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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俭明先生：

用词不当，是学生说话、写作中
常见的毛病。分析其原因，主要
责任还在教的方面——存在教学
不得法的问题



陆俭明先生：
“要搞好词汇教学，…”

词汇学知识

+ 

词汇研究的基本技能

+
最好了解学生母语与汉语异同



学生用母语对译导致的偏误与教材中
词汇表有直接关系 （方艳, 2008)

汉语词义 与英语词义之对应性

- 词义一致

- 缺位 （不存在）

- 词义部分重叠



校园 / campus

校园: 操场，草地，树木，校舍等等

campus: 1.  接近中文‘校园’含义

2.  接近中文‘学校’含义：

Most U.S. campuses are 

reporting flu-like illnesses.



哪些容易出错

- 词义完全一致 → 不容易出错

水果名，食品名，家具等

仍然不能掉以轻心 (如沙发不等于so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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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些容易出错

- 词义完全一致 → 不容易出错

水果名，食品名，家具等

仍然不能掉以轻心，如沙发不等于sofa

- 词义缺位 → 偏误相对较少

亲属称谓，俗语等

- 词义部分重叠 → 最容易出错

大多数词汇属于此类

教材仅提供对应英文+老师不多作说明



如何处理这些最容易出错的词汇
（即词义部分重叠的词汇）

 第一类偏误: 稍微加强英文注释即可

 第二类偏误: 英文注释必须较为详尽

 第三类偏误: 最不受重视的偏误（教师态度）

• 不知

• 不觉

• 不想

• 不必



第一类: 稍加英文注释即可

范例：对不起

一般注为 ‘I am sorry.’

病句：

A: 我今天很不舒服

B: 对不起.

較為理想的注釋: 

‘I am sorry’, but use this 

expression only when

you are apologetic for

something you are

guilty of.



第二类：英文注释必须更加详尽

范例：半天

一般注为：a long time

病句：

我半天没吃烤鸭了

较为理想的注释：
half a day; a long time; 

an exaggerated form, 

usually much shorter 

than half a day 

When used with 才:

S V1 了半天才 V2 
(S didn’t V2 until after V1 for a long time)



第三类: 不受重视的偏误

病句:

1. 我得去厕所

2. 我哥哥也去布朗大学

3. 他决定当医生不适合他

4. 他告诉我我中文说得不好

5. 我爸爸会说中文，于是我现在也学中文

6. 我每天都没空

7. 他请我说话慢一点



厕所 bathroom; toilet

较为理想的注释:

上厕所：to go to (and use) the bathroom;

去厕所：merely means going to where the 

bathroom is



决定 to decide

较为理想的注释：

to decide to S + 决定 + V

Note that 决定 is not used in a sentence 

such as ‘I have decided that music is just 

not for me’ where there is no action taken 

other than making a final judgment.



告訴: to tell

较为理想的注释

to tell

Do not over-use 告訴.  Use it only when 

what is being told is thought to be 

newsworthy to the listener.  In most cases, 

using ‘跟… 說’ works better. Use 叫 or 讓

for causative/imperative sentences, i.e. 

A tells B to verb.



告訴: to tell (例句)

别把我们的秘密告诉他

他跟我說了再見就走了

老師叫我們交作業

我媽媽叫我早點兒睡覺



除了英文注释之外：

 近义词比较

 反义词对比

 搭配组合

 在句中位置

 语素教学

 语境及语用



近义词比较: 批判 vs. 批评



近义词比较: 阻碍vs. 妨碍



近义词比较: 撒 vs. 洒



反义词对比：义务 vs. 权利





反义词对比：积极 vs. 消极





反义词对比：悲剧 vs. 喜剧





搭配组合：XX市容





搭配组合：采取XX/ 摆脱XX





在句中位置：



在句中位置：



语素教学：罚x





语境和语用：





结论

“用词不当，是学生说话、写作中常见的毛病。分析其原因

，主要责任还在教的方面——存在教学不得法的问题”

 教师必须保持正误语用的敏感度

 尽量提供详尽的中英注解

 有必要编写一套详尽的汉英词语用法词典

- 中英文俱佳的中外籍教师连手编写

- 依据出现频率高低编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