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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native speakers’ corpus BNC and non-native speakers’ corpus CLEC,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collocation of synonyms, begin, start and commence produced by the Chinese EFL learners. The study finds that: There are differences in the use of synonyms for the Chinese EFL learners.
Difficulties occur in differentiating synonym collocations. The Chinese EFL learners tend to use
fixed collocation. This study explains that these problems are closely related with the fact that the
Chinese EFL learners tend to translate literally in accordance with Chinese collocation, and that
learners tend to adopt avoidance strategy due to the lack of contextual awareness and the knowledge of collocational behavi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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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对比英语国家语料库(BNC)与中国学习者英语语料库(CLEC)中begin、start和commence的使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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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考察同义词的语义搭配行为。研究发现，中国英语学习者在这三个同义词的使用习惯上存在差异，
在区别其搭配行为上也存在偏离英语常规现象，且搭配形式较为单一，更倾向于使用固定搭配形式。研
究认为，一方面中国英语学习者很可能受母语汉语搭配习惯影响，倾向于按照汉语搭配习惯逐词翻译，
另一方面说明中国英语学习者对同义词搭配行为知识掌握欠缺，对习得的二语不能在语境中灵活运用，
倾向采用回避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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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同义词指的是具有不同音形却有相同或相似意义的词[1]。传统语义学认为，同义词具有相同的外延
意义，可以相互替换。但绝对的同义词并不多[2]。语料库证据表明，每一个词项都有其独特的搭配行为
[3]。同义词也不例外，它们一般只在概念意义上相同或接近，但在搭配词选择上并不能随意替换[4]。例
如，在英语中 powerful car 和 strong tea 是典型搭配，而 powerful tea 和 strong car 则不符合英语表达习惯
[5]。因此中国英语学习者正确辨析英语同义词成为英语学习的关键。
词语搭配指的是词与词的结伴使用这种语言现象。语言中词汇并非单独、孤立使用，而是和其他词
构成习惯性和典型性的结伴关系一起使用。根据[6]，“词语搭配是在文本中实现的一定的非成语意义并
以一定的语法形式因循组合使用的一个词语序列，构成该序列的词语相互预期，以大于偶然的几率共现”。
研究者[3] [7] [8]常常使用“搭配行为”来描述搭配词分布和语义特征。本文亦沿用该术语对同义词进行
描述。
近年来，国内基于语料库的英语同义词研究逐步开展。现有研究多聚焦于同义词的语法搭配特征。
张继东、刘萍[9]通过统计 happen、occur 和“发生”在语料库的不同语域中的词频分布差异，观察检索
行中所呈现的不同搭配关系、类联结等语言特征。部分学者[10] [11] [12] [13]通过类联结手段对 start、begin
这组英语同义词后搭配不定式和动词 ing 这两类非限定补语结构进行了相关探索。但是，针对同义词探
讨其语义搭配行为的研究相对较少，而且对中国英语学习者的英语同义词使用情况及其影响因素的讨论
不够深入。
本研究考察英语同义词的搭配行为，归纳搭配词所属分类情况，对比英语本族语者和中国英语学习
者在 start、begin 和 commence 上的使用习惯和搭配行为，以期对中国英语学习者在同义词差异辨析方面
能够起到一定的指导作用。

2. 研究设计
2.1. 研究问题
本研究选取 start、begin 和 commence 三个同义词进行比较，现有词典对三个词的定义基本是 to begin
or start doing something。根据定义可知，三个同义词的解释都包含了“开始做某事”的意思，但难以看
出同义词之间的内部结构和细微差异。start、begin 和 commence 三个同义词是否意义完全对等、用法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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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相同呢？英语本族语者与中国英语学习者使用这三个同义词是否存在差异呢？从词典的解释很难得到
答案。因此，本研究试图回答以下三个问题：1) 英语本族语者的同义词搭配行为特征如何？2) 中国英语
学习者在英语同义词的搭配行为上呈现出何种特点？3) 影响中国英语学习者的英语同义词使用的主要
因素有哪些？

2.2. 研究工具
本研究以中国学习者英语语料库(Chinese Learner English Corpus，简称 CLEC) [14]为研究对象，库容
为 100 万词，主要关注中国英语学习者对汉语中与“开始”字面意义最为接近的英语同义词 start、begin
和 commence 的搭配行为。
此外，本研究还使用了英语国家语料库(British National Corpus，简称 BNC)和兰卡斯特汉语语料库
(The Lancaster Corpus of Mandarin Chinese，简称 LCMC)作为参照。BNC 语料库词容量超过一亿，能够较
好地体现以英语为母语的本族语者的语言特点。为保持语料的平衡性，
本研究选取了同义词 start、
begin 和
commence 在 BNC 语料库书面语部分的语料作为参照，且该组同义词基本都高频出现。因此，能够在一
定程度上反映本族语者的同义词语义搭配行为，为对比中国英语学习者英语同义词的使用情况提供更丰
富的数据支撑。LCMC 语料库是一个 100 万词次(按每 1.6 个汉字对应一个英文单词折算)的现代汉语书面
语通用型平衡语料库，可统计中国英语学习者对母语汉语“开始”的使用情况，观察母语汉语对学习者
辨析英语同义词的影响。AntConc 3.2.2 语料库分析软件为本研究的检索工具。

2.3. 研究步骤
本研究分别从 BNC 语料库和 CLEC 语料库中提取真实数据，分析 start、begin 和 commence 的典型
搭配词，关注同义词的搭配行为，因此在搭配词的选取上仅考虑实义搭配词。
首先，从 BNC 语料库和 CLEC 语料库分别检索 start、begin 和 commence 三个节点词。为便于考察
三个节点词的语义搭配行为，检索项涵盖三个词的屈折变化形式。然后，按搭配词出现频率高低检索出
前 100 位搭配词，人工分析三个节点词与搭配词共现的索引行，剔除重复行和不符合义项要求的部分，
再对其有效索引行的搭配词进行定性分类，归纳为以下 9 类：时间类(如 season、holiday)、动作类(如 dig、
scratch)、评价类(如 inauspicious、humble)、状态类(如 crumble、fade)、工具类(如 engine、wiper)、心理
类(如 panic、realize)、事件类(如 intifada、competition)、价格类(如 price)及其他。最后，基于 BNC 和 CLEC
研究结果，对比分析本族语者和中国英语学习者对该三个节点词搭配行为的使用差异，并探讨差异出现
的原因。

3. 研究结果
3.1. 同义词的分布
分析结果显示，英语本族语与中国英语学习者对三个节点词在使用频率上存在差异(见表 1)。在 BNC
语料库中，start 出现频率最高，begin 次之，commence 最低。而 CLEC 语料库中显示，begin 出现频率最
高，start 次之，commence 最低。
我们采用对数似然比，对三个节点词在两个语料库中的频率进行了对比分析。研究发现，三个节点
词的使用频率皆具有显著差异(见表 2)，英语本族语者对 start 和 commence 的使用频率显著高于英语学习
者，而在中国英语学习者语料库中 begin 的使用频率显著高于 BNC 语料库。

3.2. 同义词的搭配特征
BNC 语料库结果显示，各节点词的搭配词分类情况存在差异(见图 1)。start 有效索引行为 2081，beg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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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The frequency of start, begin and commence in BNC corpus and CLEC corpus
表 1. Start、begin、commence 在 BNC 语料库和 CLEC 语料库中的出现频率
BNC 语料库

同义词组

CLEC 语料库

Start

48,436

167

Begin

42,026

745

Commence

1516

4

Table 2. Likelihood ratio analysis of differences in start, begin and commence usage in BNC corpus and CLEC corpus
表 2. BNC 和 CLEC 语料库中 start、begin、commence 使用差异的似然率分析
word

Freq. in BNC

Freq. in CLEC

Log-likelihood

Sig.

start

484326

167

321.75

0.000***+

begin

42026

745

159.54

0.000*** -

commence

1516

4

13.14

0.000***+

注：“+”表示在 BNC 语料库中高频使用；“-”表示在 CLEC 语料库中高频使用。

Figure 1. Distribution of collocation words of start, begin and commence in BNC corpus
图 1. BNC 语料库中 start、begin、commence 搭配词分布情况

有效索引行为 1601，commence 有效索引行为 625。
以上数据显示，start 搭配词搭配范围最广，与时间类搭配词搭配使用频率最高。start 与动作类搭配
词搭配的使用情况明显高于状态类搭配词的使用，与评价类、工具类和事件类搭配词搭配的使用情况也
较多。begin 与时间类搭配词搭配使用最多，且与状态类搭配词搭配的使用情况明显高于动作类搭配词的
使用，与 start 相反。此外，begin 与心理搭配词搭配的使用情况也较多，但与评价类、事件类搭配词搭配
使用情况较少。值得注意的是，begin 没有出现与工具类、价格类搭配词搭配情况。commence 的搭配词
分类范围相对较少，主要与状态类、事件类搭配词搭配，动作类次之，与时间类搭配词搭配使用情况最
少。
CLEC 语料库结果显示，
各节点词的搭配词分类情况存在差异(见图 2)。
start 得到的有效索引行为 162，
begin 为 739，commence 则仅有 4 例。
以上数据显示，中国英语学习者在使用 start 时，搭配词搭配范围最广。start 与状态类搭配词搭配的
使用频率最高，高于动作类搭配词的使用，也常与评价类搭配词搭配。start 存在与时间类、工具类、心
理类、事件类搭配词搭配使用情况，但使用频率不高。从 start 搭配词分类情况可以看出，“其他类”使
用频率较高，主要是指固定搭配的形式出现，如 from start to end。begin 主要与状态类搭配词搭配，高于
动作类搭配词的使用频率，也常与事件类、时间类、心理类搭配词搭配，但与评价类搭配词搭配使用情
况较少。同样，begin 的“其他类”使用频率较高，也常以固定搭配的形式出现，如 from beginning to end。
commence 在 CLEC 语料库中只出现了四次，其搭配词分别为动作类 actions，状态类 concern about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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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mage 以及事件类 policy，使用频率很低。

4. 讨论
4.1. 英语本族语者与中国英语学习者同义词搭配行为异同
对比英语本族语者与中国英语学习者对 start、begin、commence 的使用情况，可知两者对于该组同
义词使用习惯上存在差异。英语本族语者倾向使 start 一词，而中国英语学习者则更多地使用 begin，很少
使用 commence。
中国英语学习者在区别同义词的搭配行为上存在偏离英语常规现象，主要表现为 start 与 commence
的搭配词。start 主要是与动作类搭配词搭配，但学习者却常将其与状态类搭配词搭配，见下例：
1) We’ve got to start digging in and dish out some of the rough stuff. (BNC)
2) And once more the other rats started their scratching and squeaking. (BNC)
3) If they change the job, they must start to learn so many things. (CLEC)
BNC 语料库中，start 与动作类、状态类搭配词搭配频率分别为 16.43%、4.32%，更倾向与动作类搭
配词搭配，如例(1)、例(2)中的 dig、scratch。而 CLEC 语料库中，start 与动作类、状态类搭配词搭配频
率分别为 16.05%、27.78%。统计分析显示，CLEC 语料库中 start 与状态类搭配词的使用与其在 BNC 语
料库中相比具有显著差异(Log-likelihood 78.15; Sig. 0.000***)。中国英语学习者使用 start 时更倾向与状态
类搭配词搭配，且主要与 work、read、learn 搭配。从 BNC 语料库中检验学习者使用状态类典型搭配词
情况，发现英语本族语者使用 start 一词时，与 read、learn 搭配使用频率低。由此可知，中国英语学习者
在区别 start 搭配行为上出现偏离英语常规现象。
中国英语学习者在使用 commence 一词时也存在问题。commence 主要用于正式语体中，但学习者在
使用该词时缺乏语体差异敏感度，存在搭配异常现象，出现搭配错误，见下例：
4) The defendant did not commence proceedings against the appellant until 7 March 1988. (BNC)
5) … the development of industrial civilization which started in 16th century, man commenced to damage
nature. (CLEC)
6) … since 1978 when reform and open were commenced. (CLEC)
BNC 语料库中，commence 与事件类搭配词搭配频率较高，达到总频率的 27.20%，其中法律文本约
占事件类搭配词的 81.65%，且以搭配词 proceedings 为主，在语境中指“诉讼”。CLEC 语料库中，commence
使用频率很低，仅出现 4 次。中国英语学习者在使用该词时有时会将其用于非正式文体中(见例 5)。此外，

Figure 2. Distribution of collocation words of start, begin and commence in CLEC corpus
图 2. CLEC 语料库中 start、begin、commence 搭配词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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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者在使用该词时，常产出错句，不能正确使用(见例 6)。可见，相比 commence 一词，中国英语学习
者更习惯使用 start、begin 这两个表示“开始”意义的词，对其熟悉程度高。
此外，中国英语学习者倾向于高频使用单个动词，而短语动词的使用频率明显偏低，使用单个动词
替代短语动词的倾向尤为明显[15]。使用短语动词时，常以固定搭配的形式出现，见下例：
7) So they started. (CLEC)
8) Some people like taking up a job from the start to the end. (CLEC)
9) At the beginning, we can't master the way of playing them. (CLEC)
CLEC 语料库中，start 作为动词独立使用(见例 7)以及以固定搭配形式(见例 8)，出现频率达 25.31%。
而 begin 作为固定搭配形式，出现频率达 19.35%，如例(9)中的 at the beginning 以及常见的其他固定搭配
形式(如 from beginning to end)。

4.2. 原因分析
中国英语学习者在使用 begin、start 和 commence 这组同义词时主要存在以下问题：区别同义词的
搭配行为上存在偏离英语常规现象，缺乏语体差异敏感度，出现搭配异常现象。本文从以下三个方面进
行探讨：
1) 中国英语学习者受母语汉语搭配习惯影响，倾向按照汉语搭配习惯逐词翻译。二语习得研究表明，
学习者不可避免地要借助母语来理解和表达。当目标语知识不能满足交际需求时，他们倾向于寻找翻译
对等之间的联系借助母语系统表达意思[16] [17] [18] [19]。绝大部分的学习者基本固化在由母语语义和句
法知识占位的“母语媒介”阶段，即母语知识在二语加工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正负两方面) [20]。也有学
者[21] [22]指出，学习者对目标语掌握不熟练是由母语干扰造成的。为进一步观察母语干扰对学习者使用
英语同义词的影响，本研究考察了 LCMC 语料库中中国英语学习者对母语汉语“开始”的使用情况(见图
3)。
数据表明，中国英语学习者使用 start、begin、commence 三个节点词的搭配习惯上存在一定对应性。
“开始”主要与状态类搭配词搭配使用，其次为时间类、评价类、动作类。由此可知，中国英语学习者
受母语汉语搭配习惯影响，且受词汇量等方面的限制，往往超用一些与汉语搭配相同的英语搭配结构。
比如，使用 start 时，与状态类搭配词搭配使用频率最高。这也解释了中国英语学习者与本族语者在使用
start 时搭配习惯存在差异的原因。由此看出，中国英语学习者对同义词的语义搭配行为受母语负迁移的
影响，容易通过语法模式把对应母语的搭配语义迁移到目标语中，导致中国英语学习者对英语同义词的
使用上与英语本族语者使用情况出现差异。

Figure 3. Comparison of the distribution of collocation words of “kaishi” in LCMC corpus and CLEC corpus
图 3. LCMC 与 CLEC“开始”类搭配词分布情况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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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国英语学习者倾向采取回避策略。回避现象是学习者在外语学习过程中存在的一个很重要的语
言心理现象，学习者常见的回避现象有词汇回避、句型回避和语用层面的回避等。由于语言知识的匮乏，
英语学习者在写作过程中往往过多采用回避策略[23]。CLEC 语料库的数据主要采集自 CET 写作考卷的
作文，所以英语学习者为了追求高分、顺利完成写作任务，出现过度使用单个动词这一简单形式替代短
语动词的倾向，以此来避免错误以及确保写作的准确性和得体性，限制了考生能力的充分发挥。CLEC
语料库中，commence 该节点词只出现了四次，使用频率极低。这表明中国学习者的对该节点词掌握的搭
配知识有限，能正确产出的搭配结构也有限，体现了回避策略的使用与学习者的英语熟练程度成负相关
[23]。此外，中国英语学习者使用 start、begin、commence 该组同义词时，出现异常搭配现象也与整体性
策略和分析性策略使用有关。整体性策略指的是当学习者缺乏合适的表达方式时，倾向于用一个意义接
近的词项来替代；分析性策略指学生采用婉转曲折的方式间接表示想要表达的意思[22]。这也解释了 EFL
学习者英语中语义不当等异常搭配主要是过度替代所产生[24]。
3) 中国英语学习者对同义词搭配行为知识掌握欠缺，缺乏语境意识，不能对习得的二语在语境中灵
活运用。学习者所掌握的搭配结构数量有限、搭配能力弱、搭配变化度低，没有英语本族语者丰富多变，
这也解释了学习者高频使用单个动词的现象。此外，学习者忽视了语境中节点词与搭配词共现的搭配特
征，对于词汇在不同语体中的使用缺乏语体差异敏感度。例如，节点词 commence 主要用于正式语体中，
但学习者在使用该词时却将其用于非正式语体中，导致了 EFL 学习者英语中语义不当等异常搭配现象。
通过分析中国英语学习者对同义词的使用情况，体现了学习者在词频广度、词汇多样性、词汇的语体特
征等方面存在不足[25]。

5. 结语
本文以 CLEC 语料库为基础，
对比 BNC 语料库，
研究中国英语学习者在使用 begin、start 和 commence
这组同义词时与英语本族语者的差异。结果发现：1) 学习者在同义词使用习惯上存在差异；2) 学习者在
区别同义词搭配行为上存在偏离英语常规现象；3) 学习者使用同义词时搭配能力弱、搭配变化度低，更
倾向于使用固定搭配形式。究其原因，一方面与中国英语学习者受母语汉语搭配习惯影响，倾向于按照
汉语搭配习惯逐词翻译密切相关；另一方面说明中国英语学习者对同义词搭配行为知识掌握欠缺，对习
得的二语不能在语境中灵活运用，倾向采用回避策略。
本研究发现对进一步探讨中国英语学习者英语同义词及其翻译对应词的搭配行为特征具有借鉴价值，
对同义词教学研究也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当然，本研究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局限性。一是在对同义
词的搭配词进行语义类别判定的过程中，研究者的主观因素也会导致误差，这些都有待未来的研究进一步
验证。二是中国英语学习者语料的取样来自 CLEC 语料库，该语料库与 BNC 语料库相比，库容相对较小，
EFL 学习者的同义词搭配特征可能不会全面展示。因此，未来的研究建议基于更大的学习者语料库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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