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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汉语学习者多重状语排列偏误考察分析及其教学策略研究
摘

要

汉语和泰语均属于汉藏语系壮侗语支。因此，在语法结构或基本语言规律上
相差不大。如汉语与泰语在发音上都是辅音、元音与声调相拼合，同属 SVO 结构，
同时强调量词的使用等。这些语言上的相似，使得泰国汉语学习者的汉语学习过
程较欧美国家学习者更为顺畅，语言的使用更加得体。但泰语与汉语存在某些相
似却不完全相同的结构，如定语的位置、状语的位置、补语的划分等，却成了泰
国学习者熟练掌握汉语规则的障碍，也是他们学习汉语的难点之一。由于在汉语
中，状语的位置可以为主语之前或中心语之前，但是泰语中的状语则是主语前、
中心语前、中心语后均可，使得汉泰多项状语顺序的对应关系更为复杂。特别是
在翻译过程中，泰国汉语学习者很难准确地将两种语言的多项状语进行正确的转
换，在确保文化含义不变的情况下保持原意。多数情况下，遇到这种难度系数极
高的语法点，学习者会采用努力将此类结构与母语同化的策略，有时还会采用以
母语中的简单语法点代替汉语中的复杂情况的策略。这些学习策略的使用，是汉
语习得过程中的正常情况，会随着语言水平的提高而不断减弱。但是，也正是由
于这些策略在语言习得过程中的出现，才导致了最终的独特偏误情况的出现。
为了了解泰国学生习得汉语多重状语时出现的偏误情况，并为教学提出相关
策略,本研究主要包括:
1. 从翻译角度对汉泰多项状语进行了比较，了解汉语多项状语构成成分以及
排列规律与泰语多项状语构成成分以及排列规律之间的差异。
2. 基于两种语言间的差异设计调查问卷,对泰国大学生的多重状语使用状况
进行了调查。为了确保调查的可信度以及不同汉语水平对汉语多项状语的掌握情
况，47 名被试覆盖了大学一到四年级不同汉语水平的学生。
3. 对调查结果进行统计分析，得出偏误出现频率、偏误产生原因等方面的数
据。同时总结出泰国大学生出现习得偏误的原因主要有：母语影响、对汉语语法
结构没有了解充分、中介语的使用、一词多译的影响、所学汉语知识不能与语义
表达建立有效关联以及惯性思维的影响等。
4. 在得出相关数据之后，针对汉语多项状语教学提出有针对性的教学建议，
包括精心设计课堂教学、选择匹配的教材、按照常用度循序渐进地教学多项状语、
科学合理地设计练习等。
笔者希望，本研究能为泰国汉语教师的语法教学工作提供参考。同时希望通
过对汉泰多项状语组成成分、排列规律、偏误产生等方面情况的研究，进一步深
化汉泰多项状语对比分析与偏误分析研究。

关键词：汉语多项状语；泰语多项状语；汉泰状语对比；偏误分析；排列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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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oth Chinese and Thai belong to a Dong Branch of Sino-Tibetan System. There
are no obvious differences in grammar structures or basic law of language among them,
for example, both Chinese and Thai have the same pronunciation combination as
consonant, vowel and tone, they have the same grammar structure as SVO, and they
emphasize the use of quantifiers, etc. These linguistic similarities make Thai
Chinese-language-learners learn the language more smoothly and use the language
more decent than the western learners. However, there are still some similar but not
identical structures among Thai and Chinese, such as position of attributive and
adverbial, the division for complement, which have become obstacles and difficulties
for Thai Chinese-language-learners when they study the language and try to master its
grammar. In Chinese, the adverbials are normally positioned before the subject or the
qualifier, while in Thai, they are positioned before the subject or the qualifier or after
the qualifier. This flexibility makes the correspondence of order of multi-adverbials
both in Thai and Chinese languages more complicated. The more difficult thing occurs
especially when the Chinese-language-learners make translation. It is very hard for
them to convert correctly the multi-adverbials in one language into another, under the
requirement of keeping the same meaning. In most cases, when encountering such high
a grammar problem, the learners normally adopt the way to assimilate these grammar
structures with their native language, or sometimes they use the simple grammar
structure with their native language to substitute the complex one in another language.
Even though these methods are normal for learning Chinese language, and they will be
decreased as they improve their language proficiency, it’s just because of the method
used in the learning process that some unique errors occurred。
This paper, of which includes four parts, is aimed at making understanding of
problems with error order of multi-adverbials during the learning process, and putting
forward some relevant strategies on grammar teaching.
•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hinese-Thai translation, this paper makes a
comparison on the use of multi-adverbials in both languages, so as to
understand the components of multi-adverbials and the differences in their
grammatical order with both languages.

•

Based on linguistic differences in both languages, a questionnaire is designed to
make a survey on the use of multi-adverbials among Thai university students
who are learning Chinese language. For the purpose of guaranteeing the
reliability of the survey as well as understanding the degree of mastering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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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 of multi-adverbials. 47 students who are studying Chinese from year one to
year four participated the survey.
•

After a statistical analysis to the questionnaire, some data are obtained which
are related to the frequency of error and the reason of error occurred. It has
concluded the reasons by which the Thai university students make errors are
mainly influence of their native language, insufficient understanding of
grammatical structure with Chinese language, misuse of intermediary words,
multi-meaning of one word, no effective linkages between Chinese language
and their semantic representation and inertia thinking, etc.

•

Based on the relevant data obtained, some suggestions on teaching of
multi-adverbials have put forward, among which include well-designed
teaching materials, well-matched text books, step by step teaching process on
multi-adverbials, well-designed reasonable exercises and so on.

There is a hope that this paper can provide Thai Chinese-language teachers
some references used to teach grammar, and can deepen and widen further researches
on comparison and errors analysis of multi-adverbials both in Thai and Chinese
languages.

Key Words: Chinese Multi-Adverbials；Thai Multi-Adverbials；Chinese and Thai
Adverbials Comparison；Error Analysis；Arrangement or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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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1．1 研究目的与动机
泰语与汉语同属汉藏语系，所以两种语言具有很多共同的特征，如汉语和泰语
都是有声调的语言，都是缺少形态变化的语言，语序和虚词都是表示语法关系的主
要手段。但泰语又分属于侗傣语族，有些地方与汉语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如修饰
语与中心语位置的不同便是典型例子。
通过对泰国学生汉语习得的观察，笔者发现定语与状语是母语为泰语的学生学
习汉语过程中的一大难点，尤其是多项定状语的排列次序，习得偏误更是屡见不鲜。
汉语中，分析多项状语的顺序是以左统右，即左边的状语修饰右边的中心语。多项
状语的语序，即哪一项在前，哪一项在后，一般取决于谓语内部的逻辑关系和表意
的需要。泰语中，分析多项状语的语序一般是以右统左，即右边的修饰语修饰左边
的谓语。在泰语的语法里，对状语和补语没有明确的表述和区分，只是统称为谓语
的修饰语，同时状语和补语都可能出现在谓语的右边，所以泰语多项状语的语序也
是比较复杂的。
既然泰语和汉语中都存在有多项状语，同时也存在多项状语的排列规律，那么，
它们之间有哪些异同呢？弄清这个问题，总结出其规律，必定能加深人们对这两种
语言特点的认识，对于人们理解泰语的句子，进行两种语言的翻译转换会有很大的
帮助。
近年来，已有多名国内外学者就汉泰状语对比以及泰国学习者学习汉语过程中
所出现的状语语序排列偏误进行过研究，但结论局限于：
1. 汉语状语在中心语前，泰语状语位于中心语后；
2. 汉语与泰语均存在状语，并且有多项状语情况；
3. 汉语多项状语与泰语排列情况不尽相同；
4. 偏误分析常被局限于单项状语范围内，很少涉及到多项状语的使用；
5. 泰国学习者出现状语使用偏误多是受到了母语语言习惯的影响。
在众多研究中，颜雪云（2009） 最为深入完善，但对于偏误的分析研究却相
对较少。另外，颜雪云的研究以对比分析为理论基础，却未注意翻译使用，因此，
从翻译角度进行的偏误分析研究并不多见。同时，在对偏误产生的原因分析中，大
多数学者均认为母语负迁移为主要原因，但却忽略了其他方面的因素。同时，对母
语负迁移的迁移情况也并未详细说明。
在本研究中，笔者试图从翻译角度对汉泰多项状语进行比较，并对常见偏误进
行统计分析，进而得出偏误出现频率、偏误产生原因等方面数据，并针对多项状语
教学提出专项策略，使汉泰多项状语对比分析与偏误分析研究得到进一步的扩展与
深入。

1．2 研究内容
本文将以汉语和泰语中的动词与形容词修饰语，即状语为研究对象，重点研究

1

汉语与泰语的修饰语成分构成、多项修饰语的排列顺序以及对常见偏误从翻译角度
与母语进行对比，并结合泰国学生汉语修饰语习得偏误统计分析的结果，指出泰国
学生将汉语的状语置于中心语后，其主要原因是受到母语语序的“负迁移”影响，
也有对汉语多项状语排列的特点以及对修饰语与中心语和整个语言结构中其他成
分的语义联系认识不足等其它原因。
本文最后还针对泰国学生学习和使用汉语状语时所出现的语序偏误，以及在状
语修饰语教学中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关的教学建议和对策，希望能为泰国汉语状语
的教学提供参考依据。

1．3 研究方法和步骤
本文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步骤主要是：对比分析研究、基于语料的数据统计和问
卷调查研究。

1.3.1 对比分析研究
对汉语和泰语的修饰语进行比较，按照以下几个角度进行对比：
1) 充当汉语和泰语的状语成分；
2) 汉语和泰语状语成分对比；
3) 多项状语的排列顺序。

1.3.2 基于语料的数据分析
本文以中国的 CNKI、汉语语法及泰语语法有关的专著、文献和论文为主
要参考依据，参照泰语杂志、报刊、辞典中常见例句，重点考察泰国学生对汉
语多项状语的掌握情况。首先把收集到的语料中有关修饰语方面的偏误做成一
个独立的数据库；然后对数据库中的每条记录进行分类整理；最后运用统计的
方法对语料进行分析和讨论，筛选出具有代表性的修饰语偏误例句，然后对其
进行归纳总结。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语料统计和讨论：
1) 错序；
2) 遗漏；
3) 误加；
4) 误用。

1.3.3 问卷调查研究
调查问卷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关于汉语状语位置的考察，考察泰国学
生对汉语中心语和状语的位置及多项状语的排列顺序的掌握情况。笔者根据翻
译方法将测试题进行分类，让学生按顺序排列组句。第二部分是将泰语句子翻
译成汉语。试题每部分 10 道题，一共 20 道题。其中两项状语 12 道题，三项
状语 4 道题，四项状语 4 道题。问卷共发 50 份，回收有效问卷 47 份。调查问
卷及答题情况统计见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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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相关理论与研究综述
本文所涉及到的相关理论与研究主要有：翻译语言学理论、对比分析理论、中
介语理论、偏误分析理论、汉泰状语已有研究等，以下分别进行介绍：

2.1.翻译语言学理论
J.C.卡特福德（1991）1 认为，语言是模式化（patterned）的行为，是利用语音
实体和语境实体的一种固有的组织或模式。一般来说，语言之间的关系是双向性
（two-directional）的，尽管并不总是对称。翻译的过程总是单向性（uni-directional）
的，他始终在一个给定的方向上进行。
翻译是一项对语言进行操作的工作：即用一种语言的文本(text)来代替另一种语
言文本的过程。翻译是用一种等值的语言（译语）的文本材料（textual material）
去替换另一种语言（原语）的文本材料。这里所说的文本材料（textual material）
在正常条件下，并非所有原语文本的全部，只是被译语的等值成分所代替。在语言
的一个层次或若干层次上，可能会出现不等值的译语材料的简单替换。有时，在一
个层次或若干层次上，或许根本不存在替换物，而只能把原材料简单地转换成译语
文本。因此，在翻译过程中，界定等值的性质和条件，就变得十分重要了。每种语
言都有它基本的特点（sui generis）
（其范畴是根据该语言内部所具有的关系来规定
的），因此，形式对应关系几乎是相近似的。
从翻译语言学角度来看，翻译可以分为意义翻译和完全翻译，同时又可以分为
音位翻译、字形翻译、音译、词语翻译与语法翻译等内容。
语法翻译是指原语文本语法被等值的译语文法所代替而不进行词汇替换的限
制性翻译。语法翻译的等值翻译基础跟完全翻译一样，与同一语境实体有关。
1. 弗米尔目的论（skopostheory）
“目的原则”翻译行为所要达到的目的决定了整个翻译行为的过程，即结果决
定方法。此中目的有三种解释：
a)
译者的目的（比如赚钱）；
b) 译文的交际目的（比如启迪读者）；
c)
使用某种特殊的翻译手段所要达到的目的（如为了说明某种语言结构
特殊之处而采用按其结构直译的方法）；翻译过程中，应该遵循连贯性法则
（coherence rule）与忠实性法则（fidelity rule）（Newmark Peter，2001）2。
2. 翻译的跨文化性
翻译具有三个主要性质：交际性、目的性、跨文化性。其中交际性与目的性指
出了翻译的主要作用即：将一种语言转换成另一种语言，以达成交际沟通的目的。
而在人类社会中，交际是通过交换符号实现的，语言符号和非语言符号的意
义因人而异。然而为了完成交际活动，交际符号必须在符号意义方面达成共识。因
1
2

J.C.卡特福德.翻译的语言学理论.北京：旅游教育出版社，1991.
Newmark Peter. A Textbook of Translation.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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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意义是约定俗成的，为文化所特有。翻译过程中，译者将原语言文字中特定意义
的语言符号转化为目的语文化中的语言符号，这种行为具有跨文化性。
文化，从广义上说，指人类社会历史事件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
的总和。从狭义上来说，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与组织机构。语
言是文化的一部分，是文化的载体。因此，翻译的过程，就是一种跨文化交际的过
程。
但无论是作为交际手段，还是跨文化过程，翻译都需要保持语言转换的准确，
准确地转换语法结构、准确地表达原始语言的含义、准确地体现原始语言中的文化
内涵，因此，在多项状语翻译过程中，准确地理解原始语言含义并将其转化为目的
语，也就变得尤其重要了(叶子南，2001)3。

2.2 对比分析理论
对比分析(Contrastive Analysis)，是将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语言进行共时对比，
来确定其相同点和相异点。对比分析作为一种语言分析的理论和方法已经有非常久
远的历史，可以说自从有了不同语言之间的接触就有了语言对比。
吕叔湘先生的《中国文法要略》使用了对比分析的方法，他在序言中提到：
“要
明白一种语文的文法，只有应用比较的方法………只有比较才能看出各种语文表现
的共同之点和特殊之点。高名凯先生在他的《汉语语法论》中把对比分析作为研究
汉语语法的新途径。1977 年 5 月 5 日，吕叔湘先生在北京语言学院发表题为“通
过对比研究语法”的演讲，大大推动了文革后汉外语言对比分析的研究。他说到：
“一种事物的特点，要跟别的事物比较才显出来。比如人类的特点——直立行走，
制造工具，使用语言等等，都是跟别的动物比较才显出来的。语言也是这样，要认
识汉语的特点，就要跟非汉语比较；要认识现代汉语的特点，就要跟古代汉语比较；
要认识普通话的特点，就要跟方言比较。”对外汉语教学界元老王还先生一直从事
汉外对比研究，她发表的《有关汉外语法对比的三个问题》以及其他有关对比的专
著，提出了对比分析的重要原则和方法，她的研究很扎实，实用性很强。在老一辈
学者的倡导之下，我们有相当一批对外汉语教学工作者和外语教学工作者，长期从
事汉外对比研究，在《语言教学与研究》等杂志上发表了很多有实用价值的文章，
并注意将其成果应用到对外汉语教学的实践中去。
对比分析理论对第二语言学习的解释作用在于：（1）两种语言结构相同或相
似之处产生正迁移，学习者就容易掌握；两种语言结构的差异则产生负迁移。（2）
第二语言学习的障碍主要来自母语的干扰，需要通过对比两种语言结构的异同来预
测第二语言学习的难点和容易产生的错误。
对比分析理论对第二语言教学的意义：通过语言的对比分析，有利于预测学
习者的难点，突出教学的重点，从而更有针对性地开展教学。
当然对比分析理论也有其局限：（1）不能全面解释第二语言的学习；（2）难
易程度并不全是母语的迁移造成的；
（3）未涉及语义、语用、文化方面的对比；
（4）
未涉及学习者自身的特点。

2.3 中介语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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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介语理论源于美国语言学家塞林克(L.Selinker)在 1969 年提出的中介语
(interlanguage)的概念。1972 年在其著名论文《中介语》中提出中介语假说，研究
第二语言习得者在学习第二语言的过程中的语言系统和习得规律。在此前后，与中
介语相仿的概念还有科德(Corder)于 1971 年提出的“个人特异方言”(idiosyncratic
dialect)，奈姆瑟(Nemser)于 1971 年提出的“近似系统”(approximate system)等。
中介语理论是指在第二语言习得过程中，学习者通过一定的学习策略，在目的
语输入的基础上所形成的一种既不同于其第一语言也不同于目的语、随着学习的进
展向目的语逐渐过渡的动态语言系统。塞林克把中介语的产生原因归结为五个方面
的作用：
1）．语言转用，即中介语中的有些项目、规则及子系统是直接从第一语言中转
用而来；
2）．训练转移，即将语言训练过程中的某些特征转移到中介语之中；
3）．学习策略，即中介语中的有些成分是从某些学习方式中得来的；
4）.交际策略，即中介语中的有些成分是从某些特定的交际方式中产生的；
5）．过分概括，即对目标语言材料中的规则泛用。
在中国对外汉语教学界，最早由鲁健骥先生引进了“中介语”的概念，鲁健骥
（1984） 给“中介语”下了这样的定义：中介语是学习者对目的语的规律所作的
不正确的归纳和推论而产生的一个语言系统。这个系统既不同于学习者的母语，也
不同于他所学的目的语。
概括来说中介语有以下几个主要特点：
1）．中介语是一种语言系统，它在语音、词汇、语法和文化上都有所表现。它
具有人类语言所有的一般特征和功能，学习者能运用这套规则系统去生成他们没有
接触过的话语，可以作为人们交际的工具。
2）．中介语不是固定不变的，随着学习水平的提高和交际需要的增加而不断变
化，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 ，逐渐离开母语向目的语靠拢。
3）．中介语的存在是偏误产生的根源，要掌握目的语就要不断克服中介语的倾
向，但中介语不都是错误的，有正确的部分。中介语的偏误有反复性，不是一条直
线向目的语靠拢，而是有曲折的，纠正了的错误，可能有规律地再现。
4）．中介语的偏误有顽固性。语言中的某一部分停滞不前，不再发展了，产生
“僵化”或“化石化”现象，特别是语音方面，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2.4 偏误分析理论
中介语理论启发人们从因重视母语的干扰而只集中于目的语与母语的对比，转
向直接研究学习者本身的语言系统，重视对学习者产生的语言运用的偏误进行系统
的分析研究，从而发现第二语言的习得过程。这标志着第二语言习得研究由对比分
析发展到偏误分析。
科德(Corder)是偏误分析的最早倡导者。他把学习者所犯的错误分为失误
(mistake)和偏误（error）两种。所谓失误是指偶然产生的口误或笔误。这种错误
没有什么规律，即使操本族语的人也会发生，一旦出现这种错误，说话人会有能力
马上改正。偏误则是指由于对目的语掌握不好而产生的一种规律性错误，它偏离了
目的语的轨道，反映了说话者的语言能力和水准。失误和失误之间是相对孤立的，
没有系统和规律可言。而偏误是第二语言学习者在习得第二语言过程中产生的中介
语的有机组成部分，偏误与偏误之间是有系统和规律的，同时这种规律性的偏误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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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中介语特征的反映，也是偏误分析要研究的主要内容。科德认为偏误分析有三方
面的作用：
（1）通过偏误分析，教师可以了解学习者对目的语的掌握程度及其所达
到的阶段；
（2）通过偏误分析，研究者可以了解学习者是如何习得目的语的，有助
于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所采取的学习策略和步骤；
（3）通过偏误分析，学习者可以
更好地检验对所学的语言规则作的假设。
在中介语理论指导下的偏误分析是从鲁健骥（1984）先生发表《中介语理论与
外国人学习汉语的语音偏误分析》一文开始的，这篇论文引起了对外汉语教学界对
于外国人学习汉语所产生的中介语体系和偏误分析的重视。此后，鲁健骥先生
（1987；1992；1994）又同吕文华先生（1993）分别阐述了外国人在学习汉语的过
程中，在语音、词汇、语法和语用方面的偏误，从而把偏误分析拓宽到现代汉语的
各大系统，如田善继（1995）的《非对比性偏误浅折》，李红印（1995）的《泰国
学生学习汉语的语音偏误》等。在众多的汉语学习者的语言偏误分析研究中，最为
系统和详尽的偏误分析应当是李大忠（1996）的专著《外国人学汉语语法偏误分析》。
偏误分析的意义：偏误分析是对比分析的继承和发展，在中介语理论的影响下，
突破了对比分析只强调第一语言干扰的局限。偏误分析改变了人们对语言学习过程
中所出现的偏误本质的认识，把偏误看成是了解第二语言习得过程和习得规律的窗
口，把偏误分析看成是研究中介语的重要手段。
偏误分析的局限性：
（1）正确与错误的区分标准有时难于确定。比如语言在实
际运用中会产生很多变体，而且学习者学习第二语言的目的也不尽相同，并非所有
人都希望达到播音员的标准。
（2）目前对各种偏误的研究情况还很不平衡，例如对
语音、词汇、语法的研究比较充分，偏误也较易于辨认，而对汉字以及语用和文化
规则的研究还不够。
（3）对偏误来源的分析还很不深入，有公式化倾向。
（4）只集
中研究中介语的偏误部分，不重视对中介语正确部分的研究。

2.5 汉泰状语已有研究
吕叔湘、朱德熙（1952）在《语法修辞讲话》一书中讨论了动词前的附加语（多
项状语）的顺序，他们认为多项动词附加语的一般顺序为：
1．离动词最远的是表示时间的词或短语和表示原因、目的等等的短语；
2．状态以外的形容词和一般副词；
3．表示地点或者方向的词或短语；
4．表示状态的形容词紧靠着动词。
黄伯荣、廖序东（1997：121-130） 认为多项状语的语序问题比较复杂，哪种
在前，哪种在后，取决于谓语内部的逻辑关系和表意的需要，大致的次序是：（1）
条件；
（2）时间；
（3）处所；
（4）语气；
（5）范围；
（6）否定；
（7）程度；
（8）情
态；（9）对象。
多项状语的排列顺序是很灵活的，排列顺序主要与多项状语的功能与语法意义
有关（刘月华等，2001）4。她将并列和递加关系两种类型多项状语的排列顺序总
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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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表示时间的状语；
2、 表示语气、关联句子的状语；
3、 描写动作者的状语；
4、 表示目的、依据、关涉、协同的状语；
5、 表示处所、空间、方向、路线的状语；
6、 表示对象的状语；
7、 描写动作的状语。
裴晓睿（2001）5 编著的《泰语语法新编》里，把泰语的词类分为十四类，分
别是：名词、时间词、方位词、数词、量词、代词、动词、形容词、副词、介词、
结构助词、连词、叹词、语气词。裴晓睿还认为泰语里的状语在中状结构中的位置
也是灵活多样的，中状结构的大致语序是这样的：
（1）形容词、动词作状语放在中
心语之后者居多。
（2）副词作状语位置最复杂，有的在中心语之前，有的在中心语
之后，有的把中心语夹在中间。
尉腊·暾盖（2006）对多项状语习得过程以及习得顺序和偏误进行讨论,得出
了如下的结论:
(1)汉泰状语的排列顺序基本相反,即汉语的修饰语在中心语之前,而泰语的修
饰语在中心语之后。
(2)泰国学生在习得汉语多项状语排列顺序过程中,习得顺序是符合中介语理论
的,也就是说掌握的过程是随着语言水平的提高而掌握得越好,语言偏误则随着语言
水平的提高而减少。
(3)从统计上看,性别和华裔背景因素对学习汉语多项状语影响不大,即无显著
性的影响。
(4)泰国学生在双项状语和多项状语的习得过程中,状语的习得存在着一定的顺
序,而且该顺序在统计学上有显著的意义。
(5)汉语多项状语是很复杂的语言现象,虽然习得过程出现一定的顺序,即语言
水平越高掌握得越好,但在个别情况下,语言水平的高低也说明不了问题。
(6)母语的影响在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程度的表现,初级阶段更依赖母语的规则,
中高级阶段母语的影响较小。
尉腊·暾盖的研究,不仅对单项状语、双项状语、多项状语的使用顺序进行了
研究，同时对泰国学习者的学习过程及习得规律进行了总结。研究结果表明，母语
负迁移在泰国学习者的状语习得中的确存在，但并非存在于整个过程之中。最初阶
段由于对母语依赖性较强，所以会存在母语负迁移，但是随着语言能力的提高，负
迁移情况将不断减轻。
另外，学习者的语言能力过低，对于研究的证明性不强，因此选择恰当的研究
对象也是十分重要的。
颜雪云（2009）通过对充当状语的副词进行研究，对汉泰状语基本情况进行了
归纳，并对汉语与泰语中充当副词的结构与结构副词进行总结，进而得出以下结论：
1) 汉语泰语不同的词序位置出现在偏正词组里，汉语的偏正词组词序为“修
饰语+中心语”，泰语偏正词组词序为“中心语+修饰语”。
2) 汉语能充当状语的副词位于中心语前，可泰语的副词位置比较灵活，有三
种可能：中心语前，中心语后，中心语前后均可。同时，对泰语中的副词根据这三
种可能进行了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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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泰语标志“地”的“Yang/duay”使用情况包括：只用“yang”，只用“duay”
和用“duay”或“yang”均可。
4) 汉泰状语和结构助词情况:动词(动词词组)、形容词(形容词词组)、主谓词组
和固定词组充当状语时,汉语和泰语都需要用“结构助词”。可是如果重叠式数量
词组充当状语时,汉语需要用“结构助词”，但泰语不需要用“结构助词”。 限制
性状语和数量词组充当状语时,汉语和泰语一样不需要结构助词,可是当单音节形
容词充当状语时,汉语不需要结构助词,泰语是灵活的用不用均可。单音节形容词的
重叠形式充当状语时，汉语和泰语都很灵活，可是双音节形容词修饰双音节词时，
汉语里可以不用结构助词，泰语是必须使用的。
5) 汉语的状语排列顺序为：时间、处所、工具、方式、中心语、时段。泰语
的排列顺序为时间、工具、中心语、方式、处所、时段。
颜雪云的研究结果，从一定程度上描述了汉泰状语多项状语排列顺序的规则，
同时介绍了结构助词的使用特点，证实了汉语与泰语状语结构中中心语与修饰语的
位置关系。但是由于研究对象以副词为主，因此，研究结果尚未涵盖全部充当状语
的语法成分，研究结果虽然值得借鉴，但还需要进一步补充。
笔者认为，在状语的本体研究之余，客观地判断学习者所出现的偏误以及学习
者学习过程中所出现的情况，也是极其重要的。正因如此，在选择语料、研究对象
及语料分析的过程中，笔者吸取了前人的经验，以保证研究结果的可靠性。

3．汉泰状语组成与结构排列对比
3.1 汉语中多项状语及相关结构排列
3.1.1 汉语状语的界定
状语主要是修饰动词（形容词）的词语或词组，被修饰的词叫中心语。最常见
的状语是副词和介词短语，副词总是在动词的前边，介词短语的主要位置也是在动
词的前边。状语是表示中心语的时间、处所、范围、情态、肯定、否定、重复、主
动、被动、对象、原因等。其位置一般放在句末，但也可放在句首或句中。

3.1.2 汉语充当状语的结构成分
汉语中，构成状语的材料是不少的，除了副词专做状语之外，形容词（状态）、
时间名词、地点名词、能愿动词、动词、指示代词、象声词、介词（词组）、量词
短语以及其它固定短语都可以充当状语。下面我们举例说明可以充当状语的词和词
组：

（一）副词作状语
副词的基本作用是作状语,用来限制动词、形容词及形容词性词语，因此它可
以从时间、范围、语气、否定、情态、关联、重复以及程度等方面修饰中心语。例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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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汉语：他[好久]没去图书馆了。（表时间）
泰语：นานมากแลวที่เขาไมไดไปหองสมุด
词译：久 很 了 他 没 去 图书馆
（2） 汉语：我们[都]吃饱了。（表范围）
泰语：พวกเราทั้งหมดทานอิ่มแลว
词译：我们 都 吃 饱 了
（3） 汉语：他[就][不]听你的，你能怎么办？（表语气、否定）
泰语：เขาไมฟงคุณเสียอยาง คุณจะทําอะไรได
词译：他 不 听 你 就 你 要 怎么办 能
（4） 汉语：雨[渐渐地]停了。（表情态）
泰语：ฝนคอย ๆ หยุดแลว
词译：雨 渐渐 停 了
（5） 汉语：他[特别]喜欢吃榴莲。（表程度）
泰语：เขาชอบทานทุเรียนเปนพิเศษ
词译：他 喜欢 吃 榴莲 是 特别
（6） 汉语：说一千次我爱你[也][都][不]够。
（关联、范围、否定）
泰语：พูดฉันรักเธอสักหนึ่งพันครั้งก็ไมพอ
词译：说 我 爱 你 一 千 次 也 不 够

（二）形容词作状语
形容词性词语常作状语，表示动作的状态。
（7） 汉语：他拿着这封信看了[又]看。
泰语:เขาถือจดหมายฉบับนี้ไว อานแลวอานอีก
词译：他 拿 信 封这 着 看了 看又
（8） 汉语：刚才小男孩[悄悄地]溜走了。
泰语:เมื่อสักครูเด็กผูชายดอดหนีไปแลวอยางเงียบ ๆ
词译：刚才 小男孩 溜 走了 地 悄悄
（9） 汉语：我真想躺在床上，[舒舒服服地]休息一会儿。
泰语：ฉันอยากเอนบนเตียง พักผอนอยางสบายสบายสักครูจริงๆ
词译：我 想 躺 上 床 休息 地 舒舒服服 一会儿 真正
（10） 汉语：这次会议[圆满地]结束了。
泰语：การประชุมครั้งนี้สิ้นสุดลงแลวอยางสมบูรณ
词译：会议 次 这 结束 了 地 圆满
（11） 汉语：明天又要刮[大]风下[大]雨。
泰语：พรุงนี้จะมีพายุพัดแรง และฝนจะตกหนักอีก
词译：明天 要 有 大风 刮 大 和 雨 要 下 大 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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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名词作状语
名词性词语中，时间名词常作状语。
（12） 汉语：我[每天晚上]复习课文。
泰语：ฉันทบทวนบทเรียนในตอนเย็นทุกวัน
词译：我 复习 课文 里 晚上 每天
（13） 汉语：你[明年]还来泰国吗？
泰语：ปหนา เธอยังจะมาประเทศไทยอีกไหม
词译：明年 你 还 要 来 泰国 再 吗
（14）汉语：[星期六晚上七点]学校举行联欢晚会。
泰语：โรงเรียนจัดงานรื่นเริงเพื่อเชือ
่ มสัมพันธไมตรีในคืนวันเสารเวลาหนึ่งทุม
词译：学校 举行 联欢晚会 里 晚上 星期六 时间 七点
另外，少数处所名词、方位名词，也可以作状语。
（15） 汉语：咱们[上海] 见！（处所名词）
泰语：พวกเราเจอกันที่เซี่ยงไฮ
词译：我们 见 在 上海
（16）汉语：我们[外边儿]走走吧！（方位名词）
泰语：พวกเราออกไปขางนอกเดินเลนเถอะ
词译：我们 出去 外边儿 走走 吧

（四）动词作状语
动词性词语中，能愿动词可以直接修饰动词、形容词，作状语，表示一种客观
的可能性、必要性和人的主观意愿。一般动词性词语不能作状语，只有少数动词可
以作状语，个别作状语时一般要加“地”。例如：
（17） 汉语：小王[感激地]看着老师，说不出话。
泰语：เสี่ยวหวังมองคุณครูอยางซาบซึ้ง พูดอะไรไมออก
词译：小王 看 老师 地 感激 说 什么 不 出
（18） 汉语：他[尊敬地]说：“谢谢！”
泰语：เขาพูดอยางเคารพ

“ขอบคุณ”

词译：他 说 地 尊敬 “谢谢”
（19）如果我们要先走，我们就[应该]事先告诉他。
泰语：ถาพวกเราจะกลับกอน พวกเราก็ควรบอกเขาลวงหนา
词译：如果 我们 要 走 先 我们 就 应该 告诉 他 事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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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指示代词和疑问代词作状语
汉语中，指示代词“这么、那么、这样、那样、这儿、那儿、这么样、那么样”
和疑问代词“怎么、怎么样”可以修饰动词、形容词作状语。例如：
(20） 汉语：这种水果[怎么] 吃？
泰语：ผลไมชนิดนี้ รับประทานอยางไร
(21)

词译：水果 种 这 吃 怎么
汉语：你看！他[多么]喜欢这只玩具狗啊！
泰语：คุณดูซิ เขาชอบตุกตาหมาตัวนี้มากเลย

词译：你看 他 喜欢 玩具狗 只 这 多么 啊！
（22） 汉语：明天我去你[那儿]接你。
泰语：พรุงนี้ ฉันไปรับคุณที่นั่น
词译：明天 我 去 接 你 那儿
（23） 汉语：她对你[那么]好，你还不喜欢她。
泰语：หลอนดีตอคุณขนาดนั้น คุณยังไมชอบหลอน
词译：她 好 对 你 么 那 你 还 不 喜欢 她
（24） 汉语：你[这样]说，他[那样]说，我听谁的呢？
泰语： คุณพูดอยางนี้ เขาพูดอยางนั้น ฉันฟงของใครละ？
词译：你 说 样 这 他 说 样 那 我 听 的 谁 呢

（六）结构短语作状语
介词结构的主要作用是作状语，修饰谓语，用来标明动作的对象（施事、受事、
与事、工具）、原因以及处所和时间等多种语义。其他短语，如联合短语、数量短
语、偏正短语、主谓短语、述宾短语等亦可以作状语。例如：
（25） 汉语：她[在玉佛寺里]等你。（介词短语）
泰语：หลอนรอคุณอยูในวัดพระแกว
词译：她 在 里 寺玉佛 等你
（26） 汉语：[在纸的上端]，写你的名字。（介词短语）
泰语: เขียนชื่อของคุณ บนหัวกระดาษ
词译：写 名字 的 你 在 上端 纸
可作状语的联合短语仅限于形容词性联合词组。
（27） 汉语：她是个[耐心而热情]的人。（联合短语）
泰语：หลอนเปนคนที่มีน้ําใจและความอดทนอยางมาก
词译：她 是 人 的 有 热情 和 耐心 很
（28） 汉语：这是我[第一次]来芭提雅。（数量短语）
泰语：นี่เปนครั้งแรกที่ฉันมาพัทยา
词译：这 是 次 第一 的 我 来芭提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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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状语的量词一般限于动量词。
（29） 汉语：大灰狼[一口]吞掉了生病的外婆。
泰语：กลืนกินคุณยายที่ปวยภายในหนึ่งคํา
词译：吞掉 外婆 的 生病 一口
物量词作状语时，一般要重叠。
（30） 汉语：她[一个一个]地吃。（数量短语）
泰语：หลอนรับประทานทีละอันๆ
词译：她 吃 地 一个 一个
主谓短语一般作动词的状语，不作形容词的状语。
（31） 汉语：弟弟[泪流满脸]地跑去找妈妈。
（主谓短语）
泰语：นองชายน้ําตาไหลนองหนาวิ่งไปหาแม
词译：弟弟 泪眼 流 满脸 跑 去 找 妈妈
（32） 汉语：这条泰丝裙子，穿起来[特别舒服]。（偏正短语）
泰语：กระโปรงไหมไทยตัวนี้ สวมใสขึ้นมา สบายเปนอยางยิ่ง
词译：裙子 丝泰 条这 穿起来 舒服 特别
（33） 汉语：[尝尝这个]，这是泰国最有名的水果。（述宾短语）

่ ุดของประเทศไทย
泰语：ลองชิมอันนี้ซิ นี่คือผลไมที่มีชื่อทีส
词译：尝尝 个这

这

是

水果

的 有 名

最 的 泰国

（七）能愿动词作状语
汉语中，能愿动词要放在动词前面，表示动作者在何时、何地（或为何目的等）
有什么意愿或可能做某事。能愿动词包括：会、能、要、想、应该、可以、敢、配
等等。例如：
（34） 汉语：他不[会]讲中国话，我又不[会]说英语，这个问题还真难办。
泰语：เขาพูดภาษาจีนไมเปน ฉันก็พูดภาษาอังกฤษไมเปน ปญหานี้แกไขยากจริงๆ
词译：他 讲 话中国不会 我也说语英不会 问题这个 难办真的
（35） 汉语：我们已经走了四个小时了，[能不能]休息一下儿？
泰语：พวกเราเดินมาไดสี่ชั่วโมงแลว พักสักครูไดไหม?
词译：们我 走来 已经 四个小时了 休息一下儿 能吗？
（36） 汉语：小刘，我[想]跟你聊聊。
泰语：เสี่ยวหลิว ฉันอยากคุยกับเธอ
词译：小刘 我 想 聊聊 跟 你
（37） 汉语：我看你[应该]去看心理医生。
泰语：ฉันวา คุณควรไปหาจิตแพทย
词译：我 说 你应该 去 找 心理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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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汉语：这事若不是亲耳听到，我真不[敢]相信。
泰语：เรื่องนี้ หากไมไดยินกับหู ยังไงฉันก็ไมเชื่อ
词译：事这 若 不是 亲耳听到 怎样 我也不相信

3.1.3 汉语多项状语排列方式
现代汉语的语序很重要，语序不对就会发生歧义，或者是思想表达不清楚。语
序的教学在对外汉语教学中是十分重要的，许多留学生学习汉语的最大障碍就是用
母语语法来套用汉语语法，因此常常产生次序颠倒、混乱等现象。
按照语法规则和语言习惯，多项状语排列顺序一般是：离中心最远的应该是表
示时间的或表示原因、目的的词语；接着是形容词或一般副词；再次是表示地点或
方向的词语；离中心词最近的是表示状态的形容词。
汉语中的多项状语排列次序比较灵活，不太固定，哪些成分在前，哪些成分在
后，取决于谓语内部的逻辑关系和表意的需要。
通过汉语语法学者（吕叔湘，1999； 、朱德熙，1952；黄伯荣、廖序东，1997；
刘月华等，2001）关于汉语多项状语语序研究的阐述，我们可以大致归纳出多项状
语排列的基本规律：
1）汉语的句子中如果既有时间状语又有处所状语，顺序是：时间状语在前，
处所状语在后。 例如：
（39） 汉语：[昨天]玛丽[在超级市场]买了一些水果。
泰语：เมื่อวานคุณแมรี่ไดซื้อผลไมจํานวนหนึ่งทีซุปเปอรมาเกต
词译：昨天 玛丽 了 买 水果 些一 在 超级市场
2）句子里如果存在多项时间状语，或多项处所状语，则大的单位在前，小的
单位在后。这与泰语是不同的。例如：
（40） 汉语：她是[在公元 1960 年二月二十三日星期六]出生的。
泰语：หลอนเกิดในวันเสารที่ยี่สิบสาม เดือนกุมภาพันธ ปคริสตศักราช 1960
词译：她 出生 在 星期六 日二十三 月二年 公元 1960
（41） 汉语：我[在泰国曼谷府是隆路 22 巷 688 号]工作。
泰语：ฉันทํางานที่ เลขที่688 ซอย 22
词译：我 工作 在 号 688

ถนนสีลม จังหวัดกรุงเทพมหานคร ประเทศไทย

巷 22

路是隆

府曼谷

泰国

3)多项状语中如果有副词性词语、形容词短语和介词短语，其排列顺序是：
a.副词／副词短语
b.形容词短语
c.介词短语
（42） 汉语：[很危险]的，你怎能这样[就][从火车上]跳下来呢！
泰语：อันตรายมาก ทําไมเธอจึงกระโดดจากบนรถไฟลงมาอยางนี้ละ
词译：危险 很 怎能 你 就 跳 从 上 车火 下来 样这 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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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汉语：我[一直]想一个人[安安静静地][在家里]听音乐。
泰语：ฉันอยากฟงดนตรีอยางเงียบๆ คนเดียวที่บาน มาโดยตลอด
词译：我 想 听 音乐 地 安安静静 人一个 在家 来一直
表示动作发生时动作者所在的空间、处所的“在…”以及“从…”既可以位于
副词、副词短语、形容词短语前，也可以位于副词、副词短语、形容词短语后。例
（43）：我[一直]想一个人[在家里][安安静静地]听音乐。
4)句子里如果是多个副词做状语，(例 44、45、46)，其顺序是：
a．表示时间、频率以及处所的副词；
b．表示关联和语气的副词；
c．表示范围的副词；
d．表示程度或肯定、否定的副词；
e．表示情态方式的副词；
f．表示对象。
（44） 汉语：我[再][也][不]敢开汽车那玩意儿了。（频率、范围、否定）
泰语：ฉันไมกลาที่จะขับรถนั่นอีกแลว
词译：我 不敢 开车 那 再 了
（45） 汉语：这本英文书是我[昨天][在学校][跟宋猜]借的。（时间、处所、对象）
泰语：หนังสือภาษาอังกฤษเลมนี้ เมื่อวานนี้ ฉันยืมสมชายที่โรงเรียน
词译：书 英文 本 这 昨天 我 借 宋猜 在 学校
（46） 汉语：这台电脑是我买的，那台电视机也是我买的，家里所有的家具[也][都]
是我买的。（关联、范围）
泰语：คอมพิวเตอรเครื่องนี้ ฉันเปนคนซื้อ ทีวีเครื่องนั้น ฉันก็เปนคนซื้อ เครื่องเรือนที่

มีอยูในบานทั้งหมด ฉันก็เปนคนซื้อ
词译：电脑 台这 我 是 买的 电视机 台那 我 也 是 买的
具家 的 有 里家 全部 我 也 是 买的
5)介词短语连用（例 47、48、49、50、51），其顺序是：
a．按时间、地点的顺序；
b．按“工具—位置—路线—方向”的顺序；
c．按“施事—受事”的顺序；由“被、叫、让”组成的介词短语在前，由
“把”组成的介词短语在后。
d．由“用、替、给、由”组成的介词短语和由“把”组成的介词短语合用，
彼此可以互为前后。但有时顺序还是确定的，不能互换。例如：
（47） 汉语：他［昨天从早上八点到下午四点］
［在图书馆］看书。
（时间、地点）
泰语：เมือวานนี้ เขาดูหนังสือที่หองสมุดตั้งแตแปดโมงเชาถึงบายสี่โมง
词译：昨天 他 看 书 在 图书馆 从 八 点 早上 到 下午四点
（48） 汉语：他［骑自行车沿着海边儿］去。（工具、路线、方向）
泰语：เขาขี่รถจักรยานไปตามริมชายหาด
词译：他 骑 车自行

去 沿着 边儿 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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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事、介
（49） 汉语：我的自行车是［被你］弄坏的，你[快]［把它］修好吧。
词短语）
泰语：รถจักรยานของฉันถูกคุณทําเสีย คุณรีบซอมมันเถอะ
词译：自行车 的 我 被 你 弄 坏 你 快 修 它 吧
（50） 汉语：妈妈［在厨房里］，
［用湿布］
［把］墙上的油擦得干干净净。
（地点、
工具、介词短语）
泰语：คุณแมใชผาเปยกเช็ดน้ํามันบนกําแพงอยางสะอาดอยูในหองครัว
词译：妈妈 用 布湿 擦 油 上墙 得 干干净净 在里 厨房
（51） 汉语：小王［叫］你［替］他［把］买回来的水果放进冰箱里。
（施事—受
事、介词短语）
泰语：เสี่ยวหวังเรียกคุณใหเอาผลไมที่ซื้อกลับมา ใสเขาไปในตูเย็นแทนเขา
词译：小王 叫 你 给

拿 水果 买回来 放 进去 里箱冰 替 他

3.2 泰语中多项状语及相关结构排列
3.2.1 泰语多项状语
泰语多项状语修饰中心语时，它们的位置排序比汉语还要复杂，灵活性更强。
因为部分状语可以放在中心语前，部分状语放在中心语之后，另一部分状语放在中
心语前或中心语后都可以，比较灵活。

3.2.2 泰语充当状语的结构成分
在泰语中能够作状语的主要词类是副词和介词词组，形容词也可以作状语修饰
谓语：此外还有时间名词、动词或动词短语、助动词、代词、数量短语、象声词和
其它短语等，与汉语一样。
（一）副词
汉语中充当状语副词位置都是在中心语之前，可是泰语副词比较灵活。可放在
中心语之前、可放在中心语之后和放在中心语之前或后都可以。
放在中心语之前的副词充当状语的位置，这样的语序恰好跟汉语副词状语位置
相同。例如：
（52） 泰语：หลอนกําลังจะมากรุงเทพฯ（时间副词）

词译：她 将要 来 曼谷
汉语：她将要来曼谷。
（53） 泰语：บางคนไมชอบรับประทานทุเรียน（否定副词）
词译：有的人 不喜欢 吃 榴莲
汉语：有的人不喜欢吃榴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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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泰语：ประเทศไทยคอนขางรอน（程度副词）
词译：泰国 比较 热
汉语：泰国比较热。
（55） 泰语：นักทองเที่ยวที่มาในครั้งนี้ สวนใหญเปนคนจีน（范围副词）
词译：旅客 的 来 次这 大多 是 人中国
汉语：这次来的旅客，大多是中国人。
（56） 泰语：วันนี้เขาไมไดมาทํางาน อาจจะไมสบาย（语气副词）
词译：今天他没来上班，也许生病。
汉语：今天他没来上班，也许生病了。
（57） 泰语：ทองฟาคอยๆ มืดลงแลว（情态副词）
词译：天色 逐渐 暗 下来了
汉语：天色逐渐暗了下来。
汉语能充当状语的情况是比较固定的，可是泰语的情况很复杂，特别是副词充
当状语的情况。汉语副词只能出现在中心语之前，可是泰语副词有的跟汉语一样置
于中心语之前，但是大部分跟汉语不同，置于中心语之后。例如：
（58） 泰语：พวกเราออกเดินทางทันที（时间副词）
词译：我们 出发 马上
汉语；我们马上出发。
（59） 泰语：พรุงนี้ เลิกงานแลว พวกเราทานขาวดวยกัน（范围副词）
词译：明天 下班了 我们 吃饭 一起
汉语：明天下了班，我们一起吃饭。
（60） 泰语：เขาถือจดหมายฉบับนี้ อานแลวอานอีก（频率副词）
词译：他 拿 信 封 这 看 了 看 又
汉语：他拿着这封信看了又看。
（61） 泰语：วันนี้ อารมณของเขาดีเปนพิเศษ（程度副词）
词译：今天 脾气 的 他 好 特别
汉语：今天他的脾气特别好。
（62） 泰语：เขาบอกวาจะมา มาจริง ๆ（语气副词）
词译：他 说要 来 来 果然
汉语：他说要来，果然来了。
（63） 泰语：ภายหนาหลอนเติบโตขึ้น สวยแนนอน（肯定副词）
词译：以后 她 长大 漂亮
汉语：她长大后准漂亮。

准

（64） 泰语：ทันใดนั้น รถหยุดฉับพลัน（情态副词）
词译：当即 汽车 停住 猛然
汉语：当即，汽车猛然停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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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泰语：นี่เปนครั้งแรกที่ฉันขับรถออกถนนโดยลําพัง ในใจรูสึกขลาด ๆ（情态副词）
词译：这是 次第一 我 开车上路 独自 里心 觉得发憷
汉语：这是我第一次［独自］开车上路，心里特发憷。
泰语中的副词作状语，放在中心语之前或之后都可以，句子意思不变。
（例：66-68）
（66） 泰语：ตั้งนานแลวฉันไมไดกลับบาน（放在中心语前面）（时间副词）
词译：好久 了 我 没 回家
泰语：ฉันไมไดกลับบานตั้งนานแลว（放在中心语后面）
词译：我 没 回家 好久 了
汉语：我好久没回家了。
（67） 泰语：หลอนอาบน้ํา อยางนอยตองครึ่งชั่วโมง（放在中心语前面）
（范围副词）
词译：她洗澡 至少要半个小时
泰语：หลอนอาบน้ํา ตองครึ่งชั่วโมงเปนอยางนอย（放在中心语后面）
词译：她洗澡 要半个小时 是 至少
汉语：她洗澡，至少要半个小时。
（68） 泰语：พวกเขาทั้งหมดอยูที่สนามกีฬา（放在中心语前面）（范围副词）
词译：们他

都 在

场运动

泰语：พวกเขาอยูที่สนามกีฬาทั้งหมด（放在中心语后面）
词译：们他 在 场运动
汉语：他们都在运动场。

都

（二）介词短语
泰语中的介词一般与名词结合，组成介词短语，主要是用来修饰动词、动词短
语，引出与动作行为相关的对象、时间、处所、目的、原因、方式等。介词短语在
句子中充当状语，有时也修饰形容词、形容词短语。泰语中表示地点的介词短语总
是放在动词之后，而汉语的地点状语大多放在动词之前。例如：
（69 ）泰语：คุณแมทําอาหารอยูในหองครัว（表示处所）
词译：妈妈 做菜 在 里 厨房
汉语：妈妈在厨房里做菜。
（70） 泰语：ขอใหคุณเดินทางโดยสวัสดีภาพ（表示方式）
词译：祝 你 旅行 地 平安
汉语：祝你一路顺风。
（71） 泰语：อุบัติเหตุที่เกิดขึ้นเมื่อสักครู ฉันไดเห็นกับตา（表示工具）
词译：事故 的 发生 刚才 我 可以 看到 亲眼
汉语：刚才发生的事故，我亲眼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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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泰语：คุณทําอยางนี้

ทําเพื่อใคร？（表示目的）

词译：你 做 么这 做 为 谁
汉语：你这么做，是为了谁？
（73） 泰语：คุณไมสบายใจ เพราะอะไร？（表示原因）
词译：你 不 开心 原因 什么
汉语：什么原因，使你不开心？
（74） 泰语：ของขวัญชิ้นนี้ สําหรับคุณ（表示专属）
词译：礼物 份 这 属于 你
汉语：这份礼物，属于你。
（75） 泰语：คุณพอออกไปทํางานแตเชามืด（表示时间的起止）
词译：爸爸 出去 工作 就 拂晓前
汉语：爸爸拂晓前就出去工作了。
（76） 泰语：โทรทัศนเครื่องนี้ แพงกวาโทรทัศนเครื่องนั้น（表示比较）
词译：电视机 台这 贵 比 电视机 台那
汉语：这台电视机，比那台电视机贵。
（77） 泰语：พี่สาวยิ้มทั้งน้ําตา（表示状态）
词译：姐姐 笑 带 泪眼
汉语：姐姐带着眼泪笑。
（三）形容词或形容词短语做状语
形容词作状语时，汉语中一般放在动词之前，而泰语中放在动词之后。例如：
（78） 泰语：คุณแมพูดเสียงดัง
词译：妈妈 说 大声
汉语：妈妈大声地说。
（79） 泰语：นองชายทําการบานอยางตั้งใจ
词译：弟弟 做 作业 地 认真
汉语：弟弟认真地做作业。
（四）时间词或时间短语作状语
时间词作状语，泰语一般放在动词之后，有时也可以放在全句之前。例如：
（80） 泰语：ผูจัดการหลี่ มาประชุมเดือนที่แลว
词译：经理 李 来 开会 月上个
泰语：เดือนที่แลวผูจัดการหลี่ มาประชุม
词译：月上个 经理 李 来 开会
汉语：李经理上个月来开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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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泰语：ภาพยนตรเรื่องนี้ เริ่มฉายสัปดาหหนา
词译：电影 部这 开始 放映 星期 下个
泰语：สัปดาหหนาภาพยนตรเรื่องนี้ เริ่มฉาย
词译：星期 下个 电影 部这 开始 放映
汉语：这部电影，下个星期开始放映。
（82） 泰语：คุณแมบอกใหเธอไปอาบน้ําเดี๋ยวนี้
词译：妈妈 叫 你 去 洗澡 现在
汉语：妈妈叫你现在就去洗澡。
（五）动词或动词短语作状语
泰语中，动词作状语放在中心语之后居多。
（83） 泰语：คุณแมพูดอะไร นองที่กําลังหัดพูดก็พูดตาม
词译：妈妈 说 什么 妹妹 的 正在 学说话 也 说 跟着
汉语：妈妈说什么，正在学说话的妹妹也跟着说。
（84） 泰语：สถานที่แบบนี้ ฉันมาเปนครั้งแรก
词译：地方 种这 我 来 是 次 第一
汉语：这种地方，我是第一次来。
（六）结构助词短语作状语 6
汉语结构助词短语作状语大多放在动词之前，而泰语中，总是放在动词之后。
例如：
（85） 泰语：เลนอยูในบานโดยดี
词译：玩儿 在 里 家 地乖乖
汉语：乖乖地在家里玩儿。
（86） 泰语：คุณครูตรวจคนกระเปาหนังสืออยางละเอียด
词译：老师 检查 包书 地 仔细
汉语：老师仔细地检查了书包。
（87） 泰语：โชคดีที่สามารถรักษาชีวิตไวได
词译：幸亏 的 能 保护 性命 住 可以
汉语：幸亏能保住性命。
（七）象声词作状语
汉语象声词作状语放在动词之前，而泰语中，放在动词之后。例如：

在泰语状语结构中，也有结构助词的存在，只是泰语的结构助词不止一个，例：อยาง、 โดย、 จน 等。因此，

6

由结构助词引导的状语短语，被称为结构助词短语。
（裴晓睿. 泰语语法新编[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第 12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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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泰语：แมวรองเหมียมเหมียว
词译：猫 叫 咪咪
汉语：猫咪咪地叫。
（89） 泰语：ลูกไกตัวนี้หิวแลว ก็จะรองจิ๊บจี๊บ
词译：小鸡 只这 饿了 就要 叫 叽叽
汉语：这只小鸡饿了，就叽叽地叫。
（八）指示代词作状语
在泰语中，指示代词作状语同样是放在动词后面。例如：
（90） 泰语：สาเหตุที่เขาทําอยางนั้น
词译：原因 的 他 做 那么
汉语：他那么做的原因。
（91） 泰语：แพงออกอยางนี้ ใครจะซื้อ
词译：贵 非常 这么 谁 要 买
汉语：这么贵，谁要买。
（92） 泰语：ขอถามหนอยคะ ฉันจะไปวัดพระแกว ไปอยางไร
词译：请问 我要去玉佛寺 去 怎么
汉语：请问，我要去玉佛寺怎么去?

3.2.3 泰语多项状语排列规约
泰语多项状语的排列次序并不就是简单地把汉语多项状语的排列顺序依次倒
置，而是有一定的出现条件和规律的。由于状语排列顺序的灵活性强，从泰语著名
语言学家研究的方面来看，几乎没有专门研究泰语多项状语这个现象，根据张美珍
（1991）的研究结果，可以总结出泰语多项状语的以下排列顺序。
1. 以下几种成分作状语，应放在中心语前。
（1）否定副词； 例句：
（93） 泰语：หลอนไมอยากมากรุงเทพฯ（否定副词）
词译：她 不想 来 曼谷
汉语：她不想来曼谷。
（2）强调副词（部分）；例句：
（94） 泰语：มีชีวิตอยู ก็เพื่อที่จะทานขาว
词译：有 性命 在 就是为了吃饭
汉语：活着就是为了吃饭。
（3）语气副词（部分）；例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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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泰语：รานคานี้ไมใหญ แตสินคาที่นาซื้อกลับไมนอยเลย
词译：商店 这 不大 但 东西 的 可买 却 不少
汉语：这个商店不大，但可买的东西却不少。
（4）能愿动词；例句：
（96） 泰语：อากาศแบบนี้ คุณควรจะพกรม
词译：天气 种这 你 应该 带 雨伞
汉语：这种天气，你应该带雨伞。
2. 除了上文所举的内容之外，一般泰语的状语都在中心语后，泰语里如中心
语后带宾语，则状语要放在宾语之后。例句：
（97） 泰语：คุณครูตรวจการบานอยูในหองทํางาน
词译：老师 改 作业 在 里 室办公
汉语：老师在办公室里改作业。
3. 以下几种成分作状语，位置比较灵活：
（1）表示处所的词或词组；
（2）动词；
（3）形容词；
（4）时间名词；
（5）数量词；
（6）表示方式副词；
（7）范围副词。
4. 泰语中部分状语可以在主语之前，有时间名词或词组和处所词。例如：
（1）时间名词或词组，例如：
（98） 泰语：เมื่อวานนี้ ฉันใชเครื่องปงขนมปง ปง ขนมปงอยูในหองครัว
词译：昨天 我 用 微波炉 烤面包 在 里 厨房
汉语：我昨天在厨房里用微波炉烤面包。
（2）处所词或词组，例如：
（99） 泰语：ที่หองสมุด คุณสามารถหาขอมูลไดมากมาย
词译：在图书馆 你 可以 找 资料 到 多很
汉语：在图书馆里，你可以找到很多资料。
裴晓睿（2001：130）认为，泰语中状结构的词序同汉语一样，泰语里的状语
在中状结构中的位置已是灵活多样的，不像定语那样比较容易说清楚，许多时候状
语位置的前后是由语用规则决定的，下面只是讲几个大概的原则：
（1）一般来讲，形容词、动词作状语放在中心语之后者居多。例如：
（100） 泰语：เคาะประตูเบา ๆ
词译：敲门 轻轻
汉语：轻轻地敲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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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泰语：พูดตาม
词译：说 跟
汉语：跟着说。
（2）副词作状语位置最复杂，有的在中心语之前，有的在中心语之后，有的
把中心语夹在中间。例如：
（102）泰语：เพิ่งรับประทาน（在中心语之前）
词译：刚 吃
汉语：刚吃。
（103）泰语：ดูโทรทัศนอยู（在中心语之后）
词译：看 电视 在
汉语：在看电视。
（104）泰语：จะตองรับประทานขาวใหหมด（中心语夹在中间）
词译：要 必定 吃饭 给完
汉语：必定要把饭吃完。
（3）评注性状语位置十分灵活，如下面两组例子：
（105）泰语：ที่จริง ฉันไมชอบทานของหวานหรอก
词译：其实 我不喜欢吃甜品 根本
泰语：ฉันที่จริงไมชอบทานของหวานหรอก
词译：我

其实 不喜欢吃甜品

根本

泰语：ฉันไมชอบทานของหวานหรอก ที่จริง
词译：我不喜吃甜品 根本 其实
汉语：其实，我根本不喜欢吃甜品。
（106）泰语：ตามธรรมดา ที่รานนี้ ตอนกลางวัน คนแนนมาก
词译：一般来说 在 家店 这 中午 人 拥挤 很
泰语：ที่รานนี้

ตามธรรมดา ตอนกลางวัน คนแนนมาก

词译：在 家店 这 一般来说 中午 人 拥挤 很
泰语：ที่รานนี้

ตอนกลางวัน ตามธรรมดา คนแนนมาก

词译：在 家店 这 中午 一般来说 人 拥挤 很
汉语：一般来说，中午这家店人很拥挤。
可见评注性状语无论在句首还是在句中或句末，从总体来讲，句子含义基本没
有变化，但状语在句中被强调的程度是有区别的。状语在句首时，强调最甚，在句
中时次之，在句末最次。
通过汉泰状语构成成分举例对比，我们可以看到，除了处所名词和方位名词在
泰语中不能充当状语外，其他在汉语中可以充当状语成分的词，在泰语中也可以充
当状语成分，这说明了汉泰语在状语构成成分上保持着较高的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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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汉泰多项状语对比
3.3.1 汉泰状语成分对比
汉语和泰语都同属汉藏语系，句序是该语系语言里的重要语法手段，主语+谓
语+宾语式的句序，也是本语系语言共同的语法特点之一。但是这个特点在汉泰语
言中的具体排列规律并不完全相同。这主要表现在偏正词组中，汉语里的偏正词组
是按照修饰或限制和被修饰或被限制的关系组合起来的。前面的部分对后面的部分
起修饰或限制的作用，前面的部分叫修饰语，后面的部分叫中心语。它的词序是固
定的，前面是偏，后面是正。而泰语中的状语除了可以位于中心语前以外，有相当
部分的状语可以位于中心语之后，也有的把中心语夹在中间，还有一部分状语也可
以位于主语前。
下面我们将汉语和泰语充当状语的成分具体做一对比：
（一）只能位于主语前的状语
汉语中，只能位于主语前的状语属于限制性的，主要是由“关于”“至于”构
成的介词短语。例如：
（107）[关于他的事]，我不想再提了。
（108）[关于兴修水利]，上级已经作了指示。
（109）考试的范围我可以告诉你们，[至于考试的题目]，那当然要保密喽！
（110）这两年来，村里新盖的瓦房就有几百间，[至于村民添置的电器、日用品]，
就不可胜数了。
当谓语中包含其他结构比较复杂的描写性状语时，不包含介词的处所词语也要
放在主语前。例如：
（111）[池塘旁边]，一群白鹅一跛一跛的迈着方步。
（112）[大树上]，几只小松鼠翘着大尾巴跑来跑去，十分灵巧。
泰语中，一般来说，只能位于主语前的有：时间名词或词组[例见（97）]，处
所词或词组[例见（99）]，少数副词也常常位于主语前面，主要是时间副词、语气
副词等等。例如：
（113） 泰语：ปรกติ หลอนลางานนอยมาก แมวารางกายของหลอนไมแข็งแรง
词译：平常 她 请假 少很 虽然 身体 的 她 不健康
汉语：她虽然身体不好，但平常很少请假。
（114） 泰语：บางทีคุณอาจจะยังไมทราบ เขาทั้งสองไดหยากันแลว
词译：也许你还不知道，他们俩已经离婚了。
汉语：也许你还不知道，他们俩已经离婚了。
（二）只能位于主语后的状语
汉语中，只能位于主语后的状语包括：绝大多数描写性的状语，部分限制性
的状语。如下列：
1.副词，表示语气的及部分时间副词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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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少数不包含介词的处所词语，在口语中要放在主语后，这时，谓语部分一定
很简短。例如：
（115）她［高兴地］告诉我，考试通过了。
（116）老人［炕上］睡，［炕上］吃。
3.由“把”、
“被”、
“将”、
“叫”、
“让”、
“给”、
“管”、
“替”、
“离”等构成的介
词短语。例如：
（117）你［把这把椅子］搁放到卧室里。
（118）我［让你］弄得一头雾水。
（119）害得我又［被老先生］打了二十下屁股。
（120）你［给我］买点儿东西来。
（121）今晚我不能出乘了，麻烦你［替我］一次好吗？
（122）北大[离清华]不远。
泰语中，只能位于主语后作状语的主要包括以下这些词：
１.能愿动词有： อาจจะ（可能）,จะตอง ตอง（必须）,อยาก（想）ควรจะ（应
该）等等。例如：
（123）泰语：พรุงนี้ พวกเราอาจจะเปนศัตรูกัน
词译：明天我们［可能］就会是敌人。
汉语：明天我们可能就会是敌人。
（124）泰语：หลอนอยากไปเชียงใหม แตฉันอยากไปเกาะภูเก็ต
词译：她［想］去清迈，但是我［想］去普吉岛。
汉语：她想去清迈，但是我想去普吉岛。
（125）泰语：พรุงนี้ คุณตองมารวมประชุม
词译：明天 你 [必须] 来 参加 会议
汉语：明天的会议，你必须来参加。
2.否定动词有：ไมใช（不是）,ไมม（
ี 没有）,อยา（别….）,ไมตอง（不用）等等。
例如：
（126）泰语：เขาไมใชคุณครูของพวกเรา
词译：他 [不是] 老师 的 们我
汉语：他不是我们的老师。
（127）泰语：คุณยังไมมใี บขับขี่ แมวามีรถยนตก็ไมมีประโยชนหรอก
词译：你还[没有]驾照，即使 有 汽车 也没用呀！
汉语：你还没有驾照，即使有了汽车也没用呀！
（128）泰语：คุณอยาขยับ
词译：你[别]动
汉语：你就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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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泰语：พวกคุณไมตองหาแลว เขาหาเจอแลว
词译：们你 [不用] 找了 他找到了
汉语：你们不用找了，他已经找到了。
3.时间副词有：คอย ๆ （渐渐、逐渐）,กําลังจะ（正要）,เคย（曾经）,ได....แลว
（已经）,ยังคง（仍然）,มักจะ（往往、常常）,คอย （才）, เกือบ ใกล（快要）,กําลัง
（正在）。例如：
（130）泰语：เขาคอย ๆ เขาใจแลววา หลอนไดทรยศเขาแลว
词译：他 [渐渐] 明白了 说 她 已经 出卖 他 了
汉语：他渐渐明白她已经出卖了他。
（131）泰语：ฉันกําลังจะไปหาเขา เขามาพอดีเลย
词译：我 [正要] 去找他 他 来 偏巧 了
汉语：我正要去找他，偏巧，他来了。
（132）泰语：ประเทศอินเดียเคยเปนอาณานิคมของประเทศอังกฤษ
词译：印度 [曾经] 是 殖民地 的 英国
汉语：印度曾经是英国的殖民地。
（133）泰语：พวกเราไดรอเปนเวลาสองชั่วโมงกวาแลว ยังจะตองรออีกนานเทาไรละ
词译：们我 [已经] 等 两个 小时 多了 还要 等 多久 呀
汉语：我们已经等了两个多小时了！ 还要等多久呀！
（134）泰语：สมัยเขายังเปนเด็ก ถานะทางบานไมสูดีนัก แตเขายังคงขยันหมั่นเพียรใฝหา

ความรู
词译：时期 他还是小孩儿 家景 不好 但他[仍然]刻苦好学
汉语：他小时家景不好，但他仍然刻苦好学。
（135）泰语：เวลาทานอาหารฝรั่ง คนเอเชียมักจะไมคุนกับการใชมีด
词译：时候 吃 西餐 人东方 [往往] 不惯 用 餐刀
汉语：东方人在吃西餐的时候往往用不惯餐刀。
4.范围副词有：ทั้งหมด（都）, เกือบ（差不多）,รวมทั้งหมด（统共）,แทบ（几
乎）,อยางนอย（至少）
。
（136）泰语：พวกเราทั้งหมดเปนคนบา
词译：们我 [都]是疯子
汉语：我们都是疯子。
（137）泰语：ขณะที่พวกเราไปถึงที่นั่น แขกไปเกือบหมดแลว
词译：时候 的 们我 去 到 儿那 客人 走 [差不多] 光了
汉语：我们到那儿时客人差不多都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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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泰语：หองนี้ นักเรียนชายรวมทั้งหมด มีเพียงหาคน
词译：班 这 同学 男 [统共] 有 才 五 人
汉语：这个班统共才有 5 个男同学。
（139）泰语：นิทาน เรื่องลูกเปดขี้เหร เด็ก ๆ แทบทุกคน ตางก็รูจัก
词译：故事《丑小鸭》小朋友 [几乎] 每个 都知道
汉语：《丑小鸭》的故事几乎每个小朋友都知道。
（140）泰语：บานหลังนั้น อยางนอยตองมีอายุหนึ่งรอยป
词译：房子 所 那 [至少] 肯定 有 岁数 一百 年
汉语：那所房子肯定至少有一百岁了。
5.语气副词有：ประมาณ（大约），

ยอม（必然、自然），เกิดยอม（居然、竟），

จักตอง（务必）。例如：
（141）泰语：ในมณฑลยูนาน มีเขื่อนกันน้ําประมาณหนึ่งพันกวาเขื่อน
词译：内 省 云南 有 坝 [大约] 一千多 坝
汉语：云南省内大约有一千多个坝子呢。
（142）泰语：กระทําบุมบามอยางนี้ ยอมตองพายแพ
词译：蛮干 样这 [必然] 会 失败
汉语：这样蛮干必然会失败。
（143）泰语：คุณไปรายเวทมนตอะไรใสหลอน หลอนเกิดยอมฟงคุณ
词译：你 去 施 妖法 什么 对她 她 [居然] 听你
汉语：你对她施了什么妖法，她居然听你的。
（144）泰语：คุณจักตองทําใหเสร็จภายในวันนี้
词译：您 [务必] 完成 于今天
汉语：请您务必于今天完成。
6.关联副词有：ก็ （也、就）
。
（145）泰语：เขา นี่กอ
็ ยากเรียน นั่นก็อยากจะเรียน
词译：他这[也]想学，那[也]想学
汉语：他这也想学，那也想学。
（146）泰语：ไมตองสิบวัน สามวันก็พอแลว
词译：不用十天，三天[就]够了
汉语：不用十天，三天就够了。
7.少数形容词有：ขยัน（努力），พากัน（纷纷），ตั้งใจ（专心），รีบ（快点儿）。
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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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7）泰语：ยอนคิดถึงสมัยเมื่อยังเปนเด็ก ตนเองไมคอยขยันในการเรียน รูสึกละอายใจ

เปนอยางยิ่ง
词译：回想起 时候 小 自己 不太 [努力] 学习 深感内愧。
汉语：回想起小时候自己学习不是太努力，他深感内愧。
（148）泰语：ฤดูหนาวพอผานไป เสื้อหนังของรานคาพากันขายลดราคา
词译：冬天一过 皮大衣 的 商店 [纷纷]打折出售
汉语：冬天一过，商店的皮大衣纷纷打折出售。
（149）泰语：พวกเธอจะตองตั้งใจเรียน
词译：们你 要 [专心] 学习。
汉语：你们要专心学习。
（150）泰语：ถาหากพวกเราไมรีบเดิน ก็จะไมทันรถไฟแลว
词译：如果 们咱 不快点儿走 就要 不 赶上 车火 了
汉语：如果咱们不快点儿走，就要赶不上火车了。
8.少数介词短语有：ถูก

โดน（被、叫、让、给）。例如：
（151）泰语：เมื่อวานนี้ เขาโดนหลอกเงินไปหาหมื่นบาท
词译：昨天 他 [被] 骗 钱 了 五万块泰铢
汉语：昨天，他被骗了五万块泰铢。
（152）泰语：คุณแมหนู เรียกหนูวา ไอหมูอวน
词译：娘 我 [叫] 我 胖猪
汉语：我娘叫我胖猪
（153）泰语：ช็อกโกแลตของคุณ ถูกฉันกินหมดแลว
词译：巧克力 的 你 [给] 我吃完了
汉语：你的巧克力给我吃完了。
（154）泰语：สัมภาระโดนฝนสาดเปยกแลว
词译：行李 [让] 雨 淋湿 了
汉语：行李让雨给淋湿了。
（三）只能位于中心语后的状语
汉语中，一般情况下，状语不能置于中心语之后，但有时为补充说明或突出
描写中心语，状语也会在中心语之后，即后置状语。后置状语是一种特殊的次序，
使用频率不高。凡是后置状语，前边一般都有停顿，在书写上用逗号表示出来。例
如：
（155）她走进来，[悄悄地]。
（156）于是，我们只好等待着妈妈的回来，[抑郁地]。
与汉语不同，泰语中，有相当部分的状语能位于中心语之后，例如以下这些
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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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程度副词：

จัด、 มาก 、นัก 、ยิ่ง
ทีเดียว、 เหลือเกิน、 จริงๆ
เปนพิเศษ
อยูบาง 、นิดหนอย
นิดเดียว 、บางเล็กนอย、
กวา 、คอนขาง

（很、挺、十分）；
（真、极、非常）；
（特别、格外）；
（有点儿）；
（稍微、略微）；
（比较）。

如前边所举的例（61）：
泰语：วันนี้ อารมณของเขาดีเปนพิเศษ（程度副词）
词译：今天 脾气 的 他 好 特别
汉语：今天他的脾气特别好。
（2）时间副词：

ทันที（马上、立刻）；บอย ๆ（常常、经常）；
อีก（再、还、又）；ตลอด（一直）；ทุกเวลา（随时）；
แตเนิ่นๆ （及早）；ตลอดกาล（永远）；แตไหนแตไร (从来)；
เสมอ（老、总）；ฉับพลัน（忽然）；ตามเวลา（按时）；
ไมทัน（来不及）； ใหม（重新）；เสมอๆ（往往、经常）；
บังเอิญ（偶然）；พอดี（刚好、正好）。
如前边所举的例（58）：
泰语：พวกเราออกเดินทางทันที（时间副词）
词译：我们 出发 马上
汉语：我们马上出发。
（3）范围副词：

ดวยกัน （一起、共同、一道）；เพียง、แต（仅仅、只）；
ทั้งนั้น 、ทั้งหมด、ทั้งสิ้น （全部、都、统统）；เต็ม（整整）；
ทั่ว（全）；ดวย（也）。
如前边所举的例（59）：
泰语：พรุงนี้ เลิกงานแลว พวกเราทานขาวดวยกัน（范围副词）
词译：明天 下班了 我们 吃饭 一起
汉语：明天下了班，我们一起吃饭。
（4）语气副词：จริง ๆ（果然）
；แน（一定）
；เลย（根本）；เสียเลย（索性）；ทีเดียว
(实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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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边所举的例（62）：
泰语：เขาบอกวาจะมา มาจริง ๆ（语气副词）
词译：他 说 要 来 来果然
汉语：他说要来，果然来了。
（5）代词：อยางนั้น、เชนนั้น（那么、那样）；อยางไร（怎么）
；อยางนี、
้ แบบแบบ

นี（
้ 这样、这么、这么样）。
如前边所举的例（90）：
泰语：สาเหตุที่เขาทําอยางนั้น
词译：原因 的 他 做 那么
汉语：他那么做的原因。
（6）介词短语：
时间介词：แต（从），ตลอด（在…中）
，ณ（于）。
如前边所举的例（75） ：
泰语：คุณพอออกไปทํางานแตเชามืด
词译：爸爸 出去 工作 就 拂晓前
汉语：爸爸拂晓前就出去工作了。
处所介词：อยู、ที่ （在），จาก（从）。
如前边所举的例（69）
：
泰语：คุณแมทําอาหารอยูในหองครัว（表示处所）
词译：妈妈 做菜 在 里 厨房
汉语：妈妈在厨房里做菜。
行为关涉对象的介词：สําหรับ（对、对于）
，ตอ（向、对），ใน（对），กับ（和、
同、与）。例如：（157）
泰语：ฉันรูสึกละอายใจมาก สําหรับอุบัติเหตุในครั้งนี้
词译：我 感到 惭疚 非常 [对于] 意外事故 里 次 这
汉语：对于这次意外事故，我感到非常惭疚。
表依据的介词：ตาม（按照、跟随）。例如：
（158） 泰语：ดําเนินการตามแผนที่วางไวลวงหนาอยางตอเนื่อง
词译：执行 [按照] 计划 的 预定 地 继续
汉语：按照预定计划，继续执行。
表路线的介词：ตาม（沿着、随着、顺着）。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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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9） 泰语：เดินตามถนนใหญเสนนี้ไปตลอด 500เมตรก็ถึงแลว
词译：走 [顺着] 街大 条 这 去 一直 500 米就到了
汉语：顺着这条大街一直走 500 米就到了。

，ผาน（通过），โดย（用）。例
表示方式、手段、工具的介词：ดวย（以、用）
如：
（160） 泰语：ฉันเชื่อมั่น ฉันสามารถสอบผานแนนอน
词译：我 坚信 我 能 考 [通过] 肯定
汉语：我坚信我肯定会通过考试的。
表示目的的介词：เพื่อ（为了）。例如：
（161） 泰语：เขาทําเรื่องนี้ เพื่อแสดงความไมพอใจ
词译：他 做 事 这 [为了]表示不满
汉语：他做这件事是为了表示不满。
（7）形容词，如前边所举的例（78）、（79）。
（四）既可以出现在主语前，也可以出现在主语后的状语
汉语中，表示时间的词语，包括时间词和部分时间副词（忽然、突然、向来、
马上、立刻 、一时、 天一黑等），多数介词短语，语气副词，以及极个别的描写
性状语，它们作状语一般既可以位于主语前，也可以位于主语后。但是一般情况下，
它们大多位于主语后，如果位于主语前，常常有一些特别的作用，或者是强调状语，
或者是对比，或者是照顾上下文的连接，或者使句子结构紧凑，便于理解，或者放
在主语前，修饰几个分句。例如：
（162）[明明]是他自己犯的错，他却要嫁祸给别人。（强调语气）
（163）[对他]而言，事业才是最重要的。（强调对象）
（164）[天一黑]，他就将所有的马带入马圈，才把后门关上。（修饰两个分句）
（165）[除了]钞票之外，他的票夹里还有一张女友的小照。（承接上文）
（166）他正要出去，[忽然]下起大雨来了。（强调时间）
（167）快进去吧，电影[马上]就要开演了。（强调时间）
泰语中，状语不存在既位于主语前，又可以位于主语后的情况。
（五）既可以位于主语前，也可以位于中心语后的状语
这种位置情况，较常出现于泰语中。由介词：เมื่อ、ตอน （当……时候）、ใน
（在……里）、ระหวาง 、ระยะเวลา（时期）。引导的时间词，通常可以放在主语前，
也可以放在中心语后。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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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 泰语：ในระยะเวลาอันสั้น ปญหานี้ ไมสามารถแกไขได（位于主语前）
词译：时期 短 问题 这 不能 解决 可以
泰语： ปญหานี้ ไมสามารถแกไขไดในระยะเวลาอันสั้น（位于中心语后）
词译：问题 这 不能 解决 可以 时期 短
汉语：这个问题不能在短时期内解决的。
（169） 泰语：เมื่อวานนี้ เขามาหาฉันที่บาน（位于主语前）
词译：昨天 他 来 找我 在家
泰语： เขามาหาฉันที่บาน

เมื่อวานนี（
้ 位于中心语后）

词译：他 来 找我 在家 昨天
汉语：昨天他来我家找我。
由表原因的介词

เพราะ（因为）

引导的一些状语，可以放在主语前，也可以

放在中心语之后。例如：
（170） 泰语：เพราะฉันตื่นสาย เลยไมไดทานขาวเชา
词译：因为 我醒迟 所以 没有 吃 饭早
汉语：我因为起得晚，所以没吃早餐。
（171）泰语：ฉันทําอาหารไทยเปน เพราะเขา
词译：我 做 菜 泰国 会 因为 他
汉语：因为他，我才会做泰国菜。
一些处所介词短语充当状语，一般情况下位于中心语后，有时候也可以位于主
语前。例如：
（172） 泰语：คุณแมกําลังหัดทําเคกกาแฟอยูในหองครัว
词译：妈妈 正在 学 做 蛋糕 咖啡 在 里 房厨
汉语：妈妈正在厨房里，学做咖啡蛋糕。
（173） 泰语：บนเวที หลอนรายรําอยางงดงาม สีสันสองแสงแพรวพราว
词译：上 舞台 她 起舞 翩翩 光彩照人
汉语：她在舞台上翩翩起舞，光彩照人。

3.3.2 汉泰多项状语排列规律对比
综合多位汉语学者关于汉语多项状语语序研究的成果，我们可以归纳出多项
状语排列的基本规律：
（1）表示时间的名词或时间介词短语（指明何时）；
（2）表示处所的介词短语（指明何地）；
（3）表示范围的副词（指明什么范围）；
（4）表示情态的形容词（指明怎样）；
（5）表示对象的介词短语（指明同谁）。
在泰语中，状语只要由副词、形容词或形容词短语、介词词组、时间词或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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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短语、动词或动词短语等充当。
一般来讲，形容词、动词做状语放在中心语之后者居多，副词作状语位置比
较复杂，有的放在中心语的前面，有的放在中心语的后面；有的离中心语比较近，
有的离中心语较远。介词词组的位置灵活，有的离中心语最近，有的离中心语最远，
有的位置居于中间。
泰语中，多项状语的词类构成和语序大致如下：
（1）表明时间的名词；
（2）表示处所的介词词组；
（3）表示程度、方式等的副词；
（4）表示情态的形容词；
（5）表示对象的介词词组。
由此可见，汉、泰多项状语的词类构成和语序既有相同的，又有不同的。汉
语中方位名词和表示方位、处所的介词词组都可以作状语，而在泰语中方位名词不
作状语，表示方位、处所的介词词组可以作状语。由于泰语中的助动词和汉语中的
助动词是不对应的，泰语中有一部分助动词相当于汉语中的副词，所以与汉语相比，
泰语中助动词的意义是比较丰富的，作状语时，有的在中心语的前面，有的在中心
语的后面，位置相对汉语来说比较灵活。与汉语一样，泰语中的时间名词和表示处
所、空间的介词词组可以位于句首也可以在句中，因为它们跟中心语的语义关系比
较远，一般没有直接的语义关系。随着多项状语项数的增加，不同词类的位置也相
对灵活多变起来，而与汉语相比，泰语多项状语的位置更加灵活多变。

3.3.3 小结
笔者通过对汉语与泰语中充当状语的成分及位置对比，得出结论如下：
1. 状语位于主语前。
汉语中，只能位于主语前的状语限于制性的，主要是由“关于”“至于”构成
的介词短语。当谓语中包含其他结构比较复杂的描写性状语时，不包含介词的处所
词语也要放在主语前。
泰语中，一般来说，只能位于主语前的有：时间名词或词组，处所词或词组，
少数副词也常常位于主语前面，例如时间副词、语气副词等等。）
2. 状语位于主语后。
汉语中，只能位于主语后的状语包括：绝大多数描写性的状语，部分限制性的
状语；副词，表示语气的及部分时间副词除外；少数不包含介词的处所词语，在口
语中要放在主语后；由“把”、
“被”、
“将”、
“叫”、
“让”、
“给”、
“管”、
“替”、
“离”
等构成的介词短语。
泰语中，只能位于主语后作状语的主要包括以下这些词：能愿动词否定动词、
时间副词、范围副词、语气副词、关联副词、少数介词短语等。
3. 状语位于中心语后。
汉语中，一般情况下，状语不能置于中心语之后，但有时为补充说明或突出描
写中心语，状语也会在中心语之后，即后置状语。后置状语是一种特殊的次序，使
用频率不高。凡是后置状语，前边一般都有停顿，在书写上用逗号表示出来。
泰语中，有相当部分的状语能位于中心语之后，例如以下这些词：程度副词；
时间副词；范围副词；代词；介词短语；形容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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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状语既可以出现在主语前，又可以出现在主语后。
汉语中，表示时间的词语，包括时间词和部分时间副词（忽然、突然、向来、
马上、立刻 、一时、 天一黑等），多数介词短语，语气副词，以及极个别的描写
性状语，它们作状语一般既可以位于主语前，也可以位于主语后。但是一般情况下，
它们大多位于主语后，如果位于主语前，常常有一些特别的作用，或者是强调状语，
或者是对比，或者是照顾上下文的连接，或者使句子结构紧凑，便于理解，或者放
在主语前，修饰几个分句。
泰语中，状语不存在既位于主语前，又可以位于主语后的情况。
5. 状语既可以位于主语前，也可以位于中心语后。
状语既可以出现在主语前，也可以位于中心语后的情况，较常出现于泰语中。
由介词：เมื่อ、ตอน （当……时候）、ใน（在……里）
、ระหวาง 、ระยะเวลา（时期）
引导的时间词；由表原因的介词

เพราะ（因为）

引导的一些状语；一些处所介词

短语充当状语，一般情况下位于中心语后，有时候也可以位于主语前。
在了解了状语组成成分以及相应位置之后，笔者对汉语与泰语的状语语序进行
了对比分析，得出结论如下：
汉语多项状语的排列规律为：
（1）表示时间的名词或时间介词短语（指明何时）；
（2）表示处所的介词短语（指明何地）；
（3）表示范围的副词（指明什么范围）；
（4）表示情态的形容词（指明怎样）；
（5）表示对象的介词短语（指明同谁）。
泰语多项状语的词类构成和语序大致为：
（1）表明时间的名词；
（2）表示处所的介词组；
（3）表示程度、方式等的副词；
（4）表示情态的形容词；
（5）表示对象的介词短语。

4．泰国汉语学习者多项状语排列偏误考察分析
4.1 考察对象
调查对象一共 47 名，是泰国北京语言大学曼谷学院汉语言专业经贸方向的本
科生，各年级分布情况为：一年级 16 名、二年级 9 名、三年级 8 名、四年级 14 名。
北语曼谷学院一学年的课程设置为 400 学时。本文被试汉语水平处于中级水平。问
卷调查表详见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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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多项状语排列偏误统计数据（见表 1、表 2）
表 1： 对照泰语组句测试结果统计表
一年级 16 名

题号

二年级 9 名

三年级 8 名

四年级 14 名

错误人数

错误率

错误人数

错误率

错误人数

错误率

错误人数

错误率

0

0.00

1

11.11

1

12.50

0

0.00

1
2

8

50.00

5

55.56

6

75.00

4

28.57

3

13

81.25

9

100.00

6

75.00

9

64.29

4

8

50.00

5

55.56

1

12.50

3

21.43

5

16

100.00

9

100.00

7

87.50

10

71.43

6

12

75.00

8

88.89

7

87.50

12

85.71

7

7

43.75

3

33.33

5

62.50

7

50.00

8

8

50.00

2

22.22

2

25.00

4

28.57

9

9

56.25

4

44.44

3

37.50

3

21.43

10

5

31.25

5

55.56

1

12.50

2

14.29

表 2： 泰译汉测试结果统计表
一年级 16 名

题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二年级 9 名

三年级 8 名

四年级 14 名

错误人数

错误率

错误人数

错误率

错误人数

错误率

错误人数

错误率

3
13
5
7
16
12
14
15
4
15

18.75
81.25
31.25
43.75
100.00
75.00
87.50
93.75
25.00
93.75

1
1
2
4
6
8
1
8
1
2

11.11
11.11
22.22
44.44
66.67
88.89
11.11
88.89
11.11
22.22

0
1
1
3
5
4
1
7
3
2

0.00
12.50
12.50
37.50
62.50
50.00
12.50
87.50
37.50
25.00

0
1
2
3
6
3
0
9
4
1

0.00
7.14
14.29
21.43
42.86
21.43
0.00
64.29
28.57
7.14

由表 1、表 2 的统计结果来看，泰国学生多项状语的偏误产生与状语项数多少以及
母语与汉语的差异程度两个因素有关。

4．3 偏误类型、出现频率及出现偏误的成因分析
下面我们分别依据表 1、表 2 的统计结果，找出偏误率较高的测试题逐个进行
个案剖析。
表 1 第 2 题：
泰语：แตไหนแตไรมา สมชายไมเคยมาสาย
词译：从来 宋猜 没有 过 迟到。
汉语：宋猜[从来][没有]迟到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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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来宋猜没有迟到过。（错序偏误）
改：宋猜（从来）没有迟到过。
分析：泰语中，时间副词：从来 แตไหนแตไรมา、早晚 ไมชาก็เร็ว，只能位于主语
前，而汉语中，时间副词充当状语只能置于中心语之前。从学生的病句中，笔者猜
测，句中学生将“从来”置于主语之前，主要是由于受到了泰语母语的影响。学生
错误率：一年级为 50%，二年级为 55.56%，三年级为 75%，四年级为 28.57%。这
说明从总体上来说泰国学生对于初学汉语修饰语时的偏误还是有一定认识的，偏误
会随着泰国学生汉语水平的提高而逐渐减少。
表 1 第 3 题：
泰语：กีฬาโอลิมปก จะจัดขึ้นที่กรุงปกกิ่งในวันที่

8 เดือน 8 ป 2008

词译：奥运会 将 举行 在北京 于八日八月 2008 年
汉语：奥运会[将][于 2008 年 8 月 8 日] [在北京]举行。
*（1）于 2008 年 8 月 8 日奥运会将在北京举行。（错序偏误）
改：（奥运会将）于 2008 年 8 月 8 日 在北京举行。
*（２）奥运会将举行在北京于 2008 年 8 月 8 日。（母语干扰）
改：奥运会将（于 2008 年 8 月 8 日）（在北京）举行。
*（３）奥运会将在北京举行于 2008 年 8 月 8 日。（母语干扰）
改：奥运会将（于 2008 年 8 月 8 日）在北京举行。
分析：偏误出现的原因依然在于学生受母语泰语的影响，学习者在使用语言时
不自觉地对目的语的偏离，是以目的语为标准表现出来的错误或不完善之处。这种
错误是成系统的、有规律的，反映了说话人的语言能力，属于语言能力范畴。在泰
语中，状语表示时间，一般放在动词之后，例(2)、(3)，有时也可以放在全句之前，
例（1）。汉语中的时间词只能放在动词之前。
表 1 第 5 题：
泰语：ผูคนที่นี่ทักทายแขกดวยไมตรีจิต
词译：人 的 这里 打招呼 与 客人 地 热情。
汉语：这里的人[热情地]与客人打招呼。
*（1）这里的人与客人热情地打招呼。（错序偏误）
改：这里的人（热情地）与客人打招呼。
*（2）这里的人热情地打招呼与客人。（错序偏误）
改：这里的人热情地（与客人）打招呼。
分析：在状语排列过程中，状态、对象与中心语的位置关系为状态+对象+中
心语，状态后多有结构助词“地”，而对象前多加表对象的介词如“跟、向、对、
同”等。第五题便是按照这一规律排列而成的句子，学生错误率较高。一年级的错
误率为 100%，二年级为 100%，三年级为 87.5%，四年级为 71.43%。
通过分析，笔者发现，学生病句中的主要偏误原因包括以下几种情况：
1．动词中心语修饰成分与动作对象位置颠倒；
2．动作对象被置于动词之后。
从学生的病句中可以发现，存在修饰成分后置的情况。笔者猜测，句中将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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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置于动词中心语之后，主要是由于受到了泰语母语的影响，但却忽略了表对象
介词+名词结构及多将动作对象前置的语法特点。第一句学生偏误中，笔者猜测，
学习者充分地考虑到了汉语的语言规则，翻译比较到位，但是忽略了汉语中的语法
使用结构，因此造成偏误。
表 1 第 6 题：
泰语：เมื่อวานนี้ ฉันเจอกับเขาที่วัดพระแกวโดยบังเอิญ
词译：昨天 我 见面 同 他 在玉佛寺 意外的。
汉语：我[昨天][在玉佛寺][意外地][同]他见了一面。
*(1)昨天我同他在玉佛寺意外地见了一面。（错序偏误）
改：昨天我（在玉佛寺）意外地（同他）见了一面。
*(2)昨天我在玉佛寺意外地见了一面同他。（错序偏误）
改：昨天我在玉佛寺意外地（同他）见了一面。
*(3)昨天我在玉佛寺同他意外地见了一面。（错序偏误）
改：昨天我在玉佛寺意外地（同他）见了一面。
分析：对于汉语多项状语来说，多项状语的排列次序按照：时间、处所、状
态或方式、对象+中心语，状态后多有结构助词“地”，而对象前多加表对象的介词
如“跟、向、对，同”等。而泰语中，充当状语的位置主要有两处，一处为中心语
之前，一处为中心语之后。中心语之后的多项状语正好与汉语相反。所以学生对汉
语多项状语的排列顺序不熟悉，就很容易会受到母语的干扰造出上面的偏误句子
来。
表 1 第 9 题：
泰语：นอกจากอาจารย และนักศึกษาแลว ผูปกครองหลายทานตางก็สนใจการประชุม

ครั้งนี้ดวยเชนกัน
词译：除了老师和学生了 家长 一些 都 也 关注 会谈 这次 一样。
汉语：除了老师学生之外一些家长[也][都]关注这次会谈。
*(1)除了老师学生之外一些家长都也关注这次会谈。
改: 除了老师学生之外一些家长[也][都]关注这次会谈。
分析：汉语中，当关联副词和范围副词同为状语时，关联副词“也”表示同
样、并行的意思，应位于“都”范围副词前，在句子中作状语，表示总括全部，应
该放在总括的人或事物后面，动词的前面。这里偏误的产生，也是由于“都”的意
义比较“实”，“也” 的意义比较“虚”，学生先想到的总是“实”的，后想到的才
是“虚”的。从词译上，我们可以看到泰语中“除了老师学生之外一些家长都也关
注这次会谈”学生将母语的规则迁移到了汉语中，出现了第九道题中的偏误。
表 2 第 2 题：
泰语：เมื่อวานนี้ ฉันใชไมโครเวฟปงขนมปงที่บาน
词译：昨天 我 用 微波炉 烤 面包 在 家。
汉语：我[昨天][在家里] [用微波炉] 烤面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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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昨天我用微波炉烤面包。（遗漏偏误）
改：昨天我（在家）用微波炉烤面包。
*(2)昨天我用微波炉在家烤面包。（错序偏误）
改：昨天我（在家）用微波炉烤面包。
*(3)昨天我用微波炉烤面包在家。（错序偏误、母语干扰）
改：昨天我（在家）用微波炉烤面包。
分析：汉语多项状语，句子里如果是多个副词做状语，其顺序是：表示时间、
处所、情态方式的副词+中心语。泰语中，一般的状语都在中心语之后，泰语里如
中心语后带着宾语，则状语要放在宾语之后。
第二道题便是按照这一规律排列而成的句子，一年级学生错误率较高。错误率
为 81.25%，二年级为 11.11%，三年级为 12.50%，四年级为 7.14%。表明这种类型
状语，对泰国学生来说不是很难的类型,随着学生汉语水平的逐渐提高，正确率随
着上升增加,学生比较容易掌握。
通过分析，笔者发现，学生的病句主要包括以下情况：
*(1)昨天我用微波炉烤面包。（遗漏偏误）
分析：遗漏的是介词短语“在家里”泰语句子中的“在家里”
“ที่บาน”放在句
尾，笔者猜测，
“ที่บาน”有或者没有在句子中的意义不受影响。因此学习者在翻译
过程中忽略了这些词语，造成了偏误。
*(2)昨天我用微波炉在家烤面包。（错序偏误）
分析：按照汉语多项状语排列规律：时间、处所、方式+中心语，笔者猜侧，
学习者病句中偏误的主要形成原因为：
1.学习者对多项状语不太熟悉，没有掌握好。
2.泰语中的“ที่บาน”存在歧义情况，这里的词译“我用微波炉在家”的另一个
含义是：
“我用家里的微波炉”。笔者猜侧，学习者误用这个含义翻译，造成了偏误。
*(3)昨天我用微波炉烤面包在家。（母语的负迁移）
分析：笔者在上文中提到，泰语中，一般的状语都在中心语之后，泰语里如
中心语后带着宾语，则状语要放在宾语之后。笔者猜侧，学习者出现的偏误是受到
母语的干扰，把“在家”放到宾语之后。
表 2 第 4 题：
泰语：หลอนถูกขโมย ขโมยมือถือ
词译：她 被 小偷 偷 手机。
汉语：她[被]小偷，[把]手机偷走了。（她被小偷偷了手机。）
*（1）她被小偷偷手机。（遗漏偏误）
改：她被小偷偷了手机。
*（2）她的手机被小偷盗了。（误用偏误）
改：她的手机被小偷偷了。
*（3）她的手机被小偷了。（遗漏偏误）
改：她的手机被小偷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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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用了介词“把”的句子叫“把”字句。“把”字句的意思是：某个确定
的事物因为某个行为、动作而发生某种变化，受到某种影响，产生某种结果。
泰语中没有“把”字句。所以对泰国学生学习汉语是一大障碍，该用“把”字
句表达时，就尽量避免使用，他们认为“把字句”比较难把握的语法结构。如以上
的例句，学生之所应该用“把”而没有用，可以从母语干扰方面找到原因。他们都
把句子翻译成：
1）她的手机被小偷偷走了。
2）她被小偷偷手机了。
3) 她被小偷偷了手机。
表 2 第 5 题：
泰语：เธอไมอยากไปเที่ยวกับพวกเราเหรอ?
词译：你 不想 去玩儿 跟 我们 难道？
汉语：你[难道][不想][跟]我们[一起]去玩儿吗？
*（1）你难道不跟我们去玩？（遗漏偏误）
改：你难道不想跟我们一起去玩？
*（2）难道你不要跟我们去吗？（误用、遗漏偏误）
改：难道你不想跟我们一起去玩吗？
*（3）你难道要不要跟我们旅行？（误用偏误）
改：你难道不想跟我们一起去旅行吗？
*（4）你不想跟我们去玩吗难道？（母语的负迁移）
改：你难道不想跟我们一起去玩吗？
*（5）你不要跟我们旅行难道？（误用偏误）
改：你难道不想跟我们一起去旅行吗？
*（6）难道你不想跟我们一起去玩吧？（误用偏误）
改：难道你不想跟我们一起去玩吗？
分析：汉语中“难道”是副词作状语，放在中心语之前。用在反问句里，加强
反问语气。常跟"吗""不成"等词语配合使用。泰语中的副词作状语位置很复杂，有
的在中心语之前，有的在中心语之后，还有的放在中心语前或后都可以。
根据上述错误率总结，笔者发现学生的错误率随汉语水平的不断增长而下降。
一年级水平错误率最高，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规律：泰国学生水平越高掌握得越好，
而错误率也随水平的上升而下降。这说明语言水平级别的差异对汉语多项状语有一
定的影响。
表 2 第 6 题：
泰语：เมื่อวานคุณนาใชมีดปลอกแอปเปลอยูในหองครัว
词译：昨天 阿姨 用 刀 削 苹果 在 厨房
汉语：阿姨[昨天][在厨房里][用刀]削苹果皮。
*（1）昨天阿姨在厨房削苹果。（遗漏偏误）
改：昨天阿姨在厨房用刀削苹果。
*（2）昨天阿姨用刀削苹果在厨房。（母语的负迁移）
改：昨天阿姨在厨房里用刀削苹果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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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第 7 题：
泰语：วันนี้ ฉันใชเตาอบทําเคกที่บาน
词译：今天 我 用烤箱 做蛋糕 在家。
汉语：我今天[在家里][用烤箱]做蛋糕。
*（１）今天我用烤箱做蛋糕在家。（错序偏误、母语的负迁移）
改：今天我在家用烤箱做蛋糕。
分析：
（例:第六、七道题）泰语中，表示地点“在厨房”、
“在家”的介词短语
总是放在动词“削”、
“做”之后，而汉语的地点状语大多放在动词之前。泰国学生
经常会把状语置后的特点应用到汉语的表达中，也就是按照泰语的语序来组织句
子。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泰国学生受母语影响，习惯把汉语的状语
放在中心语之后，造成以上的偏误。
表 2 第 8 题：
泰语：เธอใชคอมพิวเตอรฝกภาษาอังกฤษที่บานมาสองชั่วโมงแลว
词译：她 用 电脑 练习英语 在家 两个小时了。
汉语：她[在家里][用电脑]练习了两个小时的英语。
*（1）她用电脑练习英语在家两个小时了。（母语的负迁移）
改：她（在家）用电脑练习（了两个小时的）英语。
*（2）她已经在家用电脑练习英语练了两个小时了。（误加偏误）
改：她在家用电脑练习英语两个小时了。
*（3）她在家用电脑练习了两个小时英语。（遗漏偏误）
改：她在家用电脑练习了两个小时（的）英语。
*（4）她用两个小时电脑练习英语在家。（错序、遗漏偏误）
改：她（在家）（用电脑）（练习了）两个小时（的）英语。
分析：在汉语多项状语的排列次序为：时间+处所+工具+情态+中心语+时段。
泰语中，多项状语的排列次序为：时间+工具+中心语+情态+处所+时段。从*例（1）
的词译，我们可以看到学生出现偏误，是由于依赖母语的语序来组织汉语句子而造
成的必然结果。例（2）、（3）、（4）是由于学生所学的有限的目的语知识的干
扰而造成的，表达中需要，但还没有学到，或学到了还没有掌握时，所以出现偏误。
他们要用学到的有限的汉语去表达复杂的思想，就必然会遇到一些表达不出来的东
西，这时候就会形成遗漏、误加、错序等偏误。
表 2 第 10 题：
泰语：เมื่อกอนนั้นพวกคุณเคยใชชีวิตอยูดวยกันมานานเทาไรหรือ?
词译：以前 你们 曾经 生活 共同 了 久多 到底？
汉语：你们[以前][到底][在一起][共同]生活了多久？
*（1）以前你们多少时间共同生活了？（错序偏误）
改：你们（以前）（共同生活了）（多少时间）？
*（2）以前你们曾经共同生活了几年？（错序、误加偏误）
改：你们（以前）共同生活了几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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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以前你们已经共同生活了多长时间了？（错序、误用、偏误）
改：你们（以前）共同生活了多长时间了？
分析：汉语多项状语排列顺序，在描写性的状语中，描写动作者的在前，描写
动作的在后。以下列顺序排列：
（1） 表示时间的状语；（以前）
（2） 表示语气、关联句子；（到底）
（3） 描写动作者的状语；
（4） 表示目的、依据、关涉、协同的状语；（在一起）
（5） 表示处所、空间、方向、路线的状语；
（6） 表示对象的状语；
（7） 描写动作的状语。（共同）
例（1）、（2）、（3）是错序的偏误，可以运用对比分析法来分析。偏误来源于
母语为泰语的学习者。泰语中表示时间的状语“以前”的位置出现在句首，而汉语
绝大多数只能出现在名词的后面，动词、形容词的前面。所以本应放在主语“你们”
后的“以前”会被放在句首。

5．相关教学策略及总结
5．1 针对泰国汉语学习者多项状语排列的教学策略
我们知道汉语修饰语和中心语的位置是泰国学生学习汉语的一个难题，所以我
们在开始教修饰语时，就要向学生明确：在汉语中基本上是修饰语+中心语的句式，
也就是说修饰语一般位于中心语的前面，而这个刚好同泰语的中心语+修饰语的基
本语序相反。
面向母语为泰语的汉语学习者，不管是初级、中级还是高级，我们都要一贯地
坚持汉泰对比的原则。教师在准备教案的过程中，就要有意识地运用对比分析来预
测学生在学习汉语修饰语的过程中，哪些可能成为学生学习的难点，跟母语不同的
项目，往往成为第二语言学习者的难点。教师有了这样一种对比分析的意识，在教
学过程中就会有侧重点地给学生讲解，并可以针对学生学习的重点和难点做一些补
充性的练习。泰语状语的位置和汉语也不尽相同。泰语的状语有些放在动词之前，
有些放在动词之后。例如：表示地点的介宾短语作状语时，泰语总是放在动词之后，
而汉语总是放在动词之前。所以，有的泰国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由于受母语的影
响经常会把地点状语后置，将“玛丽在超市买水果”说成“玛丽买水果在超市”、
“他在图书馆看书”说成“他看书在图书馆”。时间作状语，泰语一般放在动词之
后，有时可以放在全句之前。但汉语中的时间修饰动词总是放在动词之前。因而学
生常常会将“我下午三点上课”说成“我上课下午三点”。此外，泰语中副词作状
语时的位置、能愿动词的位置等，都与汉语中的位置是存在差别的。否定的表达，
泰语中表达否定只有一个词 mai ,但是汉语有两个表达否定的词“不”和“没”，动
词“有”只能用“没”来否定。受母语的影响，泰国学生会把“我没有”说成“我
不有”。日期的表达，汉语日期表达是先年再月后日，而泰语的日期表达与汉语完
全相反，是先日再月后年。这样的偏误屡见不鲜。如果教师对泰国学生学习这一特
点事先有所了解，在讲解这个语法点之前就预测到泰国学生可能会造出这一类的句
子。那么，教师在讲解的过程中就会有所侧重和强调，在教学的过程中教师也会把

40

所要讲的规则和条件先进行解释。如：
1）把最常用多项状语的几个例句写出来，先从单项、二项、三项开始，由简
到繁、由易到难。
2）把泰语的排列顺序为时间、工具、中心语、方式、处所、时段，
与汉语的状语排列顺序为：时间、处所、工具、中心语、方式、时段。进行对比和
分析，找出汉语学习者母语以及熟悉语言的区别与联系以便开展教学。帮助学生正
确把握了解两种语言各自状语语序的特点，一方面有意识的去克服母语的负迁移影
响，让学生了解汉语的内在规律，另一方面充分利用两种语言的共同点，发挥母语
的正迁移作用，使学生真正掌握所学知识。
3）让学生通过教材内容的学习、练习以及相应的测试，提高学生正确使用汉
语状语的能力。
4）让学生把所做好的练习，多读或多背几次。这样会使学生对多项状语的句
式更加熟悉。
打好了这样一个基础，才能使整个教学过程明确清晰， 再多重复几次、多强
调几次，多做一些练习，学生对于这一语法点便会很快、很好地掌握了。

5．2 针对汉语多项状语教学的建议
汉语在泰国是作为一门外语教学，由于受到时间限制（每星期只有一至五节课，
六节以上的比较少），限于汉语资料贫乏，学生除了课本、教具以外，很少有机会
从其他方面再接触到汉语；另外，泰国学生没有一个合适的汉语语言环境，除了课
堂上或课堂下跟老师相互交流几句话以外，平时很少用到汉语。
下面本人根据本文的研究，对泰国汉语多项状语教学提出五点建议：
1）加强语感训练。学习语言重要的条件之一是要有一个良好的语言环境，而
良好的语言环境是培养目的语语感的先决条件。要学会地道的汉语，就应当加强汉
语的语感训练。在学校、在班级要时刻营造使用汉语的氛围，形成纯正的汉语语言
环境。
2）要与母语结合起来学习汉语。目前在泰国学校就学的学生，由于日常用语
是自己的母语，用汉语表达时，首先要在头脑当中用泰语快速打个腹稿，然后经过
翻译才能说出口，由此，泰国学生经常会用母语语法套用汉语语法，产生次序颠倒、
混乱等现象。我们建议在汉语教学中训练学生能够用汉语思维，但是实践证明，只
有少数学生能用汉语思维。因此，有必要引导学生用母语进行语码转换。
3）要重视语序和虚词教学。
3．1）加强汉语和泰语两种语言状语语序排列次序异同的对比，尤其是差
异方面的对比，还有一般情况下与特殊情况下的对比分析，帮助学生正确把握了解
状语语序的特点，利用两种语言的共同点，发挥母语的正迁移作用。
3．2）汉语里，虚词占重要的位置，泰国学生所出现的语法错误，大多跟
虚词有关。这包括“该用这个虚词而用了那个虚词”、“句子里共现虚词不相配”、
“没有满足所用虚词的特殊要求”等等。因此，对于虚词，老师不能只讲类的特点
（如介词，只讲整个介词类的特点），常用的、重要的虚词必须一个一个讲；学生
也得一个一个地学，特别是一些常用的虚词，如介词“把”、
“被”、
“叫”、
“让”等。
4）对较难习得的多项状语的排序，教师可以分几个步骤讲授。首先要讲清两
项状语的排序， 然后再过渡到三项、四项、及至更多项的状语。这样才能避免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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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生不知所措的现象。
5）提高汉语教师素质。泰国学生的主要习得来源是汉语教师，因此，提高汉
语教师的素质是至关重要的。教师既要了解汉语文化背景，又要了解汉语深层的文
化底蕴。

5．3 对教材编写的建议
针对目前的教材现状，本文对今后的教材编写提出以下建议：
1）在汉语教材编写中贯彻对比教学的原则，有针对性、循序渐进、分阶段的
安排汉语和泰语状语对比教学的内容和相关的注释或说明，同时设计一些相应的课
内外配套练习题，让学生通过教材内容的学习、练习以及相应的测试，以提高学生
正确使用汉语状语的能力。
2）应当落实的语法知识点在教材中一定要有明确的落脚之处。我们要关注的
是让学生在遇到语法问题的时候，能够明确哪一个知识点在教材的哪一册当中学到
过。特别是细节的、似是而非的、但又必须明确的知识点尤其要在教材中有所体现。
如：语序的排列；虚词的使用等等。

5．4 总结
关于偏误的研究，目前来看已经比较成熟了，留学生在使用汉语的过程中会出
现各种各样的偏误，这些偏误除了一部分是受到母语的干扰之外，另一部分与汉语
的本体有关。关于这个问题，陆庆和（2005）进行了详细的说明：“主要表现为两
方面的问题，一是对该句型或该词所表示的语义（显性或隐形的）不能比较准确的
理解与把握，二是对使用该句型或该词语组合成句时所受到的句子内部与外部规制
缺乏全面的认识。所谓内部规制，是指某一句型或词语成句时，句子内部各种成分
间的相互制约（与哪类词语是相容的、可以搭配的，同时需要哪些相关的成分与之
共现或呼应，对哪些成分或哪类词语是排斥的等等）。所谓句子的外部规制，是指
在什么样的语境下应该或不能使用某个句型或某个词语等等。前者主要是语义和语
法问题，后者更多的是语用问题”。
从前文对偏误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泰国学生习得多项状语的偏误也体现在这
两个方面。我们认为泰国学生使用汉语多项状语时出现偏误的原因主要有两点：其
一，汉语多项状语语义和语用本身的复杂性。其二，汉语多项状语与泰语多项状语
并不完全对应。
综合以上的研究和分析，我们可以得出本体研究和对外汉语教学是相互促进
的，对外汉语教学向本体提出挑战，促进本体研究的发展，本体研究的进步反过来
又促进对外汉语教学的进步，对外汉语教学的发展，要求本体研究的结果更具有实
用性和解释性，当外国学生学到某一个语法规则特别是意义相似而用法不一样的规
则的时候，总是喜欢问为什么，如果我们只是回答这是汉语的习惯，肯定会打击他
们学习的积极性和学习汉语的兴趣，如果能给他们一个合理的解释，学生会感觉汉
语很有意思，从而提高他们学习的兴趣。这对我们本体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这也
将促进研究方法的不断探索和改进。我们应该抓住汉语国际教育发展的时机，将汉
语语法的本体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高度。语法是一个很有规则的语言要素，但是其间
的条理性还有待于我们进一步研究。本文的研究对象虽然是泰国学生，但是笔者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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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本文的研究成果对于其他国家学生多项状语的教学和学习也是有一定帮助的。
最后我们指出本文的不足之处，希望在以后的研究中能有所突破。
1.汉语的多项状语之间的排列顺序虽然存在一定的规律，但在排列及使用过程
中，内在规律也会受到表义侧重的影响。这种根据表义侧重点而改变的状语排列规
律，属于更为复杂的语言现象。目前，我们对常见的多项状语排列规律研究已经比
较多了，但是在根据表义侧重点排列状语这一点上，却没有涉及，在今后的研究中
会关注该方面的动态。
2.虽然笔者对泰国学生多项状语的使用情况进行了总结分析，但是调查对象仅
限于一所高校的本科学生，研究范围比较窄，所得结果不够全面。同时，由于篇幅
的限制，笔者只是对学习者出现的偏误进行了分类对比，并对产生的原因进行了简
单的总结，并根据需要对调查对象进行简单的采访，却没有将所分析结果以及相关
教学策略在调查对象及广大学生的多项状语习得中进行再次求证与实践，笔者希望
以后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拓宽并落实。
3．由于问卷考察的对象也包括汉语水平一般的学生，所以我们在设计问卷的
时候选用比较简单的词，有的例子就是口语中经常说的，这样可能就会出现结果是
学生猜对的现象，从而影响问卷调查的效度和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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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偏误语料
题
号
1

附表 1： 对照泰语组句测试题
O 正确答案
…泰汉词译对比
测试题
泰文句子

บายวันนี้ ฉันดูทีวีที่บาน

错误（问题）句子

今天我下午在家看电视。

…下午今天我看电视在家。
O 我今天下午在家看电视。
2

แตไหนแตไรมา สมชายไมเคยมาสาย

从来宋猜没有迟到过。

…从来宋猜没有迟到过。
O 宋猜从来没有迟到过。
3

4

กีฬาโอลิมปก จะจัดขึ้นที่กรุงปกกิ่งในวันที่8เดือน8ป2008 于 2008 年 8 月 8 日奥运会将在北京举行。
…奥运会将举行在北京于八日八月 2008 年
O 奥运会将于 2008 年 8 月 8 日 在北京举行。

奥运会将举行在北京于 2008 年 8 月 8 日。
奥运会将在北京举行于 2008 年 8 月 8 日。

เขาดูหนังสือที่หองสมุดเปนเวลาสามชัว่ โมงแลว

他在图书馆看书的三个小时了。
他在图书馆看的书三个小时了。

…他看书在图书馆的三个小时了。
O 他在图书馆看了三个小时的书。
5

ผูคนที่นี่ทักทายแขกดวยไมตรีจิต

这里的人与客人热情地打招呼。
这里的人热情地打招呼与客人。

…人的这里打招呼与客人地热情。
O 这里的人热情地与客人打招呼。
6

เมื่อวานนี้ ฉันเจอกับเขาที่วัดพระแกวโดยบังเอิญ

昨天我同他在玉佛寺意外地见了一面。
昨天我在玉佛寺意外地见了一面同他。
昨天我在玉佛寺同他意外地见了一面。

…昨天我见面同他在玉佛寺意外的。
O 我昨天在玉佛寺意外地同他见了一面。
7

สมชายใชคอมพิวเตอรพิมพตวั อักษรอยางรวดเร็ว

宋猜用电脑打字地快速。
宋猜快速地用电脑打字。

…宋猜用电脑打字地速快。
O 宋猜用电脑快速地打字。
8

9

宋猜用快速地打字电脑。

หลอนเปนคนแรกที่มาโรงเรียนดวยรอยยิ้มอันราเริงทุกวัน

她每天都是笑嘻嘻地第一个来学校。

…她是人第一来学校地笑嘻嘻每天。
O 她每天都是第一个笑嘻嘻地来学校。

她每天都是第一个来学校笑嘻嘻地。

นอกจากอาจารย และนักศึกษาแลว ผูปกครองหลายทานตางก็
สนใจการประชุมครั้งนี้ดวยเชนกัน

除了老师学生之外一些家长都也关注这次会
谈。

…除了老师和学生了 家长一些都也关注会谈这
次一样。
O 除了老师学生之外一些家长也都关注这次会
谈。
10

เมื่อวานนี้ ฉันใชกลอง ถายรูปเพื่อน ๆ ในหองเรียน
…昨天我用照相机拍照片里教室。
O 我昨天在教室里用照相机给朋友拍了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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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我用照相机给朋友拍了照片在教室里。
昨天在教室里我用照相机给朋友拍了照片。

附表 2
偏误语料
题
号
1

…泰汉对比

泰译汉测试正误对照表

O 正确答案
测试题

泰文句子

错误（问题）句子

วันนี้ฉันนั่งรถไปทํางาน
…今天我坐车去上班。

今天我坐车上班。

O 今天我坐车去上班。
2

เมื่อวานนี้ ฉันใชไมโครเวฟปงขนมปงที่บาน

昨天我用微波炉烤面包。
昨天我用微波炉在家烤面包。
昨天我用微波炉烤面包在家。

…昨天我用微波炉烤面包在家。
O 我昨天在家里用微波炉烤面包。
3

เขารูสึกวา ทุกคนไมนารัก

她觉得每个人不可爱。
她觉得个个人没有感情。

…她觉得每个人不可爱。
O 她觉得每个人都不可爱。
4

5

6

หลอนถูกขโมย ขโมยมือถือ

她被小偷偷手机。
她的手机被小偷盗了。
她的手机被小偷了。

…她被小偷 偷手机。
O 她被小偷把手机偷走了。
（她被小偷，偷了手机。）
เธอไมอยากไปเที่ยวกับพวกเราเหรอ？
…你不想去玩儿跟我们难道？
O 你难道不想跟我们一起去玩儿吗？

你难道不跟我们去玩？
难道你不要跟我们去吗？
你难道要不要跟我们旅行？
你不想跟我们去玩吗难道？
你不要跟我们旅行难道？
难道你不想跟我们一起去玩吧？
昨天阿姨在厨房削苹果。
昨天阿姨用刀削苹果在厨房。

เมื่อวานคุณนาใชมีดปลอกแอปเปลอยูในครัว
…昨天阿姨用刀削苹果在厨房。
O 阿姨昨天在厨房里用刀削苹果皮。

7

วันนี้ ฉันใชเตาอบทําเคกที่บาน

今天我用烤箱做蛋糕在家。

…今天我用烤箱做蛋糕在家。
O 我今天在家里用烤箱做蛋糕。
8

เธอใชคอมพิวเตอรฝกภาษาอังกฤษที่บานมาสองชั่วโมงแลว
…她用电脑练习英语在家两个小时了。
O 她在家里用电脑练习了两个小时的英语。

9

นักศึกษาสนใจกับการเรียนวิชาแปลมาก
…学生感兴趣地学习课翻译。
O 学生对翻译课很感兴趣。

10

เมื่อกอนนั้นพวกคุณเคยใชชีวิตอยูดวยกันมานานเทาไรหรือ？
…以前你们曾经生活共同了久多到底？
O 你们以前到底在一起共同生活了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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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用电脑练习英语在家两个小时了。
她已经在家用电脑练习英语练了两个小时
了。
她在家用电脑练习了两个小时英语。
她用两个小时电脑练习英语在家。
学生很感兴趣地学习翻译。
学生对翻译课有感兴趣。
学生们对翻译课都很感兴趣。
同学们非常感兴趣翻译课。
以前你们多少时间共同生活了？
以前你们曾经共同生活了几年？
以前你们已经共同生活了多长时间了？

แบบสอบถาม

调查问卷

1．您现在的汉语水平（HSK 或者自我评估）属于 ระดับความรูภาษาจีน (ระดับผลสอบ HSK / จาก

การประเมินตนเอง ) ：
中级
高级
2．您已经学了几年的汉语 คุณเรียนภาษาจีนมานานเทาไร ：……………年 ป ……………月 เดือน

วัตถุประสงคและคําแนะนําในการกรอกแบบสอบถาม
แบบสอบถามชุดนี้จัดทําขึ้นมาเพือ่ ศึกษาและวิจัยสภาพการณการเรียนไวยากรณภาษาจีนของนักศึกษาไทยระดับปริญญาตรี สาขาวิชาภาษาจีน ทั้งนี้เพื่อนํา
ผลที่ไดมาวิเคราะห และเสนอเปนแนวทางในการปรับปรุงเทคนิควิธีการในการเรียนการสอนภาษาจีนใหมีประสิทธิภาพยิ่งขึ้น แบบสอบถามชุดนี้มคี ําถามทั้งหมด
20

ขอ โดยแบงเปน ๒ แบบ

แบบที่ ๑ ใหนําวลีที่ใหมาในแตละขอจัดเรียงลําดับใหมใหถกู ตองตามหลักไวยกรณภาษาจีนตามความหมายในประโยคภาษาไทย
แบบที่ ๒ ใหแปลประโยคภาษาไทยที่กําหนดใหเปนภาษาจีน
ใหผูจัดทําหวังเปนอยางยิ่งวา จะไดรับความรวมมือจากนักศึกษาทุกทานเปนอยางดี จึงขอขอบคุณมา ณ ที่นี้

（一）按顺序排列组句

เมื่อกลางวัน ฉันทานขาวที่โรงอาหาร

例句：ตัวอยาง

1)中午

จงเรียงประโยคใหถูกตองตามหลักไวยกรณ โดยใสหมายเลขขอของวลีลงในชองตาราง

2)食堂

3)在

4)吃饭

5 1 3 2 4

5)我

1.บายวันนี้ ฉันดูทีวีที่บาน
1)看电视

2)家

3)我

4)今天

5)在

6)下午

2.แตไหนแตไรมา สมชายไมเคยมาสาย
1)宋猜

2)没有

3)迟到过

4)从来

3.กีฬาโอลิมปก จะจัดขึ้นที่กรุงปกกิ่ง ในวันที่ ๘ เดือน ๘ ป ๒๐๐๘.
1)举行

2)将

3)奥运会

4)在北京

5)于 2008 年 8 月 8 日

4.เขาดูหนังสือที่หองสมุดเปนเวลาสามชั่วโมงแลว
1)图书馆

2)在

3)他

4)三个小时

5)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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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了

7）的

8）书

5.ผูคนที่นี่ทักทายแขกดวยไมตรีจิต
1)热情

2)打招呼

3)与客人

4)这里的人

5)地

6.เมื่อวานนี้ฉันเจอกับเขาที่วัดพระแกวโดยบังเอิญ
1)我

2)在玉佛寺

3)见了一面

4)同他

5)昨天

6)意外地

7.สมชายใชคอมพิวเตอรพิมพตัวอักษรอยางรวดเร็ว
1)打字

2)用

3)宋猜

4)快速

5)电脑

6)地

8.หลอนเปนคนแรกที่มาโรงเรียนดวยรอยยิ้มอันราเริงทุกวัน
1)都是

2)笑嘻嘻地

3)每天

4)第一个

5)来学校

6）她

9.นอกจากอาจารยและนักศึกษาแลว ผูปกครองหลายทานก็สนใจการประชุมครั้งนี้ดวยเชนกัน
1)一些家长

2)除了老师

3)学生之外

4)也 5)关注

6)会谈

7)这次

8)都

10.เมื่อวานฉันใชกลอง ถายรูปเพื่อน ๆ ที่หองเรียน
1)我

2)昨天

3)在教室里

4)朋友

5)拍了照片

6)用照相机

7)给

（二）泰译汉（划线的是生词，后面括弧里有对应的汉语词语）

จงแปลประโยคตอไปนี้ใหเปนภาษาจีน

(คําศัพทภาษาจีนที่อยูในวงเล็บ คือคําแปลของคําศัพทที่ขีดเสนใตในประโยคภาษาไท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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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句：ตัวอยาง

พรุงนี้ฉันจะไปซื้อหนังสือที่รานหนังสือ （书店）

明天我要去书店买书。
1)วันนี้ฉันนั่งรถไปทํางาน （上班）

..........................................................................................................................
2)เมื่อวานนี้ ฉันใชไมโครเวฟปงขนมปงที่บาน（微波炉）

........................................................................................................................
3)เขารูสึกวา ทุกคนไมนารัก（觉得）

..........................................................................................................................
4)หลอนถูกขโมย ขโมยมือถือ （被小偷）

..........................................................................................................................
5)เธอไมอยากไปเที่ยวกับพวกเราเหรอ？（难道）

..........................................................................................................................
6)เมื่อวานคุณนาใชมีดปลอกแอปเปลอยูในครัว （削苹果）

..........................................................................................................................
7)วันนี้ ฉันใชเตาอบทําเคกที่บาน （烤箱）

..........................................................................................................................
8)เธอใชคอมพิวเตอรฝกภาษาอังกฤษที่บานมาสองชั่วโมงแลว （练习）

..........................................................................................................................
9)นักศึกษาสนใจกับการเรียนวิชาแปลมาก （感兴趣）

..........................................................................................................................
10)เมื่อกอนนั้นพวกคุณเคยใชชีวิตอยูดวยกันมานานเทาไรหรือ ？（共同生活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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