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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图形背景理论的二语词汇习得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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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运用以突显原则（Principle of Prominence）为基础的图形背景理论，分析了二语词汇、语音、词性和语义的动态习得

过程，对二语词汇习得进行了认知探索，以期为大学英语词汇教学带来一定的启发和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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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的学习涉及听说读写译能力的培养，而在
这些技能的背后，词汇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词汇
是基础，没有了词汇的积累，语言的学习就如空中
楼阁，没有了根基，所以二语词汇习得研究一直受

本文将基于图形背景理论，对二语词汇语音、
词性和语义的动态习得过程进行分析和探索。

1

基于图形背景理论的二语词汇习得研究

到语言工作者的重视。二语词汇习得包括词语形

二语习得的初级阶段是形式阶段。学习者通

式的习得，词语意义和概念特征的习得以及把词语

过视觉或听觉系统识别单词，利用心理词汇显性表

形式的标记映射到意义表征方面的习得。心理学

征——即音位拼写表征摄入新词汇。

家把永久记忆中词的表示（representation）称作心

1.1

。任何学会阅读和理解的学习者都会拥

二语词汇语音习得
在不同的语言中不同的因素库存给不同的语

有—个不同于纸质词典的心理词典。二语词汇的

言带来了独特的语音模式。语音模式显然不是因

心理表征分为 ：形式表征和概念表征。从本质上

素的简单相加，不是以直线的形式、从左到右装配

说，学习者是通过大脑的信息加工机制对外界输入

成单词的。音素与单词、短语一样，组成一个个

的词汇信息建立一个连贯的二语词汇的心理表征

单元，然后再组成更大的单元，最终形成树形结

（形态和意义），将已有的词汇信息与将要习得的词

构。 每 个 音 节 开 头 的 辅 音 群（C）被 称 作“首 音”

［1］

理词典

［2］

汇通过心理表征进行巧妙操作

。

图形背景理论是心理学研究对人类认知的重

（onset），跟着的元音（V）和所有辅音被称作“韵
脚”（rime）［3］176。

要贡献，在各种认知行为研究中被广泛运用。在认

音节的划分是以元音为基础，依据图形背景

知语言学领域中，图形背景理论也占据了基础理论

理论，是突显部分，属于图形，而相应的辅音则是

的地位，成为一种基本研究方法。早在 1915 年，丹

背景。由于韵脚占据图形位置，容易引起读者的注

麦心理学家鲁宾（Rubin）就探讨了“图形背景”现

意，所以押韵出现在很多诗歌和文字游戏中，这给

象——即大脑把注意力集中在一个有意义的图案

诗歌带来了魅力和特色，也使得一些文字更加丰富

上而忽略了周围其它的图案。后来，完型心理学

有趣。

家，又称格式塔心理学家，借鉴此观点来对知觉进

再进一步，音节可以组成更大的节奏单位 ：音

行研究，他们认为，知觉场始终分为图形和背景两

步（foot）。音步也是词音中的敏感成分，根据图形

部分。图形因具有完整的形状、结构和连贯性，是

背景理论，里面重读的音步就成为图形，获得了习

注意的焦点和感知的突显部分，更容易被注意和识

得者的注意和强化，弱读的音步就成为背景，被习

别 ；而背景是与图形相对、细节模糊、未分化的部

得者弱化，甚至忽视。一串连续音以“由强到弱”

分，是为突显图形起衬托作用、使图形突显的部分。

的方式排列，就是“扬抑格”韵律，如果是“由弱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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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就是“抑扬格”韵律。

母语翻译词部分重叠，还有部分不重叠，使得图形

1.2

背景不突出，这给使用者带来运用和理解上的混

二语词汇词形习得
和句法一样，词法也是一个设计精巧的系统，

淆。还有一种是一些二语词汇在母语中找不到对

构成部件叫作“语素”（morpheme）。单词的结构

等的翻译词，零理解成为图形，这样的词汇给记忆

系统是X-短语结构系统的延伸。在这个系统里，

带来很大的困难。

大的名词性成分建立在小的名词性成分之上，而

经过第二阶段母语标义词位调节阶段，将进入

小的名词性成分又建立在更小的名词性成分之

第三个阶段——整合阶段。在条件成熟的时候，词

［3］1 2 9

上，以此类推

。其他词性也是如此。

汇的形态信息以及已经习得的语音拼写表征，和不

名词“bags”中的词干“bag”是这个名词的重

断调适的语法——语义表征，将突破中介语的瓶

点，根据图形背景理论，它占据了图形的位置，因而

颈整合进入恰当的词条，并将所学词汇按相关性分

更容易引起使用者的注意和重视，而词形变化则是

类，同时词汇与概念之间的匹配复杂化，从而获得

作为背景出现，较容易被忽视。所以在使用时使用

完备的二语词汇能力［5］。这个阶段的目标在于心

者经常出现“s”漏写的情况。                          

理词汇完全习得，达到母语词汇心理模式的状态，

根据图形背景理论，词汇习得者会首先将形

有利于词汇的提取或通达［6］。根据图形背景理论，

容词“unlimited”的第一层次分成作为背景的前缀

在这个阶段，二语词汇的语音、词形和语义已经渐

“un”和作为图形的A-词干，然后在第二层次将其

渐融合，成为心理词汇的突显点，占据图形的位置，

分为形容词词干“limit”和后缀“ed”，形容词词干

而相应的母语翻译词则退居背景的位置，到这个阶

“limit”作为图形和重点，成为习得者记忆的中心，
作为背景的后缀“ed”，则使该词具有形容词的特
性，习得者较容易与其他形容词后缀混淆。                              

段二语词汇习得才成功完成。

2

在大学英语词汇教学中的应用

动词过去式“worked”的词干work是整个词的

词汇教学的最终目的是培养学生有效、自动

重点，也是认知的突显点，从而成为这个单词认知

地激活外语词汇的能力［7］。因此在进行大学英语

域中的图形，担任了表达词意的重任，而词形变化

二语词汇教学时，要有效运用图形背景理论，探索

ed由于突出地位不够明显，根据图形背景理论，成

词汇认知策略，提高词汇教学水平。学生在学习

为该认知域的背景，词汇习得者在认知时会侧重处

二语词汇时，首先接触的是语音，即词形的初级阶

理占据图形位置的词汇的意义，而容易忽视作为背

段。在这个阶段，大脑的识记功能发挥着重要的作

景的词形变化。所以习得者在书写和口头表达时，

用，要增强对语音和词形的记忆，图形背景理论作

常常会出现词形变化使用不当或错误的情况。

为有效的认知工具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在识记语

1.3

音时，以元音为突显点，对音节进行划分，同时结合

二语词汇语义习得
词汇的语音和词形习得是第一阶段，之后将

重读音节，有效地进行语音的记忆。在进行词形记

进入第二个阶段。在这一阶段，二语词汇逐步加

忆时，根据图形背景理论，突显词干的地位和作用，

强了与母语对应词的联系。Lando认为，人类习得

有效减少附加成分给记忆带来的负担，使词汇的记

二语很容易依赖母语词汇系统，因此容易产生概

忆更加高效。第二阶段是词义的获得阶段。这一

念表征的母语寄生性。正如Ellis（1997）所说，依

阶段也称为母语词汇标义阶段。由于这一阶段，母

靠语义对等假设，将二语新词的形式表征影射到

语意义成为意义突显点，在课堂教学中，教师对词

已有的概念意义或母语翻译对等词。这种母语中

汇形式的讲解不能仅限于母语翻译或英语定义的

介式的词义学习策略因节省认知资源而十分普及。

方法，应该对各个单词之间的各种系统内部关系进

在此，二语学习过程被简化为母语概念再标记过
程［4］。因而在词义的习得中，根据图形背景理论，

行适当的讲解。比如，通过讲解单词之间的同义关

有些二语词汇与母语翻译词完全对应，母语翻译

帮助学生掌握和记忆单词的意义关系［8］。同时词

词成了二语词义的突显点，被使用者牢固掌握，二

汇附带习得策略要求教师要在课堂上为学生多多

语词形成为背景，常常被忽视，从而造成习得者能

提供阅读材料、音频和视频材料，让学生在高度语

理解但不会拼写的状态。有些二语词汇的意思与

境化的语言输入中汲取词汇的相关信息，并进行有

系、反义关系、上下关系、同音词关系等聚合关系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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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整合，从而完成词汇习得由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

［2］李建平．基于心理模型的二语词汇习得［J］．四川外语学
院学报，2008（1）：124-128．

即整合阶段的过渡，从而完成词汇的习得过程。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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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史蒂芬·平克.  语言的本能［M］. 浙江 ：浙江人民出版

结论

社，2015 ：176.

本文运用认知语言学中的图形背景理论，从词

［4］Ijaz  I  H．Linguistic and cognitive determinants of lexical

汇的语音、词形和语义方面分析了二语词汇习得的

acquisition in a second language［J］．language Learning．

动态过程。词汇在语言学习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

1986，
（36）：401-51．

用，对于词汇习得过程的分析和研究，有利于我们
更好地了解二语词汇习得过程，并对现有的词汇习
得模型进行分析和完善，有助于英语课堂词汇教学
的提高和改进。

［5］骆涵．二语词汇习得研究综述［J］．外语教学，2008（3）：
4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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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f Acquisition of Second Language Vocabulary Based on the Figure-Ground Theory
YAN Jun
（Nanjing Institute of Industry Technology, Nanjing 210023,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using the figure-ground theory based on the principle of prominence, makes a dynamic
analysis of vocabulary, sound, parts of speech and semantics of second language, and an cognitive exploration of
vocabulary of second language in order to offer a better understanding and promotion of the teaching of English
vocabulary.
Key words ：figure-ground theory;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dynamic analysis; teaching of English vocabulary

（责任编辑 陈晓润）

（上接第 46 页）

Problem and Countermeasure of Word Class Labeling of “mafan”
——A Corpus-based Case Study
HE Zhi-yin
（Sichu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31,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in view of the labeling differences among Chinese and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ies about the
part of speech of Chinese word“mafan”, premised on various kinds of dictionaries and based on Corpus of National
Language Committee of China and Beiyu Corpus, does a in-depth research of the Chinese word“mafan”, and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large amount of corpus elicits the common uses of“mafan”in order to give some reasonable advice
to the compiling of dictionaries.
Keywords ：Chinese word“mafan”; Corpus of National Language Committee of China; word class labeling; Beiyu
Corp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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