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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Vocabulary Teaching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eaching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Lexical
meaning includes three parts, rational meaning, grammatical meaning, and coloring meaning. At
present, the research of teaching coloring meaning is a vacancy. This article studies the mechanism of mastering coloring meaning. We also study the psychological features of students when
they study coloring meaning from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Theory angle and cognitive persp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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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词汇意义主要包括理性意义、语法意义和色彩意义。掌握词汇的色彩意义对于外国学生正确使用汉语词

68

汉语词汇色彩意义习得的认知心理研究

汇意义重大。本研究主要考查了汉语第二语言学习者掌握词语色彩意义的心理机制，分别从第二语言学
习理论和认知理论的角度考查学生掌握词语色彩意义的心理特征，建立了色彩意义学习的认知图式，并
提出了相应的学习模式和教学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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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词语(包括词和固定语)教学是对外汉语教学的重要内容，但是由于本体研究相对薄弱，词语教学研究
一直就是对外汉语教学研究中的一个薄弱环节。词语的意义内容应该包括三个部分，即理性意义、语法
意义和色彩意义[1]。色彩意义是词义内容中一个独立的部分，它既与理性意义、语法意义有紧密的联系，
又是一种独立于理性意义和语法意义之外的词义内容，每一个词都有它的色彩意义[2]。目前，对于词语
色彩意义教学的研究基本是一个空白的领域。留学生最常出现偏误的是感情色彩意义和语体色彩意义。
本文主要从心理学的角度考察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词汇色彩意义习得。

2. 第二语言词语意义习得过程的特点
第一语言和第二语言的学习对于词语意义的理解有很大的区别。在第二语言学习中，对目的语词语
的色彩意义的理解困难比较大。如果第二语言学习者对目的语的词语的色彩意义理解不透，掌握不好，
用所学的词去构造句子的时候就会发生色彩或风格不统一、不协调的问题，说出来的话语就不得体。
词语是语言构成的基本要素，是语言的建筑材料。不论是第一语言还是第二语言学习，都有一个掌
握所学语言词语的过程。词语的掌握过程，首先是对词语的形式及意义进行感知与理解，然后是将所学
词语正确地用于言语表达[3]。第二语言学习者在目的语的词语掌握过程上具有自己的特点。

2.1. 从语码的“转换”和意义的“注释”开始
因为成年人已经掌握了自己的母语，并具备了用母语进行抽象思维的很强的能力，所以他们理解、
掌握目的语的过程一般都是从语码的“转换”和意义的“注释”开始的。所谓语码的“转换”，是指把
目的语词的语音形式(或书写形式)转换成母语的词或词组的语音形式(或书写形式)。这种“转换”是通过
教师的帮助、查词典或阅读教科书上的词语翻译的形式实现的。所谓意义的“注释”，是指由母语词或
词组的意义去“注释”目的语词的意义。语码的“转换”和意义的“注释”是目的语词的声音和意义跟
母语的词或词组的声音与意义建立联系的最基本的最常用的手段，是第二语言学习活动在相当长的一段
时间里达到对目的语词语所表示的“日常概念”或“科学概念”的掌握[4]。
这种现象在第二语言学习中，比如在查双语词典以及在看教科书的词语注释的时候经常碰到，它会
给词语的“转注”活动带来一定的麻烦。但从概念上来说，A 语言的一个词和 B 语言的几个词各自所表
达的理性意义基本相同，但是 B 语言各词所附加的色彩意义不同。所以在学习者理解这些词的时候，在
理性意义之外必须弄清色彩意义，否则容易出现偏误。

2.2. 由“分解”到“综合”
儿童对母语词语的理解与把握是在把握住所听、所说的话语中的语言片段的整体意义的情况下，逐
步分化、发展到对语言片段的一个个词的理解与掌握的。成年人理解、掌握第二语言的词汇，需要先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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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语语言片断中把词切分出来，结合语码的“转换”和意义的“注释”活动，对词的语素构成和语义关
系进行分析，然后才能综合的达到对目的语词语的准确、透彻的理解与掌握[5]。

2.3. 与学习者的生活经验的紧密相关
第二语言活动中，学习者丰富的生活经验(包括学习母语的经验)，以及跟丰富的生活经验相关的抽象
思维能力、对客观事物的认知能力，对目的语词语的理解与掌握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这种作用使学
习者在较短的时间里理解并掌握目的语的许多词语。成年的第二语言学习者所掌握的那些词语，有些是
第一语言学习者在短时期内难以掌握与理解的。
语言作为人类思维活动的工具，它能反映人类的共性。比如都要用词语的形式来表达一定的概念，
不同语言的不同的词语会表达内涵相同或相近的概念。语言作为一个民族自己创造的产品、作为该民族
成员共同使用的交际工具，它又有鲜明的民族个性。一个民族的生活环境、生活经验、认识主客观世界
的方式方法等诸多因素，共同促进了一种民族语言的形成。于是，人们在掌握了本民族语言的基础上再
学习其它民族语言(第二语言)的时候，一方面可以使用“转注”的方法，使两种语言的词在意义上建立联
系，能较快获得对另一种语言的词义的理解；另一方面，用“转注”的方法往往不能把一种民族语言的
特有的个性特征反映出来。

3. 第二语言词语色彩意义习得的过程
认知科学认为，语言运用的心理过程是以认知为基础的。人脑处理各种心理表征的过程从本质上说
是认知的，这一过程的基本模型同样可用来解释人类语言的感知、理解、贮存、检索和产出。认知科学
对人类复杂的认知心理过程的高度重视也表明当今的心理语言学已具备广泛的认知基础。从认知科学的
角度看，人的大脑是一个有一定容量的信息处理系统，而语言知识的习得和使用与其他知识一样是一个
信息处理的过程，即以大脑“信息处理器”为中心，一头连接输入而另一头连接输出的信息处理过程。
同时，知觉、表象、记忆、理解、意识、决策等心理表征都将对信息处理的过程产生制约作用。总之，
第二语言的运用能力是以认知能力为基础，第二语言的习得建立在学习者自身认知能力发展的基础之上，
而不能超越认知能力的发展水平。
认知研究涵盖了心理过程的全部范围，包括知识表征和结构，知觉信号的检测和注意，模式识别，
记忆的结构和模型，学习和记忆的策略，思维与解决问题，概念和规则，语言与认知发展，认知的自我
监控等。对外汉语教学的认知理论研究，是把认知的过程和理论同对外汉语教学理论结合起来进行的一
项研究[6]。接下来我们将研究与词语色彩意义的习得相关的认知理论，分析外国学生学习汉语词语色彩
意义的认知过程，寻找其中的认知规律，从而遵循规律进行词语色彩意义的教学，促进学生准确、高效
的习得汉语词语的色彩意义。

3.1. 表征与图式
留学生习得汉语的过程是一个刺激与反应的过程，也是一个外显与内隐的过程。汉语的词语作为信
息输入学生的头脑，并非像照相机似的直接在大脑中成像，而是像电台、电视台播放或传真机那样转化
成有意义的声波或光波，然后为人脑所接收、加工成相应的词语。也就是说刺激信息在头脑中不是以某
种原始形式直接呈现出来，而是转化成神经能，由神经能对之进行一系列的分析(编码、归类、贮存等)，
从而形成有关的内容和组织(即图式)。外国学生就凭这些图式以及图式之间的联系，去认读、理解汉语材
料，或口说、手写自己的思想、见解。这一过程被认知心理学家称为“表征”。
表征是指信息在内部加工的整个过程，具体来说是思想、事件、事物等在头脑中获得、贮存、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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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图式并付之运用的过程。认知心理学根据不同的信息加工形式，把知识表征分为三种类型：类比表
征、命题表征和程序表征。三种类型的知识表征以命题表征最为重要，因为它是人类知识的基本存在形
式，也是认知心理学占主要地位的表征形式。
留学生掌握汉语词语的色彩意义应用的是命题表征，而正确的运用词语的色彩意义则属于程序表征。
程序表征即是指对知识系统中的操作性知识进行加工的过程。例如，外国学生在不同的语言环境中，能
够选择合适的语体进行交际，就是从操作性知识中找到解决的办法。
命题表征的一个重要的模式就是图式。刺激之所以能够得到反应就是学习者的头脑中存在图式(即认
知结构)。这些图式在学习过程中逐渐形成，又不断的在相同或类似的环境中重复和重现，从而概括、升
华为有等级层次的系统。正是因为图式系统的等级作用，他们就能同化同类的或下属的新的刺激信息。
一个图式并不是孤立的，而是与各种图式相互联系、渗透的。

3.2. 元认知
人类的认知一般分为三个层级：1) 简单的认知学习，获得语义知识即陈述性知识；2) 复杂的认知学
习，获得智慧技能即程序性知识；3) 更高级的认知学习，获得调节和控制自己认知过程的能力即策略知
识，认知心理学称之为元认知。实际上，每个语言项目的学习，都始终贯穿着“陈述性知识——程序性
知识——策略知识”三个层级连续的认知活动和过程。词语色彩意义的习得也不例外。元认知是认知主
体对自身心理状态、能力、任务、目标、认知策略等多方面因素的认知；它是以认知过程和认知结果为
对象，以认知活动的调节与监控为外在表现的认知。它对词语色彩意义的习得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4. 与词语色彩意义习得相关的教学策略
汉语作为外语教学的目的就是要让学生构建起并应用汉语语言模式，并应用汉语语言模式。所谓模
式是现代认知心理学的一种假设。认知心理学认为模式是大脑神经机制对外界刺激信息的一种摄入反应。
它把不同感觉神经传入的信息综合起来，建成酷似外界刺激物的模式，这就是编码、库存的过程。所有
模式的建立都必须经过编码才能与其它模式互相区别。一个完整而有效的语言模式是由核质(模式的核心)
＋外围线索所构成。模式的核质是外界事物在人脑中的本质反映，它对事物的再认具有决定性、根本性
的意义。外围线索是唤醒、激活核质的有效信息，对理解、记忆、识别、提取起着重要的辅助作用。就
教学而言，这些编码应该由教师和学生共同来完成，就是说教师应该有意识的提供并强化编码的线索，
以促进学生建立有关模式。
词语教学是师生的共同活动。学生在接收一个词语时，不只是简单的编码、贮存，而是同时把过去
的生活经验融合进去，通过对照、比较、分析、综合、归类等方式进行再次编码，然后才送入脑库相应
的书架中[7]。汉语教师常用的词语教学法，归纳起来有同化法、归类法、联想、比喻法、辨析法、译解
法、数据归纳法等。其中与词语色彩意义模式的建立密切相关的主要是同化法和辨析法。

4.1. 同化法
同化法，是利用新旧模式之间的上下位关系来进行词语教学的方法。一般来说，学习者头脑中贮存
了某种知识结构，就有足够条件吸收新的信息，从而扩大、限制或深化原有结构。采用同化法进行词语
教学，使利用旧知识来开拓新知识的有效途径，而且方便学习者编码、归类、入库。如我们在讲解“干
涉”的时候，告诉学生“干涉”一般指管不应该管的事情，含有贬义感情色彩。并把“干涉”纳入到以
前学过的“干预”的知识结构中，“干预”既可以指管应该管的事，也可以指管不该管的事，具有中性
的感情色彩意义。同样在报刊课中学习“如”这个词语，给学生解释“如”的含义就是“如果”，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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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具有书面语体色彩意义，而“如果”具有中性语体色彩意义。“就餐”和“吃饭”也是同义，只
是语体色彩意义不同[3]。

4.2. 辨析法
辨析法，是利用模式之间的近似关系来进行词语教学的方法。词性和理性意义是同义词模式的“核
质”，色彩意义、轻重、搭配、范围等是环绕核质的外围线索。外围线索越多、越精细则提取、应用的
正确率也越高。
在教学过程中，要注意给学生辨析词语的色彩意义。如讲解“倘若”、“如果”、“要是”，要指
出“倘若”具有书面语语体色彩意义，“如果”具有中性语体色彩，而“要是”具有口语语体色彩。这
样学生才能正确的提取词语并应用。
教学内核的真正落实是能让外国学生熟练地进行汉语语言模式的匹配和提取。色彩意义教学的目的
是为了学生能够从脑库中提取贮存的词语色彩意义知识，并在交际中正确的运用。所以在教学过程中我
们要注意应用相关的教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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