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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义词、近义词辨析是留学生学习的难点。本文分析了词汇偏误的形成原因。对于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从近义词、同义词误用等词汇错误到易混淆词研究，扩大了词汇研究的视野，结合中亚及俄罗斯学生词汇错误，本文得出易混淆词研究应结合国别进行。 关键词：易混淆词  俄罗斯和中亚的留学生  
 

 

 一、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词汇偏误  20世纪70、80年代，英语作为第二语言的习得研究已经表明，在各种类型的言语错误中，词汇错误最严重。就某一语料库的统计分析来看，词汇错误与语法错误的比例是3：1[Gas

s, Selinker,1994. P. 127]。近年来，我国对外汉语教学领域多项研究成果也证实， 不同母语背景学习者汉语表达中的词汇错误在数量上都是最多的。吴丽君（2002，前言）基于约35万字的日本学生汉语中介语语料进行统计分析后，发现“词语运用方面的偏误占88%左右”。 汉语词汇中同义词、近义词始终是留学生学习的难点。同义词指意义相同的一组词语，如“父亲”、“爸爸”“爹”，近义词是指意义相近的一组词语，如“参观”和“访问”等等，对于母语为汉语的人们分得清它们之间细微的差别，对于把汉语作为第二语言学习的人们来说，要分清他们之间的区别的确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所以常常发生误用的现象。以下这些错误句子就是由于近义词误用造成的： 点-小时  早上11小时（点）我和姐姐一起去商店买东西。 我中午吃过午饭，一点半小时（应该省略）睡觉，下午起来复习功课。 分-分钟 一点五十分钟（分）下课。 她迟到了五分（分钟）。 人-人们 人（人们）都开玩笑叫他“开心果”。 很多人们（人）从世界各地来中国学汉语。 
                                                        

∗ 本文系作者2009教育部社会科学一般项目“中亚及俄罗斯学生汉语中介语易混词研究”（09YJA740094）之中期检查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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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自己国家的时候从来没见过这么多人们（人）。 看-看见  这么小的字，你不戴眼镜能看（看见）吗？ 我去医院看见（看）她的时候，她正躺在床上看书呢。 诸如此类的错误举不胜举，汉语是世界上词汇丰富的语言之一，同义词和近义词的比例是相当大的，《汉语水平词汇与汉字等级大纲》甲级词共有100个词中就有43个词有同义词，而且这些同义词也限制在甲级词里。如： 很-非常  后-后边  后边-后  忽然-突然  坏-差 回-回来  回-次  回去-回  会-能   活儿-工作 或者-还是  基本-基础 极了-很  几-多少   计划-打算 继续-接着  家-家庭  家庭-家  加-增加   间-中间 检查-查  见面-见  件-个  将来-以后  江-河 讲-说   交-给  叫-喊  叫-被   接-收 接着-然后  节-节日  节日-节  结束-完成  进-进来  进来-进 精彩-好看  经常-常常 经过-通过 甲级词里同义词数量就这么多,可见汉语有数量众多的同义词和近义词,同义词和近义词辨析成为留学生汉语词汇学习和对外汉语教师教学的重点，而且日益凸显出来。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对于每一种语言来说，基本的语法规则是有限的，而词语使用规则是极为繁杂的，汉语也不例外。词汇是个开放的系统，每个词语都有它自己的个性，共性不多，不便于进行系统的教学，词汇教学只能一个一个教，逐步积累，初级阶段留学生词汇偏误还不十分明显，因为这个阶段学生的词汇学习主要靠课文后一对一的词汇表进行学习的，以理解为主，自由运用的少，同时这时候语音和语法的问题还比较突出，往往掩盖了词汇教学方面的问题，一旦学生有了800-1000以上的词汇量，汉语的知识已经达到一定的水平，仍然不能达到表达的需要，他们只好充分调动母语、汉语等知识，“创造性”地运用到语言表达中，企图在不断调整中寻求较为完善的表达方式。 笔者曾经对新疆大学留学生和俄罗斯新西伯利亚国立大学孔子课堂的学生进行过问卷调查“你如果遇到不认识的汉语词语，你首先选择什么方式解决：a查词典；b用自己所知道的另一个意义相近的词语；c 运用自己的汉字知识造词；d用一个句子来替代所需表达意义的词语；e其它方式”，学生当中68%选择“a查字典”，20%选择b，10%选择c和d，只有2%选择e。当学生所表达的概念在目的语的词库中搜索不到时，最可能采用、且最直接的方式就是查字典，但不同语言的词语并非对等，如使用范围大小不同、搭配不同、引申程度和引申义不同、边缘类搭配不同、上下义词的搭配分工不同，由此造成了词语使用的偏误。有数据显示，留学生汉语错误中误用近义词占词语错误的33%。  二、造成留学生词语偏误的原因  留学生通过初级、中级阶段的学习掌握了一定的词语，这些词语最初的义项也就很自然地成为此后传达思想的一个主要材料。一对一或一对多的生词表很方便实用，但是也存在一些问题，不同语言的词语存在着简单的对应关系，这种错误的观点对词汇教学带来很多后遗症，到具体的语境运用中，一旦进入某个词汇网络，即有特定的上下文及语境的情况下，这就会导致词语运用中两方面的问题，一是词汇量小，供不应求，造成用词不准确，二是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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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复使用某个意义宽泛的词，或者用一些语义的代用品，造成表达单调、不精确或错误[杨寄洲，2004：3]。看下面的词语偏误的句子： 
a.*这个电影很普遍（受欢迎），有很多人排队买票。 
b.*去年的这个时候，我怎么（什么）字也不会写。 
c.*环境污染很大。（严重） 
d.*在中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很强。（密切） 另一方面，从汉语词语的构造形式来说，汉语的词义属于分析形态，使用汉语的人们在认识事物的过程中关注事物间的类属联系和共性，如“眺、瞄、盯、睹、瞅、瞪”都是“目字旁”，都与“眼睛”有关，表示“看”的意思，留学生无疑想了解这些同义词的差别。这是单音节同义词，还有含共同语素的双音节词。一个单音节词常常在几十个双音节词语中出现，这就必定有很多是同义词，如“让”可以组成“出让、辞让、礼让、谦让、忍让、推让、退让、互让、转让”等16个词，其中9个是同义词“辞让、互让、尽让、宽让、礼让、谦让、忍让、退让、推让”。留学生受到词语中共同偏旁或者共同语素的强烈影响，他们认定的同义词数量一定会更多。 运用学过的对某些语素的了解，用另一个有一定联系但不准确的词语来代用。不仅体现在学生选用已知的词语上，而且查字典选择义项时，汉字知识也是学生做出选择的一个依据。汉语中某个语素相同，在不同的组合关系中意义变换无穷，如果只是根据对某个语素的了解就以偏概全的套用，自然会导致词义不准确，或词性误用等问题。 有研究表明，学生在第二语言词语运用的过程中遇到困难时，主要借助（1）母语（2）已掌握的目的语词语（3）根据对汉语词语个别语素的了解用词（4）根据目的语知识造词[张博，2007：135]。留学生因为上述任何一个因素运用词语，都有可能造成词语偏误，也有可能是综合因素造成的。看下面的例子：“见-看见-见面”是一组意义相近的词，留学生造出了这样的句子： 我昨天见面了老师。 首先，母语迁移的作用在起作用。不少语言中与“见面”意思相同的词都可以带宾语，俄语也一样，Я встретил (видел) преподавателя вчера.学习者会将母语的搭配 (встретить 

кого，видеть кого) 搬到汉语里。生成“我昨天见面了老师”这样的偏误。其次， 目的语规则泛化也会产生影响，汉语可以说：“我昨天见了老师”，“我昨天看见了老师”。“见”“看见”“见面”都有相同的语素，对初学者来说，意思差不多。既然“见”“看见”可以带宾语，自然会让学习者类推而认为“见面”也可以带宾语。第三，还有教学误导的因素，不少教材、词典都将“见面”解释为俄语的встретить或者видеть，在学习者看来，
встретить ，видеть和“见面”是相等的，这也是一种迁移或者类推。  三、从同义词、近义词到易混淆词  汉语丰富的词义系统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概念意义、语法意义和色彩意义。概念意义是词语所表示的客观世界中的事物、现象和关系；词的语法意义是指词语的句法功能；词的色彩意义指词语的色彩方面的差异。针对上述同义词和近义词，我们往往会通过这三个方面的比对发现它们的不同。 传统的同义词、近义词辨析有几个标准：词类一致、意义相近、属于同一种语言系统。这个标准对于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词汇教学就显得不那么合适，下面我们做一分析： （1） 词类——这组词是否同一词类，按照这个标准，很多我们上面提到的近义词就不能称之为近义词，如“偶然”和“偶尔”；“突然”和“忽然”、“大约”和“大概”，因为“偶尔”是副词，在句中可以作状语，“偶然”是形容词，可以作状语、定语、补语，如“事情发生得很偶然”。“突然”是形容词，“这件事发生得很突然”，“忽然”是副词，“我突然发现火车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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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开过来了”。“大约”是副词，“大概”可以是副词，也可以是形容词和名词，如“大概叙述一下儿”“大概的情况”“她的情况我只知道个大概”等等。 （2） 概念——这组词是同一关系还是从属关系，只有同一关系才能形成同义词，属于从属关系的如“西服-制服”是不能算作是一组同义词或近义词。所指对象是个体还是集合的差异的许多组词如“车-车辆、船-船只-船舶、岛-岛屿、房子-房屋”等就不能算作近义词。但是它们含有共同语素，上面提到学生在第二语言词语运用的过程中遇到困难时，主要借助对汉语词语个别语素的了解用词，这种单音节词和双音节词往往是留学生误用词语。 （3） 同一种语言系统——这组词是属于同一种语言，可是在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中有一些词是由于母语迁移造成的，如“解决”和“决定”，笔者所做的中亚及俄罗斯学生汉语中介语偏误语料库中，俄罗斯留学生造出这样的词语误用句子“*如果有什么问题，她能自己慢慢地决定这个问题1”。“решить”可以译为“决定、拿定注意；作出决议；解开（算题，谜语）；解决（难题）”等等，这里留学生要表达的意思应该是“她能自己慢慢地解决这个问题”。这种词语误用现象如果不通过俄语和汉语进行对比，就不可能了解这种词语误用的真正原因，而且可能在汉语里不是一组同义词或近义词，进入到其他语言系统或者在两种语言的对比中，就成为了留学生搞不清楚而发生误用的一组词。所以必须通过两种语言的对比才能发现更多的同义词或者近义词。 在对外汉语教学中，有一部分同义词是由教师提出来的，更多的同义词是由留学生提出来的，不管是同义词还是准同义词，甚至不是同义词，留学生觉得混淆，区分不开，他就认为是同义词，要求教师解释，如下面这个例子选自笔者所做的“中亚及俄罗斯学生汉语中介语偏误语料库”中由于词语误用而造成的错误句子： 不容易-难-困难-费劲 
a.——这本书你看完了吗？ ——还没呢，这本书好不容易（难）。 
b.——你为什么想换专业？ ——我不喜欢这个专业，再说我学得困难（费劲）。 形容词组“不容易”和形容词“难”，“困难”和“费劲”就形成了易混淆词。留学生把下面的词语都当成是近义词，也是易混淆词。 不由得-忍不住  看不起-欺负  权衡-考虑   偶尔-轻易不 看上去-算是  继续-一直  礼节-礼仪-礼貌  招待-接待-对待 赶忙-赶着-赶去  眺-瞄-盯-睹-瞅-瞟-瞪 出让-辞让-当仁不让-割让-互让-尽让-就让-宽让-礼让-谦让-忍让 从上面的例子中不难发现，留学生容易混淆的词不但词性不统一，字数不统一，而且从词际关系看，有一对一混淆、一对多混淆和多对多混淆。说明对外汉语教学中同义词的范围比词汇学研究的同义词范围或以汉语为母语的中国人认定的同义词范围要大得多。一般同义词词典进行分组时都有严格的理论标准，比如词性要统一，这样做在词典中是必要的，但对于对外汉语教学来说，就显得拘泥了，因为外国学生发生的问题并不限于同一词性的范围之内，如果打破这个框框，按照实际情况进行分组，只要是容易混淆、容易出问题的，都收在一起进行比较，其实用性就大大增强了。 

                                                        1
 例子都摘自朱晓军为中国教育部课题“中亚及俄罗斯学生汉语中介语易混词研究”（09YJA740094）所做的中亚及俄罗斯学生汉语中介语偏误语料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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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博[2007]对第二语言学习者汉语中介语易混淆词的定义为“在第二语言习得过程中，学习者由于缺乏语感并受到母语词汇知识的干扰，很容易混淆某些词语的关系，当理解甲时误解为乙，或当使用甲时误用了乙。那么甲词和乙词就称之为易混淆词。”张博[2008]在考察对外汉语教学领域词语研究变得更为精细研究的基础上，首次提出应当摆脱“同义”“近义”的框架，将研究视角转向中介语易混词，并对汉语中介语易混淆词的性质、特点、类型及测查方法进行了初步探讨，尝试构建汉语中介语易混淆词研究框架。   四、易混淆词研究的国别性  上面提到，必须通过两种语言的对比才能发现更多的易混淆词。众所周知，对比语言学最早是在外语教学的驱动下发展起来的。早期的研究者曾假设，母语和目的语相同之处，学习者容易掌握；不同之处则难以掌握，会受母语影响发生错误。但后来的研究没有完全证实这种假设，甚至发现了一些相反的情况。因此，对比分析的方法最近收到诸多非议。但是，“现有确凿证据表明，母语是影响第二语言习得的一个主要因素” [Ellis, 1994. P. 43]， 因此研究易混淆词时，还是应当充分重视词汇对比分析方法。 另外，第二语言学习者大多是成人，他们在学习目的语词汇时会较多利用母语的词汇知识，表现之一是特别容易联想母语中的对应词。当得知汉语中的某词对应母语中的哪个词后，他们往往会把母语词的组合关系或其它义位类推到汉语的对应词上。如“骑自行车、乘地铁”，这两个词组在外语中使用同样一个介词，英语中使用by，俄语中使用на或者五格名词，留学生可以类推出“*骑地铁”这样的错误。 为此有专家提出词汇教学的国别性，词汇教学要针对性强，按照国别制订相应的教学策略，目前有关词汇国别教学的论文大多以日语、韩语为主，有王顺洪的《中日汉字词缀比较》，孟柱亿的《韩汉两语中的误导词——蝙蝠词》，北京语言大学对外汉语研究中心2005级博士研究生萧频撰写的博士学位论文《印尼学生汉语中介语易混淆词研究》这是目前所知的第一篇系统探讨印尼语背景学习者汉语中介语易混淆词专文，这些研究为深入进行汉语中介语易混淆词研究奠定了基础。目前还没有对母语为俄语的汉语学习者易混淆词进行研究的先例，笔者开始做中亚及俄罗斯学生汉语中介语偏误语料库，并申请上中国教育部课题“中亚及俄罗斯学生汉语中介语易混词研究”（09YJA740094），下面举几个收集到的例子： （1）*对我来说，她的性格还可以,她是安宁的人。 留学生想表达的意思是“Она – человек спокойный.” 而“спокойный” 在俄语中常有的-搭配有“спокойное море 平静的海面”“спокойная улыбка 镇静的笑容” “спокойный 

ребенок 安静的孩子”“спокойное настроение 安宁的心情”， 汉语中 “安宁”一般不用于形容人的性格,这里要强调的是“她是个安静的人”。这个句子造成失误的原因是由于俄语中的“спокойный”所表达的词汇语义范围宽，即一个俄语的词的词义相当于多个汉语词的词义。 （2）*1999年12月31日俄罗斯总统让乌拉吉米尔·普京帮他在国内驾驶，2000年乌拉吉米尔普京自己当上了总统。他从2000年到2008年是俄罗斯的总统。 留学生想表达的意思是“当时的俄罗斯总统让普京帮自己在国内操控局面”，但是“操控、控制、驾驭”等词在俄语中有很多词对应，如“водить、вести、править、управлять”等等，也有很多搭配“водить машину (самолет) 驾驶汽车（飞机）， управлять самолетом 驾驶飞机，управлять страной 管理国家”， 留学生想表达 “驾驭、操控” 这个意思时， 不知道用汉语怎么表达，通过查字典发现有很多这样意思的词，于是随意选择了一个造成词语使用偏误。 (3)*现在乌拉吉米尔·普京在俄罗斯是一个最有名和敬爱的人。 留学生想表达的意思是“普京在俄罗斯是一个受人尊敬的人”或者“受人爱戴的人”，у

важаемый既可以翻译成“敬爱的”也可以翻译成“受人尊敬和爱戴的”，留学生搞不清楚



204                                      Î ‡ Ò Ò    Ó ÌÙ Û ˆ Ë ˇ  

 这两者的区别，所以造成词语误用，而且，这句话还错在“最有名”和“敬爱”两个词组的并列，在两个形容词并列时如果使用“最”，应该分别在两个词组前面重复使用“最”，正确的句子是“普京在俄罗斯是最有名的和最受人尊敬的人”。 （4）*2008年她（撑杆跳运动员）在北京奥运会首先安装了奥运会的纪录，然后安装举世闻名的纪录。 留学生想表达的意思是“她创造了奥运会纪录，然后创造了世界纪录”，“创造纪录”是“поставить (установить) новый рекорд”，“поставить” 同时也有 “安装”的意思 “поставить телефон 安装电话”， 由此生成了 “安装记录” 的错误， 另外， “举世闻名”和“世界”对于留学生来说也成了易混淆词。 这些词语使用偏误的原因只能从俄语和汉语的对比中才能得到解释，据笔者所知，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系统探讨俄语背景学习者汉语中介语易混淆词专文或专著，这一个空白有待于对俄语和汉语有着深入了解的有志于此研究的人们去填补，必将为针对俄罗斯和中亚学生的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有所帮助。   参考文献参考文献参考文献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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ЛЕКСИЧЕСКИЕ ОШИБКИ В УПОТРЕБЛЕНИИ БЛИЗКИХ ПО ЗНАЧЕНИЮ СЛОВ 

У ИЗУЧАЮЩИХ КИТАЙСКИЙ ЯЗЫК СТУДЕНТОВ ИЗ РОССИИ И СРЕДНЕЙ АЗИИ 

 

Независимо от родного языка наиболее серьезную проблему для изучающих китайский язык представляют 

собой лексические ошибки. При этом особую сложность вызывает употребление слов, имеющих синонимы и 

омонимы. В данной работе анализируются причины, которые приводят к типичному смешению подобных слов. 

Традиционно синонимы и омонимы определяются по нескольким критериям: принадлежностью к одной части 

речи, близостью по смыслу, функционированием в одной языковой системе. Однако такие критерии кажутся не 

слишком подходящими при обучении лексике в преподавании китайского языка как иностранного; слова, кото-

рые учащиеся рассматривают как близкие по значению, порой сильно выходят за рамки этого определения. Изу-

чение ошибок словоупотребления, охватывающее не только вопросы употребления синонимов, но и смешение 

слов, к этой категории не относящихся, расширяет поле лексикологически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В данной статье собра-

ны примеры частых ошибок смешения слов, свойственных студентам из России и Средней Азии, сделан вывод 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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необходимости изучения проблемы смешения слов в связи с родным языком учащихся. Вывод иллюстрирован 

примерами из созданной автором базы данных ошибок российских и среднеазиатских студентов, изучающих ки-

тайский язык.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лексические ошибки, студенты из России и Средней Азии. 

 
 

 

 

Zhu Xiaojun 

 

A STUDY OF THE CONFUSABLE WORDS IN CHINESE 

FOR THE STUDENTS FROM RUSSIA AND CENTRAL ASIA 

 

The most serious mistakes made by Chinese learners from different background of mother tongues are vocabulary 

ones, esp. the misuse of synonyms and homoionyms. This paper aims at the analysis of the causes of the vocabulary er-

rors. The traditional criteria to distinguish between synonyms and homoionyms are the consistency of word class, the 

proximity of meaning and the same language systems. The criteria are not fit to be used in the teaching of Chinese as 

second language because the synonyms and homoionyms that the international students accept spread far beyond the crite-

ria. In order to enlarge the scope of vocabulary study, this paper makes a further study of synonyms and homoionyms as 

well as confusable words based on the misuse of confusable words by the students from Russia and Central Asia. A con-

clusion is drawn that the study of confusable words are to be conducted in accordance with nationalities. The conclusion is 

illustrated by the Interlanguage Corpus of the International Students from Russia and Central Asia. 

Keywords: Confusable words, students from Russia and Central Asi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