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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者语言与二语习得研究
——《分析学习者语言》评析

唐承贤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外国语学院，江苏南京210016)

摘要：学习者语言是考察学习者二语知识和应用能力的数据来源。也是揭示影响二语习得因素的信

息来源。如何分析学习者语言对认识二语习得的过程十分重要。<分析学习者语言>一书介绍了12种分析学

习者语言的方法，它们对二语习得研究者和外语教师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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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R0d Ellis是一位资深的二语习得(SLA)教学与

研究专家，著述丰硕，现任新西兰奥克兰大学语言

学与应用语言学系教授。A加加孵k删r L髀

∥咿(<分析学习者语言>)一书是Eui8与G．
B盯khuizen【，恰著的一部新作。由牛津大学出版社于
2005年出版。该书通过介绍SLA研究者用以分析

学习者(口头和书面)语言的不同方法向读者展示

了SLA研究的相关理论和历史发展，因此，本书可

谓是一部集SLA研究方法、理论和历史发展于一体

的力作。全书共有十五章，按照内容可分为三个部

分：第一部分包括第一、二章，是本书的导入篇；第

二部分包括第三章至第十四章。为方法篇；第三部

分是第十五章。为结束篇。

二、内容简介

第一章“Introduction”交代了作者写本书的目

的：通过介绍用以分析学习者语言的不同方法，揭

示SLA研究领域中的不同发现．以使读者能够对学

习者的语言展开独立的分析和研究。此外，作者还

就本书的选题以及二语习得、学习者语言和研究范

式(re眈arch p啪di鲫)等话题一一作了阐释。
第二章“CouectirIg髓mples of le锄er l锄一

guage”讨论了收集学习者语言样本的目的和待收集

的三类学习者语言样本：非语言使用数据、学习者

的口头或书面语言样本以及学习者关于自己学习

情况的报告。本章重点介绍了第二类语言样本中自

然发生的、临床诱发的(cliIlically elicited)和实验诱

发的(experimenta_uy elicited)三种语言样本以及它

们之间的区别和联系、收集方法、注意事项和语言

样本的效度等问题。

第三章“Ermr Analysis”是分析学习者在口语或

书面语中所犯错误的一种方法。本章介绍了错误分

析产生的历史背景和发展，论述了与其相关的天生

主义语言学习理论和中介语理论，同时讨论了开展

错误分析的具体步骤及其实施和应用，最后总结了

错误分析的几点不足。

第四章“Obligatory occ硒ion analysis”是考察学

习者正确使用某些语法特征的一种分析方法。目的

是确定这些语法特征的习得顺序(acquisition or．

der)。本章介绍了SLA最早应用必需场合分析的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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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研究以及开展词素研究的历史背景和理论背景。

同时讨论了开展必需场合分析的五个基本步骤及

其应用，最后指出了必需场合分析的重要性和局限

性。

第五章“Frequency analysi8”是研究学习者语言

多变性(v撕ability)的一种分析方法，旨在通过比较

不同阶段学习者在同一语法特征／结构上所使用的

不同语言变体的频率以确定其习得序列(acquisition

∞quence)。频率分析独立考察学习者语言，避免了

其他方法因参照目标语的标准而犯的“比较谬误”

(compamtive矗lllacy)。本章结合实例重点讨论了开

展频率分析的六个步骤．同时指出了频率分析在

SLA研究中的重要性以及对语言教学的启示作用。

第六章“Functional a眦lvsis”也是研究中介语多

变性的一种分析方法，分为形式一功能分析和功能一

形式分析两种。前者从语言形式出发分析和确定该

形式使用的功能模式。以揭示学习者如何使用语言

形式满足交际需求；后者从功能出发分析和确定用

以实现该功能的形式模式．以揭示交际需求如何促

进二语习得的发展。此外。本章还讨论了开展形式一

功能分析和功能一形式分析的基本步骤。并结合实

例进行了应用说明。最后，作者客观分析了功能分

析的贡献和局限性。

第七章“Analy8ing∞cur∞y’complexit)r，and

nuency”讨论的是测量学习者语言的准确性、复杂性

和流利性所涉及的不同手段及其在SLA中的应用。

SLA研究发现。学习者在处理语言信息时很难做到

准确性、复杂性和流利性兼顾。Sk“跚认为造成这

种顾此失彼的原因可能是学习者在处理语言输入，

输出时其工作记忆出现超载，也可能与二语知识在

学习者头脑中的表征形式以及任务的性质和实施

有关。阁这种分析方法的意义在于揭示学习者的心

理语言层面．有助于更好地认识二语习得的过程。

然而，作者指出本章讨论的不同测量手段也存在着

定义不够严密、评判间信度有待提高等问题。

第八章“Int哪ctional anaJysis”讨论的是在语篇

分析理论和方法的框架下考察学习者参与互动交

流时的语言输出。分析其语义、语用和结构构型

(s咖ctu脚co吐guration)，旨在发现那些有助于二语
习得的互动特征。互动式分析涉及宏观和微观两个

层面。本章重点讨论了微观层面，包括互动中的意

义沟通(negotiation 0f meaning)、交际策略和错误纠

正以及它们在SLA研究中的应用。同时，作者根据

相关的SLA研究提出了如何开展互动式分析的一

般性指导原则。并结合实例进行了详尽的应用说

明。

第九章“Convells砒ion analysi8”是从会话参与者

的视角按话轮逐一分析学习者在会话过程中如何

使用语言和如何学习语言．旨在发现那些有助于二

语习得的会话特征。本章讨论的内容主要涉及话轮

交接(tum—taI(ifIg)、话轮的次序组织(∞quence or-

ganization)和话轮的修正(repajr)，以及开展会话分

析的一般性指导原则及其实施和应用。本章最后指

出了会话分析的两点不足：(1)会话分析是对语言

学习的行为分析而非认知分析；(2)会话分析是对

语言使用的描写而不是对语言习得的解释。

第十章“S0ciocultural method8 of柚alYsis”讨论

了Vygotsky等人创立的社会文化理论。该理论认

为，学习者与教师／学伴的互动合作对话将引导语言

学习。最终使语言形式和功能内化、学习者达到自

我调控(senregulation)。本章深度讨论了社会文化

理论中的中介作用(mediati仰)、活动理论(activity

tlleory)、最近发展区(zone of pr呱imal devel叩ment)

等概念及其在SLA研究中的应用，并从社会文化视

角提出了一个分析学习者语言的指导框架．同时结

合实例进行了应用说明。最后，作者指出社会文化

的SLA研究不论是其理论还是其方法都有待进一

步发展。

第十一章“Codi醒data qu址“出vely”是建立在

人类学和社会学基础之上的一组归纳性的质化式

研究方法。质化式研究的对象是通过观察、访谈、内

省或反省等手段收集的学习者质化式语言数据，包

括现场记录、访谈转写、回亿材料等文本形式。通过

质化式编码．即按主题和范畴抽象地组织学习者语

言数据，研究者可以更好地分析和解释学习者语言

中所表达的内容和思想。本章重点讨论了质化式研

究中的编码方法和应用。涉及学习者语言样本的选

择、数据的管理和约简、开放式编码、模式的确定、

数据的展示形式等。作者最后指出质化式研究方法

的使用～定要与研究问题相匹配。

第十二章“Critical approach镐to柚a1)rzing

1e啪er language”是从学习者的社会文化、政治经济

等环境因素对学习者语言学习和动态构建其社会

身份所产生的影响方面深度分析了学习者语言文

本的表层和深层意义，揭示和解释语言学习者的社

会身份、权力关系以及对语言学习的投入这三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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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关系，全面认识二语习得过程。由于这种方法

过于强调人的社会环境。所以作者建议它应与重视

文本分析的“批判性语篇分析方法”(critical dis．

cour∞analysis)结合起来使用。

第十三章“Me泖hor觚alysis”是通过分析二语
学习者使用隐喻谈论自己的学习来揭示他们对所

学语言、学习过程以及学习过程中遇到的问题的真

实感受．进而考察学习者对二语习得的认知情感。

本章重点讨论了如何识别和解读学习者自我报告

中所使用的隐喻，尤其是如何开展隐喻分析，涉及

学习者语言样本的收集、语言隐喻和概念隐喻的区

分、数据处理的信度和效度，并结合实例进行了应

用说明。

第十四章“Compute卜b鹪ed analy∞8 0f le锄er

hngll印”是非本书作者所写的惟一一章，为语料库
研究专家Michael B盯low所写。本章重点讨论了学

习者语料库的设计与编辑以及学习者语料库的研

究．目的是借助计算机分析学习者语料库以揭示二

语习得的本质。学习者语料库研究需要建立一个至

少拥有数十万个学习者用词的语料库，同时要存储

学习者个人的相关信息，并用身份号码将这些信息

与赋码后的语言数据联系起来。然后。通过语料库

分析软件检索和分析学习者语料库以显示和量化

与不同学习者、不同环境相关的词汇一语法模式；或

通过母语者一非母语者语料库的比较来发现中介语

中过量或少量使用和误用的语言形式及其特征；或

通过非母语者一非母语者语料库的比较以发现不同

母语背景的学习者在语言使用和语言发展上的共

同特征。最后，作者还就扩大学习者语料库的范围

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第十五章。结束语”(Conclusion)是对本书内容

的简要总结。

三、本书简评

二语习得研究要描写和解释二语学习者的语

言能力，网15·附而学习者语言是考察二语学习者的
语言知识和应用能力的主要数据来源。也是研究者

了解二语习得过程的主要证据。即由此可见，学习

者语言对二语习得研究十分重要。<分析学习者语

言>一书通过介绍学习者语言的不同分析方法给读

者勾勒出了一幅SLA研究发展的多维图。反映了

SLA理论与研究问题的广泛性和多样性，同时也表

明研究者对SLA的不同认识。

1．不同的分析方法反映了不同时期的研究问题

及其理论基础

本书的重点是第二部分(3—14章)，一共介绍了

12种分析学习者语言的方法。除了第十四章外．其

它11章(3—13章)介绍的分析方法都涉及到相关方

法的历史回顾和理论背景的讨论。例如，第三章讨

论的错误分析方法是所有分析学习者语言方法中

历史最悠久的，可追溯至18世纪的规定语法(即规

定一些语言形式禁用规则)。这一方法沿用至今，体

现在不同时期出版的常用错误辞书之中。但作为调

查学习者如何习得二语的研究工具。错误分析的历

史不长，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替代当时业已失

宠的“对比分析”。错误分析产生的理论背景涉及天

生主义语言学习理论和中介语理论。天生主义语言

学习理论强调语言学习是发生在大脑“黑匣子”中

的认知过程；根据这一理论。语言输入通过预置的

认知官能进行内部运算，生成知识系统，然后在实

际交际中得到运用(即输出)。认知机制决定什么样

的输入予以关注以及关注的语言输入如何作为二

语知识加以处理。蝈中介语理论则将学习者的中介

语视为隐性的语言知识体系．具有系统性、过渡性、

可渗透性和多变性等特征。并可能出现“石化”。朔由

此可见，本书的覆盖面非常广；既有相关分析方法

的详细介绍。也有每种方法所涉及的主要研究的综

述和相关理论的回顾，其时间跨度从上世纪60年

代兴起的错误分析到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开始出现

的隐喻分析．使读者不仅能够了解到各种分析学习

者语言的方法．而且对SLA的本质、近几十年的

SLA研究发展动态以及相关的二语习得理论等都会

有一个较为全面的认识。

2．不同的分析方法反映了研究者对SLA的不同

认识

本书3一lO章介绍的分析方法体现了研究者对

SLA的不同认识．这些不同的认识主要包括：(1)内

外参照标准；(2)二语能力与二语水平；(3)二语习

得的语篇语境；(4)二语使用与二语习得的关系。

(1)内外参照标准。学习者在二语习得时参照

的二语母语者的标准为外部标准。从这个意义上

说，错误分析、必需场合分析以及第七、八章介绍的

分析方法都是建立在此标准之上的。即这些方法是

按照学习者使用目标语的准确程度来衡量二语习

得的。Bley—Vroman认为，这种按照母语者的标准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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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学习者语言是一种“比较谬误”(comparative最llla．

cy)，无法揭示中介语的内部系统。班lG部s和Selinker

也认为这种比较标准使研究者失去了学习者自我

构建的规则标准(即内部标准)。脚1因此。为了避
免这种比较谬误，SLA研究者应按照学习者在不同

的语言发展阶段所确定的内部标准来独立审视中

介语，以正确认识中介语发展的动态性特征。本书

介绍的频率分析、功能分析、会话分析以及基于社

会文化理论的分析等方法就是建立在学习者内部

标准之上的，是揭示中介语发展的动态性特征的有

效方法。

(2)二语能力与二语水平。根据Richards等人

的定义，语言能力是一个人的内化语法，而语言水

平则是一个人使用语言的熟练程度。l娜从心理语

言学视角出发的SLA研究者倾向于将学习者语言

视为是语言能力的体现。而语言测试人员和外语教

师则更喜欢将学习者语言视为是语言水平的反映。

在3—10章中只有第七章介绍的分析方法是从语言

水平看二语习得的，而其它几章所讨论的方法则基

本上是从语言能力视角看二语习得的。作者认为这

两种视角各有优点：从语言能力看二语习得可详细

描写中介语的发展，而从语言水平看二语习得可使

二语习得的描写更加宽泛和完整。

(3)二语习得的语篇语境。学习者语言可视为

是脱离语境的话语集。也可视为是学习者与他人互

动产生的连续语篇。前者反映在错误分析、必需场

合分析、频率分析和功能分析等方法中。不过这些

方法也不是完全忽视学习者语言的语篇语境．只是

不从语篇上考察每个话语的构建。然而。互动式分

析、会话分析和基于社会文化理论的分析等方法则

坚持语篇有助于学习者话语的生成这一观点．并通

过学习者参与的互动活动理解和描写每个话语。同

时，要回答学习者如何习得二语语言能力和语用能

力也必须考察学习者话语的语篇语境。总之．作者

认为二语习得的语篇视角是多维度和发展的。

(4)二语使用与二语习得的关系。这些不同的

分析方法反映出所有SLA研究者都认为学习者语

言是探讨二语习得的主要数据，也在一定程度上体

现了学习者的二语能力或水平。但他们的分歧是．

哪一种二语使用最为根本?作者认为，不同类型的

学习者语言数据虽然反映了学习者的不同语言知

识和应用能力。但自然发生的二语使用数据是二语

习得的最好证明。因为这类数据揭示了学习者的隐

性二语知识，而临床诱发或实验诱发的二语使用数

据(它们是用以考察自然发生的二语数据中鲜有出

现的那些语言特征)能否揭示学习者的隐性二语知

识值得怀疑。需要指出的是，本书11—13章介绍的

分析方法涉及到学习者的访谈文本、书面报告、日

记等自我报告性语言数据．这类数据所提供的信息

反映的是影响学习者二语习得的因素。是二语学习

者语言学习的“意识形态语境化”(ideological con-

textuali鄹tion)o

3．本书的意义：重视实践。实用性强

G鹊s和selinker指出，要想了解二语习得过程，

一个重要的环节就是亲身体验语言数据的分析和

解读。附《分析学习者语言>一书是作者多年在英、

美、南非、日本、新西兰等国给研究生讲授SLA课程

的经验之总结，因此，书中介绍的分析方法和选用

的实例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在本书涉及学习者语言

分析方法的各章中。作者除了详细介绍开展每种分

析方法的具体步骤或一般性指导原则外，还结合一

些典型实例予以深入细致的应用分析和说明，同时

配以精选的练习题让读者去动手实践，以使他们能

够掌握每种分析方法。这也是作者写本书的首要目

的。

四、结束语

学习者语言是外语教师经常需要面对的，而如

何分析学习者语言也是外语教师必须要解决的一

道难题。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国的外语教师在阅读

本书时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选择恰当的分析

方法，开展自己的二语习得研究，以取得理想的研

究效果。本书的缺憾是它不是一部完全意义上的研

究方法专著。所以读者若想了解如何选题、如何设

计研究方案、如何进行数据收集和统计等问题还须

参阅相关的研究方法专著。如刘润清、【1l】文秋芳、【竭

seliger&Shoh啪y、【13】Nu眦n等。【1幄不可否认的是，
《分析学习者语言>一书无疑是这些著作的一个有

益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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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似文献(10条)

1.学位论文 崔春 更正性反馈任务的研究——英语口语课堂中教师对学习者语言所采取不同方式更正性反馈的研究

 2006
    此论文旨在研究英语课堂中更正性反馈的作用。先前的研究表明，教师使用了多种更正性反馈，而且重新更正错误是最普遍出现的，然而，其却是

最不具有效果的一种更正性反馈。大多数非母语英语课堂的指导理论都与作为外国语的英语课堂的理论有所差别。在二语习得研究领域，更正性反馈的

意义特别是重新更正错误这一方法，正在被更多的研究者所一致认同。由于更正性反馈涉及口语和写作，而且大部分的研究理论都是停留在口语方面

，因此本论文以此为中心而展开。虽然在短时期内仅更正性反馈不足以说明这个问题，但从得到的反馈机会的有效性和接下来的表象却证明了其作用

，并成为判定其效力的一个重要因素。

    研究结论显示，更正性反馈的行为和及其产生的效果是一个复杂的研究对象。本论文提出了更正性反馈的研究方法--英语口语课堂中教师对学习者

语言所采取不同方式更正性反馈的研究。

2.学位论文 法小鹰 语用负迁移及其对跨文化交际的作用 2006
    现代经济的高度全球化增强了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相互交往的意识和愿望，高科技的迅猛发展，尤其是现代传播通讯技术以及迅速便捷的交通

运输工具的发展和进步，带来了全球性的时间和空间的紧缩,使得人们面对面的交往更加频繁。跨文化交际因此成为人们日常生活、工作和学习的重要组

成部分。然而,在人类进行跨文化交际的过程中,文化差异会给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之间的相互理解和沟通带来极大的困难和干扰。面对交际障碍,人们往

往下意识地把本民族或本国的社会语言规则和文化规约作为观察和评判别人的行为准则, 语用失误由此产生。而语用负迁移一直以来都被认为是造成语

用失误的首要因素, 大量研究集中在如何克服语用负迁移对跨文化交际的负面影响上，而忽略了它的正面作用。因此，跨文化交际者把语用负迁移当成

跨文化交际中的障碍,而没有充分利用它的正面作用来促进跨文化交际的成功。本文提出应辩证地看待语用负迁移对跨文化交际的负面影响，并分析了其

积极意义。

    文章首先给出了“文化”、“交际”以及“跨文化交际”等概念的定义并分析了跨文化交际理论研究的现状。一些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认为，文化

即是交际。跨文化交际中，由于文化因素上的差异，交际行为在不同的文化中往往产生不同的意义，语用迁移难免会造成理解失误或交际失败。　

    语用学是研究语言符号与使用者之间关系的学科，其在跨文化交际研究中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随着语用学的发展，各种跨门类的语用学相继出

现。语际语用学作为一门新生学科，我们既可以把它归入跨文化语用学的领域，也可以视之为二语习得研究的一个分支。语际语用学研究二语学习者如

何理解和实施言语行为及该能力的发展过程。

    语用迁移是语际语用学所研究的重要内容。根据所迁移的语用知识，语用迁移可以划分为语用语言迁移和社会语用迁移两类。根据迁移所产生的效

用划分，语用迁移通常还可分为:语用正迁移和语用负迁移。

    语用负迁移指学习者将母语里关于某个言语行为的语用知识搬到了目的语里来表达同样的言语行为，但是这种从母语里迁移到目的语里的语用知识

不同于目的语里已经存在的理解和表达同样的言语行为的语用知识。因此，语用负迁移又经常被理解成学习者语言和目的语里都同时可以找到的、相互

不同的语用知识。

    人们常对语用负迁移产生误解，认为负迁移带来的必定是负面影响。因此，语用负迁移无疑是跨文化交际中最不受欢迎的一种现象。所以人们总是

在努力研究怎样才能避免语用负迁移的产生。但事实上，语用负迁移这种现象是一种必然且会相对持续的语言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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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就本族语者对语用负迁移的态度作了调查分析，认为在跨文化交际中，部分语用负迁移较无语用负迁移和较多语用负迁移更

为本族语者所接受，也更有益沟通。语用负迁移并不一定会导致交际的失败，反而在跨文化交际中有利于平衡双方的交际地位和交际心理。

    作者就说英语的非本族语者对语用负迁移的态度作了调查，调查对象包括60名中国EFL大学教师和90名中国EFL大学学生。调查结果显示大部分教师

过度强调了语用负迁移的负面作用。而这种对语用负迁移的误解给学生的跨文化交际带来种种负面影响。首先，对语用负迁移的误解使学生在用目的语

进行交际时感到极大的压力。其次，对语用负迁移的误解使学生用目的语交际时回避困难。最后，对语用负迁移的误解也间接造成学生最终学到的是

“哑巴外语”。

    当我们客观地看待语用负迁移时，我们会发现语用负迁移的出现意味着跨文化交际者正经历着一个积极的学习过程。既然我们已经明白在跨文化交

际过程中，语用负迁移的出现是不可避免的，那么我们就应当欣然接受这种现象，并充分利用这种现象来促进跨文化交际。我们将语用负迁移看作是一

种学习策略、交际策略并且是学习者对学到的目的语知识不断内化的证明，从而逐渐减少语用负迁移的出现。

3.学位论文 徐捷 英语学习者写作偏误研究 2006
    本文采用二语习得研究常用的实验、分析等研究方法,对非英语专业英语学习者的写作偏误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有关外语教学

的启示,以期对母语为汉语者的英语学习者偏误的认识和外语教学提供一定的参考.

    全文共分为六个章节:

    第一章引言阐明选题的意义,说明研究目的,界定研究的范围,并对本文结构做出简要概述.

    第二章对二语习得中学习者偏误方面的有关文献进行综述.

    第三章设计了一个以写作测试为主要形式的实验.考察并收集了随机抽取的学习者作文样本中出现的偏误.

    第四章对所收集的作文样本中的偏误进行了定量和定性分析,并从语言知识、语言学范畴及偏误根源三个方面分析统计数据,得出偏误分布规律和出

现频次.研究表明:

    一、句法偏误是导致学习者写作偏误的主要原因,语义偏误仅次于句法偏误.

    二、从偏误产生的根源来看,语际偏误稍显著于语内偏误,学习者的大部分目的语使用偏误是由母语的语言规则特征干扰造成的.

    第五章根据实验结果,作者对外语教学提出了一些建议,以期与有关教师探讨如何正确认识学习者语言偏误,调整教学内容和方法,开展有的放矢的补

救性教学,提高教学质量.

    第六章结语部分总结了本文的要旨并提出了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4.学位论文 唐雄英 从二语习得视角研究写作测试任务难度 2003
    该论文在阐述二语习得的研究结果对于语言测试影响的基础上,借用斯基汉(1998)在任务型语言教学研究所取得的成果,即以认知负担来预见任务难

度的这一视角,研究了两个问题:1)不同认知负担是否对写作测试任务的被试成绩具有预见性:2)被试自己对任务难度的理解与其实际成绩有何关系.二语

习得与语言测试的接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在应用语言学领域产生的话题.二语习得与语言测试在各自发展过程中相互独立,它们集中研究了与自己学

科密切相关的问题,各自形成了一些相对比较稳定的研究方法和视角.但由于此两门学科同属于应用语言学,具有许多共同感兴趣的研究领域,在方法与观

点上可以互相借鉴,相得益彰.二语习得在其形成一门独立的学科之后,吸纳了多种学科的理论与方法,但主要是受到了语言学,社会语言学研究成果的影响

.随着二语习得研究的不断深入,当前的认知心理学与语言心理学对其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其影响表现在语言心理学认为对语言学习者语言行为的研究应

注重对其过程的研究,语言行为是一个复杂、多元的过程;每一次语言行为都是学习者内在认知资源(注意,记忆等)竞争的结果等等.由于受认知资源的限

制,语言行为中语言流利性、准确性、复杂性这三个方面很难同时兼顾,语言复杂性的获得就有可能以语言的流利性与准确性为代价.过去,交际教学常常

照顾了语言的使用,而忽视了语言形式的掌握.建立在语言心理学基础之上的任务型教学使这两方面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斯基汉(1998)在分析语言任务特点

的同时,提出不同任务特点会导致不同程度的认知负担,并建立了用任务中的认知负担来预见任务难度的模式..以上二语习得的研究成果为在语言测试领

域中发展任务型语言测试,尤其在测试任务的特点和难度的研究方面提供了切实有效的基础.目前,由于以选择填空及其他分立型测试项目为主的语言测试

已不能满足对被试实际运用语言能力进行测量的要求,注重考查被试用语言办事能力的任务型测试已成为语言测试界研究的热点,研究不同性质的任务如

何影响受试者的语言成绩,及如何确定任务难度是实现任务型语言测试的前提.该篇论文运用了斯基汉(1998)有关认知负担的模式来考查写作测试任务的

难度.研究主要分析了两种不同的写作任务的特点,确定了这两种写作任务的认知负担,并通过多种数据分析手段分析了受试者的实际写作成绩,以确定认

知负担对任务难度的预见性.该论文另外还考查了受试者自己对写作任务难度的理解与其实际成绩的关系,以确定受试者自己对写作任务难度的理解是否

具有可靠性与参考价值.研究结果发现受试者在完成不同认知负担的写作任务时所表现出来的成绩有明显差异,表明认知负担与成绩具有一定的关系,但未

发现被试的注意会由于认知负担的增加明显偏重语言复杂性而舍弃语言的流利性与准确性;被试自己对写作任务难度的理解与其实际成绩的关系则比较复

杂,不能认为受试者自己对写作任务难度的理解具有可靠性.论文意在通过对任务难度的研究促进对任务型语言测试的研究开发与使用.

5.学位论文 文辉 对西南师范大学英语专业一至三年级学生英文作文错误的比较研究 2006
    20世纪70年代初，对中介语的正式探讨已有三十多年。中介语是学习者学习第二语言和外语的动态发展过程。中介语理论弥补了错误分析理论的不

足，把语言学习者作为研究中心，揭示了第二语言或外语学习的一般规律，丰富了第二语言习得理论。Nemser(1971)和Tarone(1983)认为，大多数语言

学习者总是处在中介语连续体的某个阶段；而在这个连续体上，学习者在二语口语或书面语应用中不可避免会出现错误；

    20世纪50～60年代，以行为主义心理学和结构主义语言学为理论基础的对比分析理论被广泛应用到对语言学习者错误的分析。

    60年代末70年代初发展起来的以认知心理学为理论来源的错误分析理论，对学习者错误进行总结、分类并分析产生错误的原因。错误分析理论以中

介语(过渡语)理论为基础，错误分析理论弥补了中介语理论的不足：把语言学习者作为研究中心，揭示了第二语言或外语学习的一般规律，丰富了第二

语言习得理论，将错误看作是外语学习的必然过程。错误分析从一开始便与语言教学紧密结合：对学习者的语言错误进行分析是衡量其语言知识的掌握

程度的一个尺度，对以培养语言综合运用能力为目的的写作教学来说尤其具有实际价值。

    在中国，英语是在非目的语环境(非自然环境)的课堂中有意识地学习的。由于英汉语语系不同，中国外语学习者的中介语错误更是不可避免。在二

语习得研究中，错误已不再被看作是学习者学习能力低下的标记，而是学习者学习的一个手段，是说明学习者语言学习方式和策略的依据。因此，对中

国大学英语专业学生写作错误的分析和研究，了解他们中介语发展的特点，对掌握其外语发展水平，对提高学习者自身的学习能力，减少其犯错的可能

性以及改进中国大学英语专业教学乃至大学英语教学都有现实意义。

    本研究以中介语理论、对比分析理论、错误分析理论以及迁移理论和相关的国内外研究成果作为主要的理论基础。首先，通过学生作文抽样和问卷

调查的定量和定性的混合设计，进行了数据的收集：从西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的本科一、二、三年级上交的142份同题目同要求的作文中各年级

各抽取三十份出来作样本，(除去字迹难以辨认和不合写作要求之外；题目和要求详情见附录一)；因为刘电芝(1997)认为，在教育学和心理学统计上

，只有样本数量在三十或以上统计结果方才具有可靠性和有效性；其中，专业大一被设定为“初级组”(EG)，专业大二被设定为“中级组”(IG)，专业

大三被设定为“高级组”(AG)。其次，分别按语法单位、语言学范畴和错误来源选定变量，对三个不同水平组的专业学生写作中的错误进行了确认、归

类，利用简单统计表统计出每种变量在这三个水平组上出现的错误频率和所占相关的百分比；再使用简单统计表、SPSS13.0软件制作出的统计图和卡方

检验来相互比较分析说明每个水平组的错误分布情况和语内/语际错误随语言技能/英语水平的提高而出现的发展趋势。最后，作者分别从每个水平组中

随机抽出两个同学参加开放式问卷调查，以便补充了解学生书面语错误的原因。本研究采用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的混合设计，从上述三方面，以期回答

下面的问题：

    1.英语专业学生学习中最大的障碍和挑战是什么?

    2.对英语专业学生，可以淡化或者甚至略去语法教学吗?

    3.语法单位上和语言学范畴上的错误是怎样受语内、语际因素的影响的?

    4.随着年级的提高和英语水平的提高，西南师大英语专业学生作文中语内错误数量上是否不断超出语际错误?语内和语际错误所占比例的发展趋势是

什么?

    5.三个年级的英语专业学生英语学习达到了什么境界?他们各自建立起了英语思维吗?

    通过分析，本研究得出以下初步结果：1.词汇错误占了所有错误中很大部分数量和比重，这表明词汇即使对于西南师大英语专业学生来说也是最大

障碍和严峻挑战。

    2.尽管前些年外语教学界曾有人呼吁淡化语法教学；但本研究表明，即使对于英语专业学生，也不能轻视对语法能力和语法使用能力的培养；相反

，还应该巩固和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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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语法上的或语言学范畴上的单位越大，越容易受到语际因素(母语干扰)的影响，而受语内因素影响越小。

    4.随着语言技能(1inguisticskills)和英语水平的提高，西南师范大学英语专业学生作文中语内错误数量上总体上超出语际错误。语内错误所占比

例的发展趋势总体上是越来越大，而语际错误所占比例是越来越小；这种趋势发展得明显，但不总是稳健和平衡。

    5.三个年级学生都基本达到了通过英语学习英语的境界。他们都初步建立了英语思维模式。

    根据以上结论，本研究对西南师范大学英语专业教学乃至全国高校英语专业教学，尤其是写作教学提出了以下启示和建议：

    1.英语专业教学仍然不能弱化词汇教学，反之，还应该继续巩固和强化以期应对和克服这一最大障碍和挑战。

    2.英语专业学生仍需巩固和加强语法能力和运用能力，尽管外语教学界曾经有人呼吁应该淡化语法教学。

    3.英语专业写作教学如何减少越大的语法单位和语言学范畴受母语更大干扰，是师与生要共同引起高度重视和亟待解决的难题。为此，英语教学中

应该加强语言输入，这有利于input-intake-output这一过程的转化；从而有助于写作出更加准确、地道的英语。

    4.为了使英语水平和语言技能不断提高的专业学生更大程度地减少语际错误，以及尽量减少语内错误：教学中要加大input的输入；更多留心和刻意

比较两种语言规律的异同；在训练其它语言技能时也要对其异同充分在意；努力提高学生尤其在外语输出时的英语思维能力和水平。这将是一个长期艰

难的过程。

    5.三个年级的学生都基本上达到了通过英语学习英语的境界，都初步形成了英语思维方式，但境界和思维方式的层次不同；如何使这种层次逐步提

高，可以说关系到整个高校英语专业学生学习的成败；为尽力实现这一目标，比如，提倡学生尽早使用单语词典，提倡学生用英文解词和作笔记，多看

英文电影、小说或期刊杂志，多听英文广播节目，多多背诵、朗读和演讲，等等。

6.学位论文 张立昌 中国学生英语关系从句习得研究 2006
    作为世界上各种语言中普遍使用的递归手段，关系从句的研究一直是语言学和二语习得研究的热点。但对于中国学生二语习得研究者来说，却是一

个难点，因为英汉语关系从句不仅存在较大的差异，而且在习得过程中中国学生还表现出“回避”的倾向。那么，中国学生对关系从句的习得有什么规

律，语言差异对习得有什么样的影响，学习者对关系从句回避的本质又是什么呢?

    此前对于关系从句习得的研究大多是针对形式方面的差异进行的。笔者的研究发现，英汉语关系从句不仅存在形式方面的差异，而且在使用频率、

分布和语义功能等方面都有较大的差别。本文从语义功能，即从句和先行词或主句的语义关系入手，研究中国学习者在关系从句习得过程中的规律和特

征。

    本文首先对英汉关系从句从形式、功能和在小说文本中使用情况进行比较，发现英汉关系从句不仅在形式、功能和使用频率上都存在较大的差异

，而且发现受功能等因素的影响，关系从句在源语言文本和翻译文本中存在较多不对等的现象，由此笔者提出一个假设：学习者母语中关系从句的使用

数量和与英语关系从句之间的功能差异会对中国学生关系从句的习得产生较大的影响。

    本文所用的数据来自于桂诗春和杨惠中教授所建立的《中国学习者英语语料库》(CLEC)中的ST2、ST4和ST6三个子库，每个子库约20万字。所有语料

分别来源于高中，大学3-4年级非外语专业和大学3-4年级外语专业的学生，代表低、中、高三个语言能力层次。笔者先用语料库提供的检索软件

Wordsmith检索出三个子库中有关系代词(that，which，who，whose。whom)引导的关系从句，然后从语言功能和语言错误两个角度进行标注，再用电脑

word系统中的统计软件进行分类统计。最后对统计所得数据从定性和定量两个方面进行分析和讨论。

    本研究对关系从句的教学和研究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它有助于教育工作者对于明确英汉语关系从句的差异，避免因对于关系从句性质理解的偏颇

而产生训练迁移，从而能帮助学习者更全面的掌握关系从句。在理论上，本研究侧重于对功能方面差异的研究，对关系从句习得乃至于二语习得的研究

有一定的启发作用。

    本研究主要有以下几点发现：

    1)中国学生关系从句的习得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受到母语特征、目标语特征、普遍语法和学习策略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

    2)在习得过程中，学习者关系从句的使用范围逐渐扩大，具有不同功能的关系从句的习得顺序具有可预见性：学习者首先习得限制性关系从句，然

后是一般性的非限制性关系从句和句子性关系从句，最后是连接性关系从句。

    3)中国学习者对关系从句的回避在不同层次的学习者中大量存在，但回避是一个暂时性现象，随着学习者语言水平的提高，回避的数量逐次降低。

    4)学习者错误呈不均匀分布。在类型上，以形态迁移引起的错误为主，在数量上，主要出现在低水平的学习者语料中。

7.期刊论文 杜小红 多媒体网络在二语习得研究中的运用探析 -理论月刊2004(10)
    本文借助多媒体网络在外语学习者语言输入和输出方面无可比拟的优越性来研究二语习得,试图为二语习得研究打开一个新的视域.这对提高中国外

语学习者的输出意识和输出能力也将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

8.学位论文 钱薇薇 协商互动与学生即时输出——基于中学英语课堂的实证研究 2005
    协商是指学习者和对话者之间在预测、觉察或遇到交际障碍或需要进一步提供信息时对话语进行的修改、重构和推进。二语习得研究者普遍认为

，协商能为学习者提供更多的可理解性输入，提醒他们对语言形式的注意，并为他们提供更多的机会进行输出以检验中介语的假设，且协商的过程也符

合建构主义“学习者通过与他人或环境的互动来建构知识”的观点。八十年代初第二语言课堂研究兴起，研究者开始注重课堂的互动层面，将教师与学

生之间的互动与学生的语言习得发展联系起来，探求它们之间的关系。但是国内基于课堂的二语习得研究还未形成系统，对课堂互动和教师话语的实证

研究更是屈指可数。有鉴于此，本文从心理语言学的互动理论出发，描述了中学英语课堂中师生互动特征中的协商状况，教师在协商过程中如何促进学

生输出，以及学生对此的反应。

    本研究首先分别描述了中学课堂话语中协商互动和非协商互动的频次，意义协商、形式协商和内容协商的分布，教师发起协商和学生发起协商的频

次，以及各类协商与课堂活动的关系。然后以FLIAS中对于言语行为的分类，对教师在协商过程中促进学生输出的方法进行了分类和统计，并对学生相应

的反应进行了量和质的分析。研究得出以下结果：

    首先，协商互动在课堂中占很小比例，且没有学生主动发起的协商；教师似乎更愿意与学生就意义和内容，而不是形式，进行协商。其次，教师运

用了多种方式发起协商，但并不是每种方式都能创造机会让学生有更多数量和更高质量输出。有些发起方式侧重于输入的可理解性；在那些为学生创造

输出机会的方式中，学生对应的输出数量和质量也各不相同。总的说来，中学英语课堂中的协商为学生和教师达到共同理解，修正话语和推进对话方面

具有很明显的作用，但是这种作用似乎并未被教师充分的利用于提高学生的语言运用水平。

    以上研究一方面对课堂教学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即教师作为课堂的中介者和课堂交际的参与者，可以通过协商互动为学习者创造更为有利的语言

环境、认知环境和情感环境，促进学习者语言技能和交际技能的提高；另一方面，也说明了课堂研究的巨大价值和潜力。

9.学位论文 胡蓉 英语口语课堂中教师重述对学生口语产出的影响 2010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交际法逐渐应用到第二语言课堂教

学中，教师与学生间的互动成为了二语习得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在

各种类型的师生互动中，教师的纠错性反馈语对于外语教学的效果，

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作为最常见的纠错反馈语之一的”重述”是

近年来外语教学和第二语言学习研究，以及第二语言课堂研究的热点

问题。国外二语习得和教学研究对于重述给与了充分的重视，不仅进

行了大量的课堂观察研究，也有很多精心设计的实验研究，包括重述

自身的特点，重述和其他纠错方式的比较，以及如何提高学生对重述

的接纳和修正。但国内课堂研究方面起步较晚，而且大部分都侧重于

重述、使用频率的调查和其他纠错方式(主要是意义协商)的比较研

究。而教师重述对学生口语产出的影响的研究几乎没有。因此作者试

图从英语口语课堂出发，探讨教师重述对学生口语产出的影响。

本实验选取的研究对象为长沙大学经贸专业大二两个班的学

生，主要研究问题如下：(1)在英语口语课堂中采取重述的教学方法，

能否帮助学习者逐步参与合作，调动学生口语产出的积极性?(2)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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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口语课堂中采取重述的教学方法，实验组成员的口语流利度和

准确度与控制组成员相比，是否有较大幅度的提高?(3)学习者对重

述的回忆受什么因素的影响?

研究结果表明：(1)在英语口语课堂中，重述能帮助学习者逐步

参与合作，调动了学生口语产出的积极性；(2)在英语口语课堂中采

取重述的教学方法，实验组成员的口语流利度和准确度与控制组成

员相比，都有较大幅度的提高；(3)学习者对重述的回忆受重述与初

始话语之间差异的影响，对初始话语改变越小的重述越容易被学习

者接受或理解。

本文的意义在于通过研究教师重述对学生口语产出的影响为外

语教学提供一些启示：(1)对教师用语的启示。教师用语既用于组织

教学，又是学习者语言学习的对象，对学习者学习语言有重要影响。

重述，作为教师用语的一种，因其带有隐性纠错的特征，充分考虑到

了学生的自尊心，能够帮助学生逐步参与合作，调动学生口语产出的

积极性，提高学生口语产出的流行性和准确性。因此教师在口语课堂

教学中，应当适当的使用重述。同时由于重述具有隐性纠错的特征，

往往不容易被学生察觉，很难达到纠错的效果，所以教师在使用重述

的过程中可以通过提高、降低语调，或变化面部表情、手势等方式引

起学生的注意，提高重述对学生口语产出的影响。(2)对课堂师生互

动的启示。以”学生”为中心的语言课堂，一个重要特点是互动。教

师提供重述以及学习者回忆重述的过程就是一个真实的互动交际过

程。教师所提供的重述能够使学生在交流的过程中自我纠错。但是由

于学习者对重述的回忆受重述与初始话语之间差异的影响。这种影响

不仅与学习者的工作记忆容量有关，同时也与学习者的已有的外语水

平有关。因此，互动过程中，教师应充分考虑到学习者已有的外语水

平，提供难度相当的输入话语。

关键词：英语口语课堂；重述；互动；口语产出

10.学位论文 潘克菊 中国学生英语习得顺序的研究：可加工性理论视角 2007
    在二语习得领域，语言发展的过程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上个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二语习得研究开始转向对学习者习得第二语言过程中是否经

历一个可以预测的不同阶段的分析。Clahsen，Meisel，Pienemann等人后来对于ZISA项目发表了创新性的研究成果，在实验的基础上提出可教性假设

，人们开始广泛地认为在第二语言语法现象中，存在固定的习得顺序。

    Pienemann在ZISA研究的基础之上，对多维模式进行了一次重新的定位，形成了可加工性理论。这是一个具有很强应用能力和解释能力的理论，主要

是涉及语言发展的问题，Pienemann运用Levelt的言语模式，借助于一种统一语法框架，即词汇功能语法，探索学习者语法的发展或呈现，阐明了对于不

同阶段的语法规则习得所必需的处理先决条件，创建了一种语言习得层次。习得过程可以描述成心智语法的不断构建，在前一阶段习得的基础上发展每

一阶段。Pienemann和Johnson已经将加工层次应用到母语为西班牙语、波兰语的学习者英语习得研究中。

    本试验旨在探求汉语母语学习者是否也存在同样的情况。针对以上问题，本试验从被试者的书面语料中分析是否存在可加工性理论中的发展阶段的

现象。为了验证这一假设，语法一致和句法结构中12个方面是本次试验中的主要研究内容，这些结构可以构成英语习得过程中一个相对全面的层次。

    3名被试者(韩，冀，廉)产出1.775个单词可用于本次研究。每一名被试在完成相关单元语法学习后要求完成一篇作文，共4次，时间为2个月。书面

语料收集主要是为了研究英语语法的习得。研究表明，被试者语料产出存在很明显的加工层次，尤其是被试者韩的中介语语料。根据本次研究，在语法

一致等习得中为可加工性理论提供了很有力的实证支持。

    研究还发现，学习者的中介语中也有很多的变异现象，但是这些变异从根本上还是受到可加工性理论的制约。对于这些发现，可教性假设也具有很

重要的教学意义。该研究对外语教学方面有很重要启发，如课程设计、评估和错误纠正等方面。

    试验中也存在一些局限性，如语料较少，收集方法单一，而且分析的语法成分不全面等，这在我们以后的试验中会进一步弥补。

    文章的主要结构如下：

    第一章总体介绍该试验，包括试验目的和主要集中的问题，还列举了相关的术语定义以及本次试验的理论根据和假设。

    第二章主要综述了习得发展理论，大体介绍了可加工性理论，以及在英语二语学习中的应用，并且还列举了一些相关的实证研究。语言加工总层次

是该理论的核心部分，在这一部分给与了详细的评述。同时，也介绍了语法一致的相关理论。

    第三章主要是围绕试验的本身，阐述试验的设计和分析方法。这部分中，详细介绍了习得标准，也就是“出现标准”，并且说明如何使用这一标准

进行语料的分析。

    第四章是运用可加工性理论分析试验数据。每个被示的语言产出都在不同的表格中呈现出来。主要是从语言加工层次，学习者语言变异现象，可教

性假设三个方面分析。

    第五章是我们的结论部分。该部分主要从三个角度分析了本试验发现的教学意义。指出本次试验的局限性，并给出下一步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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