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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 绪论

1. 本文研究的原因､ 目的及意义

本文主要对韩国初中级汉语水平学生的離合词偏误问题以及相对应的教学对策

问题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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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汉语離合词是一個庞大的群體, 杨庆蕙《现代汉语離合词用法词典》(1995)

收 了四千多条, 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 必 还会产生新的離合词｡ 離合词, 可合

可離, 其擴展形式靈活又複杂多变, 加上韩国语中 汉语離合词相对应的动词是完

整不可分割的凝固动词结構, 使得韩国学生难以正確地掌握竝运用離合词, 使用離

合词出现偏误已经成为一種普遍现象｡ 我们经常聽到韩国学生说“我见面了张 师”､ 

“今天我请客你”､ “我中午睡觉了一個 时”等误用離合词的话语｡ 離合词的运用是初

中级阶段韩国学生习得汉语的重點难题之一｡ 作为汉语教师, 我们有责任和义务探

索出现離合词偏误的原因竝提出解决问题的 佳办法｡ 本文的主要研究目的就是通

过对学生们的偏误资料进行中韩语法对比分析, 寻找偏误的根源, 探索出理想的切

实可行的離合词教学对策｡ 我们希望本文的研究能为汉语教师提高教学质量及韩国

初中级汉语水平的学生恰如其分地运用離合词提供一些参 ｡ 

2. 離合词的界定 本文的研究範围及硏究方法

離合词被学术界公认为现代汉语中一種特殊的语 现象｡ 所谓“離合词”, 通常

是指汉语中这样一種雙音节组合, 它“只有单一的意义, 难於把这個意义分割 来, 

交给这個组合的成分, 例如‘走路(=걷다)､ 洗澡(=목욕하다)､ 睡觉(=자다)､ 吵架

(=말다툼하다)､ 打仗(= 쟁하다)’等等｡ 因此, 有人主张管这種组合叫做離合词｡”1)

学术界多年来从各個角度对離合词进行着研究和探讨, 目前至 有如下两點已

经基本达成共识: 在结構上, 離合词的组合成分之间还可以插入其他成分, 但是, 

離合词的擴展是一種有限的擴展; 在意义上, 離合词具有整體性和单一性, 即使中

间插入其他成分, 但其本身的意义仍然保持不变｡ 例如“吹牛(=큰소리치다)”, 它的

词义是“说大话; 夸口”的意思｡ 它又可以擴展成“吹过牛”､ “吹了半天牛”､ “吹什麽牛”､ “吹

够了牛”等, 不管它怎麽擴展, “说大话; 夸口”的本意仍然不变｡ 其他诸如“见面(=만

나다)”､ “请客(=한턱내다)”､ “照相(=사진 다)”､ “理髮(=이발하다)”､ “买单(=계

산하다)”､ “聊天(=한담하다)”､ “生氣(=화내다)”､ “散步(=산보하다)”､ “丢人(=체면

이 깎이다)”､ “乾杯(=건배하다)”､ “毕业(=졸업하다)”等等都是離合词｡ 

本文探析的重點主要放在动宾式離合词上｡ 因为动宾式離合词在離合词群體中

1) 吕叔湘, 《汉语语法分析问题》,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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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有绝对的比例, 也是初中级水平的韩国学生出现偏误 多的離合词形式｡ 據王素

梅统计, “《现代汉语词典》中, 有标记的动宾型離合词共有3184個, 占離合词总数的

97%左右”｡2) 笔 所搜集的183個偏误句子幾乎都 动宾式離合词有关｡ 可以说把

握好动宾式離合词就是掌握汉语離合词的核心和关键｡ 因此, 本文把动宾式離合词

作为探析的重點｡ 

所谓动宾式離合词就是雙音节组合的前一部分为动词性成分, 後一部分为名词

性成分的離合词｡ 後文所说的離合词, 如無特殊说明, 均指动宾式離合词或稱为VO

式離合词｡ 

此外, 如“洗澡(=목욕하다)”､ “游泳(=수 하다)”､ “ 试(시험 치다)”､ “睡觉(=잠

자다)”､ “留学(=유학하다)”､ “吃驚(=놀라다)”､ “幫忙(=돕다)”等虽然其構成形式的

後一部分不是名词性成分, 但本文也 这些词视为动宾式離合词纳入探析的範围之

内｡ “洗澡”等视为动宾式離合词已有学 发表过著述, 本文不再赘述｡3)

中國国家汉语水平 试委员会编制的《汉语水平词汇与汉字等级大纲》(1992)用

不标词性的方法标注離合词, 中國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用注音

中加“//”的方法标注離合词｡ 本文在二 確认的離合词範围内, 对韩国初中级汉语

水平学生的动宾式離合词偏误问题进行探讨｡4)

本文的離合词偏误资料来源於韩国江陵原州大学中文系三､ 四年级学生的作文

以及辽寧大学汉语 专业本科一､ 二年级韩国留学生的作文资料以及北京语 大学

HSK动 作文语料库中韩国学生的错句, 一共搜集到了183個偏误句子｡ 本文对所

搜集的资料进行了详细的分析, 把偏误句子进行了统计､ 归纳 分类, 偏误情况

韩国语进行对比研究, 探寻造成偏误的原因, 提出改进教学的建议和方法｡ 

2) 王素梅, <论雙音节離合词的结構､ 擴展及用法>(《沈阳师範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第

23卷第4期, 1999), P63.

3) 吴道勤, 李忠初, <“離合词”的语法性质及其界定原则>(《湘潭工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

版, 第3期, 2001,9), P50. 文章认为: 这些“非动宾式组合”“‘離合词’在‘分離使用’时”, “一

律采用了动宾式组合的有关规则, 或在两個语素之间插入‘着､ 了､ 过’和其他补充､ 修饰

成分, 或让前一個语素像动词一样重叠等等｡ 因此, 这些非动宾式‘離合词’实际上已被类

化成了动宾组合”｡ 

4) 有些词虽然从構成形式上看好像是动宾式離合词, 但是在《汉语词汇 汉字等级大纲》和

《现代汉语词典》中都不标注为離合词而标注为“动词”的, 如“请教”等都不在本文研究的範

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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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 離合词的主要擴展形式及其意义

1. 離合词的主要擴展形式

多年来, 有不 学 一直致力於離合词擴展形式的探讨, 尤其是王海峰通过大

型语料库5)进行研究得出的结论笔 认为具有较高的科学性, 可信度亦很高｡6)他研

究､ 统计出汉语離合词一共有13種離析方式｡7)我们参 此项研究成果进行本文的

探讨｡ 

笔 结合我们教授韩国学生的汉语教学实践, 把学生们容易出现偏误且偏误数

量多､ 频率高的句式作为研究的重點｡ 我们根據搜集的初中级韩国学生離合词偏误

资料, 参 上述13種離合词離析形式, 概括出5種離合词擴展形式作为本文着重研

究的对象, 即: 

<1> “V+名词/人稱代词(的)+O”

<2> “V+动 助词+O”

<3> “V+时量/动量补语+O”

<4> “V+O+V+得+情 补语”/ “O+V+得+情 补语”

<5> “V+形容词(+的)+O”

5) 王海峰. 《现代汉语離合词離析形式功能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2), 绪论中指出

该语料库为“北京大学汉语语 学研究中心语料库(CCL语料库)”等｡ 

6) 王海峰, 《现代汉语離合词離析形式功能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2), P2. 赵金铭

为该书作序, 摘 原文如下: 王海峰“利用北京大学汉语语 学研究中心约1.5 字的大

型语料库, 对国家汉办编写的《汉语水平词汇 汉字等级大纲》中的392個已认定的可離

析雙音节结構, 逐条进行检索, 得到每個離合词的所有離析形式句, 然後进行认真的鉴

定和 别｡ 终確定207個凝合式述宾结構離合词, 共得出34,441個有效離析例句｡ 依

據这34,441個例句, 在真实语料库中对207個離合词的離析形式进行了相对 闭的穷尽

性 察 分析, 从而得出汉语離合词的13種離析方式｡”

7) <1>A+了(+其他形式)+B; <2>A+补语+B; <3>A+名词/代词(的)+B; <4>A+数量词

+B; <5>A+过(+其他形式)+B; <6>前置B+A; <7>A+着(+其他形式)+B; <8>A+的

+B; <9>A+形容词(+的)+B; <10>A+個+B; <11>AA+B; <12>A+数词+B; <13>A+

动词结構(+的)+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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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離合词的5種主要擴展形式之意义

汉语的離合词基本上都见於口语交际當中｡ 因为口语这種语體具有極大的随意

性, 它可以突破语法规则的限制随意地进行表达, 有时为了特别强 某個句子成分, 

使语 交际更生动､ 更準確､ 更形象, 往往要在想强 的成分之前插入其他词语以

满足表达的要求, 離合词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产生的｡ 

在VO之间插入的词语不同, 表达形式就不同, 表达的意义也不一样｡ 下面我们

来看一下5種主要擴展形式所體现的意义｡ 

1) “ V+名词/人稱代词(的)+O”的意义

VO式離合词後面不能再接名词和人稱代词, 名词或 人稱代词一般要插在VO

之间｡ 插入的名词或人稱代词不单独 V或 O发生联系, 而是同整個VO结構发生

关系, 句子的原意是没有变化的｡ 这些插入成分的主要意义如下: 

① 强 VO动作行为的施事: 

(1) 好好唱你的歌, 别在意那麽多！(“唱歌” = 노래하다)

(2) 王志文酒驾事件很伤影迷的心｡ (“伤心”=슬퍼하다)

(3) 睡你的觉, 管闲事！(“睡觉”=자다)

② 强 VO行为动作的对象: 

(4) 我要幫妈妈､ 婆婆的忙, 请你们幫幫我的忙吧！(“幫忙”=돕다)

(5) 我有一個好朋友, 好多年没见他的面｡ (“见面”=만나다)

③ 强 VO动作行为的原因: 

(6) 因为没有憑據而吃哑巴虧｡ (“吃虧”=손해보다)

(7) 心！别上骗子的當｡ (“上當”=속다)

(8) 军训不到一周, 上百名学生请病假｡ (“请假”=휴가 내다)

④ 强 VO动作行为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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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跳肚皮舞有什麽好处？(“跳舞”=춤추다)

(10) 宝宝白天 睡猫觉咋办？(“睡觉”=잠자다)

⑤ 强 VO动作行为的範围: 

(11) 吃够战争之苦的人们呼唤和平｡ (“吃苦”=고생하다)

(12) 我要掛专家號｡ (“掛號”=신청하다)

此外, 也可以用介词 名词或人稱代词提到VO前面｡ 如: 名词或 代词表示

VO的“对象”等关系时, 可以用介词“跟”､ “对”等把名词或 代词提到VO前面: 

(13) 兒子们不同意 王跟那個女人结婚｡ (“结婚”=결혼하다)

(14) 你为什麽对我发火？(“发火”=화내다)

2) “V+动 助词+O”的意义

① V+了+O: 

“V+了+O”常常表示VO行为动作已经完成, 而且後面还有其他动作接着发生｡ 

而有时候只强 动作已经完成, 後面可以没有其他动作接着发生｡ 

(15) 丽洗了澡､ 化了妆､ 穿好衣服就出门去了｡ (“洗澡”=목욕하다)(“化妆”=

화장하다)

(16) 金志康家的鸭蛋用機器清洗包装, 在千岛湖一下子就出了名｡ (“出名”=유

명해지다)

② V+着+O: 

表示VO行为动作正在进行或 动作完成後的一段持续状 ｡ 

(17) 百货商店门前人们排着长队购买新年大禮包｡ (“排队”=  서다)

(18) 丫头盯着窗外一动不动地出着神｡ (“出神”=정신이 나가다)

③ V+过+O: 

表示VO行为动作是过去的经历｡ 

(19) 爷爷从 家境贫寒, 没上过学｡ (“上学”=입학하다)

(20) 我已经向他道过歉了, 他还不满意吗？(“道歉”=사과하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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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V+时量/动量补语+O”的意义

① V+时量补语+O: 

表示VO行为动作持续的时间｡

(21) 吃完饭, 两個人去湖边散了会兒步｡ (“散步”=산보하다)

(22) 她一個人坐在板凳上叹了半天氣｡ (“叹氣”=한숨 쉬다)

② V+动量补语+O: 

表示VO行为动作发生的频率｡ 

(23) 你请幾次假了？还请呀？(“请假”=휴가 내다)

(24) 这学期特别忙, 我只跑了一回步｡ (“跑步”=달리다)

4) “V+O+V+得+情 补语”/“O+V+得+情 补语”的意义

情 补语对“VO”表示的行为动作进行描写､ 评價或判断｡ 

(25) 这夫妻俩吵架吵得好厉害！/这夫妻俩架吵得好厉害！(“吵架”=말다툼하다)

(26) 她跳舞跳得像专业演员似的｡ /她舞跳得像专业演员似的｡ (“跳舞”=춤추다)

5) “V+形容词(+的)+O”的意义

说话人以在VO结構中插入形容词的方式表达自己对句子所表现的事件的评價､ 

感受以及 度｡ 

(27) 发高烧的病人神志不清｡ (“发烧”=열이 나다)

(28) 买了假货, 真是倒了大霉｡ (“倒霉”=재수 없다)

Ⅲ. 初中级汉语水平韩国学生離合词偏误类型 成因

1. 偏误资料的 查过程和结果

我们运用统计分析和语料分析的方法对韩国初中级水平学生运用離合词的情况

进行了 查, 搜集到的偏误句数量分别是: 从江陵原州大学49名学生的735篇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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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误

类型

VO+

名词

/人稱

代词

VO+时量

/动量

/数量补语

VO+介

词短语

之语序

不當

VO+动 助词 VO+

趋向/

情

补语

动词

+VO

“的”

位置

不當

形容

词(的)

位置

不當

VO

重叠

不當

 合 

计

时量

补语

数量/

动量

补语
过 了 着

偏误

数量
66 18 10 21 8 6 5 14 12 10 8 5 183

百

分

比

36.07 9.83 5.46 11.48 4.37 3.28 2.73 7.65 6.56 5.46 4.37 2.73 100%

中搜出94個8); 从江陵原州大学2011～2012学年初､ 中级汉语会话课 学生的对

话中搜到11個; 从辽寧大学汉语 本科专业2005级和2006级第一､ 二学年的精读

课作业中搜到13個; 从北京语 文化大学的HSK动 作文语料库中搜到65個｡ 我

们对这些偏误句进行了分析､ 归纳和整理, 把 查的结果列表如下: 

韩国初中级学生離合词偏误情况 查表

2. 主要五種偏误问题及成因

上表“偏误类型”中的“VO 介词短语语序不當”､ “动词+VO”等偏误问题出现的

频率也很高, 但是鉴於我们在其他已发表的论文中曾尝试过类似的问题, 故在此不

再研究｡9) 限於篇幅, 本文仅探析以下五個偏误问题: 

8) 江陵原州大学每学期为15周, 中文系每周一次汉语作文课, 学生每周要完成一篇命题作

文｡ 2011年3月到6月, 18人选初级汉语作文课, 完成作文总数270篇; 2011年9月到12

月, 13人选中级汉语作文课, 完成作文总数195篇; 2012年3月到6月, 14人选初级汉语

作文课, 完成作文总数210篇; 2012年9月到12月, 4人选中级汉语作文课, 完成作文总

数60篇｡ 

9) 拙稿, <韩国学生汉语情 补语偏误原因对比探析及教学对策>(《中国文学研究》, 第46辑, 

韩国中文学会, 20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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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名词或 人稱代词应插入VO中间而未插入

(1) *你请客我｡ 

(2) *李景美见面同学们｡ 

(3) *他结婚这個女人｡ 

(4) *我聊天兒我的朋友们｡ 

(5) *我要上课初级汉语｡ 

(6) *我以後还要继续读书英语｡ 

(7) *你为什麽生氣我？

(8) *我们上當了那個司機｡ 

看得出来韩国初中级汉语水平的学生之所以常常出现上述偏误, 是因为有两種

原因: 第一, 他们不知道这些词是離合词, 因而把它们當成了一般的动词, 把宾语

放在它的後边｡ 第二, 这些離合词相对应的韩语动词大部分都是单一的不可分離

的动词结構, 因此他们误以为这些離合词跟韩语对应的动词一样能在後边带宾语｡ 

上文讲过, VO再带名词或 人稱代词时, 一般要 名词或人稱代词插入VO之

间或 要用介词 名词或人稱代词提到VO前面, VO不可分離｡ 所以可以用介词“跟”

把“同学们”提到“见面”前边｡ 例(3)､ (4)也是同样道理｡ 故上述错句应该改为: 

(1') 你请我(的)客｡ (“请客”=한턱 내다)

(2') 李景美见同学们(的)面｡ /李景美跟同学们见面｡ (“见面”=만나다)

(3') 他跟这個女人结婚｡ (“结婚”=결혼하다)

(4') 我跟我的朋友们聊天兒｡ (“聊天”=한담하다)

(5') 我要上初级汉语课｡ (“上课”=수업하다)

(6') 我以後还要继续读英语书｡ (“读书”=공부하다)

(7') 你为什麽生我的氣？/你为什麽对我生氣? (“生氣”=화내다)

(8') 我们上了那個司機的當｡ (“上當”=속다)

张伯江认为: “介词结構句的认知结構里先是用介词选定一個目标, 然後决定行

为方式; 而领语句式则让目标语直接处於行为的影响範围内了”｡10)他所说的“介词结構

10) 张伯江. <汉语里指人目标语的價变 ― 汉语语 的连续观>(日本筑波大学“东西语 文

化类型研究“课题,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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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我们可以理解为“跟同学们见面”､ “对我生氣”这类句子, 而“领语句式”可以理解为

“见同学们(的)面”､ “生我的氣”等这種类型的句子｡ 就是说, 同一個離合词可能会有

不同的擴展方式, 这些擴展方式都成立, 但是在功能上是有差異的｡ 

2) 时量补语或动量补语应插入VO中间而未插入

 (9) *他游泳了两個 时｡ 

(10) *吃午饭後, 我睡觉午觉两個 时了｡ 

(11) *今天 了试一天｡ 

(12) *我的朋友在中国三年留学了｡ 

(13) *这個星期你三次看病了｡ 

(14) *我今天洗澡两次了｡ 

(15) *他上过當两回｡ 

韩国初中级汉语水平的学生之所以常常出现上述偏误, 有两個原因: 第一, 他

们把这些離合词當成了一般动词, 因而想當然地把时量补语或 动量补语放在後边｡ 第

二, 有的学生根本不知道时量补语或 动量补语的位置和作用, 误把它们當做状语

放在动词的前边, 如错句(12)､ (13)｡ 

離合词带时量补语或 动量补语时, 常用形式是 补语插在VO之间,有时也可

以重複动词V｡ 上面错句应该改为: 

 (9')他游了两個 时泳｡ /他游泳游了两個 时｡ (“游泳”=수 하다)

(10')吃午饭後, 我睡了两個 时觉｡ /吃午饭後, 我睡觉睡了两個 时｡ (“睡

觉”=잠자다)

(11')今天 了一天试｡ /今天 试 了一天｡ (“ 试”=시험 치다)

(12')我的朋友在中国留了三年学｡ /我的朋友在中国留学留了三年｡ (“留学”=

유학하다)

(13')这個星期你看了三次病｡ /这個星期你看病看了三次｡ (“看病”=진찰하다)

(14')我今天洗了两次澡｡ /我今天洗澡洗了两次｡ (“洗澡”=목욕하다)

(15')他上过两回當｡ /他上當上过两回｡ (“上當”=속다)

3) 动 助词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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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我離 我国之前的一個晚上, 我俩只握手了没讲话｡ 

(17) *我给了他们照相｡ 

(18) *患 们正在排队着打针流感｡ 

(19) *我知道你每天操心着我｡ 

(20) *父亲是没读书过的人｡ 

(21) *我见他的面过一次｡ 

韩国初中级汉语水平的学生之所以常常出现上述偏误, 是因为他们误把这些離

合词當成了一個一般动词, 因而把动 助词放在後边｡ 

VO式離合词带动 助词“着”､ “了”､ “过”时, 大部分的情况是要 动 助词插在

VO之间｡ 故正確的句子是: 

(16')我出国前的那個晚上, 我俩只握了手但没讲话｡ (“握手”=악수하다)

(17')我给他们照了相｡ (“照相”=사진 다)

(18')患 们正在排着队打流感针｡ (“排队”=  서다)

(19')我知道你每天为我操着心｡ (“操心”=걱정하다)

(20')父亲是没读过书的人｡ (“读书”=공부하다)

(21')我见过一次他的面｡ /我跟他见过一次面｡ (“见面”=만나다)

4) VO 情 补语位置不當

(22) *我们班他唱歌得很好｡ 

(23) *她今天化妆得不 亮｡ 

(24) *他们每天睡觉得很早｡ 

韩国初中级汉语水平的学生常常出现上述偏误的原因, 就是因为他们把这些離

合词當成了一個动词, 因而把结構助词“得”和情 补语都放在後边｡ 

VO式離合词带情 补语时, 表现形式是“V+O+V+得+情 补语”/“O+V+得

+情 补语”｡ 故上面三個错句应改为: 

(22')我们班他唱歌唱得很好｡ /我们班他歌唱得很好｡ (“唱歌”=노래하다)

(23')她今天化妆化得不 亮｡ /她今天妆化得不 亮｡ (“化妆”=화장하다)

(24')他们每天睡觉睡得很早｡ /他们每天觉睡得很早｡ (“睡觉”=잠자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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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VO 形容词位置不當

(25) *去黃山照相了很多｡ 

(26) *从那时候 始到现在, 他吃苦了好多好多｡ 

(27) *爸妈, 我想说你们不要那麽多操心了｡ 

韩国初中级汉语水平的学生之所以常常出现上述偏误, 是因为下面两個原因: 

第一, 他们误把这些離合词當成了动词, 因而习惯性地把形容词當做补语放在後边, 

例如(25)､ (26)｡ 第二, 把形容词當做状语放在離合词的前边, 例如(27)｡ 

VO式離合词带形容词时, 形容词要插在VO之间, 对VO进行描述或 评價｡ 故

应该 上面的句子改为: 

(25')去黃山照了很多相｡ (“照相”=사진 다)

(26')从那时到现在, 他吃了好多好多苦｡ (“吃苦”=고생하다)

(27')爸妈, 我想说你们不要操那麽多心了｡ (“操心”=걱정하다)

通过上面的偏误表和错例可以看出, 在初中级阶段的汉语教学中, 韩国学生出

现離合词偏误的现象比较普遍, 他们还不能完全掌握和正確运用離合词｡ 

学生们的偏误问题绝大多数都是只用“合”的形式而不用“離”的形式, 而且把不及

物的離合词當作及物的动词来使用, 因此该用擴展式表达的却不使用擴展形式｡ 在

我们搜集到的183例错句中, 有119例属於此種情况, 占总数的65%｡ 这119例中有

64例是错 名词结構或 代词结構放在離合词後边, 如错例(1)-(8); 还有55例是

时量补语､ 动量补语､ “着”､ “过”等句子成分放在離合词後边或 前边, 如错例

(9)-(21)｡ 

如此大规模的规律性的偏误, 究其根源, 我们认为除了離合词擴展形式的庞大､ 

複杂多变以及教材对離合词编排得不够系统以外, 主要是受到了韩国语母语的影响｡ 汉

语的離合词可“離”可“合”, 不同於一般的动词｡ 韩国语中跟汉语離合词相对应的动

词, 是一個完整的､ 固定的､ 不可分割的动词结構, 不存在汉语離合词那样的擴展

形式, 因此, 受韩国语的影响, 初中级阶段的学生, 往往容易习惯性地 離合词像

韩国语的固定动词结構一样来使用, 导致出现不该及物的及物､ 该擴展的没有擴展

等一系列的偏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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Ⅳ. 教学对策

離合词作为现代汉语中一種特殊的语 现象, 学术界的研究至今没有定论, 而

且在教学方面更是没有形成完善的教学系统｡ 鉴於離合词本身複杂的特點 韩国学

生习得離合词出现偏误的原因, 我们有必要进一步改善離合词的教学方法, 探索出

適合韩国初中级汉语水平学生习得離合词的教学对策, 以达到让学生正確地得體地

使用離合词的 终目标｡ 

本文在参 前人教学经验的基礎上, 结合我们自己的对韩汉语教学实践, 提出

“对比法”的離合词教学对策｡ 

“对比法”就是在教学中主要进行三项对比: 一是要进行離合词基本型 韩语相

对应的动词语对比; 二是要进行離合词擴展句 韩语对应句子的对比; 三是離合词

正確句 偏误句对比｡ 

下面从教材､ 课 教学兩個方面 我们的教学对策｡ 本节的 後部分, 以“见

面”为例介绍一下離合词的教学方法｡ 

1. 教材方面 ― 以漢韩词语对比为主

目前的汉语教材对離合词的编排尚缺乏系统性, 我们应该采取补足措施, 建立

起系统的離合词教学體系, 建议如下: 

第一, 確定重點離合词｡ 

離合词数量可观, 適合初中级水平学生习得的有限, 我们应该確定重點離合词以

利於学生们更好地掌握, 確定的标準可以按照《汉语水平词汇 汉字等级大纲》(1992)

中甲､ 乙､ 丙､ 丁的顺序及離合词使用频率的高低来选定, 其中甲､ 乙级離合词可

以定为初中级阶段的重點離合词｡ 如: “见面”(=만나다)､ “洗澡”(=목욕하다)､ “请

客”(=한턱내다)､ “跳舞”(=춤추다)､ “结婚”(=결혼하다)､ “毕业”(=졸업하다)､ “散

步”(=산보하다)､ “ 试”(=시험 치다)等等｡ 

第二, 统一“離合词”标注形式

在生词表里出现的離合词, 标注形式应该统一, 以引起学生注意, 加深印象, 

明確了解该離合词不同於一般的动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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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便提一下汉语工具书的情况｡ 虽然《现代汉语词典》已经用汉语拼音加“//”来

标注離合词, 但是其他大部分词典都把離合词标注为“动词”, 这很容易使汉语学习

出现用词错误｡ 因此, 建议其他词典也 它们改注为離合词, 比如: 

[生词] 见面 jiàn//miàn <離合词> 만나다

第三, 離合词扩展形式 相应语法點相结合

在教材的“语法”栏内, 列举離合词的基本型､ 常用的扩展形式竝加上说明及例

句｡ 離合词在每课出现的顺序应该 《汉语水平等级标準 语法等级大纲》规定的语

法點难度相结合｡ 如该《大纲》中 “宾语”､ “动 助词”､ “定语”､ “动量补语”等列为初

级阶段 基礎的语法點, “时量补语”､ “情 补语”等列为中级阶段的语法點, 所以

给初中级水平学生讲解離合词时应该 这些语法點相结合｡ 

第四, 離合词 韩语对应词语对比

離合词 韩国语中已经存在的对应动词语互相对比, 作成对比表以供学生参

｡ 例如: 

離合词 韩国语对应词语表

離合词 韩国语对应词语

毕//业 졸업하다

结//婚 결혼하다

幫//忙 돕다

请//假 휴가 내다

睡//觉 잠자다

2. 课 教学方面

在课 教学方面, 建议采用对比法来进行教学, 主要有三项对比: 

一是扩展句对比｡ 

根據王海峰的统计, 汉语的離合词“幾乎没有一对離析構式的表现形式是完全相

同的, 因此離合词離析構式的习得只能是‘逐個习得’ ”｡11)尽管如此, 我们还是要建

立一套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 这就是先“合”后“離”､ 中韩对比､ 对错对比的方法｡ 

11) 王海峰. 《现代汉语離合词離析形式功能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2), P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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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合词
了 着 过

名/

人稱代词
形容词 时量补语 情 补语

睡//觉 ○ ○ ○ ○ ○ ○
Χ(擴展形

式不同)

例句
他晚上八

點就睡了

正睡着觉

的时候, 

我没在这

個房间睡

睡你的觉,

别看电视!

这孩子什

麽时候能

我中午睡

了一個

病人睡觉

睡得不好.

所谓“合”就是先把VO作为一個词来讲, 讲它的结構､ 语义及经常在句中充當的

成分, 然後 这個離合词 韩语对应的动词语进行对比, 让学生注意二 的不同｡ 

“離”就是要讲離合词的擴展形式竝 韩国语对应形式进行对比, 特别要强 韩国语

的动词没有擴展形式这個特殊點｡ 

在课 上, 给初中级水平的韩国学生讲解離合词, 要让他们了解竝牢记離合词

的结構, 教学生具體的離合词知识｡ 让学生注意, 动宾式離合词是动词结构V加宾

语O的结構形式, 大部分的離合词後面不能再带宾语或其他成分, 每讲一個離合词, 

就要明確地告知学生该词能否再带宾语或 其他句子成分｡ 培养学生们的離合词意

识, 让他们遇到一個词, 就要认真地確认它是否是动宾式離合词, 能不能再带宾语

等成分, 以免出现偏误｡ 比如“请假”是动词“请”加宾语结構“假”的離合词, 如果不知

道这一點, 就容易说错｡ 偏误句“请假三天”就是因为韩国学生错把“请假”當做一個普

通动词, 所以 时量补语放在離合词的後面｡ 

所谓“離”就是要讲離合词的扩展形式竝 韩国语对应形式进行对比, 特别要强

韩国语的动词没有扩展形式这個特殊點｡ 

为使学生一目了然地了解離合词及其扩展形式, 可以作成表格提供给学生(见

下表)｡ 初中级教学中教师应该让学生知道離合词的主要幾種扩展形式, 但不一定

要求学生一次都会使用, 可以根據学生的水平和接受能力及離合词扩展式的出现频

率分阶段地教给学生｡ 

教师还要教学生注意離合词的语用特點, 如要注意它的扩展形式经常用於口头

交际､ 要表达说话人的主观感情等, 一般不用於莊重的场合, 教学生得體地运用離

合词进行交际, 以免闹出笑话｡ 

離合词擴展句中韩对照表(“○”表示可插入, “Χ”表示不可插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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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 手機响了. 过觉. 睡大觉呢? 时(的)觉.
/病人覺睡

得不好.

韩语

对照

그는 

녁 

8시에 

잠을 

잤다.

잠을 

자고 

있을 때 

핸드폰이 

울렸다.

나는 이 

방에서 

잠을 잔 

이 

없다.

는 

잠이나 

자라, 

텔 비  

보지 

말고!

이 

아이는 

언제나 

잠을 푹 

잘 수 

있을까?

나는 

정오에 

잠을 한 

시간 

잤다.

환자는 

잠을 잘 

못 잔다.

二是正误句对比(改错句)

为了进一步巩固学生们所学的離合词知识, 可以给学生们一些典型的偏误句

子, 當课进行修改｡ 如“我想请假一天”､ “他一天洗澡两次”､ “我到现在没睡觉过”等｡ 

先让学生独自修改, 然後教师逐個检查, 後给予评判､ 总结｡ 

三是课後实践方面 ― 中韩互译对比

为了加强学生对汉语離合词的理解和运用能力, 可以给学生分配课後任务, 让

他们搜集整理含有當课所学離合词的句子或文章, 竝 其翻译成韩文; 或从韩文中

寻找类似的文章, 翻译成中文, 让他们找出中韩表达的不同, 把翻译好的文章带到

下次的课 上, 师生互相交流｡ 

3. 以“见面”为例示範離合词的教学方法

敎師先在黑板上寫上離合詞“见面”(=만나다), 然後按照如下六 课 操作程序

進行讲解, 啓發學生進行演練｡ 

一､ 中韩语对照“见面”的结構､ 语义

“见面”是離合词｡ 它是由动词性成分“见”(V)加名词性成分“面”(Ｏ)構成的, 一般

放在句中做谓语或放在名词性成分前面做定语｡ 

(出示下表)教师讲解“表”的内容, 对比中韩语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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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展

形式
插入“过” 插入“了” 插入“名/代词” 插入动量补语

例句
我不认识他, 没

见过他的面｡ 

两人见了面, 聊

了天兒, 吃了饭, 

就分别回家了｡ 

你再也不要和他

见面啦！

你 们 见 过 幾 次

面？

语用

功能
强 “见面”的经历

表示见面这個行

为已经完成
强 “见面”的对象 强 “见面”的频率

“见面” 韩语对应词语表

離合词
詞語 对应的韩语词语

见//面 만나다

语义 表示彼此对面相见｡ 서로 마주 보게 되다

例句 昨天跟你见面的那個人是 ？ 어제 와 만났던 그 사람은 구니?

二､ “见面”的擴展形式､ 功能及注意事项竝 韩国语对比

“见面”是动宾式離合词, 所以它的後面不能再带宾语, 如果再出现一個意念上

的宾语, 就要使用“见面”的擴展形式来表现｡ 

“见面”的擴展形式主要有两種: 

一是: “见”+“过”/“了”/“名词或 代词”/“动量补语”+面｡ 

见+“过”+面, 表示有过见面的经历; 

见+“了”+面, 有时强 “见面”的行为动作已经实现, 後面不接其他分句, 如“他

俩昨天確实见了面｡ ”, 这时候“见”要读得重一些; 有时候虽然表示“见面”的行为动作

已经实现, 但後面还接表示其他动作的分句; 

见+名词/代词+面, 表示“见面”关涉到的对象; 

见+动量补语+面, 表示“见面”的频率｡ 

另一種是用介词“跟”或 “和”把意念上的宾语提到VO前面, 如“跟+他/她+见面”｡ 

教师可以结合下表做上述讲解, 重點讲解中韩语对比的表达方法｡ 

“见面”擴展句 韩语对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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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语

对应

句子

나는 그를 몰라, 

그를 만난 이  

없어.

두 사람은 만나

서 한담을 나

고 밥을 먹고 난 

뒤에 각자 집으

로 돌아갔다.

는 다시는 그

와 만나지 마라!

희들은 몇 번 

만난 이 있니?

三､ 敎授 “见面”相对应的另外一個韓語表現形式

在韓語中, 離合词“见面”相对应的不僅有詞, 還有另外一個表現形式, 就是

“얼굴(面)을보다(见)”｡ “얼굴(面)을보다(见)”是词组, 而“만나다(meet)”是词, 這两種

表現形式的意思是相同的｡ 如果教师 汉语離合词“见面”讲解为韩语词组的话, 初

中級水平的韓國学生就 比较容易理解離合词“见面”可以拆 来用, 因为他们仍然

认为“词”是一個意義單純不可分割的整体, 它的两個構成成分不能拆 , 竝且两個

構成成分之间不能插入别的成分｡ 

四､ 巩固训练(教师可提示语境进行问答训练)

(教师手指黑板上的“见面”提问)

教师: 昨天李明在图书馆看见了王 师｡ 怎麽说？

学生: 昨天李明在图书馆跟王 师见面了｡ 

教师: 李明看见的人是王 师, 不是张 师｡ 怎麽说？

学生: 李明见了王 师的面｡ 

教师: 昨天李明看见过王 师, 对不对？

学生: 对, 李明见过王 师的面｡ 

教师: 昨天李明在图书馆看见王 师了没有？

学生: 看见了, 他跟王 师见了面｡ 

教师: 李明三點看见了王 师､ 三點十五分又看见了王 师, 怎麽说？

学生: 两個人十五分钟见了两次面｡ /李明跟王 师十五分钟见了两次面｡ 

五､ 正误句对比(改错)

教师板书一组偏误句子, 先让学生改错, 教师检查, 然後就学生的修改情况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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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给全班学生进行分析, 指出错误所在｡ 後一定要向学生公 正確的答案｡ 

*他跟好朋友见面过｡ → 他跟好朋友见过面｡ 

*我在商店见面了同学的妈妈｡ → 我在商店跟同学的妈妈见了面｡ / 我在

商店见了同学的妈妈的面｡ 

*昨晚我们俩在电影院见面｡ → 昨晚我们俩在电影院见了面｡ 

*我和口语 师四次见面｡ → 我和口语 师见过四次面｡ 

六､ 作业(做汉韩翻译对比, 进一步巩固训练)

教师给学生 置任务: 找10個含有“见面”或 其擴展式的句子, 把它翻译成韩

文, 指出中韩表达的不同之处, 在下次课之前把作业交给 师, 师进行批改｡ 在

下次课 上可就此问题师生一起互相交流｡ 

Ⅴ. 结语

本文对初中级汉语水平韩国学生的離合词偏误问题和应采取的教学对策问题进

行了思 和探索｡ 

離合词数量庞大､ 擴展形式又靈活､ 複杂多变, 再加上韩语中没有離合词这样

複杂多变的语 现象, 导致了韩国初中级汉语水平的学生出现了一系列的偏误｡ 而

目前的汉语教材对於離合词的处理尚缺乏系统性, 離合词的教学也同样如此, 因此, 

设计出一套系统的､ 合理的､ 有效的教学对策已经迫在眉睫｡ 

基於这样的认识, 本文借鉴了前人及同仁们的教学经验, 探索出了我们正在试

用的“对比法”的離合词教学方法｡ 这個方法要求教师要给学生进行離合词基本结構

韩语对应的动词语结構对比､ 基本型的语义 韩语对应词语的语义对比; 離合词

的擴展句 韩语相对应的句子对比; 正確句 偏误句对比等等｡ 我们采用“对比法”

教学的目的就是为了使学生们更好地理解離合词的特殊性､ 更充分地理解離合词的

擴展方式 韩国语的不同, 以便使学生们习得離合词时不受韩语母语的影响, 能更

準確､ 更得體地使用離合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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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文提要】

본 논문은 국어 ․  수 의 한국 학생들이 범하기 쉬운 이합사의 오류

문제를 분석하고 아울러 이에 한 교학상의 책을 강구하고자 하는 데 주요 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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본 논문은 연구방법으로 국어 이합사를 상응하는 한국어 표 방식과 상호 

비하여 분석하는 비법을 용함으로써 모국어인 한국어가 오류를 야기하는 

주요 원인 가운데 하나님을 밝히고 동시에 이에 한 교학상 책과 방안을 마련

하고자 하 다.

본 논문은 모두 다섯 장으로 나 어 서술을 진행하 다.

제1장에서는 이합사의 사용상 오류문제를 분석하고자 하는 연구목   의

의를 제시하 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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