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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引

众所周知，现代汉语中的语序 虚词具有极其重要的语法功能，介词“对”作为

虚词之一，对其介引功能1)的研究，特别是本体研究，一直没有中断过。除了本体

研究以外，随着对外汉语教学范围的日益扩大，利用偏误理论或中介语理论探讨外

国学生习得介词“对”的文章也出现增加 势，其中也有一些专门针对韩国学生的研

究，不过这些研究主要是对偏误类型进行分类，然后针对这些偏误，提出了一些笼

统的教学策略，存在研究方法 研究成果大同 、缺乏实践性等问题。
前人研究指出韩国学生学习介词“对”时出现偏误主要因为母语干扰、目的语干

扰、教材编排不当、教学失当等原因。本文分析发现，在初级汉语教学阶段就

“对”作为一個语法点简单教授给学生，不对其各個义项进行一系列反复练习，不

“对” “给”、“跟”、“向”等介词进行对比练习或在课文中进行对比编排，不专门针对韩

国学生进行韩语 汉语“对”的对比练习等一系列问题都导致了韩国学生在使用“对”时

  * 남서울대학교 글로벌지역문화학과 중국지역전공 조교수
 1) 朱德熙（1982:174）认为“介词的作用在于引出 动作相关的对象（施事、受事、

事、工具）以及处所、时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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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母语或目的语干扰，出现各类偏误，且偏误率相对较高。 
偏误原因已经找到，那么重要的是怎样让学生 出现这些偏误，本文针对这一

问题，首先在现代汉语语料库中统计并分析了各类语体中“对”的实际使用情况。分

析实际使用情况的原因是因为许多教材中 “对” “给”、“跟”等介词一并介绍，并没

有 虑到学生，特别是初级汉语水平的学生接收并运用这些介词时可能出现的混

淆、泛化使用等问题。本文分析发现， “给”、“跟”等其他介词不同，“对”在不同语

体中表现出不同的使用倾向，这也 要在教材编排或教学中体现出来。本文还 以

HSK甲乙级动词为中心，统计并分析出 “对”结合的动词， 察初中级水平的学生

使用“对”的实际情况。本文旨在通过这一系列实际使用情况的 察，提出一些有关

介词“对”的教学策略，以期帮助韩国学生更加准确地使用介词“对”，降低偏误率。

Ⅱ. 介词“对”的偏误类型及语體问题

1. 介詞“對”的偏誤類型

学生在学习外语时，会出现错序、误加、误代、遗漏2)等四大偏误类型。韩国

学生在使用介词“对”时，也出现了程度不同的偏误现象。本文参 前人研究，整理

出以下四种偏误类型。

1) 错序

1）* 我感谢对您的热情款待。（吴泓、李红）3)

→ 我对您的热情款待表示感谢。
2）* 我对妈妈害羞地说……（吴泓、李红）

→ 我害羞地对妈妈说……

参 上述例句，吴泓、李红（2009）指出错序有两类，第一类是例1）中“对”

 2) 四种偏误类型还可以叫做“语序不当、语序错误”，“添加、赘余”、误用，缺失等。
 3) （人名）是指例句的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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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词词组构成的狀语被错误地放在谓语后边，充当了宾语成分。周文华、李智惠

（2011）所列的错句也都属于这类错序，可想而知，这一类型是 常见的。这类偏

误是学生受目的语干扰，混淆了狀语成分 宾语成分，对这两类成分的语序了解不

够所导致的。第二类是例2）中“对”字构成的狀语 谓语的位置排列正确，但 其他

狀语的前后顺序却掌握得不好。其实 其他狀语的顺序排列，根据各类成分的添加

否，顺序很难掌握， 要更加深入地分析。另外，前人研究中也很难找到对定语

成分错序现象的分析，这一点是非常遗憾的。

2) 误加

3）* 第一公寓是对我们留学生 要的地方。（李萌）
→ 第一公寓是我们留学生 要的地方。

4）* 我现在中国留学，所以对他的消息也不知道。（周文华、李智惠）
→ 我现在在中国留学，所以也不知道他的消息。

这些错句中的“对”都是不 要的。但因受到母语干扰， “对”简单地理解为韩语

的助词“~에게”, 所以韩国学生很容易 可以直接添加在动词后的宾语，用“对”构成

狀语放在句子中，使得“对”成为冗余成分。周文华、李智惠（2011）的分析表明，
“对”的误加在初级水平阶段非常常见, 所以在教材编写或教学中要针对这一偏误，
进行仔细说明 反复练习。

3) 误代

5）* 我努力学习汉语，然后回国以后，想找对中国有关的工作。（林柱）
→ 我努力学习汉语，然后回国以后，想找跟中国有关的工作。

6）* 北京对我留下了美好的回忆。（本间结）
→ 北京给我留下了美好的回忆。

误代是指应使用“给”、“跟”、“向”、“为”等其他介词的句子里，错误地使用了“对”，
出现介词“对”的误代现象。周文华、李智惠（2011）指出“误代偏误不仅数量 多，而

且从初级到中高级阶段呈增加的趋势。” 朱德熙（1982:175）认为“跟、给、对、为、
比”都具有“引出 事”，也就是动作对象的语法功能。卢福波（1996:134）指出“‘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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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给’都可以引进动作的对象，在指示 动作有关的对象（只限于指人的名词性

词语）时，有时可以互换使用。但在更多的情况下，它们是有区别的。“对”指示动

作对象、予以对象某种 度，“跟”指示协同动作或 动作有关的人或事物，“给”引进

接受 或受益、受害 。”另外，他还指出“在指示动作对象的意义上，‘对'、‘朝'、
‘向’有时可以互换使用……‘对’跟‘朝’、‘向’比，还有‘对待’的意义”。从中我们可以发现

“对” “给”、“跟”、“朝”、“向”以及“为”等介词都有着相同或相近的语义，有时可以混

用，有时却不能，所以只是简单排列式地教授这些介词，不对每個介词的句法特点

及语义进行说明并进行对比，就会给初级水平的学生带来很多麻烦，导致较高的偏

误率。

4) 遗漏

7）* 这样才能减 不吸烟 的影响。（周洋）
→ 这样才能减 对不吸烟 的影响。

8）* 我从上高中 始，一直感兴趣汉语。（吴泓、李红）
→ 我从上高中 始，一直对汉语感兴趣。

遗漏是指在应该使用“对”的情况下，却没有使用“对”。何静静（2012）认为这

一类偏误的频率 高，占35.6%，上边提到的误代则位居第二，占30.6%，误加第

三，占15.7%，错序第四，占5.05%，其他还有语法条件（4.8%）、复合型偏误

（4.5%）、杂糅（3.79%）等。这类偏误因 大量包括动词、形容词在内的谓语成

分相关，因此越到高级，偏误率越高，而且不太容易纠正。偏误的原因主要是因为

目的语中主动宾结构的过度泛化使用，特别是在初级阶段，像一些离合词或“感兴

趣”这样的固定词组本身已经包含名词，句中的宾语位置已被占用，所以后边不能再

添加其他宾语，只能用介词词组 相关宾语提前，但因受到目的语的干扰，以及教

材或教学过程中没有好好进行说明和练习，所以学生较常出现这种偏误。
以上介绍了“对”的四种偏误类型及其原因。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本文认为只

有准确了解这些偏误类型以及原因，才能通过更加具体的分析，提出更切合实际的

教学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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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語體問題

除了上面提到的具体偏误类型以外，介词“对”在不同语体中也表现出不同的使

用倾向。4)语体也被一些学 当做诗词、 说、说明文、新闻评论、法律文书等“文

体”来理解， 修辞学中的各类“文体” “语体”混为一 。我们 常说的“语体”应该包

括“口语”和“书面语”，但其实这一分类也存在问题。冯胜利（2010）指出“’正式 非

正式（书面体/口语体）’、‘典雅 便俗（文雅体/白话体）’是构成语体的两对基本范

畴。相互对立的语体不仅各具自身的词汇 句法（语体语法），同时也是创造文体

风格的重要手段和依据（文体功能）”。也就是说，我们不能认为只有说出来的就是

“口语”，而写在书面上的就是“书面语”。有时在比较庄重的场合，也可以说出文绉绉

的汉语，而有些诙谐幽默的文学作品中的语 比口语还要口语，因此本文参 冯胜

利（2010）的说法， [+/-正式性]作为语体的基本要素。另外，交际对象、场所

和内容也决定了语体的正式度。

 9）你的事儿就是编教材。（冯胜利）
10）你们的职责是对现有教材进行改编。（冯胜利）
11）你就从来没对我这样过。5)

12）邮电部给提案人复函，对全国政协委员们的关心表示感谢，并就有关情况

作了说明。

冯胜利（2010）认为例9）的语体比较轻松，正式度低，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口

语”，例10）中使用的语体则非常正式，也就符合我们常说的“书面语”语体。本文在

语料中也发现了一些介词“对”的例子，在语体中存在较大区别。王景丹（2001）对

语料进行分析后得出“对”字句在各种语体中出现频率由高到低的次序为公文语体>政

 4) 方梅（2013）虽然在《 语体特征的句法表现》一文中， 语体分为叙事语体、对话语

体等， 本文所要讨论的语体在概念上有所差 ，但他指出的“句法特征具有语体分

差 ，句法限制具有语体相对性，句法形式的语义解读具有语体依赖性。语体特征在

宏观上规定了句子的语气类型和功能类型。”对本文不同语体中的“对”的分析也是很有启

迪的。冯胜利（2010）也指出“句法运作可以根据语体的 要而构形，语 演变可以根

据语体中二元对立的相互转化而滥觞，文学创作也可以根据语体的功能而酿造新体。”

 5) 除了在前人研究论文中选取的例句之外，本文其他例句均出自北京大学语料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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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体>科技语体>文艺语体6)>口语语体。虽然这里提到的公文语体、政论语体、科

技语体、文艺语体更像是本文在前边提到的“文体”类型，但无论怎样，这些类型中

使用的语 比较工整、严肃、正式度高，更接近“书面语”是毋庸置疑的。这一统计

结果至 表明“对”在书面语中的使用是非常普遍的，所以在教学生“对”时，这一点也

是 要强 的。

Ⅲ. 不同语體中介词“对”的句法特点

我们已经介绍了口语体和书面语体，两种 基本的语体类型。初级水平的学生

所使用的“对”主要包含在口语体中，而书面语体则 要中高级水平的学生慢慢掌

握。为了 清楚介词“对”在这两种语体中的实际使用情况，本文对北京大学语料库

（以下称“CCL”）中的相关语料进行了统计 分析。下面 对“口语”、“书面语”中“对”

的使用情况进行说明。
本文主要从两個方面对“对”介词词组的句法特点进行了分析。首先是句子成

分，也就是对“对”构成的状语或定语7)进行了统计分析。其次是拆解了“对”介词词

组， 察了它的构成要素。

1. 句子成分分析

本文为了保证口语语料的准确性，特别在CCL中选择了“ ”、“王朔”这两位北

京作家的作品，这两位的作品语 诙谐、轻松，体现出冯胜利（2010）分类时指出

的口语体“非正式”的特点。本文整理出“对”字例句各300条，共600条，进行了分

 6) 邓骏捷（2000） 语体分为基本语体和专业语体，基本语体是日常交际语体，专业语

体则包括法律语体、广告语体、新闻语体、科学语体、宗教语体、政治语体、商业语

体、艺术语体。
 7) 赵元任（1968:374）认为介宾词组在句子里有四种功能， 重要而常见的是像“在床上

睡”、“对人太不客气”等修饰动词的功能；第二类是像“对朋友的 度”、“朝西的窗户”一

样，加上“的”字修饰名词词语；第三类是介宾词组做主语，像“关于那個问题，我还没打

定主意呐”；第四类是介宾词组做补语，只跟“到、在、给”合用，像“走到家里”、“坐在椅

子上”等例句。本文研究的“对”只包括前两类句法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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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

13）舰长对我说：“嗨，你去帮帮她。”

14）对首长坦白出来。
15）他 始对中国发生了兴趣。
16）觉得实在对她太恶劣了。
17）他对眼前的事也挺关心的。 
18）而且表现了对战士们的关切。
19）他入洋教根本不是为信仰什么，而是对社会的一种挑战。

以上是本文在 和王朔的作品中找到的一些例句。介词“对”在句子中主要构

成状语和定语两种结构。例13）到例17）中的“对” 其后边的名词性成分共同构成

了句子的状语，例18）、19）则构成了定语。我们知道，在教初级水平的学生时，
因状语句的结构相对比定语句简单，所以首先是从状语句 始教的，大部分教材也

首先编排了“对+某人+说”这一类句式。那么在口语体，也就是初级水平的学生能

够接触到的汉语中，这两种句法结构哪個更常用呢？对此本文对600条语料进行了

统计，其结果如下：

作家 状语结构 定语结构

256 (85.3%) 44 (14.7%)

王朔 277 (92.3%) 23 (7.7%)

（表 一）口语体中介词“对”构成的句子成分比较

从上述图表中我们可以看出，不论是早期的 还是当代的王朔，两位作家作

品中的“对”介词词组充当状语的比例要远远高于充当定语的比例。 的300条例

句中，“对”充当状语的例句有256条，占85.3%，定语例句只有44条，只占到

14.7%，王朔的作品中，充当定语的“对”更是稀 ，只有23条，占7.7%，而主要的

状语功能则出现在277条例句中，占到92.3%。可以说，在口语中，“对”主要充当了

状语成分， 后边的谓语结合，构成了相较于定语来说，更为简单的句法结构。
为了 察书面语中“对”的句法特点，本文又收集了CCL中社科/政论类的语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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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600条，这类语料语 庄重、正式度高。 

20）同时应对贫穷孩子加以关注。
21）许多人对此表示 疑。
22）如果家长不能及时有效地对幼儿进行情绪辅导, 那么孩子长大之后很容易

情绪失控。
23）作为家长来说应如何进行对幼儿的情绪辅导體。
24）规定学校财务公 ，可以更好地加强对学校的管理。
25）体现了党和政府对残疾人教育事业的高度重视。

上述例20）-22）中“对”介词词组充当了状语，在例23）—25）中则充当了定

语成分。我们发现书面语中使用的大量“对”字句，因其结构相对复杂，所以对于大

部分外国学生来讲是非常难掌握的。那么比起口语，“对”介词词组在书面语中的状

语、定语比例是多 呢？本文统计结果如下：

书面语体
状语结构 定语结构

402 (67.0%) 198 (33.0%)

（表 二）书面语体中介词“对”构成的句子成分比较

从上述图表中可以看出，书面语体中“对”介词词组充当状语的比例还是高于充

当定语的比例，但比起口语，书面语体中状语和定语的分 比率则不那么悬殊，可

以说三条例句中，至 有一条充当了定语。由“对”构成的介词词组充当定语时结构

相对复杂，语 庄重正式，这也是书面语中“对”的使用率较高的原因之一。

2. 构成成分分析

除了上述句子成分的分析以外，为了能对“对”的各种结构进行循序渐进的、系

统性教学，本文还对各600条语料进行了“对” 其他成分的结合情况分析。其结果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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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对+N 对+NP 对+NP的N 对+NP的V 对+VP的N 对+VP+NP

198 49 27 21 1 4

66.0% 16.3% 9.0% 7.0% 0.4% 1.3%

王朔
228 24 25 16 6 1

76.0% 8.0% 8.3% 5.3% 2.0% 0.4%

口语

综合

426 73 52 37 7 5

71.0% 12.2% 8.7% 6.2% 1.1% 0.8%

书面语8)
69 122 116 210 50 18

11.8% 20.9% 19.8% 35.9% 8.5% 3.1%

（表 三）口语体和书面语体中介词“对” 其构成成分分析

下面我们 对上述图表一一进行说明，然后进行 后总结。

1）对+N

26) 潘佑军一进门就对我说：“你看我给你把 领来了？” 

27) 贺营长立住，低声对谭明超说：“看见了吧？那是‘ 秃山’的主峰…… 
28) 大家给他鼓掌，都对他问长问短。 
29）特别要防止坏人用黄色书刊和淫秽录像对初中生进行腐蚀和毒害。 
30）恩格斯在《骑兵》一文中对此专有论述。

例26）-28）是口语语料，例29）-30）是书面语语料中“对+N”的例子。本文

统计结果显示，“对+N”结构在口语中非常普遍，共出现426条，占71.0%，这一比

例远远高于书面语中的比例，书面语中出现的“对+N”只有69条，只占11.8%。例

26）中的“对+人称代词+说”句式的使用频率 高，这一句式也是初级阶段介词“对”

的教学重点之一，可以说是 重要的句式。不过限于书面语正式、庄重、严肃的语

特点，这类句式很 出现在书面语中。

 8) 600条书面语语料中有一些“对”加主谓句的例句，因语料数量有限，口语中没发现此类

结构，这类结构较为复杂，数量也不多，只有15条，并且不能 口语进行对比，因此

排除在统计范围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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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对+NP

31）赶到这位 太太对丈夫或儿子示 的时候，她的气派是那么大。
32）大姐后来嘱咐过我，别对她婆婆说，二哥福海是拜过师的油漆匠。
33）“反正你要想对我们杜梅使坏，那你就算倒霉了，毁你太容易了。”

34）如果没有一定的音韵学修养，对古代诗歌就无法做到全面准确地理解和欣

赏。
35） 会 对第三代数字移动通信表现出极大的热情。
36）社会各界包括科技、生产、服务、管理等部门也对这一事业发生兴趣，并

给予支持。

例31）-33）是口语语料，例34）-36）是书面语中“对+NP”的例子。从例句

中可以看出“对+NP”其实是“对+N”的延伸。除了“对+某人+说”或“对+某人持某种

看法或感情”等内容的句式以外，也常会出现“对” 名词词组结合的情况，这一点在

书面语中尤为突出。统计结果显示，“对+NP”结构在口语中只出现73条，占12.

2%， “对+N”相比，比例很低，这主要是因为“对+人称代词+说”的比例使得“对

+N”占比较高。比起书面语中“对+N”的11.8%，“对+NP”的使用频率却略有提高，
出现了122条，占20.9%，这也略高于口语中“对+NP”的比例。这主要是因为书面

语可以表达“对+某人/某事+提出/做出/进行/有/发生/出现+某些动作/想法/结果”

等各种内容，其中的某人或某事范围较广，容易采用名词词组形式。

3) 对+NP的N

赵元任（1968:374）也曾提过介词加上“的”字修饰名词的情况。本文对语料进

行分析后发现，“对”也经常 “的”结合修饰后边的名词或动词。本文分为“对+NP的

N”、“对+NP的V”、“对+VP的N”三种句式，分别进行了统计。这类句式结构相对复

杂，是中高级水平的学生习得介词“对”的重点。首先来看“对+NP的N”。

37）他对诗词的意见还丝毫没有改变。
38）他对目前自己的生活状况很满意。
39）语 实践中这类病句的产生对本文的观点是一個很好的佐证。
40）他只能局限于对语 中的词语进行描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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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37）-38）是口语语料，例39）-40）是书面语的语料。“对+NP的N” “对

+NP”虽然看上去极其相似，句中“NP的”也只是起到修饰后边另一個“N”的功能，但

因其结构中多了一個“的”，对外国学生来说，却是比较难掌握的结构，在什么情况

下不能省略其中的“的”， “NP的”结合的“N”是否只是抽象名词9)等问题也都 要仔

细研究。学生 要具体、反复地练习后习得该结构。统计结果显示，“对+NP的N”

在口语中只出现了52条，只占8.7%，书面语中则出现116条，占了19.8%，比例相

对较高。

4) 对+NP的V

“对+NP的V”是 要重点讨论的结构，也是外国学生较难掌握和使用的结构。
朱德熙（1982:60）认为名词要修饰动词时，后边要加“的”。

41）虽然他们对我的结婚感到突然，但也没说什么。
42）晓荷对妇女的 重，几乎象個英国绅士似的。 
43）它对人的学习和思想品质的形成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 
44）通过对信息的搜集、加工、整理， 终做出符合实际的决策。 
45）文化对教育的制约主要表现在教育的质的特征上。
46）特别是对儿童和 年的学习，图书馆是代替不了学校教育的。
47）具体地来说，生产力对教育的发展起着以下几方面的作用。

例41）-42）是口语语料，例43）-47）是书面语的语料。统计结果显示，“对

+NP的V”在口语中因其结构相对复杂，语 较为正式、严肃，所以使用率很低，只

出现了37条，占6.2%， 口语中“对+N/NP”的比例形成鲜明对比。书面语中“对

+NP的V”却是占第一位的强势结构，出现了210条，高达35.9%。口语 书面语的

鲜明对比不得不让我们想起方梅（2013）提到的“句法特征具有语体分 差 ”的说

法，例41）中动词“结婚” “对”的结合，比较牵强，我们更容易说成是“我结婚，他

们感到突然”，而例45）中动词“制约” “对”的结合却很自然，虽然也可以说成“文化

制约教育主要表现在教育的质的特征上”，但总觉得“对” 谓语“表现”更容易搭配起

 9) 何静静（2012） “对+NP的N”中“N”分为“感情、兴趣”等情感 度类、“看法、偏见”等

见解论点类、“作用、效果”等作用意义类、方针政策类等四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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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这一结构 要高级水平的学生慢慢掌握，在 清楚可 “对”搭配的动词谓语的

类型之后，再慢慢通过介宾成分中宾语的扩张练习，慢慢习得。

5) 对+VP的N

48）一個电影导演打来电话，说对我新发的中篇 说很感兴趣。 
49）任何社会组织或 個人有权对违反本法的行为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检举或

控告。
50）第二十七条：对违反学校管理制度的学生，学校应当予以批评教育，不得

除。

例48）是口语语料，例49）-50）是书面语的语料。这一结构在口语中出现的

比例非常低，只有7条，占1.1%，主要是因为动词词组加“的”修饰名词并不是常用

结构，使得 “对”结合后，整個句子更加冗长，繁琐，在语 交际中，会让听 不

能轻松获取信息，倍感负担。书面语中情况稍好一些，出现了50条例句，但也不是

一個常用的结构，只占了8.5%。

6) 对+VP+NP

51）对培养青年干部颇有热情。
52）可以对促进问题型教学起到积极的作用。
53）对合理配置教育资源……提出指导意见。

“对+VP+NP”和“对+NP+VP(+NP)”都是从“对+主谓结构+谓语”结构发展出

来的。因这一结构较为复杂，所以使用频率非常低。口语中只出现了5条，占极

的0.8%，书面语中也只出现18条，只占了3.1%。这类结构 要深厚的汉语语法知

识作为铺垫，如果简单讲解，学生泛化使用后，只能导致学生出现更多偏误。
以上是对“对”介词词组构成成分的分析比较。通过对语料的分析，我们发现在

实际语 环境中，口语和书面语在“对”的使用上存在一些差 。

一、口语中 “对”结合的成分主要是人称代词或光杆名词以及一些名词词组。
二、口语中使用“的”修饰名词或动词的“对”字结构并不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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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书面语中 常见的结构是“对+NP的V”， 口语形成对比。
四、除了“对+NP的V”，其他类型的成分也有一些分 ，并不像口语那么集

中。

Ⅳ. 介词“对”搭配的谓词类型

54）四颗 星各有一角 正对着大星的中心点。
55）“不是。”我对她说。
56）“我现在对你有些担心。”

57）他对管理伙食非常地有办法。
58）对牛师傅来说，总有那么不 的吸引力。

汉语中的大部分介词都来自动词，“对”也是如此。例54）中的“对”就是动词，可

以 动 助词“着”结合。吕叔湘（1980） “对”的动词意义分为对待、对付、对抗以

及朝、向、面对等两种意思。他又指出“对”的介词义也有两种，一种是“指示动作的

对象；朝；向”，另一种是“表示对待，用法大致同‘对于’”。例55）中的“对”就是由动

词“朝、向、面对”引申出来的介词，因为还保留着一些动词义，所以介词“对”还可

“着”结合。例56）中的“对”接近于“对待”义，这一类“对”的动词义完全虚化，所以不能

“着”结合。何静静（2012）参 前人研究，认为例57）中的“对”表“针对”义，这一

类“对”，动词义更虚，也不能 “着”结合，而且本文 察中发现，很多书面语中的

“对”都出自这里。另外，例58）中的“对”一般被认为具有“关涉”义。因为“对……来说”

作为一個固定句型，学生可以在高级阶段单独习得，本文先不予 察。
学生在习得目的语的过程中必然会受到母语的干扰，特别是在教学过程中不加

以区分和引导的话，受干扰的程度会更高。本文 察前人研究发现，최병덕

(2005), 중국표준어문법(1989:351)等都 “对”翻译成韩语的“에게”, 这可能是因为

介词“对”具有介引对象的功能，所以很容易联想到韩语中具有同样功能的助词“에

게”, 可是上述55）—57）三個例句中，除了例55）中 动词义 接近的介词“对”以

外，其他两個都不能翻译成“에게”，而只能翻译成“에 대하여”或 “을/를”。可以说，
在初级阶段 “对”简单翻译成“에게”并教给学生是非常有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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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本文参 何静静（2012）的整理，分别介绍 “对”搭配的谓词（动词/形

容词）类型。

1） 朝、向义“对”搭配的谓词，主要表达短暂的 语动作或身体动作

等。

① 语类动词：说（말하다）、讲(말하다)、 (이야기하다)、喊(소리지르

다)、发誓(맹세하다)、倾诉(털어놓다)、吐露(토로하다)、吼叫(고함치다)、唠叨(잔

소리하다)、解释(설명하다)、撒谎(거짓말하다)等。
② 身体活动类动词：笑（웃다）、哭(울다)、微笑(미소 짓다)、挤眼(눈짓하

다)、伸 头(혀를 내 다)、做鬼脸(익살맞은 표정을 짓다)、挥手(손을 내젓다)、
点头(머리를 끄덕이다)、鞠躬(허리 굽혀 인사하다)等。

③ 综合表现类动词：摆架子（거드름피우다）、 玩笑(농담하다)、发脾气

(화내다)、献殷勤 (아첨하다)、发火(화내다)、忏悔(참회하다)、撒娇(애교떨다)

等。

语类动词中的“说” “对”的结合非常普遍，在教初级阶段的学生时，一定要注

意“说” “问”、“告诉”、“回答”等双宾动词的区别。

2） “对待”义“对”搭配的谓词，主要表达心理活动、情感行为、 度

等。

① 心理活动类动词：不满（불만을 가지다）、担心(걱정하다)、感激(감사하

다)、关心(관심을 가지다)、 疑(회의적이다)、警惕(경계하다)、同情(동정하다)、
重(존중하다)、重视(중시하다)、崇拜(숭배하다)、信任(믿다)、厌倦(싫증나다)、热爱

(매우 좋아하다)等。
② 情感 度类形容词：好(잘해주다)、绝望(절망을 느끼다)、痴迷(빠지

다)、冷淡(냉담하다)、反感(반감을 느끼다)、温柔(부드럽다)、严厉(엄격하다)、认

真(침착하다)、诚恳(성실하다)、亲切(친절하다)、失望(실망하다)、好奇(호기심을 

가지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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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经验认知类形容词：了解（잘 알다）、明白(이해하다)、清楚(잘 알다)、
理解(이해하다)、感兴趣(관심이 있다)、精通(통달하다)、熟悉(잘 알다, 익숙하다)

等。

针对这类动词或形容词的教学， 重要的是要对“对+程度副词/否定副词等+

心理动词/形容词”结构进行反复练习，特别要强 其中程度副词的重要性。此类谓

词中的“关心”、“感兴趣”偏误率非常高，主要是因为“关心”、“有关心”、“很有关心”、
“有感兴趣”等的误用造成的。在教学中，一定要强 “关心”的词性，作为动词，“关

心”不能 “有”结合，“有关心”是“관심이 있다”这一韩语句式的直译导致的，具有浓重

的母语干扰的痕迹。其次要强 “关心”作为心理动词既可以 后边的宾语结合，形

成“关心她”这样的结构，也可以 “对”搭配使用，只是 “对”搭配时要 程度副词等

一同使用，像“对她很关心”，这种对比以及反复练习是不可或缺的。“感兴趣”作为一

個词组，具有 离合词相同的句法功能，也就是其后不能再出现宾语，首先强 这

一点就不会出现“感兴趣他”这样的偏误了，而“有感兴趣”是“有兴趣”和“感兴趣”混淆而

导致的偏误，在教学中一定要指出“感兴趣（흥미를 느끼다, 관심이 있다）”、“有兴

趣(흥미가 있다. 관심이 있다)”表达的意思非常相近，不可以混在一起使用。

3） “针对”义“对”搭配的谓词，这类搭配形式多样，在书面语中很常

见，应是高级阶段学生在学习“对”时习得和巩固的重要部分。

① 形式动词“进行/加以/给予等”+抽象类动词。抽象类动词分为两类。
行为动词：处理（처리하다）、 查(조사하다)、分析(분석하다)、改革(개혁하

다)、干涉(간섭하다)、破坏(파괴하다)、 胁(위협하다)、援助(지원하다)、检查(검

사하다)、监督(감독하다)、支持(지지하다)、帮助(도와주다)等。
语动词：安慰(위로하다)、教育(교육하다)、警告(경고하다)、表扬(칭찬하

다)、抗议(항의하다)、批评(비판하다)、说明(설명하다)、讨论(토론하다)、责备(꾸

짖다)、宣传(홍보하다)、揭露(폭로하다)、劝告(권하다)等。
② 有/没（有）+ 名词/名动词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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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没）要求（요구）、有（没）感情(사랑)、有（没）好感(호감)、有（没）
意见(의견)、有（没）礼貌(예의)、有（没）好处(이득)、有（没）看法(생각)、有

（没）把握(자신)、有（没）印象(기억)、有（没）信念(신념)、有（没）偏见(편

견)、有（没）顾忌(걱정)、有（没）办法(방법)、有（没）帮助(도움)、有（没）影

响(영향)等。
③ “作用、效果、信心”等结合的产生(생기다, 나타나다)、失去(없어지다, 

잃다)、丧失(잃다)”等动词

④ “措施、计划”等结合的“采取(취하다)、实施(실시하다)、负责(책임지다)”

等。

通过参 何静静（2012）的分类，我们了解了 “对”搭配的谓词类型。我们发

现这些动词 形容词不但意义丰富，很难统一，有些还可以 “进行、加以、给予、
有”等结合，为外国学生习得“对”增加了难度。那么对于这样复杂的“对”介词词组的

教学，我们应采取怎样的步骤和策略呢？为了回答这個问题，本文对HSK甲乙级动

词11) “对”的结合情况进行了 察，分析了实际语 环境中“对”的使用情况。

Ⅴ. HSK甲乙级动词 介词“对”的搭配情況

我们已经介绍了在使用“对”时出现的错序、误加、遗漏、误代等四大偏误现

象。错序是因为学生对汉语的语序掌握得还不够充分，通过初期的引导 练习是可

以降低其偏误率的。误加是因为学生没有掌握好可 “对”结合的谓词种类，有些谓

词虽然看上去可 “对”结合，但其实不然。这类偏误受母语干扰的影响很大，特别

是在高级阶段，随着学生们使用“对”的频率慢慢增加，偏误现象也更加普遍。遗漏

也是因为学生没有掌握好可 “对”结合的谓词种类，但这一偏误主要是因为受到目

10) 朱德熙（1982:60）把可以和“有”结合的动词称为“名动词”，他认为名动词具有可以充

任准谓宾动词的宾语、可以受名词直接修饰等两個句法特点。本文收集到的“对+NP的

V”中很多“V”也具有这一名动词的特点。
11) HSK甲级中没有出现可 “对”搭配的形容词，乙级中也只出现了几個，本文介于汉语中

动词 形容词在做谓语时功能相同， 形容词放在动词范围中一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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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语干扰， 主动宾语序泛化使用，在不能加宾语的动词上加上宾语，或 宾语提

前却忘了加上“对”等，偏误率较高。误代是学生没有掌握好“对” “给”、“跟”、“向”等

其他介词的区别，混淆使用所造成的。这类偏误较难改正， 要在初期阶段通过教

材编写，教学步骤等方面科学、系统地进行比较练习 反复练习。
为了了解汉语初级阶段能 “对”结合的动词有哪些，本文对HSK甲乙级动词进

行了 察，首先来看HSK甲级动词 “对”以及 其他介词“给”、“跟”、“向”的搭配情

况。本文穷尽式地分析了295個动词。

介词种类 对 给 跟 向

数量 18 79 24 26

比例 6.1% 26.8% 8.1% 8.9%

（表 四）HSK甲级动词 “对/给/跟/向”的搭配情况

本文 察发现，可 “对”结合的HSK甲级动词 ，只有18個。“给” 多，可

以结合的动词有79個。“跟”的介词义比较复杂，本文参 吕叔湘（1980:230）的分

类， 可用在“跟……一起”句式中的动词全部排除，只 察了“跟他见面”、“跟他讲”、
“跟他 玩笑”这类句中跟“对”意思相近的“跟”，所以只找到了24個动词，不过加上

“跟……一起”句式中的动词，其数量 远远超过“给”。 “向”结合的动词有26個，虽然

不多，但也比“对”多。
本文搜集的18個可 “对”结合的甲级动词如下：

1）说、说明、喊、讲、叫、哭、笑，表示、表现（出）12)、指、 玩笑13)、
2）感到、了解、关心、满意、
3）负责、有、做

第一类动词主要 “朝、向”义的“对”结合，这里的“对”，也可以换成“跟”或“向”。
比如说“跟他说/对他说/向他说”都是合格的句子。第二类动词主要 “对待”义的“对”

12) 甲级动词中只有“表现”一词，因“表现出”比“表现了”更为常用，本文特此标注“表现(出）”

13) “ 玩笑“为动词词组，因收录在HSK甲级词库中，所以此处看做是一個动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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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这里的“对”不能换成“跟”或“向”，也不能换成“给”，其中的“了解”、“关心”、“满

意”都应受到“很”等程度副词的修饰。第三类动词主要 “针对”义的“对”结合，虽然只

有3個，但其中的“有”和“做”却非常复杂， 好留到高级阶段再进行教学。例如:“对

他有很大帮助”、“对他做了一些坏事”都使用了“对”，但这些结构对于初级阶段的学

生来说是很难掌握的，如果没有学好，只会出现不必要的偏误，例如“对他有关

心”、“对他做了饭”等。
下面我们再来看看HSK乙级动词 “对”以及其他介词的搭配情况。本文穷尽式

地分析了663個动词。

介词种类 对 给 跟 向

数量 56 168 63 70

比例 8.4% 25.3% 9.5% 10.6%

（表 五） HSK乙级动词 “对/给/跟/向”的搭配情况

HSK乙级动词比甲级多，在比例上虽然 “对 ”结合的动词比例略高一些

（6.1%：8.4%），但差距不大。另外， “给/跟/向”结合的动词 甲级动词相比，
比例也没有太大变化。

本文搜集的可 “对”结合的乙级动词如下：

1）嚷、表达、表明、发表、公 、证明、解释、形容、宣 、宣传、指出、承

认、建议、吩咐、 展

2）微笑、问候、道歉

3） 、甩、吐、拜、挥

4）同情、热爱、满足、感兴趣、感激、安慰、诚恳、诚实、吃惊、担心、愤

怒、熟悉、恨、积极、 应、重视、 敬、放心、 放、服从、理解

5）称赞、沉默、议论

6）产生、发出、形成、构成

7）采取、执行、加强、加以

8）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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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中的动词 “朝、向”义的“对”结合，这里的“对”，也可以换成“向”或“跟”。
4）中的动词 “对待”义的“对”结合，这里的“对”不能换成“跟”或“向”，也不能换成“

给”，而且都能受“很”等程度副词的修饰。5）-7）中的动词 “针对”义的“对”结合，
种类较多。其中6）中的存现义动词（对~产生影响/构成 胁）7）中的形式动词

“加以”（对~加以保护）8）中的“具有”（对~具有重大意义）等都常 “对”结合并出

现于书面语中，在教学中应让学生反复练习这些固定词组的搭配用法。本文曾在前

边还提过，“对”经常 “进行/加以/给予等+抽象类动词”、“有（没有）+名词/名动

词”等结合使用，但因为这类结构 要在中高级阶段一一掌握，所以在乙级动词

“对”的结合上并没完全体现出来。
另外，乙级动词中还出现了一批“道歉”、“对话”、“反映”、“告别”、“讲话”、“商

量”、“ 话”、“议论”、“接近”、“重复”等只能 “跟”结合的动词。因这些动词在韩语中

都可以 “에게”结合，很容易造成母语干扰，所以在教学过程中，应特别重视这些

动词 “跟”的反复练习。“报告”、“转告”、“请求”、“提倡”等则是只能 “向”结合的乙级

动词，在讲授这些动词时也应尽量避免让韩国学生受到母语干扰。

Ⅵ. 结论

本文参 前人研究对介词“对”的偏误类型及语体问题、不同语体中“对”的句法特

点、 “对”搭配的谓词类型以及HSK甲乙级动词 “对”的搭配情况等做了整理或 察

分析。通过本文所做的分析，整理出以下几条教学观点 策略，仅供参 。

第一、韩语中“对”、“给”、“跟”、“向”都可以翻译成“~에게”，这就导致很多学生

这些介词一起进行输入时，经常出现偏误现象。本文 察发现， “给”、“跟”、相

比，初级阶段中 “对”结合的动词数量很 。因此本文建议介词的教学顺序应是“跟”

→“给”→“向”→“对”，“对”要等到学生熟练掌握“跟”的协同意义、“给”的受益或受损义、
“向”的“朝/向”义等 基本的意思，并熟练掌握 这些介词结合的动词之后，再去学

习。例如：可以先教学生“跟他说”、“跟他商量”，等学生熟练掌握这一结构后，再教

学生可以用“对他说”代替“跟他说”，但不能说“对他商量”。这样可以有效防止“误代”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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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的出现。
第二、本文穷尽式的分析了295個HSK甲级动词与663個HSK乙级动词后发现

可 “对”结合的甲级动词只有18個，乙级动词也只有56个，所以完全有机会 这些

动词循序渐进地全部教给学生。另外“对”偏误中“误加” “遗漏”是因为没能掌握好

“对”结合的谓词类型，“对”的介词义由动词义引申出来，因此可以按顺序，首先教学

生“对”的基本义，也就是“朝/向”义， 这一基本义结合的数量有限的HSK甲乙级

动词全部教给学生，例如“对他说/对他笑”等。然后再教学生“对待”义，例如“对他很

关心”、“对它很感兴趣”、“对他很满意”等以“对~（很等程度副词）+谓词”的固定句

式教给学生，让学生反复练习。 后再教学生“针对”义的“对”， 这类“对”结合的动

词种类繁多，有一些还常出现在书面语中，是高级阶段的学生必须要掌握的语法点

之一。
第三、吴丽君、吕滇雯（2002）引用赵世 先生在《母语教学 外语教学》中的

话，认为“在母语教学中，口语是第一性的；而在外语教学中相反书面语是第一性

的。把汉语作为外语教学应重视书面语的教学，只有打好了书面语的基础，才有可

能提高口语的表达能力。”可以说，书面语的教学是非常重要的。本文引用他们的

话，认为对书面语的重视程度不够、教材跟不上、教师授课方式失当等都是导致书

面语教学失衡的原因。“对”在书面语中使用的频率要高于口语，我们也 察出两种

语体中使用的句法结构也有很大差 。因此应重视“对”的书面语教学，例如对“对

+NP的NP”、“对+NP的VP”等结构的输入 练习，对“进行/加以/具有/构成”等词汇

的掌握等都应在教材 教学过程中体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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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提要】

This thesis focused on research on the following topics, such 

as types of error and registers of preposition “对”, types of 

predicate which match “对”，and collocations like how verbs in the 

first two classes in HSK match “对”，etc.. This research found that 

the order of teaching prepositions for beginners should be：“跟”，
“给”，“向”，“对”. What’s more is, the basic meaning of “对” should 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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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ught first, which is “朝/向 （facing）”. Secondly, the meaning of 

“dealing with（对待）” while “对”is used as “对+ predicate”, e.g., “对

他很关心”（care about him），“对它很感兴趣”（be interested in it）. 

The meaning of “be aimed at (针对)” should be taught finally. 

What’s important is that “对” is more frequently used in the 

written language, which suggested that teaching of “对” in written 

language needs more attention.

【主題語】

介词“对”、介词“对”的偏误分析、“对” “给”、“跟”、“向”的比较、语体、书面语教学

전치사 ‘对’，전치사 ‘对’의 오류 분석, ‘对’와 ‘給’, ‘跟’, ‘向’의 비교, 문체, 서면어교

육

preposition 对, error analysis of preposition 对, comparison among “对”, 

“给”, “跟”and “向”, language style, teaching of written langu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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