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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汉语现代汉语现代汉语现代汉语》》》》提要提要提要提要    
 

(高等教育出版社增订四版，黄伯荣、廖序东) 

 

 

 

第一章 绪论 

第二章 语音（重点，难点） 

第三章 文字 

第四章 词汇（重点） 

第五章 语法（重点，难点） 

第六章 修辞 

 

 

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    绪绪绪绪    论论论论    

    

第一节第一节第一节第一节    现代汉语概述现代汉语概述现代汉语概述现代汉语概述    

 

一、什么是现代汉语 

现代汉语是现代汉民族共同语。 

现代汉语的性质:结构上——音义结合的符号系统；功能上——交际工具和思维

工具；无阶级性。现代汉语有口语和书面语两种形式。 

 

二、现代汉民族共同语 

 

（一）共同语和方言 

民族共同语和方言的含义及其相互关系；共同语的形成基础和条件。 

 

（二）现代汉民族共同语的形成。 

 

（三）现代汉民族共同语的含义 

现代汉民族共同语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

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普通话。 

 

三、现代汉语方言 

 

（一）方言的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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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方言与共同语的关系 

 

（三）现代汉语方言区的划分 

 

北方方言、吴方言、湘方言、赣方言、客家方言、闽方言、粤方言。 

 

四、现代汉语的特点 

 

（一）语音方面:没有复辅音；元音占优势；有声调。 

 

（二）词汇方面:汉语语素以单音节为基本形式；双音节词占优势；广泛运用词

根复合法构成新词。 

 

（三）语法方面:词序和虚词是表达语法意义的主要手段；词法句法结构基本一

致；词的多功能性；量词十分丰富，有语气词。 

 

五、现代汉语的地位 

现代汉语是联合国六种工作语言之一。 

    

第二节第二节第二节第二节    汉语规范化和推广普通话汉语规范化和推广普通话汉语规范化和推广普通话汉语规范化和推广普通话    

 

一、国家的重视 

 

50 年代初文字改革委员会，1955 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1956 国务院关于

推广普通话的指示，1985 成立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2000 指定中华人民共

和国通用语言文字法。 

 

二、促进现代汉语规范化 

 

现代汉语规范化，就是确立现代汉民族共同语明确的、一致的标准，并用这种标

准消除语音、词汇、语法等各方面存在的一些分歧。 

 

三、大力推广普通话 

 

宪法第 19 条：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 

 

四、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此属教材以外的补充内容） 

2000 年 10 月 31 日九届全国人大第十八次会议通过。从 2001 年 1 月 1 日正式实

施。 

    

第三节第三节第三节第三节    现代汉语课的性质现代汉语课的性质现代汉语课的性质现代汉语课的性质、、、、内容和任务内容和任务内容和任务内容和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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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    语语语语                音音音音    

    

第一节第一节第一节第一节    语音概说语音概说语音概说语音概说    

 

一、语音的性质 

 

语音具有如下属性: 

（一）物理属性。语音具有四种要素:1、音高 2、音强 3、音长 4、音色。造成

音色不同的条件有三种:1、发音体不同；2、发音方法不同；3、共鸣器的形状不

同。 

 

（二）生理属性。人的发音器官由三个大的部分组成:1、肺和气管；2、喉头和

声带；3、口腔和鼻腔。 

 

（三）社会属性 

语音的社会属性表现在:1、以什么语音表示什么意义，不是由个人决定的，而是

由使用该语言的社会全体成员约定俗成的。2、语音的社会属性还表现在语音的

系统性上。 

 

二、语音单位 

 

（一）音素，是最小的语音单位，分元音和辅音两类。元音和辅音的区别有四个

方面。 

 

（二）音节，是语音结构的基本单位，也是自然感觉到的最小语音片段。肌肉紧

张度说。 

 

（三）声母、韵母、声调。 

 

（四）音位（放到本章第七节去讲） 

 

三、记音符号 

 

（一）汉语拼音方案，注意拼写规则中 Y、W 的使用原则、省写的规则。 

 

（二）国际音标 

 

第二节第二节第二节第二节    声母声母声母声母    

    

一、辅音声母的发音 

 

普通话有二十一个辅音声母。不同的声母是由不同的发音部位或发音方法决定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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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发音部位。发音时气流受到阻碍的部位叫做发音部位。按发音部位普通话

的声母可以分为双唇音、唇齿音、舌尖前音、舌尖中音、舌尖后音、舌面音、舌

根音七类。 

 

（二）发音方法。发音方法指的是发音时喉头、口腔和鼻腔节制气流的方法和状

况，包括三个方面；1、阻碍方式。据此可以分为塞音、擦音、塞擦音、鼻音、

边音。2、声带是否颤动。据此可以分为清音和浊音。3、气流的强弱。据此可以

分为送气音和不送气音。 

 

把发音部位和发音方法结合起来可以对二十一个声母的发音进行逐个描写。 

 

二、声母辨正 

该部分主要是为方言区人纠正方音学好普通话声母而设置，讲课时可根据学生的

实际情况对教学内容做适当调整。 

 

第三节第三节第三节第三节    韵母韵母韵母韵母    

    

一、元音的发音 

    

（一）单元音的发音 

 

舌面元音 

舌尖元音 

卷舌元音 

 

（二）复元音的发音 

 

前响，后响，中响 

    

二、韵母的发音 

 

普通话有三十九个韵母。按照结构可以分为单韵母、复韵母、鼻韵母三类。按照

传统的分析方法，韵母又可以分为开口呼、合口呼、齐齿呼、撮口呼四类，简称

“四呼”。 

 

（一）单韵母。由单元音构成，普通话共有十个单元音韵母，分为舌面元音和舌

尖元音及卷舌音。1、舌面元音，共有七个:a［A］、o［o］、e［γ］、e［ε］、i

［i］、u［u］、ü［y］。2、舌尖元音，有两个:-i［ ］、-i［ ］。3、卷舌元音，

只有一个 er［ ］。（二）复韵母。共有十三个，其中包括九个二合元音、四个三

合元音。 

 

（三）鼻韵母。共有十六个。 

 

三、韵母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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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押韵和十三辙、十八韵 

 

五、韵母辨正 

该部分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可做适当的调整。 

 

第四节第四节第四节第四节    声调声调声调声调    

 

一、调值和调类 

 

调值指声调的实际读法，即音节高低升降曲直长短的变化形式。通常采用五度制

标写法来描写普通话的调值。调类是声调的种类，即把调值相同的字归纳在一起

所建立的类。 

 

二、普通话的声调 

普通话有四个调类，分别是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其调值依次是 55、35、

214、51。 

 

三、古今调类比较 

普通话调类系统是从古代汉语继承下来的，古四声为平、上、去、入，又按照声

母的清浊各分为阴、阳两类。古今调类关系反映在教材 81 页《古今调类比较表》

中。各方言的调类尽管与普通话有所不同，但其间存在着一定的对应规律。 

 

四、声调辨正 

可根据学生实际情况对内容做适当的调整。 

 

第五节第五节第五节第五节    音节音节音节音节    

    

一、音节的结构 

 

普通话音节一般包括声母、韵母、声调。 

 

普通话的音节结构具有如下特点:1、一个音节最多可由四个音素组成；2、元音

在音节中占优势。每个音节总要有元音，元音音素最多可以有三个，分别充当韵

头、韵腹、韵尾。在一个音节中可以没有辅音声母，可以没有韵头、韵尾，但是

不能没有韵腹。3、音节可以没有辅音，在一个音节中辅音只在音节开头或末尾

的位置上出现，在韵尾位置上出现的辅音只限于 n 和 ng，没有两个辅音相连的

情况。4、汉语音节不能没有声调，不能没有韵腹。 

 

二、拼音 

 

（一）拼音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二）拼音的方法 

（三）普通话的声韵拼合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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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话声韵配合规律简表（略） 

 

三、音节的拼写规则 

 

（一）Y、W 的使用 

（二）隔音符号的用法 

（三）省写 

（四）标调法 

（五）音节连写 

 

第六节第六节第六节第六节    音变音变音变音变    

普通话常见的音变现象有变调、轻声、儿化、语气词“啊”的音变。 

 

一、变调 

 

（一）上声的变调 

（二）去声的变调 

（三）“一”“不”的变调 

（四）“七”“八”的变调 

（五）形容词重叠的变调 

 

二、轻声 

（一）什么叫轻声 

（二）轻声词 

（三）轻声的作用 

 

三、儿化 

（一）什么是儿化 

（二）儿化的发音 

（三）儿化的作用 

 

三、语气词“啊”的音变 

    

第七节第七节第七节第七节    音位音位音位音位    

    

一、音位简说 

（一）音位及其归纳方法 

音位是一个语音系统中能够区别意义的最小语音单位，也是按语音辨义作用归纳

出来的音类。音位可分为音质音位和非音质音位。非音质音位包括调位、时位和

重位。 

 

（二）音位变体 

1、什么是音位变体。 



 
 
2013 伦敦商务汉语教师培训班参考资料（14） 

 汉语学习沙龙                                                 hanyuxuexishalong@gmail.com 7 

2、音位与音位变体的关系。 

3、音位变体可分为自由变体和条件变体 

 

（三）归纳音位的重要标准 

1、辨义功能 

2、互补分布 

3、音感差异 

 

二、普通话音位 

 

（一）普通话元音音位 

普通话共有十个元音音位。十个元音音位的主要音位变体和每个音位变体所出现

的条件。 

 

（二）普通话辅音音位 

普通话共有二十二个辅音音位，其中包括声母所使用的二十一个辅音和只在韵尾

位置上出现的/ /音位。每个辅音音位的音位变体及其所出现的条件（略）。 

 

（三）普通话声调音位 

普通话有四个调位，其中上声和去声两个调类又有其变体形式。 

 

第八节第八节第八节第八节    朗读和语调朗读和语调朗读和语调朗读和语调    

 

一、朗读 

 

二、语调 

 

第九节第九节第九节第九节    语音规范化语音规范化语音规范化语音规范化    

    

一、确立正音标准 

 

二、推广标准音 

 

 

    

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    文文文文                字字字字    

    

第一节 文字概说 

 

文字是记录语言的书写符号系统，是最重要的辅助交际工具，文字突破了语言的

时空限制，扩大了语言的交际功能，文字促进了社会的发展，使语言更加精密和

丰富。 

 

汉字是表意体系的文字，世界上的文字基本上分为表意和表音两大体系。汉字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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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停留在表意文字阶段，同汉语的特点和我国的社会条件有关。 

 

第二节第二节第二节第二节    汉字的形体汉字的形体汉字的形体汉字的形体    

 

一、汉字形体的演变 

现代汉字是由古汉字演变来的，历史上出现过甲骨文、金文、篆书、隶书、楷书

以及草书、行书等形体。 

 

甲骨文。甲骨文是殷商时期刻在龟甲兽骨上的文字，其笔形是细瘦的线条，方笔

居多，外形参差不齐，结构大小不一，正写反写都可以，笔画可繁可简，偏旁不

固定，异体字很多。 

 

金文。金文指古代铸或刻在青铜器上的文字，主要指西周青铜器上的文字。金文

笔形比甲骨文丰满粗肥，外形比甲骨文方正匀称，异体字也比较多。 

 

篆书。分大篆和小篆。广义的大篆指先秦所有的古文字，狭义的大篆仅指春秋战

国时期秦国的文字。大篆一般以籀文和石鼓文为典型代表。比起金文来，大篆笔

画匀称，字形整齐。小篆是秦始皇统一六国后采用的标准字体。泰山刻石是小篆

的典型代表。小篆比大篆字形更匀称、整齐，笔画圆转、简化，异体字基本废除。

小篆在汉字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隶书。分秦隶和汉隶。秦隶是秦代运用的隶书，它把小篆圆转弧形的笔画变为方

折平直的笔画。秦隶是从象形的古汉字演变为不象形的今文字的转折点。在汉字

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汉隶是在秦隶基础上演变来的，通行于汉代而得名。

汉隶与秦隶的主要区别是:秦隶笔画平直方折，有篆书的痕迹；秦隶的撇、捺和

长横有波磔，很少有篆书的痕迹。 

 

楷书。楷书是从隶书发展演变而来的，兴于汉末，盛行于魏晋，一直沿用至今，

是通行时间最长的标准字体。楷书字形方正，书写简便。 

 

草书、行书。这两种字体一直是辅助性字体。草书包括章草、今草和狂草。行书

是介于楷书和草书之间的一种字体，近楷而不拘，近草而不纵，各自独立，简便

实用。 

 

二、现行汉字的形体 

 

现行汉字经常运用的是楷书和行书。从形成手段看又分印刷体和手写体两种。 

（一）楷书和行书 

（二）印刷体和手写体 

 

第三节第三节第三节第三节    汉字的结构汉字的结构汉字的结构汉字的结构    

 

一、结构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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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行汉字的结构单位有两级:一是笔画，二是偏旁。笔画是构成汉字的最小单位，

独体字合体字都是由笔画构成的。偏旁又叫部件，是高一级的构字单位，合体字

由偏旁组成。 

 

（一）笔画。笔画是构成汉字的点和线。笔画包括单一笔画和复合笔画。单一笔

画有五种即横、竖、撇、点、折；常见的复合笔画有撇类、点类、提类、折类、

钩类、弯类六类二十五种。 

 

（二）偏旁。偏旁是构成合体字的基本单位。按能否成字，偏旁可以分为成字偏

旁和不成字偏旁；按能否再切分成小的偏旁，可分为单一偏旁和复合偏旁。 

 

二、笔顺 

笔顺是指笔画的书写先后顺序。汉字笔顺的基本规则是:先横后竖，先撇后捺，

从上到下，从左到右，从外到内，从外到内后封口，先中间后两边。 

 

三、造字法 

汉字的造字法指汉字的构造方式，汉字有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四种造字法。 

 

（一）象形。象形就是描绘事物形状的造字法。古象形字有的象事物的整体轮廓，

有的象事物的特征部分，有的除具体的事物外还有必要的附带部分。象形字表示

语言中的词，用字形来记录词的声音和意义。象形字在汉字中占的数量不多，但

它是构成汉字的基础。好多会意字和形声字是由象形字组成的。掌握了象形字，

就基本上掌握了汉字的基本构件。但象形这种造字法局限性很大。复杂的事物难

以象形，抽象事物、概念无形可象，所以单靠这种造字法不能满足语言的需要。 

 

（二）指事。指事是用象征性符号或在象形字上加提示符号来表示某个词的造字

法。指事字可分两种，一种是象征性符号指事字，一种是象形字加提示符号指事

字。指事这种造字法也有它的局限性，指事字比象形字少得多。 

 

（三）会意。用两个或几个偏旁合成一个字，把这些偏旁的意义合成新字的意义，

这种造字法叫做会意。会意字有异体会意、同体会意两种。会意字是合体字。现

行的会意字大多是从古代的会意字演变来的。 

 

（四）形声。由表示字义类属的偏旁和表示字音的偏旁组成新字的方法叫形声。

形声字有表音成分，同语言的声音有一定的联系比没有声音成分的象形、会意、

指事字有一定的优越性。同一个形旁加上不同的声旁，可以造出意义有关而读音

不同的一批字，同一个声旁，也可以加上不同的形旁，组成读音有关而意义不同

的一批形声字，所以这种造字方法具有很强的能产性。现行汉字大部分是形声字。

形声字形旁和声旁组合时主要有六种类型: 

 

A、左形右声 B、右形左声 C、上形下声 D、下形上声 E、外形内声 F、内形外声。 

 

另外有些形声字的形旁和声旁的组合部位比较特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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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汉字的构造是由表义朝着表音的方向发展的。形声字是其重要标志。 

 

第四节第四节第四节第四节    汉字的整理和标准化汉字的整理和标准化汉字的整理和标准化汉字的整理和标准化    

 

一、汉字改革问题 

文字改革包括文字体制的改变和文字内部的整理、简化两方面的内容。 

新时期汉字工作的主要任务是:研究整理现行汉字，制定各项有关标准，研究汉

字信息处理问题，促进汉字的规范化、标准化。 

 

二、汉字的整理 

汉字整理包括两个内容:一是简化笔画，一是精简字数。 

具体做了以下工作 

1、1964 年公布《简化字总表》； 

2、1955 年公布了《异体字整理表》； 

3、1965 年公布了《印刷通用汉字字形表》； 

4、1988 年公布了《现代汉语通用字表》； 

5、1977 年《关于部分计量单位名称统一用字的通知》 

 

三、汉字的标准化 

汉字标准化，要求对汉字进行四定，即定量、定形、定音、定序。 

定量，指规定现代汉语用字总量。 

定形，指规定现代汉语用字的标准字形。 

定音，指规定现代汉语用字的标准读音。 

定序，指规定现代汉语用字的排列顺序。 

    

第五节第五节第五节第五节    正确使用汉字正确使用汉字正确使用汉字正确使用汉字    

    

一、掌握规范汉字 

（一）掌握简化字 

（二）掌握规范字，不用异体字。 

（三）区别新旧字形。 

 

二、纠正错别字 

（一）注意字形。 

（二）注意字音。 

（三）注意字义。 

 

 

 

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    词词词词                汇汇汇汇    

    

第一节 词汇和词汇单位 

 

一、词汇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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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汇又称语汇，是一种语言里所有的（或特定范围的）词和固定短语的总和。 

词汇是语言的建筑材料，没有词汇就没有语言。词汇反映着语言的发展状况，词

汇越丰富语言的表现力也就越强。 

 

二、词汇单位 

 

（一）语素 

 

语素是语言中最小的音义结合体。 

现代汉语语素大部分是单音节的，也有双音节的和多音节的，双音节的有一部分

是从外民族语言中借来的，多音节的基本上都是从外民族语言中借来的。 

语素按其构词能力可以分为三种，1、自由语素，能够独立成词，也能够与其它

语素结合成词。2、半自由语素，不能独立成词，在同其它语素结合成词时位置

不受限制。3、不自由语素，不能独立成词，在同其它语素结合成词时位置固定。 

 

（二）词和词的构成 

 

词是句中最小的能够独立运用的语言单位。 

词根是词中表示基本意义的语素。是词的词汇意义的主要承担者。加在词根上边

的表示附加意义的语素叫词缀。 

 

单纯词，由一个语素构成的词。 

合成词，由两个或两个以上语素构成的词。 

词的构成简表(详见课本 255 页) 

 

（三）固定短语 

固定短语是词和词的固定组合。固定短语是特殊短语，可分为专有名称和熟语两

类。熟语又包括成语、惯用语、歇后语。 

 

第二节第二节第二节第二节    词义的性质和构成词义的性质和构成词义的性质和构成词义的性质和构成    

 

一、词义的性质 

 

（一）什么叫做词义 

词的内容即词义，它是客观事物在人们头脑中的概括反映和人们对于客观事物的

主观评价。 

 

（二）词义的性质 

1、概括性。2、模糊性。3、民族性。 

 

二二二二、、、、词义的构成词义的构成词义的构成词义的构成    

 

（一）理性义:是词义中同概念有关的意义部分。 

（二）色彩义:它包括 1、感情色彩。2 语体色彩。3、形象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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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第二节第二节第二节    词义的分解词义的分解词义的分解词义的分解    

 

词义的分解，主要是为了便于认识说明和掌握词义。 

 

一、义项 

 

义项是词的理性意义的分项说明。义项中的意义可分为基本义、引申义、比喻义。 

根据词的义项的多少，词可以分为单义词和多义词。 

 

二、义素的分析和运用 

 

（一）什么是义素 

义素是构成词义的最小意义单位，也就是词义的区别特征。 

 

（二）义素分析 

义素分析大致有如下一些步骤:1、明确分析对象，确定对比词群。2、对选定的

词进行比较，找出其共同特征和区别特征，即找出相应的义素。3、采取适当的

方法对分析结果加以描写。 

 

（三）义素分析的运用 

1、义素分析可以帮助我们准确地掌握、解释、理解词义； 

2、词义分析还可以突出词义组合之间的关系； 

3、义素分析可以突出地显示词义之间的异同。 

    

第四节第四节第四节第四节    词义的聚合词义的聚合词义的聚合词义的聚合————————语义场语义场语义场语义场    

 

一、语义场 

 

（一）语义场 

语义场就是通过不同词之间的对比，根据它们词义的共同特点或关系划分出来的

类。 

 

（二）语义场的层次 

 

（三）语义场的种类 

1、类属义场 

2、顺序义场 

3、关系义场 

 

二、同义义场和同义词 

 

（一）同义义场。意义相同或相近的词组成的语义场叫做同义义场，义场中的各

个词叫做同义词。同义词又可以分为等义词和近义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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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同义词的差别，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1、理性意义方面的差别（1）意义

的轻重有别，（2）词义范围大小有别，（3）个体与集体的不同，（4）搭配对象不

同；2、色彩方面的差异（1）感情色彩不同，（2）语体色彩不同；3、词性方面

的差异。 

 

（三）辨析同义词的方法 

辨析同义词最重要的方法是从语境中去考察，考察它们可能出现的上下文语境，

设想替换的可能性。大致包括下列步骤:首先，尽可能搜集包含有待辨析词的句

子和短语；然后互相替换；之后是对种种替换情况的分类及其概括说明，指出同

义词在哪些方面有差别。 

 

（四）同义词的作用 

1、可以使语言的表达精确、严密；2、可以使语体风格鲜明；3、可以使文句生

动活泼，富于变化；4、可以使语气委婉；5、同义词连用，可以加强语势，使语

意完足。 

 

三、反义词和反义义场 

 

（一）反义义场 

两个意义相反或相对的词可以构成反义义场，这两个词互为反义词。 

 

（二）反义义场的类型 

1、互补反义义场（A=-B，B=―-A；-B=A，-A=B） 

2、极性反义义场（A=-B,B=-A;-A≠B,-B≠A） 

 

（三）反义词的不平衡现象 

反义义场中的词总是成对的，但是两个词之间的语义范围、使用频率并不相等，

这样就形成反义词的不平衡现象。 

 

（四）反义词的作用 

1、运用反义词，可以揭示事物的矛盾，形成意思鲜明对照和映衬，从而把事物

的特点深刻地表示出来。 

2、多组反义词连用，可以起到加强语气、强调意思的作用。 

3、反义词可以构成对偶、映衬的句子，使语言更加深刻有力。 

4、由于反义词具有鲜明的对比作用，人们有时为了使语言新颖而又简练，按原

有的词临时创造一个反义词。 

 

第五节第五节第五节第五节    语境和词义语境和词义语境和词义语境和词义    

 

一、两种语境 

（一）上下文语境，指与本词语有关系的前后词语，或本句话前后的语句。 

（二）情景语境，指说话时的人物、背景，包括说话双方，牵涉到的人或物，时

间处所，社会环境，以及说听双方的辅助性交际手段（包括表情、姿态、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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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非语言因素）。 

 

二、语境和词义 

（一）根据语境解释词义。 

（二）语境使词义单一化。 

（三）语境使词义具体化。 

（四）语境增加临时性意义。 

（五）语境表现出词义的选择性。 

 

第六节第六节第六节第六节    现代汉语词汇的组成现代汉语词汇的组成现代汉语词汇的组成现代汉语词汇的组成    

 

一、基本词汇和一般词汇 

（一）基本词汇 

基本词汇是词汇中最重要的部分，它和语法一起构成语言的基础。从整体看，基

本词汇具有下列特点:1、稳固性，2、能产性，3、全民常用性。注意，上述三个

特点是就基本词汇的整体来说的，就现代汉语来讲，不能把这三个特点，特别是

能产性当作辨识基本词和非基本词的唯一特点。 

 

（二）一般词汇，指语言中基本词汇以外的词汇。 

基本词汇与一般词汇是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的。基本词汇是构成新词的基础，不断

的创造新词，充实、扩大一般词汇，使词汇日益丰富。一般词汇中有的词，在语

言的发展过程中，又可能逐渐地取得基本词的性质，转为基本词，从而使基本词

汇不断扩大。 

 

二、古语词、方言词、外来词 

 

（一）古语词。包括文言词和历史词。 

（二）方言词。 

（三）外来词。有以下类型:1、音译外来词。2、音译兼意译外来词。3、音译加

意译外来词。4、字母外来词。 

 

三、行业语、隐语 

 

第七节第七节第七节第七节    熟语熟语熟语熟语    

    

一、成语 

成语是一种相沿习用的具有书面语色彩的固定短语。 

（一）成语的特征。1 意义的整体性。2、结构的凝固性。 

（二）成语的来源。1、神话寓言。2、历史故事。3、诗文语句。4、口头俗语。 

（三）成语的构造。并列结构，动宾结构，偏正结构，补充结构，主谓结构。 

（四）成语的运用 

 

二、惯用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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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歇后语。 

 

第八节第八节第八节第八节    词汇的发展变化和词汇的规范化词汇的发展变化和词汇的规范化词汇的发展变化和词汇的规范化词汇的发展变化和词汇的规范化    

 

一、词汇的发展变化 

 

（一）新词的产生。 

 

（二）旧词的逐渐消失和变化。 

 

（三）词义的演变。 

1、词义的扩大。 

2、词义的缩小。 

3、词义的转移。 

 

二、词汇的规范化。 

1、方言词的规范。 

2、外来词的规范。 

3、古语词的规范。 

 

 

    

第五章第五章第五章第五章    语法语法语法语法    

 

第一节 语法概说 

 

一、语法和语法体系 

语法是词、短语、句子等语言单位的结构规律。语法这个术语有两个含义，一指

语法结构规律本身，即语法事实；一指语法学，即探索并描写语法结构的科学，

是语法学者对客观存在着的语法规律的认识和说明。 

 

语法学分为词法和句法。词法的研究范围包括词的构成、词形变化和词类。句法

的研究范围包括短语、句子的结构规律和类型。 

 

语法体系有两个含义:一指客观存在的语法事实、语法规律的系统性，每种语言

的语法都是作为一个系统而存在的。另一含义是语法学体系，指语法学说的系统

性。它是语法学者研究并解释语法事实时所用的分析方法、分类术语等的系统性。

语法学体系的分歧是由于语法学者观点不同、掌握的材料不一样、观察问题的角

度、分析问题的方法不一致造成的。语法学体系带有研究者的主观性成分。 

 

二、语法的性质 

跟语音、词汇相比，语法具有明显的抽象性、稳固性和民族性。 

 

三、语法单位和句子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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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语法单位 

语法单位可以分为四级:语素、词、短语、句子。从结构上看，由一个主谓短语

构成的句子叫主谓句；由一个词或非主谓短语构成的句子叫非主谓句。 

 

这是按结构标准进行的分类，得出的叫做句型。根据句子所表达的语气所做的分

类叫做句类。 

 

（二）句子成分 

句子成分是句子结构的组成成分。包括主语、谓语、动语、宾语、定语、状语、

中心语、补语、独立语等九种。 

    

第二节第二节第二节第二节    词类词类词类词类（（（（上上上上））））    

 

一、词类的划分 

词类是词的语法分类。划分词类的目的在于说明语句的结构和各类词的用法。划

分词类的主要依据是，词的功能、形态和意义，主要是词的语法功能。词的语法

功能指的是词与词的组合能力，有以下三种表现:1、词在语句里充当句子成分的

能力，即能否充当句子成分和充当什么句子成分。2、实词与另一类实词的组合

能力，包括能否组合，以什么方式组合，组合后产生什么样的语法关系。3、虚

词与实词的组合能力。 

 

根据各类词的语法功能，实词可分为名词、动词、形容词、区别词、数词、量词、

副词、代词、拟声词、叹词；虚词可分为介词、连词、助词、语气词。 

 

二、实词 

 

（一）名词 

名词的语法特征: 

1、经常做主、宾，也经常做定语，直接修饰另一名词。 

2、名词前面一般能够加数量短语，一般不能前加副词。 

3、名词不能用重叠来表示语法意义。 

名词根据内部差异，又可细分为时间名词、处所名词、方位名词。时间名词较特

殊，除了做主、宾，还经常做状语。方位名词主要是加在别的词语后组成方位短

语做状语，处所名词经常做状语。 

 

（二）动词 

动词的语法特征: 

1、动词经常做谓语或谓语中心语，多数能带宾语。 

2、动词能够前加否定副词“不”或“没”，除了表示心理活动的动词和能愿动词，

一般不能受程度副词的修饰。 

3、动词多数可以后带“着、”“了”“过”表示动态。 

4、一部分动词能够重叠，表示语法意义。 

 

（三）形容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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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容词的语法特征 

1、形容词经常做谓语、谓语中心语或定语，多数能直接修饰名词，性质形容词

少数能够直接修饰动词做状语，一部分形容词也可以做补语。 

2、性质形容词大都能受程度副词修饰。性质形容词的重叠式、状态形容词，或

者因为本身已有程度含义，或者是因为表情态，不能再受程度副词的修饰。 

3、形容词不能带宾语。 

4、有小部分性质形容词可以重叠。 

 

（四）区别词 

区别词的语法特征 

1、能直接修饰名词做定语。多数能带“的”构成“的”字短语。 

2、不能做谓语、主语和宾语。组成“的”字短语可以做主语或宾语。 

3、不能前加副词“不”。 

 

（五）数词 

数词的语法特征 

1、数词通常要跟量词组合成数量短语，才做句子成分。 

2、数量短语通常做定语、补语、或状语。 

 

（六）量词 

量词的语法特征 

1、量词总是出现在数词后面，同数词一起组成数量短语，作定语、状语或补语。 

2、一部分量词可以重叠。 

 

（七）副词 

副词的语法特征 

1、副词都能做状语，程度副词“很”“极”，在一定条件下还可以做补语。 

2、副词大多不能单说，少数可以在对话中单说。 

3、部分副词能兼有关联作用。 

 

（八）代词 

代词跟他所替代、所指示的语言单位的语法功能大致相当，即所代词语能做什么

句子成分，代词就能做什么句子成分。 

 

（九）拟声词 

拟声词可作状语、定语、谓语、补语、独立语。 

（十）叹词 

叹词独立性很强，一般不参加句子结构，常用作感叹语。 

 

二、实词的运用 

实词的运用主要从以下几方面去谈:（一）名词、动词、形容词的误用。（二）数

词量词使用不当。（三）副词误用。（四）代词使用不当。 

    

第三节第三节第三节第三节    词类词类词类词类（（（（下下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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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虚词 

 

（一）介词:介词用在名词性词语前面，共同组成介词短语整体修饰谓词性词语，

作状语或补语。 

 

（二）连词:用于连接词、短语、分句和句子。 

 

（三）助词:包括结构助词、动态助词、比况助词以及其他助词。其中较重要的

是“的”字短语、“所”字短语。 

 

（四）语气词:附着性强，只能附着在别的词语后，表示一定的语法意义。 

 

二、虚词的运用 

重点讲解、比较一些出现频率高、易混淆的虚词，如:“对于、对”“关于”“在”

“给”“和、或”“及、及其”“或者、还是”等等。 

 

三、词类小结 

（一）词类的划分。 

划分汉语词类的主要依据是功能，而汉语主要实词的功能不是单一的，即词类和

句子成分之间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不同类的词可以充当同一句子成分。所以不

能比附印欧语系语言的词类分析方法来分析汉语的词类。 

 

（二）词的兼类和活用 

词的兼类是指一个词经常具备两类或几类词的主要语法功能。 

词的活用是在特殊语境下，把本属甲词类的词临时拿来做乙类词来用，其目的是

追求特殊的表达效果。 

 

第四节第四节第四节第四节    短语短语短语短语    

 

一、短语及其分类 

短语是词的组合，是意义上和语法上搭配起来的没有语调的结构。又叫词组。 

汉语组成短语的语法手段是语序和虚词。 

短语可以按照结构和功能进行分类。 

 

二、短语的结构类:1、主谓短语。2、动宾短语。3、偏正短语。4、中补短语。5、

联合短语。6、连谓短语。7、兼语短语。8、同位短语。9、方位短语。10、量词

短语。11、介词短语。12、助词短语。 

 

三、短语的功能类。分为名词性短语、动词性短语和形容词性短语 

 

四、多义短语。 

1、结构关系、结构层次都不相同的多义短语。 

2、结构层次相同、结构关系不同的多义短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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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第五节第五节第五节    句子成分句子成分句子成分句子成分    

 

一、主语、谓语 

（一）主语的构成材料 

（二）谓语的构成材料 

（三）主语和谓语的意义类型 

 

二、动语、宾语 

（一）动语的构成材料 

（二）宾语的构成材料 

（三）宾语的意义类型 

 

三、定语 

（一）定语的构成和意义类别 

（二）定语和助词“的” 

（三）多层定语 

 

四、状语 

（一）状语的构成和意义类别 

（二）状语和助词“地” 

（三）多层状语 

 

五、补语 

 

（一）补语的构成和意义类别。1、结果补语 2、程度补语 3、状态补语 4、趋

向补语 5、数量补语 6、时间处所补语 7、可能补语 

 

（二）补语和宾语的顺序。1、补语在宾语前 2、补语在宾语后 3、宾语在两个

趋向补语中间 

 

（三）补语和宾语的辨别 

 

（四）补语和状语 

 

六、中心语 

（一）与定语相对的中心语 

（二）与状语相对的中心语 

（三）与补语相对的中心语 

 

七、独立语 

 

八、句子成分小结 

传统的句子成分分析法，重视词类和句子成分的对应关系，析句时要求寻找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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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词和非中心词。层次分析法认为句子的结构是一层套一层的，除联合结构等都

能分析出每层上的直接成分，其目的是认清句子的结构层次，明确结构关系，了

解结构规律，最终确定句型。 

    

第六节第六节第六节第六节    句类句类句类句类、、、、句型句型句型句型    

 

一、句子的分类 

句子可以按照不同的标准来分类，根据语气分出的类叫句类。根据句子的结构特

点分出的类叫句型。 

 

二、句类 

分为陈述句、疑问句、祈使句和感叹句 

 

三、句型 

 

（一）主谓句 

1、名词性谓语句 

2、动词性谓语句 

3、形容词性谓语句 

4、主谓谓语句 

 

（二）非主谓句 

1、动词性非主谓句 

2、形容词性非主谓句 

3、名词性非主谓句 

4、叹词句 

 

四、几种特殊句型 

（一）“把”字句。“把”字句的特点 

（二）“被”字句。“被”字句的特点 

（三）连谓句 

（四）兼语句 

（五）双宾句 

（六）存现句 

 

五、变式句和省略句 

 

六、句子的变换 

 

七、句子分析例解 

 

第七节第七节第七节第七节    常见的句法失误常见的句法失误常见的句法失误常见的句法失误    

 

一、搭配不当 二、残缺和多余 三、语序不当 四、句式杂糅 五、歧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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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节第八节第八节第八节    复句复句复句复句    

 

一、复句 

复句是由两个或几个意义上相关、结构上互不包含的单句形式组成的句子。 

复句的分句与分句可通过关联法或意合法连接起来。 

 

二、复句的类型 

根据分句间的意义关系是否平等，复句可以分为两大类:联合复句和偏正复句。 

 

（一）联合复句。包括五种关系的复句:1、并列关系 2、顺承关系 3、解释关系 

4、选择关系 5、递进关系。 

 

（二）偏正关系。也包括五种:1、转折关系 2、条件关系 3、假设关系 4、因果

关系 5、目的关系  

 

三、多重复句 

（一）多重复句 

（二）分析多重复句的步骤 

 

四、紧缩复句 

 

五、复句运用中常见的错误 

（一）分句间在意义上缺乏密切联系 

（二）结构混乱层次不清 

（三）关联词语应用错误 

 

第九节 句群（略） 

 

第十节 标点符号（略） 

 

第六章第六章第六章第六章    修辞修辞修辞修辞    

 

第一节第一节第一节第一节    修辞概说修辞概说修辞概说修辞概说    

 

一、什么是修辞 

在表达内容、语境确定的前提下，积极调动语言因素，配合非语言因素，以最恰

切完美的语言加工形式获得最佳的表达效果，这就是修辞。 

 

二、修辞和语境 

表达效果如何不完全在于语句本身，要看在具体的语言环境中如何修饰调整语言

形式。语言环境既是进行言语活动的依据，也是检验修辞效果的依据。 

 

三、修辞同语音、词汇、语法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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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辞是从表达方式、表达效果的角度去研究语音、词汇、语法的运用的。修辞同

语音、词汇、语法之间既不是并列关系，也不是从属关系，它们各是语言学科的

一个分支。语言三要素是修辞的手段和基础，也是修辞要调动、加工的语言材料；

就语言三要素来说，修辞是对它们的综合的艺术加工，是它们的高级体现。 

 

四、修辞的作用和学习修辞的目的 

作用:（一）有助于提高语言表达能力、阅读欣赏能力。（二）有助于社会信息更

准确畅通地传递。 

 

第二节第二节第二节第二节    词语的锤炼词语的锤炼词语的锤炼词语的锤炼    

 

炼字是我国历代相传的修辞艺术。 

一、意义的锤炼 

意义锤炼牵涉多方面:要提高观察、认识事物的能力；要力求准确贴切；要力求

配合得当，整体和谐；要力求色彩鲜明，包括感情色彩，语体色彩，形象色彩。 

 

二、声音的锤炼 

词语的声音美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音节整齐匀称；声音平仄相间；韵脚和谐；

叠音自然；双声叠韵恰当配合。 

    

第三节第三节第三节第三节    句式的选择句式的选择句式的选择句式的选择    

 

选择句式一般根据如下几点:不同句式本身表义的鲜明程度；不同语境的需要；

上下文句子主语的异同。 

 

一、长句与短句 

二、整句与散句 

三、肯定句与否定句 

四、口语句式与书面语句式 

五、主动句与被动句 

 

第四节第四节第四节第四节————第七节第七节第七节第七节    辞格辞格辞格辞格    

 

分析讲述常用辞格，包括比喻、比拟、借代、拈连、夸张、双关、仿词、反语、

婉曲、对偶、排比、层递、顶真、回环、对比、映衬、反复、设问、反问、通感、

警语等二十一种。 

    

第八节第八节第八节第八节    辞格的综合运用辞格的综合运用辞格的综合运用辞格的综合运用    

 

词格的综合运用常见的有如下几种:（一）辞格的连用。（二）辞格的兼用。（三）

辞格的套用。 

    

第九节第九节第九节第九节    修辞中常出现的问题修辞中常出现的问题修辞中常出现的问题修辞中常出现的问题    

一、韵律配合不协调。 



 
 
2013 伦敦商务汉语教师培训班参考资料（14） 

 汉语学习沙龙                                                 hanyuxuexishalong@gmail.com 23 

二、词语选用不精当。 

三、句子表意不畅达。 

四、辞格运用不当。 

 

第十节第十节第十节第十节    语体风格语体风格语体风格语体风格    

 

语体是为了适应不同的交际需要而形成的语文体式。语体可分为如下几种。 

 

一、公文语体 

公文语体是适应事物交往目的而形成的运用全民族语言特点的体系。公文语体最

根本的要求是明确性、简要性、规格性。公文语体具有平实、庄严的风格。 

 

二、科技语体 

科技语体是适应科学技术内容、范围交际需要而形成的全民族语言特点的体系。

科技语体可分为专门科技语体和通俗科技语体两种。前者最根本的要求是精确性

和严密性。其风格是精确、严谨。 

 

三、政论语体 

政论语体是适应社会政治生活领域的交际需要而形成的运用全民族语言特点的

体系。其主要特征是具有宣传鼓动性和严密的逻辑性。其风格是庄重、谨严。 

 

四、文艺语体 

文艺语体是通过艺术形象来反映社会生活的一种语言体式。其主要特征是形象性

和情感性。文艺语体又分如下几类:（一）散文体。（二）韵文体。（三）戏剧体。 

 

 

    

    

    

第一章附录第一章附录第一章附录第一章附录    

现代汉语主要方言区示意图 

现代汉语七大方言语音主要特点表 

 

第二章附录第二章附录第二章附录第二章附录    

汉语拼音方案 

国际音标简表 

三种记音符号对照表 

n、l 偏旁类推字表 

zh、ch、sh 和 z、c、s 对照辨音字表 

f 和 h 对照辨音字表 

en 和 eng，in 和 ing 对照辨音字表 

uen、ueng 和 ong 对照辨音字表 

ün 和 iong 对照辨音字表 

汉语方言声调对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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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话声韵配合表（音节表） 

汉语拼音方案的通用键盘表示规范摘要 

普通话常用轻声词 

普通话常用儿化词 

普通话水平测试标准（试行） 

同韵字表 

 

第三章附录第三章附录第三章附录第三章附录    

汉字形体的演变 

常见的别字 

容易读错的字 

常见的多音字 

简化字总表（第一表、第二表、第三表） 

第一批异形词整理表 

    

第四章附录第四章附录第四章附录第四章附录    

词典和字典 

词语解释 

 

全书全书全书全书附录附录附录附录    

中华人民共和国通用语言文字法 

现代汉语方言的语音、词汇、语法差异简介 

 

 

 

教学与自学参考书附录教学与自学参考书附录教学与自学参考书附录教学与自学参考书附录    

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 

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 

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规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