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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向补语作为汉语句子成分补语的一种，是汉语语言体系中颇具特点的重要语法。
掌握趋向补语对于学习者的汉语表达起着重要作用。由于趋向补语中趋向动词与
“来”、“去”组合关系的多样性、结构形式的多变性、意义构成的丰富性和语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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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的复杂性，加上泰语中没有完全对应的语法现象，因而成为泰国留学生汉语习

要

得障碍之一，在运用时容易出现偏误。

摘

本文以来华留学的泰国学生为调查对象，用调查问卷的方式来考察泰国留学生使用
汉语趋向补语的情况，并初步总结了泰国留学生在使用汉语趋向补语时产生的偏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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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偏误类型可分为语构偏误和语义偏误两大类。语构偏误主要包括宾语错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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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句型、词组错序，而语义偏误则有语义空缺、语义混淆造成的偏误、赘余、立
足点模糊、空间方位变化方面和引申义方面的偏误。在总结了偏误类型的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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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进一步分析了造成泰国留学生产生偏误的原因，主要是母语泰语负迁移、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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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语汉语知识负迁移、学生的个体因素以及学习环境的影响。针对这些偏误出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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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笔者还提出一些浅薄的教学建议，希望能够帮助泰国留学生在学习汉语趋向
补语时有效地规避偏误。笔者认为，在教学中，教师应突出趋向补语立足点、趋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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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语引申义、复合趋向补语和宾语位置等难点重点，注重泰汉对比，创设逼真语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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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交际训练，让学生在情境中获得语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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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ese directional complement is the important grammatical structure in
Chinese. It plays a significant role in application and expression. Chinese
directional complements become one of the Thai students learning difficul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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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cause its structure and semantics (extended meaning) is pretty compl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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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article conducts a questionnaire research to Thai students about the sit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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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Chinese directional complements they used. And summarizes the biased-error
types they have in the process of using Chinese directional complements.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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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in types of it are the bias error of structure and semantic. The structure-err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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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ludes object malposition, special sentential form, word group malposition, while
the semantic-error includes semanteme vacancy, semanteme-error, semante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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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cess, foothold-vague, and space-direction, extended meaning. On the basi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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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izing the biased-error types. The author also analysis the causes of th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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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ased errors, it include negative transfer of mother language, learning
environment, learning strategies, communication strategies, learner factors and

学

so on. On the basis of analysis, the author put forward some teaching advice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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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der to reduce error for Thai students in the process of learning Chinese
directional complements. teachers should focus on directional complements’

门

structure, composite directional complement, object location and semantics

厦

(especially extended meaning) in teaching, and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contrast
with the Thai language create the real communication environment to improve
students' sense of the language.
Keywords: Thai student; Chinese directional complements; directional
complements’ seman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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