原型特征和典型样例时不存在概念重合，在表
征位移运动事件非典型样例时，在概念变量特征的交互作用下表现出概念重合。
【关键词】多重对应分析  位移运动事件  概念变量  互换性  变异性

书面语言复杂度对华语二语者写作质量的影响研究
张漫莉  北京语言大学  

【摘要】本研究基于韩国学生的HSK写作测试语料，采用若干典型指标，对华语二语者的书面语言复杂度
与写作成绩之间的关系进行了量化分析，考察了词汇及句法复杂度指标对学生写作质量的影响。研究结果
表明：词汇复杂度和句法复杂度指标与学生的写作质量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Guiraud指标、虚词
使用比率、连词使用比率、复杂词使用比率、话题链数量、话题链分句数、零形成分数量和T单位数量等
指标对写作质量具有较强的解释及预测效度。
【关键词】语言复杂度、汉语二语、写作质量
  

基于树库的汉语二语写作句法复杂度研究
张婉莹  北京语言大学

【摘要】句法复杂度（Syntactic Complexity，简称SC）在评价二语者语言水平、语言动态发展及写作
质量中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吴继峰，2018）。已有的研究侧重于SC对日语、韩语等母语者的汉语写作
评估的有效性问题，研究结论未必适合少数民族母语背景的汉语二语书面语评价。基于此，本研究以参加 
HSK（高等）考试的维吾尔族考生的作文语料为研究对象，基于自建的汉语二语句法标注语料库，从粗粒
度和细粒度两方面指标体系入手进行以下四个方面的研究：（1）通过预处理构建小型依存句法树库（
Dependency Grammar Treebank），作为句法复杂度研究基础；（2）通过小句切分和搭配抽取研
究粗粒度指标和细粒度指标的分布特征；（3）针对不同写作水平的被试SC指标进行对比研究；（4）基
于典型SC指标体系探讨二语写作水平动态发展特点。研究发现，基于T单位等粗粒度句法复杂度指标在区
分学生写作水平和预测写作成绩方面的解释力较弱，而基于短语层面的细粒度句法复杂度指标能够有效区
分写作水平和预测写作成绩。
【关键词】树库、 二语、语法

阅读与抒情文写作教学的有机结合—以华侨中学（高中部）语文特选课程为例
张薇  王健仲  华侨中学（高中部）

【摘要】抒情文写作一直是学生的弱点，也是教师的教学难点。由于没有经过有系统的抒情文写作训练，
高中生很容易将抒情文、记叙文或议论文混为一谈，对抒情文的写作手法更是一知半解。再加上学生缺少
生活历练，要让他们短时间内掌握抒情文写作手法，并进行创作，无疑难度极大。有鉴于此，我们决定在
现有的教学内容上融入抒情文写作教学，尝试结合REAP的阅读理论与教学实践，将阅读与抒情文写作教

学有机结合，以39位高一H2华文与文学的学生为对象，引导他们建构抒情文概念，了解并掌握抒情方式
与写作手法，从而进行写作实践。最终，通过调查问卷、课堂观察和学生作品，梳理和分析了阅读与抒情
文写作相互融合的方法及其有效性。
【关键词】抒情文写作、阅读教学、REAP阅读方法、语文特选课程

地名中的关中方言
张文丽  陕西学前师范学院文学院

【摘要】关中方言，曾经作为汉民族共同语基础方言，对周边地区方言、其他地区方言和民族共同语产生
过重要影响。地名是人们用以区别个体地物的语言符号，而作为纪录地名的语言符号包含形、音、义三个
部分。关中方言区的地名，尤其是地名用字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关中方言的特点。本文从关中方言
区中的代表性地区——西安入手，整理分析其地名，得出如下结论：1.声母 （1）古全浊声母清化，平声
送气，仄声归并关中方言中存在差异，西安归不送气，例如“中官亭/中官厅”、“安居巷/钱局巷”。
（2）古知系开口字按照等分化，知系二等、庄组、章组止摄字与精组合流，读ts、tsh、s，例如“三里
村/山李村”。（3）古泥、来二母在洪音前混用，尤其是在洪音鼻音前，泥母混入来母，读l，例如“新
农田/兴隆庄”。2.韵母 （1）前后鼻音混用，关中方言后鼻音为ŋ，前鼻音丢掉鼻尾n，主要元音鼻音化
。由于在当地人听感上二者具有相似性，表现在地名中前后鼻音字混用。例如“上游巷/三友巷”。（2
）遇摄合口一等端系字，元音复音化，读ou，与流摄合并。例如“双楼寺/双路寺/双芦寺”。（3）果摄
开口字一等字与果摄合口字合并，例如“贺韶村/火烧村”。通过分析发现西安地名用字的流变反映了关
中方言的特点及其变化，具有强烈的方言特色，深入研究地名可以挖掘背后隐含的历史文化内涵，提升文
化软实力；可以为地名用字、拼写管理提供理论支撑，推动新时代的语言文字工作。
【关键词】关中方言、西安地名、文化

从外交新词语看中国外交动向—以2010-2020年度《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媒体新词语表为例
张星霞  韩国汉阳大学

【摘要】本研究基于2010-2020年度《中国语言生活报告》媒体新词语表中的外交新词语，运用数据分析
法，从其分类、使用频次和年度分布三个方面考察中国近十年以来的外交动向，为读者勾勒出中国外交全
貌，以期让读者更好地了解当前中国的外交形势，并为中国未来的外交实践提供一定的智力支持。本研究
认为，按照领域划分，这些新词语所涉及的外交领域包括总体外交、经济外交、政治外交、军事外交、文
化外交、科技外交和医疗外交等七大领域；根据性质，这些新词语所涉及的外交类型又可分为方针类、方
式类、事件类、成果类、组织/平台类、场所类、色彩类和人物类等八大类型。它们较为真实、客观地反
映了中国近十年以来的外交动向。
【关键词】外交新词语、中国外交动向、《中国语言生活报告》、分类、使用频次、年度分布

华语文汉字学习策略个案研究-以印尼华语文学习者为例
张胜昔　中国华东师范大学国际汉语文化学院
陈信助　台湾中国文化大学教育系

【摘要】对外华语文之汉字习得一直困扰着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与学。若华语文教学伊始就“重听说而
轻汉字”，不仅将形成中高级以上的学习阻力，更达不到语言习得可持续发展的教学效果。本研究针对一
名中高级程度印尼华语学习者的“初级汉字习得历程”进行了个案分析，围绕汉字习得心理认知、脑神经
机制、仲介汉字等理论，剖析形声字之习写、读音、识义三方面的“中介状态”，深度探讨了形声字之“
形义-音”的习得联结难度，说明汉字作为第二书写系统的学习策略，以及具逻辑性有系统的字本位教学
在华语文习得中的重要性。期许研究结果可提供日后相关教学与研究参考使用。
【关键词】字本位理念、汉字心理认知、中介汉字、可持续性发展、个案分析

“错位的称呼”—当代汉语社交称谓语的变异与泛化
张雪  澳门科技大学 

【摘要】汉语中的社交称谓语是汉文化特征的缩影，亦是对中国社会现状的即时反映(Chao1956， 
Gu1990， Wang2003)。无论是对于语言学本体研究，还是对于语言与社会的互动关系研究，该议题都
具有新鲜价值(Brown&Ford1961， Ervin-Tripp1972， Zhang2021)。本文基于真实语料收集与分析，
针对当代汉语中四个新兴社交面称语(social vocative)的使用原则、表意功能、交际效果等维度进行了
深入讨论（分别为：“（小）哥哥/姐姐”、“老师”、“同学”、“家人们”）。研究发现，当代汉语
社交面称词有如下特征：（1）原有亲属称谓用法深入泛化（例如“（小）哥哥/姐姐”）；（2）职业称
谓用法深入泛化（如“老师”）；（3）“错位”称谓语兴起（如“同学”）；（4）网络称谓语变异性

强（如“家人们”）。当代汉语社交称谓语处于全面深入的泛化与变异中，其成因、过程、程度等，都与
语言发展和社会变迁密切相关。
【关键词】称谓语、社交面称、语言泛化、语言变异

“给我+VP”的主观处置功能
章天明  日本小樽商科大学

【摘要】本文主要讨论“给我+VP”结构表主观处置的语义来源，以及“给我+VP”结构 主观处置功能
实现的机制。 第一，“给我+VP”有两种不同的语义特征。表示“请求”的“给我+VP”中的 “给我”
等同于“为我”或“替我”；而表示“命令”义时，“给我”不等于“为、 替、向”等等，“给我”只
表语法意义。 第二，“给我+VP”的主语只能是第二人称代词，或指人称谓词语，或者是 VP 的受事。
VP 应当具有 [+自主]、[+动作]和[-褒义]的语义特征。 第三，通过“给”字句处置义来源的再分析，以及
与“给 X+VP”句式的对比， 分析得出“给我+VP”句式具有主观处置义。 第四，“给我+VP”中“给
我”的语法化成分的性质，以及第一人称代词的介 入，使“给我+VP”的主观性得到实现。
 【关键词】语义关联、结构关联、受益和受损、主观处置

多元智能理论与对外汉语阅读教学研究—以《零食》为例
赵畅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

【摘要】阅读过程包含着反应读者认知过程的丰富材料，是学习者汉语能力高低的重要体现。虽然近些年
汉语阅读教学的研究层出不穷，但是汉语阅读课堂仍存在着学生学习被动的情况，因此其教学策略还有待
进一步的研究。经过对教学理论的研究，多元智能理论从心理学角度研究了人的智力潜能是多元的，而阅
读教学不仅要教授学生语言文字知识和阅读规律，还要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因此， 我们认为， 对
外汉语阅读教学要想达到最佳的效果， 就必须从多元智能理论出发。本文主要结合《零食》一课从智能
理论下的每一个智能元素分析适合的教学策略和具体实践情况，最后经过反思提出多元智能指导下的阅读
课的教学原则，希望能够为阅读教学者提供一定的参考性建议。
【关键词】对外汉语阅读教学、多元智能理论、教学策略

中韩二语教学高阶教材对比与分析
赵莉  南京大学
赵学玲  Seogwipo-si, Jeju-do, Korea

【摘要】本文选取中韩两国用于本国语言国际教育的代表性教材《博雅汉语》（2018-2020）和《首尔大
学韩国语》（2012-2015），就两种教材高级阶段部分在文化主题选择、体裁内容以及训练模式上的异同
加以比较。认为两种教材在结构上都以文化主题来分类编排，并与训练模式紧密结合，但两种教材呈现出
的差异也十分明显。两者之间的差异固然可归因于两国国情、语言、文化特点的不同，但文化视角和文化
意识的不同是最根本的原因。考虑认知规律和文化视角，选择恰当且丰富的文化内容，不仅能够更好地实
现与国际学生的共情和跨文化交际的目的，通过与语言功能的紧密结合，也能够使语言训练获得更好的效
果。
【关键词】二语教学、高阶教材、对比、分析

社会语言学视角下女性群体通称的使用情况分析
郑皓月  中央民族大学

【摘要】称谓是人类社会中体现特定的人在特定的人际关系中关于身份角色的称呼，称谓词语与社会发展
联系非常紧密，在新中国的发展历程中，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乃至与国际社会的关系都将对称谓
词的使用产生影响，并在历时语料库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迹。在语言生活中，女性群体通称使用情况的
相关统计既反映了语言生活的变化又反映了中国妇女的发展状况，本文主要从社会语言学视角出发，观察
女性群体通称的使用情况。分别从历时角度和共时角度出发，分析五四运动以来“女性群体通称”使用情
况的历时变化，分析不同语体下女性群体通称的使用变化，发现人们对女性群体通称“妇女”“女性”“
女人”“女子”语义特征的不同认识影响了人们在不同场合下对女性群体通称的理解和选用。
【关键词】社会语言学、女性、称谓、语义

反义词“前”“后”的平衡与不平衡研究
周欣然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

【摘要】反义词作为一种常见的语言现象在人们的生活中被普遍使用。一般而言，反义词总是成对出现，

形成平衡状态，即一个词与另一个词形式对称但意义相反。然而以“前”、“后”为例，作为现代汉语中
使用频率较高的一对典型反义词，却很少有人在使用时能注意到其背后隐藏的不平衡现象。本文第一、第
二部分均从义项、构词、所构词、使用频率这四个方面展开，分别探析反义词“前”“后”平衡与不平衡
的具体表现，说明两者在平衡中存在着不平衡。接着又从认知、语义、语用、文化四个角度阐述原因，正
是由于“后”的被认知时间更早、语义范畴更大、受语言经济原则影响更多以及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内涵更
丰富，才使其能够拥有更广的使用范畴和更高的使用频率，也因此造成了反义词“前”“后”的不平衡现
象。
【关键词】前、后、平衡、不平衡

整合训诂方法论新探
周雁飞  新加坡新跃社科大学

【摘要】陆宗达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提倡“训诂方法的科学化” 。本文运用肯·威尔伯的”整合理
论”，采用其“四象限五要素”的框架结构梳理审视传统的训诂理论和方法。首先论述了训诂原理与整合
理论的内在关系，在此基础上将训诂学的适用范围与整合理论相结合，阐释其与传统训诂方法之间的深层
关联模式，及其有效性、前瞻性，进而使整合训诂方法不仅具有理性的解析，而且富于实践的可操作性。
本文是实践训诂学与西方阐释学（英语：hermeneutics）接轨的一次尝试，旨在为训诂方法论的现代转
化提供新的激荡和借鉴。
【关键词】训诂学、解释学、整合理论、四象限五要素

普通话句末语气词的句法性质
宗晓哲  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院

【摘要】本文探讨了句末语气词“啊、吧、吗、呢”的句法特征，认为它们超出了狭义的句法范畴，在话
语中具有表达功能和人际交际的价值。首先，从通过与语气副词、标句词“说”的位置对比，可以看出语
气词句法位置很高，独立于所在句子，属于语用层面。从语用角度来看，句末语气词具有明显的程序意义。
“啊”要求听话者参与到会话中，促进话论继续，是“互动标记”。“吧”在句中通过降低话语确信度，
缓和交际双方关系，是“礼貌标记”。“吗”要求话语权发生变化，促使听话者对所提问题进行进一步的
解释，是“问询标记”。“呢”在话语中起到凸显说话者所表达的语义关系的功能，使得话语与语境之间
存在一定的语义联系，是“焦点凸显标记”。
【关键词】句末语气词、话语标记、句法-语用接口

现代汉语周遍性主语中周遍义的形成原因
左思民  高丽大学中文系 /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  

【摘要】本文探讨了现代汉语六种周遍性主语中周遍义的形成原因。结论如下：在任指疑问类周遍性主语
句如“谁都认识”中，主语的周遍义是经由疑问代词的任指用法而获得的“全域义”。在含数词“一”的
周遍性主语句如“她一点道理也不懂”中，主语的周遍义依托梯级义经语用推理而得，并且只允许从否定
极小量达到否定全量的推理。在列举类周遍性主语句如“老王粤菜也吃过，川菜也吃过，鲁菜也吃过，浙
菜也吃过，中国八大菜系的菜都吃过”中，主语的周遍义并非列举的产物，而由最末的总括分句直接表达。
在物量词重叠类周遍性主语句如“家家都用上了煤气炉”中，主语的周遍义源于物量词重叠式所具的“每
一”意义。在含“全部”等词的周遍性主语句如“全部（都）得参加会议”中，以及含“每”等词的周遍
性主语句如“每个人（都）很认真”中，主语所含的周遍义由充当句子主语的词语直接表达。
【关键词】周遍性主语、任指、语义、语用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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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论文摘要

试析因果连词“因而”“从而”“故而”
安美璇  北京师范大学

【摘要】“因而”“从而”与“故而”是表示因果关系的一组连词。经考察发现，三个词的生成方式均属
于跨层结构的词汇化，源头可以追溯到先秦文献语言。古代汉语句法结构模式的弱化和消失是促成三者词
汇化的重要动因，因此立足于古代汉语，结合词素“从”“因”“故”的词义及特点，考察并解释连词“
因而”“从而”“故而”在现代汉语中存在的使用差异，可以得到三者的区别特征。具体表现为：“因而
”强调因果之间的联系，依据前者推测出后者，后者可以是有所依据的推论；“从而”强调两个事件的发
生存在先后顺序，表达因果关系时，需要首先在语境上满足因果逻辑，通常更强调结果；“故而”所连接
的“原因”与“结果”均是已经发生的既定事实或客观存在的现实情况及惯例，通常更强调引出结果，但
也关注对原因的追溯。
【关键词】因果连词、词义特点、区别特征

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口语流利性评价指标效度研究
鲍杰 北京语言大学
 
【摘要】口语流利性是衡量二语学习者口语水平的重要标准，然而学界对于是否有必要从多个维度对其展
开评价尚没有明确的回答。研究以78份韩国汉语学习者的HSK口语测试录音为研究对象，以专家评分作为
参照，从时间、表达、语言（包括句法、词汇、语音）三个维度选取24项指标作为评价依据，来考察各
项指标对考生口语流利水平评价的效度。研究结果表明（1）所选取的指标中，与口语流利成绩相关的指
标共13项，可以解释口语流利成绩74.4%的方差；（2）在13项指标中，有5项时间维度指标、2项表达维
度指标和5项语言维度指标（句法指标1项、词汇指标4项）能够区分考生的口语流利水平。以上结果说明
在对汉语学习者的口语流利性进行评价时，有必要提取多维度特征。
【关键词】口语流利性、评价维度、指标效度、韩国汉语学习者

潮汕方言陈述语气词“哗（还）”的用法及其语法化
陈楷森  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摘要】在潮汕方言中，“哗[hũã33]”是表示确认某个事实的陈述语气词，由“哗”所构成的“VP哗
[hũã33]”可根据语境还原为“VP1□[hũã33]VP2”，还原式中“□[hũã33]”这个语音形式不再能分
析为语气词“哗[hũã33]”，而应分析为副词“还[hũã33]”。文章在考察语气词“哗”和副词“还”的
基础上，指出语气词“哗”的本字是“还”，语气词“还”由副词“还”语法化而来，其“确认”义来源
于副词“还”的“延续”义，虚化环境是根据语境省略了VP2从而使副词“还”处于句末位置的“ V P 1
还 ” 。 这 种 确 认 功 能 在 语 用 类 推 的 作 用 下 ， 最 终 固 化 为 语 气 词 “ 还 ” 的 语 法 意 义 。
【关键词】哗、还、语气词、潮汕方言

湖南平江赣语能愿动词“要”的脱落及长音现象考察
陈山青  邹珊珊 湘潭大学
 
【摘要】湖南平江赣语能愿动词“要”在语流中可脱落，使前音节读音补偿性加长，从而形成“脱落→长
音”音义互动现象。除了单一脱落外，“要”还可与副词“也”形成双重和选择性脱落。实验语音分析显
示，长音具体表现为音节的主要元音发音明显加长，声调调值变为[原调值+4]，声母不发生改变。语言经
济原则和韵律法则是该现象形成的动因和机制。能愿动词“要”的脱落代表了汉语音节脱落的一种类型，
提供了一种句法创新的途径。   
【关键词】能愿动词、要、脱落、长音、音义互动、韵律法则

中国古诗与其印尼语译文比较研究——以唐诗的韵律问题为中心
陈衍宏(Clement Tanaka) 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摘要】经过调查发现，目前中国古典诗词的印尼语译本数量不多，此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印尼上世纪
50年代至90年代的“禁华”政策所影响。诗歌翻译主张“三美论”，韵律是诗歌创作的重要因素之一，
韵律的转译应当被重视。本文梳理约有7种唐诗印尼语译本之后，发现周福源译文尤其重视“音美”部分。
本文根据译文的用韵情况与印尼古代诗歌类型进行对照，将周福源译文分为五种类型。然而，受到语言差
异的影响，多数诗作经过翻译后，在词语数量方面难以呈现形式上的一致，仅有少数情况或巧合原因达到

词数相同，如《十五夜望月寄杜郎中》原文与译文均有7个字（汉）、7个词（印尼），此现象或许为周
氏无法满足押同韵情况之下，对字数采取了一定的“补救”措施。最后，为了提高中印尼韵文作品翻译的
水平，本文提出了从宏观及微观层面的相关建议。
【关键词】唐诗、韵律、印尼语译本、比较

字本位理念之华语文教育生态系统教学效能分析
陈信助  台湾中国文化大学
张胜昔  中国华东师范大学

【摘要】本研究依据差异化教学与适性化教学理论探讨华语文教学生态系统中「字本位 理念」的教学效
能的重要性。透过台湾某大学华语文中心的初级华语文课程进行实验研 究。本研究采用开放式行动研究
法，辅以文献资料分析法、经验总结法和调查访谈法。研究过程包括「计画-实施-观察-反思」四大环节，
首先依据学习者背景之差异与需求， 适度安排（调适）总体教学方案及课程；再透过华语文「听、说、读、
写」并重的「综 合教学法」推进新的班级经营，以字本位理念及教育生态系统为基础重新设计和安排课 程；
然后依据学习者对课堂教学环节的感知进行反思与检讨，进行行动研究。研究结将提供对外华语文教学与
研究参考使用。
【关键词】差异化教学、适性化教学、字本位、教育生态系统、综合教学法

六何法的教学局限及其对策
龚成 王娟 郑文佩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六何法”能帮助学生快速找出文章的主要信息，经常被用在阅读教学中。很多教师在写作教学
中也常使用六何法指导学生构思，列出写作大纲。六何法在阅读教学中的优点较为明显，但在写作教学中，
却有其教学方面的局限。因为使用六何法进行选材，其实只是对选材信息进行罗列的手段，它是选材的结
果，而并不是选材的方法。至于如何确定“六何”中的诸多信息，为什么是此信息而不是彼信息，正是学
生特别需要得到辅导和训练的地方。而这个思维的过程，较少在课堂教学中得到显性训练。本文以写人和
写事的记叙文为例，通过思维过程的角度分析六何法在写作选材上的局限和不足，并尝试提出相应的解决
办法，帮助学生利用六何法进行最优选材。
【关键词】六何法、写作教学、教学局限、对策

法汉翻译中的名动词类转换
成萌 法国索邦大学

【摘要】词类转换是 J.-P.Vinay 和 J.Darbelnet (1958) 在《法语与英语文体学对比》中，通过对法英
文本的比较分析，提出的翻译主要手段之一：“ 在不改变信息含义的前提下，一种词类替换另一种词类
的过程。”由于法语与汉语在词汇和语法功能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在翻译实践中，译者往往采用该手段使
翻译变得更精准地道。该研究将基于对法国文学作品《红与黑》原文与三个中文译本的对比而进行词类转
换的相关分析。本文中我们将主要介绍在法汉翻译中出现的法语名词转换为汉语动词的现象。比如，法语
中紧随时间介词的动作名词常转换为汉语动词；又如，法语时间名词后的动作名词或情感名词可转换为汉
语动词，等等。通过对比，我们将发现汉语更习惯于用动词来表达时间含义。
【关键词】 词类转换、 法汉翻译、名词、动词。

中韩小说的机器翻译与人工翻译对比—以中国当代代表作家余华的作品为例
崔贤植 上海商学院

【摘要】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飞跃发展，神经机器翻译取得了巨大进展。机器翻译能否取代人工翻译？机
器翻译能否翻译小说？以上议题已成为翻译学界的热门话题。本文以中国当代先锋派代表作家余华作品的
韩译实例，选用中韩两国具有代表性的机器翻译引擎百度翻译和Papago，从文化负载词、长难句、超
句翻译单位等层面对比分析机器翻译和人工翻译，探讨机器翻译存在的问题以及前景展望。
【关键词】机器翻译、人工翻译、中译韩、小说

基于语料库的对外汉语同义词辨析—以“一定”和 “肯定”为例
崔香兰·朴兴洙  韩国外国语大学
 
【摘要】本文希望通过语料库的实证研究，探索出同义词“一定”和“肯定”的异同点和搭配对象的互补
性，以更好地理解并使用。 一般的同义词辨析大都通过字典等工具，依靠直觉经验和内省的方式。虽然

字典具有权威性，但仅仅依靠字典来辨析同义词存在许多不足之处。大型语料库以及先进的检索工具以其
特有的优势为同义词辨析提供了新的方法。本文基于先进的北京语言大学大数据与语言教育研究所的
BCC语料库，采用定量和定性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以同义词“一定”和“肯定”为例，分别从语域
分布、类联接、搭配特征及语义韵方面进行了同义词辨析的实证研究。 综上所诉，本文立足于对外汉语
教学视角，旨在探讨如何帮助学习者更加直观、有效的辨析近义词“一定”和“肯定”。尽管在内容上还
有许多不足之处，但仍然希望可以为汉语同义词教学提供一个可参考的依据。 
【关键词】 同义词、对外汉语教学、语料库、词语搭配、类联接

《岳麓书院藏秦简（伍）》部分字词研读
高婷婷  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

【摘要】《岳麓书院藏秦简（伍）》包含秦代大量律令档案材料，内容丰富，史料价值 高。本文提出五
则字词释读、断句意见，如简 131-132“劾”如字读、“失道” 当指偏离目的地、“回留”应断读开；
里耶秦简 8-777 号简当断读作“从人论、 报、择（释）免归致书具此中。”“简 163“私属免婢”当断
读开；简 199“率” 有劝勉之意；简 225“均”读为“徇”，巡视之意等。以期进一步疏通文义，为 学
界后续利用该文本提供便利。 
【关键词】岳麓秦简、字词释读、断句

语法训诂浅议：基于三个平面的“新描写”
高扬 浙江财经大学

【摘要】利用语法进行训诂实践最为关键的一步，是对疑难词句进行细致的结构描写。传统结构主义成熟
的描写方法的确解决了大量的问题，但是古代汉语，尤其是上古汉语作为一种综合性倾向的语言，存在大
量同形异构、一种形式表示多种功能、多种结构表示一种功能的现象，传统成分分析的方法在描写时还是
显得捉襟见肘。想要精准的描写就必须高度重视语言学理论工具，将不冲突的理论加以融合，将解释与描
写加以统一。因此我们的主张是：语法训诂应该基于古代汉语综合性的倾向，充分利用语言学理论，以考
察分布为核心，剥离语言外证据，根据需要在语法、语义、语用三个平面展开研究，在描写中加深解释，
在解释中深化描写，从而对待考词句的显性和隐性结构都做出最细致的描写，进而考察句例分布，求得达
诂。如在语法层面，除了关注最表层的成分组合外，也应该注意到，长期被忽略的汉语韵律，实质上就具
有形态的功能，利用这一形态，可以很好地解释一些传统结构语言学无法解释的问题，进而对结构做出精
细描写，解决争议。再如语义层面，上古汉语缺少形态变化，其他语法形式也比较隐蔽，位于深层的语义
层面研究涉及到语义特征、语义指向、义素分析、语义场等。如能充分利用，则可通过充分解释，对结构
做更准确的描写。而语用理论，可以帮助解决句与句之间的问题，适合处理一些重复、句读争议；而鉴于
语言普遍存在的语用诱发机制，这个层面的研究更是在描写时不能或缺的。
【关键词】语法、训诂、新描写主义、解释

皖北中原官话区淮北方言的疑问句
郭迪迪  郭辉  亳州学院中文

【摘要】“淮北”指安徽省北部的淮北市，辖相山、烈山、杜集三区和濉溪一县。按《中国语言地图集》
（2012）的分区，三区和濉溪分属中原官话徐淮片及商阜片。淮北方言疑问句有是非句、特指句、选择
问、反复问句四类。是非问是在陈述句末尾加上扬的语调“↗”表疑问。特指问常在句中用“啥子、咋的、
咋着、哪来”等代词作疑问点，要求对方就疑问点作出回答。选择句常用“是/ｖｐ还是ＶＰ”的选择格式作
疑问的焦点，句末常用语气词“昂”。文章主要描写分析了淮北方言的“可ＶＰ、ＶＰ不/没ＶＰ、ＶＰ
不(啵)/没有”三种形式的反复问句，并讨论了“ＫＶＰ、ＶＰ－neg、ＶＰ－neg－VP”的历史层次及
“可ＶＰ、还ＶＰ”的来源。
【关键词】皖北中原官话、淮北方言、疑问句

欧化影响下表范围限定的方位结构“NP抽象上”
郝锐  首都师范大学

【摘要】受欧化影响，早期现代汉语中表范围限定的方位结构“NP抽象上”集中大量出现。新中国成立
以来中期现代汉语中这一结构呈现新的发展态势。使用方面，表范围限定的“NP抽象上”成员有增有减、
有“潜”有“显”，但“增”和“显”是主流，既有量的增，也有类的显。语法功能方面，早期现代汉语
中“NP抽象上”可以充当状语、定语、补语，中期以来则发展出了“句首修饰语”的功能。具有人际功
能的“NP抽象上”成员正是从做句首修饰语的位置上进一步转变而来，且逐渐发展出全句评注、传信和
情态、衔接连贯以及焦点凸显等功能。

【关键词】欧化、NP抽象上、历时演变、表达功能

华语综艺节目对新加坡华族学生之影响的调查—以南洋理工大学为例
洪玮嬣  许润芳  南洋理工大学

【摘要】随着新媒体覆盖面的不断扩大和华语综艺质量的逐步提高，两岸三地和新马的华族年轻人对综艺
节目的关注度不断上升，由于没有语言壁垒、更新及时、内容有趣、种类丰富，新加坡华族青年大多对华
语综艺节目有所了解，部分学生更成为了资深观众。本文通过对本地华族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掌握其观
看华语综艺节目的频率、动机和偏好，两岸三地及本地华语最受欢迎节目的播放渠道、类型、主题、播放
平台和制作地点，华语综艺及相关对新加坡华族大学生华语使用水平、文化素养等方面产生的影响，了解
大学生在观看过程中感受到的文化、思维差异及对节目内容制作方向的期待，总结华语综艺对华族大学生
的影响及其走向华语中圈的可改进之处，为两岸三地及新加坡本土华语综艺节目发展方向提供参考，探讨
综艺节目等文化项目应用于汉语国际教育的可能性。
【关键词】汉语国际教育 综艺节目 华语 口语教学

短视频技术应用于听障初中生汉语教学的研究
洪臻颖  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 

【摘要】媒体技术极大地促进了短视频内容的发展与传播，短视频也成为了前者最常见的应用领域之一，
为身处不同行业的受众提供了信息输出和接收的渠道。而短视频的普及恰恰赋予了听障学生群体公平地接
受信息的机会。目前，以短视频为媒介，对听障学生进行汉语教学的研究仍有较大的发展空间。由于先天
或后天的身体缺陷和特殊的成长经历，听障学生常常会产生严重的自我封闭心态和对陌生环境的抵触心理，
又因与社会接触机会较少，自然地落于信息传输通道的末端。因此，只有将语言与技术二者有效地融合，听
障学生才能在汉语学习的道路上缩短与健全学生间的差距，且逐步实现“信息平权”。本文将以听障初中学
生的汉语学习过程为研究对象，依据认知语言学的相关理论，通过对听障学生的语言获得过程进行语境依赖
方面的研究，提出短视频应用软件参与其汉语习得的改进方案。
【关键词】听障学生、汉语教学、短视频 语境依赖

从康德的文学艺术理论看阅读在提高华文作为第二语言学习的学习兴趣中的作用
黄婉玉  林进展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新加坡以英语为通用语言，学生的华文学习缺乏足够的语言环境和学习动机。华文作为第二语言
的社会地位既定，其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不足的情况既定，仅依靠功利性动机注定无法引起学生学习华文
的足够动力，需要一个非功利性方法来提高学生学习华文的兴趣。康德在其美学理论中提出，由审美判断
所产生的愉悦是无功利性的、无任何利害关系的愉悦。审美活动是一种非功利性的、无利害关系的活动。
他认为阅读是最高级的审美活动，具有审美活动无功利、无利害关系的本质特点，是符合人的自由本质的
最高级的活动。由此看来，阅读是一种无功利性的活动，能够产生普遍的愉悦感受，可以用来提高学生学
习华文的兴趣。而若要阅读能够担当引起学生学习华文兴趣的重任，则需要让华文阅读回归阅读的审美本
质。
【关键词】第二语言学习、无功利性、阅读、学习兴趣

华文写作：微视频的运用策略再探
黄易亭  张水福  郭兰花   新加坡国家初级学院
张曦姗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中学低年级的学生在记叙文写作的内容上总是千篇一律，主题不够鲜明，详略不当，更严重的是
内容缺乏逻辑性，情节不合理。因此，研究团队希望通过微视频帮助学生“乐于用华文作书面表达，能感
受写作的乐趣，丰富写作内容”。微视频教学模式从观看微视频开始，过后通过提问，在科技平台上让学
生思考与分析，同侪间针对视频进行讨论，并和老师一起总结视频内容的主题、人物形象等技能，经过这
一系列的思考与讨论，教师才给出对应的作文题目。这项研究已在本院连续进行了两年（2020-2021），
今年我们以137名低年级学生为研究对象，再优化教学策略，希望持续为中学低年级写作教学提供一个简
易、操作性强的教学方法，以提升学生的写作能力，并加强学生写作的信心。
【关键词】华文写作、微视频、中学低年级
 

汉语二语者动名搭配习得研究
姜晓欣 北京语言大学

【摘要】本文将从研究内容、研究语料、研究结果三部分概述论文内容，具体如下。 一、研究内容 通过
动名搭配中名词宾语的语义类别、错误搭配的类型分布、不同母语背景 二语者动名搭配产出量三个维度
考察二语者与母语者、不同母语背景二语者（日 语、韩语、维吾尔语）HSK 作文中产出的动名搭配是否
存在差异。 二、研究语料 二语者语料我们选取了 2010 年 10 月 HSK 考试作文 90 篇，其中，韩国、日 本、
中国维吾尔族二语者作文各 30 篇。母语者语料是高三及其以上学历的汉语 母语者按照 HSK 作文考试要
求写的同题作文，共 30 篇。 三、研究结果 1、动名搭配中宾语对语义角色的优先选择关系是“受事>对
象>等同>致使> 结果”，二语者与母语者动宾语义类型选择顺序基本相同。 2、动词误用占偏误总数的一
半，是主要的偏误类型。 3、日本二语者与韩国二语者产出正确搭配的比率不存在显著性差异，产出 搭
配总量最多、错误搭配数量最少的是维吾尔族二语者。
【关键词】汉语二语者、书面语、动名搭配

汉语学习者常见的母语负迁移及教学对策
蒋一鸣  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

【摘要】以英语为母语的汉语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常常会受到母语的干扰，这种现象被称为“母语负迁
移”。因英语和汉语具有明显差异，以及学习者受母语思维的影响，“母语负迁移”现象在以英语为母语
的汉语学习者群体中屡屡发生，且有一定的规律性和同质性。研究母语负迁移有助于发现汉语学习的重难
点，指导教师更有针对性地开展汉语教学，从而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增强学生的动力和信心。过往文献
和本项研究显示，常见的母语负迁移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语音、词汇、句法、书写系统及文化背景。本
项研究将对以上五方面进行详细介绍和说明，并提供如下三点教学对策，以减轻母语负迁移对中文学习的
影响：归纳常见错误点并提供配套练习；营造“沉浸式”汉语学习环境；保持耐心并鼓励学生从错误中学
习。
【关键词】母语负迁移、汉语学习、教学对策

韩中后缀“X家”的语义研究 
金梅 ·朴兴洙   韩国外国语大学

【摘要】汉字和汉语最早在商末周初就被箕子传播到了‘朝鲜’， 汉语教学在韩半岛的历史源远流长。
作为汉字文化圈和儒家文化圈的国家，韩国对汉字、汉语和汉文化一直有较强的认同感。 韩国是大约从
公元600年开始，借用相当于汉语中高音的语音和文字。在韩语词语当中汉字词所占比例相当高， 虽然《
训民正音》（1446年）颁布之后， 韩国有了自己的文字， 汉字词的使用早己深入人心。韩语中的汉字词
大多保留唐宋时期的中古音韵， 书写上基本采用繁体字， 因此，韩国是最早接触和吸收汉字汉文化进行
汉语教育的国家。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不管是国家层面还是民间，韩国一直保持着汉语教育的传统。本
文研究的是汉语和韩语中共同使用的后缀“X家”（“X가”）的语义对比，特别是着眼于它的语义特性，
阐明意义差异为研究目的。韩中 “X家”的语义可分为同义，转移，变异的关系。笔者以类后缀“X家”
的语义特征、语用特征等方面来浅析“X家”词缀化产生的原因。韩中两国同处“汉字文化圈”之中，有
着密切的联系。第二语言的习得离不开牢固的第一语言基础。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研究已经成为一门独立的
学科，研究日益精深。各国的汉语学习者，在自身文化特点的影响下，对汉语语言的习得、难易把握、也
有着不同特点。其语言的共性及个性更有着不同于其他的特点，这为中韩语言研究提供了必要性，也为对
韩国的汉语学习者的研究提供了必要性。第一语言对第二语言的影响和干扰，所以常常会使第二语言的学
习者自觉不自觉地要以第一语言为标准来套用所学的语言，因此产生“对等”意识和偏误现象。希望中韩
共同使用的后缀“X家”的语义对比研究，对中韩之间跨语言跨文化研究的引玉之砖。
【关键词】 “X家”、类后缀、语义差异、韩国汉语学习者.

明末西班牙传教士菲律宾漳州闽南话教材古今韵母分合考辨 —以《汉语语法：漳州话语言艺术》（1620）
西班牙巴塞罗那图书馆善本为例
金美  中国厦门大学

【摘要】本文以在菲律宾马尼拉传教的西班牙道明会（又称“多明我会”）传教士撰写于1620年的教材
《汉语语法：漳州话语言艺术》（下文简称“漳州语艺”）西班牙巴塞罗那大学图书馆善本漳州闽南语为
例，对比考察今漳州话（下文简称“今漳州话”）与《广韵》音系韵母（每字所属韵摄开合等次及声调用
小字号标注于每字右下角），查考辨正明末菲律宾漳州闽南话与今闽南话韵母古今分合的历史音变遗存，
颇有启示意义． 
【关键词】 明末西班牙传教士、菲律宾漳州闽南话教材、古今韵母分合

跨语言视角下汉语结束义动词的语法化研究
景高娃  浙江外国语学院 

【摘要】本文采用共时和历时相结合的方法，对汉语结束义动词的语法化过程进行分析，并借鉴语义地图
的方法，描绘结束义动词的多功能性。事件连接功能的产生是结束义动词语法化非常重要的一环，符合类
型学结束义动词语法化的一般路径。在共时平面上，对方言中的结束义动词的关注还不足。“罢”在普通
话中已很少使用，但保留在豫北方言中，进一步虚化，并扩展出表达经历的用法。从跨方言或跨语言的角
度来看，汉语方言和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语言中的结束义动词有相似的从完结到经历的扩展路径。已见报
道的境外语言的结束义动词可以表达“以后”“已经”“完结”“接续”“过去”“完成体”等多种功能。
汉语结束义动词向完成体甚至经历体方向发展，体现了类型学的共性。
【关键词】结束义动词、多功能性、语法化、经历体

认知视域下韩国学生能性述补结构的习得研究
雷婷  中山大学 

【摘要】能性述补结构一般是指“V得/不C”结构，是汉语的一种特殊句法结构，该结构的使用条件相对
比较复杂，在韩语中没有完全相同的对应形式，因此韩国学生在使用该结构的时候常常出现各种偏误。传
统的“V得/不C”结构教学主要偏重于结构形式的描述，学习者虽然能记住能“V得/不C”的结构形式，
但是能准确理解把握并有意识地正确使用该结构的学习者却不多。本文尝试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对能性述
补结构“V得/不C”进行习得和认知研究，试图探索出能性述补结构“V得/不C”的认知加工机制，并以
此为依据帮助对外汉语教师找到更为科学有效的教学策略。
【关键词】能性述补结构、二语习得、认知研究、汉语教学

新马地区私会党的行业隐秘语
李国樑  新加坡独立民间文史研究员、民间文史顾问

【摘要】新马的华人帮会源自中国清朝的天地会，殖民地政府称之为secret society（私会党）。虽然一
些私会党员曾经回国反清，大体上私会党的本质已演变成通过武力争夺地盘，以新客与黄赌毒为主要营收
的社会罪案源头。19世纪末，新加坡私会党被令“解散”后，成立以洪门“廿一”为根基的“天地人神”
派系，行语亦趋向本土化，例如“平中”和“崩角”两大主流招纳新丁时都会“做大戏”和“布袋戏”，
急功好利的私会党老大则“去角”；私会党内部职位有426、415、49等，民间形容“08、24、369，敌
不过999（警方号码）”；一旦“风来了”最好马上把“白鱼”藏起来。此外，“开台”跑码头必须以《
五祖船》对诗，跟“水”相关的隐语甚至通俗化，成为民间方言惯用的俚语。 
【关键词】新加坡、天地会、私会党、行语

关于华文实时在线课堂互动技巧的思考
李静  范静哗博士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COVID-19的疫情导致许多青少年的学习场域从传统的同一物理空间的课堂转到虚拟空间的实时
在线课堂，实时在线教学的互动环境的改变也导致传统的师生互动条件发生了变化。当教师和学生分散在
各自的生活空间，在共享的虚拟学习空间中师生的互动与传统课堂相比，相对缺少非言语交流，这对学习
者的投入和注意保持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教师需要进行专门调整才能发挥在线教学的效果。本文从青少年
心理学的角度探讨注意力及其与在线学习的关系，进而分析在线课堂中的常见任务，并总结在线教学中的
一些互动技巧，目的在于通过形成良好师生关系、积极的学习氛围来加强课堂互动，为学习者赋能。文中
总结的互动技巧主要包括：1.激发学习动机的互动技巧，如提问、反馈、非言语交流等；2.教学过程策略
的互动技巧，如明确学习任务、设计话题以及任务导向教学等；3.差异化教学策略的互动技巧，如应用资
讯科技支持差异化教学、组织统筹课堂中的互动。
【关键词】在线课堂、非言语交流、青少年学习心理、在线互动

关于强调数量“就”的重音形式
李美京 韩国大邱大学
            
【摘要】本文主要以声学的方式针对既可强调数量多又可强调数量少的副词“就” 进行的研究。前人对
此研究已经很多如，在句法、语用、语义演变、语义指向、主观量等方面，但在韵律方面的研究却很少，
且几乎都靠语感来判断“就”是重读还是轻读。本文要对“就”的本体研究与韩汉对比研究同步进行，考
察在有无“就”的单量式结构中重音形式有何区别，还要看中国人和韩国人对“就”句子的音长和音高有
何不同。实验材料选择了《现代汉语八百词》，《现代汉语虚词词典》中的例句及自己调整的例句，一共
20个句子。实验对象为中国人3名，韩国人3名，各读三遍。分析对象一共为360（20*3*6=360）个句子，
57，600（20*160*3*6=57，600）个音节。本文要分析句中有无副词“就”的两种情况下，句中音长和
音高的不同。研究结果大体如下，第一，通过分析音长和音高来看，句中有无“就”时，重音位置有所不

同，没有“就”时，重音放在句末数量单位上，并且各音节的音长相差不大。强调少量时重音既可在“就”
上，也可在“就”后的数量单位上；强调大量时，重音放在“就”前。第二，韩国人不管副词“就”在哪
儿，一般都把重音放在数字上，有些人把它放在动词上。可见，韩国人对句中出现强调数量的副词“就”
的重音格式不太了解。第三，韩国人的每个音节音长区别不大，而重音的表现不太凸显。
【关键词】重音、 副词“就”、音长、音高

东南亚华语早期词汇发展变化研究
李权  北京师范大学

【摘要】本文以《叻报》《新国民日报》为研究对象，分别选取1917-1920（本文称之为“前期”）和
1930年前后（本文称之为“后期”）的等量本地新闻语料进行两点间的词汇比较，主要有以下两点变化：
第一，文言形式减少，白话形式增加。早期华语的语言风格可归纳为“文白相融”，即尚古的文言词和通
俗的白话词并存共用。对比前后期，文言形式有所减少，白话形式有所增加，体现出文言向白话的过渡特
点。第二，由不稳定趋于稳定。表现为如下语言事实：其一是同义形式的选择，如同素异序词，其二是异
形词的选择，包括自源和他源两类。它们均表现出前期词形丰富，且频次相近，后期出现了主要词形的变
化。以上几种变化主要受以下三种因素的影响：其一，早期国语的影响；其二，东南亚本土因素的影响；
其三，外语的影响。从“史”的角度来看，应该将共时和历时的研究思路相结合，多角度考察影响华语发
展变化的因素。
【关键词】东南亚华语、叻报、新国民日报、词汇

基于网络技术支持下韩国高校汉语教育现状
李秀彬 韩国仁荷大学/中国天津师范大学

【摘要】随着网络技术的普及，不受时空限制可以展开汉语教育。在疫情情况下，多数韩国高校采取了基
于网络技术支持下的远程汉语教育。本研究主要考察对象为20所韩国重点高校的汉语教育现状，主要考
察范围为韩国政府的官方文件、高校常用的LMS系统，K-MOOC平台、KOCW高校资源共享平台、高校
的OCW平台、高校官方网站进行了考察。考察得知，1）汉语与其他外语相比，韩国政府对汉语教育方
面的支持力度变化不大，可说明为韩国政府重视汉语教育。2）韩国高校利用LMS系统开展混合式学习以
及远程教育提高汉语课堂教学的绩效。3）通过K-MOOC管理实施策划可以看出，韩国政府重视基于网
络技术支持下的远程教育，以及远程教育有着一定的意义。本文进行了基于LMS系统支持下的汉语课堂教
学设计。LMS系统可以实现以学习者为中心的课堂教学，又可以减少教师的备课时间。基于LMS系统的汉
语课堂教学可以分为三大环节开展不同的教学活动。1）课前环节主要进行资源学习，比如：教师把教学
资源上传到LMS系统让学习者进行自学。2）课中环节可以点击远程会议（ZOOM与谷歌会议）开展远程
教育。3）课后环节利用LMS系统上的练习，考察学习者的掌握度。4)学生互动方面，LMS系统上教师创
建小组之后，不仅可以进行生生互动，还可以线上会议当中可以进行师生讨论。本文的研究工作可以为对
韩国汉语教育的信息化与汉语教学改革工作提供参考并借鉴。
【关键词】汉语教育 、系统

混合式学习模式运用于文学教学的设计与实践—以H2华文与文学小说教学为例
李志元  新加坡莱佛士书院（高中部）
张曦姗  南洋理工大学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随着数码科技的普及，课堂的教学形态及学生的学习方式也有了巨大的改变。混合式学习模式便
是其中一大教育趋势。学生在选读H2华文与文学这门课前，较少接触过文学作品，也缺乏深入分析文本
的能力。因此，如何带领学生深入分析课程中的所有作品，并教授学生分析文本的能力便成了一大教学难
点。本文试图以H2华文与文学课程下的小说教学为例，探究如何将混合式学习模式运用于文学教学上。
首先，本文将介绍研究背景与对象，并阐述新加坡混合式学习模式的概念和理论依据。接着说明运用混合
式学习模式于小说教学上的实践过程。最后，本文通过学生调查问卷、聚焦访谈及教师观察来检视教学设
计与实践的成效，再反思教学过程中所面对的挑战。
【关键词】混合式学习模式、H2华文与文学、小说教学

“年老”对新加坡华族年长病患意味着什么？—以医患门诊会话中的“年老”为例
林鼎勋   林尔嵘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摘要】在公共医院的门诊互动中，时而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一些年长患者会在话语中向医生标榜自己“
年老”的身份，如：“这么老了”、“我岁数有了”、“八十七岁了啦”等等。我们发现，这些以话语标
识自己或他人的“年老”身份不只是单纯的在传达信息。实际上，在不同的会话序列环境中，以话语标识

“年老”作为会话行为能达到不同的话语作用。以新加坡某一家医院的门诊语料为例，我们结合会话分析
（Conversation Analysis）方法与身份类属机制（Membership Categorization Device）的视角，
探讨“年老”这一身份类属在门诊互动中的作用。研究显示，一些华族年长患者会向医生标榜自己“年老”
的身份，以完成特定的话语行为，包括：一、合理化自己的病症；二、拒绝医生的医疗建议；三、辩解自
己身体功能的缺失。通过分析这些年长患者标识“年老”身份类属的互动序列及相关的会话行为，我们旨
在揭示新加坡华族年长患者对于“年老”这样一种身份标签的观念及认识，说明身份类属机制是如何搭建
起交互双方对话语的理解，也为医患沟通研究带来新的启发。
【关键词】会话分析、互动语言学、身份类属机制、年老

维吾尔语、西部裕固语颜色词文化内涵对比研究—以“黑”“白”为例
林雅琛   中央民族大学

【摘要】本文总结对比维吾尔语和西部裕固语“qɑrɑ/�ɑrɑ黑”“ɑq/ɑq白”的义项发现，两种语言“
黑色”既含褒义也含贬义，均有伟大、尊贵、有力、程度深、粗糙、无知、坏、反面的和孝服等义。但维
吾尔族接受了汉族“黑色”代表非法、秘密的认识。维吾尔族和西部裕固族都认为“白色”代表吉祥、善
良。西部裕固语“白色”可指所有奶制品和非宗教职业者，维吾尔族受到其他民族影响，借入了白色“落
后、反动”等贬义。并从社会生产实践、宗教信仰、风俗习惯三方面讨论“黑”“白”文化内涵的异同原
因。
【关键词】维吾尔语；西部裕固语；“黑”“白”颜色词；文化内涵对比

试论对外汉语教材中的拼音教学设计及拼音对教学的辅助作用—以《博雅汉语（第二版）》为例
刘迪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

【摘要】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开始学习汉语，各种对外汉语教材层出不穷。语音教学在语言学习初
期有着重要意义，对于汉语来说，拼音教学是发展其他语言技能的基础。教材是教学的依据，一些对外汉
语教材中对拼音教学的设计缺少科学性和系统性，并且没有较好的利用拼音辅助之后的技能教学。本文共
有五章，以《博雅汉语（第二版）》九册书为研究对象，分别从研究目的和意义、拼音教学设计、拼音练
习安排、拼音辅助其他语言技能教学、研究结论等方面展开论述。《博雅汉语（第二版）》总体而言在拼
音教学方面较为完善，但在发音方法教学和拼音练习方面仍可提升。本文详细分析了教材中拼音部分的优
劣利弊，希望能为其他对外汉语教材的编写完善提供思路，提高对外汉语教学的质量。
【关键词】对外汉语、拼音教学、教材设计

台湾“国语”新义新用的“杀”
刘吉力  长沙师范学院文学院  

【摘要】台湾“国语”的“杀”动形兼备，以动为主，辅以形容词用法。形容词“杀”主要有“狠/酷/低”
三个义项，各义项来源不同；历时考察“杀”，呈现由升到降的发展态势，义项由单到多再到以“低”义
为主，“杀”的发展演变有其内外部原因；对比其他多个华语社区，台湾“杀”与其形成有无之别的新生
差异。新义新用的“杀”充分体现了台湾“国语”的变异性及独特性，因此是研究其最新发展演变的典型
案例之一。
【关键词】台湾“国语”、“杀”、形容词、变异

更好地与文献对话：留学生学位论文转述结构考察与教学
刘锐  澳门大学

【摘要】学术写作中，引用是与已有研究建立联系、创建自身研究空间的重要方式（Swales， 1990）。
因此需要大量地使用诸如“某某发现/认为”、“在某某看来”这类转述结构。学术英语（EAP）研究表
明，二语学习者在掌握转述结构上存在相当的困难（Neff et al. 2003；陈建林，2011）。本研究旨在考
察汉语二语者的学位论文中转述结构的使用情况。本研究从CNKI硕士学位论文库中随机选取了13篇留学
生用汉语撰写的学位论文作为考察对象。由于引用通常集中地出现在文献综述部分，因此考察的重点放在
论文的“研究综述/研究现状/文献综述”部分。我们使用Liu & Wang（2019）的分类体系对转述结构进
行了标注。结果显示，留学生学位论文中使用最多的是过程性转述，其次是话语性转述，最少是发现性转
述、认知性转述。对比成熟写作者的论文（刘锐、黄启庆、王珊， 2021），留学生过度使用过程性转述，
而发现性转述、话语性转述的使用比例偏低。结合不同转述结构的功能来看，留学生在引用中主要关注的
是研究对象、方法，而对结论、成果、作者的观点缺乏足够的讨论和分析。此外还存在以下问题：转述语
的功能类型、种类单一；（2）转述语误用；（3）转述结构滥用，造成无意义的引用。针对这些情况，
本文提出应该对转述结构进行针对性训练，综合使用范文学习、结构控制训练、改写等练习方法，帮助二

语者理解和掌握多样化的转述手段，以提高汉语学术写作的水平。
【关键词】转述结构、学位论文、引用、学术汉语、学术写作

虚拟世界和元宇宙：汉语国际传播的应用现状和未来的可能性
卢文慧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研究生

【摘要】依托现代信息技术和互联网平台在线教育的不断发展，“互联网+”开展汉语教学受到汉语教师
与汉语学习者的共同重视，使汉语国际传播更多样化。虚拟世界是一种持久的在线计算机生成环境，在远
程物理位置的多个用户可为工作或学习进行实时交互。本文首先介绍了虚拟世界的历史发展和元宇宙的概
念。元宇宙是互联网的延伸，允许用户彼此之间以及周围的环境进行互动，包括虚拟现实（VR）和增强
现实（AR)。人工智能（AI）的使用现已成为汉语国际教育的现实。通过特别关注四个特性，虚拟世界或
元宇宙的集成网络在四个领域取得进展：沉浸式现实主义、访问和身份的普遍性、互操作性和可扩展性。
对于每个领域，当前状态和需要的发展，这些特性被认为是可行的多元核心组成部分。本文考虑虚拟空间
在当代汉语国际传播的应用现状，以及元宇宙新技术领域的影响。以当代汉语为对象，以多学科交叉为视
角，结合汉语国际传播的相关实践，虚拟世界利益相关者和开发人员之间未实现的协作，构成人类社会文
化互动的一个引人注目的领域。伴随新技术发展和教学理念变化，在虚拟世界和元宇宙视野下展望汉语国
际传播发展的新思路。
【关键词】元宇宙、虚拟世界、人工智能、汉语国际传播

东南亚华语量词历时发展调查与思考
卢月丽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摘要】本文以东南亚华语为对象，以“史”的眼光观察东南亚华语中量词的历时发展面貌，最终按照“
史”的范式形成比较完整的表述，试图从一些具体的方面展现东南亚华语发展演变的内容及过程。文中把
东南亚华语量词的发展归纳为以下三种模式：上扬式、下行式及曲折式。在对上述语言事实考察与梳理的
基础上，文中得出以下两点认识：其一，东南亚华语量词的发展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其发展不止一种模
式，而是三种交织在一起；其二，华语量词发展演变的原因既有方言、英语的影响，又有其作为祖语具有
保守性的制约。
【关键词】东南亚华语、量词、祖语、历时研究

浅谈国际汉语教学中的跨文化理解 ―以在日教学实践为例
路浩宇  日本关西学院   
陈碧强  中国山东曲阜师范大学

【摘要】笔者以自己在日本大学试行的两次以“友谊”和“孝道”为主题的汉语口语教学实践为例，通过
学习者对“友谊”和“孝道”为主题所作的口头发表，在提升口语表达能力的同时，引导学生了解中国的
文化与哲学思想。通过观察学习者对“友谊”和“孝道”话题的口语课的参与情况，我们发现日本学生对
友谊话题的兴趣更浓厚，对友谊的理解比孝道更深，对友谊价值的认同大于对孝道的认同。日本是原子化
社会，由于个人本位思想在日本的盛行，学生对于跟自己关联紧密的同时代事物表现出更大兴趣。孝道涉
及两代人或三代人之间的关系，复杂程度远大于友谊，故不太容易引起在“核心家庭”的时代背景下成长
起来的当代日本大学生的同情与理解。由此可见，任何一种观念都与它的历史和人文环境有关，是传统延
续和社会生活的产物。由于“孝”涉及到代际关系，日本学生对“孝”的认识相对浅薄，往往是泛泛而谈。
由此引出对教学目标的思考：一，国际汉语教学不应仅仅停留在“术”的层面，而应在锻炼学习者基础能
力的前提下，上升到对学习者的人文关怀与灵性启迪的大道上来。二，知识传授与文化交流是两个层面的
问题，知识传授是无条件性的，而文化之间的融合是有选择性的。国际汉语教学需要在尊重文化多样性的
前提下进行。
【关键词】国际汉语教学、友谊 孝道、人文关怀
  

怒苏语多义词的文化内涵
罗自群  中央民族大学

【摘要】怒苏语是生活在中国云南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福贡县的怒族怒苏支系说的一种语言，属于汉藏语系
藏缅语族彝语支。怒苏语词汇，按照义项来分，有单义词和多义词两类。本文重点从多义词这一方面来分
析怒苏语词汇所体现的文化内涵，通过与汉语、藏缅语族其他语言的比较，来说明怒苏语词汇文化内涵的
特点。文中所用的怒苏语词汇都是来自本人田野调查获取的第一手语料。一、怒苏语多义词的类型：如果
以汉语为参照点，怒苏语中存在一些多义词——一个怒苏语的词，可以有两个及以上的汉语词语和它相对
应。既然是多义词，语音相同，语义相关。根据词性，可以把怒苏语多义词分为两类：1、词性相同的，

2、词性不同的。（一）怒苏语词性相同的多义词  怒苏语词性相同的多义词比较常见的是名词、形容词
和动词。（二）怒苏语词性不同的多义词  怒苏语词性不同的多义词，比较常见的是一个多义词具有两种
不同的词性，当然，也有一部分多义词不止两种词性。二、怒苏语多义词的文化内涵：我们把怒苏语词性
相同的多义词看做是静态相关，而把词性不同的多义词看做动态相关。和汉语比，和汉族比，使用怒苏语
的怒苏人和汉族在认知上存在着诸多差异，汉语的表达显得更精细一些，而怒苏语则比较笼统一些。怒苏
语多义词的这种特点，充分体现了怒苏语的文化内涵。
【关键词】怒苏语 、多义词、文化内涵

汉语二语者书面产出词汇多样性的文本长度效应研究
马庆 北京语言大学

【摘要】词汇多样性是二语表达能力的重要标志，是计算机自动作文评分的重要采集变量，但是词汇多样
性测量指标与文本长度之间存在复杂的关系。本研究从2010年4月HSK写作考试的实测大数据中选取154
份语料，重点探究了汉语二语者书面产出词汇多样性与其文本长度的关系。结果发现：（1）词种数、
TTR、Root TTR 、Log TTR等8个测量指标可作为词汇多样性测量的有效参量，但通过相关分析结果可以
看出，当文本长度过短的时候，很难反映出词汇多样性与作文成绩之间的关系；（2）8个测量指标均存
在文本长度效应，其中MATTR受文本长度的影响较小；其余7个测量指标随着文本长度的变化整体呈现出
线性的变化趋势；（3）当文本长度在60至100词范围内时，除MATTR外，相同文本长度下的LD值均存在
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关键词】词汇多样性测量、文本长度、语言产出、作文自动评分

西南官话中古非晓组字混读的声学考察—以四川中江为例
饶冬梅   西华大学

【摘要】古非晓组字的混读在西南官话中较为常见[1][2]。西南四省（四川、云南、湖南、湖北）方言中
非晓组字的混读主要体现为八种类型（见表1）。本文以四川中江方言的古非晓组字今读作为深度调查对
象（前人调查结果为Type2类型[2][3]），选择10位年龄在55-65岁区间的发音人（男女各5），得到约
9000个语音材料，提取擦音中段20ms的谱重心CoG（Center of Gravity）和标准差SD(Standard 
Deviation)两个参数[4][5]，从声学和感知两个角度考察了四川湘语中非晓组字混读（merger）以及语
音性变读（phonetics variation）的原因[6][7]：非晓组字的混读，跟[f]/[xu]发音的相似性以及感知混
淆有关，和语言接触也有密切关系。四川湘语受强势方言（Type 1）及普通话影响，混读规律出现例外
之外的字有所增多，混读的条件也逐渐走向单一化。
【关键词】四川湘语、混读、语音变读、语言接触

河北方言的“去分阴阳”现象
桑宇红  白茹 河北师范大学 

【摘要】学界对河北地区保定、唐山、秦皇岛地区冀鲁官话保唐片轻声前去分阴阳的现象已有报道，较早
应是《昌黎方言志》（1960），后有李思敬（1995）对宁河方言，接着田静（2007）、刘克龙（2010）对
唐县，后又有郑莉（2014/2019）、白茹（2016）、曹庆改（2018）、李仕颖（2019）、尹凯（2020）等
分别报道了与保定毗邻的石家庄的深泽、无极、辛集及衡水部分地区安平、饶阳也存在“去分阴阳”的现
象。河北方言去分阴阳具体表现为：（1）在单字调层面可以区分阴阳去，如无极和深泽；（2）在连读层面
区分阴阳去；主要分布于保定地区的曲阳、定州、唐县三个县市；（3）仅在轻声前连读时区分阴阳去，
主要分布于保定及石家庄、衡水部分毗邻保定的地区。
【关键词】河北方言、去分阴阳、连调及轻声、保唐片

课例研究：放声思考在阅读教学中的策略与设计
盛丽春、韩爱玲、幸锦龙 、胡晓苏  四德女子中心
张曦姗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为了提高学生在阅读理解、感悟欣赏及延伸拓展方面的能力，本校研究团队通过放声思考阅读策
略(Think Aloud Strategy)进行有系统、有针对性的阅读教学。放声思考策略是将个人内在的无声思考，
用口语表达的方式，将心中所思考的内容说出来。老师能借此了解学生的思维过程并加以引导纠正。放声
思考方式是展示思考能力的有效方法，让思维可视化，同时也能训练学生的口语表达能力。本研究以79
名中二高华学生作为研究对象展开三轮的课例研究。本文首先从研究背景、研究对象和研究目的做一个整
体介绍；接着阐明理论依据和相关概念；再具体介绍整个研究的教学实践过程。研究结束后，通过调查问
卷、教师观察以及学生反馈进行分析，最后再反思教学过程中所面对的难题与挑战。

【关键词】课例研究、放声思考、阅读教学

“洪武赶散”与苏北江淮官话
石绍浪  北京语言大学

【摘要】“洪武赶散”是指明初苏南向苏北平原一次大规模移民，虽然正史没有确切记载，但在苏北民间
普遍流传。苏北江淮官话入声韵有一个较为独特的特征，曾梗摄一二等帮组字读圆唇后元音韵母，并与通
摄合并，其分布与“洪武赶散”的移民范围基本吻合。比较发现，苏北江淮官话的这个音变应是源于苏州
移民的影响。今苏北江淮官话入声韵类突破中古韵摄的格局，发生了简化，也可能是明初苏州方言在苏北
扩散的结果。余论认为，在分析江淮官话与吴语关系时，不能只局限于“同源”的角度，还应考虑明初苏
州苏州方言在苏北的扩散。
【关键词】“洪武赶散”、苏州方言、苏北方言、江淮官话、入声韵

德国语言学家加布伦兹及其《汉文经纬》研究
宋楠  德国国际合作署中德合作中心； 波恩东亚研究院chinnotopia中国论坛

【摘要】本论文第一章介绍了与乔治·加布伦兹有关的史实，包括十七到十九世纪西方汉学的兴起、独立
与发展、加布伦兹家族史和乔治·加布伦兹的汉学之路。 第二章到第四章将《汉文经纬》拆分为“汉语
基本面貌”、“分析系统”和“综合系统”研读与解析，完整展现加布伦兹的语法思想和其构建的古代汉
语语法体系。论文的第五章和第六章，分别探讨了加布伦兹在西方近代语言学历史上所起的作用，以及对
汉语语法思想史的影响、突破和超越。同时在论文结语部分，讨论了中外语言学界对于《汉文经纬》一书
不甚明晰的几个问题。
【关键词】加布伦兹  《汉文经纬》

华文作为第二语言新闻听读教学的文献综述
孙晓颖   张丽妹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新闻听读教学在华文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中更是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本文回顾和介绍了
2001-2021年二十年间华文作为第二语言新闻教学的相关研究，文献主要来源于中国知网 (CNKI) 和Web 
of Science等数据库。本研究的文献综述主要围绕四个研究问题：第一，华文作为第二语言新闻听读教
学的目标有哪些？第二，华文作为第二语言新闻听读教学的原则是什么？第三，华文作为第二语言新闻听
读教学的难点有哪些？第四，华文作为第二语言新闻听读教学的教学策略和方法有哪些？最后，本文结合
新的时代背景提出了华文作为第二语言新闻听读教学的优化建议。本研究的成果和发现对华文作为第二语
言新闻听读教学具有良好的指导意义，同时也为华文第二语言新闻听读教学法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和指引。
【关键词】华文作为第二语言、新闻听读教学、教学目标和原则、教学难点、教学方法 

乙圩壮语多功能语素te∶ŋ1

覃薇  中央民族大学 

【摘要】本文对乙圩村壮语“遭受”义语素“te∶ŋ1”进行全面的调查描写，并刻画出“遭受”义语素
“te∶ŋ1”功能的整体面貌。对“遭受”义语素部分语法功能的语法化过程进行探讨，归纳出其语法化的
路径和机制，为学界了解乙圩壮语“遭受”义语素功能的语法面貌和特征提供新的材料。乙圩壮语的“遭
受”义语素“te∶ŋ1”呈现出多功能性，具备了十三种功能：①“触碰”义动词；②“对、中、合”义动
词；③“遭受”义动词；④“需要、用”义动词；⑤被动标记；⑥“对”义形容词；⑦“致使”义动词；
⑧情态助动词；⑨结果补语；⑩程度/状态补语；⑪“到、轮到”义动词；⑫副词；⑬假设连词。其中，
本文调查到了“遭受”义语素“te∶ŋ1”以往没有被调查描写到的功能为：①程度/状态补语；②“到、
轮到”义动词；③副词；④假设连词。
【关键词】乙圩村、壮语、“遭受”义

祁东湘语多功能词“落”的语义演变与主观化
谭丽亚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西南林业大学外国语学院
陈海宏  云南民族大学民族文化学院

【摘要】湖南祁东湘语多功能词“落”的用法比较特殊，其语义演变属于通过增加新义而产生的多义模式，
它的多个义项在语义上有一定的关联，或直接关联，如“落”作实义动词时的多种语义；或间接关联，如
前加准词缀型小称标记“落”可能是由实义动词“落”的“降生”、“遗留在后面”等义隐喻而来的。“

落”在祁东湘语中还可以重叠，在语义和语用表达上带有一定的感情色彩，可表达说话者对命题的多种主
观态度。祁东湘语“落”语义演变的认知机制主要有类推（隐喻与之相关)、重新分析（转喻与之相关）和
主观化（褒化、贬化与之相关)等等。
【关键词】祁东湘语、“落”、多功能、语义演变、主观化

论析新加坡华人华语及身份认同的变迁
谭国勇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身份认同的建构在国家及其国家层面下的政治、经济及社会发展上有着深远的影响。它可以使人
认可该国家在政治经济及社会层面上的立场及政策，也可以让人民在某种程度上产生了归属感。教育是建
构身份认同的其中一环。据王赓武教授与陈庆文教授所示，新加坡华人身份认同，是最没有代表性，后者
则认为身份认同是有目的性地建构出来的。由此说明了新加坡华人身份认同正等待人们来填补。也正是如
此，新加坡政府通过不同媒介，包括教育政策等手段来灌输和建构自身倾向的华族身份认同，即倾向于文
化上的认同。本文尝试通过1979年讲华语运动及新加坡教育部历来的教育改革报告书，来了解其倾向和
期许。1979年讲华语运动，主要目的是要整合新加坡华族各方言群体。当时，新加坡华人社会有多达12
个华人方言群体，拥有一个共同的语言：华语，促进他们之间的沟通，减少之间的纷争，团结一致。这有
利于营造及实施双语教育政策的大环境，从中促进经济发展。然而，时间的推移，讲英语家庭的增加，使
得讲华语运动有了新的使命，即提升人们对华文的认识。新加坡教育部在报告书中所倡导的文化认识，倾
向于应对华族内部压力和需要。这回应了陈庆文认为华人身份认同是人造的说法。与此同时，随着华人移
民的移入，他们所带来的文化是否再次在原有身份认同上融合或产生分歧，则是未知数。这将会直接或间
接影响新加坡华文华语以及教育发展的走向。
【关键词】新加坡、华人华语、身份认同、教育

新加坡高中文学教学提问策略的探讨— QUILT框架下的教学设计与实践
唐佑彬   潘旭    李俊贤    郝德奕 淡马锡初级学院
张曦姗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在华文文学课堂上，设计优质问题能引导学生进行品读和鉴赏。因此，本研究以主修H2CLL的
61名学生为研究对象，探讨基于QUILT提问框架激发学生学习兴趣与提升学生思维能力的课堂教学模式。
本文首先介绍研究的背景、对象及方法，阐述基于QUILT提问框架的教学理念与理论依据；接着以现代小
说、诗歌、戏剧以及文言文为例，介绍如何基于QUILT的提问框架设计不同类型的问题的提问策略；本文
也根据学生的课堂反应，探讨了QUILT提问框架下不同文学作品教学的几种提问策略和问题设计类型，在
体现以学习者为中心、加强师生互动和凝聚同侪间学习力量等方面的成效。本论文最后将通过前后测的数
据对比分析、学生反馈、教师观察和学生产出检视教学设计的实施成效。
【关键词】文学教学 、提问策略、 QUILT框架、教学设计

楚辞“羌”字句与湘西凤凰方言ʧʰɑ13字句 比较研究
田晓黎  中央民族大学

【摘要】楚辞里的“羌” ，自东汉王逸注释后的1800多年来 ，众多研究者引经据典， 却始终没有确解。
《楚辞》的“羌”字是否有田野遗存？在湖南湘西凤凰方言中存在极具特 色的ʧʰɑ13 1字句。本文从凤凰
方言ʧʰɑ13字句的田野记音开始，逐条分析，总结规律，再与《楚 辞》16 处“羌”字句进行对比研究，
结果显现，凤凰方言ʧʰɑ13字句基本传承着《楚辞》“羌” 字句的语义。 
【关键词】《楚辞》  羌

国际中文学习软件的大型网络游戏化
汪歆玥  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   

【摘要】汉语学习时间长的特点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二语学习者的热情，而当下飞速发展的大型网络游戏新
颖有趣，常令人沉迷。修坝不如引流，把学生们对汉文化和网络游戏的双重兴趣融入到汉语学习的全过程，
将有助于培养学习者持续性的学习兴趣。本研究分析了当下常用汉语学习软件中的游戏模式，结合现有网
络游戏的汉元素部分，提出了将汉语学习软件大型网络游戏化的具体设想。持续化：脱胎于传统的孤立小
游戏，将累计的学习成果作为升级模式，合理地穿插各类支线任务。系统化：学习者通过注册账号建立个
人学习档案，学习任务既包括集体学习，也包括多种自学形式。针对性：以学习者的需求为导向，提供相
应的实用汉语知识。灵活性：及时更新，高度重视用户反馈。允许教师使用游戏程序和知识库，以方便与
线下教学配合使用。
【关键词 】汉语国际教育、学习软件、网络游戏、学习兴趣

“ 打（타）”字的韩国汉字音形成过程考察
王 浩  四川轻化工大学人文学院  

【摘要】“打”字，在《广韵》中有两个读音，都是阳声韵，一个是梗摄、梗韵，开口二等，上声，端母
“德冷切”；另一个是梗摄、迥韵，开口四等，上声，端母“都挺切”。但是在韩国汉字音中，“打”字
读阴声韵타[t�ɑ]。本文从历史语言学和语言接触的角度出发，认为中世韩汉音（15-16世纪）中存在的
타[t�ɑ]和뎍[tiək]这两种读音，其形成主要是中国的影响，由“德冷切”和“都挺切”两种读法，平行
发展而来，“德冷切”变成了“都瓦切”直接影响了타读音的形成；“都挺切”本来是阳声韵，在传入韩
国以后，其阳声韵尾[ŋ]变成了入声韵[k]，实现了“阳入对转”，从而形成了뎍的读音。近代以后，随着
日语词向韩语的大量涌入，“打”字的日语唐音だ[da]与韩汉音中타读 音的高度相似性，使得타读音在
与뎍读音的竞争中，取得了最终的胜利。

汉语方言亲属称谓中的音变
王红娟  山东师范大学  

【摘要】亲属称谓是方言词汇中重要的一类，我们在考察方言间的词汇差异时，亲属称谓往往是重要的参
照项，如《汉语方言地图集 词汇卷》共有203条词汇图，其中涉及亲属谓的就有“爷爷、奶奶、外祖父”
等14条。在对汉语各方言中的亲属称谓进行梳理时发现，汉语方言的亲属称谓中普遍存在音变现象。比
如，山西运城的“弟”，单字音为“ti33”，但在“兄弟”一词中读音变为“thi33”。本文的音变的含
义是指：1.某个字或某类字在称谓词中的读音与其他情况中的读音不同。2.某个字或某类字在称谓词中的
读音于古今演变规律不合。本文讨论的方言亲属称谓中的音变类型主要有以下三种：个别音变、系统音变、
别义音变。
【关键词】汉语方言、 亲属称谓、 音变

乡村振兴背景下民族地区发挥语言经济效能路径的再探讨—基于西藏自治区林芝市M县的个案研究
王娟  陕西师范大学

【摘要】语言能力是重要的人力资本，语言经济效能是语言的重要社会效能，语言扶贫工作作为中国贫困
治理体系的有机构成，在国家脱贫攻坚的重要阶段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
后，民族地区的语言文字工作在扶持对象、政策范围和顶层设计方面也相应需要作出一定的调整。本文试
图在乡村振兴背景下进一步探讨如何继续发挥语言经济效能的路径。
【关键词】乡村振兴、语言扶贫、民族地区

四川方言的音系特征和两个历史层次
王倩  周及徐  四川师范大学

【摘要】 以往的四川方言研究认为，现代四川方言皆为明清时期的“湖广填四川”所带来。我们在近十
年的时间里，在四川作了广泛的方言田野调查。根据实地调查材料，我们提出新的观点：在四川省的岷江、
嘉陵江流域分布着两种不同的官话方言：嘉陵江流域分布着以成都话为代表的以“入归阳平”为特征的西
南官话方言，这是明清湖广移民带来的；岷江流域分布着以大邑话、宜宾话为代表的有独立的入声调的官
话方言，这是明代以前的四川本地方言的后裔。二者分属不同的方言层次而共存于今天的四川。本文以
2019年出版的《岷江流域方音字汇——“20世纪四川方音大系”之一》中语音材料为据，借助实验语音
学方法对成都话与大邑话、宜宾话作音系整理、以Praat软件绘制其声学元音图、声调曲线图，分析其在
音系上的规律性语音差别，说明今天的四川方言不仅具有以成都话为代表的湖广话语音类型，还有更为古
老的另一方言层次——这个音系今天仍具有入声独立、果摄一等字读为-u、麻三精见组读-i、模韵字读为-o
等语音特征。这些语音特征与成都话的湖广话语音类型有明显的差别，独立于成渝片西南官话而存在。 因
此，现代四川方言分为本地和外来两个层次：本地层次叫“南路话”，外来层次叫“湖广话”。
【关键词】四川方言、岷江流域、成都话、大邑话、宜宾话、方言音系

保定方言两字组连读变调及其若干问题
王帅臣  华北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 

在对河北省保定市下辖的24个县市区进行方言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展开本文的分析。首先描写清苑区的
两字组前字连读变调情况，以便对保定核心区域的变调情况有所了解。其次，介绍保定方言中的阴平变调、
阳平变调、上声变调、去声变调的地理分布、调值表现、调类分布等基本情况。再次，重点讨论上声变调
和去声变调。上声变调后的调值情况有一定序列性：一种是前字变调后与本声调系统的阴平接近或合流；

一种是前字变调后与本声调系统的阳平接近或合流。上声变调既有类型学上的原因，也有历史因素在起作
用。去声变调有一类和轻声有关。

西宁方言持续体标记“着”
魏萌  中央民族大学

【摘要】汉语西宁方言的体标记“着”主要表达持续体的语法意义。除单独使用，方言中“着”常与起始
体标记“上”、完成体标记“下/了”等其他体标记叠用。由此，西宁方言的持续体标记“着”多构成
“V着V”、“V着C”或“V着＋从句”三种结构。西宁方言持续体标记“着”常与起始体标记“上”、
完成体标记“下/了”等叠用，且均处于其他体标记之后，即动词后第二位置。叠用中，“着”仍表达持
续体的语法意义，其语义与前一体标记层层套叠，具有一定顺承关系。如与起始体标记“上”叠用时，“
上”的语义指向前面的谓语动词，构成“V＋上”结构；“着”的语义则指向“V＋上”这一整体，表达
动作行为开始并将进一步持续的状态，“着”具有一定未完整体范畴义。“V＋上＋着”结构还可续接其
他动词或补语成分，构成“V＋上＋着＋V”结构。此外，西宁方言持续体标记“着”常以“V＋着＋C”
形式用于述补结构谓语句中。其中，C可为程度、情态、结果、数量等多种类型补语，形式上可由单个形
容词或副词、数量或偏正短语及主谓结构充当。语义层面，“V着＋C”由“V着”与C两个时间过程构
成，C主要由“V着”引发或伴随，即两个过程包含一定的逻辑因果关系，这种关系可以是显性的也可以
隐性的。除构成“V着V”、“V着C”和“V着＋从句”结构外，持续体标记“着”还可用于西宁方言的
存现句和“的字结构”中，其用法具有一定独特性。
【关键词】西宁方言、着、持续体标记

“口”的比较词义探索
吴宝安  湖北大学文学院 

【摘要】“口”这一概念在汉语中主要有“口、嘴”两个词，根据它在汉语、汉语方言以及其他语言中的
用法，我们整理出了12组与“口”有关的共同引申，这些共同引申都可以通过“转喻”和“隐喻”来解
释。 基于转喻的共同引申有7条，如： 与言语功能相关，“口”引申出“说话、话语”义。与饮食功能
相关，“口”引申出“口味”“人口”义。与临近部位相关，“口”引申出“脸、鼻、咽”“口部饰物”
义。基于隐喻的共同引申有5条，如：与形状、位置都相似，“口”引申出“容器等器物通外面的地方”
和“出入的通道”义。与形状相似，“口”引申出“（山谷、水道等）大的豁口”“突出的部分；尖儿”。
这12组共同的词义引申在汉语、汉语方言以及英语、俄语、西班牙语、日语、泰语、印度尼西亚语、壮
语等语言中都以共词的方式出现，因此，我们可以将其看作是“口”在语言中的共同演变模式。
【关键词】“口”  比较词义 、共同演变

新加坡中学华文快捷课程后进生
语文学习的挑战和独立学习能力的培养
吴宝发  张曦姗  周淑君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后进生学习一直是教育工作者关注的课题，新加坡教师也不例外。后进生学习问题复杂，包括语
文基础薄弱；个人学习态度不良；缺乏独立与迁移的学习能力；课堂教与学方法不当等。本文立足于本地
一所中学的校本研究，借助文献研究法、问卷调查法与观察法，对中二快捷班24位后进生的学习特点进
行梳理，由此作出为期六个月对3个单元的教学调整的尝试，旨在分析后进生在课堂中语文学习的挑战以
及探索他们独立学习能力的培养。本研究对2021年新教材篇章里的语文技能做一次系统性的梳理，在课
堂阅读理解教学时，强调对文章理解的元认知策略之字义层次、逻辑层次、概念层次的教学，调动学生的
元认知，以弥补学生因语文基础薄弱带来的教与学问题。
【关键词】华文快捷课程 、后进生、中学新教材、元认知

中韩跨国婚姻家庭双语学习和使用状况及问题研究
吴思敏  闽南师范大学

【摘要】近年来，中韩跨国婚姻家庭日益增多。据统计，来自中国的在韩结婚移民总数在2019年已接近
20万人。中韩跨国婚姻家庭既有别于传统华侨家庭，又有别于普通韩国家庭，在语言文化上具有特殊性。
本研究以在韩中韩跨国婚姻家庭为研究对象，对其双语学习和使用状况展开调研，并针对其问题提出解决
方案。研究分三部分进行：第一部分利用文献分析法整理并分析韩国政府对多文化家庭的政策及多文化家
庭支援中心的相关资料。第二部分利用问卷法、访谈法与参与观察法对中韩跨国婚姻家庭进行相关数据采
集，并对数据进行定量与定性分析，多维度考察多种因子对语言的影响以及因子之间的相互作用及其与内
部、外部环境的交互关系，全面把握中韩跨国婚姻家庭双语学习和使用的特点及问题。第三部分综合考虑

调研结果，针对中韩跨国婚姻家庭双语学习和使用的问题和需求，从内部（中韩跨国婚姻家庭自身）和外
部（社会机构与教育部门）提出解决方案。本研究不仅可为中韩跨国婚姻家庭双语教育提供理论基础和实
践方案，还为以其为对象的双语教材及教学资源提供理论依据，为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跨国婚姻家庭双语教
育研究提供参考。
【关键词】中韩跨国婚姻家庭、双语教育、调研、解决方案

实践与反思：国际中文教学与信息通讯技术之运用
夏雪  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

【摘要】随着教育技术的发展，如何善用信息通讯技术（ICT）来服务于教学，实现以“学生为中心”的
教学实践，成为当今教育研究的热点。在国际中文教学领域，我们也面临着如何有效地将ICT运用于课堂
教学和学生学习的问题。本文即以此为出发点，在现代教育理论的基础上，以新加坡国际学校的非汉语母
语学生为研究对象，结合IB华文课程中的一个主题单元，从课件设计及课堂教学反馈等方面对ICT在国际
中文教育中的实践情况进行探索性研究，总结ICT辅助中文教学的几个原则：包括设计ICT要以学生学习
需求为核心，ICT的课堂使用应避免“喧宾夺主”，并反思教师在ICT运用中的作用，以期对新技术下的
国际中文教学发展提供参考。
【关键词】 ICT、 国际中文、课件设计、课堂实践

The Brief Analysis of Japanese Culture's Absorp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ulture
Hui Xu   Maca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bstract: Cultural exchanges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have a history of nearly 2,000 years. The fine tradi-
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ulture have exerted great influence on almost every aspect of Japanese 
life, such as architecture, clothing and so on. At the same time, Japanese culture has made a series of 
cultural innovations and developments according to its own national conditions while absorbing Chinese 
culture for reference. Starting with the reasons why Japan absorbed Chinese culture and analyzing the 
exchanges between Japan and China from 1972 to 2011, this paper analyzes and concludes that the similar 
cultural background of the two countries is the basic reason for Japan to better learn from Chinese culture. 
Finally, this paper expounds and analyzes Japan's absorp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ulture from 
three aspects: religion, ideology and diet. It is concluded that Japanese culture originated from Chinese 
culture, and before the Tang Dynasty, Chinese culture had the greatest influence on Japanese culture; after 
the Tang Dynasty， Japan began to have a real culture, but it was still influenced by Chinese culture.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and improvement of its own culture, it finally formed its own unique style. 
Key Words: Japanese culture; Chinese culture; Absorb; 

港式中文词汇与普通话的隐性差异
徐涵韬  北京师范大学

【摘要】“隐性差异”的概念及思想适用于全球华语对比研究，文章立足于此，讨论港式中文词汇与普通
话的隐性差异，首先以量词“枚”、动词“怀疑”以及名词“论调”为例，分析其在概念义、语法义、色
彩义等方面的表现；然后举例说明了隐性差异的三种存在形式，即有无之别、大小之别和程度之别，并指
出三者之间联系密切，不能孤立讨论；最后，文章认为未来研究应增强对华语隐性差异的考察分析，拓展
隐性差异的研究内容、语体范围及比较对象。
【关键词】隐性差异、词汇、港式中文、普通话

基本核心词词义的跨语言表现与特点—以61种语言为例
许可  冉启斌 南开大学

【摘要】本文建立了61种语言60个基本核心词词义数据库，从跨语言角度对其进行了细致考察。数据库
中共有义项约11440个，平均每词义项略超3个，最多达21个。平均义项数方面，动词最多，形容词其次，
名词、否定副词随后，数词、代词最少。义项数可能受词与外部世界的关联性、在词汇系统中的基本性以
及概念本身模糊性的影响。对词义引申深度赋值后，看到动词、形容词、名词的词义引申能力分较高，各
词的平均义项数与该分排名不一致。语言、词类对义项数量、引申能力分影响显著。通过网络图谱对词义
进行聚类分析和可视化分析后，基本核心词被分为10类，词类对聚类有影响。动、名、上形成较大词团。
名词[±指人][±身体部位]，形容词[±积极/消极]等特征会使词类内部形成关系更紧密的小类。图谱中，
hand连接动词和身体部位名词；head连接身体部位名词和指人类名词；man连接指人名词与褒义形容
词；one连接指人名词和数词；die、sleep等词连接动词和形容词等。

【关键词】基本核心词、词义引申、数据库、】可视化

冰墩墩的启示：中华文化符号海外传播的机遇与挑战
许琳皎  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

【摘要】北京2022年冬奥会吉祥物“冰墩墩”在国内外社交平台的爆红引起各界讨论。作为一种文化符
号，“冰墩墩”兼具多重内涵，承载着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功能。“冰墩墩”成为“顶流”，不仅
展现了中华文化强大的感召力，也为中华文化符号的海外传播提供了新思考。本研究基于符号学理论，从
视觉和语言两个维度分析符号传播的特点，挖掘“冰墩墩热”的深层原因，并从中得出中华文化符号海外
传播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基于此，笔者从符号传播的原则、内容和方式三方面提出了建议，即：调整传播
心态，着眼他者视角；加强内容设计，挖掘文化内涵；充分利用互联网媒介，引发情感共鸣。以期为中华
文化符号的海外传播提供借鉴，丰富中国文化传播领域的研究成果。
【关键词】中华文化符号、海外传播、文化传播、冰墩墩

韩国国民教育体系中汉语教育的发展与创新
许培新  山东大学

【摘要】本论文结合中韩两国历代交流的传统以及现代社会发展的趋势，在追溯韩国汉语教育发展历程的
基础上，重点考察自中韩建交以来韩国汉语教育的发展脉络，重点梳理并分析韩国国民教育体系中，大、
中小学不同层次汉语教育的发展情况以及出现的问题，总结韩国国民教育体系中汉语教育的主要特点；当
今国际大变局和新态势下，汉语教育发展面临着新情况、新问题，韩国国民教育体系中的汉语教育和学习
也在发生变化。因此基于教育理念升级、教学思路转型与教学模式创新，提出了加强韩国大、中小学汉语
教育的实践性、针对性，以及韩国汉语教育内涵式发展多元化路径的对策和建议。 
【关键词】韩国汉语教育、国民教育体系、内涵式发展

 
13—19世纪朝鲜半岛汉语教学对当代汉语国际教育的启示
许润芳  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

【摘要】朝鲜半岛有悠久的汉语学习历史，从以汉字为本、重视书面语学习到文言并重、对政治商务风俗
文化等不同领域进行全面了解，其汉语学习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汉学界人才辈出，促进了对中国制度、文
化的内化吸收及其本民族政治经济文化的进步。其中，国家层面的空前重视、语言政策的有力支持是不能
忽略的因素。目前流传的朝鲜半岛汉语教科书集中于13-19世纪，恰是两国政局革新、关系进一步密切的
时期，此类教材是今日研究两国历史上人文交往、不同时期汉语口语面貌、汉语教学法种类及影响、汉语
国际教育在半岛发展历程的宝鉴，本文以该时期《老乞大》《朴通事》《学清》等代表性汉语口语教材为
主要研究对象，结合韵书、字书及辞书类汉语书面语教材、《朝天录》《燕行录》与《朝鲜王朝实录》等
官方历史记载为佐证，共时对比同时期中国韵书。探讨官学、私学、司译院、承文院、译学院、质正官等
部门和职务发挥的历史作用，总结该时期朝鲜半岛汉语教学的优点和不足，力求为当代汉语国际教育汉语
人才培养、汉语教材编写、汉语教学法选择和语言政策制定提供一定的参考意义。
【关键词】朝鲜半岛、汉语国际教育、教学法、语言政策

语言赋能：乡村振兴多模态话语战略构建
杨城  浙江大学 

【摘要】语言是促进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乡村振兴中的每一步都离不开语言的力量。研究中首先依托多
模态话语分析综合框架，对余杭、桐庐、淳安三个乡村振兴示范地区的宣传片视频进行分析，总结其文化
、语境、内容、表达四个层面的多模态体现。其次依托质化分析的扎根理论方法，构建语言赋能乡村振兴
的战略模型，在组织、社会、个体三个层面探索赋能方向。最后，基于话语分析和战略模型提出未来语言
赋能乡村振兴的提升路径。研究发现，三个地区的多模态话语具有典型的区域特色，语言赋能乡村振兴需
要凝聚自上而下的多方力量，而国际化视角、内容的精准筹划、赋能视角的联动共振则是未来乡村振兴话
语努力的方向。
【关键词】乡村振兴、语言赋能、多模态、话语分析、战略模型

A Study on the Chinese Classroom of Foreign Students in the Epidemic Period Based on the Inter-
active Perspective
Haifeng Yang1,Daqian He2, Zhuoda Yang3

1. Center for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Wuh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Wuhan， 

2.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Wuh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Wuhan，
3. School of Chinese Studies and Cultural Exchange,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Abstract: Interaction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s affecting the result of online Chinese class teaching. 
By utilizing the method of questionnaire analysis, error analysis and document analysis， this paper selected 
200 international students from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Cultural Exchange of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of Wuh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of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as samples for investigation, including 94 undergraduates, 60 master 
students and 46 doctoral students. Among them, namely 86 in primary stage, 64 in intermediate stage and 
50 in advanced stage based on their HSK marks. The majority are from Asia (45%) and Europe (25%), the 
rest are from Africa (15%), America (10%) and Oceania (5%). This paper finds that the existing interactive 
methods of them include online conference platform, course live-streaming platform and video live-streaming 
platform. 
When using these platforms, we find there are some advantages of them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remote 
Chinese learning: They are convenient for students to preview and review before and after class, and they are 
helpful for the sharing of Chinese learning resources. However, we also find that there are some disadvantag-
es in teacher-student interaction and student-student interaction on these platforms, such as the lack of learn-
ing atmosphere (58% participants agreed) and the unwillingness of turning on the camera and micro-
phone(76% participants agreed). We think the factors causing these problems mainly include external and 
internal factors of teaching. The external factors include the factors of network connection, time difference, 
studying platform and studying resource allocation. The internal factor of Chinese teachers is that they are not 
adapted to the new way of online teaching, which makes them unable to carry out innovative design of class-
room interaction, and still choose the traditional teaching method (66% participants agreed). The internal 
factor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on the one hand, they lack online learning experience, so it is difficult to cope 
with some new challenges in teaching interaction practice. On the other hand, international students must 
overcome certain psychological factors in the interaction process of online Chinese classroom, among which 
anxiety and avoidance are the most prominent (80% participants agreed).
In conclusion, Chinese teachers can improve the interactive effect of online teaching through rational use of 
learning platform, effective allocation of learning resources and innovation of class interaction mode. Before 
teaching, teachers should inform students in advance of the selection of learning platform, registration, login, 
using process and a series of related matters. During the teaching process, teachers can allocate a certain 
proportion of class hours to organize interactive courses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s, such as group presenta-
tion, personal performance and seminar. After class, teachers can design and release questionnaires and 
use the background data statistics and other functions of the learning platform to analyze the frequency and 
quality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participation in interaction. Also, international students should actively adjust 
their learning psychology and improve their learning methods as well. In this way, they can get rid of negative 
psychological factors such as anxiety and avoidance, and focus on classroom interaction and knowledge 
itself, and finally achieve better learning results. Ultimately, teachers and students will collaborate to explore 
a course interaction path, adapting to the new mode of online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in the post-pan-
demic era. The research on this issue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enrich the theories of linguistics, psychology 
and pedagogy related to Teaching Chinese to Speakers of Other Languages. Also it can improve the teach-
ing efficiency of teachers and enhance the sense of gaining knowledge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Keywords: Interaction; Online Chinese Classroom; Chinese Teaching

国际华文推广的重要部分：志愿者项目的国别性/区域性分析—以缅甸为例
杨念  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

【摘要】2004年“国际中文教师志愿者项目”经中国教育部批准实施。直至疫情前，全球大约有7000名
志愿者在全球一百多个国家进行中文教学，其中大约3000名志愿者在东南亚各国任教，成为东南亚华文
教育重要力量。缅甸志愿者项目于 2009 年开始实施，至今已经有十年有余，到疫情前每年有一百多名志
愿者在缅甸各个城市甚至乡镇进行中文教学工作。十多年来，志愿者项目对缅甸华文教育发挥着重要作用：
为缅甸华文教育贡献了新的力量，弥补了缅甸华文师资的不足，促进了缅甸中文教育的合法化进程等。然
而，该项目也存在着一些问题，本人通过实地了解以及问卷的方式，深入分析了志愿者项目在缅甸的实施
情况，并针对性地提出几点建议，促进该项目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国际中文教师志愿者、华文教育、缅甸志愿者项目、参考

基于SLS平台的E晨读差异教学模式探索— 新加坡崇文中学的实践经验
叶语銮    徐小红   吴玉凡  新加坡崇文中学

【摘要】为了营造书香校园，培养学生的阅读兴趣和提高阅读水平，我校研究团队借助SLS平台，以110
名中三学生为研究对象，在全校进行E晨读研究计划。E晨读依据差异教学理论，照顾学生的个体差异，
所选篇章分年级、分主题、分文体，并结合各单元技能训练，设计不同程度、风格的晨读活动。学生借助
个人数码学习工具，选读纯文字或拼音版的、带声音和可查字典的篇章，通过SLS自测，在阅读护照上完
成任务。此外，高准备度的学生还可阅读更有挑战性的文章，并完成相应的挑战任务。研究结束后，团队
通过定量与定性研究检测学习成果。初步结果显示，基于SLS平台的E晨读差异教学模式，在一定程度上
激发了学生的阅读兴趣，也促进了教师的专业发展。
【关键词】SLS平台、E晨读、差异教学

Nasal Codas Merger in Chinese dialects: Modified Contrastive Specification and Sisterhood Merger 
Hypothesis
Jihye Yun  Asia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 Madison

Abstract：Chinese linguists have long debated about the directionality of nasal coda merger in Chinese 
dialects since the 1970’s. Some believe that the merging process is unidirectional (anterior to posterior) ,but 
others assert that alveolarization of nasal codas (-m>-n and -ŋ>-n) is the major trajectory. Previous studies 
failed to make a reasonable prediction about the further direction of the merger in addition to a lack of 
phonology-based analysis. This research analyzes the merging process on basis of Contrastive Hierarchy 
(CH) and Sisterhood Merger Hypothesis (SMH). The two theoretical frames make us draw two types of 
contrastive hierarchies: [Dorsal]>[Labial]，[Coronal]>[Labial]. That is，the merger between the alveolar 
and the velar nasal codas will occur after the completion of the merger between the labial and alveolar ones. 
Alternatively， the alveolarization of the velar nasal coda will happen after the completion of the merger 
between the labial and velar ones because the structure merger takes place on sister node of contrastive 
hierarchy. In conclusion， the final phase of the nasal coda merger will be the alveolarization of the velar 
nasal coda. The data of Chinese dialects and markedness theory both buttress the conclusion.

Keywords: Nasal codas，Chinese dialects，contrastive hierarchy，sisterhood merger

《易经》归纳、演绎思维在母语教学中的课堂实践和应用
庾潍诚  新加坡伟源中学

【摘要】作者根据自己长期研究《易经》的经验，提出和认为：《易经》作为中华古代的文化典籍，归纳
和演绎思维是它的最重要核心思想之一。同时，作者结合了自己多年的新加坡课堂教学实践，发现：《易
经》的归纳、演绎思维可以有效实践应用在现代的母语教学当中。归纳，是引导学生化繁为简，迅速掌握
教师布置的课堂指令或內容；演绎，则是学生有效应用课堂所学知识进行复述和重构。本文列举具体的课
堂实践应用例子，就是：(一)课堂的指令语言“ABCD”；（二）思维图的教学应用；(二)作文教学实践
的“DEEPAI”（细节描写）自创理论。作者最终观点认为，《易经》思想可以古为今用，实践应用到课
堂母语教学，从而达到提升学生的母语学习效果。
【关键词】易经、归纳、演绎、教学实践应用

中国古代建筑文化的汉字演绎
袁忠  中国华南理工大学

【摘要】中国古代建筑文化的丰富思想很多都凝结在一个个的汉字中。在汉字的构形、本义、转义、暗喻
等不同的运用中，存在着古人有关建筑活动、建筑形象、建筑心理等蕴含，很多汉字就是一个空间概念、
一个居住范畴。古人对中国古代建筑的感知的原初意识首先凝固在古汉字中，古代建筑的最初“文本”可
求诸古汉字，作为象形文字的古汉字与作为现实空间的古建有着天然而内在的通贯性。本文通过考察汉字
的字符构形及作为词或词素的单个汉字所展示出的建筑文化意象，探究作为表形文字、表意文字的古汉字
在其构形、组词、使用、书写等多方面体现的古代建筑文化意义。
【关键词】汉字、中国文化、古代建筑

GRR教学模式的实践与反思——以新加坡H2华文与文学新诗教学为例
张建立   张建平  新加坡国家初级学院    
张曦姗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2021年新加坡H2华文与文学新课程引进课外文学作品赏析的部分，与旧课程标准相比，这对学
生是具挑战性的变革。为应对该挑战，我院以新诗为切入点，设计了从指定文本到课外文学作品的教学实
践配套。该实践以“新加坡课堂教学实践要领”(STP)为指导，依据探究式学习（IBL）理论，采取“教、
扶、放、收”四个阶段的“渐进释放责任直接教学模式”（GRR），旨在逐步培养学生独立鉴赏文学作
品的能力。实践证实，这一教学策略增强了学生的信心和赏析能力；同时，也发现了一些有待进一步充实
和深入探索的空间。本论文将阐述该实践所采用的教学理论、教学策略、教学流程、教学成效及反思。
【关键词】  GRR教学模式、H2华文与文学、新诗教学    

“V走”和“V去”互换性的多重对应分析
张进凯  中国兴义民族师范学院 文学与传媒学院

【摘要】  本文在“原型—样例连续统”理论指导下，通过基于用法的多重分析方法探讨表征“位移运动
事件”的“V走”和“V去”的变异性和互换性。研究发现：“V走”主要表征位移方向不明确、没有位
移目的地的位移运动事件；“V去”主要表征位移方向明确、位移目的地可预测的位移运动事件，因此
“V走”和“V去”处于位移运动事件“原型—样例连续统”的不同位置，“V去”较“V走”更接近位移
运动事件的原型。“V走”和“V去”在表征位移运动事件原型特征和典型样例时不存在概念重合，在表
征位移运动事件非典型样例时，在概念变量特征的交互作用下表现出概念重合。
【关键词】多重对应分析  位移运动事件  概念变量  互换性  变异性

书面语言复杂度对华语二语者写作质量的影响研究
张漫莉  北京语言大学  

【摘要】本研究基于韩国学生的HSK写作测试语料，采用若干典型指标，对华语二语者的书面语言复杂度
与写作成绩之间的关系进行了量化分析，考察了词汇及句法复杂度指标对学生写作质量的影响。研究结果
表明：词汇复杂度和句法复杂度指标与学生的写作质量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Guiraud指标、虚词
使用比率、连词使用比率、复杂词使用比率、话题链数量、话题链分句数、零形成分数量和T单位数量等
指标对写作质量具有较强的解释及预测效度。
【关键词】语言复杂度、汉语二语、写作质量
  

基于树库的汉语二语写作句法复杂度研究
张婉莹  北京语言大学

【摘要】句法复杂度（Syntactic Complexity，简称SC）在评价二语者语言水平、语言动态发展及写作
质量中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吴继峰，2018）。已有的研究侧重于SC对日语、韩语等母语者的汉语写作
评估的有效性问题，研究结论未必适合少数民族母语背景的汉语二语书面语评价。基于此，本研究以参加 
HSK（高等）考试的维吾尔族考生的作文语料为研究对象，基于自建的汉语二语句法标注语料库，从粗粒
度和细粒度两方面指标体系入手进行以下四个方面的研究：（1）通过预处理构建小型依存句法树库（
Dependency Grammar Treebank），作为句法复杂度研究基础；（2）通过小句切分和搭配抽取研
究粗粒度指标和细粒度指标的分布特征；（3）针对不同写作水平的被试SC指标进行对比研究；（4）基
于典型SC指标体系探讨二语写作水平动态发展特点。研究发现，基于T单位等粗粒度句法复杂度指标在区
分学生写作水平和预测写作成绩方面的解释力较弱，而基于短语层面的细粒度句法复杂度指标能够有效区
分写作水平和预测写作成绩。
【关键词】树库、 二语、语法

阅读与抒情文写作教学的有机结合—以华侨中学（高中部）语文特选课程为例
张薇  王健仲  华侨中学（高中部）

【摘要】抒情文写作一直是学生的弱点，也是教师的教学难点。由于没有经过有系统的抒情文写作训练，
高中生很容易将抒情文、记叙文或议论文混为一谈，对抒情文的写作手法更是一知半解。再加上学生缺少
生活历练，要让他们短时间内掌握抒情文写作手法，并进行创作，无疑难度极大。有鉴于此，我们决定在
现有的教学内容上融入抒情文写作教学，尝试结合REAP的阅读理论与教学实践，将阅读与抒情文写作教

学有机结合，以39位高一H2华文与文学的学生为对象，引导他们建构抒情文概念，了解并掌握抒情方式
与写作手法，从而进行写作实践。最终，通过调查问卷、课堂观察和学生作品，梳理和分析了阅读与抒情
文写作相互融合的方法及其有效性。
【关键词】抒情文写作、阅读教学、REAP阅读方法、语文特选课程

地名中的关中方言
张文丽  陕西学前师范学院文学院

【摘要】关中方言，曾经作为汉民族共同语基础方言，对周边地区方言、其他地区方言和民族共同语产生
过重要影响。地名是人们用以区别个体地物的语言符号，而作为纪录地名的语言符号包含形、音、义三个
部分。关中方言区的地名，尤其是地名用字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关中方言的特点。本文从关中方言
区中的代表性地区——西安入手，整理分析其地名，得出如下结论：1.声母 （1）古全浊声母清化，平声
送气，仄声归并关中方言中存在差异，西安归不送气，例如“中官亭/中官厅”、“安居巷/钱局巷”。
（2）古知系开口字按照等分化，知系二等、庄组、章组止摄字与精组合流，读ts、tsh、s，例如“三里
村/山李村”。（3）古泥、来二母在洪音前混用，尤其是在洪音鼻音前，泥母混入来母，读l，例如“新
农田/兴隆庄”。2.韵母 （1）前后鼻音混用，关中方言后鼻音为ŋ，前鼻音丢掉鼻尾n，主要元音鼻音化
。由于在当地人听感上二者具有相似性，表现在地名中前后鼻音字混用。例如“上游巷/三友巷”。（2
）遇摄合口一等端系字，元音复音化，读ou，与流摄合并。例如“双楼寺/双路寺/双芦寺”。（3）果摄
开口字一等字与果摄合口字合并，例如“贺韶村/火烧村”。通过分析发现西安地名用字的流变反映了关
中方言的特点及其变化，具有强烈的方言特色，深入研究地名可以挖掘背后隐含的历史文化内涵，提升文
化软实力；可以为地名用字、拼写管理提供理论支撑，推动新时代的语言文字工作。
【关键词】关中方言、西安地名、文化

从外交新词语看中国外交动向—以2010-2020年度《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媒体新词语表为例
张星霞  韩国汉阳大学

【摘要】本研究基于2010-2020年度《中国语言生活报告》媒体新词语表中的外交新词语，运用数据分析
法，从其分类、使用频次和年度分布三个方面考察中国近十年以来的外交动向，为读者勾勒出中国外交全
貌，以期让读者更好地了解当前中国的外交形势，并为中国未来的外交实践提供一定的智力支持。本研究
认为，按照领域划分，这些新词语所涉及的外交领域包括总体外交、经济外交、政治外交、军事外交、文
化外交、科技外交和医疗外交等七大领域；根据性质，这些新词语所涉及的外交类型又可分为方针类、方
式类、事件类、成果类、组织/平台类、场所类、色彩类和人物类等八大类型。它们较为真实、客观地反
映了中国近十年以来的外交动向。
【关键词】外交新词语、中国外交动向、《中国语言生活报告》、分类、使用频次、年度分布

华语文汉字学习策略个案研究-以印尼华语文学习者为例
张胜昔　中国华东师范大学国际汉语文化学院
陈信助　台湾中国文化大学教育系

【摘要】对外华语文之汉字习得一直困扰着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与学。若华语文教学伊始就“重听说而
轻汉字”，不仅将形成中高级以上的学习阻力，更达不到语言习得可持续发展的教学效果。本研究针对一
名中高级程度印尼华语学习者的“初级汉字习得历程”进行了个案分析，围绕汉字习得心理认知、脑神经
机制、仲介汉字等理论，剖析形声字之习写、读音、识义三方面的“中介状态”，深度探讨了形声字之“
形义-音”的习得联结难度，说明汉字作为第二书写系统的学习策略，以及具逻辑性有系统的字本位教学
在华语文习得中的重要性。期许研究结果可提供日后相关教学与研究参考使用。
【关键词】字本位理念、汉字心理认知、中介汉字、可持续性发展、个案分析

“错位的称呼”—当代汉语社交称谓语的变异与泛化
张雪  澳门科技大学 

【摘要】汉语中的社交称谓语是汉文化特征的缩影，亦是对中国社会现状的即时反映(Chao1956， 
Gu1990， Wang2003)。无论是对于语言学本体研究，还是对于语言与社会的互动关系研究，该议题都
具有新鲜价值(Brown&Ford1961， Ervin-Tripp1972， Zhang2021)。本文基于真实语料收集与分析，
针对当代汉语中四个新兴社交面称语(social vocative)的使用原则、表意功能、交际效果等维度进行了
深入讨论（分别为：“（小）哥哥/姐姐”、“老师”、“同学”、“家人们”）。研究发现，当代汉语
社交面称词有如下特征：（1）原有亲属称谓用法深入泛化（例如“（小）哥哥/姐姐”）；（2）职业称
谓用法深入泛化（如“老师”）；（3）“错位”称谓语兴起（如“同学”）；（4）网络称谓语变异性

强（如“家人们”）。当代汉语社交称谓语处于全面深入的泛化与变异中，其成因、过程、程度等，都与
语言发展和社会变迁密切相关。
【关键词】称谓语、社交面称、语言泛化、语言变异

“给我+VP”的主观处置功能
章天明  日本小樽商科大学

【摘要】本文主要讨论“给我+VP”结构表主观处置的语义来源，以及“给我+VP”结构 主观处置功能
实现的机制。 第一，“给我+VP”有两种不同的语义特征。表示“请求”的“给我+VP”中的 “给我”
等同于“为我”或“替我”；而表示“命令”义时，“给我”不等于“为、 替、向”等等，“给我”只
表语法意义。 第二，“给我+VP”的主语只能是第二人称代词，或指人称谓词语，或者是 VP 的受事。
VP 应当具有 [+自主]、[+动作]和[-褒义]的语义特征。 第三，通过“给”字句处置义来源的再分析，以及
与“给 X+VP”句式的对比， 分析得出“给我+VP”句式具有主观处置义。 第四，“给我+VP”中“给
我”的语法化成分的性质，以及第一人称代词的介 入，使“给我+VP”的主观性得到实现。
 【关键词】语义关联、结构关联、受益和受损、主观处置

多元智能理论与对外汉语阅读教学研究—以《零食》为例
赵畅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

【摘要】阅读过程包含着反应读者认知过程的丰富材料，是学习者汉语能力高低的重要体现。虽然近些年
汉语阅读教学的研究层出不穷，但是汉语阅读课堂仍存在着学生学习被动的情况，因此其教学策略还有待
进一步的研究。经过对教学理论的研究，多元智能理论从心理学角度研究了人的智力潜能是多元的，而阅
读教学不仅要教授学生语言文字知识和阅读规律，还要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因此， 我们认为， 对
外汉语阅读教学要想达到最佳的效果， 就必须从多元智能理论出发。本文主要结合《零食》一课从智能
理论下的每一个智能元素分析适合的教学策略和具体实践情况，最后经过反思提出多元智能指导下的阅读
课的教学原则，希望能够为阅读教学者提供一定的参考性建议。
【关键词】对外汉语阅读教学、多元智能理论、教学策略

中韩二语教学高阶教材对比与分析
赵莉  南京大学
赵学玲  Seogwipo-si, Jeju-do, Korea

【摘要】本文选取中韩两国用于本国语言国际教育的代表性教材《博雅汉语》（2018-2020）和《首尔大
学韩国语》（2012-2015），就两种教材高级阶段部分在文化主题选择、体裁内容以及训练模式上的异同
加以比较。认为两种教材在结构上都以文化主题来分类编排，并与训练模式紧密结合，但两种教材呈现出
的差异也十分明显。两者之间的差异固然可归因于两国国情、语言、文化特点的不同，但文化视角和文化
意识的不同是最根本的原因。考虑认知规律和文化视角，选择恰当且丰富的文化内容，不仅能够更好地实
现与国际学生的共情和跨文化交际的目的，通过与语言功能的紧密结合，也能够使语言训练获得更好的效
果。
【关键词】二语教学、高阶教材、对比、分析

社会语言学视角下女性群体通称的使用情况分析
郑皓月  中央民族大学

【摘要】称谓是人类社会中体现特定的人在特定的人际关系中关于身份角色的称呼，称谓词语与社会发展
联系非常紧密，在新中国的发展历程中，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乃至与国际社会的关系都将对称谓
词的使用产生影响，并在历时语料库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迹。在语言生活中，女性群体通称使用情况的
相关统计既反映了语言生活的变化又反映了中国妇女的发展状况，本文主要从社会语言学视角出发，观察
女性群体通称的使用情况。分别从历时角度和共时角度出发，分析五四运动以来“女性群体通称”使用情
况的历时变化，分析不同语体下女性群体通称的使用变化，发现人们对女性群体通称“妇女”“女性”“
女人”“女子”语义特征的不同认识影响了人们在不同场合下对女性群体通称的理解和选用。
【关键词】社会语言学、女性、称谓、语义

反义词“前”“后”的平衡与不平衡研究
周欣然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

【摘要】反义词作为一种常见的语言现象在人们的生活中被普遍使用。一般而言，反义词总是成对出现，

形成平衡状态，即一个词与另一个词形式对称但意义相反。然而以“前”、“后”为例，作为现代汉语中
使用频率较高的一对典型反义词，却很少有人在使用时能注意到其背后隐藏的不平衡现象。本文第一、第
二部分均从义项、构词、所构词、使用频率这四个方面展开，分别探析反义词“前”“后”平衡与不平衡
的具体表现，说明两者在平衡中存在着不平衡。接着又从认知、语义、语用、文化四个角度阐述原因，正
是由于“后”的被认知时间更早、语义范畴更大、受语言经济原则影响更多以及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内涵更
丰富，才使其能够拥有更广的使用范畴和更高的使用频率，也因此造成了反义词“前”“后”的不平衡现
象。
【关键词】前、后、平衡、不平衡

整合训诂方法论新探
周雁飞  新加坡新跃社科大学

【摘要】陆宗达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提倡“训诂方法的科学化” 。本文运用肯·威尔伯的”整合理
论”，采用其“四象限五要素”的框架结构梳理审视传统的训诂理论和方法。首先论述了训诂原理与整合
理论的内在关系，在此基础上将训诂学的适用范围与整合理论相结合，阐释其与传统训诂方法之间的深层
关联模式，及其有效性、前瞻性，进而使整合训诂方法不仅具有理性的解析，而且富于实践的可操作性。
本文是实践训诂学与西方阐释学（英语：hermeneutics）接轨的一次尝试，旨在为训诂方法论的现代转
化提供新的激荡和借鉴。
【关键词】训诂学、解释学、整合理论、四象限五要素

普通话句末语气词的句法性质
宗晓哲  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院

【摘要】本文探讨了句末语气词“啊、吧、吗、呢”的句法特征，认为它们超出了狭义的句法范畴，在话
语中具有表达功能和人际交际的价值。首先，从通过与语气副词、标句词“说”的位置对比，可以看出语
气词句法位置很高，独立于所在句子，属于语用层面。从语用角度来看，句末语气词具有明显的程序意义。
“啊”要求听话者参与到会话中，促进话论继续，是“互动标记”。“吧”在句中通过降低话语确信度，
缓和交际双方关系，是“礼貌标记”。“吗”要求话语权发生变化，促使听话者对所提问题进行进一步的
解释，是“问询标记”。“呢”在话语中起到凸显说话者所表达的语义关系的功能，使得话语与语境之间
存在一定的语义联系，是“焦点凸显标记”。
【关键词】句末语气词、话语标记、句法-语用接口

现代汉语周遍性主语中周遍义的形成原因
左思民  高丽大学中文系 /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  

【摘要】本文探讨了现代汉语六种周遍性主语中周遍义的形成原因。结论如下：在任指疑问类周遍性主语
句如“谁都认识”中，主语的周遍义是经由疑问代词的任指用法而获得的“全域义”。在含数词“一”的
周遍性主语句如“她一点道理也不懂”中，主语的周遍义依托梯级义经语用推理而得，并且只允许从否定
极小量达到否定全量的推理。在列举类周遍性主语句如“老王粤菜也吃过，川菜也吃过，鲁菜也吃过，浙
菜也吃过，中国八大菜系的菜都吃过”中，主语的周遍义并非列举的产物，而由最末的总括分句直接表达。
在物量词重叠类周遍性主语句如“家家都用上了煤气炉”中，主语的周遍义源于物量词重叠式所具的“每
一”意义。在含“全部”等词的周遍性主语句如“全部（都）得参加会议”中，以及含“每”等词的周遍
性主语句如“每个人（都）很认真”中，主语所含的周遍义由充当句子主语的词语直接表达。
【关键词】周遍性主语、任指、语义、语用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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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赞助单位

七、论文摘要

试析因果连词“因而”“从而”“故而”
安美璇  北京师范大学

【摘要】“因而”“从而”与“故而”是表示因果关系的一组连词。经考察发现，三个词的生成方式均属
于跨层结构的词汇化，源头可以追溯到先秦文献语言。古代汉语句法结构模式的弱化和消失是促成三者词
汇化的重要动因，因此立足于古代汉语，结合词素“从”“因”“故”的词义及特点，考察并解释连词“
因而”“从而”“故而”在现代汉语中存在的使用差异，可以得到三者的区别特征。具体表现为：“因而
”强调因果之间的联系，依据前者推测出后者，后者可以是有所依据的推论；“从而”强调两个事件的发
生存在先后顺序，表达因果关系时，需要首先在语境上满足因果逻辑，通常更强调结果；“故而”所连接
的“原因”与“结果”均是已经发生的既定事实或客观存在的现实情况及惯例，通常更强调引出结果，但
也关注对原因的追溯。
【关键词】因果连词、词义特点、区别特征

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口语流利性评价指标效度研究
鲍杰 北京语言大学
 
【摘要】口语流利性是衡量二语学习者口语水平的重要标准，然而学界对于是否有必要从多个维度对其展
开评价尚没有明确的回答。研究以78份韩国汉语学习者的HSK口语测试录音为研究对象，以专家评分作为
参照，从时间、表达、语言（包括句法、词汇、语音）三个维度选取24项指标作为评价依据，来考察各
项指标对考生口语流利水平评价的效度。研究结果表明（1）所选取的指标中，与口语流利成绩相关的指
标共13项，可以解释口语流利成绩74.4%的方差；（2）在13项指标中，有5项时间维度指标、2项表达维
度指标和5项语言维度指标（句法指标1项、词汇指标4项）能够区分考生的口语流利水平。以上结果说明
在对汉语学习者的口语流利性进行评价时，有必要提取多维度特征。
【关键词】口语流利性、评价维度、指标效度、韩国汉语学习者

潮汕方言陈述语气词“哗（还）”的用法及其语法化
陈楷森  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摘要】在潮汕方言中，“哗[hũã33]”是表示确认某个事实的陈述语气词，由“哗”所构成的“VP哗
[hũã33]”可根据语境还原为“VP1□[hũã33]VP2”，还原式中“□[hũã33]”这个语音形式不再能分
析为语气词“哗[hũã33]”，而应分析为副词“还[hũã33]”。文章在考察语气词“哗”和副词“还”的
基础上，指出语气词“哗”的本字是“还”，语气词“还”由副词“还”语法化而来，其“确认”义来源
于副词“还”的“延续”义，虚化环境是根据语境省略了VP2从而使副词“还”处于句末位置的“ V P 1
还 ” 。 这 种 确 认 功 能 在 语 用 类 推 的 作 用 下 ， 最 终 固 化 为 语 气 词 “ 还 ” 的 语 法 意 义 。
【关键词】哗、还、语气词、潮汕方言

湖南平江赣语能愿动词“要”的脱落及长音现象考察
陈山青  邹珊珊 湘潭大学
 
【摘要】湖南平江赣语能愿动词“要”在语流中可脱落，使前音节读音补偿性加长，从而形成“脱落→长
音”音义互动现象。除了单一脱落外，“要”还可与副词“也”形成双重和选择性脱落。实验语音分析显
示，长音具体表现为音节的主要元音发音明显加长，声调调值变为[原调值+4]，声母不发生改变。语言经
济原则和韵律法则是该现象形成的动因和机制。能愿动词“要”的脱落代表了汉语音节脱落的一种类型，
提供了一种句法创新的途径。   
【关键词】能愿动词、要、脱落、长音、音义互动、韵律法则

中国古诗与其印尼语译文比较研究——以唐诗的韵律问题为中心
陈衍宏(Clement Tanaka) 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摘要】经过调查发现，目前中国古典诗词的印尼语译本数量不多，此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印尼上世纪
50年代至90年代的“禁华”政策所影响。诗歌翻译主张“三美论”，韵律是诗歌创作的重要因素之一，
韵律的转译应当被重视。本文梳理约有7种唐诗印尼语译本之后，发现周福源译文尤其重视“音美”部分。
本文根据译文的用韵情况与印尼古代诗歌类型进行对照，将周福源译文分为五种类型。然而，受到语言差
异的影响，多数诗作经过翻译后，在词语数量方面难以呈现形式上的一致，仅有少数情况或巧合原因达到

词数相同，如《十五夜望月寄杜郎中》原文与译文均有7个字（汉）、7个词（印尼），此现象或许为周
氏无法满足押同韵情况之下，对字数采取了一定的“补救”措施。最后，为了提高中印尼韵文作品翻译的
水平，本文提出了从宏观及微观层面的相关建议。
【关键词】唐诗、韵律、印尼语译本、比较

字本位理念之华语文教育生态系统教学效能分析
陈信助  台湾中国文化大学
张胜昔  中国华东师范大学

【摘要】本研究依据差异化教学与适性化教学理论探讨华语文教学生态系统中「字本位 理念」的教学效
能的重要性。透过台湾某大学华语文中心的初级华语文课程进行实验研 究。本研究采用开放式行动研究
法，辅以文献资料分析法、经验总结法和调查访谈法。研究过程包括「计画-实施-观察-反思」四大环节，
首先依据学习者背景之差异与需求， 适度安排（调适）总体教学方案及课程；再透过华语文「听、说、读、
写」并重的「综 合教学法」推进新的班级经营，以字本位理念及教育生态系统为基础重新设计和安排课 程；
然后依据学习者对课堂教学环节的感知进行反思与检讨，进行行动研究。研究结将提供对外华语文教学与
研究参考使用。
【关键词】差异化教学、适性化教学、字本位、教育生态系统、综合教学法

六何法的教学局限及其对策
龚成 王娟 郑文佩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六何法”能帮助学生快速找出文章的主要信息，经常被用在阅读教学中。很多教师在写作教学
中也常使用六何法指导学生构思，列出写作大纲。六何法在阅读教学中的优点较为明显，但在写作教学中，
却有其教学方面的局限。因为使用六何法进行选材，其实只是对选材信息进行罗列的手段，它是选材的结
果，而并不是选材的方法。至于如何确定“六何”中的诸多信息，为什么是此信息而不是彼信息，正是学
生特别需要得到辅导和训练的地方。而这个思维的过程，较少在课堂教学中得到显性训练。本文以写人和
写事的记叙文为例，通过思维过程的角度分析六何法在写作选材上的局限和不足，并尝试提出相应的解决
办法，帮助学生利用六何法进行最优选材。
【关键词】六何法、写作教学、教学局限、对策

法汉翻译中的名动词类转换
成萌 法国索邦大学

【摘要】词类转换是 J.-P.Vinay 和 J.Darbelnet (1958) 在《法语与英语文体学对比》中，通过对法英
文本的比较分析，提出的翻译主要手段之一：“ 在不改变信息含义的前提下，一种词类替换另一种词类
的过程。”由于法语与汉语在词汇和语法功能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在翻译实践中，译者往往采用该手段使
翻译变得更精准地道。该研究将基于对法国文学作品《红与黑》原文与三个中文译本的对比而进行词类转
换的相关分析。本文中我们将主要介绍在法汉翻译中出现的法语名词转换为汉语动词的现象。比如，法语
中紧随时间介词的动作名词常转换为汉语动词；又如，法语时间名词后的动作名词或情感名词可转换为汉
语动词，等等。通过对比，我们将发现汉语更习惯于用动词来表达时间含义。
【关键词】 词类转换、 法汉翻译、名词、动词。

中韩小说的机器翻译与人工翻译对比—以中国当代代表作家余华的作品为例
崔贤植 上海商学院

【摘要】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飞跃发展，神经机器翻译取得了巨大进展。机器翻译能否取代人工翻译？机
器翻译能否翻译小说？以上议题已成为翻译学界的热门话题。本文以中国当代先锋派代表作家余华作品的
韩译实例，选用中韩两国具有代表性的机器翻译引擎百度翻译和Papago，从文化负载词、长难句、超
句翻译单位等层面对比分析机器翻译和人工翻译，探讨机器翻译存在的问题以及前景展望。
【关键词】机器翻译、人工翻译、中译韩、小说

基于语料库的对外汉语同义词辨析—以“一定”和 “肯定”为例
崔香兰·朴兴洙  韩国外国语大学
 
【摘要】本文希望通过语料库的实证研究，探索出同义词“一定”和“肯定”的异同点和搭配对象的互补
性，以更好地理解并使用。 一般的同义词辨析大都通过字典等工具，依靠直觉经验和内省的方式。虽然

字典具有权威性，但仅仅依靠字典来辨析同义词存在许多不足之处。大型语料库以及先进的检索工具以其
特有的优势为同义词辨析提供了新的方法。本文基于先进的北京语言大学大数据与语言教育研究所的
BCC语料库，采用定量和定性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以同义词“一定”和“肯定”为例，分别从语域
分布、类联接、搭配特征及语义韵方面进行了同义词辨析的实证研究。 综上所诉，本文立足于对外汉语
教学视角，旨在探讨如何帮助学习者更加直观、有效的辨析近义词“一定”和“肯定”。尽管在内容上还
有许多不足之处，但仍然希望可以为汉语同义词教学提供一个可参考的依据。 
【关键词】 同义词、对外汉语教学、语料库、词语搭配、类联接

《岳麓书院藏秦简（伍）》部分字词研读
高婷婷  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

【摘要】《岳麓书院藏秦简（伍）》包含秦代大量律令档案材料，内容丰富，史料价值 高。本文提出五
则字词释读、断句意见，如简 131-132“劾”如字读、“失道” 当指偏离目的地、“回留”应断读开；
里耶秦简 8-777 号简当断读作“从人论、 报、择（释）免归致书具此中。”“简 163“私属免婢”当断
读开；简 199“率” 有劝勉之意；简 225“均”读为“徇”，巡视之意等。以期进一步疏通文义，为 学
界后续利用该文本提供便利。 
【关键词】岳麓秦简、字词释读、断句

语法训诂浅议：基于三个平面的“新描写”
高扬 浙江财经大学

【摘要】利用语法进行训诂实践最为关键的一步，是对疑难词句进行细致的结构描写。传统结构主义成熟
的描写方法的确解决了大量的问题，但是古代汉语，尤其是上古汉语作为一种综合性倾向的语言，存在大
量同形异构、一种形式表示多种功能、多种结构表示一种功能的现象，传统成分分析的方法在描写时还是
显得捉襟见肘。想要精准的描写就必须高度重视语言学理论工具，将不冲突的理论加以融合，将解释与描
写加以统一。因此我们的主张是：语法训诂应该基于古代汉语综合性的倾向，充分利用语言学理论，以考
察分布为核心，剥离语言外证据，根据需要在语法、语义、语用三个平面展开研究，在描写中加深解释，
在解释中深化描写，从而对待考词句的显性和隐性结构都做出最细致的描写，进而考察句例分布，求得达
诂。如在语法层面，除了关注最表层的成分组合外，也应该注意到，长期被忽略的汉语韵律，实质上就具
有形态的功能，利用这一形态，可以很好地解释一些传统结构语言学无法解释的问题，进而对结构做出精
细描写，解决争议。再如语义层面，上古汉语缺少形态变化，其他语法形式也比较隐蔽，位于深层的语义
层面研究涉及到语义特征、语义指向、义素分析、语义场等。如能充分利用，则可通过充分解释，对结构
做更准确的描写。而语用理论，可以帮助解决句与句之间的问题，适合处理一些重复、句读争议；而鉴于
语言普遍存在的语用诱发机制，这个层面的研究更是在描写时不能或缺的。
【关键词】语法、训诂、新描写主义、解释

皖北中原官话区淮北方言的疑问句
郭迪迪  郭辉  亳州学院中文

【摘要】“淮北”指安徽省北部的淮北市，辖相山、烈山、杜集三区和濉溪一县。按《中国语言地图集》
（2012）的分区，三区和濉溪分属中原官话徐淮片及商阜片。淮北方言疑问句有是非句、特指句、选择
问、反复问句四类。是非问是在陈述句末尾加上扬的语调“↗”表疑问。特指问常在句中用“啥子、咋的、
咋着、哪来”等代词作疑问点，要求对方就疑问点作出回答。选择句常用“是/ｖｐ还是ＶＰ”的选择格式作
疑问的焦点，句末常用语气词“昂”。文章主要描写分析了淮北方言的“可ＶＰ、ＶＰ不/没ＶＰ、ＶＰ
不(啵)/没有”三种形式的反复问句，并讨论了“ＫＶＰ、ＶＰ－neg、ＶＰ－neg－VP”的历史层次及
“可ＶＰ、还ＶＰ”的来源。
【关键词】皖北中原官话、淮北方言、疑问句

欧化影响下表范围限定的方位结构“NP抽象上”
郝锐  首都师范大学

【摘要】受欧化影响，早期现代汉语中表范围限定的方位结构“NP抽象上”集中大量出现。新中国成立
以来中期现代汉语中这一结构呈现新的发展态势。使用方面，表范围限定的“NP抽象上”成员有增有减、
有“潜”有“显”，但“增”和“显”是主流，既有量的增，也有类的显。语法功能方面，早期现代汉语
中“NP抽象上”可以充当状语、定语、补语，中期以来则发展出了“句首修饰语”的功能。具有人际功
能的“NP抽象上”成员正是从做句首修饰语的位置上进一步转变而来，且逐渐发展出全句评注、传信和
情态、衔接连贯以及焦点凸显等功能。

【关键词】欧化、NP抽象上、历时演变、表达功能

华语综艺节目对新加坡华族学生之影响的调查—以南洋理工大学为例
洪玮嬣  许润芳  南洋理工大学

【摘要】随着新媒体覆盖面的不断扩大和华语综艺质量的逐步提高，两岸三地和新马的华族年轻人对综艺
节目的关注度不断上升，由于没有语言壁垒、更新及时、内容有趣、种类丰富，新加坡华族青年大多对华
语综艺节目有所了解，部分学生更成为了资深观众。本文通过对本地华族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掌握其观
看华语综艺节目的频率、动机和偏好，两岸三地及本地华语最受欢迎节目的播放渠道、类型、主题、播放
平台和制作地点，华语综艺及相关对新加坡华族大学生华语使用水平、文化素养等方面产生的影响，了解
大学生在观看过程中感受到的文化、思维差异及对节目内容制作方向的期待，总结华语综艺对华族大学生
的影响及其走向华语中圈的可改进之处，为两岸三地及新加坡本土华语综艺节目发展方向提供参考，探讨
综艺节目等文化项目应用于汉语国际教育的可能性。
【关键词】汉语国际教育 综艺节目 华语 口语教学

短视频技术应用于听障初中生汉语教学的研究
洪臻颖  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 

【摘要】媒体技术极大地促进了短视频内容的发展与传播，短视频也成为了前者最常见的应用领域之一，
为身处不同行业的受众提供了信息输出和接收的渠道。而短视频的普及恰恰赋予了听障学生群体公平地接
受信息的机会。目前，以短视频为媒介，对听障学生进行汉语教学的研究仍有较大的发展空间。由于先天
或后天的身体缺陷和特殊的成长经历，听障学生常常会产生严重的自我封闭心态和对陌生环境的抵触心理，
又因与社会接触机会较少，自然地落于信息传输通道的末端。因此，只有将语言与技术二者有效地融合，听
障学生才能在汉语学习的道路上缩短与健全学生间的差距，且逐步实现“信息平权”。本文将以听障初中学
生的汉语学习过程为研究对象，依据认知语言学的相关理论，通过对听障学生的语言获得过程进行语境依赖
方面的研究，提出短视频应用软件参与其汉语习得的改进方案。
【关键词】听障学生、汉语教学、短视频 语境依赖

从康德的文学艺术理论看阅读在提高华文作为第二语言学习的学习兴趣中的作用
黄婉玉  林进展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新加坡以英语为通用语言，学生的华文学习缺乏足够的语言环境和学习动机。华文作为第二语言
的社会地位既定，其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不足的情况既定，仅依靠功利性动机注定无法引起学生学习华文
的足够动力，需要一个非功利性方法来提高学生学习华文的兴趣。康德在其美学理论中提出，由审美判断
所产生的愉悦是无功利性的、无任何利害关系的愉悦。审美活动是一种非功利性的、无利害关系的活动。
他认为阅读是最高级的审美活动，具有审美活动无功利、无利害关系的本质特点，是符合人的自由本质的
最高级的活动。由此看来，阅读是一种无功利性的活动，能够产生普遍的愉悦感受，可以用来提高学生学
习华文的兴趣。而若要阅读能够担当引起学生学习华文兴趣的重任，则需要让华文阅读回归阅读的审美本
质。
【关键词】第二语言学习、无功利性、阅读、学习兴趣

华文写作：微视频的运用策略再探
黄易亭  张水福  郭兰花   新加坡国家初级学院
张曦姗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中学低年级的学生在记叙文写作的内容上总是千篇一律，主题不够鲜明，详略不当，更严重的是
内容缺乏逻辑性，情节不合理。因此，研究团队希望通过微视频帮助学生“乐于用华文作书面表达，能感
受写作的乐趣，丰富写作内容”。微视频教学模式从观看微视频开始，过后通过提问，在科技平台上让学
生思考与分析，同侪间针对视频进行讨论，并和老师一起总结视频内容的主题、人物形象等技能，经过这
一系列的思考与讨论，教师才给出对应的作文题目。这项研究已在本院连续进行了两年（2020-2021），
今年我们以137名低年级学生为研究对象，再优化教学策略，希望持续为中学低年级写作教学提供一个简
易、操作性强的教学方法，以提升学生的写作能力，并加强学生写作的信心。
【关键词】华文写作、微视频、中学低年级
 

汉语二语者动名搭配习得研究
姜晓欣 北京语言大学

【摘要】本文将从研究内容、研究语料、研究结果三部分概述论文内容，具体如下。 一、研究内容 通过
动名搭配中名词宾语的语义类别、错误搭配的类型分布、不同母语背景 二语者动名搭配产出量三个维度
考察二语者与母语者、不同母语背景二语者（日 语、韩语、维吾尔语）HSK 作文中产出的动名搭配是否
存在差异。 二、研究语料 二语者语料我们选取了 2010 年 10 月 HSK 考试作文 90 篇，其中，韩国、日 本、
中国维吾尔族二语者作文各 30 篇。母语者语料是高三及其以上学历的汉语 母语者按照 HSK 作文考试要
求写的同题作文，共 30 篇。 三、研究结果 1、动名搭配中宾语对语义角色的优先选择关系是“受事>对
象>等同>致使> 结果”，二语者与母语者动宾语义类型选择顺序基本相同。 2、动词误用占偏误总数的一
半，是主要的偏误类型。 3、日本二语者与韩国二语者产出正确搭配的比率不存在显著性差异，产出 搭
配总量最多、错误搭配数量最少的是维吾尔族二语者。
【关键词】汉语二语者、书面语、动名搭配

汉语学习者常见的母语负迁移及教学对策
蒋一鸣  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

【摘要】以英语为母语的汉语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常常会受到母语的干扰，这种现象被称为“母语负迁
移”。因英语和汉语具有明显差异，以及学习者受母语思维的影响，“母语负迁移”现象在以英语为母语
的汉语学习者群体中屡屡发生，且有一定的规律性和同质性。研究母语负迁移有助于发现汉语学习的重难
点，指导教师更有针对性地开展汉语教学，从而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增强学生的动力和信心。过往文献
和本项研究显示，常见的母语负迁移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语音、词汇、句法、书写系统及文化背景。本
项研究将对以上五方面进行详细介绍和说明，并提供如下三点教学对策，以减轻母语负迁移对中文学习的
影响：归纳常见错误点并提供配套练习；营造“沉浸式”汉语学习环境；保持耐心并鼓励学生从错误中学
习。
【关键词】母语负迁移、汉语学习、教学对策

韩中后缀“X家”的语义研究 
金梅 ·朴兴洙   韩国外国语大学

【摘要】汉字和汉语最早在商末周初就被箕子传播到了‘朝鲜’， 汉语教学在韩半岛的历史源远流长。
作为汉字文化圈和儒家文化圈的国家，韩国对汉字、汉语和汉文化一直有较强的认同感。 韩国是大约从
公元600年开始，借用相当于汉语中高音的语音和文字。在韩语词语当中汉字词所占比例相当高， 虽然《
训民正音》（1446年）颁布之后， 韩国有了自己的文字， 汉字词的使用早己深入人心。韩语中的汉字词
大多保留唐宋时期的中古音韵， 书写上基本采用繁体字， 因此，韩国是最早接触和吸收汉字汉文化进行
汉语教育的国家。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不管是国家层面还是民间，韩国一直保持着汉语教育的传统。本
文研究的是汉语和韩语中共同使用的后缀“X家”（“X가”）的语义对比，特别是着眼于它的语义特性，
阐明意义差异为研究目的。韩中 “X家”的语义可分为同义，转移，变异的关系。笔者以类后缀“X家”
的语义特征、语用特征等方面来浅析“X家”词缀化产生的原因。韩中两国同处“汉字文化圈”之中，有
着密切的联系。第二语言的习得离不开牢固的第一语言基础。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研究已经成为一门独立的
学科，研究日益精深。各国的汉语学习者，在自身文化特点的影响下，对汉语语言的习得、难易把握、也
有着不同特点。其语言的共性及个性更有着不同于其他的特点，这为中韩语言研究提供了必要性，也为对
韩国的汉语学习者的研究提供了必要性。第一语言对第二语言的影响和干扰，所以常常会使第二语言的学
习者自觉不自觉地要以第一语言为标准来套用所学的语言，因此产生“对等”意识和偏误现象。希望中韩
共同使用的后缀“X家”的语义对比研究，对中韩之间跨语言跨文化研究的引玉之砖。
【关键词】 “X家”、类后缀、语义差异、韩国汉语学习者.

明末西班牙传教士菲律宾漳州闽南话教材古今韵母分合考辨 —以《汉语语法：漳州话语言艺术》（1620）
西班牙巴塞罗那图书馆善本为例
金美  中国厦门大学

【摘要】本文以在菲律宾马尼拉传教的西班牙道明会（又称“多明我会”）传教士撰写于1620年的教材
《汉语语法：漳州话语言艺术》（下文简称“漳州语艺”）西班牙巴塞罗那大学图书馆善本漳州闽南语为
例，对比考察今漳州话（下文简称“今漳州话”）与《广韵》音系韵母（每字所属韵摄开合等次及声调用
小字号标注于每字右下角），查考辨正明末菲律宾漳州闽南话与今闽南话韵母古今分合的历史音变遗存，
颇有启示意义． 
【关键词】 明末西班牙传教士、菲律宾漳州闽南话教材、古今韵母分合

跨语言视角下汉语结束义动词的语法化研究
景高娃  浙江外国语学院 

【摘要】本文采用共时和历时相结合的方法，对汉语结束义动词的语法化过程进行分析，并借鉴语义地图
的方法，描绘结束义动词的多功能性。事件连接功能的产生是结束义动词语法化非常重要的一环，符合类
型学结束义动词语法化的一般路径。在共时平面上，对方言中的结束义动词的关注还不足。“罢”在普通
话中已很少使用，但保留在豫北方言中，进一步虚化，并扩展出表达经历的用法。从跨方言或跨语言的角
度来看，汉语方言和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语言中的结束义动词有相似的从完结到经历的扩展路径。已见报
道的境外语言的结束义动词可以表达“以后”“已经”“完结”“接续”“过去”“完成体”等多种功能。
汉语结束义动词向完成体甚至经历体方向发展，体现了类型学的共性。
【关键词】结束义动词、多功能性、语法化、经历体

认知视域下韩国学生能性述补结构的习得研究
雷婷  中山大学 

【摘要】能性述补结构一般是指“V得/不C”结构，是汉语的一种特殊句法结构，该结构的使用条件相对
比较复杂，在韩语中没有完全相同的对应形式，因此韩国学生在使用该结构的时候常常出现各种偏误。传
统的“V得/不C”结构教学主要偏重于结构形式的描述，学习者虽然能记住能“V得/不C”的结构形式，
但是能准确理解把握并有意识地正确使用该结构的学习者却不多。本文尝试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对能性述
补结构“V得/不C”进行习得和认知研究，试图探索出能性述补结构“V得/不C”的认知加工机制，并以
此为依据帮助对外汉语教师找到更为科学有效的教学策略。
【关键词】能性述补结构、二语习得、认知研究、汉语教学

新马地区私会党的行业隐秘语
李国樑  新加坡独立民间文史研究员、民间文史顾问

【摘要】新马的华人帮会源自中国清朝的天地会，殖民地政府称之为secret society（私会党）。虽然一
些私会党员曾经回国反清，大体上私会党的本质已演变成通过武力争夺地盘，以新客与黄赌毒为主要营收
的社会罪案源头。19世纪末，新加坡私会党被令“解散”后，成立以洪门“廿一”为根基的“天地人神”
派系，行语亦趋向本土化，例如“平中”和“崩角”两大主流招纳新丁时都会“做大戏”和“布袋戏”，
急功好利的私会党老大则“去角”；私会党内部职位有426、415、49等，民间形容“08、24、369，敌
不过999（警方号码）”；一旦“风来了”最好马上把“白鱼”藏起来。此外，“开台”跑码头必须以《
五祖船》对诗，跟“水”相关的隐语甚至通俗化，成为民间方言惯用的俚语。 
【关键词】新加坡、天地会、私会党、行语

关于华文实时在线课堂互动技巧的思考
李静  范静哗博士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COVID-19的疫情导致许多青少年的学习场域从传统的同一物理空间的课堂转到虚拟空间的实时
在线课堂，实时在线教学的互动环境的改变也导致传统的师生互动条件发生了变化。当教师和学生分散在
各自的生活空间，在共享的虚拟学习空间中师生的互动与传统课堂相比，相对缺少非言语交流，这对学习
者的投入和注意保持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教师需要进行专门调整才能发挥在线教学的效果。本文从青少年
心理学的角度探讨注意力及其与在线学习的关系，进而分析在线课堂中的常见任务，并总结在线教学中的
一些互动技巧，目的在于通过形成良好师生关系、积极的学习氛围来加强课堂互动，为学习者赋能。文中
总结的互动技巧主要包括：1.激发学习动机的互动技巧，如提问、反馈、非言语交流等；2.教学过程策略
的互动技巧，如明确学习任务、设计话题以及任务导向教学等；3.差异化教学策略的互动技巧，如应用资
讯科技支持差异化教学、组织统筹课堂中的互动。
【关键词】在线课堂、非言语交流、青少年学习心理、在线互动

关于强调数量“就”的重音形式
李美京 韩国大邱大学
            
【摘要】本文主要以声学的方式针对既可强调数量多又可强调数量少的副词“就” 进行的研究。前人对
此研究已经很多如，在句法、语用、语义演变、语义指向、主观量等方面，但在韵律方面的研究却很少，
且几乎都靠语感来判断“就”是重读还是轻读。本文要对“就”的本体研究与韩汉对比研究同步进行，考
察在有无“就”的单量式结构中重音形式有何区别，还要看中国人和韩国人对“就”句子的音长和音高有
何不同。实验材料选择了《现代汉语八百词》，《现代汉语虚词词典》中的例句及自己调整的例句，一共
20个句子。实验对象为中国人3名，韩国人3名，各读三遍。分析对象一共为360（20*3*6=360）个句子，
57，600（20*160*3*6=57，600）个音节。本文要分析句中有无副词“就”的两种情况下，句中音长和
音高的不同。研究结果大体如下，第一，通过分析音长和音高来看，句中有无“就”时，重音位置有所不

同，没有“就”时，重音放在句末数量单位上，并且各音节的音长相差不大。强调少量时重音既可在“就”
上，也可在“就”后的数量单位上；强调大量时，重音放在“就”前。第二，韩国人不管副词“就”在哪
儿，一般都把重音放在数字上，有些人把它放在动词上。可见，韩国人对句中出现强调数量的副词“就”
的重音格式不太了解。第三，韩国人的每个音节音长区别不大，而重音的表现不太凸显。
【关键词】重音、 副词“就”、音长、音高

东南亚华语早期词汇发展变化研究
李权  北京师范大学

【摘要】本文以《叻报》《新国民日报》为研究对象，分别选取1917-1920（本文称之为“前期”）和
1930年前后（本文称之为“后期”）的等量本地新闻语料进行两点间的词汇比较，主要有以下两点变化：
第一，文言形式减少，白话形式增加。早期华语的语言风格可归纳为“文白相融”，即尚古的文言词和通
俗的白话词并存共用。对比前后期，文言形式有所减少，白话形式有所增加，体现出文言向白话的过渡特
点。第二，由不稳定趋于稳定。表现为如下语言事实：其一是同义形式的选择，如同素异序词，其二是异
形词的选择，包括自源和他源两类。它们均表现出前期词形丰富，且频次相近，后期出现了主要词形的变
化。以上几种变化主要受以下三种因素的影响：其一，早期国语的影响；其二，东南亚本土因素的影响；
其三，外语的影响。从“史”的角度来看，应该将共时和历时的研究思路相结合，多角度考察影响华语发
展变化的因素。
【关键词】东南亚华语、叻报、新国民日报、词汇

基于网络技术支持下韩国高校汉语教育现状
李秀彬 韩国仁荷大学/中国天津师范大学

【摘要】随着网络技术的普及，不受时空限制可以展开汉语教育。在疫情情况下，多数韩国高校采取了基
于网络技术支持下的远程汉语教育。本研究主要考察对象为20所韩国重点高校的汉语教育现状，主要考
察范围为韩国政府的官方文件、高校常用的LMS系统，K-MOOC平台、KOCW高校资源共享平台、高校
的OCW平台、高校官方网站进行了考察。考察得知，1）汉语与其他外语相比，韩国政府对汉语教育方
面的支持力度变化不大，可说明为韩国政府重视汉语教育。2）韩国高校利用LMS系统开展混合式学习以
及远程教育提高汉语课堂教学的绩效。3）通过K-MOOC管理实施策划可以看出，韩国政府重视基于网
络技术支持下的远程教育，以及远程教育有着一定的意义。本文进行了基于LMS系统支持下的汉语课堂教
学设计。LMS系统可以实现以学习者为中心的课堂教学，又可以减少教师的备课时间。基于LMS系统的汉
语课堂教学可以分为三大环节开展不同的教学活动。1）课前环节主要进行资源学习，比如：教师把教学
资源上传到LMS系统让学习者进行自学。2）课中环节可以点击远程会议（ZOOM与谷歌会议）开展远程
教育。3）课后环节利用LMS系统上的练习，考察学习者的掌握度。4)学生互动方面，LMS系统上教师创
建小组之后，不仅可以进行生生互动，还可以线上会议当中可以进行师生讨论。本文的研究工作可以为对
韩国汉语教育的信息化与汉语教学改革工作提供参考并借鉴。
【关键词】汉语教育 、系统

混合式学习模式运用于文学教学的设计与实践—以H2华文与文学小说教学为例
李志元  新加坡莱佛士书院（高中部）
张曦姗  南洋理工大学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随着数码科技的普及，课堂的教学形态及学生的学习方式也有了巨大的改变。混合式学习模式便
是其中一大教育趋势。学生在选读H2华文与文学这门课前，较少接触过文学作品，也缺乏深入分析文本
的能力。因此，如何带领学生深入分析课程中的所有作品，并教授学生分析文本的能力便成了一大教学难
点。本文试图以H2华文与文学课程下的小说教学为例，探究如何将混合式学习模式运用于文学教学上。
首先，本文将介绍研究背景与对象，并阐述新加坡混合式学习模式的概念和理论依据。接着说明运用混合
式学习模式于小说教学上的实践过程。最后，本文通过学生调查问卷、聚焦访谈及教师观察来检视教学设
计与实践的成效，再反思教学过程中所面对的挑战。
【关键词】混合式学习模式、H2华文与文学、小说教学

“年老”对新加坡华族年长病患意味着什么？—以医患门诊会话中的“年老”为例
林鼎勋   林尔嵘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摘要】在公共医院的门诊互动中，时而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一些年长患者会在话语中向医生标榜自己“
年老”的身份，如：“这么老了”、“我岁数有了”、“八十七岁了啦”等等。我们发现，这些以话语标
识自己或他人的“年老”身份不只是单纯的在传达信息。实际上，在不同的会话序列环境中，以话语标识

“年老”作为会话行为能达到不同的话语作用。以新加坡某一家医院的门诊语料为例，我们结合会话分析
（Conversation Analysis）方法与身份类属机制（Membership Categorization Device）的视角，
探讨“年老”这一身份类属在门诊互动中的作用。研究显示，一些华族年长患者会向医生标榜自己“年老”
的身份，以完成特定的话语行为，包括：一、合理化自己的病症；二、拒绝医生的医疗建议；三、辩解自
己身体功能的缺失。通过分析这些年长患者标识“年老”身份类属的互动序列及相关的会话行为，我们旨
在揭示新加坡华族年长患者对于“年老”这样一种身份标签的观念及认识，说明身份类属机制是如何搭建
起交互双方对话语的理解，也为医患沟通研究带来新的启发。
【关键词】会话分析、互动语言学、身份类属机制、年老

维吾尔语、西部裕固语颜色词文化内涵对比研究—以“黑”“白”为例
林雅琛   中央民族大学

【摘要】本文总结对比维吾尔语和西部裕固语“qɑrɑ/�ɑrɑ黑”“ɑq/ɑq白”的义项发现，两种语言“
黑色”既含褒义也含贬义，均有伟大、尊贵、有力、程度深、粗糙、无知、坏、反面的和孝服等义。但维
吾尔族接受了汉族“黑色”代表非法、秘密的认识。维吾尔族和西部裕固族都认为“白色”代表吉祥、善
良。西部裕固语“白色”可指所有奶制品和非宗教职业者，维吾尔族受到其他民族影响，借入了白色“落
后、反动”等贬义。并从社会生产实践、宗教信仰、风俗习惯三方面讨论“黑”“白”文化内涵的异同原
因。
【关键词】维吾尔语；西部裕固语；“黑”“白”颜色词；文化内涵对比

试论对外汉语教材中的拼音教学设计及拼音对教学的辅助作用—以《博雅汉语（第二版）》为例
刘迪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

【摘要】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开始学习汉语，各种对外汉语教材层出不穷。语音教学在语言学习初
期有着重要意义，对于汉语来说，拼音教学是发展其他语言技能的基础。教材是教学的依据，一些对外汉
语教材中对拼音教学的设计缺少科学性和系统性，并且没有较好的利用拼音辅助之后的技能教学。本文共
有五章，以《博雅汉语（第二版）》九册书为研究对象，分别从研究目的和意义、拼音教学设计、拼音练
习安排、拼音辅助其他语言技能教学、研究结论等方面展开论述。《博雅汉语（第二版）》总体而言在拼
音教学方面较为完善，但在发音方法教学和拼音练习方面仍可提升。本文详细分析了教材中拼音部分的优
劣利弊，希望能为其他对外汉语教材的编写完善提供思路，提高对外汉语教学的质量。
【关键词】对外汉语、拼音教学、教材设计

台湾“国语”新义新用的“杀”
刘吉力  长沙师范学院文学院  

【摘要】台湾“国语”的“杀”动形兼备，以动为主，辅以形容词用法。形容词“杀”主要有“狠/酷/低”
三个义项，各义项来源不同；历时考察“杀”，呈现由升到降的发展态势，义项由单到多再到以“低”义
为主，“杀”的发展演变有其内外部原因；对比其他多个华语社区，台湾“杀”与其形成有无之别的新生
差异。新义新用的“杀”充分体现了台湾“国语”的变异性及独特性，因此是研究其最新发展演变的典型
案例之一。
【关键词】台湾“国语”、“杀”、形容词、变异

更好地与文献对话：留学生学位论文转述结构考察与教学
刘锐  澳门大学

【摘要】学术写作中，引用是与已有研究建立联系、创建自身研究空间的重要方式（Swales， 1990）。
因此需要大量地使用诸如“某某发现/认为”、“在某某看来”这类转述结构。学术英语（EAP）研究表
明，二语学习者在掌握转述结构上存在相当的困难（Neff et al. 2003；陈建林，2011）。本研究旨在考
察汉语二语者的学位论文中转述结构的使用情况。本研究从CNKI硕士学位论文库中随机选取了13篇留学
生用汉语撰写的学位论文作为考察对象。由于引用通常集中地出现在文献综述部分，因此考察的重点放在
论文的“研究综述/研究现状/文献综述”部分。我们使用Liu & Wang（2019）的分类体系对转述结构进
行了标注。结果显示，留学生学位论文中使用最多的是过程性转述，其次是话语性转述，最少是发现性转
述、认知性转述。对比成熟写作者的论文（刘锐、黄启庆、王珊， 2021），留学生过度使用过程性转述，
而发现性转述、话语性转述的使用比例偏低。结合不同转述结构的功能来看，留学生在引用中主要关注的
是研究对象、方法，而对结论、成果、作者的观点缺乏足够的讨论和分析。此外还存在以下问题：转述语
的功能类型、种类单一；（2）转述语误用；（3）转述结构滥用，造成无意义的引用。针对这些情况，
本文提出应该对转述结构进行针对性训练，综合使用范文学习、结构控制训练、改写等练习方法，帮助二

语者理解和掌握多样化的转述手段，以提高汉语学术写作的水平。
【关键词】转述结构、学位论文、引用、学术汉语、学术写作

虚拟世界和元宇宙：汉语国际传播的应用现状和未来的可能性
卢文慧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研究生

【摘要】依托现代信息技术和互联网平台在线教育的不断发展，“互联网+”开展汉语教学受到汉语教师
与汉语学习者的共同重视，使汉语国际传播更多样化。虚拟世界是一种持久的在线计算机生成环境，在远
程物理位置的多个用户可为工作或学习进行实时交互。本文首先介绍了虚拟世界的历史发展和元宇宙的概
念。元宇宙是互联网的延伸，允许用户彼此之间以及周围的环境进行互动，包括虚拟现实（VR）和增强
现实（AR)。人工智能（AI）的使用现已成为汉语国际教育的现实。通过特别关注四个特性，虚拟世界或
元宇宙的集成网络在四个领域取得进展：沉浸式现实主义、访问和身份的普遍性、互操作性和可扩展性。
对于每个领域，当前状态和需要的发展，这些特性被认为是可行的多元核心组成部分。本文考虑虚拟空间
在当代汉语国际传播的应用现状，以及元宇宙新技术领域的影响。以当代汉语为对象，以多学科交叉为视
角，结合汉语国际传播的相关实践，虚拟世界利益相关者和开发人员之间未实现的协作，构成人类社会文
化互动的一个引人注目的领域。伴随新技术发展和教学理念变化，在虚拟世界和元宇宙视野下展望汉语国
际传播发展的新思路。
【关键词】元宇宙、虚拟世界、人工智能、汉语国际传播

东南亚华语量词历时发展调查与思考
卢月丽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摘要】本文以东南亚华语为对象，以“史”的眼光观察东南亚华语中量词的历时发展面貌，最终按照“
史”的范式形成比较完整的表述，试图从一些具体的方面展现东南亚华语发展演变的内容及过程。文中把
东南亚华语量词的发展归纳为以下三种模式：上扬式、下行式及曲折式。在对上述语言事实考察与梳理的
基础上，文中得出以下两点认识：其一，东南亚华语量词的发展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其发展不止一种模
式，而是三种交织在一起；其二，华语量词发展演变的原因既有方言、英语的影响，又有其作为祖语具有
保守性的制约。
【关键词】东南亚华语、量词、祖语、历时研究

浅谈国际汉语教学中的跨文化理解 ―以在日教学实践为例
路浩宇  日本关西学院   
陈碧强  中国山东曲阜师范大学

【摘要】笔者以自己在日本大学试行的两次以“友谊”和“孝道”为主题的汉语口语教学实践为例，通过
学习者对“友谊”和“孝道”为主题所作的口头发表，在提升口语表达能力的同时，引导学生了解中国的
文化与哲学思想。通过观察学习者对“友谊”和“孝道”话题的口语课的参与情况，我们发现日本学生对
友谊话题的兴趣更浓厚，对友谊的理解比孝道更深，对友谊价值的认同大于对孝道的认同。日本是原子化
社会，由于个人本位思想在日本的盛行，学生对于跟自己关联紧密的同时代事物表现出更大兴趣。孝道涉
及两代人或三代人之间的关系，复杂程度远大于友谊，故不太容易引起在“核心家庭”的时代背景下成长
起来的当代日本大学生的同情与理解。由此可见，任何一种观念都与它的历史和人文环境有关，是传统延
续和社会生活的产物。由于“孝”涉及到代际关系，日本学生对“孝”的认识相对浅薄，往往是泛泛而谈。
由此引出对教学目标的思考：一，国际汉语教学不应仅仅停留在“术”的层面，而应在锻炼学习者基础能
力的前提下，上升到对学习者的人文关怀与灵性启迪的大道上来。二，知识传授与文化交流是两个层面的
问题，知识传授是无条件性的，而文化之间的融合是有选择性的。国际汉语教学需要在尊重文化多样性的
前提下进行。
【关键词】国际汉语教学、友谊 孝道、人文关怀
  

怒苏语多义词的文化内涵
罗自群  中央民族大学

【摘要】怒苏语是生活在中国云南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福贡县的怒族怒苏支系说的一种语言，属于汉藏语系
藏缅语族彝语支。怒苏语词汇，按照义项来分，有单义词和多义词两类。本文重点从多义词这一方面来分
析怒苏语词汇所体现的文化内涵，通过与汉语、藏缅语族其他语言的比较，来说明怒苏语词汇文化内涵的
特点。文中所用的怒苏语词汇都是来自本人田野调查获取的第一手语料。一、怒苏语多义词的类型：如果
以汉语为参照点，怒苏语中存在一些多义词——一个怒苏语的词，可以有两个及以上的汉语词语和它相对
应。既然是多义词，语音相同，语义相关。根据词性，可以把怒苏语多义词分为两类：1、词性相同的，

2、词性不同的。（一）怒苏语词性相同的多义词  怒苏语词性相同的多义词比较常见的是名词、形容词
和动词。（二）怒苏语词性不同的多义词  怒苏语词性不同的多义词，比较常见的是一个多义词具有两种
不同的词性，当然，也有一部分多义词不止两种词性。二、怒苏语多义词的文化内涵：我们把怒苏语词性
相同的多义词看做是静态相关，而把词性不同的多义词看做动态相关。和汉语比，和汉族比，使用怒苏语
的怒苏人和汉族在认知上存在着诸多差异，汉语的表达显得更精细一些，而怒苏语则比较笼统一些。怒苏
语多义词的这种特点，充分体现了怒苏语的文化内涵。
【关键词】怒苏语 、多义词、文化内涵

汉语二语者书面产出词汇多样性的文本长度效应研究
马庆 北京语言大学

【摘要】词汇多样性是二语表达能力的重要标志，是计算机自动作文评分的重要采集变量，但是词汇多样
性测量指标与文本长度之间存在复杂的关系。本研究从2010年4月HSK写作考试的实测大数据中选取154
份语料，重点探究了汉语二语者书面产出词汇多样性与其文本长度的关系。结果发现：（1）词种数、
TTR、Root TTR 、Log TTR等8个测量指标可作为词汇多样性测量的有效参量，但通过相关分析结果可以
看出，当文本长度过短的时候，很难反映出词汇多样性与作文成绩之间的关系；（2）8个测量指标均存
在文本长度效应，其中MATTR受文本长度的影响较小；其余7个测量指标随着文本长度的变化整体呈现出
线性的变化趋势；（3）当文本长度在60至100词范围内时，除MATTR外，相同文本长度下的LD值均存在
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关键词】词汇多样性测量、文本长度、语言产出、作文自动评分

西南官话中古非晓组字混读的声学考察—以四川中江为例
饶冬梅   西华大学

【摘要】古非晓组字的混读在西南官话中较为常见[1][2]。西南四省（四川、云南、湖南、湖北）方言中
非晓组字的混读主要体现为八种类型（见表1）。本文以四川中江方言的古非晓组字今读作为深度调查对
象（前人调查结果为Type2类型[2][3]），选择10位年龄在55-65岁区间的发音人（男女各5），得到约
9000个语音材料，提取擦音中段20ms的谱重心CoG（Center of Gravity）和标准差SD(Standard 
Deviation)两个参数[4][5]，从声学和感知两个角度考察了四川湘语中非晓组字混读（merger）以及语
音性变读（phonetics variation）的原因[6][7]：非晓组字的混读，跟[f]/[xu]发音的相似性以及感知混
淆有关，和语言接触也有密切关系。四川湘语受强势方言（Type 1）及普通话影响，混读规律出现例外
之外的字有所增多，混读的条件也逐渐走向单一化。
【关键词】四川湘语、混读、语音变读、语言接触

河北方言的“去分阴阳”现象
桑宇红  白茹 河北师范大学 

【摘要】学界对河北地区保定、唐山、秦皇岛地区冀鲁官话保唐片轻声前去分阴阳的现象已有报道，较早
应是《昌黎方言志》（1960），后有李思敬（1995）对宁河方言，接着田静（2007）、刘克龙（2010）对
唐县，后又有郑莉（2014/2019）、白茹（2016）、曹庆改（2018）、李仕颖（2019）、尹凯（2020）等
分别报道了与保定毗邻的石家庄的深泽、无极、辛集及衡水部分地区安平、饶阳也存在“去分阴阳”的现
象。河北方言去分阴阳具体表现为：（1）在单字调层面可以区分阴阳去，如无极和深泽；（2）在连读层面
区分阴阳去；主要分布于保定地区的曲阳、定州、唐县三个县市；（3）仅在轻声前连读时区分阴阳去，
主要分布于保定及石家庄、衡水部分毗邻保定的地区。
【关键词】河北方言、去分阴阳、连调及轻声、保唐片

课例研究：放声思考在阅读教学中的策略与设计
盛丽春、韩爱玲、幸锦龙 、胡晓苏  四德女子中心
张曦姗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为了提高学生在阅读理解、感悟欣赏及延伸拓展方面的能力，本校研究团队通过放声思考阅读策
略(Think Aloud Strategy)进行有系统、有针对性的阅读教学。放声思考策略是将个人内在的无声思考，
用口语表达的方式，将心中所思考的内容说出来。老师能借此了解学生的思维过程并加以引导纠正。放声
思考方式是展示思考能力的有效方法，让思维可视化，同时也能训练学生的口语表达能力。本研究以79
名中二高华学生作为研究对象展开三轮的课例研究。本文首先从研究背景、研究对象和研究目的做一个整
体介绍；接着阐明理论依据和相关概念；再具体介绍整个研究的教学实践过程。研究结束后，通过调查问
卷、教师观察以及学生反馈进行分析，最后再反思教学过程中所面对的难题与挑战。

【关键词】课例研究、放声思考、阅读教学

“洪武赶散”与苏北江淮官话
石绍浪  北京语言大学

【摘要】“洪武赶散”是指明初苏南向苏北平原一次大规模移民，虽然正史没有确切记载，但在苏北民间
普遍流传。苏北江淮官话入声韵有一个较为独特的特征，曾梗摄一二等帮组字读圆唇后元音韵母，并与通
摄合并，其分布与“洪武赶散”的移民范围基本吻合。比较发现，苏北江淮官话的这个音变应是源于苏州
移民的影响。今苏北江淮官话入声韵类突破中古韵摄的格局，发生了简化，也可能是明初苏州方言在苏北
扩散的结果。余论认为，在分析江淮官话与吴语关系时，不能只局限于“同源”的角度，还应考虑明初苏
州苏州方言在苏北的扩散。
【关键词】“洪武赶散”、苏州方言、苏北方言、江淮官话、入声韵

德国语言学家加布伦兹及其《汉文经纬》研究
宋楠  德国国际合作署中德合作中心； 波恩东亚研究院chinnotopia中国论坛

【摘要】本论文第一章介绍了与乔治·加布伦兹有关的史实，包括十七到十九世纪西方汉学的兴起、独立
与发展、加布伦兹家族史和乔治·加布伦兹的汉学之路。 第二章到第四章将《汉文经纬》拆分为“汉语
基本面貌”、“分析系统”和“综合系统”研读与解析，完整展现加布伦兹的语法思想和其构建的古代汉
语语法体系。论文的第五章和第六章，分别探讨了加布伦兹在西方近代语言学历史上所起的作用，以及对
汉语语法思想史的影响、突破和超越。同时在论文结语部分，讨论了中外语言学界对于《汉文经纬》一书
不甚明晰的几个问题。
【关键词】加布伦兹  《汉文经纬》

华文作为第二语言新闻听读教学的文献综述
孙晓颖   张丽妹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新闻听读教学在华文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中更是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本文回顾和介绍了
2001-2021年二十年间华文作为第二语言新闻教学的相关研究，文献主要来源于中国知网 (CNKI) 和Web 
of Science等数据库。本研究的文献综述主要围绕四个研究问题：第一，华文作为第二语言新闻听读教
学的目标有哪些？第二，华文作为第二语言新闻听读教学的原则是什么？第三，华文作为第二语言新闻听
读教学的难点有哪些？第四，华文作为第二语言新闻听读教学的教学策略和方法有哪些？最后，本文结合
新的时代背景提出了华文作为第二语言新闻听读教学的优化建议。本研究的成果和发现对华文作为第二语
言新闻听读教学具有良好的指导意义，同时也为华文第二语言新闻听读教学法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和指引。
【关键词】华文作为第二语言、新闻听读教学、教学目标和原则、教学难点、教学方法 

乙圩壮语多功能语素te∶ŋ1

覃薇  中央民族大学 

【摘要】本文对乙圩村壮语“遭受”义语素“te∶ŋ1”进行全面的调查描写，并刻画出“遭受”义语素
“te∶ŋ1”功能的整体面貌。对“遭受”义语素部分语法功能的语法化过程进行探讨，归纳出其语法化的
路径和机制，为学界了解乙圩壮语“遭受”义语素功能的语法面貌和特征提供新的材料。乙圩壮语的“遭
受”义语素“te∶ŋ1”呈现出多功能性，具备了十三种功能：①“触碰”义动词；②“对、中、合”义动
词；③“遭受”义动词；④“需要、用”义动词；⑤被动标记；⑥“对”义形容词；⑦“致使”义动词；
⑧情态助动词；⑨结果补语；⑩程度/状态补语；⑪“到、轮到”义动词；⑫副词；⑬假设连词。其中，
本文调查到了“遭受”义语素“te∶ŋ1”以往没有被调查描写到的功能为：①程度/状态补语；②“到、
轮到”义动词；③副词；④假设连词。
【关键词】乙圩村、壮语、“遭受”义

祁东湘语多功能词“落”的语义演变与主观化
谭丽亚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西南林业大学外国语学院
陈海宏  云南民族大学民族文化学院

【摘要】湖南祁东湘语多功能词“落”的用法比较特殊，其语义演变属于通过增加新义而产生的多义模式，
它的多个义项在语义上有一定的关联，或直接关联，如“落”作实义动词时的多种语义；或间接关联，如
前加准词缀型小称标记“落”可能是由实义动词“落”的“降生”、“遗留在后面”等义隐喻而来的。“

落”在祁东湘语中还可以重叠，在语义和语用表达上带有一定的感情色彩，可表达说话者对命题的多种主
观态度。祁东湘语“落”语义演变的认知机制主要有类推（隐喻与之相关)、重新分析（转喻与之相关）和
主观化（褒化、贬化与之相关)等等。
【关键词】祁东湘语、“落”、多功能、语义演变、主观化

论析新加坡华人华语及身份认同的变迁
谭国勇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身份认同的建构在国家及其国家层面下的政治、经济及社会发展上有着深远的影响。它可以使人
认可该国家在政治经济及社会层面上的立场及政策，也可以让人民在某种程度上产生了归属感。教育是建
构身份认同的其中一环。据王赓武教授与陈庆文教授所示，新加坡华人身份认同，是最没有代表性，后者
则认为身份认同是有目的性地建构出来的。由此说明了新加坡华人身份认同正等待人们来填补。也正是如
此，新加坡政府通过不同媒介，包括教育政策等手段来灌输和建构自身倾向的华族身份认同，即倾向于文
化上的认同。本文尝试通过1979年讲华语运动及新加坡教育部历来的教育改革报告书，来了解其倾向和
期许。1979年讲华语运动，主要目的是要整合新加坡华族各方言群体。当时，新加坡华人社会有多达12
个华人方言群体，拥有一个共同的语言：华语，促进他们之间的沟通，减少之间的纷争，团结一致。这有
利于营造及实施双语教育政策的大环境，从中促进经济发展。然而，时间的推移，讲英语家庭的增加，使
得讲华语运动有了新的使命，即提升人们对华文的认识。新加坡教育部在报告书中所倡导的文化认识，倾
向于应对华族内部压力和需要。这回应了陈庆文认为华人身份认同是人造的说法。与此同时，随着华人移
民的移入，他们所带来的文化是否再次在原有身份认同上融合或产生分歧，则是未知数。这将会直接或间
接影响新加坡华文华语以及教育发展的走向。
【关键词】新加坡、华人华语、身份认同、教育

新加坡高中文学教学提问策略的探讨— QUILT框架下的教学设计与实践
唐佑彬   潘旭    李俊贤    郝德奕 淡马锡初级学院
张曦姗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在华文文学课堂上，设计优质问题能引导学生进行品读和鉴赏。因此，本研究以主修H2CLL的
61名学生为研究对象，探讨基于QUILT提问框架激发学生学习兴趣与提升学生思维能力的课堂教学模式。
本文首先介绍研究的背景、对象及方法，阐述基于QUILT提问框架的教学理念与理论依据；接着以现代小
说、诗歌、戏剧以及文言文为例，介绍如何基于QUILT的提问框架设计不同类型的问题的提问策略；本文
也根据学生的课堂反应，探讨了QUILT提问框架下不同文学作品教学的几种提问策略和问题设计类型，在
体现以学习者为中心、加强师生互动和凝聚同侪间学习力量等方面的成效。本论文最后将通过前后测的数
据对比分析、学生反馈、教师观察和学生产出检视教学设计的实施成效。
【关键词】文学教学 、提问策略、 QUILT框架、教学设计

楚辞“羌”字句与湘西凤凰方言ʧʰɑ13字句 比较研究
田晓黎  中央民族大学

【摘要】楚辞里的“羌” ，自东汉王逸注释后的1800多年来 ，众多研究者引经据典， 却始终没有确解。
《楚辞》的“羌”字是否有田野遗存？在湖南湘西凤凰方言中存在极具特 色的ʧʰɑ13 1字句。本文从凤凰
方言ʧʰɑ13字句的田野记音开始，逐条分析，总结规律，再与《楚 辞》16 处“羌”字句进行对比研究，
结果显现，凤凰方言ʧʰɑ13字句基本传承着《楚辞》“羌” 字句的语义。 
【关键词】《楚辞》  羌

国际中文学习软件的大型网络游戏化
汪歆玥  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   

【摘要】汉语学习时间长的特点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二语学习者的热情，而当下飞速发展的大型网络游戏新
颖有趣，常令人沉迷。修坝不如引流，把学生们对汉文化和网络游戏的双重兴趣融入到汉语学习的全过程，
将有助于培养学习者持续性的学习兴趣。本研究分析了当下常用汉语学习软件中的游戏模式，结合现有网
络游戏的汉元素部分，提出了将汉语学习软件大型网络游戏化的具体设想。持续化：脱胎于传统的孤立小
游戏，将累计的学习成果作为升级模式，合理地穿插各类支线任务。系统化：学习者通过注册账号建立个
人学习档案，学习任务既包括集体学习，也包括多种自学形式。针对性：以学习者的需求为导向，提供相
应的实用汉语知识。灵活性：及时更新，高度重视用户反馈。允许教师使用游戏程序和知识库，以方便与
线下教学配合使用。
【关键词 】汉语国际教育、学习软件、网络游戏、学习兴趣

“ 打（타）”字的韩国汉字音形成过程考察
王 浩  四川轻化工大学人文学院  

【摘要】“打”字，在《广韵》中有两个读音，都是阳声韵，一个是梗摄、梗韵，开口二等，上声，端母
“德冷切”；另一个是梗摄、迥韵，开口四等，上声，端母“都挺切”。但是在韩国汉字音中，“打”字
读阴声韵타[t�ɑ]。本文从历史语言学和语言接触的角度出发，认为中世韩汉音（15-16世纪）中存在的
타[t�ɑ]和뎍[tiək]这两种读音，其形成主要是中国的影响，由“德冷切”和“都挺切”两种读法，平行
发展而来，“德冷切”变成了“都瓦切”直接影响了타读音的形成；“都挺切”本来是阳声韵，在传入韩
国以后，其阳声韵尾[ŋ]变成了入声韵[k]，实现了“阳入对转”，从而形成了뎍的读音。近代以后，随着
日语词向韩语的大量涌入，“打”字的日语唐音だ[da]与韩汉音中타读 音的高度相似性，使得타读音在
与뎍读音的竞争中，取得了最终的胜利。

汉语方言亲属称谓中的音变
王红娟  山东师范大学  

【摘要】亲属称谓是方言词汇中重要的一类，我们在考察方言间的词汇差异时，亲属称谓往往是重要的参
照项，如《汉语方言地图集 词汇卷》共有203条词汇图，其中涉及亲属谓的就有“爷爷、奶奶、外祖父”
等14条。在对汉语各方言中的亲属称谓进行梳理时发现，汉语方言的亲属称谓中普遍存在音变现象。比
如，山西运城的“弟”，单字音为“ti33”，但在“兄弟”一词中读音变为“thi33”。本文的音变的含
义是指：1.某个字或某类字在称谓词中的读音与其他情况中的读音不同。2.某个字或某类字在称谓词中的
读音于古今演变规律不合。本文讨论的方言亲属称谓中的音变类型主要有以下三种：个别音变、系统音变、
别义音变。
【关键词】汉语方言、 亲属称谓、 音变

乡村振兴背景下民族地区发挥语言经济效能路径的再探讨—基于西藏自治区林芝市M县的个案研究
王娟  陕西师范大学

【摘要】语言能力是重要的人力资本，语言经济效能是语言的重要社会效能，语言扶贫工作作为中国贫困
治理体系的有机构成，在国家脱贫攻坚的重要阶段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
后，民族地区的语言文字工作在扶持对象、政策范围和顶层设计方面也相应需要作出一定的调整。本文试
图在乡村振兴背景下进一步探讨如何继续发挥语言经济效能的路径。
【关键词】乡村振兴、语言扶贫、民族地区

四川方言的音系特征和两个历史层次
王倩  周及徐  四川师范大学

【摘要】 以往的四川方言研究认为，现代四川方言皆为明清时期的“湖广填四川”所带来。我们在近十
年的时间里，在四川作了广泛的方言田野调查。根据实地调查材料，我们提出新的观点：在四川省的岷江、
嘉陵江流域分布着两种不同的官话方言：嘉陵江流域分布着以成都话为代表的以“入归阳平”为特征的西
南官话方言，这是明清湖广移民带来的；岷江流域分布着以大邑话、宜宾话为代表的有独立的入声调的官
话方言，这是明代以前的四川本地方言的后裔。二者分属不同的方言层次而共存于今天的四川。本文以
2019年出版的《岷江流域方音字汇——“20世纪四川方音大系”之一》中语音材料为据，借助实验语音
学方法对成都话与大邑话、宜宾话作音系整理、以Praat软件绘制其声学元音图、声调曲线图，分析其在
音系上的规律性语音差别，说明今天的四川方言不仅具有以成都话为代表的湖广话语音类型，还有更为古
老的另一方言层次——这个音系今天仍具有入声独立、果摄一等字读为-u、麻三精见组读-i、模韵字读为-o
等语音特征。这些语音特征与成都话的湖广话语音类型有明显的差别，独立于成渝片西南官话而存在。 因
此，现代四川方言分为本地和外来两个层次：本地层次叫“南路话”，外来层次叫“湖广话”。
【关键词】四川方言、岷江流域、成都话、大邑话、宜宾话、方言音系

保定方言两字组连读变调及其若干问题
王帅臣  华北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 

在对河北省保定市下辖的24个县市区进行方言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展开本文的分析。首先描写清苑区的
两字组前字连读变调情况，以便对保定核心区域的变调情况有所了解。其次，介绍保定方言中的阴平变调、
阳平变调、上声变调、去声变调的地理分布、调值表现、调类分布等基本情况。再次，重点讨论上声变调
和去声变调。上声变调后的调值情况有一定序列性：一种是前字变调后与本声调系统的阴平接近或合流；

一种是前字变调后与本声调系统的阳平接近或合流。上声变调既有类型学上的原因，也有历史因素在起作
用。去声变调有一类和轻声有关。

西宁方言持续体标记“着”
魏萌  中央民族大学

【摘要】汉语西宁方言的体标记“着”主要表达持续体的语法意义。除单独使用，方言中“着”常与起始
体标记“上”、完成体标记“下/了”等其他体标记叠用。由此，西宁方言的持续体标记“着”多构成
“V着V”、“V着C”或“V着＋从句”三种结构。西宁方言持续体标记“着”常与起始体标记“上”、
完成体标记“下/了”等叠用，且均处于其他体标记之后，即动词后第二位置。叠用中，“着”仍表达持
续体的语法意义，其语义与前一体标记层层套叠，具有一定顺承关系。如与起始体标记“上”叠用时，“
上”的语义指向前面的谓语动词，构成“V＋上”结构；“着”的语义则指向“V＋上”这一整体，表达
动作行为开始并将进一步持续的状态，“着”具有一定未完整体范畴义。“V＋上＋着”结构还可续接其
他动词或补语成分，构成“V＋上＋着＋V”结构。此外，西宁方言持续体标记“着”常以“V＋着＋C”
形式用于述补结构谓语句中。其中，C可为程度、情态、结果、数量等多种类型补语，形式上可由单个形
容词或副词、数量或偏正短语及主谓结构充当。语义层面，“V着＋C”由“V着”与C两个时间过程构
成，C主要由“V着”引发或伴随，即两个过程包含一定的逻辑因果关系，这种关系可以是显性的也可以
隐性的。除构成“V着V”、“V着C”和“V着＋从句”结构外，持续体标记“着”还可用于西宁方言的
存现句和“的字结构”中，其用法具有一定独特性。
【关键词】西宁方言、着、持续体标记

“口”的比较词义探索
吴宝安  湖北大学文学院 

【摘要】“口”这一概念在汉语中主要有“口、嘴”两个词，根据它在汉语、汉语方言以及其他语言中的
用法，我们整理出了12组与“口”有关的共同引申，这些共同引申都可以通过“转喻”和“隐喻”来解
释。 基于转喻的共同引申有7条，如： 与言语功能相关，“口”引申出“说话、话语”义。与饮食功能
相关，“口”引申出“口味”“人口”义。与临近部位相关，“口”引申出“脸、鼻、咽”“口部饰物”
义。基于隐喻的共同引申有5条，如：与形状、位置都相似，“口”引申出“容器等器物通外面的地方”
和“出入的通道”义。与形状相似，“口”引申出“（山谷、水道等）大的豁口”“突出的部分；尖儿”。
这12组共同的词义引申在汉语、汉语方言以及英语、俄语、西班牙语、日语、泰语、印度尼西亚语、壮
语等语言中都以共词的方式出现，因此，我们可以将其看作是“口”在语言中的共同演变模式。
【关键词】“口”  比较词义 、共同演变

新加坡中学华文快捷课程后进生
语文学习的挑战和独立学习能力的培养
吴宝发  张曦姗  周淑君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后进生学习一直是教育工作者关注的课题，新加坡教师也不例外。后进生学习问题复杂，包括语
文基础薄弱；个人学习态度不良；缺乏独立与迁移的学习能力；课堂教与学方法不当等。本文立足于本地
一所中学的校本研究，借助文献研究法、问卷调查法与观察法，对中二快捷班24位后进生的学习特点进
行梳理，由此作出为期六个月对3个单元的教学调整的尝试，旨在分析后进生在课堂中语文学习的挑战以
及探索他们独立学习能力的培养。本研究对2021年新教材篇章里的语文技能做一次系统性的梳理，在课
堂阅读理解教学时，强调对文章理解的元认知策略之字义层次、逻辑层次、概念层次的教学，调动学生的
元认知，以弥补学生因语文基础薄弱带来的教与学问题。
【关键词】华文快捷课程 、后进生、中学新教材、元认知

中韩跨国婚姻家庭双语学习和使用状况及问题研究
吴思敏  闽南师范大学

【摘要】近年来，中韩跨国婚姻家庭日益增多。据统计，来自中国的在韩结婚移民总数在2019年已接近
20万人。中韩跨国婚姻家庭既有别于传统华侨家庭，又有别于普通韩国家庭，在语言文化上具有特殊性。
本研究以在韩中韩跨国婚姻家庭为研究对象，对其双语学习和使用状况展开调研，并针对其问题提出解决
方案。研究分三部分进行：第一部分利用文献分析法整理并分析韩国政府对多文化家庭的政策及多文化家
庭支援中心的相关资料。第二部分利用问卷法、访谈法与参与观察法对中韩跨国婚姻家庭进行相关数据采
集，并对数据进行定量与定性分析，多维度考察多种因子对语言的影响以及因子之间的相互作用及其与内
部、外部环境的交互关系，全面把握中韩跨国婚姻家庭双语学习和使用的特点及问题。第三部分综合考虑

调研结果，针对中韩跨国婚姻家庭双语学习和使用的问题和需求，从内部（中韩跨国婚姻家庭自身）和外
部（社会机构与教育部门）提出解决方案。本研究不仅可为中韩跨国婚姻家庭双语教育提供理论基础和实
践方案，还为以其为对象的双语教材及教学资源提供理论依据，为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跨国婚姻家庭双语教
育研究提供参考。
【关键词】中韩跨国婚姻家庭、双语教育、调研、解决方案

实践与反思：国际中文教学与信息通讯技术之运用
夏雪  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

【摘要】随着教育技术的发展，如何善用信息通讯技术（ICT）来服务于教学，实现以“学生为中心”的
教学实践，成为当今教育研究的热点。在国际中文教学领域，我们也面临着如何有效地将ICT运用于课堂
教学和学生学习的问题。本文即以此为出发点，在现代教育理论的基础上，以新加坡国际学校的非汉语母
语学生为研究对象，结合IB华文课程中的一个主题单元，从课件设计及课堂教学反馈等方面对ICT在国际
中文教育中的实践情况进行探索性研究，总结ICT辅助中文教学的几个原则：包括设计ICT要以学生学习
需求为核心，ICT的课堂使用应避免“喧宾夺主”，并反思教师在ICT运用中的作用，以期对新技术下的
国际中文教学发展提供参考。
【关键词】 ICT、 国际中文、课件设计、课堂实践

The Brief Analysis of Japanese Culture's Absorp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ulture
Hui Xu   Maca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bstract: Cultural exchanges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have a history of nearly 2,000 years. The fine tradi-
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ulture have exerted great influence on almost every aspect of Japanese 
life, such as architecture, clothing and so on. At the same time, Japanese culture has made a series of 
cultural innovations and developments according to its own national conditions while absorbing Chinese 
culture for reference. Starting with the reasons why Japan absorbed Chinese culture and analyzing the 
exchanges between Japan and China from 1972 to 2011, this paper analyzes and concludes that the similar 
cultural background of the two countries is the basic reason for Japan to better learn from Chinese culture. 
Finally, this paper expounds and analyzes Japan's absorp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ulture from 
three aspects: religion, ideology and diet. It is concluded that Japanese culture originated from Chinese 
culture, and before the Tang Dynasty, Chinese culture had the greatest influence on Japanese culture; after 
the Tang Dynasty， Japan began to have a real culture, but it was still influenced by Chinese culture.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and improvement of its own culture, it finally formed its own unique style. 
Key Words: Japanese culture; Chinese culture; Absorb; 

港式中文词汇与普通话的隐性差异
徐涵韬  北京师范大学

【摘要】“隐性差异”的概念及思想适用于全球华语对比研究，文章立足于此，讨论港式中文词汇与普通
话的隐性差异，首先以量词“枚”、动词“怀疑”以及名词“论调”为例，分析其在概念义、语法义、色
彩义等方面的表现；然后举例说明了隐性差异的三种存在形式，即有无之别、大小之别和程度之别，并指
出三者之间联系密切，不能孤立讨论；最后，文章认为未来研究应增强对华语隐性差异的考察分析，拓展
隐性差异的研究内容、语体范围及比较对象。
【关键词】隐性差异、词汇、港式中文、普通话

基本核心词词义的跨语言表现与特点—以61种语言为例
许可  冉启斌 南开大学

【摘要】本文建立了61种语言60个基本核心词词义数据库，从跨语言角度对其进行了细致考察。数据库
中共有义项约11440个，平均每词义项略超3个，最多达21个。平均义项数方面，动词最多，形容词其次，
名词、否定副词随后，数词、代词最少。义项数可能受词与外部世界的关联性、在词汇系统中的基本性以
及概念本身模糊性的影响。对词义引申深度赋值后，看到动词、形容词、名词的词义引申能力分较高，各
词的平均义项数与该分排名不一致。语言、词类对义项数量、引申能力分影响显著。通过网络图谱对词义
进行聚类分析和可视化分析后，基本核心词被分为10类，词类对聚类有影响。动、名、上形成较大词团。
名词[±指人][±身体部位]，形容词[±积极/消极]等特征会使词类内部形成关系更紧密的小类。图谱中，
hand连接动词和身体部位名词；head连接身体部位名词和指人类名词；man连接指人名词与褒义形容
词；one连接指人名词和数词；die、sleep等词连接动词和形容词等。

【关键词】基本核心词、词义引申、数据库、】可视化

冰墩墩的启示：中华文化符号海外传播的机遇与挑战
许琳皎  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

【摘要】北京2022年冬奥会吉祥物“冰墩墩”在国内外社交平台的爆红引起各界讨论。作为一种文化符
号，“冰墩墩”兼具多重内涵，承载着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功能。“冰墩墩”成为“顶流”，不仅
展现了中华文化强大的感召力，也为中华文化符号的海外传播提供了新思考。本研究基于符号学理论，从
视觉和语言两个维度分析符号传播的特点，挖掘“冰墩墩热”的深层原因，并从中得出中华文化符号海外
传播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基于此，笔者从符号传播的原则、内容和方式三方面提出了建议，即：调整传播
心态，着眼他者视角；加强内容设计，挖掘文化内涵；充分利用互联网媒介，引发情感共鸣。以期为中华
文化符号的海外传播提供借鉴，丰富中国文化传播领域的研究成果。
【关键词】中华文化符号、海外传播、文化传播、冰墩墩

韩国国民教育体系中汉语教育的发展与创新
许培新  山东大学

【摘要】本论文结合中韩两国历代交流的传统以及现代社会发展的趋势，在追溯韩国汉语教育发展历程的
基础上，重点考察自中韩建交以来韩国汉语教育的发展脉络，重点梳理并分析韩国国民教育体系中，大、
中小学不同层次汉语教育的发展情况以及出现的问题，总结韩国国民教育体系中汉语教育的主要特点；当
今国际大变局和新态势下，汉语教育发展面临着新情况、新问题，韩国国民教育体系中的汉语教育和学习
也在发生变化。因此基于教育理念升级、教学思路转型与教学模式创新，提出了加强韩国大、中小学汉语
教育的实践性、针对性，以及韩国汉语教育内涵式发展多元化路径的对策和建议。 
【关键词】韩国汉语教育、国民教育体系、内涵式发展

 
13—19世纪朝鲜半岛汉语教学对当代汉语国际教育的启示
许润芳  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

【摘要】朝鲜半岛有悠久的汉语学习历史，从以汉字为本、重视书面语学习到文言并重、对政治商务风俗
文化等不同领域进行全面了解，其汉语学习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汉学界人才辈出，促进了对中国制度、文
化的内化吸收及其本民族政治经济文化的进步。其中，国家层面的空前重视、语言政策的有力支持是不能
忽略的因素。目前流传的朝鲜半岛汉语教科书集中于13-19世纪，恰是两国政局革新、关系进一步密切的
时期，此类教材是今日研究两国历史上人文交往、不同时期汉语口语面貌、汉语教学法种类及影响、汉语
国际教育在半岛发展历程的宝鉴，本文以该时期《老乞大》《朴通事》《学清》等代表性汉语口语教材为
主要研究对象，结合韵书、字书及辞书类汉语书面语教材、《朝天录》《燕行录》与《朝鲜王朝实录》等
官方历史记载为佐证，共时对比同时期中国韵书。探讨官学、私学、司译院、承文院、译学院、质正官等
部门和职务发挥的历史作用，总结该时期朝鲜半岛汉语教学的优点和不足，力求为当代汉语国际教育汉语
人才培养、汉语教材编写、汉语教学法选择和语言政策制定提供一定的参考意义。
【关键词】朝鲜半岛、汉语国际教育、教学法、语言政策

语言赋能：乡村振兴多模态话语战略构建
杨城  浙江大学 

【摘要】语言是促进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乡村振兴中的每一步都离不开语言的力量。研究中首先依托多
模态话语分析综合框架，对余杭、桐庐、淳安三个乡村振兴示范地区的宣传片视频进行分析，总结其文化
、语境、内容、表达四个层面的多模态体现。其次依托质化分析的扎根理论方法，构建语言赋能乡村振兴
的战略模型，在组织、社会、个体三个层面探索赋能方向。最后，基于话语分析和战略模型提出未来语言
赋能乡村振兴的提升路径。研究发现，三个地区的多模态话语具有典型的区域特色，语言赋能乡村振兴需
要凝聚自上而下的多方力量，而国际化视角、内容的精准筹划、赋能视角的联动共振则是未来乡村振兴话
语努力的方向。
【关键词】乡村振兴、语言赋能、多模态、话语分析、战略模型

A Study on the Chinese Classroom of Foreign Students in the Epidemic Period Based on the Inter-
active Perspective
Haifeng Yang1,Daqian He2, Zhuoda Yang3

1. Center for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Wuh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Wuhan， 

2.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Wuh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Wuhan，
3. School of Chinese Studies and Cultural Exchange,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Abstract: Interaction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s affecting the result of online Chinese class teaching. 
By utilizing the method of questionnaire analysis, error analysis and document analysis， this paper selected 
200 international students from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Cultural Exchange of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of Wuh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of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as samples for investigation, including 94 undergraduates, 60 master 
students and 46 doctoral students. Among them, namely 86 in primary stage, 64 in intermediate stage and 
50 in advanced stage based on their HSK marks. The majority are from Asia (45%) and Europe (25%), the 
rest are from Africa (15%), America (10%) and Oceania (5%). This paper finds that the existing interactive 
methods of them include online conference platform, course live-streaming platform and video live-streaming 
platform. 
When using these platforms, we find there are some advantages of them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remote 
Chinese learning: They are convenient for students to preview and review before and after class, and they are 
helpful for the sharing of Chinese learning resources. However, we also find that there are some disadvantag-
es in teacher-student interaction and student-student interaction on these platforms, such as the lack of learn-
ing atmosphere (58% participants agreed) and the unwillingness of turning on the camera and micro-
phone(76% participants agreed). We think the factors causing these problems mainly include external and 
internal factors of teaching. The external factors include the factors of network connection, time difference, 
studying platform and studying resource allocation. The internal factor of Chinese teachers is that they are not 
adapted to the new way of online teaching, which makes them unable to carry out innovative design of class-
room interaction, and still choose the traditional teaching method (66% participants agreed). The internal 
factor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on the one hand, they lack online learning experience, so it is difficult to cope 
with some new challenges in teaching interaction practice. On the other hand, international students must 
overcome certain psychological factors in the interaction process of online Chinese classroom, among which 
anxiety and avoidance are the most prominent (80% participants agreed).
In conclusion, Chinese teachers can improve the interactive effect of online teaching through rational use of 
learning platform, effective allocation of learning resources and innovation of class interaction mode. Before 
teaching, teachers should inform students in advance of the selection of learning platform, registration, login, 
using process and a series of related matters. During the teaching process, teachers can allocate a certain 
proportion of class hours to organize interactive courses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s, such as group presenta-
tion, personal performance and seminar. After class, teachers can design and release questionnaires and 
use the background data statistics and other functions of the learning platform to analyze the frequency and 
quality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participation in interaction. Also, international students should actively adjust 
their learning psychology and improve their learning methods as well. In this way, they can get rid of negative 
psychological factors such as anxiety and avoidance, and focus on classroom interaction and knowledge 
itself, and finally achieve better learning results. Ultimately, teachers and students will collaborate to explore 
a course interaction path, adapting to the new mode of online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in the post-pan-
demic era. The research on this issue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enrich the theories of linguistics, psychology 
and pedagogy related to Teaching Chinese to Speakers of Other Languages. Also it can improve the teach-
ing efficiency of teachers and enhance the sense of gaining knowledge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Keywords: Interaction; Online Chinese Classroom; Chinese Teaching

国际华文推广的重要部分：志愿者项目的国别性/区域性分析—以缅甸为例
杨念  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

【摘要】2004年“国际中文教师志愿者项目”经中国教育部批准实施。直至疫情前，全球大约有7000名
志愿者在全球一百多个国家进行中文教学，其中大约3000名志愿者在东南亚各国任教，成为东南亚华文
教育重要力量。缅甸志愿者项目于 2009 年开始实施，至今已经有十年有余，到疫情前每年有一百多名志
愿者在缅甸各个城市甚至乡镇进行中文教学工作。十多年来，志愿者项目对缅甸华文教育发挥着重要作用：
为缅甸华文教育贡献了新的力量，弥补了缅甸华文师资的不足，促进了缅甸中文教育的合法化进程等。然
而，该项目也存在着一些问题，本人通过实地了解以及问卷的方式，深入分析了志愿者项目在缅甸的实施
情况，并针对性地提出几点建议，促进该项目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国际中文教师志愿者、华文教育、缅甸志愿者项目、参考

基于SLS平台的E晨读差异教学模式探索— 新加坡崇文中学的实践经验
叶语銮    徐小红   吴玉凡  新加坡崇文中学

【摘要】为了营造书香校园，培养学生的阅读兴趣和提高阅读水平，我校研究团队借助SLS平台，以110
名中三学生为研究对象，在全校进行E晨读研究计划。E晨读依据差异教学理论，照顾学生的个体差异，
所选篇章分年级、分主题、分文体，并结合各单元技能训练，设计不同程度、风格的晨读活动。学生借助
个人数码学习工具，选读纯文字或拼音版的、带声音和可查字典的篇章，通过SLS自测，在阅读护照上完
成任务。此外，高准备度的学生还可阅读更有挑战性的文章，并完成相应的挑战任务。研究结束后，团队
通过定量与定性研究检测学习成果。初步结果显示，基于SLS平台的E晨读差异教学模式，在一定程度上
激发了学生的阅读兴趣，也促进了教师的专业发展。
【关键词】SLS平台、E晨读、差异教学

Nasal Codas Merger in Chinese dialects: Modified Contrastive Specification and Sisterhood Merger 
Hypothesis
Jihye Yun  Asia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 Madison

Abstract：Chinese linguists have long debated about the directionality of nasal coda merger in Chinese 
dialects since the 1970’s. Some believe that the merging process is unidirectional (anterior to posterior) ,but 
others assert that alveolarization of nasal codas (-m>-n and -ŋ>-n) is the major trajectory. Previous studies 
failed to make a reasonable prediction about the further direction of the merger in addition to a lack of 
phonology-based analysis. This research analyzes the merging process on basis of Contrastive Hierarchy 
(CH) and Sisterhood Merger Hypothesis (SMH). The two theoretical frames make us draw two types of 
contrastive hierarchies: [Dorsal]>[Labial]，[Coronal]>[Labial]. That is，the merger between the alveolar 
and the velar nasal codas will occur after the completion of the merger between the labial and alveolar ones. 
Alternatively， the alveolarization of the velar nasal coda will happen after the completion of the merger 
between the labial and velar ones because the structure merger takes place on sister node of contrastive 
hierarchy. In conclusion， the final phase of the nasal coda merger will be the alveolarization of the velar 
nasal coda. The data of Chinese dialects and markedness theory both buttress the conclusion.

Keywords: Nasal codas，Chinese dialects，contrastive hierarchy，sisterhood merger

《易经》归纳、演绎思维在母语教学中的课堂实践和应用
庾潍诚  新加坡伟源中学

【摘要】作者根据自己长期研究《易经》的经验，提出和认为：《易经》作为中华古代的文化典籍，归纳
和演绎思维是它的最重要核心思想之一。同时，作者结合了自己多年的新加坡课堂教学实践，发现：《易
经》的归纳、演绎思维可以有效实践应用在现代的母语教学当中。归纳，是引导学生化繁为简，迅速掌握
教师布置的课堂指令或內容；演绎，则是学生有效应用课堂所学知识进行复述和重构。本文列举具体的课
堂实践应用例子，就是：(一)课堂的指令语言“ABCD”；（二）思维图的教学应用；(二)作文教学实践
的“DEEPAI”（细节描写）自创理论。作者最终观点认为，《易经》思想可以古为今用，实践应用到课
堂母语教学，从而达到提升学生的母语学习效果。
【关键词】易经、归纳、演绎、教学实践应用

中国古代建筑文化的汉字演绎
袁忠  中国华南理工大学

【摘要】中国古代建筑文化的丰富思想很多都凝结在一个个的汉字中。在汉字的构形、本义、转义、暗喻
等不同的运用中，存在着古人有关建筑活动、建筑形象、建筑心理等蕴含，很多汉字就是一个空间概念、
一个居住范畴。古人对中国古代建筑的感知的原初意识首先凝固在古汉字中，古代建筑的最初“文本”可
求诸古汉字，作为象形文字的古汉字与作为现实空间的古建有着天然而内在的通贯性。本文通过考察汉字
的字符构形及作为词或词素的单个汉字所展示出的建筑文化意象，探究作为表形文字、表意文字的古汉字
在其构形、组词、使用、书写等多方面体现的古代建筑文化意义。
【关键词】汉字、中国文化、古代建筑

GRR教学模式的实践与反思——以新加坡H2华文与文学新诗教学为例
张建立   张建平  新加坡国家初级学院    
张曦姗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2021年新加坡H2华文与文学新课程引进课外文学作品赏析的部分，与旧课程标准相比，这对学
生是具挑战性的变革。为应对该挑战，我院以新诗为切入点，设计了从指定文本到课外文学作品的教学实
践配套。该实践以“新加坡课堂教学实践要领”(STP)为指导，依据探究式学习（IBL）理论，采取“教、
扶、放、收”四个阶段的“渐进释放责任直接教学模式”（GRR），旨在逐步培养学生独立鉴赏文学作
品的能力。实践证实，这一教学策略增强了学生的信心和赏析能力；同时，也发现了一些有待进一步充实
和深入探索的空间。本论文将阐述该实践所采用的教学理论、教学策略、教学流程、教学成效及反思。
【关键词】  GRR教学模式、H2华文与文学、新诗教学    

“V走”和“V去”互换性的多重对应分析
张进凯  中国兴义民族师范学院 文学与传媒学院

【摘要】  本文在“原型—样例连续统”理论指导下，通过基于用法的多重分析方法探讨表征“位移运动
事件”的“V走”和“V去”的变异性和互换性。研究发现：“V走”主要表征位移方向不明确、没有位
移目的地的位移运动事件；“V去”主要表征位移方向明确、位移目的地可预测的位移运动事件，因此
“V走”和“V去”处于位移运动事件“原型—样例连续统”的不同位置，“V去”较“V走”更接近位移
运动事件的原型。“V走”和“V去”在表征位移运动事件原型特征和典型样例时不存在概念重合，在表
征位移运动事件非典型样例时，在概念变量特征的交互作用下表现出概念重合。
【关键词】多重对应分析  位移运动事件  概念变量  互换性  变异性

书面语言复杂度对华语二语者写作质量的影响研究
张漫莉  北京语言大学  

【摘要】本研究基于韩国学生的HSK写作测试语料，采用若干典型指标，对华语二语者的书面语言复杂度
与写作成绩之间的关系进行了量化分析，考察了词汇及句法复杂度指标对学生写作质量的影响。研究结果
表明：词汇复杂度和句法复杂度指标与学生的写作质量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Guiraud指标、虚词
使用比率、连词使用比率、复杂词使用比率、话题链数量、话题链分句数、零形成分数量和T单位数量等
指标对写作质量具有较强的解释及预测效度。
【关键词】语言复杂度、汉语二语、写作质量
  

基于树库的汉语二语写作句法复杂度研究
张婉莹  北京语言大学

【摘要】句法复杂度（Syntactic Complexity，简称SC）在评价二语者语言水平、语言动态发展及写作
质量中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吴继峰，2018）。已有的研究侧重于SC对日语、韩语等母语者的汉语写作
评估的有效性问题，研究结论未必适合少数民族母语背景的汉语二语书面语评价。基于此，本研究以参加 
HSK（高等）考试的维吾尔族考生的作文语料为研究对象，基于自建的汉语二语句法标注语料库，从粗粒
度和细粒度两方面指标体系入手进行以下四个方面的研究：（1）通过预处理构建小型依存句法树库（
Dependency Grammar Treebank），作为句法复杂度研究基础；（2）通过小句切分和搭配抽取研
究粗粒度指标和细粒度指标的分布特征；（3）针对不同写作水平的被试SC指标进行对比研究；（4）基
于典型SC指标体系探讨二语写作水平动态发展特点。研究发现，基于T单位等粗粒度句法复杂度指标在区
分学生写作水平和预测写作成绩方面的解释力较弱，而基于短语层面的细粒度句法复杂度指标能够有效区
分写作水平和预测写作成绩。
【关键词】树库、 二语、语法

阅读与抒情文写作教学的有机结合—以华侨中学（高中部）语文特选课程为例
张薇  王健仲  华侨中学（高中部）

【摘要】抒情文写作一直是学生的弱点，也是教师的教学难点。由于没有经过有系统的抒情文写作训练，
高中生很容易将抒情文、记叙文或议论文混为一谈，对抒情文的写作手法更是一知半解。再加上学生缺少
生活历练，要让他们短时间内掌握抒情文写作手法，并进行创作，无疑难度极大。有鉴于此，我们决定在
现有的教学内容上融入抒情文写作教学，尝试结合REAP的阅读理论与教学实践，将阅读与抒情文写作教

学有机结合，以39位高一H2华文与文学的学生为对象，引导他们建构抒情文概念，了解并掌握抒情方式
与写作手法，从而进行写作实践。最终，通过调查问卷、课堂观察和学生作品，梳理和分析了阅读与抒情
文写作相互融合的方法及其有效性。
【关键词】抒情文写作、阅读教学、REAP阅读方法、语文特选课程

地名中的关中方言
张文丽  陕西学前师范学院文学院

【摘要】关中方言，曾经作为汉民族共同语基础方言，对周边地区方言、其他地区方言和民族共同语产生
过重要影响。地名是人们用以区别个体地物的语言符号，而作为纪录地名的语言符号包含形、音、义三个
部分。关中方言区的地名，尤其是地名用字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关中方言的特点。本文从关中方言
区中的代表性地区——西安入手，整理分析其地名，得出如下结论：1.声母 （1）古全浊声母清化，平声
送气，仄声归并关中方言中存在差异，西安归不送气，例如“中官亭/中官厅”、“安居巷/钱局巷”。
（2）古知系开口字按照等分化，知系二等、庄组、章组止摄字与精组合流，读ts、tsh、s，例如“三里
村/山李村”。（3）古泥、来二母在洪音前混用，尤其是在洪音鼻音前，泥母混入来母，读l，例如“新
农田/兴隆庄”。2.韵母 （1）前后鼻音混用，关中方言后鼻音为ŋ，前鼻音丢掉鼻尾n，主要元音鼻音化
。由于在当地人听感上二者具有相似性，表现在地名中前后鼻音字混用。例如“上游巷/三友巷”。（2
）遇摄合口一等端系字，元音复音化，读ou，与流摄合并。例如“双楼寺/双路寺/双芦寺”。（3）果摄
开口字一等字与果摄合口字合并，例如“贺韶村/火烧村”。通过分析发现西安地名用字的流变反映了关
中方言的特点及其变化，具有强烈的方言特色，深入研究地名可以挖掘背后隐含的历史文化内涵，提升文
化软实力；可以为地名用字、拼写管理提供理论支撑，推动新时代的语言文字工作。
【关键词】关中方言、西安地名、文化

从外交新词语看中国外交动向—以2010-2020年度《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媒体新词语表为例
张星霞  韩国汉阳大学

【摘要】本研究基于2010-2020年度《中国语言生活报告》媒体新词语表中的外交新词语，运用数据分析
法，从其分类、使用频次和年度分布三个方面考察中国近十年以来的外交动向，为读者勾勒出中国外交全
貌，以期让读者更好地了解当前中国的外交形势，并为中国未来的外交实践提供一定的智力支持。本研究
认为，按照领域划分，这些新词语所涉及的外交领域包括总体外交、经济外交、政治外交、军事外交、文
化外交、科技外交和医疗外交等七大领域；根据性质，这些新词语所涉及的外交类型又可分为方针类、方
式类、事件类、成果类、组织/平台类、场所类、色彩类和人物类等八大类型。它们较为真实、客观地反
映了中国近十年以来的外交动向。
【关键词】外交新词语、中国外交动向、《中国语言生活报告》、分类、使用频次、年度分布

华语文汉字学习策略个案研究-以印尼华语文学习者为例
张胜昔　中国华东师范大学国际汉语文化学院
陈信助　台湾中国文化大学教育系

【摘要】对外华语文之汉字习得一直困扰着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与学。若华语文教学伊始就“重听说而
轻汉字”，不仅将形成中高级以上的学习阻力，更达不到语言习得可持续发展的教学效果。本研究针对一
名中高级程度印尼华语学习者的“初级汉字习得历程”进行了个案分析，围绕汉字习得心理认知、脑神经
机制、仲介汉字等理论，剖析形声字之习写、读音、识义三方面的“中介状态”，深度探讨了形声字之“
形义-音”的习得联结难度，说明汉字作为第二书写系统的学习策略，以及具逻辑性有系统的字本位教学
在华语文习得中的重要性。期许研究结果可提供日后相关教学与研究参考使用。
【关键词】字本位理念、汉字心理认知、中介汉字、可持续性发展、个案分析

“错位的称呼”—当代汉语社交称谓语的变异与泛化
张雪  澳门科技大学 

【摘要】汉语中的社交称谓语是汉文化特征的缩影，亦是对中国社会现状的即时反映(Chao1956， 
Gu1990， Wang2003)。无论是对于语言学本体研究，还是对于语言与社会的互动关系研究，该议题都
具有新鲜价值(Brown&Ford1961， Ervin-Tripp1972， Zhang2021)。本文基于真实语料收集与分析，
针对当代汉语中四个新兴社交面称语(social vocative)的使用原则、表意功能、交际效果等维度进行了
深入讨论（分别为：“（小）哥哥/姐姐”、“老师”、“同学”、“家人们”）。研究发现，当代汉语
社交面称词有如下特征：（1）原有亲属称谓用法深入泛化（例如“（小）哥哥/姐姐”）；（2）职业称
谓用法深入泛化（如“老师”）；（3）“错位”称谓语兴起（如“同学”）；（4）网络称谓语变异性

强（如“家人们”）。当代汉语社交称谓语处于全面深入的泛化与变异中，其成因、过程、程度等，都与
语言发展和社会变迁密切相关。
【关键词】称谓语、社交面称、语言泛化、语言变异

“给我+VP”的主观处置功能
章天明  日本小樽商科大学

【摘要】本文主要讨论“给我+VP”结构表主观处置的语义来源，以及“给我+VP”结构 主观处置功能
实现的机制。 第一，“给我+VP”有两种不同的语义特征。表示“请求”的“给我+VP”中的 “给我”
等同于“为我”或“替我”；而表示“命令”义时，“给我”不等于“为、 替、向”等等，“给我”只
表语法意义。 第二，“给我+VP”的主语只能是第二人称代词，或指人称谓词语，或者是 VP 的受事。
VP 应当具有 [+自主]、[+动作]和[-褒义]的语义特征。 第三，通过“给”字句处置义来源的再分析，以及
与“给 X+VP”句式的对比， 分析得出“给我+VP”句式具有主观处置义。 第四，“给我+VP”中“给
我”的语法化成分的性质，以及第一人称代词的介 入，使“给我+VP”的主观性得到实现。
 【关键词】语义关联、结构关联、受益和受损、主观处置

多元智能理论与对外汉语阅读教学研究—以《零食》为例
赵畅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

【摘要】阅读过程包含着反应读者认知过程的丰富材料，是学习者汉语能力高低的重要体现。虽然近些年
汉语阅读教学的研究层出不穷，但是汉语阅读课堂仍存在着学生学习被动的情况，因此其教学策略还有待
进一步的研究。经过对教学理论的研究，多元智能理论从心理学角度研究了人的智力潜能是多元的，而阅
读教学不仅要教授学生语言文字知识和阅读规律，还要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因此， 我们认为， 对
外汉语阅读教学要想达到最佳的效果， 就必须从多元智能理论出发。本文主要结合《零食》一课从智能
理论下的每一个智能元素分析适合的教学策略和具体实践情况，最后经过反思提出多元智能指导下的阅读
课的教学原则，希望能够为阅读教学者提供一定的参考性建议。
【关键词】对外汉语阅读教学、多元智能理论、教学策略

中韩二语教学高阶教材对比与分析
赵莉  南京大学
赵学玲  Seogwipo-si, Jeju-do, Korea

【摘要】本文选取中韩两国用于本国语言国际教育的代表性教材《博雅汉语》（2018-2020）和《首尔大
学韩国语》（2012-2015），就两种教材高级阶段部分在文化主题选择、体裁内容以及训练模式上的异同
加以比较。认为两种教材在结构上都以文化主题来分类编排，并与训练模式紧密结合，但两种教材呈现出
的差异也十分明显。两者之间的差异固然可归因于两国国情、语言、文化特点的不同，但文化视角和文化
意识的不同是最根本的原因。考虑认知规律和文化视角，选择恰当且丰富的文化内容，不仅能够更好地实
现与国际学生的共情和跨文化交际的目的，通过与语言功能的紧密结合，也能够使语言训练获得更好的效
果。
【关键词】二语教学、高阶教材、对比、分析

社会语言学视角下女性群体通称的使用情况分析
郑皓月  中央民族大学

【摘要】称谓是人类社会中体现特定的人在特定的人际关系中关于身份角色的称呼，称谓词语与社会发展
联系非常紧密，在新中国的发展历程中，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乃至与国际社会的关系都将对称谓
词的使用产生影响，并在历时语料库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迹。在语言生活中，女性群体通称使用情况的
相关统计既反映了语言生活的变化又反映了中国妇女的发展状况，本文主要从社会语言学视角出发，观察
女性群体通称的使用情况。分别从历时角度和共时角度出发，分析五四运动以来“女性群体通称”使用情
况的历时变化，分析不同语体下女性群体通称的使用变化，发现人们对女性群体通称“妇女”“女性”“
女人”“女子”语义特征的不同认识影响了人们在不同场合下对女性群体通称的理解和选用。
【关键词】社会语言学、女性、称谓、语义

反义词“前”“后”的平衡与不平衡研究
周欣然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

【摘要】反义词作为一种常见的语言现象在人们的生活中被普遍使用。一般而言，反义词总是成对出现，

形成平衡状态，即一个词与另一个词形式对称但意义相反。然而以“前”、“后”为例，作为现代汉语中
使用频率较高的一对典型反义词，却很少有人在使用时能注意到其背后隐藏的不平衡现象。本文第一、第
二部分均从义项、构词、所构词、使用频率这四个方面展开，分别探析反义词“前”“后”平衡与不平衡
的具体表现，说明两者在平衡中存在着不平衡。接着又从认知、语义、语用、文化四个角度阐述原因，正
是由于“后”的被认知时间更早、语义范畴更大、受语言经济原则影响更多以及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内涵更
丰富，才使其能够拥有更广的使用范畴和更高的使用频率，也因此造成了反义词“前”“后”的不平衡现
象。
【关键词】前、后、平衡、不平衡

整合训诂方法论新探
周雁飞  新加坡新跃社科大学

【摘要】陆宗达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提倡“训诂方法的科学化” 。本文运用肯·威尔伯的”整合理
论”，采用其“四象限五要素”的框架结构梳理审视传统的训诂理论和方法。首先论述了训诂原理与整合
理论的内在关系，在此基础上将训诂学的适用范围与整合理论相结合，阐释其与传统训诂方法之间的深层
关联模式，及其有效性、前瞻性，进而使整合训诂方法不仅具有理性的解析，而且富于实践的可操作性。
本文是实践训诂学与西方阐释学（英语：hermeneutics）接轨的一次尝试，旨在为训诂方法论的现代转
化提供新的激荡和借鉴。
【关键词】训诂学、解释学、整合理论、四象限五要素

普通话句末语气词的句法性质
宗晓哲  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院

【摘要】本文探讨了句末语气词“啊、吧、吗、呢”的句法特征，认为它们超出了狭义的句法范畴，在话
语中具有表达功能和人际交际的价值。首先，从通过与语气副词、标句词“说”的位置对比，可以看出语
气词句法位置很高，独立于所在句子，属于语用层面。从语用角度来看，句末语气词具有明显的程序意义。
“啊”要求听话者参与到会话中，促进话论继续，是“互动标记”。“吧”在句中通过降低话语确信度，
缓和交际双方关系，是“礼貌标记”。“吗”要求话语权发生变化，促使听话者对所提问题进行进一步的
解释，是“问询标记”。“呢”在话语中起到凸显说话者所表达的语义关系的功能，使得话语与语境之间
存在一定的语义联系，是“焦点凸显标记”。
【关键词】句末语气词、话语标记、句法-语用接口

现代汉语周遍性主语中周遍义的形成原因
左思民  高丽大学中文系 /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  

【摘要】本文探讨了现代汉语六种周遍性主语中周遍义的形成原因。结论如下：在任指疑问类周遍性主语
句如“谁都认识”中，主语的周遍义是经由疑问代词的任指用法而获得的“全域义”。在含数词“一”的
周遍性主语句如“她一点道理也不懂”中，主语的周遍义依托梯级义经语用推理而得，并且只允许从否定
极小量达到否定全量的推理。在列举类周遍性主语句如“老王粤菜也吃过，川菜也吃过，鲁菜也吃过，浙
菜也吃过，中国八大菜系的菜都吃过”中，主语的周遍义并非列举的产物，而由最末的总括分句直接表达。
在物量词重叠类周遍性主语句如“家家都用上了煤气炉”中，主语的周遍义源于物量词重叠式所具的“每
一”意义。在含“全部”等词的周遍性主语句如“全部（都）得参加会议”中，以及含“每”等词的周遍
性主语句如“每个人（都）很认真”中，主语所含的周遍义由充当句子主语的词语直接表达。
【关键词】周遍性主语、任指、语义、语用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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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论文摘要

试析因果连词“因而”“从而”“故而”
安美璇  北京师范大学

【摘要】“因而”“从而”与“故而”是表示因果关系的一组连词。经考察发现，三个词的生成方式均属
于跨层结构的词汇化，源头可以追溯到先秦文献语言。古代汉语句法结构模式的弱化和消失是促成三者词
汇化的重要动因，因此立足于古代汉语，结合词素“从”“因”“故”的词义及特点，考察并解释连词“
因而”“从而”“故而”在现代汉语中存在的使用差异，可以得到三者的区别特征。具体表现为：“因而
”强调因果之间的联系，依据前者推测出后者，后者可以是有所依据的推论；“从而”强调两个事件的发
生存在先后顺序，表达因果关系时，需要首先在语境上满足因果逻辑，通常更强调结果；“故而”所连接
的“原因”与“结果”均是已经发生的既定事实或客观存在的现实情况及惯例，通常更强调引出结果，但
也关注对原因的追溯。
【关键词】因果连词、词义特点、区别特征

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口语流利性评价指标效度研究
鲍杰 北京语言大学
 
【摘要】口语流利性是衡量二语学习者口语水平的重要标准，然而学界对于是否有必要从多个维度对其展
开评价尚没有明确的回答。研究以78份韩国汉语学习者的HSK口语测试录音为研究对象，以专家评分作为
参照，从时间、表达、语言（包括句法、词汇、语音）三个维度选取24项指标作为评价依据，来考察各
项指标对考生口语流利水平评价的效度。研究结果表明（1）所选取的指标中，与口语流利成绩相关的指
标共13项，可以解释口语流利成绩74.4%的方差；（2）在13项指标中，有5项时间维度指标、2项表达维
度指标和5项语言维度指标（句法指标1项、词汇指标4项）能够区分考生的口语流利水平。以上结果说明
在对汉语学习者的口语流利性进行评价时，有必要提取多维度特征。
【关键词】口语流利性、评价维度、指标效度、韩国汉语学习者

潮汕方言陈述语气词“哗（还）”的用法及其语法化
陈楷森  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摘要】在潮汕方言中，“哗[hũã33]”是表示确认某个事实的陈述语气词，由“哗”所构成的“VP哗
[hũã33]”可根据语境还原为“VP1□[hũã33]VP2”，还原式中“□[hũã33]”这个语音形式不再能分
析为语气词“哗[hũã33]”，而应分析为副词“还[hũã33]”。文章在考察语气词“哗”和副词“还”的
基础上，指出语气词“哗”的本字是“还”，语气词“还”由副词“还”语法化而来，其“确认”义来源
于副词“还”的“延续”义，虚化环境是根据语境省略了VP2从而使副词“还”处于句末位置的“ V P 1
还 ” 。 这 种 确 认 功 能 在 语 用 类 推 的 作 用 下 ， 最 终 固 化 为 语 气 词 “ 还 ” 的 语 法 意 义 。
【关键词】哗、还、语气词、潮汕方言

湖南平江赣语能愿动词“要”的脱落及长音现象考察
陈山青  邹珊珊 湘潭大学
 
【摘要】湖南平江赣语能愿动词“要”在语流中可脱落，使前音节读音补偿性加长，从而形成“脱落→长
音”音义互动现象。除了单一脱落外，“要”还可与副词“也”形成双重和选择性脱落。实验语音分析显
示，长音具体表现为音节的主要元音发音明显加长，声调调值变为[原调值+4]，声母不发生改变。语言经
济原则和韵律法则是该现象形成的动因和机制。能愿动词“要”的脱落代表了汉语音节脱落的一种类型，
提供了一种句法创新的途径。   
【关键词】能愿动词、要、脱落、长音、音义互动、韵律法则

中国古诗与其印尼语译文比较研究——以唐诗的韵律问题为中心
陈衍宏(Clement Tanaka) 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摘要】经过调查发现，目前中国古典诗词的印尼语译本数量不多，此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印尼上世纪
50年代至90年代的“禁华”政策所影响。诗歌翻译主张“三美论”，韵律是诗歌创作的重要因素之一，
韵律的转译应当被重视。本文梳理约有7种唐诗印尼语译本之后，发现周福源译文尤其重视“音美”部分。
本文根据译文的用韵情况与印尼古代诗歌类型进行对照，将周福源译文分为五种类型。然而，受到语言差
异的影响，多数诗作经过翻译后，在词语数量方面难以呈现形式上的一致，仅有少数情况或巧合原因达到

词数相同，如《十五夜望月寄杜郎中》原文与译文均有7个字（汉）、7个词（印尼），此现象或许为周
氏无法满足押同韵情况之下，对字数采取了一定的“补救”措施。最后，为了提高中印尼韵文作品翻译的
水平，本文提出了从宏观及微观层面的相关建议。
【关键词】唐诗、韵律、印尼语译本、比较

字本位理念之华语文教育生态系统教学效能分析
陈信助  台湾中国文化大学
张胜昔  中国华东师范大学

【摘要】本研究依据差异化教学与适性化教学理论探讨华语文教学生态系统中「字本位 理念」的教学效
能的重要性。透过台湾某大学华语文中心的初级华语文课程进行实验研 究。本研究采用开放式行动研究
法，辅以文献资料分析法、经验总结法和调查访谈法。研究过程包括「计画-实施-观察-反思」四大环节，
首先依据学习者背景之差异与需求， 适度安排（调适）总体教学方案及课程；再透过华语文「听、说、读、
写」并重的「综 合教学法」推进新的班级经营，以字本位理念及教育生态系统为基础重新设计和安排课 程；
然后依据学习者对课堂教学环节的感知进行反思与检讨，进行行动研究。研究结将提供对外华语文教学与
研究参考使用。
【关键词】差异化教学、适性化教学、字本位、教育生态系统、综合教学法

六何法的教学局限及其对策
龚成 王娟 郑文佩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六何法”能帮助学生快速找出文章的主要信息，经常被用在阅读教学中。很多教师在写作教学
中也常使用六何法指导学生构思，列出写作大纲。六何法在阅读教学中的优点较为明显，但在写作教学中，
却有其教学方面的局限。因为使用六何法进行选材，其实只是对选材信息进行罗列的手段，它是选材的结
果，而并不是选材的方法。至于如何确定“六何”中的诸多信息，为什么是此信息而不是彼信息，正是学
生特别需要得到辅导和训练的地方。而这个思维的过程，较少在课堂教学中得到显性训练。本文以写人和
写事的记叙文为例，通过思维过程的角度分析六何法在写作选材上的局限和不足，并尝试提出相应的解决
办法，帮助学生利用六何法进行最优选材。
【关键词】六何法、写作教学、教学局限、对策

法汉翻译中的名动词类转换
成萌 法国索邦大学

【摘要】词类转换是 J.-P.Vinay 和 J.Darbelnet (1958) 在《法语与英语文体学对比》中，通过对法英
文本的比较分析，提出的翻译主要手段之一：“ 在不改变信息含义的前提下，一种词类替换另一种词类
的过程。”由于法语与汉语在词汇和语法功能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在翻译实践中，译者往往采用该手段使
翻译变得更精准地道。该研究将基于对法国文学作品《红与黑》原文与三个中文译本的对比而进行词类转
换的相关分析。本文中我们将主要介绍在法汉翻译中出现的法语名词转换为汉语动词的现象。比如，法语
中紧随时间介词的动作名词常转换为汉语动词；又如，法语时间名词后的动作名词或情感名词可转换为汉
语动词，等等。通过对比，我们将发现汉语更习惯于用动词来表达时间含义。
【关键词】 词类转换、 法汉翻译、名词、动词。

中韩小说的机器翻译与人工翻译对比—以中国当代代表作家余华的作品为例
崔贤植 上海商学院

【摘要】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飞跃发展，神经机器翻译取得了巨大进展。机器翻译能否取代人工翻译？机
器翻译能否翻译小说？以上议题已成为翻译学界的热门话题。本文以中国当代先锋派代表作家余华作品的
韩译实例，选用中韩两国具有代表性的机器翻译引擎百度翻译和Papago，从文化负载词、长难句、超
句翻译单位等层面对比分析机器翻译和人工翻译，探讨机器翻译存在的问题以及前景展望。
【关键词】机器翻译、人工翻译、中译韩、小说

基于语料库的对外汉语同义词辨析—以“一定”和 “肯定”为例
崔香兰·朴兴洙  韩国外国语大学
 
【摘要】本文希望通过语料库的实证研究，探索出同义词“一定”和“肯定”的异同点和搭配对象的互补
性，以更好地理解并使用。 一般的同义词辨析大都通过字典等工具，依靠直觉经验和内省的方式。虽然

字典具有权威性，但仅仅依靠字典来辨析同义词存在许多不足之处。大型语料库以及先进的检索工具以其
特有的优势为同义词辨析提供了新的方法。本文基于先进的北京语言大学大数据与语言教育研究所的
BCC语料库，采用定量和定性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以同义词“一定”和“肯定”为例，分别从语域
分布、类联接、搭配特征及语义韵方面进行了同义词辨析的实证研究。 综上所诉，本文立足于对外汉语
教学视角，旨在探讨如何帮助学习者更加直观、有效的辨析近义词“一定”和“肯定”。尽管在内容上还
有许多不足之处，但仍然希望可以为汉语同义词教学提供一个可参考的依据。 
【关键词】 同义词、对外汉语教学、语料库、词语搭配、类联接

《岳麓书院藏秦简（伍）》部分字词研读
高婷婷  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

【摘要】《岳麓书院藏秦简（伍）》包含秦代大量律令档案材料，内容丰富，史料价值 高。本文提出五
则字词释读、断句意见，如简 131-132“劾”如字读、“失道” 当指偏离目的地、“回留”应断读开；
里耶秦简 8-777 号简当断读作“从人论、 报、择（释）免归致书具此中。”“简 163“私属免婢”当断
读开；简 199“率” 有劝勉之意；简 225“均”读为“徇”，巡视之意等。以期进一步疏通文义，为 学
界后续利用该文本提供便利。 
【关键词】岳麓秦简、字词释读、断句

语法训诂浅议：基于三个平面的“新描写”
高扬 浙江财经大学

【摘要】利用语法进行训诂实践最为关键的一步，是对疑难词句进行细致的结构描写。传统结构主义成熟
的描写方法的确解决了大量的问题，但是古代汉语，尤其是上古汉语作为一种综合性倾向的语言，存在大
量同形异构、一种形式表示多种功能、多种结构表示一种功能的现象，传统成分分析的方法在描写时还是
显得捉襟见肘。想要精准的描写就必须高度重视语言学理论工具，将不冲突的理论加以融合，将解释与描
写加以统一。因此我们的主张是：语法训诂应该基于古代汉语综合性的倾向，充分利用语言学理论，以考
察分布为核心，剥离语言外证据，根据需要在语法、语义、语用三个平面展开研究，在描写中加深解释，
在解释中深化描写，从而对待考词句的显性和隐性结构都做出最细致的描写，进而考察句例分布，求得达
诂。如在语法层面，除了关注最表层的成分组合外，也应该注意到，长期被忽略的汉语韵律，实质上就具
有形态的功能，利用这一形态，可以很好地解释一些传统结构语言学无法解释的问题，进而对结构做出精
细描写，解决争议。再如语义层面，上古汉语缺少形态变化，其他语法形式也比较隐蔽，位于深层的语义
层面研究涉及到语义特征、语义指向、义素分析、语义场等。如能充分利用，则可通过充分解释，对结构
做更准确的描写。而语用理论，可以帮助解决句与句之间的问题，适合处理一些重复、句读争议；而鉴于
语言普遍存在的语用诱发机制，这个层面的研究更是在描写时不能或缺的。
【关键词】语法、训诂、新描写主义、解释

皖北中原官话区淮北方言的疑问句
郭迪迪  郭辉  亳州学院中文

【摘要】“淮北”指安徽省北部的淮北市，辖相山、烈山、杜集三区和濉溪一县。按《中国语言地图集》
（2012）的分区，三区和濉溪分属中原官话徐淮片及商阜片。淮北方言疑问句有是非句、特指句、选择
问、反复问句四类。是非问是在陈述句末尾加上扬的语调“↗”表疑问。特指问常在句中用“啥子、咋的、
咋着、哪来”等代词作疑问点，要求对方就疑问点作出回答。选择句常用“是/ｖｐ还是ＶＰ”的选择格式作
疑问的焦点，句末常用语气词“昂”。文章主要描写分析了淮北方言的“可ＶＰ、ＶＰ不/没ＶＰ、ＶＰ
不(啵)/没有”三种形式的反复问句，并讨论了“ＫＶＰ、ＶＰ－neg、ＶＰ－neg－VP”的历史层次及
“可ＶＰ、还ＶＰ”的来源。
【关键词】皖北中原官话、淮北方言、疑问句

欧化影响下表范围限定的方位结构“NP抽象上”
郝锐  首都师范大学

【摘要】受欧化影响，早期现代汉语中表范围限定的方位结构“NP抽象上”集中大量出现。新中国成立
以来中期现代汉语中这一结构呈现新的发展态势。使用方面，表范围限定的“NP抽象上”成员有增有减、
有“潜”有“显”，但“增”和“显”是主流，既有量的增，也有类的显。语法功能方面，早期现代汉语
中“NP抽象上”可以充当状语、定语、补语，中期以来则发展出了“句首修饰语”的功能。具有人际功
能的“NP抽象上”成员正是从做句首修饰语的位置上进一步转变而来，且逐渐发展出全句评注、传信和
情态、衔接连贯以及焦点凸显等功能。

【关键词】欧化、NP抽象上、历时演变、表达功能

华语综艺节目对新加坡华族学生之影响的调查—以南洋理工大学为例
洪玮嬣  许润芳  南洋理工大学

【摘要】随着新媒体覆盖面的不断扩大和华语综艺质量的逐步提高，两岸三地和新马的华族年轻人对综艺
节目的关注度不断上升，由于没有语言壁垒、更新及时、内容有趣、种类丰富，新加坡华族青年大多对华
语综艺节目有所了解，部分学生更成为了资深观众。本文通过对本地华族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掌握其观
看华语综艺节目的频率、动机和偏好，两岸三地及本地华语最受欢迎节目的播放渠道、类型、主题、播放
平台和制作地点，华语综艺及相关对新加坡华族大学生华语使用水平、文化素养等方面产生的影响，了解
大学生在观看过程中感受到的文化、思维差异及对节目内容制作方向的期待，总结华语综艺对华族大学生
的影响及其走向华语中圈的可改进之处，为两岸三地及新加坡本土华语综艺节目发展方向提供参考，探讨
综艺节目等文化项目应用于汉语国际教育的可能性。
【关键词】汉语国际教育 综艺节目 华语 口语教学

短视频技术应用于听障初中生汉语教学的研究
洪臻颖  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 

【摘要】媒体技术极大地促进了短视频内容的发展与传播，短视频也成为了前者最常见的应用领域之一，
为身处不同行业的受众提供了信息输出和接收的渠道。而短视频的普及恰恰赋予了听障学生群体公平地接
受信息的机会。目前，以短视频为媒介，对听障学生进行汉语教学的研究仍有较大的发展空间。由于先天
或后天的身体缺陷和特殊的成长经历，听障学生常常会产生严重的自我封闭心态和对陌生环境的抵触心理，
又因与社会接触机会较少，自然地落于信息传输通道的末端。因此，只有将语言与技术二者有效地融合，听
障学生才能在汉语学习的道路上缩短与健全学生间的差距，且逐步实现“信息平权”。本文将以听障初中学
生的汉语学习过程为研究对象，依据认知语言学的相关理论，通过对听障学生的语言获得过程进行语境依赖
方面的研究，提出短视频应用软件参与其汉语习得的改进方案。
【关键词】听障学生、汉语教学、短视频 语境依赖

从康德的文学艺术理论看阅读在提高华文作为第二语言学习的学习兴趣中的作用
黄婉玉  林进展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新加坡以英语为通用语言，学生的华文学习缺乏足够的语言环境和学习动机。华文作为第二语言
的社会地位既定，其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不足的情况既定，仅依靠功利性动机注定无法引起学生学习华文
的足够动力，需要一个非功利性方法来提高学生学习华文的兴趣。康德在其美学理论中提出，由审美判断
所产生的愉悦是无功利性的、无任何利害关系的愉悦。审美活动是一种非功利性的、无利害关系的活动。
他认为阅读是最高级的审美活动，具有审美活动无功利、无利害关系的本质特点，是符合人的自由本质的
最高级的活动。由此看来，阅读是一种无功利性的活动，能够产生普遍的愉悦感受，可以用来提高学生学
习华文的兴趣。而若要阅读能够担当引起学生学习华文兴趣的重任，则需要让华文阅读回归阅读的审美本
质。
【关键词】第二语言学习、无功利性、阅读、学习兴趣

华文写作：微视频的运用策略再探
黄易亭  张水福  郭兰花   新加坡国家初级学院
张曦姗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中学低年级的学生在记叙文写作的内容上总是千篇一律，主题不够鲜明，详略不当，更严重的是
内容缺乏逻辑性，情节不合理。因此，研究团队希望通过微视频帮助学生“乐于用华文作书面表达，能感
受写作的乐趣，丰富写作内容”。微视频教学模式从观看微视频开始，过后通过提问，在科技平台上让学
生思考与分析，同侪间针对视频进行讨论，并和老师一起总结视频内容的主题、人物形象等技能，经过这
一系列的思考与讨论，教师才给出对应的作文题目。这项研究已在本院连续进行了两年（2020-2021），
今年我们以137名低年级学生为研究对象，再优化教学策略，希望持续为中学低年级写作教学提供一个简
易、操作性强的教学方法，以提升学生的写作能力，并加强学生写作的信心。
【关键词】华文写作、微视频、中学低年级
 

汉语二语者动名搭配习得研究
姜晓欣 北京语言大学

【摘要】本文将从研究内容、研究语料、研究结果三部分概述论文内容，具体如下。 一、研究内容 通过
动名搭配中名词宾语的语义类别、错误搭配的类型分布、不同母语背景 二语者动名搭配产出量三个维度
考察二语者与母语者、不同母语背景二语者（日 语、韩语、维吾尔语）HSK 作文中产出的动名搭配是否
存在差异。 二、研究语料 二语者语料我们选取了 2010 年 10 月 HSK 考试作文 90 篇，其中，韩国、日 本、
中国维吾尔族二语者作文各 30 篇。母语者语料是高三及其以上学历的汉语 母语者按照 HSK 作文考试要
求写的同题作文，共 30 篇。 三、研究结果 1、动名搭配中宾语对语义角色的优先选择关系是“受事>对
象>等同>致使> 结果”，二语者与母语者动宾语义类型选择顺序基本相同。 2、动词误用占偏误总数的一
半，是主要的偏误类型。 3、日本二语者与韩国二语者产出正确搭配的比率不存在显著性差异，产出 搭
配总量最多、错误搭配数量最少的是维吾尔族二语者。
【关键词】汉语二语者、书面语、动名搭配

汉语学习者常见的母语负迁移及教学对策
蒋一鸣  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

【摘要】以英语为母语的汉语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常常会受到母语的干扰，这种现象被称为“母语负迁
移”。因英语和汉语具有明显差异，以及学习者受母语思维的影响，“母语负迁移”现象在以英语为母语
的汉语学习者群体中屡屡发生，且有一定的规律性和同质性。研究母语负迁移有助于发现汉语学习的重难
点，指导教师更有针对性地开展汉语教学，从而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增强学生的动力和信心。过往文献
和本项研究显示，常见的母语负迁移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语音、词汇、句法、书写系统及文化背景。本
项研究将对以上五方面进行详细介绍和说明，并提供如下三点教学对策，以减轻母语负迁移对中文学习的
影响：归纳常见错误点并提供配套练习；营造“沉浸式”汉语学习环境；保持耐心并鼓励学生从错误中学
习。
【关键词】母语负迁移、汉语学习、教学对策

韩中后缀“X家”的语义研究 
金梅 ·朴兴洙   韩国外国语大学

【摘要】汉字和汉语最早在商末周初就被箕子传播到了‘朝鲜’， 汉语教学在韩半岛的历史源远流长。
作为汉字文化圈和儒家文化圈的国家，韩国对汉字、汉语和汉文化一直有较强的认同感。 韩国是大约从
公元600年开始，借用相当于汉语中高音的语音和文字。在韩语词语当中汉字词所占比例相当高， 虽然《
训民正音》（1446年）颁布之后， 韩国有了自己的文字， 汉字词的使用早己深入人心。韩语中的汉字词
大多保留唐宋时期的中古音韵， 书写上基本采用繁体字， 因此，韩国是最早接触和吸收汉字汉文化进行
汉语教育的国家。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不管是国家层面还是民间，韩国一直保持着汉语教育的传统。本
文研究的是汉语和韩语中共同使用的后缀“X家”（“X가”）的语义对比，特别是着眼于它的语义特性，
阐明意义差异为研究目的。韩中 “X家”的语义可分为同义，转移，变异的关系。笔者以类后缀“X家”
的语义特征、语用特征等方面来浅析“X家”词缀化产生的原因。韩中两国同处“汉字文化圈”之中，有
着密切的联系。第二语言的习得离不开牢固的第一语言基础。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研究已经成为一门独立的
学科，研究日益精深。各国的汉语学习者，在自身文化特点的影响下，对汉语语言的习得、难易把握、也
有着不同特点。其语言的共性及个性更有着不同于其他的特点，这为中韩语言研究提供了必要性，也为对
韩国的汉语学习者的研究提供了必要性。第一语言对第二语言的影响和干扰，所以常常会使第二语言的学
习者自觉不自觉地要以第一语言为标准来套用所学的语言，因此产生“对等”意识和偏误现象。希望中韩
共同使用的后缀“X家”的语义对比研究，对中韩之间跨语言跨文化研究的引玉之砖。
【关键词】 “X家”、类后缀、语义差异、韩国汉语学习者.

明末西班牙传教士菲律宾漳州闽南话教材古今韵母分合考辨 —以《汉语语法：漳州话语言艺术》（1620）
西班牙巴塞罗那图书馆善本为例
金美  中国厦门大学

【摘要】本文以在菲律宾马尼拉传教的西班牙道明会（又称“多明我会”）传教士撰写于1620年的教材
《汉语语法：漳州话语言艺术》（下文简称“漳州语艺”）西班牙巴塞罗那大学图书馆善本漳州闽南语为
例，对比考察今漳州话（下文简称“今漳州话”）与《广韵》音系韵母（每字所属韵摄开合等次及声调用
小字号标注于每字右下角），查考辨正明末菲律宾漳州闽南话与今闽南话韵母古今分合的历史音变遗存，
颇有启示意义． 
【关键词】 明末西班牙传教士、菲律宾漳州闽南话教材、古今韵母分合

跨语言视角下汉语结束义动词的语法化研究
景高娃  浙江外国语学院 

【摘要】本文采用共时和历时相结合的方法，对汉语结束义动词的语法化过程进行分析，并借鉴语义地图
的方法，描绘结束义动词的多功能性。事件连接功能的产生是结束义动词语法化非常重要的一环，符合类
型学结束义动词语法化的一般路径。在共时平面上，对方言中的结束义动词的关注还不足。“罢”在普通
话中已很少使用，但保留在豫北方言中，进一步虚化，并扩展出表达经历的用法。从跨方言或跨语言的角
度来看，汉语方言和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语言中的结束义动词有相似的从完结到经历的扩展路径。已见报
道的境外语言的结束义动词可以表达“以后”“已经”“完结”“接续”“过去”“完成体”等多种功能。
汉语结束义动词向完成体甚至经历体方向发展，体现了类型学的共性。
【关键词】结束义动词、多功能性、语法化、经历体

认知视域下韩国学生能性述补结构的习得研究
雷婷  中山大学 

【摘要】能性述补结构一般是指“V得/不C”结构，是汉语的一种特殊句法结构，该结构的使用条件相对
比较复杂，在韩语中没有完全相同的对应形式，因此韩国学生在使用该结构的时候常常出现各种偏误。传
统的“V得/不C”结构教学主要偏重于结构形式的描述，学习者虽然能记住能“V得/不C”的结构形式，
但是能准确理解把握并有意识地正确使用该结构的学习者却不多。本文尝试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对能性述
补结构“V得/不C”进行习得和认知研究，试图探索出能性述补结构“V得/不C”的认知加工机制，并以
此为依据帮助对外汉语教师找到更为科学有效的教学策略。
【关键词】能性述补结构、二语习得、认知研究、汉语教学

新马地区私会党的行业隐秘语
李国樑  新加坡独立民间文史研究员、民间文史顾问

【摘要】新马的华人帮会源自中国清朝的天地会，殖民地政府称之为secret society（私会党）。虽然一
些私会党员曾经回国反清，大体上私会党的本质已演变成通过武力争夺地盘，以新客与黄赌毒为主要营收
的社会罪案源头。19世纪末，新加坡私会党被令“解散”后，成立以洪门“廿一”为根基的“天地人神”
派系，行语亦趋向本土化，例如“平中”和“崩角”两大主流招纳新丁时都会“做大戏”和“布袋戏”，
急功好利的私会党老大则“去角”；私会党内部职位有426、415、49等，民间形容“08、24、369，敌
不过999（警方号码）”；一旦“风来了”最好马上把“白鱼”藏起来。此外，“开台”跑码头必须以《
五祖船》对诗，跟“水”相关的隐语甚至通俗化，成为民间方言惯用的俚语。 
【关键词】新加坡、天地会、私会党、行语

关于华文实时在线课堂互动技巧的思考
李静  范静哗博士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COVID-19的疫情导致许多青少年的学习场域从传统的同一物理空间的课堂转到虚拟空间的实时
在线课堂，实时在线教学的互动环境的改变也导致传统的师生互动条件发生了变化。当教师和学生分散在
各自的生活空间，在共享的虚拟学习空间中师生的互动与传统课堂相比，相对缺少非言语交流，这对学习
者的投入和注意保持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教师需要进行专门调整才能发挥在线教学的效果。本文从青少年
心理学的角度探讨注意力及其与在线学习的关系，进而分析在线课堂中的常见任务，并总结在线教学中的
一些互动技巧，目的在于通过形成良好师生关系、积极的学习氛围来加强课堂互动，为学习者赋能。文中
总结的互动技巧主要包括：1.激发学习动机的互动技巧，如提问、反馈、非言语交流等；2.教学过程策略
的互动技巧，如明确学习任务、设计话题以及任务导向教学等；3.差异化教学策略的互动技巧，如应用资
讯科技支持差异化教学、组织统筹课堂中的互动。
【关键词】在线课堂、非言语交流、青少年学习心理、在线互动

关于强调数量“就”的重音形式
李美京 韩国大邱大学
            
【摘要】本文主要以声学的方式针对既可强调数量多又可强调数量少的副词“就” 进行的研究。前人对
此研究已经很多如，在句法、语用、语义演变、语义指向、主观量等方面，但在韵律方面的研究却很少，
且几乎都靠语感来判断“就”是重读还是轻读。本文要对“就”的本体研究与韩汉对比研究同步进行，考
察在有无“就”的单量式结构中重音形式有何区别，还要看中国人和韩国人对“就”句子的音长和音高有
何不同。实验材料选择了《现代汉语八百词》，《现代汉语虚词词典》中的例句及自己调整的例句，一共
20个句子。实验对象为中国人3名，韩国人3名，各读三遍。分析对象一共为360（20*3*6=360）个句子，
57，600（20*160*3*6=57，600）个音节。本文要分析句中有无副词“就”的两种情况下，句中音长和
音高的不同。研究结果大体如下，第一，通过分析音长和音高来看，句中有无“就”时，重音位置有所不

同，没有“就”时，重音放在句末数量单位上，并且各音节的音长相差不大。强调少量时重音既可在“就”
上，也可在“就”后的数量单位上；强调大量时，重音放在“就”前。第二，韩国人不管副词“就”在哪
儿，一般都把重音放在数字上，有些人把它放在动词上。可见，韩国人对句中出现强调数量的副词“就”
的重音格式不太了解。第三，韩国人的每个音节音长区别不大，而重音的表现不太凸显。
【关键词】重音、 副词“就”、音长、音高

东南亚华语早期词汇发展变化研究
李权  北京师范大学

【摘要】本文以《叻报》《新国民日报》为研究对象，分别选取1917-1920（本文称之为“前期”）和
1930年前后（本文称之为“后期”）的等量本地新闻语料进行两点间的词汇比较，主要有以下两点变化：
第一，文言形式减少，白话形式增加。早期华语的语言风格可归纳为“文白相融”，即尚古的文言词和通
俗的白话词并存共用。对比前后期，文言形式有所减少，白话形式有所增加，体现出文言向白话的过渡特
点。第二，由不稳定趋于稳定。表现为如下语言事实：其一是同义形式的选择，如同素异序词，其二是异
形词的选择，包括自源和他源两类。它们均表现出前期词形丰富，且频次相近，后期出现了主要词形的变
化。以上几种变化主要受以下三种因素的影响：其一，早期国语的影响；其二，东南亚本土因素的影响；
其三，外语的影响。从“史”的角度来看，应该将共时和历时的研究思路相结合，多角度考察影响华语发
展变化的因素。
【关键词】东南亚华语、叻报、新国民日报、词汇

基于网络技术支持下韩国高校汉语教育现状
李秀彬 韩国仁荷大学/中国天津师范大学

【摘要】随着网络技术的普及，不受时空限制可以展开汉语教育。在疫情情况下，多数韩国高校采取了基
于网络技术支持下的远程汉语教育。本研究主要考察对象为20所韩国重点高校的汉语教育现状，主要考
察范围为韩国政府的官方文件、高校常用的LMS系统，K-MOOC平台、KOCW高校资源共享平台、高校
的OCW平台、高校官方网站进行了考察。考察得知，1）汉语与其他外语相比，韩国政府对汉语教育方
面的支持力度变化不大，可说明为韩国政府重视汉语教育。2）韩国高校利用LMS系统开展混合式学习以
及远程教育提高汉语课堂教学的绩效。3）通过K-MOOC管理实施策划可以看出，韩国政府重视基于网
络技术支持下的远程教育，以及远程教育有着一定的意义。本文进行了基于LMS系统支持下的汉语课堂教
学设计。LMS系统可以实现以学习者为中心的课堂教学，又可以减少教师的备课时间。基于LMS系统的汉
语课堂教学可以分为三大环节开展不同的教学活动。1）课前环节主要进行资源学习，比如：教师把教学
资源上传到LMS系统让学习者进行自学。2）课中环节可以点击远程会议（ZOOM与谷歌会议）开展远程
教育。3）课后环节利用LMS系统上的练习，考察学习者的掌握度。4)学生互动方面，LMS系统上教师创
建小组之后，不仅可以进行生生互动，还可以线上会议当中可以进行师生讨论。本文的研究工作可以为对
韩国汉语教育的信息化与汉语教学改革工作提供参考并借鉴。
【关键词】汉语教育 、系统

混合式学习模式运用于文学教学的设计与实践—以H2华文与文学小说教学为例
李志元  新加坡莱佛士书院（高中部）
张曦姗  南洋理工大学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随着数码科技的普及，课堂的教学形态及学生的学习方式也有了巨大的改变。混合式学习模式便
是其中一大教育趋势。学生在选读H2华文与文学这门课前，较少接触过文学作品，也缺乏深入分析文本
的能力。因此，如何带领学生深入分析课程中的所有作品，并教授学生分析文本的能力便成了一大教学难
点。本文试图以H2华文与文学课程下的小说教学为例，探究如何将混合式学习模式运用于文学教学上。
首先，本文将介绍研究背景与对象，并阐述新加坡混合式学习模式的概念和理论依据。接着说明运用混合
式学习模式于小说教学上的实践过程。最后，本文通过学生调查问卷、聚焦访谈及教师观察来检视教学设
计与实践的成效，再反思教学过程中所面对的挑战。
【关键词】混合式学习模式、H2华文与文学、小说教学

“年老”对新加坡华族年长病患意味着什么？—以医患门诊会话中的“年老”为例
林鼎勋   林尔嵘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摘要】在公共医院的门诊互动中，时而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一些年长患者会在话语中向医生标榜自己“
年老”的身份，如：“这么老了”、“我岁数有了”、“八十七岁了啦”等等。我们发现，这些以话语标
识自己或他人的“年老”身份不只是单纯的在传达信息。实际上，在不同的会话序列环境中，以话语标识

“年老”作为会话行为能达到不同的话语作用。以新加坡某一家医院的门诊语料为例，我们结合会话分析
（Conversation Analysis）方法与身份类属机制（Membership Categorization Device）的视角，
探讨“年老”这一身份类属在门诊互动中的作用。研究显示，一些华族年长患者会向医生标榜自己“年老”
的身份，以完成特定的话语行为，包括：一、合理化自己的病症；二、拒绝医生的医疗建议；三、辩解自
己身体功能的缺失。通过分析这些年长患者标识“年老”身份类属的互动序列及相关的会话行为，我们旨
在揭示新加坡华族年长患者对于“年老”这样一种身份标签的观念及认识，说明身份类属机制是如何搭建
起交互双方对话语的理解，也为医患沟通研究带来新的启发。
【关键词】会话分析、互动语言学、身份类属机制、年老

维吾尔语、西部裕固语颜色词文化内涵对比研究—以“黑”“白”为例
林雅琛   中央民族大学

【摘要】本文总结对比维吾尔语和西部裕固语“qɑrɑ/�ɑrɑ黑”“ɑq/ɑq白”的义项发现，两种语言“
黑色”既含褒义也含贬义，均有伟大、尊贵、有力、程度深、粗糙、无知、坏、反面的和孝服等义。但维
吾尔族接受了汉族“黑色”代表非法、秘密的认识。维吾尔族和西部裕固族都认为“白色”代表吉祥、善
良。西部裕固语“白色”可指所有奶制品和非宗教职业者，维吾尔族受到其他民族影响，借入了白色“落
后、反动”等贬义。并从社会生产实践、宗教信仰、风俗习惯三方面讨论“黑”“白”文化内涵的异同原
因。
【关键词】维吾尔语；西部裕固语；“黑”“白”颜色词；文化内涵对比

试论对外汉语教材中的拼音教学设计及拼音对教学的辅助作用—以《博雅汉语（第二版）》为例
刘迪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

【摘要】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开始学习汉语，各种对外汉语教材层出不穷。语音教学在语言学习初
期有着重要意义，对于汉语来说，拼音教学是发展其他语言技能的基础。教材是教学的依据，一些对外汉
语教材中对拼音教学的设计缺少科学性和系统性，并且没有较好的利用拼音辅助之后的技能教学。本文共
有五章，以《博雅汉语（第二版）》九册书为研究对象，分别从研究目的和意义、拼音教学设计、拼音练
习安排、拼音辅助其他语言技能教学、研究结论等方面展开论述。《博雅汉语（第二版）》总体而言在拼
音教学方面较为完善，但在发音方法教学和拼音练习方面仍可提升。本文详细分析了教材中拼音部分的优
劣利弊，希望能为其他对外汉语教材的编写完善提供思路，提高对外汉语教学的质量。
【关键词】对外汉语、拼音教学、教材设计

台湾“国语”新义新用的“杀”
刘吉力  长沙师范学院文学院  

【摘要】台湾“国语”的“杀”动形兼备，以动为主，辅以形容词用法。形容词“杀”主要有“狠/酷/低”
三个义项，各义项来源不同；历时考察“杀”，呈现由升到降的发展态势，义项由单到多再到以“低”义
为主，“杀”的发展演变有其内外部原因；对比其他多个华语社区，台湾“杀”与其形成有无之别的新生
差异。新义新用的“杀”充分体现了台湾“国语”的变异性及独特性，因此是研究其最新发展演变的典型
案例之一。
【关键词】台湾“国语”、“杀”、形容词、变异

更好地与文献对话：留学生学位论文转述结构考察与教学
刘锐  澳门大学

【摘要】学术写作中，引用是与已有研究建立联系、创建自身研究空间的重要方式（Swales， 1990）。
因此需要大量地使用诸如“某某发现/认为”、“在某某看来”这类转述结构。学术英语（EAP）研究表
明，二语学习者在掌握转述结构上存在相当的困难（Neff et al. 2003；陈建林，2011）。本研究旨在考
察汉语二语者的学位论文中转述结构的使用情况。本研究从CNKI硕士学位论文库中随机选取了13篇留学
生用汉语撰写的学位论文作为考察对象。由于引用通常集中地出现在文献综述部分，因此考察的重点放在
论文的“研究综述/研究现状/文献综述”部分。我们使用Liu & Wang（2019）的分类体系对转述结构进
行了标注。结果显示，留学生学位论文中使用最多的是过程性转述，其次是话语性转述，最少是发现性转
述、认知性转述。对比成熟写作者的论文（刘锐、黄启庆、王珊， 2021），留学生过度使用过程性转述，
而发现性转述、话语性转述的使用比例偏低。结合不同转述结构的功能来看，留学生在引用中主要关注的
是研究对象、方法，而对结论、成果、作者的观点缺乏足够的讨论和分析。此外还存在以下问题：转述语
的功能类型、种类单一；（2）转述语误用；（3）转述结构滥用，造成无意义的引用。针对这些情况，
本文提出应该对转述结构进行针对性训练，综合使用范文学习、结构控制训练、改写等练习方法，帮助二

语者理解和掌握多样化的转述手段，以提高汉语学术写作的水平。
【关键词】转述结构、学位论文、引用、学术汉语、学术写作

虚拟世界和元宇宙：汉语国际传播的应用现状和未来的可能性
卢文慧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研究生

【摘要】依托现代信息技术和互联网平台在线教育的不断发展，“互联网+”开展汉语教学受到汉语教师
与汉语学习者的共同重视，使汉语国际传播更多样化。虚拟世界是一种持久的在线计算机生成环境，在远
程物理位置的多个用户可为工作或学习进行实时交互。本文首先介绍了虚拟世界的历史发展和元宇宙的概
念。元宇宙是互联网的延伸，允许用户彼此之间以及周围的环境进行互动，包括虚拟现实（VR）和增强
现实（AR)。人工智能（AI）的使用现已成为汉语国际教育的现实。通过特别关注四个特性，虚拟世界或
元宇宙的集成网络在四个领域取得进展：沉浸式现实主义、访问和身份的普遍性、互操作性和可扩展性。
对于每个领域，当前状态和需要的发展，这些特性被认为是可行的多元核心组成部分。本文考虑虚拟空间
在当代汉语国际传播的应用现状，以及元宇宙新技术领域的影响。以当代汉语为对象，以多学科交叉为视
角，结合汉语国际传播的相关实践，虚拟世界利益相关者和开发人员之间未实现的协作，构成人类社会文
化互动的一个引人注目的领域。伴随新技术发展和教学理念变化，在虚拟世界和元宇宙视野下展望汉语国
际传播发展的新思路。
【关键词】元宇宙、虚拟世界、人工智能、汉语国际传播

东南亚华语量词历时发展调查与思考
卢月丽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摘要】本文以东南亚华语为对象，以“史”的眼光观察东南亚华语中量词的历时发展面貌，最终按照“
史”的范式形成比较完整的表述，试图从一些具体的方面展现东南亚华语发展演变的内容及过程。文中把
东南亚华语量词的发展归纳为以下三种模式：上扬式、下行式及曲折式。在对上述语言事实考察与梳理的
基础上，文中得出以下两点认识：其一，东南亚华语量词的发展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其发展不止一种模
式，而是三种交织在一起；其二，华语量词发展演变的原因既有方言、英语的影响，又有其作为祖语具有
保守性的制约。
【关键词】东南亚华语、量词、祖语、历时研究

浅谈国际汉语教学中的跨文化理解 ―以在日教学实践为例
路浩宇  日本关西学院   
陈碧强  中国山东曲阜师范大学

【摘要】笔者以自己在日本大学试行的两次以“友谊”和“孝道”为主题的汉语口语教学实践为例，通过
学习者对“友谊”和“孝道”为主题所作的口头发表，在提升口语表达能力的同时，引导学生了解中国的
文化与哲学思想。通过观察学习者对“友谊”和“孝道”话题的口语课的参与情况，我们发现日本学生对
友谊话题的兴趣更浓厚，对友谊的理解比孝道更深，对友谊价值的认同大于对孝道的认同。日本是原子化
社会，由于个人本位思想在日本的盛行，学生对于跟自己关联紧密的同时代事物表现出更大兴趣。孝道涉
及两代人或三代人之间的关系，复杂程度远大于友谊，故不太容易引起在“核心家庭”的时代背景下成长
起来的当代日本大学生的同情与理解。由此可见，任何一种观念都与它的历史和人文环境有关，是传统延
续和社会生活的产物。由于“孝”涉及到代际关系，日本学生对“孝”的认识相对浅薄，往往是泛泛而谈。
由此引出对教学目标的思考：一，国际汉语教学不应仅仅停留在“术”的层面，而应在锻炼学习者基础能
力的前提下，上升到对学习者的人文关怀与灵性启迪的大道上来。二，知识传授与文化交流是两个层面的
问题，知识传授是无条件性的，而文化之间的融合是有选择性的。国际汉语教学需要在尊重文化多样性的
前提下进行。
【关键词】国际汉语教学、友谊 孝道、人文关怀
  

怒苏语多义词的文化内涵
罗自群  中央民族大学

【摘要】怒苏语是生活在中国云南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福贡县的怒族怒苏支系说的一种语言，属于汉藏语系
藏缅语族彝语支。怒苏语词汇，按照义项来分，有单义词和多义词两类。本文重点从多义词这一方面来分
析怒苏语词汇所体现的文化内涵，通过与汉语、藏缅语族其他语言的比较，来说明怒苏语词汇文化内涵的
特点。文中所用的怒苏语词汇都是来自本人田野调查获取的第一手语料。一、怒苏语多义词的类型：如果
以汉语为参照点，怒苏语中存在一些多义词——一个怒苏语的词，可以有两个及以上的汉语词语和它相对
应。既然是多义词，语音相同，语义相关。根据词性，可以把怒苏语多义词分为两类：1、词性相同的，

2、词性不同的。（一）怒苏语词性相同的多义词  怒苏语词性相同的多义词比较常见的是名词、形容词
和动词。（二）怒苏语词性不同的多义词  怒苏语词性不同的多义词，比较常见的是一个多义词具有两种
不同的词性，当然，也有一部分多义词不止两种词性。二、怒苏语多义词的文化内涵：我们把怒苏语词性
相同的多义词看做是静态相关，而把词性不同的多义词看做动态相关。和汉语比，和汉族比，使用怒苏语
的怒苏人和汉族在认知上存在着诸多差异，汉语的表达显得更精细一些，而怒苏语则比较笼统一些。怒苏
语多义词的这种特点，充分体现了怒苏语的文化内涵。
【关键词】怒苏语 、多义词、文化内涵

汉语二语者书面产出词汇多样性的文本长度效应研究
马庆 北京语言大学

【摘要】词汇多样性是二语表达能力的重要标志，是计算机自动作文评分的重要采集变量，但是词汇多样
性测量指标与文本长度之间存在复杂的关系。本研究从2010年4月HSK写作考试的实测大数据中选取154
份语料，重点探究了汉语二语者书面产出词汇多样性与其文本长度的关系。结果发现：（1）词种数、
TTR、Root TTR 、Log TTR等8个测量指标可作为词汇多样性测量的有效参量，但通过相关分析结果可以
看出，当文本长度过短的时候，很难反映出词汇多样性与作文成绩之间的关系；（2）8个测量指标均存
在文本长度效应，其中MATTR受文本长度的影响较小；其余7个测量指标随着文本长度的变化整体呈现出
线性的变化趋势；（3）当文本长度在60至100词范围内时，除MATTR外，相同文本长度下的LD值均存在
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关键词】词汇多样性测量、文本长度、语言产出、作文自动评分

西南官话中古非晓组字混读的声学考察—以四川中江为例
饶冬梅   西华大学

【摘要】古非晓组字的混读在西南官话中较为常见[1][2]。西南四省（四川、云南、湖南、湖北）方言中
非晓组字的混读主要体现为八种类型（见表1）。本文以四川中江方言的古非晓组字今读作为深度调查对
象（前人调查结果为Type2类型[2][3]），选择10位年龄在55-65岁区间的发音人（男女各5），得到约
9000个语音材料，提取擦音中段20ms的谱重心CoG（Center of Gravity）和标准差SD(Standard 
Deviation)两个参数[4][5]，从声学和感知两个角度考察了四川湘语中非晓组字混读（merger）以及语
音性变读（phonetics variation）的原因[6][7]：非晓组字的混读，跟[f]/[xu]发音的相似性以及感知混
淆有关，和语言接触也有密切关系。四川湘语受强势方言（Type 1）及普通话影响，混读规律出现例外
之外的字有所增多，混读的条件也逐渐走向单一化。
【关键词】四川湘语、混读、语音变读、语言接触

河北方言的“去分阴阳”现象
桑宇红  白茹 河北师范大学 

【摘要】学界对河北地区保定、唐山、秦皇岛地区冀鲁官话保唐片轻声前去分阴阳的现象已有报道，较早
应是《昌黎方言志》（1960），后有李思敬（1995）对宁河方言，接着田静（2007）、刘克龙（2010）对
唐县，后又有郑莉（2014/2019）、白茹（2016）、曹庆改（2018）、李仕颖（2019）、尹凯（2020）等
分别报道了与保定毗邻的石家庄的深泽、无极、辛集及衡水部分地区安平、饶阳也存在“去分阴阳”的现
象。河北方言去分阴阳具体表现为：（1）在单字调层面可以区分阴阳去，如无极和深泽；（2）在连读层面
区分阴阳去；主要分布于保定地区的曲阳、定州、唐县三个县市；（3）仅在轻声前连读时区分阴阳去，
主要分布于保定及石家庄、衡水部分毗邻保定的地区。
【关键词】河北方言、去分阴阳、连调及轻声、保唐片

课例研究：放声思考在阅读教学中的策略与设计
盛丽春、韩爱玲、幸锦龙 、胡晓苏  四德女子中心
张曦姗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为了提高学生在阅读理解、感悟欣赏及延伸拓展方面的能力，本校研究团队通过放声思考阅读策
略(Think Aloud Strategy)进行有系统、有针对性的阅读教学。放声思考策略是将个人内在的无声思考，
用口语表达的方式，将心中所思考的内容说出来。老师能借此了解学生的思维过程并加以引导纠正。放声
思考方式是展示思考能力的有效方法，让思维可视化，同时也能训练学生的口语表达能力。本研究以79
名中二高华学生作为研究对象展开三轮的课例研究。本文首先从研究背景、研究对象和研究目的做一个整
体介绍；接着阐明理论依据和相关概念；再具体介绍整个研究的教学实践过程。研究结束后，通过调查问
卷、教师观察以及学生反馈进行分析，最后再反思教学过程中所面对的难题与挑战。

【关键词】课例研究、放声思考、阅读教学

“洪武赶散”与苏北江淮官话
石绍浪  北京语言大学

【摘要】“洪武赶散”是指明初苏南向苏北平原一次大规模移民，虽然正史没有确切记载，但在苏北民间
普遍流传。苏北江淮官话入声韵有一个较为独特的特征，曾梗摄一二等帮组字读圆唇后元音韵母，并与通
摄合并，其分布与“洪武赶散”的移民范围基本吻合。比较发现，苏北江淮官话的这个音变应是源于苏州
移民的影响。今苏北江淮官话入声韵类突破中古韵摄的格局，发生了简化，也可能是明初苏州方言在苏北
扩散的结果。余论认为，在分析江淮官话与吴语关系时，不能只局限于“同源”的角度，还应考虑明初苏
州苏州方言在苏北的扩散。
【关键词】“洪武赶散”、苏州方言、苏北方言、江淮官话、入声韵

德国语言学家加布伦兹及其《汉文经纬》研究
宋楠  德国国际合作署中德合作中心； 波恩东亚研究院chinnotopia中国论坛

【摘要】本论文第一章介绍了与乔治·加布伦兹有关的史实，包括十七到十九世纪西方汉学的兴起、独立
与发展、加布伦兹家族史和乔治·加布伦兹的汉学之路。 第二章到第四章将《汉文经纬》拆分为“汉语
基本面貌”、“分析系统”和“综合系统”研读与解析，完整展现加布伦兹的语法思想和其构建的古代汉
语语法体系。论文的第五章和第六章，分别探讨了加布伦兹在西方近代语言学历史上所起的作用，以及对
汉语语法思想史的影响、突破和超越。同时在论文结语部分，讨论了中外语言学界对于《汉文经纬》一书
不甚明晰的几个问题。
【关键词】加布伦兹  《汉文经纬》

华文作为第二语言新闻听读教学的文献综述
孙晓颖   张丽妹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新闻听读教学在华文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中更是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本文回顾和介绍了
2001-2021年二十年间华文作为第二语言新闻教学的相关研究，文献主要来源于中国知网 (CNKI) 和Web 
of Science等数据库。本研究的文献综述主要围绕四个研究问题：第一，华文作为第二语言新闻听读教
学的目标有哪些？第二，华文作为第二语言新闻听读教学的原则是什么？第三，华文作为第二语言新闻听
读教学的难点有哪些？第四，华文作为第二语言新闻听读教学的教学策略和方法有哪些？最后，本文结合
新的时代背景提出了华文作为第二语言新闻听读教学的优化建议。本研究的成果和发现对华文作为第二语
言新闻听读教学具有良好的指导意义，同时也为华文第二语言新闻听读教学法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和指引。
【关键词】华文作为第二语言、新闻听读教学、教学目标和原则、教学难点、教学方法 

乙圩壮语多功能语素te∶ŋ1

覃薇  中央民族大学 

【摘要】本文对乙圩村壮语“遭受”义语素“te∶ŋ1”进行全面的调查描写，并刻画出“遭受”义语素
“te∶ŋ1”功能的整体面貌。对“遭受”义语素部分语法功能的语法化过程进行探讨，归纳出其语法化的
路径和机制，为学界了解乙圩壮语“遭受”义语素功能的语法面貌和特征提供新的材料。乙圩壮语的“遭
受”义语素“te∶ŋ1”呈现出多功能性，具备了十三种功能：①“触碰”义动词；②“对、中、合”义动
词；③“遭受”义动词；④“需要、用”义动词；⑤被动标记；⑥“对”义形容词；⑦“致使”义动词；
⑧情态助动词；⑨结果补语；⑩程度/状态补语；⑪“到、轮到”义动词；⑫副词；⑬假设连词。其中，
本文调查到了“遭受”义语素“te∶ŋ1”以往没有被调查描写到的功能为：①程度/状态补语；②“到、
轮到”义动词；③副词；④假设连词。
【关键词】乙圩村、壮语、“遭受”义

祁东湘语多功能词“落”的语义演变与主观化
谭丽亚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西南林业大学外国语学院
陈海宏  云南民族大学民族文化学院

【摘要】湖南祁东湘语多功能词“落”的用法比较特殊，其语义演变属于通过增加新义而产生的多义模式，
它的多个义项在语义上有一定的关联，或直接关联，如“落”作实义动词时的多种语义；或间接关联，如
前加准词缀型小称标记“落”可能是由实义动词“落”的“降生”、“遗留在后面”等义隐喻而来的。“

落”在祁东湘语中还可以重叠，在语义和语用表达上带有一定的感情色彩，可表达说话者对命题的多种主
观态度。祁东湘语“落”语义演变的认知机制主要有类推（隐喻与之相关)、重新分析（转喻与之相关）和
主观化（褒化、贬化与之相关)等等。
【关键词】祁东湘语、“落”、多功能、语义演变、主观化

论析新加坡华人华语及身份认同的变迁
谭国勇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身份认同的建构在国家及其国家层面下的政治、经济及社会发展上有着深远的影响。它可以使人
认可该国家在政治经济及社会层面上的立场及政策，也可以让人民在某种程度上产生了归属感。教育是建
构身份认同的其中一环。据王赓武教授与陈庆文教授所示，新加坡华人身份认同，是最没有代表性，后者
则认为身份认同是有目的性地建构出来的。由此说明了新加坡华人身份认同正等待人们来填补。也正是如
此，新加坡政府通过不同媒介，包括教育政策等手段来灌输和建构自身倾向的华族身份认同，即倾向于文
化上的认同。本文尝试通过1979年讲华语运动及新加坡教育部历来的教育改革报告书，来了解其倾向和
期许。1979年讲华语运动，主要目的是要整合新加坡华族各方言群体。当时，新加坡华人社会有多达12
个华人方言群体，拥有一个共同的语言：华语，促进他们之间的沟通，减少之间的纷争，团结一致。这有
利于营造及实施双语教育政策的大环境，从中促进经济发展。然而，时间的推移，讲英语家庭的增加，使
得讲华语运动有了新的使命，即提升人们对华文的认识。新加坡教育部在报告书中所倡导的文化认识，倾
向于应对华族内部压力和需要。这回应了陈庆文认为华人身份认同是人造的说法。与此同时，随着华人移
民的移入，他们所带来的文化是否再次在原有身份认同上融合或产生分歧，则是未知数。这将会直接或间
接影响新加坡华文华语以及教育发展的走向。
【关键词】新加坡、华人华语、身份认同、教育

新加坡高中文学教学提问策略的探讨— QUILT框架下的教学设计与实践
唐佑彬   潘旭    李俊贤    郝德奕 淡马锡初级学院
张曦姗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在华文文学课堂上，设计优质问题能引导学生进行品读和鉴赏。因此，本研究以主修H2CLL的
61名学生为研究对象，探讨基于QUILT提问框架激发学生学习兴趣与提升学生思维能力的课堂教学模式。
本文首先介绍研究的背景、对象及方法，阐述基于QUILT提问框架的教学理念与理论依据；接着以现代小
说、诗歌、戏剧以及文言文为例，介绍如何基于QUILT的提问框架设计不同类型的问题的提问策略；本文
也根据学生的课堂反应，探讨了QUILT提问框架下不同文学作品教学的几种提问策略和问题设计类型，在
体现以学习者为中心、加强师生互动和凝聚同侪间学习力量等方面的成效。本论文最后将通过前后测的数
据对比分析、学生反馈、教师观察和学生产出检视教学设计的实施成效。
【关键词】文学教学 、提问策略、 QUILT框架、教学设计

楚辞“羌”字句与湘西凤凰方言ʧʰɑ13字句 比较研究
田晓黎  中央民族大学

【摘要】楚辞里的“羌” ，自东汉王逸注释后的1800多年来 ，众多研究者引经据典， 却始终没有确解。
《楚辞》的“羌”字是否有田野遗存？在湖南湘西凤凰方言中存在极具特 色的ʧʰɑ13 1字句。本文从凤凰
方言ʧʰɑ13字句的田野记音开始，逐条分析，总结规律，再与《楚 辞》16 处“羌”字句进行对比研究，
结果显现，凤凰方言ʧʰɑ13字句基本传承着《楚辞》“羌” 字句的语义。 
【关键词】《楚辞》  羌

国际中文学习软件的大型网络游戏化
汪歆玥  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   

【摘要】汉语学习时间长的特点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二语学习者的热情，而当下飞速发展的大型网络游戏新
颖有趣，常令人沉迷。修坝不如引流，把学生们对汉文化和网络游戏的双重兴趣融入到汉语学习的全过程，
将有助于培养学习者持续性的学习兴趣。本研究分析了当下常用汉语学习软件中的游戏模式，结合现有网
络游戏的汉元素部分，提出了将汉语学习软件大型网络游戏化的具体设想。持续化：脱胎于传统的孤立小
游戏，将累计的学习成果作为升级模式，合理地穿插各类支线任务。系统化：学习者通过注册账号建立个
人学习档案，学习任务既包括集体学习，也包括多种自学形式。针对性：以学习者的需求为导向，提供相
应的实用汉语知识。灵活性：及时更新，高度重视用户反馈。允许教师使用游戏程序和知识库，以方便与
线下教学配合使用。
【关键词 】汉语国际教育、学习软件、网络游戏、学习兴趣

“ 打（타）”字的韩国汉字音形成过程考察
王 浩  四川轻化工大学人文学院  

【摘要】“打”字，在《广韵》中有两个读音，都是阳声韵，一个是梗摄、梗韵，开口二等，上声，端母
“德冷切”；另一个是梗摄、迥韵，开口四等，上声，端母“都挺切”。但是在韩国汉字音中，“打”字
读阴声韵타[t�ɑ]。本文从历史语言学和语言接触的角度出发，认为中世韩汉音（15-16世纪）中存在的
타[t�ɑ]和뎍[tiək]这两种读音，其形成主要是中国的影响，由“德冷切”和“都挺切”两种读法，平行
发展而来，“德冷切”变成了“都瓦切”直接影响了타读音的形成；“都挺切”本来是阳声韵，在传入韩
国以后，其阳声韵尾[ŋ]变成了入声韵[k]，实现了“阳入对转”，从而形成了뎍的读音。近代以后，随着
日语词向韩语的大量涌入，“打”字的日语唐音だ[da]与韩汉音中타读 音的高度相似性，使得타读音在
与뎍读音的竞争中，取得了最终的胜利。

汉语方言亲属称谓中的音变
王红娟  山东师范大学  

【摘要】亲属称谓是方言词汇中重要的一类，我们在考察方言间的词汇差异时，亲属称谓往往是重要的参
照项，如《汉语方言地图集 词汇卷》共有203条词汇图，其中涉及亲属谓的就有“爷爷、奶奶、外祖父”
等14条。在对汉语各方言中的亲属称谓进行梳理时发现，汉语方言的亲属称谓中普遍存在音变现象。比
如，山西运城的“弟”，单字音为“ti33”，但在“兄弟”一词中读音变为“thi33”。本文的音变的含
义是指：1.某个字或某类字在称谓词中的读音与其他情况中的读音不同。2.某个字或某类字在称谓词中的
读音于古今演变规律不合。本文讨论的方言亲属称谓中的音变类型主要有以下三种：个别音变、系统音变、
别义音变。
【关键词】汉语方言、 亲属称谓、 音变

乡村振兴背景下民族地区发挥语言经济效能路径的再探讨—基于西藏自治区林芝市M县的个案研究
王娟  陕西师范大学

【摘要】语言能力是重要的人力资本，语言经济效能是语言的重要社会效能，语言扶贫工作作为中国贫困
治理体系的有机构成，在国家脱贫攻坚的重要阶段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
后，民族地区的语言文字工作在扶持对象、政策范围和顶层设计方面也相应需要作出一定的调整。本文试
图在乡村振兴背景下进一步探讨如何继续发挥语言经济效能的路径。
【关键词】乡村振兴、语言扶贫、民族地区

四川方言的音系特征和两个历史层次
王倩  周及徐  四川师范大学

【摘要】 以往的四川方言研究认为，现代四川方言皆为明清时期的“湖广填四川”所带来。我们在近十
年的时间里，在四川作了广泛的方言田野调查。根据实地调查材料，我们提出新的观点：在四川省的岷江、
嘉陵江流域分布着两种不同的官话方言：嘉陵江流域分布着以成都话为代表的以“入归阳平”为特征的西
南官话方言，这是明清湖广移民带来的；岷江流域分布着以大邑话、宜宾话为代表的有独立的入声调的官
话方言，这是明代以前的四川本地方言的后裔。二者分属不同的方言层次而共存于今天的四川。本文以
2019年出版的《岷江流域方音字汇——“20世纪四川方音大系”之一》中语音材料为据，借助实验语音
学方法对成都话与大邑话、宜宾话作音系整理、以Praat软件绘制其声学元音图、声调曲线图，分析其在
音系上的规律性语音差别，说明今天的四川方言不仅具有以成都话为代表的湖广话语音类型，还有更为古
老的另一方言层次——这个音系今天仍具有入声独立、果摄一等字读为-u、麻三精见组读-i、模韵字读为-o
等语音特征。这些语音特征与成都话的湖广话语音类型有明显的差别，独立于成渝片西南官话而存在。 因
此，现代四川方言分为本地和外来两个层次：本地层次叫“南路话”，外来层次叫“湖广话”。
【关键词】四川方言、岷江流域、成都话、大邑话、宜宾话、方言音系

保定方言两字组连读变调及其若干问题
王帅臣  华北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 

在对河北省保定市下辖的24个县市区进行方言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展开本文的分析。首先描写清苑区的
两字组前字连读变调情况，以便对保定核心区域的变调情况有所了解。其次，介绍保定方言中的阴平变调、
阳平变调、上声变调、去声变调的地理分布、调值表现、调类分布等基本情况。再次，重点讨论上声变调
和去声变调。上声变调后的调值情况有一定序列性：一种是前字变调后与本声调系统的阴平接近或合流；

一种是前字变调后与本声调系统的阳平接近或合流。上声变调既有类型学上的原因，也有历史因素在起作
用。去声变调有一类和轻声有关。

西宁方言持续体标记“着”
魏萌  中央民族大学

【摘要】汉语西宁方言的体标记“着”主要表达持续体的语法意义。除单独使用，方言中“着”常与起始
体标记“上”、完成体标记“下/了”等其他体标记叠用。由此，西宁方言的持续体标记“着”多构成
“V着V”、“V着C”或“V着＋从句”三种结构。西宁方言持续体标记“着”常与起始体标记“上”、
完成体标记“下/了”等叠用，且均处于其他体标记之后，即动词后第二位置。叠用中，“着”仍表达持
续体的语法意义，其语义与前一体标记层层套叠，具有一定顺承关系。如与起始体标记“上”叠用时，“
上”的语义指向前面的谓语动词，构成“V＋上”结构；“着”的语义则指向“V＋上”这一整体，表达
动作行为开始并将进一步持续的状态，“着”具有一定未完整体范畴义。“V＋上＋着”结构还可续接其
他动词或补语成分，构成“V＋上＋着＋V”结构。此外，西宁方言持续体标记“着”常以“V＋着＋C”
形式用于述补结构谓语句中。其中，C可为程度、情态、结果、数量等多种类型补语，形式上可由单个形
容词或副词、数量或偏正短语及主谓结构充当。语义层面，“V着＋C”由“V着”与C两个时间过程构
成，C主要由“V着”引发或伴随，即两个过程包含一定的逻辑因果关系，这种关系可以是显性的也可以
隐性的。除构成“V着V”、“V着C”和“V着＋从句”结构外，持续体标记“着”还可用于西宁方言的
存现句和“的字结构”中，其用法具有一定独特性。
【关键词】西宁方言、着、持续体标记

“口”的比较词义探索
吴宝安  湖北大学文学院 

【摘要】“口”这一概念在汉语中主要有“口、嘴”两个词，根据它在汉语、汉语方言以及其他语言中的
用法，我们整理出了12组与“口”有关的共同引申，这些共同引申都可以通过“转喻”和“隐喻”来解
释。 基于转喻的共同引申有7条，如： 与言语功能相关，“口”引申出“说话、话语”义。与饮食功能
相关，“口”引申出“口味”“人口”义。与临近部位相关，“口”引申出“脸、鼻、咽”“口部饰物”
义。基于隐喻的共同引申有5条，如：与形状、位置都相似，“口”引申出“容器等器物通外面的地方”
和“出入的通道”义。与形状相似，“口”引申出“（山谷、水道等）大的豁口”“突出的部分；尖儿”。
这12组共同的词义引申在汉语、汉语方言以及英语、俄语、西班牙语、日语、泰语、印度尼西亚语、壮
语等语言中都以共词的方式出现，因此，我们可以将其看作是“口”在语言中的共同演变模式。
【关键词】“口”  比较词义 、共同演变

新加坡中学华文快捷课程后进生
语文学习的挑战和独立学习能力的培养
吴宝发  张曦姗  周淑君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后进生学习一直是教育工作者关注的课题，新加坡教师也不例外。后进生学习问题复杂，包括语
文基础薄弱；个人学习态度不良；缺乏独立与迁移的学习能力；课堂教与学方法不当等。本文立足于本地
一所中学的校本研究，借助文献研究法、问卷调查法与观察法，对中二快捷班24位后进生的学习特点进
行梳理，由此作出为期六个月对3个单元的教学调整的尝试，旨在分析后进生在课堂中语文学习的挑战以
及探索他们独立学习能力的培养。本研究对2021年新教材篇章里的语文技能做一次系统性的梳理，在课
堂阅读理解教学时，强调对文章理解的元认知策略之字义层次、逻辑层次、概念层次的教学，调动学生的
元认知，以弥补学生因语文基础薄弱带来的教与学问题。
【关键词】华文快捷课程 、后进生、中学新教材、元认知

中韩跨国婚姻家庭双语学习和使用状况及问题研究
吴思敏  闽南师范大学

【摘要】近年来，中韩跨国婚姻家庭日益增多。据统计，来自中国的在韩结婚移民总数在2019年已接近
20万人。中韩跨国婚姻家庭既有别于传统华侨家庭，又有别于普通韩国家庭，在语言文化上具有特殊性。
本研究以在韩中韩跨国婚姻家庭为研究对象，对其双语学习和使用状况展开调研，并针对其问题提出解决
方案。研究分三部分进行：第一部分利用文献分析法整理并分析韩国政府对多文化家庭的政策及多文化家
庭支援中心的相关资料。第二部分利用问卷法、访谈法与参与观察法对中韩跨国婚姻家庭进行相关数据采
集，并对数据进行定量与定性分析，多维度考察多种因子对语言的影响以及因子之间的相互作用及其与内
部、外部环境的交互关系，全面把握中韩跨国婚姻家庭双语学习和使用的特点及问题。第三部分综合考虑

调研结果，针对中韩跨国婚姻家庭双语学习和使用的问题和需求，从内部（中韩跨国婚姻家庭自身）和外
部（社会机构与教育部门）提出解决方案。本研究不仅可为中韩跨国婚姻家庭双语教育提供理论基础和实
践方案，还为以其为对象的双语教材及教学资源提供理论依据，为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跨国婚姻家庭双语教
育研究提供参考。
【关键词】中韩跨国婚姻家庭、双语教育、调研、解决方案

实践与反思：国际中文教学与信息通讯技术之运用
夏雪  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

【摘要】随着教育技术的发展，如何善用信息通讯技术（ICT）来服务于教学，实现以“学生为中心”的
教学实践，成为当今教育研究的热点。在国际中文教学领域，我们也面临着如何有效地将ICT运用于课堂
教学和学生学习的问题。本文即以此为出发点，在现代教育理论的基础上，以新加坡国际学校的非汉语母
语学生为研究对象，结合IB华文课程中的一个主题单元，从课件设计及课堂教学反馈等方面对ICT在国际
中文教育中的实践情况进行探索性研究，总结ICT辅助中文教学的几个原则：包括设计ICT要以学生学习
需求为核心，ICT的课堂使用应避免“喧宾夺主”，并反思教师在ICT运用中的作用，以期对新技术下的
国际中文教学发展提供参考。
【关键词】 ICT、 国际中文、课件设计、课堂实践

The Brief Analysis of Japanese Culture's Absorp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ulture
Hui Xu   Maca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bstract: Cultural exchanges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have a history of nearly 2,000 years. The fine tradi-
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ulture have exerted great influence on almost every aspect of Japanese 
life, such as architecture, clothing and so on. At the same time, Japanese culture has made a series of 
cultural innovations and developments according to its own national conditions while absorbing Chinese 
culture for reference. Starting with the reasons why Japan absorbed Chinese culture and analyzing the 
exchanges between Japan and China from 1972 to 2011, this paper analyzes and concludes that the similar 
cultural background of the two countries is the basic reason for Japan to better learn from Chinese culture. 
Finally, this paper expounds and analyzes Japan's absorp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ulture from 
three aspects: religion, ideology and diet. It is concluded that Japanese culture originated from Chinese 
culture, and before the Tang Dynasty, Chinese culture had the greatest influence on Japanese culture; after 
the Tang Dynasty， Japan began to have a real culture, but it was still influenced by Chinese culture.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and improvement of its own culture, it finally formed its own unique style. 
Key Words: Japanese culture; Chinese culture; Absorb; 

港式中文词汇与普通话的隐性差异
徐涵韬  北京师范大学

【摘要】“隐性差异”的概念及思想适用于全球华语对比研究，文章立足于此，讨论港式中文词汇与普通
话的隐性差异，首先以量词“枚”、动词“怀疑”以及名词“论调”为例，分析其在概念义、语法义、色
彩义等方面的表现；然后举例说明了隐性差异的三种存在形式，即有无之别、大小之别和程度之别，并指
出三者之间联系密切，不能孤立讨论；最后，文章认为未来研究应增强对华语隐性差异的考察分析，拓展
隐性差异的研究内容、语体范围及比较对象。
【关键词】隐性差异、词汇、港式中文、普通话

基本核心词词义的跨语言表现与特点—以61种语言为例
许可  冉启斌 南开大学

【摘要】本文建立了61种语言60个基本核心词词义数据库，从跨语言角度对其进行了细致考察。数据库
中共有义项约11440个，平均每词义项略超3个，最多达21个。平均义项数方面，动词最多，形容词其次，
名词、否定副词随后，数词、代词最少。义项数可能受词与外部世界的关联性、在词汇系统中的基本性以
及概念本身模糊性的影响。对词义引申深度赋值后，看到动词、形容词、名词的词义引申能力分较高，各
词的平均义项数与该分排名不一致。语言、词类对义项数量、引申能力分影响显著。通过网络图谱对词义
进行聚类分析和可视化分析后，基本核心词被分为10类，词类对聚类有影响。动、名、上形成较大词团。
名词[±指人][±身体部位]，形容词[±积极/消极]等特征会使词类内部形成关系更紧密的小类。图谱中，
hand连接动词和身体部位名词；head连接身体部位名词和指人类名词；man连接指人名词与褒义形容
词；one连接指人名词和数词；die、sleep等词连接动词和形容词等。

【关键词】基本核心词、词义引申、数据库、】可视化

冰墩墩的启示：中华文化符号海外传播的机遇与挑战
许琳皎  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

【摘要】北京2022年冬奥会吉祥物“冰墩墩”在国内外社交平台的爆红引起各界讨论。作为一种文化符
号，“冰墩墩”兼具多重内涵，承载着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功能。“冰墩墩”成为“顶流”，不仅
展现了中华文化强大的感召力，也为中华文化符号的海外传播提供了新思考。本研究基于符号学理论，从
视觉和语言两个维度分析符号传播的特点，挖掘“冰墩墩热”的深层原因，并从中得出中华文化符号海外
传播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基于此，笔者从符号传播的原则、内容和方式三方面提出了建议，即：调整传播
心态，着眼他者视角；加强内容设计，挖掘文化内涵；充分利用互联网媒介，引发情感共鸣。以期为中华
文化符号的海外传播提供借鉴，丰富中国文化传播领域的研究成果。
【关键词】中华文化符号、海外传播、文化传播、冰墩墩

韩国国民教育体系中汉语教育的发展与创新
许培新  山东大学

【摘要】本论文结合中韩两国历代交流的传统以及现代社会发展的趋势，在追溯韩国汉语教育发展历程的
基础上，重点考察自中韩建交以来韩国汉语教育的发展脉络，重点梳理并分析韩国国民教育体系中，大、
中小学不同层次汉语教育的发展情况以及出现的问题，总结韩国国民教育体系中汉语教育的主要特点；当
今国际大变局和新态势下，汉语教育发展面临着新情况、新问题，韩国国民教育体系中的汉语教育和学习
也在发生变化。因此基于教育理念升级、教学思路转型与教学模式创新，提出了加强韩国大、中小学汉语
教育的实践性、针对性，以及韩国汉语教育内涵式发展多元化路径的对策和建议。 
【关键词】韩国汉语教育、国民教育体系、内涵式发展

 
13—19世纪朝鲜半岛汉语教学对当代汉语国际教育的启示
许润芳  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

【摘要】朝鲜半岛有悠久的汉语学习历史，从以汉字为本、重视书面语学习到文言并重、对政治商务风俗
文化等不同领域进行全面了解，其汉语学习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汉学界人才辈出，促进了对中国制度、文
化的内化吸收及其本民族政治经济文化的进步。其中，国家层面的空前重视、语言政策的有力支持是不能
忽略的因素。目前流传的朝鲜半岛汉语教科书集中于13-19世纪，恰是两国政局革新、关系进一步密切的
时期，此类教材是今日研究两国历史上人文交往、不同时期汉语口语面貌、汉语教学法种类及影响、汉语
国际教育在半岛发展历程的宝鉴，本文以该时期《老乞大》《朴通事》《学清》等代表性汉语口语教材为
主要研究对象，结合韵书、字书及辞书类汉语书面语教材、《朝天录》《燕行录》与《朝鲜王朝实录》等
官方历史记载为佐证，共时对比同时期中国韵书。探讨官学、私学、司译院、承文院、译学院、质正官等
部门和职务发挥的历史作用，总结该时期朝鲜半岛汉语教学的优点和不足，力求为当代汉语国际教育汉语
人才培养、汉语教材编写、汉语教学法选择和语言政策制定提供一定的参考意义。
【关键词】朝鲜半岛、汉语国际教育、教学法、语言政策

语言赋能：乡村振兴多模态话语战略构建
杨城  浙江大学 

【摘要】语言是促进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乡村振兴中的每一步都离不开语言的力量。研究中首先依托多
模态话语分析综合框架，对余杭、桐庐、淳安三个乡村振兴示范地区的宣传片视频进行分析，总结其文化
、语境、内容、表达四个层面的多模态体现。其次依托质化分析的扎根理论方法，构建语言赋能乡村振兴
的战略模型，在组织、社会、个体三个层面探索赋能方向。最后，基于话语分析和战略模型提出未来语言
赋能乡村振兴的提升路径。研究发现，三个地区的多模态话语具有典型的区域特色，语言赋能乡村振兴需
要凝聚自上而下的多方力量，而国际化视角、内容的精准筹划、赋能视角的联动共振则是未来乡村振兴话
语努力的方向。
【关键词】乡村振兴、语言赋能、多模态、话语分析、战略模型

A Study on the Chinese Classroom of Foreign Students in the Epidemic Period Based on the Inter-
active Perspective
Haifeng Yang1,Daqian He2, Zhuoda Yang3

1. Center for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Wuh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Wuhan， 

2.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Wuh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Wuhan，
3. School of Chinese Studies and Cultural Exchange,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Abstract: Interaction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s affecting the result of online Chinese class teaching. 
By utilizing the method of questionnaire analysis, error analysis and document analysis， this paper selected 
200 international students from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Cultural Exchange of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of Wuh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of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as samples for investigation, including 94 undergraduates, 60 master 
students and 46 doctoral students. Among them, namely 86 in primary stage, 64 in intermediate stage and 
50 in advanced stage based on their HSK marks. The majority are from Asia (45%) and Europe (25%), the 
rest are from Africa (15%), America (10%) and Oceania (5%). This paper finds that the existing interactive 
methods of them include online conference platform, course live-streaming platform and video live-streaming 
platform. 
When using these platforms, we find there are some advantages of them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remote 
Chinese learning: They are convenient for students to preview and review before and after class, and they are 
helpful for the sharing of Chinese learning resources. However, we also find that there are some disadvantag-
es in teacher-student interaction and student-student interaction on these platforms, such as the lack of learn-
ing atmosphere (58% participants agreed) and the unwillingness of turning on the camera and micro-
phone(76% participants agreed). We think the factors causing these problems mainly include external and 
internal factors of teaching. The external factors include the factors of network connection, time difference, 
studying platform and studying resource allocation. The internal factor of Chinese teachers is that they are not 
adapted to the new way of online teaching, which makes them unable to carry out innovative design of class-
room interaction, and still choose the traditional teaching method (66% participants agreed). The internal 
factor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on the one hand, they lack online learning experience, so it is difficult to cope 
with some new challenges in teaching interaction practice. On the other hand, international students must 
overcome certain psychological factors in the interaction process of online Chinese classroom, among which 
anxiety and avoidance are the most prominent (80% participants agreed).
In conclusion, Chinese teachers can improve the interactive effect of online teaching through rational use of 
learning platform, effective allocation of learning resources and innovation of class interaction mode. Before 
teaching, teachers should inform students in advance of the selection of learning platform, registration, login, 
using process and a series of related matters. During the teaching process, teachers can allocate a certain 
proportion of class hours to organize interactive courses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s, such as group presenta-
tion, personal performance and seminar. After class, teachers can design and release questionnaires and 
use the background data statistics and other functions of the learning platform to analyze the frequency and 
quality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participation in interaction. Also, international students should actively adjust 
their learning psychology and improve their learning methods as well. In this way, they can get rid of negative 
psychological factors such as anxiety and avoidance, and focus on classroom interaction and knowledge 
itself, and finally achieve better learning results. Ultimately, teachers and students will collaborate to explore 
a course interaction path, adapting to the new mode of online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in the post-pan-
demic era. The research on this issue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enrich the theories of linguistics, psychology 
and pedagogy related to Teaching Chinese to Speakers of Other Languages. Also it can improve the teach-
ing efficiency of teachers and enhance the sense of gaining knowledge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Keywords: Interaction; Online Chinese Classroom; Chinese Teaching

国际华文推广的重要部分：志愿者项目的国别性/区域性分析—以缅甸为例
杨念  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

【摘要】2004年“国际中文教师志愿者项目”经中国教育部批准实施。直至疫情前，全球大约有7000名
志愿者在全球一百多个国家进行中文教学，其中大约3000名志愿者在东南亚各国任教，成为东南亚华文
教育重要力量。缅甸志愿者项目于 2009 年开始实施，至今已经有十年有余，到疫情前每年有一百多名志
愿者在缅甸各个城市甚至乡镇进行中文教学工作。十多年来，志愿者项目对缅甸华文教育发挥着重要作用：
为缅甸华文教育贡献了新的力量，弥补了缅甸华文师资的不足，促进了缅甸中文教育的合法化进程等。然
而，该项目也存在着一些问题，本人通过实地了解以及问卷的方式，深入分析了志愿者项目在缅甸的实施
情况，并针对性地提出几点建议，促进该项目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国际中文教师志愿者、华文教育、缅甸志愿者项目、参考

基于SLS平台的E晨读差异教学模式探索— 新加坡崇文中学的实践经验
叶语銮    徐小红   吴玉凡  新加坡崇文中学

【摘要】为了营造书香校园，培养学生的阅读兴趣和提高阅读水平，我校研究团队借助SLS平台，以110
名中三学生为研究对象，在全校进行E晨读研究计划。E晨读依据差异教学理论，照顾学生的个体差异，
所选篇章分年级、分主题、分文体，并结合各单元技能训练，设计不同程度、风格的晨读活动。学生借助
个人数码学习工具，选读纯文字或拼音版的、带声音和可查字典的篇章，通过SLS自测，在阅读护照上完
成任务。此外，高准备度的学生还可阅读更有挑战性的文章，并完成相应的挑战任务。研究结束后，团队
通过定量与定性研究检测学习成果。初步结果显示，基于SLS平台的E晨读差异教学模式，在一定程度上
激发了学生的阅读兴趣，也促进了教师的专业发展。
【关键词】SLS平台、E晨读、差异教学

Nasal Codas Merger in Chinese dialects: Modified Contrastive Specification and Sisterhood Merger 
Hypothesis
Jihye Yun  Asia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 Madison

Abstract：Chinese linguists have long debated about the directionality of nasal coda merger in Chinese 
dialects since the 1970’s. Some believe that the merging process is unidirectional (anterior to posterior) ,but 
others assert that alveolarization of nasal codas (-m>-n and -ŋ>-n) is the major trajectory. Previous studies 
failed to make a reasonable prediction about the further direction of the merger in addition to a lack of 
phonology-based analysis. This research analyzes the merging process on basis of Contrastive Hierarchy 
(CH) and Sisterhood Merger Hypothesis (SMH). The two theoretical frames make us draw two types of 
contrastive hierarchies: [Dorsal]>[Labial]，[Coronal]>[Labial]. That is，the merger between the alveolar 
and the velar nasal codas will occur after the completion of the merger between the labial and alveolar ones. 
Alternatively， the alveolarization of the velar nasal coda will happen after the completion of the merger 
between the labial and velar ones because the structure merger takes place on sister node of contrastive 
hierarchy. In conclusion， the final phase of the nasal coda merger will be the alveolarization of the velar 
nasal coda. The data of Chinese dialects and markedness theory both buttress the conclusion.

Keywords: Nasal codas，Chinese dialects，contrastive hierarchy，sisterhood merger

《易经》归纳、演绎思维在母语教学中的课堂实践和应用
庾潍诚  新加坡伟源中学

【摘要】作者根据自己长期研究《易经》的经验，提出和认为：《易经》作为中华古代的文化典籍，归纳
和演绎思维是它的最重要核心思想之一。同时，作者结合了自己多年的新加坡课堂教学实践，发现：《易
经》的归纳、演绎思维可以有效实践应用在现代的母语教学当中。归纳，是引导学生化繁为简，迅速掌握
教师布置的课堂指令或內容；演绎，则是学生有效应用课堂所学知识进行复述和重构。本文列举具体的课
堂实践应用例子，就是：(一)课堂的指令语言“ABCD”；（二）思维图的教学应用；(二)作文教学实践
的“DEEPAI”（细节描写）自创理论。作者最终观点认为，《易经》思想可以古为今用，实践应用到课
堂母语教学，从而达到提升学生的母语学习效果。
【关键词】易经、归纳、演绎、教学实践应用

中国古代建筑文化的汉字演绎
袁忠  中国华南理工大学

【摘要】中国古代建筑文化的丰富思想很多都凝结在一个个的汉字中。在汉字的构形、本义、转义、暗喻
等不同的运用中，存在着古人有关建筑活动、建筑形象、建筑心理等蕴含，很多汉字就是一个空间概念、
一个居住范畴。古人对中国古代建筑的感知的原初意识首先凝固在古汉字中，古代建筑的最初“文本”可
求诸古汉字，作为象形文字的古汉字与作为现实空间的古建有着天然而内在的通贯性。本文通过考察汉字
的字符构形及作为词或词素的单个汉字所展示出的建筑文化意象，探究作为表形文字、表意文字的古汉字
在其构形、组词、使用、书写等多方面体现的古代建筑文化意义。
【关键词】汉字、中国文化、古代建筑

GRR教学模式的实践与反思——以新加坡H2华文与文学新诗教学为例
张建立   张建平  新加坡国家初级学院    
张曦姗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2021年新加坡H2华文与文学新课程引进课外文学作品赏析的部分，与旧课程标准相比，这对学
生是具挑战性的变革。为应对该挑战，我院以新诗为切入点，设计了从指定文本到课外文学作品的教学实
践配套。该实践以“新加坡课堂教学实践要领”(STP)为指导，依据探究式学习（IBL）理论，采取“教、
扶、放、收”四个阶段的“渐进释放责任直接教学模式”（GRR），旨在逐步培养学生独立鉴赏文学作
品的能力。实践证实，这一教学策略增强了学生的信心和赏析能力；同时，也发现了一些有待进一步充实
和深入探索的空间。本论文将阐述该实践所采用的教学理论、教学策略、教学流程、教学成效及反思。
【关键词】  GRR教学模式、H2华文与文学、新诗教学    

“V走”和“V去”互换性的多重对应分析
张进凯  中国兴义民族师范学院 文学与传媒学院

【摘要】  本文在“原型—样例连续统”理论指导下，通过基于用法的多重分析方法探讨表征“位移运动
事件”的“V走”和“V去”的变异性和互换性。研究发现：“V走”主要表征位移方向不明确、没有位
移目的地的位移运动事件；“V去”主要表征位移方向明确、位移目的地可预测的位移运动事件，因此
“V走”和“V去”处于位移运动事件“原型—样例连续统”的不同位置，“V去”较“V走”更接近位移
运动事件的原型。“V走”和“V去”在表征位移运动事件原型特征和典型样例时不存在概念重合，在表
征位移运动事件非典型样例时，在概念变量特征的交互作用下表现出概念重合。
【关键词】多重对应分析  位移运动事件  概念变量  互换性  变异性

书面语言复杂度对华语二语者写作质量的影响研究
张漫莉  北京语言大学  

【摘要】本研究基于韩国学生的HSK写作测试语料，采用若干典型指标，对华语二语者的书面语言复杂度
与写作成绩之间的关系进行了量化分析，考察了词汇及句法复杂度指标对学生写作质量的影响。研究结果
表明：词汇复杂度和句法复杂度指标与学生的写作质量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Guiraud指标、虚词
使用比率、连词使用比率、复杂词使用比率、话题链数量、话题链分句数、零形成分数量和T单位数量等
指标对写作质量具有较强的解释及预测效度。
【关键词】语言复杂度、汉语二语、写作质量
  

基于树库的汉语二语写作句法复杂度研究
张婉莹  北京语言大学

【摘要】句法复杂度（Syntactic Complexity，简称SC）在评价二语者语言水平、语言动态发展及写作
质量中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吴继峰，2018）。已有的研究侧重于SC对日语、韩语等母语者的汉语写作
评估的有效性问题，研究结论未必适合少数民族母语背景的汉语二语书面语评价。基于此，本研究以参加 
HSK（高等）考试的维吾尔族考生的作文语料为研究对象，基于自建的汉语二语句法标注语料库，从粗粒
度和细粒度两方面指标体系入手进行以下四个方面的研究：（1）通过预处理构建小型依存句法树库（
Dependency Grammar Treebank），作为句法复杂度研究基础；（2）通过小句切分和搭配抽取研
究粗粒度指标和细粒度指标的分布特征；（3）针对不同写作水平的被试SC指标进行对比研究；（4）基
于典型SC指标体系探讨二语写作水平动态发展特点。研究发现，基于T单位等粗粒度句法复杂度指标在区
分学生写作水平和预测写作成绩方面的解释力较弱，而基于短语层面的细粒度句法复杂度指标能够有效区
分写作水平和预测写作成绩。
【关键词】树库、 二语、语法

阅读与抒情文写作教学的有机结合—以华侨中学（高中部）语文特选课程为例
张薇  王健仲  华侨中学（高中部）

【摘要】抒情文写作一直是学生的弱点，也是教师的教学难点。由于没有经过有系统的抒情文写作训练，
高中生很容易将抒情文、记叙文或议论文混为一谈，对抒情文的写作手法更是一知半解。再加上学生缺少
生活历练，要让他们短时间内掌握抒情文写作手法，并进行创作，无疑难度极大。有鉴于此，我们决定在
现有的教学内容上融入抒情文写作教学，尝试结合REAP的阅读理论与教学实践，将阅读与抒情文写作教

学有机结合，以39位高一H2华文与文学的学生为对象，引导他们建构抒情文概念，了解并掌握抒情方式
与写作手法，从而进行写作实践。最终，通过调查问卷、课堂观察和学生作品，梳理和分析了阅读与抒情
文写作相互融合的方法及其有效性。
【关键词】抒情文写作、阅读教学、REAP阅读方法、语文特选课程

地名中的关中方言
张文丽  陕西学前师范学院文学院

【摘要】关中方言，曾经作为汉民族共同语基础方言，对周边地区方言、其他地区方言和民族共同语产生
过重要影响。地名是人们用以区别个体地物的语言符号，而作为纪录地名的语言符号包含形、音、义三个
部分。关中方言区的地名，尤其是地名用字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关中方言的特点。本文从关中方言
区中的代表性地区——西安入手，整理分析其地名，得出如下结论：1.声母 （1）古全浊声母清化，平声
送气，仄声归并关中方言中存在差异，西安归不送气，例如“中官亭/中官厅”、“安居巷/钱局巷”。
（2）古知系开口字按照等分化，知系二等、庄组、章组止摄字与精组合流，读ts、tsh、s，例如“三里
村/山李村”。（3）古泥、来二母在洪音前混用，尤其是在洪音鼻音前，泥母混入来母，读l，例如“新
农田/兴隆庄”。2.韵母 （1）前后鼻音混用，关中方言后鼻音为ŋ，前鼻音丢掉鼻尾n，主要元音鼻音化
。由于在当地人听感上二者具有相似性，表现在地名中前后鼻音字混用。例如“上游巷/三友巷”。（2
）遇摄合口一等端系字，元音复音化，读ou，与流摄合并。例如“双楼寺/双路寺/双芦寺”。（3）果摄
开口字一等字与果摄合口字合并，例如“贺韶村/火烧村”。通过分析发现西安地名用字的流变反映了关
中方言的特点及其变化，具有强烈的方言特色，深入研究地名可以挖掘背后隐含的历史文化内涵，提升文
化软实力；可以为地名用字、拼写管理提供理论支撑，推动新时代的语言文字工作。
【关键词】关中方言、西安地名、文化

从外交新词语看中国外交动向—以2010-2020年度《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媒体新词语表为例
张星霞  韩国汉阳大学

【摘要】本研究基于2010-2020年度《中国语言生活报告》媒体新词语表中的外交新词语，运用数据分析
法，从其分类、使用频次和年度分布三个方面考察中国近十年以来的外交动向，为读者勾勒出中国外交全
貌，以期让读者更好地了解当前中国的外交形势，并为中国未来的外交实践提供一定的智力支持。本研究
认为，按照领域划分，这些新词语所涉及的外交领域包括总体外交、经济外交、政治外交、军事外交、文
化外交、科技外交和医疗外交等七大领域；根据性质，这些新词语所涉及的外交类型又可分为方针类、方
式类、事件类、成果类、组织/平台类、场所类、色彩类和人物类等八大类型。它们较为真实、客观地反
映了中国近十年以来的外交动向。
【关键词】外交新词语、中国外交动向、《中国语言生活报告》、分类、使用频次、年度分布

华语文汉字学习策略个案研究-以印尼华语文学习者为例
张胜昔　中国华东师范大学国际汉语文化学院
陈信助　台湾中国文化大学教育系

【摘要】对外华语文之汉字习得一直困扰着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与学。若华语文教学伊始就“重听说而
轻汉字”，不仅将形成中高级以上的学习阻力，更达不到语言习得可持续发展的教学效果。本研究针对一
名中高级程度印尼华语学习者的“初级汉字习得历程”进行了个案分析，围绕汉字习得心理认知、脑神经
机制、仲介汉字等理论，剖析形声字之习写、读音、识义三方面的“中介状态”，深度探讨了形声字之“
形义-音”的习得联结难度，说明汉字作为第二书写系统的学习策略，以及具逻辑性有系统的字本位教学
在华语文习得中的重要性。期许研究结果可提供日后相关教学与研究参考使用。
【关键词】字本位理念、汉字心理认知、中介汉字、可持续性发展、个案分析

“错位的称呼”—当代汉语社交称谓语的变异与泛化
张雪  澳门科技大学 

【摘要】汉语中的社交称谓语是汉文化特征的缩影，亦是对中国社会现状的即时反映(Chao1956， 
Gu1990， Wang2003)。无论是对于语言学本体研究，还是对于语言与社会的互动关系研究，该议题都
具有新鲜价值(Brown&Ford1961， Ervin-Tripp1972， Zhang2021)。本文基于真实语料收集与分析，
针对当代汉语中四个新兴社交面称语(social vocative)的使用原则、表意功能、交际效果等维度进行了
深入讨论（分别为：“（小）哥哥/姐姐”、“老师”、“同学”、“家人们”）。研究发现，当代汉语
社交面称词有如下特征：（1）原有亲属称谓用法深入泛化（例如“（小）哥哥/姐姐”）；（2）职业称
谓用法深入泛化（如“老师”）；（3）“错位”称谓语兴起（如“同学”）；（4）网络称谓语变异性

强（如“家人们”）。当代汉语社交称谓语处于全面深入的泛化与变异中，其成因、过程、程度等，都与
语言发展和社会变迁密切相关。
【关键词】称谓语、社交面称、语言泛化、语言变异

“给我+VP”的主观处置功能
章天明  日本小樽商科大学

【摘要】本文主要讨论“给我+VP”结构表主观处置的语义来源，以及“给我+VP”结构 主观处置功能
实现的机制。 第一，“给我+VP”有两种不同的语义特征。表示“请求”的“给我+VP”中的 “给我”
等同于“为我”或“替我”；而表示“命令”义时，“给我”不等于“为、 替、向”等等，“给我”只
表语法意义。 第二，“给我+VP”的主语只能是第二人称代词，或指人称谓词语，或者是 VP 的受事。
VP 应当具有 [+自主]、[+动作]和[-褒义]的语义特征。 第三，通过“给”字句处置义来源的再分析，以及
与“给 X+VP”句式的对比， 分析得出“给我+VP”句式具有主观处置义。 第四，“给我+VP”中“给
我”的语法化成分的性质，以及第一人称代词的介 入，使“给我+VP”的主观性得到实现。
 【关键词】语义关联、结构关联、受益和受损、主观处置

多元智能理论与对外汉语阅读教学研究—以《零食》为例
赵畅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

【摘要】阅读过程包含着反应读者认知过程的丰富材料，是学习者汉语能力高低的重要体现。虽然近些年
汉语阅读教学的研究层出不穷，但是汉语阅读课堂仍存在着学生学习被动的情况，因此其教学策略还有待
进一步的研究。经过对教学理论的研究，多元智能理论从心理学角度研究了人的智力潜能是多元的，而阅
读教学不仅要教授学生语言文字知识和阅读规律，还要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因此， 我们认为， 对
外汉语阅读教学要想达到最佳的效果， 就必须从多元智能理论出发。本文主要结合《零食》一课从智能
理论下的每一个智能元素分析适合的教学策略和具体实践情况，最后经过反思提出多元智能指导下的阅读
课的教学原则，希望能够为阅读教学者提供一定的参考性建议。
【关键词】对外汉语阅读教学、多元智能理论、教学策略

中韩二语教学高阶教材对比与分析
赵莉  南京大学
赵学玲  Seogwipo-si, Jeju-do, Korea

【摘要】本文选取中韩两国用于本国语言国际教育的代表性教材《博雅汉语》（2018-2020）和《首尔大
学韩国语》（2012-2015），就两种教材高级阶段部分在文化主题选择、体裁内容以及训练模式上的异同
加以比较。认为两种教材在结构上都以文化主题来分类编排，并与训练模式紧密结合，但两种教材呈现出
的差异也十分明显。两者之间的差异固然可归因于两国国情、语言、文化特点的不同，但文化视角和文化
意识的不同是最根本的原因。考虑认知规律和文化视角，选择恰当且丰富的文化内容，不仅能够更好地实
现与国际学生的共情和跨文化交际的目的，通过与语言功能的紧密结合，也能够使语言训练获得更好的效
果。
【关键词】二语教学、高阶教材、对比、分析

社会语言学视角下女性群体通称的使用情况分析
郑皓月  中央民族大学

【摘要】称谓是人类社会中体现特定的人在特定的人际关系中关于身份角色的称呼，称谓词语与社会发展
联系非常紧密，在新中国的发展历程中，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乃至与国际社会的关系都将对称谓
词的使用产生影响，并在历时语料库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迹。在语言生活中，女性群体通称使用情况的
相关统计既反映了语言生活的变化又反映了中国妇女的发展状况，本文主要从社会语言学视角出发，观察
女性群体通称的使用情况。分别从历时角度和共时角度出发，分析五四运动以来“女性群体通称”使用情
况的历时变化，分析不同语体下女性群体通称的使用变化，发现人们对女性群体通称“妇女”“女性”“
女人”“女子”语义特征的不同认识影响了人们在不同场合下对女性群体通称的理解和选用。
【关键词】社会语言学、女性、称谓、语义

反义词“前”“后”的平衡与不平衡研究
周欣然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

【摘要】反义词作为一种常见的语言现象在人们的生活中被普遍使用。一般而言，反义词总是成对出现，

形成平衡状态，即一个词与另一个词形式对称但意义相反。然而以“前”、“后”为例，作为现代汉语中
使用频率较高的一对典型反义词，却很少有人在使用时能注意到其背后隐藏的不平衡现象。本文第一、第
二部分均从义项、构词、所构词、使用频率这四个方面展开，分别探析反义词“前”“后”平衡与不平衡
的具体表现，说明两者在平衡中存在着不平衡。接着又从认知、语义、语用、文化四个角度阐述原因，正
是由于“后”的被认知时间更早、语义范畴更大、受语言经济原则影响更多以及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内涵更
丰富，才使其能够拥有更广的使用范畴和更高的使用频率，也因此造成了反义词“前”“后”的不平衡现
象。
【关键词】前、后、平衡、不平衡

整合训诂方法论新探
周雁飞  新加坡新跃社科大学

【摘要】陆宗达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提倡“训诂方法的科学化” 。本文运用肯·威尔伯的”整合理
论”，采用其“四象限五要素”的框架结构梳理审视传统的训诂理论和方法。首先论述了训诂原理与整合
理论的内在关系，在此基础上将训诂学的适用范围与整合理论相结合，阐释其与传统训诂方法之间的深层
关联模式，及其有效性、前瞻性，进而使整合训诂方法不仅具有理性的解析，而且富于实践的可操作性。
本文是实践训诂学与西方阐释学（英语：hermeneutics）接轨的一次尝试，旨在为训诂方法论的现代转
化提供新的激荡和借鉴。
【关键词】训诂学、解释学、整合理论、四象限五要素

普通话句末语气词的句法性质
宗晓哲  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院

【摘要】本文探讨了句末语气词“啊、吧、吗、呢”的句法特征，认为它们超出了狭义的句法范畴，在话
语中具有表达功能和人际交际的价值。首先，从通过与语气副词、标句词“说”的位置对比，可以看出语
气词句法位置很高，独立于所在句子，属于语用层面。从语用角度来看，句末语气词具有明显的程序意义。
“啊”要求听话者参与到会话中，促进话论继续，是“互动标记”。“吧”在句中通过降低话语确信度，
缓和交际双方关系，是“礼貌标记”。“吗”要求话语权发生变化，促使听话者对所提问题进行进一步的
解释，是“问询标记”。“呢”在话语中起到凸显说话者所表达的语义关系的功能，使得话语与语境之间
存在一定的语义联系，是“焦点凸显标记”。
【关键词】句末语气词、话语标记、句法-语用接口

现代汉语周遍性主语中周遍义的形成原因
左思民  高丽大学中文系 /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  

【摘要】本文探讨了现代汉语六种周遍性主语中周遍义的形成原因。结论如下：在任指疑问类周遍性主语
句如“谁都认识”中，主语的周遍义是经由疑问代词的任指用法而获得的“全域义”。在含数词“一”的
周遍性主语句如“她一点道理也不懂”中，主语的周遍义依托梯级义经语用推理而得，并且只允许从否定
极小量达到否定全量的推理。在列举类周遍性主语句如“老王粤菜也吃过，川菜也吃过，鲁菜也吃过，浙
菜也吃过，中国八大菜系的菜都吃过”中，主语的周遍义并非列举的产物，而由最末的总括分句直接表达。
在物量词重叠类周遍性主语句如“家家都用上了煤气炉”中，主语的周遍义源于物量词重叠式所具的“每
一”意义。在含“全部”等词的周遍性主语句如“全部（都）得参加会议”中，以及含“每”等词的周遍
性主语句如“每个人（都）很认真”中，主语所含的周遍义由充当句子主语的词语直接表达。
【关键词】周遍性主语、任指、语义、语用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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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论文摘要

试析因果连词“因而”“从而”“故而”
安美璇  北京师范大学

【摘要】“因而”“从而”与“故而”是表示因果关系的一组连词。经考察发现，三个词的生成方式均属
于跨层结构的词汇化，源头可以追溯到先秦文献语言。古代汉语句法结构模式的弱化和消失是促成三者词
汇化的重要动因，因此立足于古代汉语，结合词素“从”“因”“故”的词义及特点，考察并解释连词“
因而”“从而”“故而”在现代汉语中存在的使用差异，可以得到三者的区别特征。具体表现为：“因而
”强调因果之间的联系，依据前者推测出后者，后者可以是有所依据的推论；“从而”强调两个事件的发
生存在先后顺序，表达因果关系时，需要首先在语境上满足因果逻辑，通常更强调结果；“故而”所连接
的“原因”与“结果”均是已经发生的既定事实或客观存在的现实情况及惯例，通常更强调引出结果，但
也关注对原因的追溯。
【关键词】因果连词、词义特点、区别特征

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口语流利性评价指标效度研究
鲍杰 北京语言大学
 
【摘要】口语流利性是衡量二语学习者口语水平的重要标准，然而学界对于是否有必要从多个维度对其展
开评价尚没有明确的回答。研究以78份韩国汉语学习者的HSK口语测试录音为研究对象，以专家评分作为
参照，从时间、表达、语言（包括句法、词汇、语音）三个维度选取24项指标作为评价依据，来考察各
项指标对考生口语流利水平评价的效度。研究结果表明（1）所选取的指标中，与口语流利成绩相关的指
标共13项，可以解释口语流利成绩74.4%的方差；（2）在13项指标中，有5项时间维度指标、2项表达维
度指标和5项语言维度指标（句法指标1项、词汇指标4项）能够区分考生的口语流利水平。以上结果说明
在对汉语学习者的口语流利性进行评价时，有必要提取多维度特征。
【关键词】口语流利性、评价维度、指标效度、韩国汉语学习者

潮汕方言陈述语气词“哗（还）”的用法及其语法化
陈楷森  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摘要】在潮汕方言中，“哗[hũã33]”是表示确认某个事实的陈述语气词，由“哗”所构成的“VP哗
[hũã33]”可根据语境还原为“VP1□[hũã33]VP2”，还原式中“□[hũã33]”这个语音形式不再能分
析为语气词“哗[hũã33]”，而应分析为副词“还[hũã33]”。文章在考察语气词“哗”和副词“还”的
基础上，指出语气词“哗”的本字是“还”，语气词“还”由副词“还”语法化而来，其“确认”义来源
于副词“还”的“延续”义，虚化环境是根据语境省略了VP2从而使副词“还”处于句末位置的“ V P 1
还 ” 。 这 种 确 认 功 能 在 语 用 类 推 的 作 用 下 ， 最 终 固 化 为 语 气 词 “ 还 ” 的 语 法 意 义 。
【关键词】哗、还、语气词、潮汕方言

湖南平江赣语能愿动词“要”的脱落及长音现象考察
陈山青  邹珊珊 湘潭大学
 
【摘要】湖南平江赣语能愿动词“要”在语流中可脱落，使前音节读音补偿性加长，从而形成“脱落→长
音”音义互动现象。除了单一脱落外，“要”还可与副词“也”形成双重和选择性脱落。实验语音分析显
示，长音具体表现为音节的主要元音发音明显加长，声调调值变为[原调值+4]，声母不发生改变。语言经
济原则和韵律法则是该现象形成的动因和机制。能愿动词“要”的脱落代表了汉语音节脱落的一种类型，
提供了一种句法创新的途径。   
【关键词】能愿动词、要、脱落、长音、音义互动、韵律法则

中国古诗与其印尼语译文比较研究——以唐诗的韵律问题为中心
陈衍宏(Clement Tanaka) 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摘要】经过调查发现，目前中国古典诗词的印尼语译本数量不多，此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印尼上世纪
50年代至90年代的“禁华”政策所影响。诗歌翻译主张“三美论”，韵律是诗歌创作的重要因素之一，
韵律的转译应当被重视。本文梳理约有7种唐诗印尼语译本之后，发现周福源译文尤其重视“音美”部分。
本文根据译文的用韵情况与印尼古代诗歌类型进行对照，将周福源译文分为五种类型。然而，受到语言差
异的影响，多数诗作经过翻译后，在词语数量方面难以呈现形式上的一致，仅有少数情况或巧合原因达到

词数相同，如《十五夜望月寄杜郎中》原文与译文均有7个字（汉）、7个词（印尼），此现象或许为周
氏无法满足押同韵情况之下，对字数采取了一定的“补救”措施。最后，为了提高中印尼韵文作品翻译的
水平，本文提出了从宏观及微观层面的相关建议。
【关键词】唐诗、韵律、印尼语译本、比较

字本位理念之华语文教育生态系统教学效能分析
陈信助  台湾中国文化大学
张胜昔  中国华东师范大学

【摘要】本研究依据差异化教学与适性化教学理论探讨华语文教学生态系统中「字本位 理念」的教学效
能的重要性。透过台湾某大学华语文中心的初级华语文课程进行实验研 究。本研究采用开放式行动研究
法，辅以文献资料分析法、经验总结法和调查访谈法。研究过程包括「计画-实施-观察-反思」四大环节，
首先依据学习者背景之差异与需求， 适度安排（调适）总体教学方案及课程；再透过华语文「听、说、读、
写」并重的「综 合教学法」推进新的班级经营，以字本位理念及教育生态系统为基础重新设计和安排课 程；
然后依据学习者对课堂教学环节的感知进行反思与检讨，进行行动研究。研究结将提供对外华语文教学与
研究参考使用。
【关键词】差异化教学、适性化教学、字本位、教育生态系统、综合教学法

六何法的教学局限及其对策
龚成 王娟 郑文佩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六何法”能帮助学生快速找出文章的主要信息，经常被用在阅读教学中。很多教师在写作教学
中也常使用六何法指导学生构思，列出写作大纲。六何法在阅读教学中的优点较为明显，但在写作教学中，
却有其教学方面的局限。因为使用六何法进行选材，其实只是对选材信息进行罗列的手段，它是选材的结
果，而并不是选材的方法。至于如何确定“六何”中的诸多信息，为什么是此信息而不是彼信息，正是学
生特别需要得到辅导和训练的地方。而这个思维的过程，较少在课堂教学中得到显性训练。本文以写人和
写事的记叙文为例，通过思维过程的角度分析六何法在写作选材上的局限和不足，并尝试提出相应的解决
办法，帮助学生利用六何法进行最优选材。
【关键词】六何法、写作教学、教学局限、对策

法汉翻译中的名动词类转换
成萌 法国索邦大学

【摘要】词类转换是 J.-P.Vinay 和 J.Darbelnet (1958) 在《法语与英语文体学对比》中，通过对法英
文本的比较分析，提出的翻译主要手段之一：“ 在不改变信息含义的前提下，一种词类替换另一种词类
的过程。”由于法语与汉语在词汇和语法功能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在翻译实践中，译者往往采用该手段使
翻译变得更精准地道。该研究将基于对法国文学作品《红与黑》原文与三个中文译本的对比而进行词类转
换的相关分析。本文中我们将主要介绍在法汉翻译中出现的法语名词转换为汉语动词的现象。比如，法语
中紧随时间介词的动作名词常转换为汉语动词；又如，法语时间名词后的动作名词或情感名词可转换为汉
语动词，等等。通过对比，我们将发现汉语更习惯于用动词来表达时间含义。
【关键词】 词类转换、 法汉翻译、名词、动词。

中韩小说的机器翻译与人工翻译对比—以中国当代代表作家余华的作品为例
崔贤植 上海商学院

【摘要】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飞跃发展，神经机器翻译取得了巨大进展。机器翻译能否取代人工翻译？机
器翻译能否翻译小说？以上议题已成为翻译学界的热门话题。本文以中国当代先锋派代表作家余华作品的
韩译实例，选用中韩两国具有代表性的机器翻译引擎百度翻译和Papago，从文化负载词、长难句、超
句翻译单位等层面对比分析机器翻译和人工翻译，探讨机器翻译存在的问题以及前景展望。
【关键词】机器翻译、人工翻译、中译韩、小说

基于语料库的对外汉语同义词辨析—以“一定”和 “肯定”为例
崔香兰·朴兴洙  韩国外国语大学
 
【摘要】本文希望通过语料库的实证研究，探索出同义词“一定”和“肯定”的异同点和搭配对象的互补
性，以更好地理解并使用。 一般的同义词辨析大都通过字典等工具，依靠直觉经验和内省的方式。虽然

字典具有权威性，但仅仅依靠字典来辨析同义词存在许多不足之处。大型语料库以及先进的检索工具以其
特有的优势为同义词辨析提供了新的方法。本文基于先进的北京语言大学大数据与语言教育研究所的
BCC语料库，采用定量和定性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以同义词“一定”和“肯定”为例，分别从语域
分布、类联接、搭配特征及语义韵方面进行了同义词辨析的实证研究。 综上所诉，本文立足于对外汉语
教学视角，旨在探讨如何帮助学习者更加直观、有效的辨析近义词“一定”和“肯定”。尽管在内容上还
有许多不足之处，但仍然希望可以为汉语同义词教学提供一个可参考的依据。 
【关键词】 同义词、对外汉语教学、语料库、词语搭配、类联接

《岳麓书院藏秦简（伍）》部分字词研读
高婷婷  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

【摘要】《岳麓书院藏秦简（伍）》包含秦代大量律令档案材料，内容丰富，史料价值 高。本文提出五
则字词释读、断句意见，如简 131-132“劾”如字读、“失道” 当指偏离目的地、“回留”应断读开；
里耶秦简 8-777 号简当断读作“从人论、 报、择（释）免归致书具此中。”“简 163“私属免婢”当断
读开；简 199“率” 有劝勉之意；简 225“均”读为“徇”，巡视之意等。以期进一步疏通文义，为 学
界后续利用该文本提供便利。 
【关键词】岳麓秦简、字词释读、断句

语法训诂浅议：基于三个平面的“新描写”
高扬 浙江财经大学

【摘要】利用语法进行训诂实践最为关键的一步，是对疑难词句进行细致的结构描写。传统结构主义成熟
的描写方法的确解决了大量的问题，但是古代汉语，尤其是上古汉语作为一种综合性倾向的语言，存在大
量同形异构、一种形式表示多种功能、多种结构表示一种功能的现象，传统成分分析的方法在描写时还是
显得捉襟见肘。想要精准的描写就必须高度重视语言学理论工具，将不冲突的理论加以融合，将解释与描
写加以统一。因此我们的主张是：语法训诂应该基于古代汉语综合性的倾向，充分利用语言学理论，以考
察分布为核心，剥离语言外证据，根据需要在语法、语义、语用三个平面展开研究，在描写中加深解释，
在解释中深化描写，从而对待考词句的显性和隐性结构都做出最细致的描写，进而考察句例分布，求得达
诂。如在语法层面，除了关注最表层的成分组合外，也应该注意到，长期被忽略的汉语韵律，实质上就具
有形态的功能，利用这一形态，可以很好地解释一些传统结构语言学无法解释的问题，进而对结构做出精
细描写，解决争议。再如语义层面，上古汉语缺少形态变化，其他语法形式也比较隐蔽，位于深层的语义
层面研究涉及到语义特征、语义指向、义素分析、语义场等。如能充分利用，则可通过充分解释，对结构
做更准确的描写。而语用理论，可以帮助解决句与句之间的问题，适合处理一些重复、句读争议；而鉴于
语言普遍存在的语用诱发机制，这个层面的研究更是在描写时不能或缺的。
【关键词】语法、训诂、新描写主义、解释

皖北中原官话区淮北方言的疑问句
郭迪迪  郭辉  亳州学院中文

【摘要】“淮北”指安徽省北部的淮北市，辖相山、烈山、杜集三区和濉溪一县。按《中国语言地图集》
（2012）的分区，三区和濉溪分属中原官话徐淮片及商阜片。淮北方言疑问句有是非句、特指句、选择
问、反复问句四类。是非问是在陈述句末尾加上扬的语调“↗”表疑问。特指问常在句中用“啥子、咋的、
咋着、哪来”等代词作疑问点，要求对方就疑问点作出回答。选择句常用“是/ｖｐ还是ＶＰ”的选择格式作
疑问的焦点，句末常用语气词“昂”。文章主要描写分析了淮北方言的“可ＶＰ、ＶＰ不/没ＶＰ、ＶＰ
不(啵)/没有”三种形式的反复问句，并讨论了“ＫＶＰ、ＶＰ－neg、ＶＰ－neg－VP”的历史层次及
“可ＶＰ、还ＶＰ”的来源。
【关键词】皖北中原官话、淮北方言、疑问句

欧化影响下表范围限定的方位结构“NP抽象上”
郝锐  首都师范大学

【摘要】受欧化影响，早期现代汉语中表范围限定的方位结构“NP抽象上”集中大量出现。新中国成立
以来中期现代汉语中这一结构呈现新的发展态势。使用方面，表范围限定的“NP抽象上”成员有增有减、
有“潜”有“显”，但“增”和“显”是主流，既有量的增，也有类的显。语法功能方面，早期现代汉语
中“NP抽象上”可以充当状语、定语、补语，中期以来则发展出了“句首修饰语”的功能。具有人际功
能的“NP抽象上”成员正是从做句首修饰语的位置上进一步转变而来，且逐渐发展出全句评注、传信和
情态、衔接连贯以及焦点凸显等功能。

【关键词】欧化、NP抽象上、历时演变、表达功能

华语综艺节目对新加坡华族学生之影响的调查—以南洋理工大学为例
洪玮嬣  许润芳  南洋理工大学

【摘要】随着新媒体覆盖面的不断扩大和华语综艺质量的逐步提高，两岸三地和新马的华族年轻人对综艺
节目的关注度不断上升，由于没有语言壁垒、更新及时、内容有趣、种类丰富，新加坡华族青年大多对华
语综艺节目有所了解，部分学生更成为了资深观众。本文通过对本地华族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掌握其观
看华语综艺节目的频率、动机和偏好，两岸三地及本地华语最受欢迎节目的播放渠道、类型、主题、播放
平台和制作地点，华语综艺及相关对新加坡华族大学生华语使用水平、文化素养等方面产生的影响，了解
大学生在观看过程中感受到的文化、思维差异及对节目内容制作方向的期待，总结华语综艺对华族大学生
的影响及其走向华语中圈的可改进之处，为两岸三地及新加坡本土华语综艺节目发展方向提供参考，探讨
综艺节目等文化项目应用于汉语国际教育的可能性。
【关键词】汉语国际教育 综艺节目 华语 口语教学

短视频技术应用于听障初中生汉语教学的研究
洪臻颖  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 

【摘要】媒体技术极大地促进了短视频内容的发展与传播，短视频也成为了前者最常见的应用领域之一，
为身处不同行业的受众提供了信息输出和接收的渠道。而短视频的普及恰恰赋予了听障学生群体公平地接
受信息的机会。目前，以短视频为媒介，对听障学生进行汉语教学的研究仍有较大的发展空间。由于先天
或后天的身体缺陷和特殊的成长经历，听障学生常常会产生严重的自我封闭心态和对陌生环境的抵触心理，
又因与社会接触机会较少，自然地落于信息传输通道的末端。因此，只有将语言与技术二者有效地融合，听
障学生才能在汉语学习的道路上缩短与健全学生间的差距，且逐步实现“信息平权”。本文将以听障初中学
生的汉语学习过程为研究对象，依据认知语言学的相关理论，通过对听障学生的语言获得过程进行语境依赖
方面的研究，提出短视频应用软件参与其汉语习得的改进方案。
【关键词】听障学生、汉语教学、短视频 语境依赖

从康德的文学艺术理论看阅读在提高华文作为第二语言学习的学习兴趣中的作用
黄婉玉  林进展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新加坡以英语为通用语言，学生的华文学习缺乏足够的语言环境和学习动机。华文作为第二语言
的社会地位既定，其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不足的情况既定，仅依靠功利性动机注定无法引起学生学习华文
的足够动力，需要一个非功利性方法来提高学生学习华文的兴趣。康德在其美学理论中提出，由审美判断
所产生的愉悦是无功利性的、无任何利害关系的愉悦。审美活动是一种非功利性的、无利害关系的活动。
他认为阅读是最高级的审美活动，具有审美活动无功利、无利害关系的本质特点，是符合人的自由本质的
最高级的活动。由此看来，阅读是一种无功利性的活动，能够产生普遍的愉悦感受，可以用来提高学生学
习华文的兴趣。而若要阅读能够担当引起学生学习华文兴趣的重任，则需要让华文阅读回归阅读的审美本
质。
【关键词】第二语言学习、无功利性、阅读、学习兴趣

华文写作：微视频的运用策略再探
黄易亭  张水福  郭兰花   新加坡国家初级学院
张曦姗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中学低年级的学生在记叙文写作的内容上总是千篇一律，主题不够鲜明，详略不当，更严重的是
内容缺乏逻辑性，情节不合理。因此，研究团队希望通过微视频帮助学生“乐于用华文作书面表达，能感
受写作的乐趣，丰富写作内容”。微视频教学模式从观看微视频开始，过后通过提问，在科技平台上让学
生思考与分析，同侪间针对视频进行讨论，并和老师一起总结视频内容的主题、人物形象等技能，经过这
一系列的思考与讨论，教师才给出对应的作文题目。这项研究已在本院连续进行了两年（2020-2021），
今年我们以137名低年级学生为研究对象，再优化教学策略，希望持续为中学低年级写作教学提供一个简
易、操作性强的教学方法，以提升学生的写作能力，并加强学生写作的信心。
【关键词】华文写作、微视频、中学低年级
 

汉语二语者动名搭配习得研究
姜晓欣 北京语言大学

【摘要】本文将从研究内容、研究语料、研究结果三部分概述论文内容，具体如下。 一、研究内容 通过
动名搭配中名词宾语的语义类别、错误搭配的类型分布、不同母语背景 二语者动名搭配产出量三个维度
考察二语者与母语者、不同母语背景二语者（日 语、韩语、维吾尔语）HSK 作文中产出的动名搭配是否
存在差异。 二、研究语料 二语者语料我们选取了 2010 年 10 月 HSK 考试作文 90 篇，其中，韩国、日 本、
中国维吾尔族二语者作文各 30 篇。母语者语料是高三及其以上学历的汉语 母语者按照 HSK 作文考试要
求写的同题作文，共 30 篇。 三、研究结果 1、动名搭配中宾语对语义角色的优先选择关系是“受事>对
象>等同>致使> 结果”，二语者与母语者动宾语义类型选择顺序基本相同。 2、动词误用占偏误总数的一
半，是主要的偏误类型。 3、日本二语者与韩国二语者产出正确搭配的比率不存在显著性差异，产出 搭
配总量最多、错误搭配数量最少的是维吾尔族二语者。
【关键词】汉语二语者、书面语、动名搭配

汉语学习者常见的母语负迁移及教学对策
蒋一鸣  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

【摘要】以英语为母语的汉语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常常会受到母语的干扰，这种现象被称为“母语负迁
移”。因英语和汉语具有明显差异，以及学习者受母语思维的影响，“母语负迁移”现象在以英语为母语
的汉语学习者群体中屡屡发生，且有一定的规律性和同质性。研究母语负迁移有助于发现汉语学习的重难
点，指导教师更有针对性地开展汉语教学，从而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增强学生的动力和信心。过往文献
和本项研究显示，常见的母语负迁移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语音、词汇、句法、书写系统及文化背景。本
项研究将对以上五方面进行详细介绍和说明，并提供如下三点教学对策，以减轻母语负迁移对中文学习的
影响：归纳常见错误点并提供配套练习；营造“沉浸式”汉语学习环境；保持耐心并鼓励学生从错误中学
习。
【关键词】母语负迁移、汉语学习、教学对策

韩中后缀“X家”的语义研究 
金梅 ·朴兴洙   韩国外国语大学

【摘要】汉字和汉语最早在商末周初就被箕子传播到了‘朝鲜’， 汉语教学在韩半岛的历史源远流长。
作为汉字文化圈和儒家文化圈的国家，韩国对汉字、汉语和汉文化一直有较强的认同感。 韩国是大约从
公元600年开始，借用相当于汉语中高音的语音和文字。在韩语词语当中汉字词所占比例相当高， 虽然《
训民正音》（1446年）颁布之后， 韩国有了自己的文字， 汉字词的使用早己深入人心。韩语中的汉字词
大多保留唐宋时期的中古音韵， 书写上基本采用繁体字， 因此，韩国是最早接触和吸收汉字汉文化进行
汉语教育的国家。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不管是国家层面还是民间，韩国一直保持着汉语教育的传统。本
文研究的是汉语和韩语中共同使用的后缀“X家”（“X가”）的语义对比，特别是着眼于它的语义特性，
阐明意义差异为研究目的。韩中 “X家”的语义可分为同义，转移，变异的关系。笔者以类后缀“X家”
的语义特征、语用特征等方面来浅析“X家”词缀化产生的原因。韩中两国同处“汉字文化圈”之中，有
着密切的联系。第二语言的习得离不开牢固的第一语言基础。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研究已经成为一门独立的
学科，研究日益精深。各国的汉语学习者，在自身文化特点的影响下，对汉语语言的习得、难易把握、也
有着不同特点。其语言的共性及个性更有着不同于其他的特点，这为中韩语言研究提供了必要性，也为对
韩国的汉语学习者的研究提供了必要性。第一语言对第二语言的影响和干扰，所以常常会使第二语言的学
习者自觉不自觉地要以第一语言为标准来套用所学的语言，因此产生“对等”意识和偏误现象。希望中韩
共同使用的后缀“X家”的语义对比研究，对中韩之间跨语言跨文化研究的引玉之砖。
【关键词】 “X家”、类后缀、语义差异、韩国汉语学习者.

明末西班牙传教士菲律宾漳州闽南话教材古今韵母分合考辨 —以《汉语语法：漳州话语言艺术》（1620）
西班牙巴塞罗那图书馆善本为例
金美  中国厦门大学

【摘要】本文以在菲律宾马尼拉传教的西班牙道明会（又称“多明我会”）传教士撰写于1620年的教材
《汉语语法：漳州话语言艺术》（下文简称“漳州语艺”）西班牙巴塞罗那大学图书馆善本漳州闽南语为
例，对比考察今漳州话（下文简称“今漳州话”）与《广韵》音系韵母（每字所属韵摄开合等次及声调用
小字号标注于每字右下角），查考辨正明末菲律宾漳州闽南话与今闽南话韵母古今分合的历史音变遗存，
颇有启示意义． 
【关键词】 明末西班牙传教士、菲律宾漳州闽南话教材、古今韵母分合

跨语言视角下汉语结束义动词的语法化研究
景高娃  浙江外国语学院 

【摘要】本文采用共时和历时相结合的方法，对汉语结束义动词的语法化过程进行分析，并借鉴语义地图
的方法，描绘结束义动词的多功能性。事件连接功能的产生是结束义动词语法化非常重要的一环，符合类
型学结束义动词语法化的一般路径。在共时平面上，对方言中的结束义动词的关注还不足。“罢”在普通
话中已很少使用，但保留在豫北方言中，进一步虚化，并扩展出表达经历的用法。从跨方言或跨语言的角
度来看，汉语方言和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语言中的结束义动词有相似的从完结到经历的扩展路径。已见报
道的境外语言的结束义动词可以表达“以后”“已经”“完结”“接续”“过去”“完成体”等多种功能。
汉语结束义动词向完成体甚至经历体方向发展，体现了类型学的共性。
【关键词】结束义动词、多功能性、语法化、经历体

认知视域下韩国学生能性述补结构的习得研究
雷婷  中山大学 

【摘要】能性述补结构一般是指“V得/不C”结构，是汉语的一种特殊句法结构，该结构的使用条件相对
比较复杂，在韩语中没有完全相同的对应形式，因此韩国学生在使用该结构的时候常常出现各种偏误。传
统的“V得/不C”结构教学主要偏重于结构形式的描述，学习者虽然能记住能“V得/不C”的结构形式，
但是能准确理解把握并有意识地正确使用该结构的学习者却不多。本文尝试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对能性述
补结构“V得/不C”进行习得和认知研究，试图探索出能性述补结构“V得/不C”的认知加工机制，并以
此为依据帮助对外汉语教师找到更为科学有效的教学策略。
【关键词】能性述补结构、二语习得、认知研究、汉语教学

新马地区私会党的行业隐秘语
李国樑  新加坡独立民间文史研究员、民间文史顾问

【摘要】新马的华人帮会源自中国清朝的天地会，殖民地政府称之为secret society（私会党）。虽然一
些私会党员曾经回国反清，大体上私会党的本质已演变成通过武力争夺地盘，以新客与黄赌毒为主要营收
的社会罪案源头。19世纪末，新加坡私会党被令“解散”后，成立以洪门“廿一”为根基的“天地人神”
派系，行语亦趋向本土化，例如“平中”和“崩角”两大主流招纳新丁时都会“做大戏”和“布袋戏”，
急功好利的私会党老大则“去角”；私会党内部职位有426、415、49等，民间形容“08、24、369，敌
不过999（警方号码）”；一旦“风来了”最好马上把“白鱼”藏起来。此外，“开台”跑码头必须以《
五祖船》对诗，跟“水”相关的隐语甚至通俗化，成为民间方言惯用的俚语。 
【关键词】新加坡、天地会、私会党、行语

关于华文实时在线课堂互动技巧的思考
李静  范静哗博士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COVID-19的疫情导致许多青少年的学习场域从传统的同一物理空间的课堂转到虚拟空间的实时
在线课堂，实时在线教学的互动环境的改变也导致传统的师生互动条件发生了变化。当教师和学生分散在
各自的生活空间，在共享的虚拟学习空间中师生的互动与传统课堂相比，相对缺少非言语交流，这对学习
者的投入和注意保持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教师需要进行专门调整才能发挥在线教学的效果。本文从青少年
心理学的角度探讨注意力及其与在线学习的关系，进而分析在线课堂中的常见任务，并总结在线教学中的
一些互动技巧，目的在于通过形成良好师生关系、积极的学习氛围来加强课堂互动，为学习者赋能。文中
总结的互动技巧主要包括：1.激发学习动机的互动技巧，如提问、反馈、非言语交流等；2.教学过程策略
的互动技巧，如明确学习任务、设计话题以及任务导向教学等；3.差异化教学策略的互动技巧，如应用资
讯科技支持差异化教学、组织统筹课堂中的互动。
【关键词】在线课堂、非言语交流、青少年学习心理、在线互动

关于强调数量“就”的重音形式
李美京 韩国大邱大学
            
【摘要】本文主要以声学的方式针对既可强调数量多又可强调数量少的副词“就” 进行的研究。前人对
此研究已经很多如，在句法、语用、语义演变、语义指向、主观量等方面，但在韵律方面的研究却很少，
且几乎都靠语感来判断“就”是重读还是轻读。本文要对“就”的本体研究与韩汉对比研究同步进行，考
察在有无“就”的单量式结构中重音形式有何区别，还要看中国人和韩国人对“就”句子的音长和音高有
何不同。实验材料选择了《现代汉语八百词》，《现代汉语虚词词典》中的例句及自己调整的例句，一共
20个句子。实验对象为中国人3名，韩国人3名，各读三遍。分析对象一共为360（20*3*6=360）个句子，
57，600（20*160*3*6=57，600）个音节。本文要分析句中有无副词“就”的两种情况下，句中音长和
音高的不同。研究结果大体如下，第一，通过分析音长和音高来看，句中有无“就”时，重音位置有所不

同，没有“就”时，重音放在句末数量单位上，并且各音节的音长相差不大。强调少量时重音既可在“就”
上，也可在“就”后的数量单位上；强调大量时，重音放在“就”前。第二，韩国人不管副词“就”在哪
儿，一般都把重音放在数字上，有些人把它放在动词上。可见，韩国人对句中出现强调数量的副词“就”
的重音格式不太了解。第三，韩国人的每个音节音长区别不大，而重音的表现不太凸显。
【关键词】重音、 副词“就”、音长、音高

东南亚华语早期词汇发展变化研究
李权  北京师范大学

【摘要】本文以《叻报》《新国民日报》为研究对象，分别选取1917-1920（本文称之为“前期”）和
1930年前后（本文称之为“后期”）的等量本地新闻语料进行两点间的词汇比较，主要有以下两点变化：
第一，文言形式减少，白话形式增加。早期华语的语言风格可归纳为“文白相融”，即尚古的文言词和通
俗的白话词并存共用。对比前后期，文言形式有所减少，白话形式有所增加，体现出文言向白话的过渡特
点。第二，由不稳定趋于稳定。表现为如下语言事实：其一是同义形式的选择，如同素异序词，其二是异
形词的选择，包括自源和他源两类。它们均表现出前期词形丰富，且频次相近，后期出现了主要词形的变
化。以上几种变化主要受以下三种因素的影响：其一，早期国语的影响；其二，东南亚本土因素的影响；
其三，外语的影响。从“史”的角度来看，应该将共时和历时的研究思路相结合，多角度考察影响华语发
展变化的因素。
【关键词】东南亚华语、叻报、新国民日报、词汇

基于网络技术支持下韩国高校汉语教育现状
李秀彬 韩国仁荷大学/中国天津师范大学

【摘要】随着网络技术的普及，不受时空限制可以展开汉语教育。在疫情情况下，多数韩国高校采取了基
于网络技术支持下的远程汉语教育。本研究主要考察对象为20所韩国重点高校的汉语教育现状，主要考
察范围为韩国政府的官方文件、高校常用的LMS系统，K-MOOC平台、KOCW高校资源共享平台、高校
的OCW平台、高校官方网站进行了考察。考察得知，1）汉语与其他外语相比，韩国政府对汉语教育方
面的支持力度变化不大，可说明为韩国政府重视汉语教育。2）韩国高校利用LMS系统开展混合式学习以
及远程教育提高汉语课堂教学的绩效。3）通过K-MOOC管理实施策划可以看出，韩国政府重视基于网
络技术支持下的远程教育，以及远程教育有着一定的意义。本文进行了基于LMS系统支持下的汉语课堂教
学设计。LMS系统可以实现以学习者为中心的课堂教学，又可以减少教师的备课时间。基于LMS系统的汉
语课堂教学可以分为三大环节开展不同的教学活动。1）课前环节主要进行资源学习，比如：教师把教学
资源上传到LMS系统让学习者进行自学。2）课中环节可以点击远程会议（ZOOM与谷歌会议）开展远程
教育。3）课后环节利用LMS系统上的练习，考察学习者的掌握度。4)学生互动方面，LMS系统上教师创
建小组之后，不仅可以进行生生互动，还可以线上会议当中可以进行师生讨论。本文的研究工作可以为对
韩国汉语教育的信息化与汉语教学改革工作提供参考并借鉴。
【关键词】汉语教育 、系统

混合式学习模式运用于文学教学的设计与实践—以H2华文与文学小说教学为例
李志元  新加坡莱佛士书院（高中部）
张曦姗  南洋理工大学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随着数码科技的普及，课堂的教学形态及学生的学习方式也有了巨大的改变。混合式学习模式便
是其中一大教育趋势。学生在选读H2华文与文学这门课前，较少接触过文学作品，也缺乏深入分析文本
的能力。因此，如何带领学生深入分析课程中的所有作品，并教授学生分析文本的能力便成了一大教学难
点。本文试图以H2华文与文学课程下的小说教学为例，探究如何将混合式学习模式运用于文学教学上。
首先，本文将介绍研究背景与对象，并阐述新加坡混合式学习模式的概念和理论依据。接着说明运用混合
式学习模式于小说教学上的实践过程。最后，本文通过学生调查问卷、聚焦访谈及教师观察来检视教学设
计与实践的成效，再反思教学过程中所面对的挑战。
【关键词】混合式学习模式、H2华文与文学、小说教学

“年老”对新加坡华族年长病患意味着什么？—以医患门诊会话中的“年老”为例
林鼎勋   林尔嵘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摘要】在公共医院的门诊互动中，时而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一些年长患者会在话语中向医生标榜自己“
年老”的身份，如：“这么老了”、“我岁数有了”、“八十七岁了啦”等等。我们发现，这些以话语标
识自己或他人的“年老”身份不只是单纯的在传达信息。实际上，在不同的会话序列环境中，以话语标识

“年老”作为会话行为能达到不同的话语作用。以新加坡某一家医院的门诊语料为例，我们结合会话分析
（Conversation Analysis）方法与身份类属机制（Membership Categorization Device）的视角，
探讨“年老”这一身份类属在门诊互动中的作用。研究显示，一些华族年长患者会向医生标榜自己“年老”
的身份，以完成特定的话语行为，包括：一、合理化自己的病症；二、拒绝医生的医疗建议；三、辩解自
己身体功能的缺失。通过分析这些年长患者标识“年老”身份类属的互动序列及相关的会话行为，我们旨
在揭示新加坡华族年长患者对于“年老”这样一种身份标签的观念及认识，说明身份类属机制是如何搭建
起交互双方对话语的理解，也为医患沟通研究带来新的启发。
【关键词】会话分析、互动语言学、身份类属机制、年老

维吾尔语、西部裕固语颜色词文化内涵对比研究—以“黑”“白”为例
林雅琛   中央民族大学

【摘要】本文总结对比维吾尔语和西部裕固语“qɑrɑ/�ɑrɑ黑”“ɑq/ɑq白”的义项发现，两种语言“
黑色”既含褒义也含贬义，均有伟大、尊贵、有力、程度深、粗糙、无知、坏、反面的和孝服等义。但维
吾尔族接受了汉族“黑色”代表非法、秘密的认识。维吾尔族和西部裕固族都认为“白色”代表吉祥、善
良。西部裕固语“白色”可指所有奶制品和非宗教职业者，维吾尔族受到其他民族影响，借入了白色“落
后、反动”等贬义。并从社会生产实践、宗教信仰、风俗习惯三方面讨论“黑”“白”文化内涵的异同原
因。
【关键词】维吾尔语；西部裕固语；“黑”“白”颜色词；文化内涵对比

试论对外汉语教材中的拼音教学设计及拼音对教学的辅助作用—以《博雅汉语（第二版）》为例
刘迪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

【摘要】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开始学习汉语，各种对外汉语教材层出不穷。语音教学在语言学习初
期有着重要意义，对于汉语来说，拼音教学是发展其他语言技能的基础。教材是教学的依据，一些对外汉
语教材中对拼音教学的设计缺少科学性和系统性，并且没有较好的利用拼音辅助之后的技能教学。本文共
有五章，以《博雅汉语（第二版）》九册书为研究对象，分别从研究目的和意义、拼音教学设计、拼音练
习安排、拼音辅助其他语言技能教学、研究结论等方面展开论述。《博雅汉语（第二版）》总体而言在拼
音教学方面较为完善，但在发音方法教学和拼音练习方面仍可提升。本文详细分析了教材中拼音部分的优
劣利弊，希望能为其他对外汉语教材的编写完善提供思路，提高对外汉语教学的质量。
【关键词】对外汉语、拼音教学、教材设计

台湾“国语”新义新用的“杀”
刘吉力  长沙师范学院文学院  

【摘要】台湾“国语”的“杀”动形兼备，以动为主，辅以形容词用法。形容词“杀”主要有“狠/酷/低”
三个义项，各义项来源不同；历时考察“杀”，呈现由升到降的发展态势，义项由单到多再到以“低”义
为主，“杀”的发展演变有其内外部原因；对比其他多个华语社区，台湾“杀”与其形成有无之别的新生
差异。新义新用的“杀”充分体现了台湾“国语”的变异性及独特性，因此是研究其最新发展演变的典型
案例之一。
【关键词】台湾“国语”、“杀”、形容词、变异

更好地与文献对话：留学生学位论文转述结构考察与教学
刘锐  澳门大学

【摘要】学术写作中，引用是与已有研究建立联系、创建自身研究空间的重要方式（Swales， 1990）。
因此需要大量地使用诸如“某某发现/认为”、“在某某看来”这类转述结构。学术英语（EAP）研究表
明，二语学习者在掌握转述结构上存在相当的困难（Neff et al. 2003；陈建林，2011）。本研究旨在考
察汉语二语者的学位论文中转述结构的使用情况。本研究从CNKI硕士学位论文库中随机选取了13篇留学
生用汉语撰写的学位论文作为考察对象。由于引用通常集中地出现在文献综述部分，因此考察的重点放在
论文的“研究综述/研究现状/文献综述”部分。我们使用Liu & Wang（2019）的分类体系对转述结构进
行了标注。结果显示，留学生学位论文中使用最多的是过程性转述，其次是话语性转述，最少是发现性转
述、认知性转述。对比成熟写作者的论文（刘锐、黄启庆、王珊， 2021），留学生过度使用过程性转述，
而发现性转述、话语性转述的使用比例偏低。结合不同转述结构的功能来看，留学生在引用中主要关注的
是研究对象、方法，而对结论、成果、作者的观点缺乏足够的讨论和分析。此外还存在以下问题：转述语
的功能类型、种类单一；（2）转述语误用；（3）转述结构滥用，造成无意义的引用。针对这些情况，
本文提出应该对转述结构进行针对性训练，综合使用范文学习、结构控制训练、改写等练习方法，帮助二

语者理解和掌握多样化的转述手段，以提高汉语学术写作的水平。
【关键词】转述结构、学位论文、引用、学术汉语、学术写作

虚拟世界和元宇宙：汉语国际传播的应用现状和未来的可能性
卢文慧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研究生

【摘要】依托现代信息技术和互联网平台在线教育的不断发展，“互联网+”开展汉语教学受到汉语教师
与汉语学习者的共同重视，使汉语国际传播更多样化。虚拟世界是一种持久的在线计算机生成环境，在远
程物理位置的多个用户可为工作或学习进行实时交互。本文首先介绍了虚拟世界的历史发展和元宇宙的概
念。元宇宙是互联网的延伸，允许用户彼此之间以及周围的环境进行互动，包括虚拟现实（VR）和增强
现实（AR)。人工智能（AI）的使用现已成为汉语国际教育的现实。通过特别关注四个特性，虚拟世界或
元宇宙的集成网络在四个领域取得进展：沉浸式现实主义、访问和身份的普遍性、互操作性和可扩展性。
对于每个领域，当前状态和需要的发展，这些特性被认为是可行的多元核心组成部分。本文考虑虚拟空间
在当代汉语国际传播的应用现状，以及元宇宙新技术领域的影响。以当代汉语为对象，以多学科交叉为视
角，结合汉语国际传播的相关实践，虚拟世界利益相关者和开发人员之间未实现的协作，构成人类社会文
化互动的一个引人注目的领域。伴随新技术发展和教学理念变化，在虚拟世界和元宇宙视野下展望汉语国
际传播发展的新思路。
【关键词】元宇宙、虚拟世界、人工智能、汉语国际传播

东南亚华语量词历时发展调查与思考
卢月丽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摘要】本文以东南亚华语为对象，以“史”的眼光观察东南亚华语中量词的历时发展面貌，最终按照“
史”的范式形成比较完整的表述，试图从一些具体的方面展现东南亚华语发展演变的内容及过程。文中把
东南亚华语量词的发展归纳为以下三种模式：上扬式、下行式及曲折式。在对上述语言事实考察与梳理的
基础上，文中得出以下两点认识：其一，东南亚华语量词的发展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其发展不止一种模
式，而是三种交织在一起；其二，华语量词发展演变的原因既有方言、英语的影响，又有其作为祖语具有
保守性的制约。
【关键词】东南亚华语、量词、祖语、历时研究

浅谈国际汉语教学中的跨文化理解 ―以在日教学实践为例
路浩宇  日本关西学院   
陈碧强  中国山东曲阜师范大学

【摘要】笔者以自己在日本大学试行的两次以“友谊”和“孝道”为主题的汉语口语教学实践为例，通过
学习者对“友谊”和“孝道”为主题所作的口头发表，在提升口语表达能力的同时，引导学生了解中国的
文化与哲学思想。通过观察学习者对“友谊”和“孝道”话题的口语课的参与情况，我们发现日本学生对
友谊话题的兴趣更浓厚，对友谊的理解比孝道更深，对友谊价值的认同大于对孝道的认同。日本是原子化
社会，由于个人本位思想在日本的盛行，学生对于跟自己关联紧密的同时代事物表现出更大兴趣。孝道涉
及两代人或三代人之间的关系，复杂程度远大于友谊，故不太容易引起在“核心家庭”的时代背景下成长
起来的当代日本大学生的同情与理解。由此可见，任何一种观念都与它的历史和人文环境有关，是传统延
续和社会生活的产物。由于“孝”涉及到代际关系，日本学生对“孝”的认识相对浅薄，往往是泛泛而谈。
由此引出对教学目标的思考：一，国际汉语教学不应仅仅停留在“术”的层面，而应在锻炼学习者基础能
力的前提下，上升到对学习者的人文关怀与灵性启迪的大道上来。二，知识传授与文化交流是两个层面的
问题，知识传授是无条件性的，而文化之间的融合是有选择性的。国际汉语教学需要在尊重文化多样性的
前提下进行。
【关键词】国际汉语教学、友谊 孝道、人文关怀
  

怒苏语多义词的文化内涵
罗自群  中央民族大学

【摘要】怒苏语是生活在中国云南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福贡县的怒族怒苏支系说的一种语言，属于汉藏语系
藏缅语族彝语支。怒苏语词汇，按照义项来分，有单义词和多义词两类。本文重点从多义词这一方面来分
析怒苏语词汇所体现的文化内涵，通过与汉语、藏缅语族其他语言的比较，来说明怒苏语词汇文化内涵的
特点。文中所用的怒苏语词汇都是来自本人田野调查获取的第一手语料。一、怒苏语多义词的类型：如果
以汉语为参照点，怒苏语中存在一些多义词——一个怒苏语的词，可以有两个及以上的汉语词语和它相对
应。既然是多义词，语音相同，语义相关。根据词性，可以把怒苏语多义词分为两类：1、词性相同的，

2、词性不同的。（一）怒苏语词性相同的多义词  怒苏语词性相同的多义词比较常见的是名词、形容词
和动词。（二）怒苏语词性不同的多义词  怒苏语词性不同的多义词，比较常见的是一个多义词具有两种
不同的词性，当然，也有一部分多义词不止两种词性。二、怒苏语多义词的文化内涵：我们把怒苏语词性
相同的多义词看做是静态相关，而把词性不同的多义词看做动态相关。和汉语比，和汉族比，使用怒苏语
的怒苏人和汉族在认知上存在着诸多差异，汉语的表达显得更精细一些，而怒苏语则比较笼统一些。怒苏
语多义词的这种特点，充分体现了怒苏语的文化内涵。
【关键词】怒苏语 、多义词、文化内涵

汉语二语者书面产出词汇多样性的文本长度效应研究
马庆 北京语言大学

【摘要】词汇多样性是二语表达能力的重要标志，是计算机自动作文评分的重要采集变量，但是词汇多样
性测量指标与文本长度之间存在复杂的关系。本研究从2010年4月HSK写作考试的实测大数据中选取154
份语料，重点探究了汉语二语者书面产出词汇多样性与其文本长度的关系。结果发现：（1）词种数、
TTR、Root TTR 、Log TTR等8个测量指标可作为词汇多样性测量的有效参量，但通过相关分析结果可以
看出，当文本长度过短的时候，很难反映出词汇多样性与作文成绩之间的关系；（2）8个测量指标均存
在文本长度效应，其中MATTR受文本长度的影响较小；其余7个测量指标随着文本长度的变化整体呈现出
线性的变化趋势；（3）当文本长度在60至100词范围内时，除MATTR外，相同文本长度下的LD值均存在
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关键词】词汇多样性测量、文本长度、语言产出、作文自动评分

西南官话中古非晓组字混读的声学考察—以四川中江为例
饶冬梅   西华大学

【摘要】古非晓组字的混读在西南官话中较为常见[1][2]。西南四省（四川、云南、湖南、湖北）方言中
非晓组字的混读主要体现为八种类型（见表1）。本文以四川中江方言的古非晓组字今读作为深度调查对
象（前人调查结果为Type2类型[2][3]），选择10位年龄在55-65岁区间的发音人（男女各5），得到约
9000个语音材料，提取擦音中段20ms的谱重心CoG（Center of Gravity）和标准差SD(Standard 
Deviation)两个参数[4][5]，从声学和感知两个角度考察了四川湘语中非晓组字混读（merger）以及语
音性变读（phonetics variation）的原因[6][7]：非晓组字的混读，跟[f]/[xu]发音的相似性以及感知混
淆有关，和语言接触也有密切关系。四川湘语受强势方言（Type 1）及普通话影响，混读规律出现例外
之外的字有所增多，混读的条件也逐渐走向单一化。
【关键词】四川湘语、混读、语音变读、语言接触

河北方言的“去分阴阳”现象
桑宇红  白茹 河北师范大学 

【摘要】学界对河北地区保定、唐山、秦皇岛地区冀鲁官话保唐片轻声前去分阴阳的现象已有报道，较早
应是《昌黎方言志》（1960），后有李思敬（1995）对宁河方言，接着田静（2007）、刘克龙（2010）对
唐县，后又有郑莉（2014/2019）、白茹（2016）、曹庆改（2018）、李仕颖（2019）、尹凯（2020）等
分别报道了与保定毗邻的石家庄的深泽、无极、辛集及衡水部分地区安平、饶阳也存在“去分阴阳”的现
象。河北方言去分阴阳具体表现为：（1）在单字调层面可以区分阴阳去，如无极和深泽；（2）在连读层面
区分阴阳去；主要分布于保定地区的曲阳、定州、唐县三个县市；（3）仅在轻声前连读时区分阴阳去，
主要分布于保定及石家庄、衡水部分毗邻保定的地区。
【关键词】河北方言、去分阴阳、连调及轻声、保唐片

课例研究：放声思考在阅读教学中的策略与设计
盛丽春、韩爱玲、幸锦龙 、胡晓苏  四德女子中心
张曦姗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为了提高学生在阅读理解、感悟欣赏及延伸拓展方面的能力，本校研究团队通过放声思考阅读策
略(Think Aloud Strategy)进行有系统、有针对性的阅读教学。放声思考策略是将个人内在的无声思考，
用口语表达的方式，将心中所思考的内容说出来。老师能借此了解学生的思维过程并加以引导纠正。放声
思考方式是展示思考能力的有效方法，让思维可视化，同时也能训练学生的口语表达能力。本研究以79
名中二高华学生作为研究对象展开三轮的课例研究。本文首先从研究背景、研究对象和研究目的做一个整
体介绍；接着阐明理论依据和相关概念；再具体介绍整个研究的教学实践过程。研究结束后，通过调查问
卷、教师观察以及学生反馈进行分析，最后再反思教学过程中所面对的难题与挑战。

【关键词】课例研究、放声思考、阅读教学

“洪武赶散”与苏北江淮官话
石绍浪  北京语言大学

【摘要】“洪武赶散”是指明初苏南向苏北平原一次大规模移民，虽然正史没有确切记载，但在苏北民间
普遍流传。苏北江淮官话入声韵有一个较为独特的特征，曾梗摄一二等帮组字读圆唇后元音韵母，并与通
摄合并，其分布与“洪武赶散”的移民范围基本吻合。比较发现，苏北江淮官话的这个音变应是源于苏州
移民的影响。今苏北江淮官话入声韵类突破中古韵摄的格局，发生了简化，也可能是明初苏州方言在苏北
扩散的结果。余论认为，在分析江淮官话与吴语关系时，不能只局限于“同源”的角度，还应考虑明初苏
州苏州方言在苏北的扩散。
【关键词】“洪武赶散”、苏州方言、苏北方言、江淮官话、入声韵

德国语言学家加布伦兹及其《汉文经纬》研究
宋楠  德国国际合作署中德合作中心； 波恩东亚研究院chinnotopia中国论坛

【摘要】本论文第一章介绍了与乔治·加布伦兹有关的史实，包括十七到十九世纪西方汉学的兴起、独立
与发展、加布伦兹家族史和乔治·加布伦兹的汉学之路。 第二章到第四章将《汉文经纬》拆分为“汉语
基本面貌”、“分析系统”和“综合系统”研读与解析，完整展现加布伦兹的语法思想和其构建的古代汉
语语法体系。论文的第五章和第六章，分别探讨了加布伦兹在西方近代语言学历史上所起的作用，以及对
汉语语法思想史的影响、突破和超越。同时在论文结语部分，讨论了中外语言学界对于《汉文经纬》一书
不甚明晰的几个问题。
【关键词】加布伦兹  《汉文经纬》

华文作为第二语言新闻听读教学的文献综述
孙晓颖   张丽妹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新闻听读教学在华文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中更是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本文回顾和介绍了
2001-2021年二十年间华文作为第二语言新闻教学的相关研究，文献主要来源于中国知网 (CNKI) 和Web 
of Science等数据库。本研究的文献综述主要围绕四个研究问题：第一，华文作为第二语言新闻听读教
学的目标有哪些？第二，华文作为第二语言新闻听读教学的原则是什么？第三，华文作为第二语言新闻听
读教学的难点有哪些？第四，华文作为第二语言新闻听读教学的教学策略和方法有哪些？最后，本文结合
新的时代背景提出了华文作为第二语言新闻听读教学的优化建议。本研究的成果和发现对华文作为第二语
言新闻听读教学具有良好的指导意义，同时也为华文第二语言新闻听读教学法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和指引。
【关键词】华文作为第二语言、新闻听读教学、教学目标和原则、教学难点、教学方法 

乙圩壮语多功能语素te∶ŋ1

覃薇  中央民族大学 

【摘要】本文对乙圩村壮语“遭受”义语素“te∶ŋ1”进行全面的调查描写，并刻画出“遭受”义语素
“te∶ŋ1”功能的整体面貌。对“遭受”义语素部分语法功能的语法化过程进行探讨，归纳出其语法化的
路径和机制，为学界了解乙圩壮语“遭受”义语素功能的语法面貌和特征提供新的材料。乙圩壮语的“遭
受”义语素“te∶ŋ1”呈现出多功能性，具备了十三种功能：①“触碰”义动词；②“对、中、合”义动
词；③“遭受”义动词；④“需要、用”义动词；⑤被动标记；⑥“对”义形容词；⑦“致使”义动词；
⑧情态助动词；⑨结果补语；⑩程度/状态补语；⑪“到、轮到”义动词；⑫副词；⑬假设连词。其中，
本文调查到了“遭受”义语素“te∶ŋ1”以往没有被调查描写到的功能为：①程度/状态补语；②“到、
轮到”义动词；③副词；④假设连词。
【关键词】乙圩村、壮语、“遭受”义

祁东湘语多功能词“落”的语义演变与主观化
谭丽亚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西南林业大学外国语学院
陈海宏  云南民族大学民族文化学院

【摘要】湖南祁东湘语多功能词“落”的用法比较特殊，其语义演变属于通过增加新义而产生的多义模式，
它的多个义项在语义上有一定的关联，或直接关联，如“落”作实义动词时的多种语义；或间接关联，如
前加准词缀型小称标记“落”可能是由实义动词“落”的“降生”、“遗留在后面”等义隐喻而来的。“

落”在祁东湘语中还可以重叠，在语义和语用表达上带有一定的感情色彩，可表达说话者对命题的多种主
观态度。祁东湘语“落”语义演变的认知机制主要有类推（隐喻与之相关)、重新分析（转喻与之相关）和
主观化（褒化、贬化与之相关)等等。
【关键词】祁东湘语、“落”、多功能、语义演变、主观化

论析新加坡华人华语及身份认同的变迁
谭国勇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身份认同的建构在国家及其国家层面下的政治、经济及社会发展上有着深远的影响。它可以使人
认可该国家在政治经济及社会层面上的立场及政策，也可以让人民在某种程度上产生了归属感。教育是建
构身份认同的其中一环。据王赓武教授与陈庆文教授所示，新加坡华人身份认同，是最没有代表性，后者
则认为身份认同是有目的性地建构出来的。由此说明了新加坡华人身份认同正等待人们来填补。也正是如
此，新加坡政府通过不同媒介，包括教育政策等手段来灌输和建构自身倾向的华族身份认同，即倾向于文
化上的认同。本文尝试通过1979年讲华语运动及新加坡教育部历来的教育改革报告书，来了解其倾向和
期许。1979年讲华语运动，主要目的是要整合新加坡华族各方言群体。当时，新加坡华人社会有多达12
个华人方言群体，拥有一个共同的语言：华语，促进他们之间的沟通，减少之间的纷争，团结一致。这有
利于营造及实施双语教育政策的大环境，从中促进经济发展。然而，时间的推移，讲英语家庭的增加，使
得讲华语运动有了新的使命，即提升人们对华文的认识。新加坡教育部在报告书中所倡导的文化认识，倾
向于应对华族内部压力和需要。这回应了陈庆文认为华人身份认同是人造的说法。与此同时，随着华人移
民的移入，他们所带来的文化是否再次在原有身份认同上融合或产生分歧，则是未知数。这将会直接或间
接影响新加坡华文华语以及教育发展的走向。
【关键词】新加坡、华人华语、身份认同、教育

新加坡高中文学教学提问策略的探讨— QUILT框架下的教学设计与实践
唐佑彬   潘旭    李俊贤    郝德奕 淡马锡初级学院
张曦姗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在华文文学课堂上，设计优质问题能引导学生进行品读和鉴赏。因此，本研究以主修H2CLL的
61名学生为研究对象，探讨基于QUILT提问框架激发学生学习兴趣与提升学生思维能力的课堂教学模式。
本文首先介绍研究的背景、对象及方法，阐述基于QUILT提问框架的教学理念与理论依据；接着以现代小
说、诗歌、戏剧以及文言文为例，介绍如何基于QUILT的提问框架设计不同类型的问题的提问策略；本文
也根据学生的课堂反应，探讨了QUILT提问框架下不同文学作品教学的几种提问策略和问题设计类型，在
体现以学习者为中心、加强师生互动和凝聚同侪间学习力量等方面的成效。本论文最后将通过前后测的数
据对比分析、学生反馈、教师观察和学生产出检视教学设计的实施成效。
【关键词】文学教学 、提问策略、 QUILT框架、教学设计

楚辞“羌”字句与湘西凤凰方言ʧʰɑ13字句 比较研究
田晓黎  中央民族大学

【摘要】楚辞里的“羌” ，自东汉王逸注释后的1800多年来 ，众多研究者引经据典， 却始终没有确解。
《楚辞》的“羌”字是否有田野遗存？在湖南湘西凤凰方言中存在极具特 色的ʧʰɑ13 1字句。本文从凤凰
方言ʧʰɑ13字句的田野记音开始，逐条分析，总结规律，再与《楚 辞》16 处“羌”字句进行对比研究，
结果显现，凤凰方言ʧʰɑ13字句基本传承着《楚辞》“羌” 字句的语义。 
【关键词】《楚辞》  羌

国际中文学习软件的大型网络游戏化
汪歆玥  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   

【摘要】汉语学习时间长的特点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二语学习者的热情，而当下飞速发展的大型网络游戏新
颖有趣，常令人沉迷。修坝不如引流，把学生们对汉文化和网络游戏的双重兴趣融入到汉语学习的全过程，
将有助于培养学习者持续性的学习兴趣。本研究分析了当下常用汉语学习软件中的游戏模式，结合现有网
络游戏的汉元素部分，提出了将汉语学习软件大型网络游戏化的具体设想。持续化：脱胎于传统的孤立小
游戏，将累计的学习成果作为升级模式，合理地穿插各类支线任务。系统化：学习者通过注册账号建立个
人学习档案，学习任务既包括集体学习，也包括多种自学形式。针对性：以学习者的需求为导向，提供相
应的实用汉语知识。灵活性：及时更新，高度重视用户反馈。允许教师使用游戏程序和知识库，以方便与
线下教学配合使用。
【关键词 】汉语国际教育、学习软件、网络游戏、学习兴趣

“ 打（타）”字的韩国汉字音形成过程考察
王 浩  四川轻化工大学人文学院  

【摘要】“打”字，在《广韵》中有两个读音，都是阳声韵，一个是梗摄、梗韵，开口二等，上声，端母
“德冷切”；另一个是梗摄、迥韵，开口四等，上声，端母“都挺切”。但是在韩国汉字音中，“打”字
读阴声韵타[t�ɑ]。本文从历史语言学和语言接触的角度出发，认为中世韩汉音（15-16世纪）中存在的
타[t�ɑ]和뎍[tiək]这两种读音，其形成主要是中国的影响，由“德冷切”和“都挺切”两种读法，平行
发展而来，“德冷切”变成了“都瓦切”直接影响了타读音的形成；“都挺切”本来是阳声韵，在传入韩
国以后，其阳声韵尾[ŋ]变成了入声韵[k]，实现了“阳入对转”，从而形成了뎍的读音。近代以后，随着
日语词向韩语的大量涌入，“打”字的日语唐音だ[da]与韩汉音中타读 音的高度相似性，使得타读音在
与뎍读音的竞争中，取得了最终的胜利。

汉语方言亲属称谓中的音变
王红娟  山东师范大学  

【摘要】亲属称谓是方言词汇中重要的一类，我们在考察方言间的词汇差异时，亲属称谓往往是重要的参
照项，如《汉语方言地图集 词汇卷》共有203条词汇图，其中涉及亲属谓的就有“爷爷、奶奶、外祖父”
等14条。在对汉语各方言中的亲属称谓进行梳理时发现，汉语方言的亲属称谓中普遍存在音变现象。比
如，山西运城的“弟”，单字音为“ti33”，但在“兄弟”一词中读音变为“thi33”。本文的音变的含
义是指：1.某个字或某类字在称谓词中的读音与其他情况中的读音不同。2.某个字或某类字在称谓词中的
读音于古今演变规律不合。本文讨论的方言亲属称谓中的音变类型主要有以下三种：个别音变、系统音变、
别义音变。
【关键词】汉语方言、 亲属称谓、 音变

乡村振兴背景下民族地区发挥语言经济效能路径的再探讨—基于西藏自治区林芝市M县的个案研究
王娟  陕西师范大学

【摘要】语言能力是重要的人力资本，语言经济效能是语言的重要社会效能，语言扶贫工作作为中国贫困
治理体系的有机构成，在国家脱贫攻坚的重要阶段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
后，民族地区的语言文字工作在扶持对象、政策范围和顶层设计方面也相应需要作出一定的调整。本文试
图在乡村振兴背景下进一步探讨如何继续发挥语言经济效能的路径。
【关键词】乡村振兴、语言扶贫、民族地区

四川方言的音系特征和两个历史层次
王倩  周及徐  四川师范大学

【摘要】 以往的四川方言研究认为，现代四川方言皆为明清时期的“湖广填四川”所带来。我们在近十
年的时间里，在四川作了广泛的方言田野调查。根据实地调查材料，我们提出新的观点：在四川省的岷江、
嘉陵江流域分布着两种不同的官话方言：嘉陵江流域分布着以成都话为代表的以“入归阳平”为特征的西
南官话方言，这是明清湖广移民带来的；岷江流域分布着以大邑话、宜宾话为代表的有独立的入声调的官
话方言，这是明代以前的四川本地方言的后裔。二者分属不同的方言层次而共存于今天的四川。本文以
2019年出版的《岷江流域方音字汇——“20世纪四川方音大系”之一》中语音材料为据，借助实验语音
学方法对成都话与大邑话、宜宾话作音系整理、以Praat软件绘制其声学元音图、声调曲线图，分析其在
音系上的规律性语音差别，说明今天的四川方言不仅具有以成都话为代表的湖广话语音类型，还有更为古
老的另一方言层次——这个音系今天仍具有入声独立、果摄一等字读为-u、麻三精见组读-i、模韵字读为-o
等语音特征。这些语音特征与成都话的湖广话语音类型有明显的差别，独立于成渝片西南官话而存在。 因
此，现代四川方言分为本地和外来两个层次：本地层次叫“南路话”，外来层次叫“湖广话”。
【关键词】四川方言、岷江流域、成都话、大邑话、宜宾话、方言音系

保定方言两字组连读变调及其若干问题
王帅臣  华北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 

在对河北省保定市下辖的24个县市区进行方言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展开本文的分析。首先描写清苑区的
两字组前字连读变调情况，以便对保定核心区域的变调情况有所了解。其次，介绍保定方言中的阴平变调、
阳平变调、上声变调、去声变调的地理分布、调值表现、调类分布等基本情况。再次，重点讨论上声变调
和去声变调。上声变调后的调值情况有一定序列性：一种是前字变调后与本声调系统的阴平接近或合流；

一种是前字变调后与本声调系统的阳平接近或合流。上声变调既有类型学上的原因，也有历史因素在起作
用。去声变调有一类和轻声有关。

西宁方言持续体标记“着”
魏萌  中央民族大学

【摘要】汉语西宁方言的体标记“着”主要表达持续体的语法意义。除单独使用，方言中“着”常与起始
体标记“上”、完成体标记“下/了”等其他体标记叠用。由此，西宁方言的持续体标记“着”多构成
“V着V”、“V着C”或“V着＋从句”三种结构。西宁方言持续体标记“着”常与起始体标记“上”、
完成体标记“下/了”等叠用，且均处于其他体标记之后，即动词后第二位置。叠用中，“着”仍表达持
续体的语法意义，其语义与前一体标记层层套叠，具有一定顺承关系。如与起始体标记“上”叠用时，“
上”的语义指向前面的谓语动词，构成“V＋上”结构；“着”的语义则指向“V＋上”这一整体，表达
动作行为开始并将进一步持续的状态，“着”具有一定未完整体范畴义。“V＋上＋着”结构还可续接其
他动词或补语成分，构成“V＋上＋着＋V”结构。此外，西宁方言持续体标记“着”常以“V＋着＋C”
形式用于述补结构谓语句中。其中，C可为程度、情态、结果、数量等多种类型补语，形式上可由单个形
容词或副词、数量或偏正短语及主谓结构充当。语义层面，“V着＋C”由“V着”与C两个时间过程构
成，C主要由“V着”引发或伴随，即两个过程包含一定的逻辑因果关系，这种关系可以是显性的也可以
隐性的。除构成“V着V”、“V着C”和“V着＋从句”结构外，持续体标记“着”还可用于西宁方言的
存现句和“的字结构”中，其用法具有一定独特性。
【关键词】西宁方言、着、持续体标记

“口”的比较词义探索
吴宝安  湖北大学文学院 

【摘要】“口”这一概念在汉语中主要有“口、嘴”两个词，根据它在汉语、汉语方言以及其他语言中的
用法，我们整理出了12组与“口”有关的共同引申，这些共同引申都可以通过“转喻”和“隐喻”来解
释。 基于转喻的共同引申有7条，如： 与言语功能相关，“口”引申出“说话、话语”义。与饮食功能
相关，“口”引申出“口味”“人口”义。与临近部位相关，“口”引申出“脸、鼻、咽”“口部饰物”
义。基于隐喻的共同引申有5条，如：与形状、位置都相似，“口”引申出“容器等器物通外面的地方”
和“出入的通道”义。与形状相似，“口”引申出“（山谷、水道等）大的豁口”“突出的部分；尖儿”。
这12组共同的词义引申在汉语、汉语方言以及英语、俄语、西班牙语、日语、泰语、印度尼西亚语、壮
语等语言中都以共词的方式出现，因此，我们可以将其看作是“口”在语言中的共同演变模式。
【关键词】“口”  比较词义 、共同演变

新加坡中学华文快捷课程后进生
语文学习的挑战和独立学习能力的培养
吴宝发  张曦姗  周淑君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后进生学习一直是教育工作者关注的课题，新加坡教师也不例外。后进生学习问题复杂，包括语
文基础薄弱；个人学习态度不良；缺乏独立与迁移的学习能力；课堂教与学方法不当等。本文立足于本地
一所中学的校本研究，借助文献研究法、问卷调查法与观察法，对中二快捷班24位后进生的学习特点进
行梳理，由此作出为期六个月对3个单元的教学调整的尝试，旨在分析后进生在课堂中语文学习的挑战以
及探索他们独立学习能力的培养。本研究对2021年新教材篇章里的语文技能做一次系统性的梳理，在课
堂阅读理解教学时，强调对文章理解的元认知策略之字义层次、逻辑层次、概念层次的教学，调动学生的
元认知，以弥补学生因语文基础薄弱带来的教与学问题。
【关键词】华文快捷课程 、后进生、中学新教材、元认知

中韩跨国婚姻家庭双语学习和使用状况及问题研究
吴思敏  闽南师范大学

【摘要】近年来，中韩跨国婚姻家庭日益增多。据统计，来自中国的在韩结婚移民总数在2019年已接近
20万人。中韩跨国婚姻家庭既有别于传统华侨家庭，又有别于普通韩国家庭，在语言文化上具有特殊性。
本研究以在韩中韩跨国婚姻家庭为研究对象，对其双语学习和使用状况展开调研，并针对其问题提出解决
方案。研究分三部分进行：第一部分利用文献分析法整理并分析韩国政府对多文化家庭的政策及多文化家
庭支援中心的相关资料。第二部分利用问卷法、访谈法与参与观察法对中韩跨国婚姻家庭进行相关数据采
集，并对数据进行定量与定性分析，多维度考察多种因子对语言的影响以及因子之间的相互作用及其与内
部、外部环境的交互关系，全面把握中韩跨国婚姻家庭双语学习和使用的特点及问题。第三部分综合考虑

调研结果，针对中韩跨国婚姻家庭双语学习和使用的问题和需求，从内部（中韩跨国婚姻家庭自身）和外
部（社会机构与教育部门）提出解决方案。本研究不仅可为中韩跨国婚姻家庭双语教育提供理论基础和实
践方案，还为以其为对象的双语教材及教学资源提供理论依据，为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跨国婚姻家庭双语教
育研究提供参考。
【关键词】中韩跨国婚姻家庭、双语教育、调研、解决方案

实践与反思：国际中文教学与信息通讯技术之运用
夏雪  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

【摘要】随着教育技术的发展，如何善用信息通讯技术（ICT）来服务于教学，实现以“学生为中心”的
教学实践，成为当今教育研究的热点。在国际中文教学领域，我们也面临着如何有效地将ICT运用于课堂
教学和学生学习的问题。本文即以此为出发点，在现代教育理论的基础上，以新加坡国际学校的非汉语母
语学生为研究对象，结合IB华文课程中的一个主题单元，从课件设计及课堂教学反馈等方面对ICT在国际
中文教育中的实践情况进行探索性研究，总结ICT辅助中文教学的几个原则：包括设计ICT要以学生学习
需求为核心，ICT的课堂使用应避免“喧宾夺主”，并反思教师在ICT运用中的作用，以期对新技术下的
国际中文教学发展提供参考。
【关键词】 ICT、 国际中文、课件设计、课堂实践

The Brief Analysis of Japanese Culture's Absorp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ulture
Hui Xu   Maca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bstract: Cultural exchanges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have a history of nearly 2,000 years. The fine tradi-
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ulture have exerted great influence on almost every aspect of Japanese 
life, such as architecture, clothing and so on. At the same time, Japanese culture has made a series of 
cultural innovations and developments according to its own national conditions while absorbing Chinese 
culture for reference. Starting with the reasons why Japan absorbed Chinese culture and analyzing the 
exchanges between Japan and China from 1972 to 2011, this paper analyzes and concludes that the similar 
cultural background of the two countries is the basic reason for Japan to better learn from Chinese culture. 
Finally, this paper expounds and analyzes Japan's absorp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ulture from 
three aspects: religion, ideology and diet. It is concluded that Japanese culture originated from Chinese 
culture, and before the Tang Dynasty, Chinese culture had the greatest influence on Japanese culture; after 
the Tang Dynasty， Japan began to have a real culture, but it was still influenced by Chinese culture.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and improvement of its own culture, it finally formed its own unique style. 
Key Words: Japanese culture; Chinese culture; Absorb; 

港式中文词汇与普通话的隐性差异
徐涵韬  北京师范大学

【摘要】“隐性差异”的概念及思想适用于全球华语对比研究，文章立足于此，讨论港式中文词汇与普通
话的隐性差异，首先以量词“枚”、动词“怀疑”以及名词“论调”为例，分析其在概念义、语法义、色
彩义等方面的表现；然后举例说明了隐性差异的三种存在形式，即有无之别、大小之别和程度之别，并指
出三者之间联系密切，不能孤立讨论；最后，文章认为未来研究应增强对华语隐性差异的考察分析，拓展
隐性差异的研究内容、语体范围及比较对象。
【关键词】隐性差异、词汇、港式中文、普通话

基本核心词词义的跨语言表现与特点—以61种语言为例
许可  冉启斌 南开大学

【摘要】本文建立了61种语言60个基本核心词词义数据库，从跨语言角度对其进行了细致考察。数据库
中共有义项约11440个，平均每词义项略超3个，最多达21个。平均义项数方面，动词最多，形容词其次，
名词、否定副词随后，数词、代词最少。义项数可能受词与外部世界的关联性、在词汇系统中的基本性以
及概念本身模糊性的影响。对词义引申深度赋值后，看到动词、形容词、名词的词义引申能力分较高，各
词的平均义项数与该分排名不一致。语言、词类对义项数量、引申能力分影响显著。通过网络图谱对词义
进行聚类分析和可视化分析后，基本核心词被分为10类，词类对聚类有影响。动、名、上形成较大词团。
名词[±指人][±身体部位]，形容词[±积极/消极]等特征会使词类内部形成关系更紧密的小类。图谱中，
hand连接动词和身体部位名词；head连接身体部位名词和指人类名词；man连接指人名词与褒义形容
词；one连接指人名词和数词；die、sleep等词连接动词和形容词等。

【关键词】基本核心词、词义引申、数据库、】可视化

冰墩墩的启示：中华文化符号海外传播的机遇与挑战
许琳皎  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

【摘要】北京2022年冬奥会吉祥物“冰墩墩”在国内外社交平台的爆红引起各界讨论。作为一种文化符
号，“冰墩墩”兼具多重内涵，承载着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功能。“冰墩墩”成为“顶流”，不仅
展现了中华文化强大的感召力，也为中华文化符号的海外传播提供了新思考。本研究基于符号学理论，从
视觉和语言两个维度分析符号传播的特点，挖掘“冰墩墩热”的深层原因，并从中得出中华文化符号海外
传播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基于此，笔者从符号传播的原则、内容和方式三方面提出了建议，即：调整传播
心态，着眼他者视角；加强内容设计，挖掘文化内涵；充分利用互联网媒介，引发情感共鸣。以期为中华
文化符号的海外传播提供借鉴，丰富中国文化传播领域的研究成果。
【关键词】中华文化符号、海外传播、文化传播、冰墩墩

韩国国民教育体系中汉语教育的发展与创新
许培新  山东大学

【摘要】本论文结合中韩两国历代交流的传统以及现代社会发展的趋势，在追溯韩国汉语教育发展历程的
基础上，重点考察自中韩建交以来韩国汉语教育的发展脉络，重点梳理并分析韩国国民教育体系中，大、
中小学不同层次汉语教育的发展情况以及出现的问题，总结韩国国民教育体系中汉语教育的主要特点；当
今国际大变局和新态势下，汉语教育发展面临着新情况、新问题，韩国国民教育体系中的汉语教育和学习
也在发生变化。因此基于教育理念升级、教学思路转型与教学模式创新，提出了加强韩国大、中小学汉语
教育的实践性、针对性，以及韩国汉语教育内涵式发展多元化路径的对策和建议。 
【关键词】韩国汉语教育、国民教育体系、内涵式发展

 
13—19世纪朝鲜半岛汉语教学对当代汉语国际教育的启示
许润芳  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

【摘要】朝鲜半岛有悠久的汉语学习历史，从以汉字为本、重视书面语学习到文言并重、对政治商务风俗
文化等不同领域进行全面了解，其汉语学习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汉学界人才辈出，促进了对中国制度、文
化的内化吸收及其本民族政治经济文化的进步。其中，国家层面的空前重视、语言政策的有力支持是不能
忽略的因素。目前流传的朝鲜半岛汉语教科书集中于13-19世纪，恰是两国政局革新、关系进一步密切的
时期，此类教材是今日研究两国历史上人文交往、不同时期汉语口语面貌、汉语教学法种类及影响、汉语
国际教育在半岛发展历程的宝鉴，本文以该时期《老乞大》《朴通事》《学清》等代表性汉语口语教材为
主要研究对象，结合韵书、字书及辞书类汉语书面语教材、《朝天录》《燕行录》与《朝鲜王朝实录》等
官方历史记载为佐证，共时对比同时期中国韵书。探讨官学、私学、司译院、承文院、译学院、质正官等
部门和职务发挥的历史作用，总结该时期朝鲜半岛汉语教学的优点和不足，力求为当代汉语国际教育汉语
人才培养、汉语教材编写、汉语教学法选择和语言政策制定提供一定的参考意义。
【关键词】朝鲜半岛、汉语国际教育、教学法、语言政策

语言赋能：乡村振兴多模态话语战略构建
杨城  浙江大学 

【摘要】语言是促进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乡村振兴中的每一步都离不开语言的力量。研究中首先依托多
模态话语分析综合框架，对余杭、桐庐、淳安三个乡村振兴示范地区的宣传片视频进行分析，总结其文化
、语境、内容、表达四个层面的多模态体现。其次依托质化分析的扎根理论方法，构建语言赋能乡村振兴
的战略模型，在组织、社会、个体三个层面探索赋能方向。最后，基于话语分析和战略模型提出未来语言
赋能乡村振兴的提升路径。研究发现，三个地区的多模态话语具有典型的区域特色，语言赋能乡村振兴需
要凝聚自上而下的多方力量，而国际化视角、内容的精准筹划、赋能视角的联动共振则是未来乡村振兴话
语努力的方向。
【关键词】乡村振兴、语言赋能、多模态、话语分析、战略模型

A Study on the Chinese Classroom of Foreign Students in the Epidemic Period Based on the Inter-
active Perspective
Haifeng Yang1,Daqian He2, Zhuoda Yang3

1. Center for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Wuh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Wuhan， 

2.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Wuh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Wuhan，
3. School of Chinese Studies and Cultural Exchange,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Abstract: Interaction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s affecting the result of online Chinese class teaching. 
By utilizing the method of questionnaire analysis, error analysis and document analysis， this paper selected 
200 international students from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Cultural Exchange of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of Wuh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of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as samples for investigation, including 94 undergraduates, 60 master 
students and 46 doctoral students. Among them, namely 86 in primary stage, 64 in intermediate stage and 
50 in advanced stage based on their HSK marks. The majority are from Asia (45%) and Europe (25%), the 
rest are from Africa (15%), America (10%) and Oceania (5%). This paper finds that the existing interactive 
methods of them include online conference platform, course live-streaming platform and video live-streaming 
platform. 
When using these platforms, we find there are some advantages of them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remote 
Chinese learning: They are convenient for students to preview and review before and after class, and they are 
helpful for the sharing of Chinese learning resources. However, we also find that there are some disadvantag-
es in teacher-student interaction and student-student interaction on these platforms, such as the lack of learn-
ing atmosphere (58% participants agreed) and the unwillingness of turning on the camera and micro-
phone(76% participants agreed). We think the factors causing these problems mainly include external and 
internal factors of teaching. The external factors include the factors of network connection, time difference, 
studying platform and studying resource allocation. The internal factor of Chinese teachers is that they are not 
adapted to the new way of online teaching, which makes them unable to carry out innovative design of class-
room interaction, and still choose the traditional teaching method (66% participants agreed). The internal 
factor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on the one hand, they lack online learning experience, so it is difficult to cope 
with some new challenges in teaching interaction practice. On the other hand, international students must 
overcome certain psychological factors in the interaction process of online Chinese classroom, among which 
anxiety and avoidance are the most prominent (80% participants agreed).
In conclusion, Chinese teachers can improve the interactive effect of online teaching through rational use of 
learning platform, effective allocation of learning resources and innovation of class interaction mode. Before 
teaching, teachers should inform students in advance of the selection of learning platform, registration, login, 
using process and a series of related matters. During the teaching process, teachers can allocate a certain 
proportion of class hours to organize interactive courses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s, such as group presenta-
tion, personal performance and seminar. After class, teachers can design and release questionnaires and 
use the background data statistics and other functions of the learning platform to analyze the frequency and 
quality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participation in interaction. Also, international students should actively adjust 
their learning psychology and improve their learning methods as well. In this way, they can get rid of negative 
psychological factors such as anxiety and avoidance, and focus on classroom interaction and knowledge 
itself, and finally achieve better learning results. Ultimately, teachers and students will collaborate to explore 
a course interaction path, adapting to the new mode of online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in the post-pan-
demic era. The research on this issue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enrich the theories of linguistics, psychology 
and pedagogy related to Teaching Chinese to Speakers of Other Languages. Also it can improve the teach-
ing efficiency of teachers and enhance the sense of gaining knowledge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Keywords: Interaction; Online Chinese Classroom; Chinese Teaching

国际华文推广的重要部分：志愿者项目的国别性/区域性分析—以缅甸为例
杨念  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

【摘要】2004年“国际中文教师志愿者项目”经中国教育部批准实施。直至疫情前，全球大约有7000名
志愿者在全球一百多个国家进行中文教学，其中大约3000名志愿者在东南亚各国任教，成为东南亚华文
教育重要力量。缅甸志愿者项目于 2009 年开始实施，至今已经有十年有余，到疫情前每年有一百多名志
愿者在缅甸各个城市甚至乡镇进行中文教学工作。十多年来，志愿者项目对缅甸华文教育发挥着重要作用：
为缅甸华文教育贡献了新的力量，弥补了缅甸华文师资的不足，促进了缅甸中文教育的合法化进程等。然
而，该项目也存在着一些问题，本人通过实地了解以及问卷的方式，深入分析了志愿者项目在缅甸的实施
情况，并针对性地提出几点建议，促进该项目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国际中文教师志愿者、华文教育、缅甸志愿者项目、参考

基于SLS平台的E晨读差异教学模式探索— 新加坡崇文中学的实践经验
叶语銮    徐小红   吴玉凡  新加坡崇文中学

【摘要】为了营造书香校园，培养学生的阅读兴趣和提高阅读水平，我校研究团队借助SLS平台，以110
名中三学生为研究对象，在全校进行E晨读研究计划。E晨读依据差异教学理论，照顾学生的个体差异，
所选篇章分年级、分主题、分文体，并结合各单元技能训练，设计不同程度、风格的晨读活动。学生借助
个人数码学习工具，选读纯文字或拼音版的、带声音和可查字典的篇章，通过SLS自测，在阅读护照上完
成任务。此外，高准备度的学生还可阅读更有挑战性的文章，并完成相应的挑战任务。研究结束后，团队
通过定量与定性研究检测学习成果。初步结果显示，基于SLS平台的E晨读差异教学模式，在一定程度上
激发了学生的阅读兴趣，也促进了教师的专业发展。
【关键词】SLS平台、E晨读、差异教学

Nasal Codas Merger in Chinese dialects: Modified Contrastive Specification and Sisterhood Merger 
Hypothesis
Jihye Yun  Asia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 Madison

Abstract：Chinese linguists have long debated about the directionality of nasal coda merger in Chinese 
dialects since the 1970’s. Some believe that the merging process is unidirectional (anterior to posterior) ,but 
others assert that alveolarization of nasal codas (-m>-n and -ŋ>-n) is the major trajectory. Previous studies 
failed to make a reasonable prediction about the further direction of the merger in addition to a lack of 
phonology-based analysis. This research analyzes the merging process on basis of Contrastive Hierarchy 
(CH) and Sisterhood Merger Hypothesis (SMH). The two theoretical frames make us draw two types of 
contrastive hierarchies: [Dorsal]>[Labial]，[Coronal]>[Labial]. That is，the merger between the alveolar 
and the velar nasal codas will occur after the completion of the merger between the labial and alveolar ones. 
Alternatively， the alveolarization of the velar nasal coda will happen after the completion of the merger 
between the labial and velar ones because the structure merger takes place on sister node of contrastive 
hierarchy. In conclusion， the final phase of the nasal coda merger will be the alveolarization of the velar 
nasal coda. The data of Chinese dialects and markedness theory both buttress the conclusion.

Keywords: Nasal codas，Chinese dialects，contrastive hierarchy，sisterhood merger

《易经》归纳、演绎思维在母语教学中的课堂实践和应用
庾潍诚  新加坡伟源中学

【摘要】作者根据自己长期研究《易经》的经验，提出和认为：《易经》作为中华古代的文化典籍，归纳
和演绎思维是它的最重要核心思想之一。同时，作者结合了自己多年的新加坡课堂教学实践，发现：《易
经》的归纳、演绎思维可以有效实践应用在现代的母语教学当中。归纳，是引导学生化繁为简，迅速掌握
教师布置的课堂指令或內容；演绎，则是学生有效应用课堂所学知识进行复述和重构。本文列举具体的课
堂实践应用例子，就是：(一)课堂的指令语言“ABCD”；（二）思维图的教学应用；(二)作文教学实践
的“DEEPAI”（细节描写）自创理论。作者最终观点认为，《易经》思想可以古为今用，实践应用到课
堂母语教学，从而达到提升学生的母语学习效果。
【关键词】易经、归纳、演绎、教学实践应用

中国古代建筑文化的汉字演绎
袁忠  中国华南理工大学

【摘要】中国古代建筑文化的丰富思想很多都凝结在一个个的汉字中。在汉字的构形、本义、转义、暗喻
等不同的运用中，存在着古人有关建筑活动、建筑形象、建筑心理等蕴含，很多汉字就是一个空间概念、
一个居住范畴。古人对中国古代建筑的感知的原初意识首先凝固在古汉字中，古代建筑的最初“文本”可
求诸古汉字，作为象形文字的古汉字与作为现实空间的古建有着天然而内在的通贯性。本文通过考察汉字
的字符构形及作为词或词素的单个汉字所展示出的建筑文化意象，探究作为表形文字、表意文字的古汉字
在其构形、组词、使用、书写等多方面体现的古代建筑文化意义。
【关键词】汉字、中国文化、古代建筑

GRR教学模式的实践与反思——以新加坡H2华文与文学新诗教学为例
张建立   张建平  新加坡国家初级学院    
张曦姗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2021年新加坡H2华文与文学新课程引进课外文学作品赏析的部分，与旧课程标准相比，这对学
生是具挑战性的变革。为应对该挑战，我院以新诗为切入点，设计了从指定文本到课外文学作品的教学实
践配套。该实践以“新加坡课堂教学实践要领”(STP)为指导，依据探究式学习（IBL）理论，采取“教、
扶、放、收”四个阶段的“渐进释放责任直接教学模式”（GRR），旨在逐步培养学生独立鉴赏文学作
品的能力。实践证实，这一教学策略增强了学生的信心和赏析能力；同时，也发现了一些有待进一步充实
和深入探索的空间。本论文将阐述该实践所采用的教学理论、教学策略、教学流程、教学成效及反思。
【关键词】  GRR教学模式、H2华文与文学、新诗教学    

“V走”和“V去”互换性的多重对应分析
张进凯  中国兴义民族师范学院 文学与传媒学院

【摘要】  本文在“原型—样例连续统”理论指导下，通过基于用法的多重分析方法探讨表征“位移运动
事件”的“V走”和“V去”的变异性和互换性。研究发现：“V走”主要表征位移方向不明确、没有位
移目的地的位移运动事件；“V去”主要表征位移方向明确、位移目的地可预测的位移运动事件，因此
“V走”和“V去”处于位移运动事件“原型—样例连续统”的不同位置，“V去”较“V走”更接近位移
运动事件的原型。“V走”和“V去”在表征位移运动事件原型特征和典型样例时不存在概念重合，在表
征位移运动事件非典型样例时，在概念变量特征的交互作用下表现出概念重合。
【关键词】多重对应分析  位移运动事件  概念变量  互换性  变异性

书面语言复杂度对华语二语者写作质量的影响研究
张漫莉  北京语言大学  

【摘要】本研究基于韩国学生的HSK写作测试语料，采用若干典型指标，对华语二语者的书面语言复杂度
与写作成绩之间的关系进行了量化分析，考察了词汇及句法复杂度指标对学生写作质量的影响。研究结果
表明：词汇复杂度和句法复杂度指标与学生的写作质量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Guiraud指标、虚词
使用比率、连词使用比率、复杂词使用比率、话题链数量、话题链分句数、零形成分数量和T单位数量等
指标对写作质量具有较强的解释及预测效度。
【关键词】语言复杂度、汉语二语、写作质量
  

基于树库的汉语二语写作句法复杂度研究
张婉莹  北京语言大学

【摘要】句法复杂度（Syntactic Complexity，简称SC）在评价二语者语言水平、语言动态发展及写作
质量中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吴继峰，2018）。已有的研究侧重于SC对日语、韩语等母语者的汉语写作
评估的有效性问题，研究结论未必适合少数民族母语背景的汉语二语书面语评价。基于此，本研究以参加 
HSK（高等）考试的维吾尔族考生的作文语料为研究对象，基于自建的汉语二语句法标注语料库，从粗粒
度和细粒度两方面指标体系入手进行以下四个方面的研究：（1）通过预处理构建小型依存句法树库（
Dependency Grammar Treebank），作为句法复杂度研究基础；（2）通过小句切分和搭配抽取研
究粗粒度指标和细粒度指标的分布特征；（3）针对不同写作水平的被试SC指标进行对比研究；（4）基
于典型SC指标体系探讨二语写作水平动态发展特点。研究发现，基于T单位等粗粒度句法复杂度指标在区
分学生写作水平和预测写作成绩方面的解释力较弱，而基于短语层面的细粒度句法复杂度指标能够有效区
分写作水平和预测写作成绩。
【关键词】树库、 二语、语法

阅读与抒情文写作教学的有机结合—以华侨中学（高中部）语文特选课程为例
张薇  王健仲  华侨中学（高中部）

【摘要】抒情文写作一直是学生的弱点，也是教师的教学难点。由于没有经过有系统的抒情文写作训练，
高中生很容易将抒情文、记叙文或议论文混为一谈，对抒情文的写作手法更是一知半解。再加上学生缺少
生活历练，要让他们短时间内掌握抒情文写作手法，并进行创作，无疑难度极大。有鉴于此，我们决定在
现有的教学内容上融入抒情文写作教学，尝试结合REAP的阅读理论与教学实践，将阅读与抒情文写作教

学有机结合，以39位高一H2华文与文学的学生为对象，引导他们建构抒情文概念，了解并掌握抒情方式
与写作手法，从而进行写作实践。最终，通过调查问卷、课堂观察和学生作品，梳理和分析了阅读与抒情
文写作相互融合的方法及其有效性。
【关键词】抒情文写作、阅读教学、REAP阅读方法、语文特选课程

地名中的关中方言
张文丽  陕西学前师范学院文学院

【摘要】关中方言，曾经作为汉民族共同语基础方言，对周边地区方言、其他地区方言和民族共同语产生
过重要影响。地名是人们用以区别个体地物的语言符号，而作为纪录地名的语言符号包含形、音、义三个
部分。关中方言区的地名，尤其是地名用字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关中方言的特点。本文从关中方言
区中的代表性地区——西安入手，整理分析其地名，得出如下结论：1.声母 （1）古全浊声母清化，平声
送气，仄声归并关中方言中存在差异，西安归不送气，例如“中官亭/中官厅”、“安居巷/钱局巷”。
（2）古知系开口字按照等分化，知系二等、庄组、章组止摄字与精组合流，读ts、tsh、s，例如“三里
村/山李村”。（3）古泥、来二母在洪音前混用，尤其是在洪音鼻音前，泥母混入来母，读l，例如“新
农田/兴隆庄”。2.韵母 （1）前后鼻音混用，关中方言后鼻音为ŋ，前鼻音丢掉鼻尾n，主要元音鼻音化
。由于在当地人听感上二者具有相似性，表现在地名中前后鼻音字混用。例如“上游巷/三友巷”。（2
）遇摄合口一等端系字，元音复音化，读ou，与流摄合并。例如“双楼寺/双路寺/双芦寺”。（3）果摄
开口字一等字与果摄合口字合并，例如“贺韶村/火烧村”。通过分析发现西安地名用字的流变反映了关
中方言的特点及其变化，具有强烈的方言特色，深入研究地名可以挖掘背后隐含的历史文化内涵，提升文
化软实力；可以为地名用字、拼写管理提供理论支撑，推动新时代的语言文字工作。
【关键词】关中方言、西安地名、文化

从外交新词语看中国外交动向—以2010-2020年度《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媒体新词语表为例
张星霞  韩国汉阳大学

【摘要】本研究基于2010-2020年度《中国语言生活报告》媒体新词语表中的外交新词语，运用数据分析
法，从其分类、使用频次和年度分布三个方面考察中国近十年以来的外交动向，为读者勾勒出中国外交全
貌，以期让读者更好地了解当前中国的外交形势，并为中国未来的外交实践提供一定的智力支持。本研究
认为，按照领域划分，这些新词语所涉及的外交领域包括总体外交、经济外交、政治外交、军事外交、文
化外交、科技外交和医疗外交等七大领域；根据性质，这些新词语所涉及的外交类型又可分为方针类、方
式类、事件类、成果类、组织/平台类、场所类、色彩类和人物类等八大类型。它们较为真实、客观地反
映了中国近十年以来的外交动向。
【关键词】外交新词语、中国外交动向、《中国语言生活报告》、分类、使用频次、年度分布

华语文汉字学习策略个案研究-以印尼华语文学习者为例
张胜昔　中国华东师范大学国际汉语文化学院
陈信助　台湾中国文化大学教育系

【摘要】对外华语文之汉字习得一直困扰着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与学。若华语文教学伊始就“重听说而
轻汉字”，不仅将形成中高级以上的学习阻力，更达不到语言习得可持续发展的教学效果。本研究针对一
名中高级程度印尼华语学习者的“初级汉字习得历程”进行了个案分析，围绕汉字习得心理认知、脑神经
机制、仲介汉字等理论，剖析形声字之习写、读音、识义三方面的“中介状态”，深度探讨了形声字之“
形义-音”的习得联结难度，说明汉字作为第二书写系统的学习策略，以及具逻辑性有系统的字本位教学
在华语文习得中的重要性。期许研究结果可提供日后相关教学与研究参考使用。
【关键词】字本位理念、汉字心理认知、中介汉字、可持续性发展、个案分析

“错位的称呼”—当代汉语社交称谓语的变异与泛化
张雪  澳门科技大学 

【摘要】汉语中的社交称谓语是汉文化特征的缩影，亦是对中国社会现状的即时反映(Chao1956， 
Gu1990， Wang2003)。无论是对于语言学本体研究，还是对于语言与社会的互动关系研究，该议题都
具有新鲜价值(Brown&Ford1961， Ervin-Tripp1972， Zhang2021)。本文基于真实语料收集与分析，
针对当代汉语中四个新兴社交面称语(social vocative)的使用原则、表意功能、交际效果等维度进行了
深入讨论（分别为：“（小）哥哥/姐姐”、“老师”、“同学”、“家人们”）。研究发现，当代汉语
社交面称词有如下特征：（1）原有亲属称谓用法深入泛化（例如“（小）哥哥/姐姐”）；（2）职业称
谓用法深入泛化（如“老师”）；（3）“错位”称谓语兴起（如“同学”）；（4）网络称谓语变异性

强（如“家人们”）。当代汉语社交称谓语处于全面深入的泛化与变异中，其成因、过程、程度等，都与
语言发展和社会变迁密切相关。
【关键词】称谓语、社交面称、语言泛化、语言变异

“给我+VP”的主观处置功能
章天明  日本小樽商科大学

【摘要】本文主要讨论“给我+VP”结构表主观处置的语义来源，以及“给我+VP”结构 主观处置功能
实现的机制。 第一，“给我+VP”有两种不同的语义特征。表示“请求”的“给我+VP”中的 “给我”
等同于“为我”或“替我”；而表示“命令”义时，“给我”不等于“为、 替、向”等等，“给我”只
表语法意义。 第二，“给我+VP”的主语只能是第二人称代词，或指人称谓词语，或者是 VP 的受事。
VP 应当具有 [+自主]、[+动作]和[-褒义]的语义特征。 第三，通过“给”字句处置义来源的再分析，以及
与“给 X+VP”句式的对比， 分析得出“给我+VP”句式具有主观处置义。 第四，“给我+VP”中“给
我”的语法化成分的性质，以及第一人称代词的介 入，使“给我+VP”的主观性得到实现。
 【关键词】语义关联、结构关联、受益和受损、主观处置

多元智能理论与对外汉语阅读教学研究—以《零食》为例
赵畅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

【摘要】阅读过程包含着反应读者认知过程的丰富材料，是学习者汉语能力高低的重要体现。虽然近些年
汉语阅读教学的研究层出不穷，但是汉语阅读课堂仍存在着学生学习被动的情况，因此其教学策略还有待
进一步的研究。经过对教学理论的研究，多元智能理论从心理学角度研究了人的智力潜能是多元的，而阅
读教学不仅要教授学生语言文字知识和阅读规律，还要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因此， 我们认为， 对
外汉语阅读教学要想达到最佳的效果， 就必须从多元智能理论出发。本文主要结合《零食》一课从智能
理论下的每一个智能元素分析适合的教学策略和具体实践情况，最后经过反思提出多元智能指导下的阅读
课的教学原则，希望能够为阅读教学者提供一定的参考性建议。
【关键词】对外汉语阅读教学、多元智能理论、教学策略

中韩二语教学高阶教材对比与分析
赵莉  南京大学
赵学玲  Seogwipo-si, Jeju-do, Korea

【摘要】本文选取中韩两国用于本国语言国际教育的代表性教材《博雅汉语》（2018-2020）和《首尔大
学韩国语》（2012-2015），就两种教材高级阶段部分在文化主题选择、体裁内容以及训练模式上的异同
加以比较。认为两种教材在结构上都以文化主题来分类编排，并与训练模式紧密结合，但两种教材呈现出
的差异也十分明显。两者之间的差异固然可归因于两国国情、语言、文化特点的不同，但文化视角和文化
意识的不同是最根本的原因。考虑认知规律和文化视角，选择恰当且丰富的文化内容，不仅能够更好地实
现与国际学生的共情和跨文化交际的目的，通过与语言功能的紧密结合，也能够使语言训练获得更好的效
果。
【关键词】二语教学、高阶教材、对比、分析

社会语言学视角下女性群体通称的使用情况分析
郑皓月  中央民族大学

【摘要】称谓是人类社会中体现特定的人在特定的人际关系中关于身份角色的称呼，称谓词语与社会发展
联系非常紧密，在新中国的发展历程中，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乃至与国际社会的关系都将对称谓
词的使用产生影响，并在历时语料库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迹。在语言生活中，女性群体通称使用情况的
相关统计既反映了语言生活的变化又反映了中国妇女的发展状况，本文主要从社会语言学视角出发，观察
女性群体通称的使用情况。分别从历时角度和共时角度出发，分析五四运动以来“女性群体通称”使用情
况的历时变化，分析不同语体下女性群体通称的使用变化，发现人们对女性群体通称“妇女”“女性”“
女人”“女子”语义特征的不同认识影响了人们在不同场合下对女性群体通称的理解和选用。
【关键词】社会语言学、女性、称谓、语义

反义词“前”“后”的平衡与不平衡研究
周欣然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

【摘要】反义词作为一种常见的语言现象在人们的生活中被普遍使用。一般而言，反义词总是成对出现，

形成平衡状态，即一个词与另一个词形式对称但意义相反。然而以“前”、“后”为例，作为现代汉语中
使用频率较高的一对典型反义词，却很少有人在使用时能注意到其背后隐藏的不平衡现象。本文第一、第
二部分均从义项、构词、所构词、使用频率这四个方面展开，分别探析反义词“前”“后”平衡与不平衡
的具体表现，说明两者在平衡中存在着不平衡。接着又从认知、语义、语用、文化四个角度阐述原因，正
是由于“后”的被认知时间更早、语义范畴更大、受语言经济原则影响更多以及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内涵更
丰富，才使其能够拥有更广的使用范畴和更高的使用频率，也因此造成了反义词“前”“后”的不平衡现
象。
【关键词】前、后、平衡、不平衡

整合训诂方法论新探
周雁飞  新加坡新跃社科大学

【摘要】陆宗达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提倡“训诂方法的科学化” 。本文运用肯·威尔伯的”整合理
论”，采用其“四象限五要素”的框架结构梳理审视传统的训诂理论和方法。首先论述了训诂原理与整合
理论的内在关系，在此基础上将训诂学的适用范围与整合理论相结合，阐释其与传统训诂方法之间的深层
关联模式，及其有效性、前瞻性，进而使整合训诂方法不仅具有理性的解析，而且富于实践的可操作性。
本文是实践训诂学与西方阐释学（英语：hermeneutics）接轨的一次尝试，旨在为训诂方法论的现代转
化提供新的激荡和借鉴。
【关键词】训诂学、解释学、整合理论、四象限五要素

普通话句末语气词的句法性质
宗晓哲  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院

【摘要】本文探讨了句末语气词“啊、吧、吗、呢”的句法特征，认为它们超出了狭义的句法范畴，在话
语中具有表达功能和人际交际的价值。首先，从通过与语气副词、标句词“说”的位置对比，可以看出语
气词句法位置很高，独立于所在句子，属于语用层面。从语用角度来看，句末语气词具有明显的程序意义。
“啊”要求听话者参与到会话中，促进话论继续，是“互动标记”。“吧”在句中通过降低话语确信度，
缓和交际双方关系，是“礼貌标记”。“吗”要求话语权发生变化，促使听话者对所提问题进行进一步的
解释，是“问询标记”。“呢”在话语中起到凸显说话者所表达的语义关系的功能，使得话语与语境之间
存在一定的语义联系，是“焦点凸显标记”。
【关键词】句末语气词、话语标记、句法-语用接口

现代汉语周遍性主语中周遍义的形成原因
左思民  高丽大学中文系 /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  

【摘要】本文探讨了现代汉语六种周遍性主语中周遍义的形成原因。结论如下：在任指疑问类周遍性主语
句如“谁都认识”中，主语的周遍义是经由疑问代词的任指用法而获得的“全域义”。在含数词“一”的
周遍性主语句如“她一点道理也不懂”中，主语的周遍义依托梯级义经语用推理而得，并且只允许从否定
极小量达到否定全量的推理。在列举类周遍性主语句如“老王粤菜也吃过，川菜也吃过，鲁菜也吃过，浙
菜也吃过，中国八大菜系的菜都吃过”中，主语的周遍义并非列举的产物，而由最末的总括分句直接表达。
在物量词重叠类周遍性主语句如“家家都用上了煤气炉”中，主语的周遍义源于物量词重叠式所具的“每
一”意义。在含“全部”等词的周遍性主语句如“全部（都）得参加会议”中，以及含“每”等词的周遍
性主语句如“每个人（都）很认真”中，主语所含的周遍义由充当句子主语的词语直接表达。
【关键词】周遍性主语、任指、语义、语用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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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会议记录

七、论文摘要

试析因果连词“因而”“从而”“故而”
安美璇  北京师范大学

【摘要】“因而”“从而”与“故而”是表示因果关系的一组连词。经考察发现，三个词的生成方式均属
于跨层结构的词汇化，源头可以追溯到先秦文献语言。古代汉语句法结构模式的弱化和消失是促成三者词
汇化的重要动因，因此立足于古代汉语，结合词素“从”“因”“故”的词义及特点，考察并解释连词“
因而”“从而”“故而”在现代汉语中存在的使用差异，可以得到三者的区别特征。具体表现为：“因而
”强调因果之间的联系，依据前者推测出后者，后者可以是有所依据的推论；“从而”强调两个事件的发
生存在先后顺序，表达因果关系时，需要首先在语境上满足因果逻辑，通常更强调结果；“故而”所连接
的“原因”与“结果”均是已经发生的既定事实或客观存在的现实情况及惯例，通常更强调引出结果，但
也关注对原因的追溯。
【关键词】因果连词、词义特点、区别特征

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口语流利性评价指标效度研究
鲍杰 北京语言大学
 
【摘要】口语流利性是衡量二语学习者口语水平的重要标准，然而学界对于是否有必要从多个维度对其展
开评价尚没有明确的回答。研究以78份韩国汉语学习者的HSK口语测试录音为研究对象，以专家评分作为
参照，从时间、表达、语言（包括句法、词汇、语音）三个维度选取24项指标作为评价依据，来考察各
项指标对考生口语流利水平评价的效度。研究结果表明（1）所选取的指标中，与口语流利成绩相关的指
标共13项，可以解释口语流利成绩74.4%的方差；（2）在13项指标中，有5项时间维度指标、2项表达维
度指标和5项语言维度指标（句法指标1项、词汇指标4项）能够区分考生的口语流利水平。以上结果说明
在对汉语学习者的口语流利性进行评价时，有必要提取多维度特征。
【关键词】口语流利性、评价维度、指标效度、韩国汉语学习者

潮汕方言陈述语气词“哗（还）”的用法及其语法化
陈楷森  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摘要】在潮汕方言中，“哗[hũã33]”是表示确认某个事实的陈述语气词，由“哗”所构成的“VP哗
[hũã33]”可根据语境还原为“VP1□[hũã33]VP2”，还原式中“□[hũã33]”这个语音形式不再能分
析为语气词“哗[hũã33]”，而应分析为副词“还[hũã33]”。文章在考察语气词“哗”和副词“还”的
基础上，指出语气词“哗”的本字是“还”，语气词“还”由副词“还”语法化而来，其“确认”义来源
于副词“还”的“延续”义，虚化环境是根据语境省略了VP2从而使副词“还”处于句末位置的“ V P 1
还 ” 。 这 种 确 认 功 能 在 语 用 类 推 的 作 用 下 ， 最 终 固 化 为 语 气 词 “ 还 ” 的 语 法 意 义 。
【关键词】哗、还、语气词、潮汕方言

湖南平江赣语能愿动词“要”的脱落及长音现象考察
陈山青  邹珊珊 湘潭大学
 
【摘要】湖南平江赣语能愿动词“要”在语流中可脱落，使前音节读音补偿性加长，从而形成“脱落→长
音”音义互动现象。除了单一脱落外，“要”还可与副词“也”形成双重和选择性脱落。实验语音分析显
示，长音具体表现为音节的主要元音发音明显加长，声调调值变为[原调值+4]，声母不发生改变。语言经
济原则和韵律法则是该现象形成的动因和机制。能愿动词“要”的脱落代表了汉语音节脱落的一种类型，
提供了一种句法创新的途径。   
【关键词】能愿动词、要、脱落、长音、音义互动、韵律法则

中国古诗与其印尼语译文比较研究——以唐诗的韵律问题为中心
陈衍宏(Clement Tanaka) 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摘要】经过调查发现，目前中国古典诗词的印尼语译本数量不多，此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印尼上世纪
50年代至90年代的“禁华”政策所影响。诗歌翻译主张“三美论”，韵律是诗歌创作的重要因素之一，
韵律的转译应当被重视。本文梳理约有7种唐诗印尼语译本之后，发现周福源译文尤其重视“音美”部分。
本文根据译文的用韵情况与印尼古代诗歌类型进行对照，将周福源译文分为五种类型。然而，受到语言差
异的影响，多数诗作经过翻译后，在词语数量方面难以呈现形式上的一致，仅有少数情况或巧合原因达到

词数相同，如《十五夜望月寄杜郎中》原文与译文均有7个字（汉）、7个词（印尼），此现象或许为周
氏无法满足押同韵情况之下，对字数采取了一定的“补救”措施。最后，为了提高中印尼韵文作品翻译的
水平，本文提出了从宏观及微观层面的相关建议。
【关键词】唐诗、韵律、印尼语译本、比较

字本位理念之华语文教育生态系统教学效能分析
陈信助  台湾中国文化大学
张胜昔  中国华东师范大学

【摘要】本研究依据差异化教学与适性化教学理论探讨华语文教学生态系统中「字本位 理念」的教学效
能的重要性。透过台湾某大学华语文中心的初级华语文课程进行实验研 究。本研究采用开放式行动研究
法，辅以文献资料分析法、经验总结法和调查访谈法。研究过程包括「计画-实施-观察-反思」四大环节，
首先依据学习者背景之差异与需求， 适度安排（调适）总体教学方案及课程；再透过华语文「听、说、读、
写」并重的「综 合教学法」推进新的班级经营，以字本位理念及教育生态系统为基础重新设计和安排课 程；
然后依据学习者对课堂教学环节的感知进行反思与检讨，进行行动研究。研究结将提供对外华语文教学与
研究参考使用。
【关键词】差异化教学、适性化教学、字本位、教育生态系统、综合教学法

六何法的教学局限及其对策
龚成 王娟 郑文佩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六何法”能帮助学生快速找出文章的主要信息，经常被用在阅读教学中。很多教师在写作教学
中也常使用六何法指导学生构思，列出写作大纲。六何法在阅读教学中的优点较为明显，但在写作教学中，
却有其教学方面的局限。因为使用六何法进行选材，其实只是对选材信息进行罗列的手段，它是选材的结
果，而并不是选材的方法。至于如何确定“六何”中的诸多信息，为什么是此信息而不是彼信息，正是学
生特别需要得到辅导和训练的地方。而这个思维的过程，较少在课堂教学中得到显性训练。本文以写人和
写事的记叙文为例，通过思维过程的角度分析六何法在写作选材上的局限和不足，并尝试提出相应的解决
办法，帮助学生利用六何法进行最优选材。
【关键词】六何法、写作教学、教学局限、对策

法汉翻译中的名动词类转换
成萌 法国索邦大学

【摘要】词类转换是 J.-P.Vinay 和 J.Darbelnet (1958) 在《法语与英语文体学对比》中，通过对法英
文本的比较分析，提出的翻译主要手段之一：“ 在不改变信息含义的前提下，一种词类替换另一种词类
的过程。”由于法语与汉语在词汇和语法功能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在翻译实践中，译者往往采用该手段使
翻译变得更精准地道。该研究将基于对法国文学作品《红与黑》原文与三个中文译本的对比而进行词类转
换的相关分析。本文中我们将主要介绍在法汉翻译中出现的法语名词转换为汉语动词的现象。比如，法语
中紧随时间介词的动作名词常转换为汉语动词；又如，法语时间名词后的动作名词或情感名词可转换为汉
语动词，等等。通过对比，我们将发现汉语更习惯于用动词来表达时间含义。
【关键词】 词类转换、 法汉翻译、名词、动词。

中韩小说的机器翻译与人工翻译对比—以中国当代代表作家余华的作品为例
崔贤植 上海商学院

【摘要】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飞跃发展，神经机器翻译取得了巨大进展。机器翻译能否取代人工翻译？机
器翻译能否翻译小说？以上议题已成为翻译学界的热门话题。本文以中国当代先锋派代表作家余华作品的
韩译实例，选用中韩两国具有代表性的机器翻译引擎百度翻译和Papago，从文化负载词、长难句、超
句翻译单位等层面对比分析机器翻译和人工翻译，探讨机器翻译存在的问题以及前景展望。
【关键词】机器翻译、人工翻译、中译韩、小说

基于语料库的对外汉语同义词辨析—以“一定”和 “肯定”为例
崔香兰·朴兴洙  韩国外国语大学
 
【摘要】本文希望通过语料库的实证研究，探索出同义词“一定”和“肯定”的异同点和搭配对象的互补
性，以更好地理解并使用。 一般的同义词辨析大都通过字典等工具，依靠直觉经验和内省的方式。虽然

字典具有权威性，但仅仅依靠字典来辨析同义词存在许多不足之处。大型语料库以及先进的检索工具以其
特有的优势为同义词辨析提供了新的方法。本文基于先进的北京语言大学大数据与语言教育研究所的
BCC语料库，采用定量和定性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以同义词“一定”和“肯定”为例，分别从语域
分布、类联接、搭配特征及语义韵方面进行了同义词辨析的实证研究。 综上所诉，本文立足于对外汉语
教学视角，旨在探讨如何帮助学习者更加直观、有效的辨析近义词“一定”和“肯定”。尽管在内容上还
有许多不足之处，但仍然希望可以为汉语同义词教学提供一个可参考的依据。 
【关键词】 同义词、对外汉语教学、语料库、词语搭配、类联接

《岳麓书院藏秦简（伍）》部分字词研读
高婷婷  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

【摘要】《岳麓书院藏秦简（伍）》包含秦代大量律令档案材料，内容丰富，史料价值 高。本文提出五
则字词释读、断句意见，如简 131-132“劾”如字读、“失道” 当指偏离目的地、“回留”应断读开；
里耶秦简 8-777 号简当断读作“从人论、 报、择（释）免归致书具此中。”“简 163“私属免婢”当断
读开；简 199“率” 有劝勉之意；简 225“均”读为“徇”，巡视之意等。以期进一步疏通文义，为 学
界后续利用该文本提供便利。 
【关键词】岳麓秦简、字词释读、断句

语法训诂浅议：基于三个平面的“新描写”
高扬 浙江财经大学

【摘要】利用语法进行训诂实践最为关键的一步，是对疑难词句进行细致的结构描写。传统结构主义成熟
的描写方法的确解决了大量的问题，但是古代汉语，尤其是上古汉语作为一种综合性倾向的语言，存在大
量同形异构、一种形式表示多种功能、多种结构表示一种功能的现象，传统成分分析的方法在描写时还是
显得捉襟见肘。想要精准的描写就必须高度重视语言学理论工具，将不冲突的理论加以融合，将解释与描
写加以统一。因此我们的主张是：语法训诂应该基于古代汉语综合性的倾向，充分利用语言学理论，以考
察分布为核心，剥离语言外证据，根据需要在语法、语义、语用三个平面展开研究，在描写中加深解释，
在解释中深化描写，从而对待考词句的显性和隐性结构都做出最细致的描写，进而考察句例分布，求得达
诂。如在语法层面，除了关注最表层的成分组合外，也应该注意到，长期被忽略的汉语韵律，实质上就具
有形态的功能，利用这一形态，可以很好地解释一些传统结构语言学无法解释的问题，进而对结构做出精
细描写，解决争议。再如语义层面，上古汉语缺少形态变化，其他语法形式也比较隐蔽，位于深层的语义
层面研究涉及到语义特征、语义指向、义素分析、语义场等。如能充分利用，则可通过充分解释，对结构
做更准确的描写。而语用理论，可以帮助解决句与句之间的问题，适合处理一些重复、句读争议；而鉴于
语言普遍存在的语用诱发机制，这个层面的研究更是在描写时不能或缺的。
【关键词】语法、训诂、新描写主义、解释

皖北中原官话区淮北方言的疑问句
郭迪迪  郭辉  亳州学院中文

【摘要】“淮北”指安徽省北部的淮北市，辖相山、烈山、杜集三区和濉溪一县。按《中国语言地图集》
（2012）的分区，三区和濉溪分属中原官话徐淮片及商阜片。淮北方言疑问句有是非句、特指句、选择
问、反复问句四类。是非问是在陈述句末尾加上扬的语调“↗”表疑问。特指问常在句中用“啥子、咋的、
咋着、哪来”等代词作疑问点，要求对方就疑问点作出回答。选择句常用“是/ｖｐ还是ＶＰ”的选择格式作
疑问的焦点，句末常用语气词“昂”。文章主要描写分析了淮北方言的“可ＶＰ、ＶＰ不/没ＶＰ、ＶＰ
不(啵)/没有”三种形式的反复问句，并讨论了“ＫＶＰ、ＶＰ－neg、ＶＰ－neg－VP”的历史层次及
“可ＶＰ、还ＶＰ”的来源。
【关键词】皖北中原官话、淮北方言、疑问句

欧化影响下表范围限定的方位结构“NP抽象上”
郝锐  首都师范大学

【摘要】受欧化影响，早期现代汉语中表范围限定的方位结构“NP抽象上”集中大量出现。新中国成立
以来中期现代汉语中这一结构呈现新的发展态势。使用方面，表范围限定的“NP抽象上”成员有增有减、
有“潜”有“显”，但“增”和“显”是主流，既有量的增，也有类的显。语法功能方面，早期现代汉语
中“NP抽象上”可以充当状语、定语、补语，中期以来则发展出了“句首修饰语”的功能。具有人际功
能的“NP抽象上”成员正是从做句首修饰语的位置上进一步转变而来，且逐渐发展出全句评注、传信和
情态、衔接连贯以及焦点凸显等功能。

【关键词】欧化、NP抽象上、历时演变、表达功能

华语综艺节目对新加坡华族学生之影响的调查—以南洋理工大学为例
洪玮嬣  许润芳  南洋理工大学

【摘要】随着新媒体覆盖面的不断扩大和华语综艺质量的逐步提高，两岸三地和新马的华族年轻人对综艺
节目的关注度不断上升，由于没有语言壁垒、更新及时、内容有趣、种类丰富，新加坡华族青年大多对华
语综艺节目有所了解，部分学生更成为了资深观众。本文通过对本地华族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掌握其观
看华语综艺节目的频率、动机和偏好，两岸三地及本地华语最受欢迎节目的播放渠道、类型、主题、播放
平台和制作地点，华语综艺及相关对新加坡华族大学生华语使用水平、文化素养等方面产生的影响，了解
大学生在观看过程中感受到的文化、思维差异及对节目内容制作方向的期待，总结华语综艺对华族大学生
的影响及其走向华语中圈的可改进之处，为两岸三地及新加坡本土华语综艺节目发展方向提供参考，探讨
综艺节目等文化项目应用于汉语国际教育的可能性。
【关键词】汉语国际教育 综艺节目 华语 口语教学

短视频技术应用于听障初中生汉语教学的研究
洪臻颖  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 

【摘要】媒体技术极大地促进了短视频内容的发展与传播，短视频也成为了前者最常见的应用领域之一，
为身处不同行业的受众提供了信息输出和接收的渠道。而短视频的普及恰恰赋予了听障学生群体公平地接
受信息的机会。目前，以短视频为媒介，对听障学生进行汉语教学的研究仍有较大的发展空间。由于先天
或后天的身体缺陷和特殊的成长经历，听障学生常常会产生严重的自我封闭心态和对陌生环境的抵触心理，
又因与社会接触机会较少，自然地落于信息传输通道的末端。因此，只有将语言与技术二者有效地融合，听
障学生才能在汉语学习的道路上缩短与健全学生间的差距，且逐步实现“信息平权”。本文将以听障初中学
生的汉语学习过程为研究对象，依据认知语言学的相关理论，通过对听障学生的语言获得过程进行语境依赖
方面的研究，提出短视频应用软件参与其汉语习得的改进方案。
【关键词】听障学生、汉语教学、短视频 语境依赖

从康德的文学艺术理论看阅读在提高华文作为第二语言学习的学习兴趣中的作用
黄婉玉  林进展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新加坡以英语为通用语言，学生的华文学习缺乏足够的语言环境和学习动机。华文作为第二语言
的社会地位既定，其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不足的情况既定，仅依靠功利性动机注定无法引起学生学习华文
的足够动力，需要一个非功利性方法来提高学生学习华文的兴趣。康德在其美学理论中提出，由审美判断
所产生的愉悦是无功利性的、无任何利害关系的愉悦。审美活动是一种非功利性的、无利害关系的活动。
他认为阅读是最高级的审美活动，具有审美活动无功利、无利害关系的本质特点，是符合人的自由本质的
最高级的活动。由此看来，阅读是一种无功利性的活动，能够产生普遍的愉悦感受，可以用来提高学生学
习华文的兴趣。而若要阅读能够担当引起学生学习华文兴趣的重任，则需要让华文阅读回归阅读的审美本
质。
【关键词】第二语言学习、无功利性、阅读、学习兴趣

华文写作：微视频的运用策略再探
黄易亭  张水福  郭兰花   新加坡国家初级学院
张曦姗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中学低年级的学生在记叙文写作的内容上总是千篇一律，主题不够鲜明，详略不当，更严重的是
内容缺乏逻辑性，情节不合理。因此，研究团队希望通过微视频帮助学生“乐于用华文作书面表达，能感
受写作的乐趣，丰富写作内容”。微视频教学模式从观看微视频开始，过后通过提问，在科技平台上让学
生思考与分析，同侪间针对视频进行讨论，并和老师一起总结视频内容的主题、人物形象等技能，经过这
一系列的思考与讨论，教师才给出对应的作文题目。这项研究已在本院连续进行了两年（2020-2021），
今年我们以137名低年级学生为研究对象，再优化教学策略，希望持续为中学低年级写作教学提供一个简
易、操作性强的教学方法，以提升学生的写作能力，并加强学生写作的信心。
【关键词】华文写作、微视频、中学低年级
 

汉语二语者动名搭配习得研究
姜晓欣 北京语言大学

【摘要】本文将从研究内容、研究语料、研究结果三部分概述论文内容，具体如下。 一、研究内容 通过
动名搭配中名词宾语的语义类别、错误搭配的类型分布、不同母语背景 二语者动名搭配产出量三个维度
考察二语者与母语者、不同母语背景二语者（日 语、韩语、维吾尔语）HSK 作文中产出的动名搭配是否
存在差异。 二、研究语料 二语者语料我们选取了 2010 年 10 月 HSK 考试作文 90 篇，其中，韩国、日 本、
中国维吾尔族二语者作文各 30 篇。母语者语料是高三及其以上学历的汉语 母语者按照 HSK 作文考试要
求写的同题作文，共 30 篇。 三、研究结果 1、动名搭配中宾语对语义角色的优先选择关系是“受事>对
象>等同>致使> 结果”，二语者与母语者动宾语义类型选择顺序基本相同。 2、动词误用占偏误总数的一
半，是主要的偏误类型。 3、日本二语者与韩国二语者产出正确搭配的比率不存在显著性差异，产出 搭
配总量最多、错误搭配数量最少的是维吾尔族二语者。
【关键词】汉语二语者、书面语、动名搭配

汉语学习者常见的母语负迁移及教学对策
蒋一鸣  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

【摘要】以英语为母语的汉语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常常会受到母语的干扰，这种现象被称为“母语负迁
移”。因英语和汉语具有明显差异，以及学习者受母语思维的影响，“母语负迁移”现象在以英语为母语
的汉语学习者群体中屡屡发生，且有一定的规律性和同质性。研究母语负迁移有助于发现汉语学习的重难
点，指导教师更有针对性地开展汉语教学，从而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增强学生的动力和信心。过往文献
和本项研究显示，常见的母语负迁移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语音、词汇、句法、书写系统及文化背景。本
项研究将对以上五方面进行详细介绍和说明，并提供如下三点教学对策，以减轻母语负迁移对中文学习的
影响：归纳常见错误点并提供配套练习；营造“沉浸式”汉语学习环境；保持耐心并鼓励学生从错误中学
习。
【关键词】母语负迁移、汉语学习、教学对策

韩中后缀“X家”的语义研究 
金梅 ·朴兴洙   韩国外国语大学

【摘要】汉字和汉语最早在商末周初就被箕子传播到了‘朝鲜’， 汉语教学在韩半岛的历史源远流长。
作为汉字文化圈和儒家文化圈的国家，韩国对汉字、汉语和汉文化一直有较强的认同感。 韩国是大约从
公元600年开始，借用相当于汉语中高音的语音和文字。在韩语词语当中汉字词所占比例相当高， 虽然《
训民正音》（1446年）颁布之后， 韩国有了自己的文字， 汉字词的使用早己深入人心。韩语中的汉字词
大多保留唐宋时期的中古音韵， 书写上基本采用繁体字， 因此，韩国是最早接触和吸收汉字汉文化进行
汉语教育的国家。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不管是国家层面还是民间，韩国一直保持着汉语教育的传统。本
文研究的是汉语和韩语中共同使用的后缀“X家”（“X가”）的语义对比，特别是着眼于它的语义特性，
阐明意义差异为研究目的。韩中 “X家”的语义可分为同义，转移，变异的关系。笔者以类后缀“X家”
的语义特征、语用特征等方面来浅析“X家”词缀化产生的原因。韩中两国同处“汉字文化圈”之中，有
着密切的联系。第二语言的习得离不开牢固的第一语言基础。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研究已经成为一门独立的
学科，研究日益精深。各国的汉语学习者，在自身文化特点的影响下，对汉语语言的习得、难易把握、也
有着不同特点。其语言的共性及个性更有着不同于其他的特点，这为中韩语言研究提供了必要性，也为对
韩国的汉语学习者的研究提供了必要性。第一语言对第二语言的影响和干扰，所以常常会使第二语言的学
习者自觉不自觉地要以第一语言为标准来套用所学的语言，因此产生“对等”意识和偏误现象。希望中韩
共同使用的后缀“X家”的语义对比研究，对中韩之间跨语言跨文化研究的引玉之砖。
【关键词】 “X家”、类后缀、语义差异、韩国汉语学习者.

明末西班牙传教士菲律宾漳州闽南话教材古今韵母分合考辨 —以《汉语语法：漳州话语言艺术》（1620）
西班牙巴塞罗那图书馆善本为例
金美  中国厦门大学

【摘要】本文以在菲律宾马尼拉传教的西班牙道明会（又称“多明我会”）传教士撰写于1620年的教材
《汉语语法：漳州话语言艺术》（下文简称“漳州语艺”）西班牙巴塞罗那大学图书馆善本漳州闽南语为
例，对比考察今漳州话（下文简称“今漳州话”）与《广韵》音系韵母（每字所属韵摄开合等次及声调用
小字号标注于每字右下角），查考辨正明末菲律宾漳州闽南话与今闽南话韵母古今分合的历史音变遗存，
颇有启示意义． 
【关键词】 明末西班牙传教士、菲律宾漳州闽南话教材、古今韵母分合

跨语言视角下汉语结束义动词的语法化研究
景高娃  浙江外国语学院 

【摘要】本文采用共时和历时相结合的方法，对汉语结束义动词的语法化过程进行分析，并借鉴语义地图
的方法，描绘结束义动词的多功能性。事件连接功能的产生是结束义动词语法化非常重要的一环，符合类
型学结束义动词语法化的一般路径。在共时平面上，对方言中的结束义动词的关注还不足。“罢”在普通
话中已很少使用，但保留在豫北方言中，进一步虚化，并扩展出表达经历的用法。从跨方言或跨语言的角
度来看，汉语方言和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语言中的结束义动词有相似的从完结到经历的扩展路径。已见报
道的境外语言的结束义动词可以表达“以后”“已经”“完结”“接续”“过去”“完成体”等多种功能。
汉语结束义动词向完成体甚至经历体方向发展，体现了类型学的共性。
【关键词】结束义动词、多功能性、语法化、经历体

认知视域下韩国学生能性述补结构的习得研究
雷婷  中山大学 

【摘要】能性述补结构一般是指“V得/不C”结构，是汉语的一种特殊句法结构，该结构的使用条件相对
比较复杂，在韩语中没有完全相同的对应形式，因此韩国学生在使用该结构的时候常常出现各种偏误。传
统的“V得/不C”结构教学主要偏重于结构形式的描述，学习者虽然能记住能“V得/不C”的结构形式，
但是能准确理解把握并有意识地正确使用该结构的学习者却不多。本文尝试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对能性述
补结构“V得/不C”进行习得和认知研究，试图探索出能性述补结构“V得/不C”的认知加工机制，并以
此为依据帮助对外汉语教师找到更为科学有效的教学策略。
【关键词】能性述补结构、二语习得、认知研究、汉语教学

新马地区私会党的行业隐秘语
李国樑  新加坡独立民间文史研究员、民间文史顾问

【摘要】新马的华人帮会源自中国清朝的天地会，殖民地政府称之为secret society（私会党）。虽然一
些私会党员曾经回国反清，大体上私会党的本质已演变成通过武力争夺地盘，以新客与黄赌毒为主要营收
的社会罪案源头。19世纪末，新加坡私会党被令“解散”后，成立以洪门“廿一”为根基的“天地人神”
派系，行语亦趋向本土化，例如“平中”和“崩角”两大主流招纳新丁时都会“做大戏”和“布袋戏”，
急功好利的私会党老大则“去角”；私会党内部职位有426、415、49等，民间形容“08、24、369，敌
不过999（警方号码）”；一旦“风来了”最好马上把“白鱼”藏起来。此外，“开台”跑码头必须以《
五祖船》对诗，跟“水”相关的隐语甚至通俗化，成为民间方言惯用的俚语。 
【关键词】新加坡、天地会、私会党、行语

关于华文实时在线课堂互动技巧的思考
李静  范静哗博士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COVID-19的疫情导致许多青少年的学习场域从传统的同一物理空间的课堂转到虚拟空间的实时
在线课堂，实时在线教学的互动环境的改变也导致传统的师生互动条件发生了变化。当教师和学生分散在
各自的生活空间，在共享的虚拟学习空间中师生的互动与传统课堂相比，相对缺少非言语交流，这对学习
者的投入和注意保持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教师需要进行专门调整才能发挥在线教学的效果。本文从青少年
心理学的角度探讨注意力及其与在线学习的关系，进而分析在线课堂中的常见任务，并总结在线教学中的
一些互动技巧，目的在于通过形成良好师生关系、积极的学习氛围来加强课堂互动，为学习者赋能。文中
总结的互动技巧主要包括：1.激发学习动机的互动技巧，如提问、反馈、非言语交流等；2.教学过程策略
的互动技巧，如明确学习任务、设计话题以及任务导向教学等；3.差异化教学策略的互动技巧，如应用资
讯科技支持差异化教学、组织统筹课堂中的互动。
【关键词】在线课堂、非言语交流、青少年学习心理、在线互动

关于强调数量“就”的重音形式
李美京 韩国大邱大学
            
【摘要】本文主要以声学的方式针对既可强调数量多又可强调数量少的副词“就” 进行的研究。前人对
此研究已经很多如，在句法、语用、语义演变、语义指向、主观量等方面，但在韵律方面的研究却很少，
且几乎都靠语感来判断“就”是重读还是轻读。本文要对“就”的本体研究与韩汉对比研究同步进行，考
察在有无“就”的单量式结构中重音形式有何区别，还要看中国人和韩国人对“就”句子的音长和音高有
何不同。实验材料选择了《现代汉语八百词》，《现代汉语虚词词典》中的例句及自己调整的例句，一共
20个句子。实验对象为中国人3名，韩国人3名，各读三遍。分析对象一共为360（20*3*6=360）个句子，
57，600（20*160*3*6=57，600）个音节。本文要分析句中有无副词“就”的两种情况下，句中音长和
音高的不同。研究结果大体如下，第一，通过分析音长和音高来看，句中有无“就”时，重音位置有所不

同，没有“就”时，重音放在句末数量单位上，并且各音节的音长相差不大。强调少量时重音既可在“就”
上，也可在“就”后的数量单位上；强调大量时，重音放在“就”前。第二，韩国人不管副词“就”在哪
儿，一般都把重音放在数字上，有些人把它放在动词上。可见，韩国人对句中出现强调数量的副词“就”
的重音格式不太了解。第三，韩国人的每个音节音长区别不大，而重音的表现不太凸显。
【关键词】重音、 副词“就”、音长、音高

东南亚华语早期词汇发展变化研究
李权  北京师范大学

【摘要】本文以《叻报》《新国民日报》为研究对象，分别选取1917-1920（本文称之为“前期”）和
1930年前后（本文称之为“后期”）的等量本地新闻语料进行两点间的词汇比较，主要有以下两点变化：
第一，文言形式减少，白话形式增加。早期华语的语言风格可归纳为“文白相融”，即尚古的文言词和通
俗的白话词并存共用。对比前后期，文言形式有所减少，白话形式有所增加，体现出文言向白话的过渡特
点。第二，由不稳定趋于稳定。表现为如下语言事实：其一是同义形式的选择，如同素异序词，其二是异
形词的选择，包括自源和他源两类。它们均表现出前期词形丰富，且频次相近，后期出现了主要词形的变
化。以上几种变化主要受以下三种因素的影响：其一，早期国语的影响；其二，东南亚本土因素的影响；
其三，外语的影响。从“史”的角度来看，应该将共时和历时的研究思路相结合，多角度考察影响华语发
展变化的因素。
【关键词】东南亚华语、叻报、新国民日报、词汇

基于网络技术支持下韩国高校汉语教育现状
李秀彬 韩国仁荷大学/中国天津师范大学

【摘要】随着网络技术的普及，不受时空限制可以展开汉语教育。在疫情情况下，多数韩国高校采取了基
于网络技术支持下的远程汉语教育。本研究主要考察对象为20所韩国重点高校的汉语教育现状，主要考
察范围为韩国政府的官方文件、高校常用的LMS系统，K-MOOC平台、KOCW高校资源共享平台、高校
的OCW平台、高校官方网站进行了考察。考察得知，1）汉语与其他外语相比，韩国政府对汉语教育方
面的支持力度变化不大，可说明为韩国政府重视汉语教育。2）韩国高校利用LMS系统开展混合式学习以
及远程教育提高汉语课堂教学的绩效。3）通过K-MOOC管理实施策划可以看出，韩国政府重视基于网
络技术支持下的远程教育，以及远程教育有着一定的意义。本文进行了基于LMS系统支持下的汉语课堂教
学设计。LMS系统可以实现以学习者为中心的课堂教学，又可以减少教师的备课时间。基于LMS系统的汉
语课堂教学可以分为三大环节开展不同的教学活动。1）课前环节主要进行资源学习，比如：教师把教学
资源上传到LMS系统让学习者进行自学。2）课中环节可以点击远程会议（ZOOM与谷歌会议）开展远程
教育。3）课后环节利用LMS系统上的练习，考察学习者的掌握度。4)学生互动方面，LMS系统上教师创
建小组之后，不仅可以进行生生互动，还可以线上会议当中可以进行师生讨论。本文的研究工作可以为对
韩国汉语教育的信息化与汉语教学改革工作提供参考并借鉴。
【关键词】汉语教育 、系统

混合式学习模式运用于文学教学的设计与实践—以H2华文与文学小说教学为例
李志元  新加坡莱佛士书院（高中部）
张曦姗  南洋理工大学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随着数码科技的普及，课堂的教学形态及学生的学习方式也有了巨大的改变。混合式学习模式便
是其中一大教育趋势。学生在选读H2华文与文学这门课前，较少接触过文学作品，也缺乏深入分析文本
的能力。因此，如何带领学生深入分析课程中的所有作品，并教授学生分析文本的能力便成了一大教学难
点。本文试图以H2华文与文学课程下的小说教学为例，探究如何将混合式学习模式运用于文学教学上。
首先，本文将介绍研究背景与对象，并阐述新加坡混合式学习模式的概念和理论依据。接着说明运用混合
式学习模式于小说教学上的实践过程。最后，本文通过学生调查问卷、聚焦访谈及教师观察来检视教学设
计与实践的成效，再反思教学过程中所面对的挑战。
【关键词】混合式学习模式、H2华文与文学、小说教学

“年老”对新加坡华族年长病患意味着什么？—以医患门诊会话中的“年老”为例
林鼎勋   林尔嵘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摘要】在公共医院的门诊互动中，时而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一些年长患者会在话语中向医生标榜自己“
年老”的身份，如：“这么老了”、“我岁数有了”、“八十七岁了啦”等等。我们发现，这些以话语标
识自己或他人的“年老”身份不只是单纯的在传达信息。实际上，在不同的会话序列环境中，以话语标识

“年老”作为会话行为能达到不同的话语作用。以新加坡某一家医院的门诊语料为例，我们结合会话分析
（Conversation Analysis）方法与身份类属机制（Membership Categorization Device）的视角，
探讨“年老”这一身份类属在门诊互动中的作用。研究显示，一些华族年长患者会向医生标榜自己“年老”
的身份，以完成特定的话语行为，包括：一、合理化自己的病症；二、拒绝医生的医疗建议；三、辩解自
己身体功能的缺失。通过分析这些年长患者标识“年老”身份类属的互动序列及相关的会话行为，我们旨
在揭示新加坡华族年长患者对于“年老”这样一种身份标签的观念及认识，说明身份类属机制是如何搭建
起交互双方对话语的理解，也为医患沟通研究带来新的启发。
【关键词】会话分析、互动语言学、身份类属机制、年老

维吾尔语、西部裕固语颜色词文化内涵对比研究—以“黑”“白”为例
林雅琛   中央民族大学

【摘要】本文总结对比维吾尔语和西部裕固语“qɑrɑ/�ɑrɑ黑”“ɑq/ɑq白”的义项发现，两种语言“
黑色”既含褒义也含贬义，均有伟大、尊贵、有力、程度深、粗糙、无知、坏、反面的和孝服等义。但维
吾尔族接受了汉族“黑色”代表非法、秘密的认识。维吾尔族和西部裕固族都认为“白色”代表吉祥、善
良。西部裕固语“白色”可指所有奶制品和非宗教职业者，维吾尔族受到其他民族影响，借入了白色“落
后、反动”等贬义。并从社会生产实践、宗教信仰、风俗习惯三方面讨论“黑”“白”文化内涵的异同原
因。
【关键词】维吾尔语；西部裕固语；“黑”“白”颜色词；文化内涵对比

试论对外汉语教材中的拼音教学设计及拼音对教学的辅助作用—以《博雅汉语（第二版）》为例
刘迪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

【摘要】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开始学习汉语，各种对外汉语教材层出不穷。语音教学在语言学习初
期有着重要意义，对于汉语来说，拼音教学是发展其他语言技能的基础。教材是教学的依据，一些对外汉
语教材中对拼音教学的设计缺少科学性和系统性，并且没有较好的利用拼音辅助之后的技能教学。本文共
有五章，以《博雅汉语（第二版）》九册书为研究对象，分别从研究目的和意义、拼音教学设计、拼音练
习安排、拼音辅助其他语言技能教学、研究结论等方面展开论述。《博雅汉语（第二版）》总体而言在拼
音教学方面较为完善，但在发音方法教学和拼音练习方面仍可提升。本文详细分析了教材中拼音部分的优
劣利弊，希望能为其他对外汉语教材的编写完善提供思路，提高对外汉语教学的质量。
【关键词】对外汉语、拼音教学、教材设计

台湾“国语”新义新用的“杀”
刘吉力  长沙师范学院文学院  

【摘要】台湾“国语”的“杀”动形兼备，以动为主，辅以形容词用法。形容词“杀”主要有“狠/酷/低”
三个义项，各义项来源不同；历时考察“杀”，呈现由升到降的发展态势，义项由单到多再到以“低”义
为主，“杀”的发展演变有其内外部原因；对比其他多个华语社区，台湾“杀”与其形成有无之别的新生
差异。新义新用的“杀”充分体现了台湾“国语”的变异性及独特性，因此是研究其最新发展演变的典型
案例之一。
【关键词】台湾“国语”、“杀”、形容词、变异

更好地与文献对话：留学生学位论文转述结构考察与教学
刘锐  澳门大学

【摘要】学术写作中，引用是与已有研究建立联系、创建自身研究空间的重要方式（Swales， 1990）。
因此需要大量地使用诸如“某某发现/认为”、“在某某看来”这类转述结构。学术英语（EAP）研究表
明，二语学习者在掌握转述结构上存在相当的困难（Neff et al. 2003；陈建林，2011）。本研究旨在考
察汉语二语者的学位论文中转述结构的使用情况。本研究从CNKI硕士学位论文库中随机选取了13篇留学
生用汉语撰写的学位论文作为考察对象。由于引用通常集中地出现在文献综述部分，因此考察的重点放在
论文的“研究综述/研究现状/文献综述”部分。我们使用Liu & Wang（2019）的分类体系对转述结构进
行了标注。结果显示，留学生学位论文中使用最多的是过程性转述，其次是话语性转述，最少是发现性转
述、认知性转述。对比成熟写作者的论文（刘锐、黄启庆、王珊， 2021），留学生过度使用过程性转述，
而发现性转述、话语性转述的使用比例偏低。结合不同转述结构的功能来看，留学生在引用中主要关注的
是研究对象、方法，而对结论、成果、作者的观点缺乏足够的讨论和分析。此外还存在以下问题：转述语
的功能类型、种类单一；（2）转述语误用；（3）转述结构滥用，造成无意义的引用。针对这些情况，
本文提出应该对转述结构进行针对性训练，综合使用范文学习、结构控制训练、改写等练习方法，帮助二

语者理解和掌握多样化的转述手段，以提高汉语学术写作的水平。
【关键词】转述结构、学位论文、引用、学术汉语、学术写作

虚拟世界和元宇宙：汉语国际传播的应用现状和未来的可能性
卢文慧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研究生

【摘要】依托现代信息技术和互联网平台在线教育的不断发展，“互联网+”开展汉语教学受到汉语教师
与汉语学习者的共同重视，使汉语国际传播更多样化。虚拟世界是一种持久的在线计算机生成环境，在远
程物理位置的多个用户可为工作或学习进行实时交互。本文首先介绍了虚拟世界的历史发展和元宇宙的概
念。元宇宙是互联网的延伸，允许用户彼此之间以及周围的环境进行互动，包括虚拟现实（VR）和增强
现实（AR)。人工智能（AI）的使用现已成为汉语国际教育的现实。通过特别关注四个特性，虚拟世界或
元宇宙的集成网络在四个领域取得进展：沉浸式现实主义、访问和身份的普遍性、互操作性和可扩展性。
对于每个领域，当前状态和需要的发展，这些特性被认为是可行的多元核心组成部分。本文考虑虚拟空间
在当代汉语国际传播的应用现状，以及元宇宙新技术领域的影响。以当代汉语为对象，以多学科交叉为视
角，结合汉语国际传播的相关实践，虚拟世界利益相关者和开发人员之间未实现的协作，构成人类社会文
化互动的一个引人注目的领域。伴随新技术发展和教学理念变化，在虚拟世界和元宇宙视野下展望汉语国
际传播发展的新思路。
【关键词】元宇宙、虚拟世界、人工智能、汉语国际传播

东南亚华语量词历时发展调查与思考
卢月丽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摘要】本文以东南亚华语为对象，以“史”的眼光观察东南亚华语中量词的历时发展面貌，最终按照“
史”的范式形成比较完整的表述，试图从一些具体的方面展现东南亚华语发展演变的内容及过程。文中把
东南亚华语量词的发展归纳为以下三种模式：上扬式、下行式及曲折式。在对上述语言事实考察与梳理的
基础上，文中得出以下两点认识：其一，东南亚华语量词的发展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其发展不止一种模
式，而是三种交织在一起；其二，华语量词发展演变的原因既有方言、英语的影响，又有其作为祖语具有
保守性的制约。
【关键词】东南亚华语、量词、祖语、历时研究

浅谈国际汉语教学中的跨文化理解 ―以在日教学实践为例
路浩宇  日本关西学院   
陈碧强  中国山东曲阜师范大学

【摘要】笔者以自己在日本大学试行的两次以“友谊”和“孝道”为主题的汉语口语教学实践为例，通过
学习者对“友谊”和“孝道”为主题所作的口头发表，在提升口语表达能力的同时，引导学生了解中国的
文化与哲学思想。通过观察学习者对“友谊”和“孝道”话题的口语课的参与情况，我们发现日本学生对
友谊话题的兴趣更浓厚，对友谊的理解比孝道更深，对友谊价值的认同大于对孝道的认同。日本是原子化
社会，由于个人本位思想在日本的盛行，学生对于跟自己关联紧密的同时代事物表现出更大兴趣。孝道涉
及两代人或三代人之间的关系，复杂程度远大于友谊，故不太容易引起在“核心家庭”的时代背景下成长
起来的当代日本大学生的同情与理解。由此可见，任何一种观念都与它的历史和人文环境有关，是传统延
续和社会生活的产物。由于“孝”涉及到代际关系，日本学生对“孝”的认识相对浅薄，往往是泛泛而谈。
由此引出对教学目标的思考：一，国际汉语教学不应仅仅停留在“术”的层面，而应在锻炼学习者基础能
力的前提下，上升到对学习者的人文关怀与灵性启迪的大道上来。二，知识传授与文化交流是两个层面的
问题，知识传授是无条件性的，而文化之间的融合是有选择性的。国际汉语教学需要在尊重文化多样性的
前提下进行。
【关键词】国际汉语教学、友谊 孝道、人文关怀
  

怒苏语多义词的文化内涵
罗自群  中央民族大学

【摘要】怒苏语是生活在中国云南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福贡县的怒族怒苏支系说的一种语言，属于汉藏语系
藏缅语族彝语支。怒苏语词汇，按照义项来分，有单义词和多义词两类。本文重点从多义词这一方面来分
析怒苏语词汇所体现的文化内涵，通过与汉语、藏缅语族其他语言的比较，来说明怒苏语词汇文化内涵的
特点。文中所用的怒苏语词汇都是来自本人田野调查获取的第一手语料。一、怒苏语多义词的类型：如果
以汉语为参照点，怒苏语中存在一些多义词——一个怒苏语的词，可以有两个及以上的汉语词语和它相对
应。既然是多义词，语音相同，语义相关。根据词性，可以把怒苏语多义词分为两类：1、词性相同的，

2、词性不同的。（一）怒苏语词性相同的多义词  怒苏语词性相同的多义词比较常见的是名词、形容词
和动词。（二）怒苏语词性不同的多义词  怒苏语词性不同的多义词，比较常见的是一个多义词具有两种
不同的词性，当然，也有一部分多义词不止两种词性。二、怒苏语多义词的文化内涵：我们把怒苏语词性
相同的多义词看做是静态相关，而把词性不同的多义词看做动态相关。和汉语比，和汉族比，使用怒苏语
的怒苏人和汉族在认知上存在着诸多差异，汉语的表达显得更精细一些，而怒苏语则比较笼统一些。怒苏
语多义词的这种特点，充分体现了怒苏语的文化内涵。
【关键词】怒苏语 、多义词、文化内涵

汉语二语者书面产出词汇多样性的文本长度效应研究
马庆 北京语言大学

【摘要】词汇多样性是二语表达能力的重要标志，是计算机自动作文评分的重要采集变量，但是词汇多样
性测量指标与文本长度之间存在复杂的关系。本研究从2010年4月HSK写作考试的实测大数据中选取154
份语料，重点探究了汉语二语者书面产出词汇多样性与其文本长度的关系。结果发现：（1）词种数、
TTR、Root TTR 、Log TTR等8个测量指标可作为词汇多样性测量的有效参量，但通过相关分析结果可以
看出，当文本长度过短的时候，很难反映出词汇多样性与作文成绩之间的关系；（2）8个测量指标均存
在文本长度效应，其中MATTR受文本长度的影响较小；其余7个测量指标随着文本长度的变化整体呈现出
线性的变化趋势；（3）当文本长度在60至100词范围内时，除MATTR外，相同文本长度下的LD值均存在
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关键词】词汇多样性测量、文本长度、语言产出、作文自动评分

西南官话中古非晓组字混读的声学考察—以四川中江为例
饶冬梅   西华大学

【摘要】古非晓组字的混读在西南官话中较为常见[1][2]。西南四省（四川、云南、湖南、湖北）方言中
非晓组字的混读主要体现为八种类型（见表1）。本文以四川中江方言的古非晓组字今读作为深度调查对
象（前人调查结果为Type2类型[2][3]），选择10位年龄在55-65岁区间的发音人（男女各5），得到约
9000个语音材料，提取擦音中段20ms的谱重心CoG（Center of Gravity）和标准差SD(Standard 
Deviation)两个参数[4][5]，从声学和感知两个角度考察了四川湘语中非晓组字混读（merger）以及语
音性变读（phonetics variation）的原因[6][7]：非晓组字的混读，跟[f]/[xu]发音的相似性以及感知混
淆有关，和语言接触也有密切关系。四川湘语受强势方言（Type 1）及普通话影响，混读规律出现例外
之外的字有所增多，混读的条件也逐渐走向单一化。
【关键词】四川湘语、混读、语音变读、语言接触

河北方言的“去分阴阳”现象
桑宇红  白茹 河北师范大学 

【摘要】学界对河北地区保定、唐山、秦皇岛地区冀鲁官话保唐片轻声前去分阴阳的现象已有报道，较早
应是《昌黎方言志》（1960），后有李思敬（1995）对宁河方言，接着田静（2007）、刘克龙（2010）对
唐县，后又有郑莉（2014/2019）、白茹（2016）、曹庆改（2018）、李仕颖（2019）、尹凯（2020）等
分别报道了与保定毗邻的石家庄的深泽、无极、辛集及衡水部分地区安平、饶阳也存在“去分阴阳”的现
象。河北方言去分阴阳具体表现为：（1）在单字调层面可以区分阴阳去，如无极和深泽；（2）在连读层面
区分阴阳去；主要分布于保定地区的曲阳、定州、唐县三个县市；（3）仅在轻声前连读时区分阴阳去，
主要分布于保定及石家庄、衡水部分毗邻保定的地区。
【关键词】河北方言、去分阴阳、连调及轻声、保唐片

课例研究：放声思考在阅读教学中的策略与设计
盛丽春、韩爱玲、幸锦龙 、胡晓苏  四德女子中心
张曦姗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为了提高学生在阅读理解、感悟欣赏及延伸拓展方面的能力，本校研究团队通过放声思考阅读策
略(Think Aloud Strategy)进行有系统、有针对性的阅读教学。放声思考策略是将个人内在的无声思考，
用口语表达的方式，将心中所思考的内容说出来。老师能借此了解学生的思维过程并加以引导纠正。放声
思考方式是展示思考能力的有效方法，让思维可视化，同时也能训练学生的口语表达能力。本研究以79
名中二高华学生作为研究对象展开三轮的课例研究。本文首先从研究背景、研究对象和研究目的做一个整
体介绍；接着阐明理论依据和相关概念；再具体介绍整个研究的教学实践过程。研究结束后，通过调查问
卷、教师观察以及学生反馈进行分析，最后再反思教学过程中所面对的难题与挑战。

【关键词】课例研究、放声思考、阅读教学

“洪武赶散”与苏北江淮官话
石绍浪  北京语言大学

【摘要】“洪武赶散”是指明初苏南向苏北平原一次大规模移民，虽然正史没有确切记载，但在苏北民间
普遍流传。苏北江淮官话入声韵有一个较为独特的特征，曾梗摄一二等帮组字读圆唇后元音韵母，并与通
摄合并，其分布与“洪武赶散”的移民范围基本吻合。比较发现，苏北江淮官话的这个音变应是源于苏州
移民的影响。今苏北江淮官话入声韵类突破中古韵摄的格局，发生了简化，也可能是明初苏州方言在苏北
扩散的结果。余论认为，在分析江淮官话与吴语关系时，不能只局限于“同源”的角度，还应考虑明初苏
州苏州方言在苏北的扩散。
【关键词】“洪武赶散”、苏州方言、苏北方言、江淮官话、入声韵

德国语言学家加布伦兹及其《汉文经纬》研究
宋楠  德国国际合作署中德合作中心； 波恩东亚研究院chinnotopia中国论坛

【摘要】本论文第一章介绍了与乔治·加布伦兹有关的史实，包括十七到十九世纪西方汉学的兴起、独立
与发展、加布伦兹家族史和乔治·加布伦兹的汉学之路。 第二章到第四章将《汉文经纬》拆分为“汉语
基本面貌”、“分析系统”和“综合系统”研读与解析，完整展现加布伦兹的语法思想和其构建的古代汉
语语法体系。论文的第五章和第六章，分别探讨了加布伦兹在西方近代语言学历史上所起的作用，以及对
汉语语法思想史的影响、突破和超越。同时在论文结语部分，讨论了中外语言学界对于《汉文经纬》一书
不甚明晰的几个问题。
【关键词】加布伦兹  《汉文经纬》

华文作为第二语言新闻听读教学的文献综述
孙晓颖   张丽妹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新闻听读教学在华文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中更是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本文回顾和介绍了
2001-2021年二十年间华文作为第二语言新闻教学的相关研究，文献主要来源于中国知网 (CNKI) 和Web 
of Science等数据库。本研究的文献综述主要围绕四个研究问题：第一，华文作为第二语言新闻听读教
学的目标有哪些？第二，华文作为第二语言新闻听读教学的原则是什么？第三，华文作为第二语言新闻听
读教学的难点有哪些？第四，华文作为第二语言新闻听读教学的教学策略和方法有哪些？最后，本文结合
新的时代背景提出了华文作为第二语言新闻听读教学的优化建议。本研究的成果和发现对华文作为第二语
言新闻听读教学具有良好的指导意义，同时也为华文第二语言新闻听读教学法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和指引。
【关键词】华文作为第二语言、新闻听读教学、教学目标和原则、教学难点、教学方法 

乙圩壮语多功能语素te∶ŋ1

覃薇  中央民族大学 

【摘要】本文对乙圩村壮语“遭受”义语素“te∶ŋ1”进行全面的调查描写，并刻画出“遭受”义语素
“te∶ŋ1”功能的整体面貌。对“遭受”义语素部分语法功能的语法化过程进行探讨，归纳出其语法化的
路径和机制，为学界了解乙圩壮语“遭受”义语素功能的语法面貌和特征提供新的材料。乙圩壮语的“遭
受”义语素“te∶ŋ1”呈现出多功能性，具备了十三种功能：①“触碰”义动词；②“对、中、合”义动
词；③“遭受”义动词；④“需要、用”义动词；⑤被动标记；⑥“对”义形容词；⑦“致使”义动词；
⑧情态助动词；⑨结果补语；⑩程度/状态补语；⑪“到、轮到”义动词；⑫副词；⑬假设连词。其中，
本文调查到了“遭受”义语素“te∶ŋ1”以往没有被调查描写到的功能为：①程度/状态补语；②“到、
轮到”义动词；③副词；④假设连词。
【关键词】乙圩村、壮语、“遭受”义

祁东湘语多功能词“落”的语义演变与主观化
谭丽亚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西南林业大学外国语学院
陈海宏  云南民族大学民族文化学院

【摘要】湖南祁东湘语多功能词“落”的用法比较特殊，其语义演变属于通过增加新义而产生的多义模式，
它的多个义项在语义上有一定的关联，或直接关联，如“落”作实义动词时的多种语义；或间接关联，如
前加准词缀型小称标记“落”可能是由实义动词“落”的“降生”、“遗留在后面”等义隐喻而来的。“

落”在祁东湘语中还可以重叠，在语义和语用表达上带有一定的感情色彩，可表达说话者对命题的多种主
观态度。祁东湘语“落”语义演变的认知机制主要有类推（隐喻与之相关)、重新分析（转喻与之相关）和
主观化（褒化、贬化与之相关)等等。
【关键词】祁东湘语、“落”、多功能、语义演变、主观化

论析新加坡华人华语及身份认同的变迁
谭国勇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身份认同的建构在国家及其国家层面下的政治、经济及社会发展上有着深远的影响。它可以使人
认可该国家在政治经济及社会层面上的立场及政策，也可以让人民在某种程度上产生了归属感。教育是建
构身份认同的其中一环。据王赓武教授与陈庆文教授所示，新加坡华人身份认同，是最没有代表性，后者
则认为身份认同是有目的性地建构出来的。由此说明了新加坡华人身份认同正等待人们来填补。也正是如
此，新加坡政府通过不同媒介，包括教育政策等手段来灌输和建构自身倾向的华族身份认同，即倾向于文
化上的认同。本文尝试通过1979年讲华语运动及新加坡教育部历来的教育改革报告书，来了解其倾向和
期许。1979年讲华语运动，主要目的是要整合新加坡华族各方言群体。当时，新加坡华人社会有多达12
个华人方言群体，拥有一个共同的语言：华语，促进他们之间的沟通，减少之间的纷争，团结一致。这有
利于营造及实施双语教育政策的大环境，从中促进经济发展。然而，时间的推移，讲英语家庭的增加，使
得讲华语运动有了新的使命，即提升人们对华文的认识。新加坡教育部在报告书中所倡导的文化认识，倾
向于应对华族内部压力和需要。这回应了陈庆文认为华人身份认同是人造的说法。与此同时，随着华人移
民的移入，他们所带来的文化是否再次在原有身份认同上融合或产生分歧，则是未知数。这将会直接或间
接影响新加坡华文华语以及教育发展的走向。
【关键词】新加坡、华人华语、身份认同、教育

新加坡高中文学教学提问策略的探讨— QUILT框架下的教学设计与实践
唐佑彬   潘旭    李俊贤    郝德奕 淡马锡初级学院
张曦姗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在华文文学课堂上，设计优质问题能引导学生进行品读和鉴赏。因此，本研究以主修H2CLL的
61名学生为研究对象，探讨基于QUILT提问框架激发学生学习兴趣与提升学生思维能力的课堂教学模式。
本文首先介绍研究的背景、对象及方法，阐述基于QUILT提问框架的教学理念与理论依据；接着以现代小
说、诗歌、戏剧以及文言文为例，介绍如何基于QUILT的提问框架设计不同类型的问题的提问策略；本文
也根据学生的课堂反应，探讨了QUILT提问框架下不同文学作品教学的几种提问策略和问题设计类型，在
体现以学习者为中心、加强师生互动和凝聚同侪间学习力量等方面的成效。本论文最后将通过前后测的数
据对比分析、学生反馈、教师观察和学生产出检视教学设计的实施成效。
【关键词】文学教学 、提问策略、 QUILT框架、教学设计

楚辞“羌”字句与湘西凤凰方言ʧʰɑ13字句 比较研究
田晓黎  中央民族大学

【摘要】楚辞里的“羌” ，自东汉王逸注释后的1800多年来 ，众多研究者引经据典， 却始终没有确解。
《楚辞》的“羌”字是否有田野遗存？在湖南湘西凤凰方言中存在极具特 色的ʧʰɑ13 1字句。本文从凤凰
方言ʧʰɑ13字句的田野记音开始，逐条分析，总结规律，再与《楚 辞》16 处“羌”字句进行对比研究，
结果显现，凤凰方言ʧʰɑ13字句基本传承着《楚辞》“羌” 字句的语义。 
【关键词】《楚辞》  羌

国际中文学习软件的大型网络游戏化
汪歆玥  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   

【摘要】汉语学习时间长的特点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二语学习者的热情，而当下飞速发展的大型网络游戏新
颖有趣，常令人沉迷。修坝不如引流，把学生们对汉文化和网络游戏的双重兴趣融入到汉语学习的全过程，
将有助于培养学习者持续性的学习兴趣。本研究分析了当下常用汉语学习软件中的游戏模式，结合现有网
络游戏的汉元素部分，提出了将汉语学习软件大型网络游戏化的具体设想。持续化：脱胎于传统的孤立小
游戏，将累计的学习成果作为升级模式，合理地穿插各类支线任务。系统化：学习者通过注册账号建立个
人学习档案，学习任务既包括集体学习，也包括多种自学形式。针对性：以学习者的需求为导向，提供相
应的实用汉语知识。灵活性：及时更新，高度重视用户反馈。允许教师使用游戏程序和知识库，以方便与
线下教学配合使用。
【关键词 】汉语国际教育、学习软件、网络游戏、学习兴趣

“ 打（타）”字的韩国汉字音形成过程考察
王 浩  四川轻化工大学人文学院  

【摘要】“打”字，在《广韵》中有两个读音，都是阳声韵，一个是梗摄、梗韵，开口二等，上声，端母
“德冷切”；另一个是梗摄、迥韵，开口四等，上声，端母“都挺切”。但是在韩国汉字音中，“打”字
读阴声韵타[t�ɑ]。本文从历史语言学和语言接触的角度出发，认为中世韩汉音（15-16世纪）中存在的
타[t�ɑ]和뎍[tiək]这两种读音，其形成主要是中国的影响，由“德冷切”和“都挺切”两种读法，平行
发展而来，“德冷切”变成了“都瓦切”直接影响了타读音的形成；“都挺切”本来是阳声韵，在传入韩
国以后，其阳声韵尾[ŋ]变成了入声韵[k]，实现了“阳入对转”，从而形成了뎍的读音。近代以后，随着
日语词向韩语的大量涌入，“打”字的日语唐音だ[da]与韩汉音中타读 音的高度相似性，使得타读音在
与뎍读音的竞争中，取得了最终的胜利。

汉语方言亲属称谓中的音变
王红娟  山东师范大学  

【摘要】亲属称谓是方言词汇中重要的一类，我们在考察方言间的词汇差异时，亲属称谓往往是重要的参
照项，如《汉语方言地图集 词汇卷》共有203条词汇图，其中涉及亲属谓的就有“爷爷、奶奶、外祖父”
等14条。在对汉语各方言中的亲属称谓进行梳理时发现，汉语方言的亲属称谓中普遍存在音变现象。比
如，山西运城的“弟”，单字音为“ti33”，但在“兄弟”一词中读音变为“thi33”。本文的音变的含
义是指：1.某个字或某类字在称谓词中的读音与其他情况中的读音不同。2.某个字或某类字在称谓词中的
读音于古今演变规律不合。本文讨论的方言亲属称谓中的音变类型主要有以下三种：个别音变、系统音变、
别义音变。
【关键词】汉语方言、 亲属称谓、 音变

乡村振兴背景下民族地区发挥语言经济效能路径的再探讨—基于西藏自治区林芝市M县的个案研究
王娟  陕西师范大学

【摘要】语言能力是重要的人力资本，语言经济效能是语言的重要社会效能，语言扶贫工作作为中国贫困
治理体系的有机构成，在国家脱贫攻坚的重要阶段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
后，民族地区的语言文字工作在扶持对象、政策范围和顶层设计方面也相应需要作出一定的调整。本文试
图在乡村振兴背景下进一步探讨如何继续发挥语言经济效能的路径。
【关键词】乡村振兴、语言扶贫、民族地区

四川方言的音系特征和两个历史层次
王倩  周及徐  四川师范大学

【摘要】 以往的四川方言研究认为，现代四川方言皆为明清时期的“湖广填四川”所带来。我们在近十
年的时间里，在四川作了广泛的方言田野调查。根据实地调查材料，我们提出新的观点：在四川省的岷江、
嘉陵江流域分布着两种不同的官话方言：嘉陵江流域分布着以成都话为代表的以“入归阳平”为特征的西
南官话方言，这是明清湖广移民带来的；岷江流域分布着以大邑话、宜宾话为代表的有独立的入声调的官
话方言，这是明代以前的四川本地方言的后裔。二者分属不同的方言层次而共存于今天的四川。本文以
2019年出版的《岷江流域方音字汇——“20世纪四川方音大系”之一》中语音材料为据，借助实验语音
学方法对成都话与大邑话、宜宾话作音系整理、以Praat软件绘制其声学元音图、声调曲线图，分析其在
音系上的规律性语音差别，说明今天的四川方言不仅具有以成都话为代表的湖广话语音类型，还有更为古
老的另一方言层次——这个音系今天仍具有入声独立、果摄一等字读为-u、麻三精见组读-i、模韵字读为-o
等语音特征。这些语音特征与成都话的湖广话语音类型有明显的差别，独立于成渝片西南官话而存在。 因
此，现代四川方言分为本地和外来两个层次：本地层次叫“南路话”，外来层次叫“湖广话”。
【关键词】四川方言、岷江流域、成都话、大邑话、宜宾话、方言音系

保定方言两字组连读变调及其若干问题
王帅臣  华北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 

在对河北省保定市下辖的24个县市区进行方言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展开本文的分析。首先描写清苑区的
两字组前字连读变调情况，以便对保定核心区域的变调情况有所了解。其次，介绍保定方言中的阴平变调、
阳平变调、上声变调、去声变调的地理分布、调值表现、调类分布等基本情况。再次，重点讨论上声变调
和去声变调。上声变调后的调值情况有一定序列性：一种是前字变调后与本声调系统的阴平接近或合流；

一种是前字变调后与本声调系统的阳平接近或合流。上声变调既有类型学上的原因，也有历史因素在起作
用。去声变调有一类和轻声有关。

西宁方言持续体标记“着”
魏萌  中央民族大学

【摘要】汉语西宁方言的体标记“着”主要表达持续体的语法意义。除单独使用，方言中“着”常与起始
体标记“上”、完成体标记“下/了”等其他体标记叠用。由此，西宁方言的持续体标记“着”多构成
“V着V”、“V着C”或“V着＋从句”三种结构。西宁方言持续体标记“着”常与起始体标记“上”、
完成体标记“下/了”等叠用，且均处于其他体标记之后，即动词后第二位置。叠用中，“着”仍表达持
续体的语法意义，其语义与前一体标记层层套叠，具有一定顺承关系。如与起始体标记“上”叠用时，“
上”的语义指向前面的谓语动词，构成“V＋上”结构；“着”的语义则指向“V＋上”这一整体，表达
动作行为开始并将进一步持续的状态，“着”具有一定未完整体范畴义。“V＋上＋着”结构还可续接其
他动词或补语成分，构成“V＋上＋着＋V”结构。此外，西宁方言持续体标记“着”常以“V＋着＋C”
形式用于述补结构谓语句中。其中，C可为程度、情态、结果、数量等多种类型补语，形式上可由单个形
容词或副词、数量或偏正短语及主谓结构充当。语义层面，“V着＋C”由“V着”与C两个时间过程构
成，C主要由“V着”引发或伴随，即两个过程包含一定的逻辑因果关系，这种关系可以是显性的也可以
隐性的。除构成“V着V”、“V着C”和“V着＋从句”结构外，持续体标记“着”还可用于西宁方言的
存现句和“的字结构”中，其用法具有一定独特性。
【关键词】西宁方言、着、持续体标记

“口”的比较词义探索
吴宝安  湖北大学文学院 

【摘要】“口”这一概念在汉语中主要有“口、嘴”两个词，根据它在汉语、汉语方言以及其他语言中的
用法，我们整理出了12组与“口”有关的共同引申，这些共同引申都可以通过“转喻”和“隐喻”来解
释。 基于转喻的共同引申有7条，如： 与言语功能相关，“口”引申出“说话、话语”义。与饮食功能
相关，“口”引申出“口味”“人口”义。与临近部位相关，“口”引申出“脸、鼻、咽”“口部饰物”
义。基于隐喻的共同引申有5条，如：与形状、位置都相似，“口”引申出“容器等器物通外面的地方”
和“出入的通道”义。与形状相似，“口”引申出“（山谷、水道等）大的豁口”“突出的部分；尖儿”。
这12组共同的词义引申在汉语、汉语方言以及英语、俄语、西班牙语、日语、泰语、印度尼西亚语、壮
语等语言中都以共词的方式出现，因此，我们可以将其看作是“口”在语言中的共同演变模式。
【关键词】“口”  比较词义 、共同演变

新加坡中学华文快捷课程后进生
语文学习的挑战和独立学习能力的培养
吴宝发  张曦姗  周淑君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后进生学习一直是教育工作者关注的课题，新加坡教师也不例外。后进生学习问题复杂，包括语
文基础薄弱；个人学习态度不良；缺乏独立与迁移的学习能力；课堂教与学方法不当等。本文立足于本地
一所中学的校本研究，借助文献研究法、问卷调查法与观察法，对中二快捷班24位后进生的学习特点进
行梳理，由此作出为期六个月对3个单元的教学调整的尝试，旨在分析后进生在课堂中语文学习的挑战以
及探索他们独立学习能力的培养。本研究对2021年新教材篇章里的语文技能做一次系统性的梳理，在课
堂阅读理解教学时，强调对文章理解的元认知策略之字义层次、逻辑层次、概念层次的教学，调动学生的
元认知，以弥补学生因语文基础薄弱带来的教与学问题。
【关键词】华文快捷课程 、后进生、中学新教材、元认知

中韩跨国婚姻家庭双语学习和使用状况及问题研究
吴思敏  闽南师范大学

【摘要】近年来，中韩跨国婚姻家庭日益增多。据统计，来自中国的在韩结婚移民总数在2019年已接近
20万人。中韩跨国婚姻家庭既有别于传统华侨家庭，又有别于普通韩国家庭，在语言文化上具有特殊性。
本研究以在韩中韩跨国婚姻家庭为研究对象，对其双语学习和使用状况展开调研，并针对其问题提出解决
方案。研究分三部分进行：第一部分利用文献分析法整理并分析韩国政府对多文化家庭的政策及多文化家
庭支援中心的相关资料。第二部分利用问卷法、访谈法与参与观察法对中韩跨国婚姻家庭进行相关数据采
集，并对数据进行定量与定性分析，多维度考察多种因子对语言的影响以及因子之间的相互作用及其与内
部、外部环境的交互关系，全面把握中韩跨国婚姻家庭双语学习和使用的特点及问题。第三部分综合考虑

调研结果，针对中韩跨国婚姻家庭双语学习和使用的问题和需求，从内部（中韩跨国婚姻家庭自身）和外
部（社会机构与教育部门）提出解决方案。本研究不仅可为中韩跨国婚姻家庭双语教育提供理论基础和实
践方案，还为以其为对象的双语教材及教学资源提供理论依据，为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跨国婚姻家庭双语教
育研究提供参考。
【关键词】中韩跨国婚姻家庭、双语教育、调研、解决方案

实践与反思：国际中文教学与信息通讯技术之运用
夏雪  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

【摘要】随着教育技术的发展，如何善用信息通讯技术（ICT）来服务于教学，实现以“学生为中心”的
教学实践，成为当今教育研究的热点。在国际中文教学领域，我们也面临着如何有效地将ICT运用于课堂
教学和学生学习的问题。本文即以此为出发点，在现代教育理论的基础上，以新加坡国际学校的非汉语母
语学生为研究对象，结合IB华文课程中的一个主题单元，从课件设计及课堂教学反馈等方面对ICT在国际
中文教育中的实践情况进行探索性研究，总结ICT辅助中文教学的几个原则：包括设计ICT要以学生学习
需求为核心，ICT的课堂使用应避免“喧宾夺主”，并反思教师在ICT运用中的作用，以期对新技术下的
国际中文教学发展提供参考。
【关键词】 ICT、 国际中文、课件设计、课堂实践

The Brief Analysis of Japanese Culture's Absorp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ulture
Hui Xu   Maca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bstract: Cultural exchanges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have a history of nearly 2,000 years. The fine tradi-
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ulture have exerted great influence on almost every aspect of Japanese 
life, such as architecture, clothing and so on. At the same time, Japanese culture has made a series of 
cultural innovations and developments according to its own national conditions while absorbing Chinese 
culture for reference. Starting with the reasons why Japan absorbed Chinese culture and analyzing the 
exchanges between Japan and China from 1972 to 2011, this paper analyzes and concludes that the similar 
cultural background of the two countries is the basic reason for Japan to better learn from Chinese culture. 
Finally, this paper expounds and analyzes Japan's absorp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ulture from 
three aspects: religion, ideology and diet. It is concluded that Japanese culture originated from Chinese 
culture, and before the Tang Dynasty, Chinese culture had the greatest influence on Japanese culture; after 
the Tang Dynasty， Japan began to have a real culture, but it was still influenced by Chinese culture.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and improvement of its own culture, it finally formed its own unique style. 
Key Words: Japanese culture; Chinese culture; Absorb; 

港式中文词汇与普通话的隐性差异
徐涵韬  北京师范大学

【摘要】“隐性差异”的概念及思想适用于全球华语对比研究，文章立足于此，讨论港式中文词汇与普通
话的隐性差异，首先以量词“枚”、动词“怀疑”以及名词“论调”为例，分析其在概念义、语法义、色
彩义等方面的表现；然后举例说明了隐性差异的三种存在形式，即有无之别、大小之别和程度之别，并指
出三者之间联系密切，不能孤立讨论；最后，文章认为未来研究应增强对华语隐性差异的考察分析，拓展
隐性差异的研究内容、语体范围及比较对象。
【关键词】隐性差异、词汇、港式中文、普通话

基本核心词词义的跨语言表现与特点—以61种语言为例
许可  冉启斌 南开大学

【摘要】本文建立了61种语言60个基本核心词词义数据库，从跨语言角度对其进行了细致考察。数据库
中共有义项约11440个，平均每词义项略超3个，最多达21个。平均义项数方面，动词最多，形容词其次，
名词、否定副词随后，数词、代词最少。义项数可能受词与外部世界的关联性、在词汇系统中的基本性以
及概念本身模糊性的影响。对词义引申深度赋值后，看到动词、形容词、名词的词义引申能力分较高，各
词的平均义项数与该分排名不一致。语言、词类对义项数量、引申能力分影响显著。通过网络图谱对词义
进行聚类分析和可视化分析后，基本核心词被分为10类，词类对聚类有影响。动、名、上形成较大词团。
名词[±指人][±身体部位]，形容词[±积极/消极]等特征会使词类内部形成关系更紧密的小类。图谱中，
hand连接动词和身体部位名词；head连接身体部位名词和指人类名词；man连接指人名词与褒义形容
词；one连接指人名词和数词；die、sleep等词连接动词和形容词等。

【关键词】基本核心词、词义引申、数据库、】可视化

冰墩墩的启示：中华文化符号海外传播的机遇与挑战
许琳皎  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

【摘要】北京2022年冬奥会吉祥物“冰墩墩”在国内外社交平台的爆红引起各界讨论。作为一种文化符
号，“冰墩墩”兼具多重内涵，承载着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功能。“冰墩墩”成为“顶流”，不仅
展现了中华文化强大的感召力，也为中华文化符号的海外传播提供了新思考。本研究基于符号学理论，从
视觉和语言两个维度分析符号传播的特点，挖掘“冰墩墩热”的深层原因，并从中得出中华文化符号海外
传播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基于此，笔者从符号传播的原则、内容和方式三方面提出了建议，即：调整传播
心态，着眼他者视角；加强内容设计，挖掘文化内涵；充分利用互联网媒介，引发情感共鸣。以期为中华
文化符号的海外传播提供借鉴，丰富中国文化传播领域的研究成果。
【关键词】中华文化符号、海外传播、文化传播、冰墩墩

韩国国民教育体系中汉语教育的发展与创新
许培新  山东大学

【摘要】本论文结合中韩两国历代交流的传统以及现代社会发展的趋势，在追溯韩国汉语教育发展历程的
基础上，重点考察自中韩建交以来韩国汉语教育的发展脉络，重点梳理并分析韩国国民教育体系中，大、
中小学不同层次汉语教育的发展情况以及出现的问题，总结韩国国民教育体系中汉语教育的主要特点；当
今国际大变局和新态势下，汉语教育发展面临着新情况、新问题，韩国国民教育体系中的汉语教育和学习
也在发生变化。因此基于教育理念升级、教学思路转型与教学模式创新，提出了加强韩国大、中小学汉语
教育的实践性、针对性，以及韩国汉语教育内涵式发展多元化路径的对策和建议。 
【关键词】韩国汉语教育、国民教育体系、内涵式发展

 
13—19世纪朝鲜半岛汉语教学对当代汉语国际教育的启示
许润芳  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

【摘要】朝鲜半岛有悠久的汉语学习历史，从以汉字为本、重视书面语学习到文言并重、对政治商务风俗
文化等不同领域进行全面了解，其汉语学习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汉学界人才辈出，促进了对中国制度、文
化的内化吸收及其本民族政治经济文化的进步。其中，国家层面的空前重视、语言政策的有力支持是不能
忽略的因素。目前流传的朝鲜半岛汉语教科书集中于13-19世纪，恰是两国政局革新、关系进一步密切的
时期，此类教材是今日研究两国历史上人文交往、不同时期汉语口语面貌、汉语教学法种类及影响、汉语
国际教育在半岛发展历程的宝鉴，本文以该时期《老乞大》《朴通事》《学清》等代表性汉语口语教材为
主要研究对象，结合韵书、字书及辞书类汉语书面语教材、《朝天录》《燕行录》与《朝鲜王朝实录》等
官方历史记载为佐证，共时对比同时期中国韵书。探讨官学、私学、司译院、承文院、译学院、质正官等
部门和职务发挥的历史作用，总结该时期朝鲜半岛汉语教学的优点和不足，力求为当代汉语国际教育汉语
人才培养、汉语教材编写、汉语教学法选择和语言政策制定提供一定的参考意义。
【关键词】朝鲜半岛、汉语国际教育、教学法、语言政策

语言赋能：乡村振兴多模态话语战略构建
杨城  浙江大学 

【摘要】语言是促进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乡村振兴中的每一步都离不开语言的力量。研究中首先依托多
模态话语分析综合框架，对余杭、桐庐、淳安三个乡村振兴示范地区的宣传片视频进行分析，总结其文化
、语境、内容、表达四个层面的多模态体现。其次依托质化分析的扎根理论方法，构建语言赋能乡村振兴
的战略模型，在组织、社会、个体三个层面探索赋能方向。最后，基于话语分析和战略模型提出未来语言
赋能乡村振兴的提升路径。研究发现，三个地区的多模态话语具有典型的区域特色，语言赋能乡村振兴需
要凝聚自上而下的多方力量，而国际化视角、内容的精准筹划、赋能视角的联动共振则是未来乡村振兴话
语努力的方向。
【关键词】乡村振兴、语言赋能、多模态、话语分析、战略模型

A Study on the Chinese Classroom of Foreign Students in the Epidemic Period Based on the Inter-
active Perspective
Haifeng Yang1,Daqian He2, Zhuoda Yang3

1. Center for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Wuh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Wuhan， 

2.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Wuh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Wuhan，
3. School of Chinese Studies and Cultural Exchange,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Abstract: Interaction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s affecting the result of online Chinese class teaching. 
By utilizing the method of questionnaire analysis, error analysis and document analysis， this paper selected 
200 international students from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Cultural Exchange of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of Wuh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of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as samples for investigation, including 94 undergraduates, 60 master 
students and 46 doctoral students. Among them, namely 86 in primary stage, 64 in intermediate stage and 
50 in advanced stage based on their HSK marks. The majority are from Asia (45%) and Europe (25%), the 
rest are from Africa (15%), America (10%) and Oceania (5%). This paper finds that the existing interactive 
methods of them include online conference platform, course live-streaming platform and video live-streaming 
platform. 
When using these platforms, we find there are some advantages of them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remote 
Chinese learning: They are convenient for students to preview and review before and after class, and they are 
helpful for the sharing of Chinese learning resources. However, we also find that there are some disadvantag-
es in teacher-student interaction and student-student interaction on these platforms, such as the lack of learn-
ing atmosphere (58% participants agreed) and the unwillingness of turning on the camera and micro-
phone(76% participants agreed). We think the factors causing these problems mainly include external and 
internal factors of teaching. The external factors include the factors of network connection, time difference, 
studying platform and studying resource allocation. The internal factor of Chinese teachers is that they are not 
adapted to the new way of online teaching, which makes them unable to carry out innovative design of class-
room interaction, and still choose the traditional teaching method (66% participants agreed). The internal 
factor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on the one hand, they lack online learning experience, so it is difficult to cope 
with some new challenges in teaching interaction practice. On the other hand, international students must 
overcome certain psychological factors in the interaction process of online Chinese classroom, among which 
anxiety and avoidance are the most prominent (80% participants agreed).
In conclusion, Chinese teachers can improve the interactive effect of online teaching through rational use of 
learning platform, effective allocation of learning resources and innovation of class interaction mode. Before 
teaching, teachers should inform students in advance of the selection of learning platform, registration, login, 
using process and a series of related matters. During the teaching process, teachers can allocate a certain 
proportion of class hours to organize interactive courses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s, such as group presenta-
tion, personal performance and seminar. After class, teachers can design and release questionnaires and 
use the background data statistics and other functions of the learning platform to analyze the frequency and 
quality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participation in interaction. Also, international students should actively adjust 
their learning psychology and improve their learning methods as well. In this way, they can get rid of negative 
psychological factors such as anxiety and avoidance, and focus on classroom interaction and knowledge 
itself, and finally achieve better learning results. Ultimately, teachers and students will collaborate to explore 
a course interaction path, adapting to the new mode of online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in the post-pan-
demic era. The research on this issue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enrich the theories of linguistics, psychology 
and pedagogy related to Teaching Chinese to Speakers of Other Languages. Also it can improve the teach-
ing efficiency of teachers and enhance the sense of gaining knowledge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Keywords: Interaction; Online Chinese Classroom; Chinese Teaching

国际华文推广的重要部分：志愿者项目的国别性/区域性分析—以缅甸为例
杨念  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

【摘要】2004年“国际中文教师志愿者项目”经中国教育部批准实施。直至疫情前，全球大约有7000名
志愿者在全球一百多个国家进行中文教学，其中大约3000名志愿者在东南亚各国任教，成为东南亚华文
教育重要力量。缅甸志愿者项目于 2009 年开始实施，至今已经有十年有余，到疫情前每年有一百多名志
愿者在缅甸各个城市甚至乡镇进行中文教学工作。十多年来，志愿者项目对缅甸华文教育发挥着重要作用：
为缅甸华文教育贡献了新的力量，弥补了缅甸华文师资的不足，促进了缅甸中文教育的合法化进程等。然
而，该项目也存在着一些问题，本人通过实地了解以及问卷的方式，深入分析了志愿者项目在缅甸的实施
情况，并针对性地提出几点建议，促进该项目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国际中文教师志愿者、华文教育、缅甸志愿者项目、参考

基于SLS平台的E晨读差异教学模式探索— 新加坡崇文中学的实践经验
叶语銮    徐小红   吴玉凡  新加坡崇文中学

【摘要】为了营造书香校园，培养学生的阅读兴趣和提高阅读水平，我校研究团队借助SLS平台，以110
名中三学生为研究对象，在全校进行E晨读研究计划。E晨读依据差异教学理论，照顾学生的个体差异，
所选篇章分年级、分主题、分文体，并结合各单元技能训练，设计不同程度、风格的晨读活动。学生借助
个人数码学习工具，选读纯文字或拼音版的、带声音和可查字典的篇章，通过SLS自测，在阅读护照上完
成任务。此外，高准备度的学生还可阅读更有挑战性的文章，并完成相应的挑战任务。研究结束后，团队
通过定量与定性研究检测学习成果。初步结果显示，基于SLS平台的E晨读差异教学模式，在一定程度上
激发了学生的阅读兴趣，也促进了教师的专业发展。
【关键词】SLS平台、E晨读、差异教学

Nasal Codas Merger in Chinese dialects: Modified Contrastive Specification and Sisterhood Merger 
Hypothesis
Jihye Yun  Asia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 Madison

Abstract：Chinese linguists have long debated about the directionality of nasal coda merger in Chinese 
dialects since the 1970’s. Some believe that the merging process is unidirectional (anterior to posterior) ,but 
others assert that alveolarization of nasal codas (-m>-n and -ŋ>-n) is the major trajectory. Previous studies 
failed to make a reasonable prediction about the further direction of the merger in addition to a lack of 
phonology-based analysis. This research analyzes the merging process on basis of Contrastive Hierarchy 
(CH) and Sisterhood Merger Hypothesis (SMH). The two theoretical frames make us draw two types of 
contrastive hierarchies: [Dorsal]>[Labial]，[Coronal]>[Labial]. That is，the merger between the alveolar 
and the velar nasal codas will occur after the completion of the merger between the labial and alveolar ones. 
Alternatively， the alveolarization of the velar nasal coda will happen after the completion of the merger 
between the labial and velar ones because the structure merger takes place on sister node of contrastive 
hierarchy. In conclusion， the final phase of the nasal coda merger will be the alveolarization of the velar 
nasal coda. The data of Chinese dialects and markedness theory both buttress the conclusion.

Keywords: Nasal codas，Chinese dialects，contrastive hierarchy，sisterhood merger

《易经》归纳、演绎思维在母语教学中的课堂实践和应用
庾潍诚  新加坡伟源中学

【摘要】作者根据自己长期研究《易经》的经验，提出和认为：《易经》作为中华古代的文化典籍，归纳
和演绎思维是它的最重要核心思想之一。同时，作者结合了自己多年的新加坡课堂教学实践，发现：《易
经》的归纳、演绎思维可以有效实践应用在现代的母语教学当中。归纳，是引导学生化繁为简，迅速掌握
教师布置的课堂指令或內容；演绎，则是学生有效应用课堂所学知识进行复述和重构。本文列举具体的课
堂实践应用例子，就是：(一)课堂的指令语言“ABCD”；（二）思维图的教学应用；(二)作文教学实践
的“DEEPAI”（细节描写）自创理论。作者最终观点认为，《易经》思想可以古为今用，实践应用到课
堂母语教学，从而达到提升学生的母语学习效果。
【关键词】易经、归纳、演绎、教学实践应用

中国古代建筑文化的汉字演绎
袁忠  中国华南理工大学

【摘要】中国古代建筑文化的丰富思想很多都凝结在一个个的汉字中。在汉字的构形、本义、转义、暗喻
等不同的运用中，存在着古人有关建筑活动、建筑形象、建筑心理等蕴含，很多汉字就是一个空间概念、
一个居住范畴。古人对中国古代建筑的感知的原初意识首先凝固在古汉字中，古代建筑的最初“文本”可
求诸古汉字，作为象形文字的古汉字与作为现实空间的古建有着天然而内在的通贯性。本文通过考察汉字
的字符构形及作为词或词素的单个汉字所展示出的建筑文化意象，探究作为表形文字、表意文字的古汉字
在其构形、组词、使用、书写等多方面体现的古代建筑文化意义。
【关键词】汉字、中国文化、古代建筑

GRR教学模式的实践与反思——以新加坡H2华文与文学新诗教学为例
张建立   张建平  新加坡国家初级学院    
张曦姗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摘要】2021年新加坡H2华文与文学新课程引进课外文学作品赏析的部分，与旧课程标准相比，这对学
生是具挑战性的变革。为应对该挑战，我院以新诗为切入点，设计了从指定文本到课外文学作品的教学实
践配套。该实践以“新加坡课堂教学实践要领”(STP)为指导，依据探究式学习（IBL）理论，采取“教、
扶、放、收”四个阶段的“渐进释放责任直接教学模式”（GRR），旨在逐步培养学生独立鉴赏文学作
品的能力。实践证实，这一教学策略增强了学生的信心和赏析能力；同时，也发现了一些有待进一步充实
和深入探索的空间。本论文将阐述该实践所采用的教学理论、教学策略、教学流程、教学成效及反思。
【关键词】  GRR教学模式、H2华文与文学、新诗教学    

“V走”和“V去”互换性的多重对应分析
张进凯  中国兴义民族师范学院 文学与传媒学院

【摘要】  本文在“原型—样例连续统”理论指导下，通过基于用法的多重分析方法探讨表征“位移运动
事件”的“V走”和“V去”的变异性和互换性。研究发现：“V走”主要表征位移方向不明确、没有位
移目的地的位移运动事件；“V去”主要表征位移方向明确、位移目的地可预测的位移运动事件，因此
“V走”和“V去”处于位移运动事件“原型—样例连续统”的不同位置，“V去”较“V走”更接近位移
运动事件的原型。“V走”和“V去”在表征位移运动事件原型特征和典型样例时不存在概念重合，在表
征位移运动事件非典型样例时，在概念变量特征的交互作用下表现出概念重合。
【关键词】多重对应分析  位移运动事件  概念变量  互换性  变异性

书面语言复杂度对华语二语者写作质量的影响研究
张漫莉  北京语言大学  

【摘要】本研究基于韩国学生的HSK写作测试语料，采用若干典型指标，对华语二语者的书面语言复杂度
与写作成绩之间的关系进行了量化分析，考察了词汇及句法复杂度指标对学生写作质量的影响。研究结果
表明：词汇复杂度和句法复杂度指标与学生的写作质量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Guiraud指标、虚词
使用比率、连词使用比率、复杂词使用比率、话题链数量、话题链分句数、零形成分数量和T单位数量等
指标对写作质量具有较强的解释及预测效度。
【关键词】语言复杂度、汉语二语、写作质量
  

基于树库的汉语二语写作句法复杂度研究
张婉莹  北京语言大学

【摘要】句法复杂度（Syntactic Complexity，简称SC）在评价二语者语言水平、语言动态发展及写作
质量中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吴继峰，2018）。已有的研究侧重于SC对日语、韩语等母语者的汉语写作
评估的有效性问题，研究结论未必适合少数民族母语背景的汉语二语书面语评价。基于此，本研究以参加 
HSK（高等）考试的维吾尔族考生的作文语料为研究对象，基于自建的汉语二语句法标注语料库，从粗粒
度和细粒度两方面指标体系入手进行以下四个方面的研究：（1）通过预处理构建小型依存句法树库（
Dependency Grammar Treebank），作为句法复杂度研究基础；（2）通过小句切分和搭配抽取研
究粗粒度指标和细粒度指标的分布特征；（3）针对不同写作水平的被试SC指标进行对比研究；（4）基
于典型SC指标体系探讨二语写作水平动态发展特点。研究发现，基于T单位等粗粒度句法复杂度指标在区
分学生写作水平和预测写作成绩方面的解释力较弱，而基于短语层面的细粒度句法复杂度指标能够有效区
分写作水平和预测写作成绩。
【关键词】树库、 二语、语法

阅读与抒情文写作教学的有机结合—以华侨中学（高中部）语文特选课程为例
张薇  王健仲  华侨中学（高中部）

【摘要】抒情文写作一直是学生的弱点，也是教师的教学难点。由于没有经过有系统的抒情文写作训练，
高中生很容易将抒情文、记叙文或议论文混为一谈，对抒情文的写作手法更是一知半解。再加上学生缺少
生活历练，要让他们短时间内掌握抒情文写作手法，并进行创作，无疑难度极大。有鉴于此，我们决定在
现有的教学内容上融入抒情文写作教学，尝试结合REAP的阅读理论与教学实践，将阅读与抒情文写作教

学有机结合，以39位高一H2华文与文学的学生为对象，引导他们建构抒情文概念，了解并掌握抒情方式
与写作手法，从而进行写作实践。最终，通过调查问卷、课堂观察和学生作品，梳理和分析了阅读与抒情
文写作相互融合的方法及其有效性。
【关键词】抒情文写作、阅读教学、REAP阅读方法、语文特选课程

地名中的关中方言
张文丽  陕西学前师范学院文学院

【摘要】关中方言，曾经作为汉民族共同语基础方言，对周边地区方言、其他地区方言和民族共同语产生
过重要影响。地名是人们用以区别个体地物的语言符号，而作为纪录地名的语言符号包含形、音、义三个
部分。关中方言区的地名，尤其是地名用字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关中方言的特点。本文从关中方言
区中的代表性地区——西安入手，整理分析其地名，得出如下结论：1.声母 （1）古全浊声母清化，平声
送气，仄声归并关中方言中存在差异，西安归不送气，例如“中官亭/中官厅”、“安居巷/钱局巷”。
（2）古知系开口字按照等分化，知系二等、庄组、章组止摄字与精组合流，读ts、tsh、s，例如“三里
村/山李村”。（3）古泥、来二母在洪音前混用，尤其是在洪音鼻音前，泥母混入来母，读l，例如“新
农田/兴隆庄”。2.韵母 （1）前后鼻音混用，关中方言后鼻音为ŋ，前鼻音丢掉鼻尾n，主要元音鼻音化
。由于在当地人听感上二者具有相似性，表现在地名中前后鼻音字混用。例如“上游巷/三友巷”。（2
）遇摄合口一等端系字，元音复音化，读ou，与流摄合并。例如“双楼寺/双路寺/双芦寺”。（3）果摄
开口字一等字与果摄合口字合并，例如“贺韶村/火烧村”。通过分析发现西安地名用字的流变反映了关
中方言的特点及其变化，具有强烈的方言特色，深入研究地名可以挖掘背后隐含的历史文化内涵，提升文
化软实力；可以为地名用字、拼写管理提供理论支撑，推动新时代的语言文字工作。
【关键词】关中方言、西安地名、文化

从外交新词语看中国外交动向—以2010-2020年度《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媒体新词语表为例
张星霞  韩国汉阳大学

【摘要】本研究基于2010-2020年度《中国语言生活报告》媒体新词语表中的外交新词语，运用数据分析
法，从其分类、使用频次和年度分布三个方面考察中国近十年以来的外交动向，为读者勾勒出中国外交全
貌，以期让读者更好地了解当前中国的外交形势，并为中国未来的外交实践提供一定的智力支持。本研究
认为，按照领域划分，这些新词语所涉及的外交领域包括总体外交、经济外交、政治外交、军事外交、文
化外交、科技外交和医疗外交等七大领域；根据性质，这些新词语所涉及的外交类型又可分为方针类、方
式类、事件类、成果类、组织/平台类、场所类、色彩类和人物类等八大类型。它们较为真实、客观地反
映了中国近十年以来的外交动向。
【关键词】外交新词语、中国外交动向、《中国语言生活报告》、分类、使用频次、年度分布

华语文汉字学习策略个案研究-以印尼华语文学习者为例
张胜昔　中国华东师范大学国际汉语文化学院
陈信助　台湾中国文化大学教育系

【摘要】对外华语文之汉字习得一直困扰着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与学。若华语文教学伊始就“重听说而
轻汉字”，不仅将形成中高级以上的学习阻力，更达不到语言习得可持续发展的教学效果。本研究针对一
名中高级程度印尼华语学习者的“初级汉字习得历程”进行了个案分析，围绕汉字习得心理认知、脑神经
机制、仲介汉字等理论，剖析形声字之习写、读音、识义三方面的“中介状态”，深度探讨了形声字之“
形义-音”的习得联结难度，说明汉字作为第二书写系统的学习策略，以及具逻辑性有系统的字本位教学
在华语文习得中的重要性。期许研究结果可提供日后相关教学与研究参考使用。
【关键词】字本位理念、汉字心理认知、中介汉字、可持续性发展、个案分析

“错位的称呼”—当代汉语社交称谓语的变异与泛化
张雪  澳门科技大学 

【摘要】汉语中的社交称谓语是汉文化特征的缩影，亦是对中国社会现状的即时反映(Chao1956， 
Gu1990， Wang2003)。无论是对于语言学本体研究，还是对于语言与社会的互动关系研究，该议题都
具有新鲜价值(Brown&Ford1961， Ervin-Tripp1972， Zhang2021)。本文基于真实语料收集与分析，
针对当代汉语中四个新兴社交面称语(social vocative)的使用原则、表意功能、交际效果等维度进行了
深入讨论（分别为：“（小）哥哥/姐姐”、“老师”、“同学”、“家人们”）。研究发现，当代汉语
社交面称词有如下特征：（1）原有亲属称谓用法深入泛化（例如“（小）哥哥/姐姐”）；（2）职业称
谓用法深入泛化（如“老师”）；（3）“错位”称谓语兴起（如“同学”）；（4）网络称谓语变异性

强（如“家人们”）。当代汉语社交称谓语处于全面深入的泛化与变异中，其成因、过程、程度等，都与
语言发展和社会变迁密切相关。
【关键词】称谓语、社交面称、语言泛化、语言变异

“给我+VP”的主观处置功能
章天明  日本小樽商科大学

【摘要】本文主要讨论“给我+VP”结构表主观处置的语义来源，以及“给我+VP”结构 主观处置功能
实现的机制。 第一，“给我+VP”有两种不同的语义特征。表示“请求”的“给我+VP”中的 “给我”
等同于“为我”或“替我”；而表示“命令”义时，“给我”不等于“为、 替、向”等等，“给我”只
表语法意义。 第二，“给我+VP”的主语只能是第二人称代词，或指人称谓词语，或者是 VP 的受事。
VP 应当具有 [+自主]、[+动作]和[-褒义]的语义特征。 第三，通过“给”字句处置义来源的再分析，以及
与“给 X+VP”句式的对比， 分析得出“给我+VP”句式具有主观处置义。 第四，“给我+VP”中“给
我”的语法化成分的性质，以及第一人称代词的介 入，使“给我+VP”的主观性得到实现。
 【关键词】语义关联、结构关联、受益和受损、主观处置

多元智能理论与对外汉语阅读教学研究—以《零食》为例
赵畅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

【摘要】阅读过程包含着反应读者认知过程的丰富材料，是学习者汉语能力高低的重要体现。虽然近些年
汉语阅读教学的研究层出不穷，但是汉语阅读课堂仍存在着学生学习被动的情况，因此其教学策略还有待
进一步的研究。经过对教学理论的研究，多元智能理论从心理学角度研究了人的智力潜能是多元的，而阅
读教学不仅要教授学生语言文字知识和阅读规律，还要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因此， 我们认为， 对
外汉语阅读教学要想达到最佳的效果， 就必须从多元智能理论出发。本文主要结合《零食》一课从智能
理论下的每一个智能元素分析适合的教学策略和具体实践情况，最后经过反思提出多元智能指导下的阅读
课的教学原则，希望能够为阅读教学者提供一定的参考性建议。
【关键词】对外汉语阅读教学、多元智能理论、教学策略

中韩二语教学高阶教材对比与分析
赵莉  南京大学
赵学玲  Seogwipo-si, Jeju-do, Korea

【摘要】本文选取中韩两国用于本国语言国际教育的代表性教材《博雅汉语》（2018-2020）和《首尔大
学韩国语》（2012-2015），就两种教材高级阶段部分在文化主题选择、体裁内容以及训练模式上的异同
加以比较。认为两种教材在结构上都以文化主题来分类编排，并与训练模式紧密结合，但两种教材呈现出
的差异也十分明显。两者之间的差异固然可归因于两国国情、语言、文化特点的不同，但文化视角和文化
意识的不同是最根本的原因。考虑认知规律和文化视角，选择恰当且丰富的文化内容，不仅能够更好地实
现与国际学生的共情和跨文化交际的目的，通过与语言功能的紧密结合，也能够使语言训练获得更好的效
果。
【关键词】二语教学、高阶教材、对比、分析

社会语言学视角下女性群体通称的使用情况分析
郑皓月  中央民族大学

【摘要】称谓是人类社会中体现特定的人在特定的人际关系中关于身份角色的称呼，称谓词语与社会发展
联系非常紧密，在新中国的发展历程中，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乃至与国际社会的关系都将对称谓
词的使用产生影响，并在历时语料库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迹。在语言生活中，女性群体通称使用情况的
相关统计既反映了语言生活的变化又反映了中国妇女的发展状况，本文主要从社会语言学视角出发，观察
女性群体通称的使用情况。分别从历时角度和共时角度出发，分析五四运动以来“女性群体通称”使用情
况的历时变化，分析不同语体下女性群体通称的使用变化，发现人们对女性群体通称“妇女”“女性”“
女人”“女子”语义特征的不同认识影响了人们在不同场合下对女性群体通称的理解和选用。
【关键词】社会语言学、女性、称谓、语义

反义词“前”“后”的平衡与不平衡研究
周欣然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

【摘要】反义词作为一种常见的语言现象在人们的生活中被普遍使用。一般而言，反义词总是成对出现，

形成平衡状态，即一个词与另一个词形式对称但意义相反。然而以“前”、“后”为例，作为现代汉语中
使用频率较高的一对典型反义词，却很少有人在使用时能注意到其背后隐藏的不平衡现象。本文第一、第
二部分均从义项、构词、所构词、使用频率这四个方面展开，分别探析反义词“前”“后”平衡与不平衡
的具体表现，说明两者在平衡中存在着不平衡。接着又从认知、语义、语用、文化四个角度阐述原因，正
是由于“后”的被认知时间更早、语义范畴更大、受语言经济原则影响更多以及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内涵更
丰富，才使其能够拥有更广的使用范畴和更高的使用频率，也因此造成了反义词“前”“后”的不平衡现
象。
【关键词】前、后、平衡、不平衡

整合训诂方法论新探
周雁飞  新加坡新跃社科大学

【摘要】陆宗达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提倡“训诂方法的科学化” 。本文运用肯·威尔伯的”整合理
论”，采用其“四象限五要素”的框架结构梳理审视传统的训诂理论和方法。首先论述了训诂原理与整合
理论的内在关系，在此基础上将训诂学的适用范围与整合理论相结合，阐释其与传统训诂方法之间的深层
关联模式，及其有效性、前瞻性，进而使整合训诂方法不仅具有理性的解析，而且富于实践的可操作性。
本文是实践训诂学与西方阐释学（英语：hermeneutics）接轨的一次尝试，旨在为训诂方法论的现代转
化提供新的激荡和借鉴。
【关键词】训诂学、解释学、整合理论、四象限五要素

普通话句末语气词的句法性质
宗晓哲  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院

【摘要】本文探讨了句末语气词“啊、吧、吗、呢”的句法特征，认为它们超出了狭义的句法范畴，在话
语中具有表达功能和人际交际的价值。首先，从通过与语气副词、标句词“说”的位置对比，可以看出语
气词句法位置很高，独立于所在句子，属于语用层面。从语用角度来看，句末语气词具有明显的程序意义。
“啊”要求听话者参与到会话中，促进话论继续，是“互动标记”。“吧”在句中通过降低话语确信度，
缓和交际双方关系，是“礼貌标记”。“吗”要求话语权发生变化，促使听话者对所提问题进行进一步的
解释，是“问询标记”。“呢”在话语中起到凸显说话者所表达的语义关系的功能，使得话语与语境之间
存在一定的语义联系，是“焦点凸显标记”。
【关键词】句末语气词、话语标记、句法-语用接口

现代汉语周遍性主语中周遍义的形成原因
左思民  高丽大学中文系 /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  

【摘要】本文探讨了现代汉语六种周遍性主语中周遍义的形成原因。结论如下：在任指疑问类周遍性主语
句如“谁都认识”中，主语的周遍义是经由疑问代词的任指用法而获得的“全域义”。在含数词“一”的
周遍性主语句如“她一点道理也不懂”中，主语的周遍义依托梯级义经语用推理而得，并且只允许从否定
极小量达到否定全量的推理。在列举类周遍性主语句如“老王粤菜也吃过，川菜也吃过，鲁菜也吃过，浙
菜也吃过，中国八大菜系的菜都吃过”中，主语的周遍义并非列举的产物，而由最末的总括分句直接表达。
在物量词重叠类周遍性主语句如“家家都用上了煤气炉”中，主语的周遍义源于物量词重叠式所具的“每
一”意义。在含“全部”等词的周遍性主语句如“全部（都）得参加会议”中，以及含“每”等词的周遍
性主语句如“每个人（都）很认真”中，主语所含的周遍义由充当句子主语的词语直接表达。
【关键词】周遍性主语、任指、语义、语用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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