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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使用的语言习得观认为，语言学习由输入与频次驱动。本文运用定量和定性结合的方

法考察了输入条件与频次对大学生专用英语构式学习的综合影响。80 名受试被分为无增显、有增显及

增显 +注释三组，其中 15 名参加了追溯式访谈。构式知识测试采用了填空、选择以及意义解释三种形

式。研究发现: ( 1) 经过两次阅读和练习后，三种输入条件对专用英语构式学习的影响较为显著。( 2 ) 三

组接触 3 频次和 6 频次后的配对样本 t检验结果表明，三项测试均有显著差异。( 3 ) 高分组测试结果表

明，填空与选择测试无显著差异，但意义解释测试差异显著;低分组的测试结果则相反。以上研究发现表

明，输入频次与视觉增显等因素综合作用于专用英语构式的学习，不同英语水平的学习者对构式形式和

意义的加工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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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语言习得理论中对于输入的作用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天赋论认为输入不是决定

语言习得的主要因素( Chomsky，1965) ;基于使用的习得观则认为输入至关重要( Tomasel-
lo，2003 ; Goldberg，2006) ，语言习得通过日益渐增的语言与非语言输入的体验完成( Bybee
＆ McClelland，2005) 。后者强调，母语或二语学习者通过输入材料接触许多语言实例，大
脑中存储的语言实例经过反复使用被强化，并逐渐抽象出具有规律性的形 －义映射( form-
meaning mapping ) 的语言型式。简言之，语言习得是“输入驱动的归纳学习”( input-driven
inductive learning ) ( Goldberg，2006 : 12) 。基于使用的习得观本质上以隐性学习为主，但也
认同各种形式的显性学习，强调显性学习与隐性学习的互补性( Ｒousse-Malpat ＆ Verspoor，
2018) 。近年来，基于使用视角的国内外研究主要考察了学习者词汇或句法结构的发展路
径( Crossley et al．，2016 ; Ellis，2017 ; Jach，2018 ) 、课堂口语交际话语 ( Eskildsen，2012，
2015 ; Ｒoehr-Brackin，2014) 、频次输入量 ( Gilquin，2016 ) 、类符频次与实例频次输入 ( 周丹
丹，2014 ; Madlener，2015) 以及均衡或偏态频次输入( Casenhiser ＆ Goldberg，2005 ; Goldberg
et al．，2007 ; Year ＆ Gordon，2009 ;张晓鹏，2015) ，研究结果存在许多不一致之处，其中相同
频次类型但不同输入量、不同频次类型与不同输入量、不同频次类型但相同输入量等尤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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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关注。再者，研究者们指出，从基于使用视角考察显性学习对构式习得的影响仍有待
探究，以丰富其实证与理论研究内容 ( Ｒoehr-Brackin，2014 ; Gilquin，2016 ) 。增显 ( visual
enhancement) 作为显性输入方式，是引起学习者注意并强化对目标结构形式 －意义联结的
手段( Szudarski ＆ Carter，2016) 。基于此，本文拟考察显性输入、隐性输入及频次对专用英
语构式形 －义映射度的影响。

2．研究背景
基于使用的理论将构式视为加工单位———重复共现的组合，包括从语素、词、习语到句

型等的不同语言层级( Goldberg，1995 ; 2006) 。本文中的医学构式指常在医学语境中共现、

在医学词典上可以查找到的结构规范、语义完整、不包含拉丁词或药理类词等专业术语的
两词组合。由于是医学构式，通过 Davies( 2007 ) 界面( VIEW ) 检索，目标构式在英国国家
语料库( BNC ) 中的出现频次较低，为 0 － 8 次不等。本文中的频次指实例频次，即构式的
同一范例在语境中反复出现的频率。本研究选择医学英语构式的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目
前医学英语构式方面的习得研究十分匮乏，科技文本与通用文本的语言特征差异可能影响
学习结果;二是阅读与测试材料在 Sonbul 和 Schmitt( 2013) 研究中基于先导实验经修改后
用于正式实验，具有较高的可信度。

在理论方面，基于使用的频次观认为语言习得由输入驱动 ( Bybee ＆ McClelland，
2005) ，习得结果取决于输入质量 ( Ellis ＆ Collins，2009 ) 。习得语言与其他方面的学习一
样，凭借人类的一般认知能力。体验是语言学习的主要方式，学习者通过从输入材料中接
触许多语言实例，并经过反复使用逐渐在大脑中形成构式，随着构式出现频次的增多，学习
者对其形式和意义的认知逐渐清晰，由此可见，频次通过延长接触时间给学习者提供解码
机会，强化形式和意义之间的联系。就输入方式而言，虽然该习得观本质上是以隐性输入
为主的学习，但也认同显性输入的作用。基于显性学习与隐性学习的概念 ( Hulstijn，
2005) ，本文中的显性输入指引起学习者对目标构式注意采用的增显方式，隐性输入则指
无任何加强学习者意识的手段。输入增显假设强调对目标结构感知的凸显，分为视觉增显
和听觉增显，即通过下划线、黑体、斜线、加色标注、重音、语调等形式考察提高目标结构注
意度对习得效果的影响( Sharwood-Smith，1993 ) 。注意假设强调注意和意识，认为有意识
的注意是将语言输入转化为摄入的必要条件( Schmidt，1994 : 17) 。然而，有些研究者指出，

仅视觉增显对中介语的发展是不够的，需要结合其他方式。例如，White ( 1998 ) 提出补充
显性说明; Sharwood-Smith( 1993) 也认为，视觉增显并不一定会引起学习者对目标结构的
注意，因为外在增显形式与学习者内在的凸显加工可能不一致。VanPatten ( 2004 ) 提出的
输入加工模式强调输入是学习者将形式和意义联结的初始阶段，由于注意力资源有限，学
习者通常先加工意义，他们缺乏更多的注意力资源加工语言形式。基于以上观点，我们需
要进一步检验隐性与显性输入对构式形式与意义习得的影响。

国内外研究运用语料库、反应时或实验法验证基于使用的习得观 ( Crossley et al．，
2016 ; Ellis，2017 ; Jach，2018 ) 。就输入条件而言，主要有输入量、类符频次与实例频次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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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均衡输入与偏态输入以及课堂交际输入对构式习得的影响，目前的研究结果存在不一
致之处。首先，Gilquin( 2016) 的研究比较了在自然语境中接触目标构式多的二语学习者
与在课堂教学环境下接触目标构式少的外语学习者使役动词的应用情况，基于语料库的分
析未完全支持输入量多更有助于习得的假设。具体有三点:一是二语学习者和外语学习者
均过多使用使役构式。二语学习者使用抽象构式的频次多于外语学习者，更接近本族语
者。二是句法使用趋向不明晰，二语学习者对 cause 的用法掌握更好，但外语学习者使用
make 的型式与本族语者相近。三是二语学习者与外语学习者使用区别性共现词素 ( dis-
tinctive collexemes) 相比本族语者欠具体，如两类学习者使用系动词 be，本族语者则更多使
用 seem、appear、sound 和 look 等。Madlener( 2015) 跟踪了德语现在分词构式的偶然学习情
况，96 位成人德语学习者接受八次听力理解训练，并被告知包含许多目标构式，三组被试
分别接受高、中、低类符频次( 50、25 或 9 类) 目标构式输入，后测表明，接触类符频次输入
少的学习者成绩优于类符频次输入多组，说明接受类符频次输入多的被试不一定能生成新
的构式。周丹丹( 2014) 的研究考察了不同频次类型但相同输入量对中学生词块习得的影
响，结果表明频次对词块习得的影响显著，变化重复的效果好于单一重复。其次，有研究表
明原型构式范例的偏态频次输入比均衡频次输入更有效 ( Casenhiser ＆ Goldberg，2005 ;
Goldberg et al．，2007 ;张晓鹏，2015) 。与之相反，Year 和 Gordon( 2009) 采用均衡频次输入
与偏态频次输入方式比较韩国中学生学习高频原型双宾语动词 ( give) 与相似结构 ( pass、
sell、throw、toss) 的效果，研究表明偏态输入对构式学习无显著促进作用，作者指出多个相
似动词构式的均衡频次输入效果更好。最后，有些研究从课堂交际历时语料中分析显性学
习的影响，但研究结果仍有差异。Li 等( 2014 ) 对一位学习者 3 年半课堂交际历时语料中
Talmy“运动事件”构式进行分析，结果表明运动构式与语言经验紧密相关，呈不断发展趋
势。Eskildsen( 2012) 分别考察了母语为西班牙的英语学习者在历时 2 年和 3 年半课堂交
际中否定构式的使用情况，分析显示输出的英语否定句遵循了从范例到抽象构式的路径，

作者认为学会使用较难的构式可能在于教学输入的不断重复。然而，Eskildsen( 2015 ) 对两
位母语为西班牙语的英语学习者一年多的课堂交际视听语料中的疑问句进行分析得出，学
习者产出的疑问句并非基于已经习得的某句法规则，目标型式呈现出不同的发展路径。
Ｒoehr-Brackin( 2014) 的研究采用德语学习者三年零四个月的历时语料，课堂交际结果表
明，两个词完成时的发展路径不同: fahren ( go by vehicle ) 是按照自下而上的预想轨迹，
gehen( go、walk) 的使用则相反，呈现自上而下模式。从以上研究结果可以得出: 构式的习
得不完全依靠输入量与输入环境，显性学习有助于某些构式的习得，输入条件对构式习得
的影响有待更多研究的检验。

增显输入是否有利于构式形式与意义联结的学习值得探究。有些研究表明，视觉增显
有利于学习者对形式的关注。Cintrón-Valentín 和 Ellis ( 2015 ) 的研究表明，英语本族语者
增显组对拉丁语动词形态的理解和产出优于非增显组。相反，大多数研究并未发现增显对
语言习得存在显著影响。Park 等( 2012 ) 的研究考察了无增显、黑体、下划线加黑体、下划
线加说明四种输入条件对朝鲜英语学习者动名词和不定式结构学习的影响，结果表明，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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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增显组阅读目标构式的时间更长，仅增显方式对文本理解和语言结构无显著作用，增显
加说明组对目标构式掌握得更好。Kim ( 2006) 的研究表明，视觉增显对词汇的形式和意义
识别无显著影响;词汇解释无助于词汇的形式识别; 显性和隐性的词汇解释均有利于意义
识别。

综上所述，以往研究存在以下不足:一是基于使用视角的显性与隐性学习研究结果不
一致，以往相关研究大多考察不同输入量及输入类型，显性和隐性不同输入类型但相同输
入量对习得效果的影响有待进一步探究。同时，以往与增显相关的研究争议较大，不同的
增显方式和语言构式的差异都有可能影响习得结果。二是根据 VanPatten ( 2004 ) 的观点，

低水平学习者对新学语言点存在加工困难。外语水平不同的学习者对目标构式形式与意
义联结的加工能力存在多大程度的差异等问题仍需进一步检验。三是以往研究的目标结
构多为普通构式，医学等专用英语文本属于科技文体，语言表达上有较高的构式特征，而目
前缺乏专用英语构式习得的实验研究。

3．研究方法
3． 1 研究问题
本研究回答以下三个问题: 1 ) 三种输入条件对大学生专用英语构式学习的影响是否

存在显著差异? 2) 三种输入条件下大学生 3 频次与 6 频次接触专用英语构式的学习结果
是否存在显著差异? 3) 不同输入条件下高水平三个组英语构式学习是否存在显著差异?

低水平三个组差异如何?
3． 2 研究对象
研究对象为某外语类高校四个班共 80 名英语专业二年级本科生，所有被试无任何医

学基础，被随机分成三个组，分别接受无增显、有增显及有增显 +注释三种不同的阅读输入
练习，三个组的全国专业英语四级考试( TEM4) 成绩和专用英语构式知识前测成绩的方差
分析表明无显著性差异( F = ． 562，p = ． 572 ; F = ． 306，p = ． 737 ) ) 。根据四级成绩，受试被
分为高、低两组，70 分以上为高分组，63 分以下为低分组。无增显组高、低分组各 11 人。

高、低分组均值为 78． 36 和 56． 64，Mann-Whitney 非参数检验表明，两组存在显著性差异
( Z = － 3 ． 982，p ＜ ． 001) ，说明两组具有可比性。有增显组高、低组各 11 人，高、低组均值
分别为 81 和 56． 73，两组具有显著性差异( Z = － 3 ． 976，p ＜ ． 001) 。有增显 +注释组高、低
水平组为 9 和 11 人，均值分别是 76． 00 和 57． 00，两组差异显著( Z = － 3 ． 771，p ＜ ． 001 ) 。

无增显组、有增显组和有增显 +注释组的高水平受试 Kruskal-Wallis非参数检验结果表明，

三组四级成绩无显著性差异( X2 = 4． 978，p ＞ ． 05 ) ，具有可比性。低水平组 Kruskal-Wallis

非参数检验结果表明，三组四级成绩也无显著性差异( X2 = ． 499，p ＞ ． 05) ，同具可比性。

3． 3 研究工具
1) 阅读材料和练习
本文使用的阅读材料来源于 Sonbul 和 Schmitt( 2013) 涉及医学构式的研究，原材料中

包含 30 个，考虑到目标构式为专业术语，个别构式中有受试不认识的单词，数量太多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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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学习者的接受能力，便略去了其中的 10 个。Sonbul 和 Schmitt( 2013) 研究中的受试为
没有任何医学基础的本族语者和非本族语者，本研究受试为即将升入三年级的英语专业大
学生，该阅读材料对于他们没有理解难度。本研究所用材料中包含 20 个医学构式，如
stone heart、regional control、iron lung、split hand 等，根据语境可以理解目标构式的基本意
思。阅读材料是题为“Common Diseases and Ailments”的 4 篇短文，每篇后都有 8 道阅读理
解练习题，主要涉及文章理解方面，与构式学习无关。每篇文章中包含 5 个目标构式，每个
构式重复出现 3 次。

阅读材料的三种输入条件分别是: ( 1) 无增显输入，指在阅读输入材料中对 20 个目标
构式未做任何标注。( 2) 有增显输入，指将阅读材料中的 20 个目标构式用黑体并下划线
标注。( 3) 有增显 +注释输入，指在对 20 个目标构式用黑体和下划线标注的同时加以中
文注释。

2) 词汇与短语测试
本研究前测包括构式知识测试。前测中的构式知识测试是依据 Paribakht 和 Wesche

( 1997 : 177) 的词汇知识量表，经修改形成本研究的测试量表。该量表包括 20 个构式和 20

个干扰项，主要测试对构式意义的理解，以确保三组对目标构式的掌握程度无显著差异，例
如，“split hand 其意是: ”，受试用中文或英文解释均可。三组在接受不同输入条件之
后参加了后测，包括构式填空测试、构式单项选择测试和构式知识测试。

为降低测试顺序对结果的影响，三种后测中构式填空测试为测试一，填空材料是基于
阅读材料改编的，同时给出整体目标构式的英文释义和构式中的一个英文单词，要求填出
另一个词，例如，“In the past，a device called ( lung ) was used to help polio patients
breathe． ( Mechanical device for artificial breathing ) ”，填空题共 20 个空，每个 5 分，填对得 5

分，填错得 0 分。单项选择测试为测试二，要求根据给出的阅读材料与目标构式中的一个
单词，从 5 个选项中选择另一个单词，例如，“( a) iron ( b) steel ( c) silver ( d) metal ( e) I
DO NOT KNOW”，选择题 20 道，每道 5 分，选对得 5 分，选错得 0 分。填空和选择两种测
试主要是考查对构式形式是否掌握。最后是构式知识测试，测试形式与前测相同，要求受
试解释构式意思，每道 5 分，但若部分解释正确可得 2． 5 分。

3) 访谈
访谈提纲是基于研究问题和受试在测试中出现的问题形成的。在第二次后测结束后，

根据受试意愿与英语水平，三组共 15 名接受了访谈，每组 5 人。访谈主要针对回顾学习目
标构式的过程，尤其是受试学习形式和意义的方法。

3． 4 实验过程与数据分析
三个组完成阅读练习和后测的时间一致，实验分三步进行:
1) 受试完成第一次阅读和练习的时间为 25 分钟。考虑到受试一次学习 20 个目标构

式压力较大，4 篇文章的阅读和练习被分成 2 部分进行，每部分包括 10 个目标构式，受试
完成时间分别为 12 分钟和 13 分钟。整个过程不允许查词典或相互询问，规定的时间一
到，立刻收回所有材料。接着发给受试填空测试( 20 分钟) 和选择测试( 15 分钟) ，最后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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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构式知识测试，时间为 15 分钟。2 ) 一周后，受试在未做任何准备的情况下再次完成阅
读和练习及测试，内容与第一次相同。阅读和练习完成的时间缩减为 15 分钟，三项测试的
时间分别为 15 分钟、10 分钟和 10 分钟。3) 测试结束后，15 名受试接受了追溯式访谈，共
用去大约 150 分钟。

本研究采用定量与定性结合的方法对数据进行分析。定量数据通过 SPSS 16． 0 进行
一元方差分析、配对样本 t检验和非参数检验等。定性数据收集结束后，研究者转写了全
部访谈录音，并进行归纳整理。

4．结果与讨论
4． 1 输入条件对专用英语构式学习的影响
如表 1 所示，形式填空、形式选择和意义解释三种测试用于检验三种输入条件对专用

英语构式学习的影响。在完成第一次阅读与练习后，三个组在形式填空测试中的均值分别
为 6． 85、9． 62、27． 96，一元方差分析表明，三者存在显著差异 ( F = 17 ． 404，p ＜ ． 001 ) ;
Scheffe事后检验结果表明，无增显组和有增显组之间无显著性差异( p ＞ ． 05) ，但无增显组
与有增显 +注释组、有增显组与有增显 +注释组之间分别存在显著差异 ( p ＜ ． 001 ; p ＜ ．
001) 。形式选择测试三组的平均值分别为 47． 78、53． 85 和 58． 52，方差分析表明，组间无
显著性差异 ( F = 2 ． 405，p ＞ ． 05 ) 。意义解释测试三组的平均值分别为 15． 56、15． 58 和
30． 00，具有显著差异( F = 8 ． 633，p ＜ ． 001 ) ; Scheffe 事后检验结果表明，无增显组和有增
显组之间无显著性差异( p ＞ ． 05) ，但无增显组与有增显 +注释组、有增显组与有增显 +注
释组之间分别存在显著差异( p ＜ ． 05 ; p ＜ ． 05) 。以上数据表明，三种不同输入条件对专用
英语构式学习的形式和意义等方面具有不同程度的影响，有增显 +注释组在三个测试中的
均值都远高于其他两个组，尤其是在填空测试与意义解释测试中。
表 1 第一次构式知识后测一元方差分析

组别 人数
形式填空

均值 标准差

形式选择

均值 标准差

意义解释

均值 标准差

无增显组 27 6． 85 6． 82 47． 78 16． 19 15． 56 11． 46

有增显组 26 9． 62 11． 31 53． 85 17． 79 15． 58 10． 42

有增显 +注释组 27 27． 96 20． 81 58． 52 19． 94 30． 00 20． 08

F值 17． 404 2． 405 8． 633

P值 ． 000 ． 097 ． 000

第二次练习后，不同输入条件对受试专用构式学习的影响得到进一步检验。从表 2 中
可以看出，三组在三种测试中均差异显著。

如表 2 所示，在形式填空测试中，虽然无增显组平均值进步很大( 46． 89) ，但仍为三组中
最低;有增显组 +注释组最高( 69． 85 ) ，有增显组略低于有增显 +注释组，为 67． 12，三组差
异显著( F = 8． 197，p ＜ ． 05) 。Scheffe 事后检验数据表明，无增显组与其他两组分别存在显
著差异( p ＜ ． 05; p ＜ ． 05) ，但有增显组与有增显 +注释组之间无显著差异( p ＞ ． 05 ) 。在形
式选择测试中，三组之间差异非常显著( F = 8． 483，p ＜ ． 001) ; Scheffe 事后检验显示，无增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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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与有增显组、无增显组与有增显 +注释组差异显著( p ＜ ． 05; p ＜ ． 05) ，但有增显组与有增
显 +注释组之间则差异不显著( p ＞ ． 05) 。在意义解释测试中，三组之间差异也非常显著( F
= 14． 875，p ＜ ． 001) ，Scheffe事后检验进一步显示，无增显组与有增显组之间有微弱差异( p
= ． 05) ，无增显组与有增显 +注释组差异显著( p ＜ ． 001) 、有增显与有增显 +注释组之间差
异显著( p ＜ ． 05) 。以下访谈数据进一步验证了定量结果。
表 2 第二次构式知识后测的一元方差分析

组别 人数
形式填空

均值 标准差

形式选择

均值 标准差

意义解释

均值 标准差

无增显组 27 46． 89 25． 54 75． 74 22． 26 27． 93 18． 95

有增显组 26 67． 12 19． 99 93． 46 7． 32 42． 31 21． 15

有增显 +注释组 27 69． 85 22． 18 89． 07 15． 69 59． 00 22． 60

F值 8． 197 8． 483 14． 875

PP值 ． 001 ． 000 ． 000

无增显组的受试都表示第一次输入时只关注阅读文章的内容和练习中需要回答的问
题，并未想到文章中的医学术语，下面是摘选的几位受试的访谈数据:
“第一遍做阅读练习时，完全把它当作一种应试考试的形式，只求快、准。先看问题，再

找答案，不会通篇认真读完文章。”( 无增显组受试 A )“阅读文章后，我对所测词组的记忆模
糊，究其原因在于我在阅读时有‘跳过拦路虎，只求大意’的习惯”。( 无增显组受试 B)

有增显组受试所表达的也是做第一遍时侧重文章的整体意思，第二遍时更加注意专业
术语的意思。与无增显组受试的不同之处在于，增显组受试在阅读过程中注意到了黑体并
划线的目标构式:

“……重点专业词汇做了标记并多次重复，所以比较容易关注到那些词……”( 有增显
组受试 C)

有增显 +注释组的成绩最好，访谈中受试谈到了他们的想法:
“看到一个短语，如果两个词我都认识，我会潜意识里先猜测一下是什么意思，然后看释

义与自己的猜测是否相符。如果相符，就能立马记住;如果不符，就联系上下文理解，也有可
能记住。但如果组成短语的单词不认识，只看上下文和注释很难记住……必须在短时间内
强硬地记忆……在学习过程中反复运用到它才能掌握。”( 有增显 +注释组受试 D)

从受试 D 的访谈中可以得知，有增显 +注释输入方式对受试理解构式意义很有帮助，但
若组成构式的单词是生词，受试认为有较大难度。

本研究发现证明了显性输入的作用。在医学英语构式学习的初期，学习者大脑中对目
标构式的记忆通过视觉增显、注释和重复不断得到强化。增显组与增显组 +注释组均受益
于注意形式，增显 +注释组对构式意义的理解优于其他两组。这些研究结果部分验证了二
语注释、增显与无增显条件的词汇或构式习得存在差异( Kim，2006; Park et al．，2012) ，即仅
采用增显方式或者词汇解释学习构式是不够的，显性的意义解释和增显结合的方式更有利
于构式习得。鉴于此，本研究考察了增显、注释以及频次等输入的协同作用对学习者构式学
习的影响，结果表明，这些因素可以共同促进学习者对形式和意义的学习，原因主要有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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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点:一是虽然阅读语境对于学习者理解医学构式非常重要，但由于专用构式的术语专业
性，直接用母语给出意义注释会更加有助于构式学习。视觉增显与注释能够提高目标构式
在语篇中的凸显度，引发学习者的注意力和认知加工行为。二是无增显组和增显组的语篇
中均以隐性形式体现医学构式的意义，但对学习者来说仍存在理解难度。然而，增显 +注释
组的学习结果说明显性注释意义更有利于学习专用构式。三是大脑的工作记忆是容量有限
的加工系统( Barcroft，2002) ，学习者没有足够的时间充分理解文本和记忆构式，增显、注释
以及频次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有限的工作记忆容量。值得关注的是，两次输入中学习者
对语言的加工点不同。学习者在一定时间段内注意到的资源是有限的，他们更多注意的可
能仅是语言的某个方面而忽略其他方面。第一次输入时，学习者可能专注于语篇的理解，当
学习者认为某些单词或构式对语篇理解关系不大时，由于注意力有限，他们便跳过这些表
达。第二次输入时，学习者注意力可能集中在重复和增显的目标构式上，重复可使他们有时
间解码信息。

4． 2 不同频次对专用英语构式学习的影响
三种输入条件下受试经过前后两次( 分别接触构式 3 频次和 6 频次) 的阅读和练习之

后，三项测试的配对样本 t检验结果如表 3 所示:
表 3 三组两次测试的配对样本 t检验

组别 人数
形式填空

t值 p

形式选择

t值 p

意义解释

t值 p

无增显组 27 － 9． 469 ． 000 － 7． 937 ． 000 － 3． 748 ． 001

有增显组 26 － 15． 023 ． 000 － 11． 948 ． 000 － 6． 479 ． 000

有增显 +注释组 27 － 10． 356 ． 000 － 9． 186 ． 000 － 5． 934 ． 000

从表 3可以看出，填空、选择与解释三种测试中，三组的成绩均有显著提高( p ＜ ． 05; p ＜ ．
05; p ＜ ． 05; p ＜ ． 05; p ＜ ． 05; p ＜ ． 05; p ＜ ． 05; p ＜ ． 05; p ＜ ． 05) ，在进行第一次阅读和练习时，受
试接触 3次目标构式;重复第二遍时接触 6次目标构式，受试进步大说明在专用构式学习的早
期阶段，频次作用十分重要。图 1更直观地显示了第一次和第二次构式测试的结果。

图 1 三组两次构式知识测试比较

从图 1 中可以看出，第二次的测试结果均高于第一次，尤其是有增显组和有增显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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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说明在阅读语境下多频次显性输入可以有效作用于构式学习。

本研究的结果表明，三组两次阅读和练习后的三项测试均差异显著，说明受试第二次比
第一次的构式学习结果有显著进步。本研究结果与以往研究结果一致，再次验证多次体验
某语言点可以提高学习者接触目标构式的输入强度，引起他们对语言形式特征的注意，继而
强化他们对目标构式的感知而深化记忆( Gries ＆ Ellis，2015: 230) 。根据基于使用的语言习
得观，学习者在阅读时反复感知到的形式，如与某一意义相关联，这些形式就有了突显性，很
容易被记住。形式与意义反复共现的结果是符号结构的浮现和固化( 严辰松，2010: 4 ) 。本
研究的结果也表明了练习频次与显性输入会加深专用构式知识的固化，进而在大脑中的形
－义联结得以不断强化。然而，学习者在构式填空、选择和解释测试上表现不同，说明他们
在阅读中的几次接触所产生的构式知识是不固定的，即他们对构式意义或形式所产生的记
忆和加工深浅不一。

4． 3 不同输入条件下高低水平组医学构式学习的比较
为了解英语水平对专用英语构式学习的影响，无增显、有增显和有增显 +注释三种输入

条件下高低水平组的构式学习结果比较如表 4 所示:
表 4 三种输入条件下高低水平组前后测试结果比较

组别 频次 语言水平
形式填空

均值 标准差

形式选择

均值 标准差

意义解释

均值 标准差

无增显组

1

2

高 11． 82 6． 81 55 14． 49 20． 23 10． 09

低 3． 18 5． 13 36． 82 14． 19 10． 68 13． 14

高 57． 73 24． 94 87． 27 11． 26 24． 09 12． 66

低 36． 91 24． 68 62． 27 27． 51 27． 27 22． 48

有增显组

1

2

高 16． 36 13． 98 66． 82 13． 09 11． 41 3． 44

低 4． 55 5． 68 40． 45 14． 22 10． 65 3． 21

高 73 11． 55 94． 09 5． 39 43． 14 18． 44

低 59． 18 24． 75 93． 64 8． 97 39 24． 42

有增显 +

注释组

1

2

高 22． 22 19． 38 59． 44 17． 22 35 16． 82

低 22． 27 18． 62 52． 73 24． 73 21． 59 18． 45

高 67． 22 22． 38 96． 11 4． 17 66． 39 19． 25

低 63． 73 21． 4 81． 36 21． 34 47． 32 19． 64

第一次高水平三组的填空测试与选择测试 Kruskal-Wallis 检验结果表明均无显著差异
( X2 = 1． 637，p ＞ ． 05; X2 = 3． 147，p ＞ ． 05) ，而意义解释测试三组差异显著( X2 = 6． 026，p ＜ ．

05) 。第二次结果相似，三组填空测试与选择测试也均无显著差异( X2 = 3． 530，p ＞ ． 05; X2

= 4． 282，p ＞ ． 05) ，意义解释测试三组仍差异显著( X2 = 16． 099，p ＜ ． 001 ) 。有增显 +注释

组在意义解释测试中的成绩优于其他两组，说明增显和注释的输入条件更有利于高水平受
试对专用英语构式的加工和学习。

第一次低水平三组填空测试 Kruskal-Wallis 检验结果具有显著差异 ( X2 = 8． 387，p ＜

． 05) ，选择测试与意义解释测试无显著差异( X2 = 3． 132，p ＞ ． 05; X2 = 2． 845，p ＞ ． 05 ) 。第

二次检验结果表明，填空测试与选择测试均差异显著 ( X2 = 6． 282，p ＜ ． 05; X2 = 13．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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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 ． 05) ，而意义解释测试则无显著差异( X2 = 3． 736，p ＞ ． 05) 。

本研究结果表明，不同英语水平学习者在阅读时的关注点和对构式的加工程度不同，高
分组学习者在意义解释测试中差异显著，说明他们能更好地利用有利输入条件加工构式的
意义，而低分组的学习者在同等阅读条件下并未在意义理解方面表现出显著不同，他们可能
更多停留在对构式形式的关注上，这一结果验证了 VanPatten( 2004 ) 的“输入加工”假设，即
二语学习者以意义加工为先，但是低水平学习者先加工形式，Han 和 Peverly ( 2007 ) 的研究
也得出相同结果。基于使用习得观强调从频繁接触具体范例到抽象构式的形 －义映射，然
而，频次只是影响习得过程的重要因素，学习者个体因素也不可忽视。理解是需要注意的活
跃过程，学习者对听读材料的理解会因为语言水平的高低而不同。由于有限的工作记忆和
注意力资源，学习新内容时仅输入增显是不够的。特别是低水平二语学习者同时加工形式
和意义很困难，因为这样会导致认知负担过重而影响他们对文本的理解和摄入，初学者和中
等水平学习者需要更多的注意力资源联结形式和意义。有研究表明，学习者在对形式和意
义的注意过程中存在竞争关系( Wong，2001) 。从研究结果可以看出高水平学习者在快速理
解文章的同时，可以更好地分配注意力资源，并专注于对目标构式意义的深层次加工。而低
水平受试因时间与自身理解力的局限可能仅进行浅层次加工，即努力地强记这些构式的拼
写形式。

5．结语
本研究考察了无增显、有增显及有增显 + 注释三种显性和隐性输入条件及频次对

医学英语构式学习的作用。结果发现 : ( 1 ) 医学构式习得受频次、增显及注释等因素的
综合影响。第二次阅读与练习后三组的三项测试结果均差异显著 ; ( 2 ) 三组接触目标
构式 3 频次与 6 频次后的三项构式知识后测具有显著不同 ; ( 3 ) 输入条件和频次对高低
水平学习者专用构式的学习影响不同。三种输入条件下高分组的意义解释测试差异显
著 ; 低分组则相反，填空与选择测试差异显著，但意义解释测试不存在显著差异。以上
研究结果对于二语和外语教学具有一定的启示。首先，教师有必要设计不同输入任务
以加强学习者对目标构式的心理固着度。其次，专用构式学习过程复杂，受输入频次、

均衡度、视觉增显、意义注释、英语水平等不同因素的共同作用，教学和教材编写中应考
虑各种显性与隐性因素，并关注不同水平学习者的认知加工能力，根据他们的需求调整
相应的输入条件。

由于本研究的受试来自同一所大学，研究结果尚需更大规模的非英语专业样本进一步
验证。未来对构式学习的研究可采用语料库、反应时和测试结合的多种方法相互验证，设计
不同更细化的输入与输出任务，探讨法律和金融等不同领域专用英语构式学习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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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Input Conditions and Frequency on Chinese Undergraduates' ESP Construction
Learning，p． 36． WEI Mei

The main idea that usage-based approaches to language learning provides is frequency-driv-
en learning from the input． This study aims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different input conditions
and frequency on Chinese undergraduates' learning of ESP constructions by adopting both quan-
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methods． Eighty participants were divided into three groups，namely no
enhancement group，enhancement group，and enhancement plus interpretation group，fifteen of
whom had retrospective interviews． Three different tests of construction knowledge were used to
assess gains after treatment: form recall，form recognition and interpretation． The findings show
that first，three conditions led to significant gains in three tests after two rounds． Furthermore，the
three test scores between three exposures and six exposures we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Finally，
high-level groups performed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low-level groups in interpretation tests，
while low-level groups did significantly better in the other two tests．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in-
put frequency and visual enhancement have a combined effect on ESP construction learning． Low
proficiency learners focus more on form processing，whereas high proficiency learners process
meaning more effectively．
Key Words: input conditions; frequency ; construction of 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 ESP)

A Diachronic Investigation of the Evolution of the Adjacency Ｒule in English，p． 48． LIU Xiao
lin ＆ WANG Wenbin

Adjacency Ｒule is defined as“semantically-related elements are required to be adjacent syn-
tactically”． Previous studies have found that Modern English observes Adjacency Ｒule，and its
various synchronic behaviors are manifested，but its diachronic changes and motivations remain
unexplored． This study attempts to make a diachronic investigation of the Adjacency Ｒule in
English found both at macro-syntactic and micro-syntactic layers． Three major findings are pres-
ented: ( 1) at macro-syntactic layer，most of the once separated semantically-related syntactic el-
ements evolved to be adjacent in that the once separated case-assigner and case-assignee became
adjacent; ( 2 ) at micro-syntactic layer，“attributive + head” combinations have gradually e-
volved，and adverbs that were once in seemingly unmotivated syntactic positions evolved to be in
syntactic slots compatible to their semantics; ( 3) the formation of the Adjacent Ｒule in Present-
day English has undergone various diachronic paths． The diachronic investigation of Adjacency
Ｒule is of much historical-linguistic significance to the observation and understanding of the dia-
chronic change of English syntactic structure．
Key Words: Adjacency Ｒule; structural case-assigning ; syntactic layers; predicate-object construc-
tion

A Contrastive Study of the Conceptual Basis for Ｒeflexives in English and Chinese，p． 60．
JIA Guangmao

Studies on reflexives have been carried out mostly from formal linguistics，leaving their con-
ceptual basis neglected． To address this problem，this study contrasts the conceptual basis of Eng-
lish and Chinese Ｒeflexiv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while the primary function of English reflexives
is to indicate the separation of the Subject ( the locus of consciousness) from the Self ( the objec-
tive aspect of a person) ，Chinese lacks the reflexive constructions which embody the separation of
the Subject from the Self．“Ziji”often functions as subject and genitive NP in Chinese sentences，
suggesting that the Subject is usually contained in the Self in Chinese． The conceptual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ese and English reflexives，viewed from the cognitive theory of anaphora，can give a
natural and unified account of the referential properties of Chinese reflexives which have long been
controversial in syntax，such as long distance binding，sub-command binding，and blocking effects．
Key Words: reflexive; conceptual basis; Subject; Object; bind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