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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inguistics theory and the practice of basic Chinese teaching is very close. Linguistic 

theory provides theoretical guidance for the practice of basic Chinese teaching, and the practice of basic language teaching 

provides the source of language materials for the enrichment and development of linguistic theory. However, there have been 

serious problems on the incomplete connection between linguistics theory and the basic Chinese teaching in the teaching 

practice for a long time. Recently, our team has done a survey on the basic Chinese teaching, and has made an analysis on the 

approaches to effective connection between linguistics theory and the basic Chinese teaching. The purpose is to make Chinese 

teaching adhere to the basic principle "originate from language and then return to the language", and to guarantee the scientific 

development of basic Chinese teaching along with the right dir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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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摘要摘要：：：：语言学理论与基础语文教学实践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语言学理论为基础语文教学实践提供理论指导，而基础

语文教学实践又为语言学理论的丰富与发展提供语料来源。然而长期以来，在实际的语文教学实践中二者存在着严重

脱节的问题。最近，我们就这一问题对基础语文教学进行了实地调查，并就其存在的实际脱节问题从途径和方法方面

如何实现二者有效对接作了一定的探讨，其目的在于促使语文教学坚持“从语言出发再回到语言”的基本原则，以保

证基础语文教学沿着科学化的正确方向发展。 

关键词关键词关键词关键词：：：：语言学理论，语文教学，有效对接，途径与方法 

 

1111．．．．引言引言引言引言    

2011年《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前言”中明确指

出：“语文课程是一门学习语言文字运用的综合性、实践

性课程。义务教育阶段的语文课程，应使学生初步学会运

用祖国语言文字进行交流沟通，吸收古今中外优秀文化，

提高思想文化修养，促进自身精神成长。工具性与人文性

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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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文字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和信息载体，也是

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我们的语文课程更应致力

于培养学生的语言文字运用能力。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

对语言文字运用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时也将我们的

语文教学推向了一个新的改革转型时期。2001年开始新一

轮课程改革，提倡“自主、合作、探究”学习，语文教学

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不过，在改革的同时，其“重视人

文性，忽视工具性”的问题也越来越尖锐。具体表现在，

语文教学过度重视文学情感与价值观方面的讲授，忽视语

言文字方面基础知识的训练。下面是某重点中学高一语文

《荷塘月色》的课堂实例，课堂分“诵读—赏析—讨论—

总结”四个环节进行。教师在课堂中运用了包括配乐朗诵、

多媒体演示以及小组讨论等教学方法，师生互动良好，整

个课堂氛围轻松热烈。语文教师设定的教学目标有三个： 

（1）知识与技能目标：了解作者，品味本文优美的

语言和意境及作者的散文风格。 

（2）过程与方法目标：学习散文独特的语言技巧，

通过学习培养学生鉴赏散文的能力。 

（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领悟作者蕴藏在作品

中的感情，学习作者的爱国品质。 

从教学目标来看，这堂语文课没有什么问题。但在实

际课堂教学中，朗读和多媒体演示之后，本应重点赏析四、

五、六段课文，教师仅对文章修辞艺术的运用作了一个大

略的讲解，接着就是小组讨论“文章体现了作者怎样的情

感”，从作者的生平一直谈到教师自身的故事。从以上实

际案例可以发现，语文教师把重点放在思想情感与价值观

目标上。如果是一堂文学欣赏课这样做无可厚非，但这是

一堂语文课，更多地应把重点放在训练基础知识和基本技

能上，只有落实了基础知识，掌握了基本技能，学生才能

深刻地体味作者的人生情感与价值观。有的语文教育者说：

“语文课不但要让学生理解课文表达了什么，还要让学生

理解课文语言是怎样表达的，为什么用这个词语，不用那

个词语；为什么用这个句式，不用那个句式；为什么选这

些材料，不选那些材料……如果丢掉了这些，那就不是真

正意义上的语文课。”[2]这是颇有见地的。 

语言学理论与基础语文教学实践的密切关系毋庸置

疑。近些年来，针对当下基础语文教学与语言学理论严重

脱节以及语文教学中存在的其它问题，无论语言学界还是

基础教育领域都作了一定的讨论。例如，有的学者认为，

长期以来，由于语文教学缺少语境理论指导，教学仅是就

语言教语言，因而严重制约了语文能力的提高，主张未来

的语文教学要把语境教学作为一个发展方向。[3]而更多

的学者如王元华[4]、刘仁增[5]、谢建红[6]、荣维东[7]

等则倾向从宏观上阐述语用理论与语文教学的关系及其

在语文教学中所起的作用，力倡在语文教学中不仅应以语

用理论来重建语文教学范式，而且还应结合语文教学来构

建语用学理论，从而实现“语用型”语文课程体系的建立。

毫无疑问，学者们所作的理论探讨和实践努力，对于促进

语文教学改革与转型是有积极意义的。不过，语文教学是

一个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究竟如何使之与语言学理论

（而不仅仅局限于语用理论）实现有效结合或对接，还有

待学者们去作进一步的深入研究。正是基于这一点，本文

笔者根据实地调查，从目前二者存在严重脱节的实际情况

出发，试图在途径与方法方面就如何实现语言学理论与基

础语文教学之间进行有效对接这一问题作些探讨，冀望在

促使语文教学朝着科学化、高效化、实用化的正确方向发

展方面提出一些建设性意见。 

2222．．．．语言学理论与基础语文教学实现有效语言学理论与基础语文教学实现有效语言学理论与基础语文教学实现有效语言学理论与基础语文教学实现有效对接的对接的对接的对接的

途径途径途径途径    

2.1.2.1.2.1.2.1.高师院校高师院校高师院校高师院校在原有基础上适当在原有基础上适当在原有基础上适当在原有基础上适当增加语言学理论课的比增加语言学理论课的比增加语言学理论课的比增加语言学理论课的比

重重重重    

众所周知，现有教育领域的师资绝大部分来源于高师

院校，高师院校所开设的课程也是为基础教学服务的。而

语言学理论不仅与语文教学有密切关系，还对基础语文教

学实践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那么，在高师院校的课程中，

专业的语言学课程所占比例是多少呢？在对江西师范大

学、江西科技师范大学、赣南师范大学、广西师范大学、

海南师范大学、上饶师范学院、乐山师范学院、安阳师范

学院、江西宜春学院、河南科技学院等十所院校师范类语

文教育专业课程设置调查之后，我们认为有些基础课程设

置时数过少，显然这不利于师范专业学生实际能力的培养。

下面是十所院校师范类语文教育专业课程开设的调查数

据，如表1： 

表表表表1111 十所院校师范类语文教育专业课程设置调查数据。 

普通话普通话普通话普通话    现代汉语现代汉语现代汉语现代汉语    古代汉语古代汉语古代汉语古代汉语    语言学概论语言学概论语言学概论语言学概论    语音学语音学语音学语音学    训诂学训诂学训诂学训诂学    

10 10 10 7 1 4 

上表可见，大部分高师院校语文教育专业开设了普通

话、现代汉语、古代汉语、语言学概论等语言基础课程，

只有少数院校开设了语音学和训诂学这类课程。 

叶蜚声、徐通锵先生指出：“语言教学需要建立在对

语言的理性认识之上，是语言研究成果最直接的应用。”

[8]而在实际的语文教学中，我们教师缺少对语言的理性

认识是造成基础语文教学与语言学理论严重脱节的一大

原因。比如，在我们的问卷调查中，18-22项设制了语义

指向、语言图式、语用预设等语言学中的基本内容，不少

教师就对这些内容疑惑不解或一知半解。由此可见，教师

的不解或半解必然会导致他们的教学有意或无意忽略这

些方面的知识。如问卷调查19项是： 

进行词汇教学时，您是否有意识地运用语言学的语义

指向理论（   ） 

（1）经常（2）有时（3）偶尔（4）从未 

调查结果显示：十五位教师中十一位选择“从未”，

一位选择“有时”，两位选择“偶尔”。多位教师认为语

义指向理论太难，在语文教学中没有意义。之前，我们把

基础语文教学与语言学理论脱节的主要责任归咎于语文

教师，但其实问题的主因还在于高师院校的课程设置。因

此，增加语言学理论课的比重，加强基础语文教师语言学

知识的储备，不仅是重要的，也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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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2.2.2.2.2.针对针对针对针对高师高师高师高师专业专业专业专业编写编写编写编写语言学教材语言学教材语言学教材语言学教材，，，，在教材方面体现师范在教材方面体现师范在教材方面体现师范在教材方面体现师范

性性性性的特色的特色的特色的特色    

在整个基础语文教学线上，语言学专业的毕业生不占

多数。从表1也显示出，高师语文教育的课程设置多以综

合性理论课为主，缺乏专一的语言学专业课。而理论课又

是极具概括性的，不能完全解决基础语文教学中的实际问

题。 

现代汉语是汉语言文学及相关专业必修的基础课，其

教材主要介绍汉语的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语言学教材也

是综合性的阐述一般语言所具有的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

从所编教材看，我们发现几乎没有一部具有实用性的指导

教材来教授师范类学生如何把这些基本理论与基础知识

应用于语文教学实践中去。也就是说，语文教学一线的教

师在很多情况下不知如何将已掌握的语言学理论及规律

来解决语文教学中的实际问题。因此，针对高师院校培养

基础教育师资力量的具体情况来编写一部富于一定实用

性的语言学教材很有必要。 

以语法而论，枯燥难懂，这是语文教学中教师和学

生都避之不及的难点。针对这一情况，高师语言学教材

可以适当地引进语文课本中的一些例句来进行分析。这

样一来，师范类毕业生下到基础教学一线时就自然而然

地知道如何把语言学理论贯彻到语文教学中去了。当然，

现有教材中一些简洁有效的方法和图表也可利用。例如，

汉语教材中名词、动词、形容词比较，用图表作出辨别，

一目了然。这类方法的运用，对学生学习和掌握语言知

识是很有效果的。 

2.2.2.2.3.3.3.3.加强语文教加强语文教加强语文教加强语文教师在教学实践中自觉运用语言学师在教学实践中自觉运用语言学师在教学实践中自觉运用语言学师在教学实践中自觉运用语言学理论理论理论理论的的的的

意识意识意识意识    

近十多年来，教师队伍专业化是教育领域的一项重要

改革。教师资格认证和招聘都必须遵循“专业对口”的原

则。下表是我们对江西省多所中学20位语文教师问卷调查

的数据，如表2： 

表表表表2222 20位中学语文教师专业对口问题调查数据。 

师范院校毕业师范院校毕业师范院校毕业师范院校毕业    师范专业毕业师范专业毕业师范专业毕业师范专业毕业    中文中文中文中文相关相关相关相关专业专业专业专业    跨专业跨专业跨专业跨专业    

12 16 18 2 

调查发现，20位语文教师中，12位来自师范院校，16

位为师范专业毕业的。其中，18位是中文相关专业的，仅2

位是跨专业的，这就说明我们的语文教师已经具有一定的

语言学理论素养了。那么，那些语文教师是否会自觉地将

语言学理论知识运用到实际的语文教学中去呢？请看表3： 

表表表表3333 某重点中学高一学生运用语言基础知识情况调查数据。 

正确使用正确使用正确使用正确使用““““的的的的、、、、地地地地、、、、得得得得””””    正确划分正确划分正确划分正确划分““““主主主主、、、、谓谓谓谓、、、、宾宾宾宾””””    

11% 8% 

这是来自某省重点中学高一学生的问卷结果，从表中

可以看到学生的语言基础知识非常的贫乏。很多教师表示

语法难教，而学生则认为语法难学，所以在语文教学中对

语言相关知识采取“回避”的态度。语文课程标准在“学

段目标与内容”中对语音、文字、词汇、语法、修辞等语

言基础知识提出了明确要求，在教学中应根据语文应用的

实际需要，从所遇到的具体实例出发进行指导和点拨。要

避免脱离实际应用，围绕相关知识的概念、定义进行“系

统、完整”的讲授。为什么会出现教师难教、学生难学这

一现象呢？我们认为，从根本上说是语文教师缺少自觉地

把语言学理论知识应用于语文教学实际的意识，对相关知

识点有意或无意地回避，或脱离课本去讲。比如讲修辞，

教师通常采取的教学步骤是，先对比喻、借代、夸张等下

定义，然后举例，最后学生仿句。但是我们认为，许多相

关的语言理论知识只有联系文本讲解，才能取得好的效果。

同样以《荷塘月色》为例，在讲到“叶子出水很高，像亭

亭的舞女的裙”时，教师可以指出作者运用了比喻手法来

写荷叶的风姿，由“出水很高”联想到“亭亭的舞女的裙”，

两者不仅神似，而且还写出了荷叶的动态美。另外，在这

篇课文中，学生第一次接触“通感”这一修辞手法，教师

将“通感”的定义联系“微风过处，送来缕缕清香，仿佛

远处高楼上渺茫的歌声似的”这一句，引导学生理解由嗅

觉向听觉转移：“缕缕清香”与“渺茫的歌声”在许多方

面有相似之处，这样学生很快就能学会，并能更好地领悟

课文。可见语言学理论知识在语文教学中有多么的重要，

因此加强语文教师运用语言学理论知识的自觉意识是十

分必要的。 

3333．．．．语言学理论与基础语文教学实现有效对接的语言学理论与基础语文教学实现有效对接的语言学理论与基础语文教学实现有效对接的语言学理论与基础语文教学实现有效对接的

方法方法方法方法    

3.3.3.3.1111．．．．语言研究者语言研究者语言研究者语言研究者要要要要多参与语文教学实践多参与语文教学实践多参与语文教学实践多参与语文教学实践，，，，多培养研究型多培养研究型多培养研究型多培养研究型

语文教语文教语文教语文教师师师师，，，，加强语言研究加强语言研究加强语言研究加强语言研究和和和和语文教学语文教学语文教学语文教学之间的交流与之间的交流与之间的交流与之间的交流与

沟通沟通沟通沟通    

有人说，语文教师必须具有教学科研意识，要从实践

型、经验型向理论型、研究型教师转变。[9]而目前的实

际状况怎样呢？其状况是：语文教师大多固然不是研究型

的，就是语言研究者其基础语文教学经验也很少，甚至基

本上没有，这就无法把语言学理论与语文教学实践有机地

结合在一起。这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广大语文教

育工作者对现代语言学比较陌生，而现代语言学研究者对

语文教育也比较陌生。[10]这种陌生的关系是语言学理论

与基础语文教学脱节的另一重要原因。可以这么说，要实

现两者之间的有效对接，改变基础语文教学的现状，使语

文教学从现代语言学中汲取营养，就必须使双方有所沟通。

双方要进行有效沟通，语文教育者就应加强现代语言学理

论的学习，提高语言学理论素养和理性认识。而要解决这

一根本性的问题，一方面要加强高校基础学科建设：师范

院校要相应地增加语言学理论课程，并针对专业师范类学

生编写为基础教育服务的语言学实用教材等，这在上文已

经提出过；另一方面语文教师也应不断地提升自我：加强

语言学理论学习，提高语言学理论水平。语文教师如果“没

有深厚的语言学修养，教学不可能丰富，更不可能有趣”。

[11]只有加强自身的语言学理论修养，语文教师才能有意

识地自觉应用语言学理论来解决教学中的实际问题，并且

使自己不仅成为一个教育者，还是一个研究者。另外，我

们的语言研究者看似与语文教学没有太大的关系，但其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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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者关系十分密切。王宁先生认为：“语文的基础是语言, 

它是通过语言认知、语言传意和语言训练来提高人的思维、

认识与表达的能力和素养的。”[12]正因为这样，语言研

究者与语文教师有着共同关心的语言话题。语言研究者研

究的多是生活中使用的语言现象，如区分语气词“的”和

结构助词“的”： 

（1）他是三班的（学生）。（结构助词） 

（2）班主任今天会回来的。（语气词） 

（3）这本书是新发的。（语气词） 

（4）这本是新发的（书）。（结构助词） 

这既是生活中经常听到的，也是语言研究和语文教学

所关注的。也就是说，语言研究者要把研究成果运用到语

文教学实践中去，仅仅单靠研究文本是远远不够的，还需

到语文教学一线中去发现问题。所以，语言学专家应去中

小学开展专业讲座，听取语文教学一线教师的意见，与基

础语文教学的教师直接展开对话。 

3.3.3.3.2222．．．．语文教师语文教师语文教师语文教师课堂课堂课堂课堂教学不仅教学不仅教学不仅教学不仅教授语言教授语言教授语言教授语言理论知识理论知识理论知识理论知识，，，，更多的更多的更多的更多的

应应应应理论联系实际理论联系实际理论联系实际理论联系实际，，，，授授授授之以之以之以之以方法方法方法方法    

无论语文教学过程还是语文学习过程，语言理论知

识一直是基础语文教学中的一个难点，教师对之深感力

不从心，学生则疑惑不解。在我们的调查中，有约百分

之七十的学生认为语言知识很重要，百分之九十四的学

生觉得语言知识很难。例如，调查中我们设制了一个句

子成分的划分： 

（1）小明在班上是跑步最快的学生。 

（2）小霞看书看得废寝忘食。 

结果是150个学生中没有一个正确划对主谓宾的，错

误率竟达100%。这种情况在语文考试中也有所体现，通过

对省内某重点高一年级第三次月考语文试卷基础知识错

误率的统计，发现语病题的错误率高达64%。在口头访谈

时，大部分学生基本能说出主谓宾的概念，而实际运用却

不容乐观，所以我们认为教师在教授语言理论知识时不仅

要教授理论，更应教授方法，让学生能运用所学去解决实

际问题。 

检阅语文考试卷，学生错误率最高的也是语病题。如

下面一道考题： 

下列句子中，没有语病的一项是（   ） 

（1）由于河北运输烟花爆竹的车辆发生爆炸，致使

连霍高速公路河南渑池段义昌大桥南半幅桥面垮塌，造成

10人死亡，11人受伤。 

（2）理科综合、文科综合的考试形式，对许多习惯

了单科考试的高三学生，最初的确会感到不适应。 

（3）中新记者看到，“桑迪”（飓风）带来的罕见

狂风呼啸而过，凄厉的鸣叫令人心惊，大暴雨随着风势倾

泻下来，漫天皆雨水。 

（4）近日，有关延迟退休的多种备选方案已提交有

关部门讨论，可是有一个非常现实却容易被忽视的问题，

延退之后，有幼儿的家庭怎么办？ 

通过分析，我们知道选项（1）缺主语。选项（2）不

合逻辑，主客体颠倒，应为“许多习惯了单科考试的高三

学生，对理科综合、文科综合的考试形式，最初的确会感

到不适应”。选项（3）谓宾搭配不当，“看到”不能用“鸣

叫”搭配。所以，选项（4）是正确的。这一题中涉及到的

句法错误都属于黄伯荣、廖序东《现代汉语》教材里的第

五章第七节“常见的句法失误”中的知识——搭配不当、

残缺和多余、语序不当、句式杂糅。[13]所以，教师课堂

教学或试卷讲评应结合考试中出现的问题，教给学生解决

问题的方法。比如，句法问题，不仅要掌握主谓宾的概念

意义和句子结构规律，还应从反面分析为何不这样组织句

子，通过训练以提高学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3.3.3.3.3.3.3.3.将语义学将语义学将语义学将语义学、、、、语用学理论与方法引入语文课堂语用学理论与方法引入语文课堂语用学理论与方法引入语文课堂语用学理论与方法引入语文课堂，，，，加强语加强语加强语加强语

境教学境教学境教学境教学    

关于语言理论知识，很多教师和学生的回答是“语法”

和“词汇”，几乎无人提及“语义”、“语用”，这也是

语言教学中的一个缺失。北大出版的修订版《语言学纲要》，

全书九章概述了语言学理论的各个方面。在整个理论板块

中，我们发现有关语义、语用的内容只占第五章的一个很

少部分，而语义、语用理论在语文教学中却又有着非常重

要的作用。对于这一点，有的学者是这样认为的：“意义

是语文教学永恒不变的旋律和核心，在母语的语文教学里，

最有用的语言学知识是语义而不是语法。”[14]比如说语

境，我们的语言是在一定的交际环境中使用的，在分析语

言现象时就必须把它和它所依赖的语言环境联系起来，而

不能把一个语言片段孤立起来分析。另外，“语用”之重

要在语文考试中也有所体现。如高考语文试卷第二大题小

阅读，最常见的考题为：“对文意理解不准确的一项是（）”。

这一类题型往往看似容易，实际上学生失分率是很高的，

它需要学生联系上下文语境分析才能得出正确答案。 

语用学理论对学习语言其它方面的知识也是非常有

用的，其中词汇教学表现得最为突出。如“一词多义”现

象，正是这种复杂性导致学生很多时候不能正确运用词语，

而“一词多义”又是针对不同语境中的实际语用现象而言

的。所以，词语教学如能运用语用学中的语境理论进行，

所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4.4.4.4.结束结束结束结束语语语语    

总而言之，语言学理论与基础语文教学脱节是我们当

今面临的一个实质性问题，语文教学改革多年并未取得明

显成效，归根到底与二者之间在一定的程度上没有实现有

效对接是有极大关系的。本文在实际调查的基础上，提出

实现二者进行有效对接的基本途径和可行方法，旨在促使

不论是语文教者还是语文学者“都必须坚持‘从语言出发

再回到语言’的基本教学原则，这是落实学科理论的关键，

也是促进语文教学科学发展的保证”。[15]如果实现了这

一点，不仅现状有所改观，而且还会出现语言研究与语文

教学良性互动的一个崭新的双赢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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