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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tries to explore the usage of vocabulary learning strategies in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 on 
students with different background. It attempts to elicit useful ideas and gives a practical guidance in learning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This work explains how learning environment, cultural background and 
proficiency level can highly affect the choice of learning strategies. And even though students are learning 
different languages, there are similarities in their choice of strategies during the process of acquiring the target 
langu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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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本文试图探讨不同背景的二语学习者在词汇学习策略方面的使用，以期获得有关二语词汇学习策略

方面的有益启示，并能更好地促进词汇学习与教学。本文发现学习环境、文化背景和语言水平是导致学

生在二语词汇学习策略使用差异的因素。本文发现虽然学习者所学习的二语语种不一样，不过他们的成

功之道具有一些共同之处。 

 

关键词：词汇   二语  学习环境 文化背景 语言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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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不同背景的学生在二语词汇学习策略的使用方面虽然有着某些相似之处，但更多表现出的

还是差异。那么，究竟是哪些因素导致了这些差异的产生呢？本文中，笔者将从学习环境、文

化背景和语言水平等方面来做个简单的分析，以期更深入地探讨这些因素对词汇学习策略使用

的影响。 

 

内容 

学习环境与词汇学习策略 

语言的学习环境对于学习策略的影响已经引起了很多研究者的注意，已有相关研究指出学

习者在目的语环境与在非目的语环境中，所采用的学习策略是不同的。而在本研究中，学习环

境对学生学习二语词汇时使用学习策略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学习环境与词汇学习的资源应用策略 

 

在目的语学习环境中的学生（例如来中国学习汉语的外国留学生）比在非目的语学习环境

中的学生（例如在中国学习英语的中国大学生）会更经常、也更好地使用资源应用这一策略。

目的语的学习环境为学习者提供了大量真实的学习资源，从而在客观上有力地促使学习者利用

这一社会环境的资源，在社会交际中进一步学习语言知识，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据调查，在

众多的资源应用策略中受学习环境影响最明显的当属寻找语言伙伴这一条子策略了。目的语学

习环境为学习者提供了非常难得而珍贵的寻找语言伙伴的平台。之前吴勇毅教授在 2008 年发表

的《意大利学习口语交际策略的个案分析》中也指出学习者在目的语环境中使用学习策略时非

常突出的便是语言伙伴这一策略。由此可见，这两者之间的相关性是有一定的普及性和科学性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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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学习环境与词汇学习的认知策略 

 

学习环境对于学习者认知策略的使用也有一定的影响，其中最明显的就是学习者的查词典

策略。 

 

目的语学习环境中的学习者（例如来中国学习汉语的外国留学生）比非目目的语环境中的

学习者(例如在中国学习英语的中国大学生)更加积极地使用查词典策略。目的语的学习环境为学

习者提供了沉浸式的交际环境，学习者无时无刻都有需要利用所学的目的语词汇进行交际的机

会。这样一来，接触到新词汇或是巩固已学词汇的几率大大提高，从而也从客观上使学习者查

词典的需求大量产生。这一点是可以理解的，并且对于学习者的词汇学习有百利而无一害。 

 

三．学习环境与词汇学习的元认知策略 

 

除了资源应用和认知策略受到学习环境的影响之外，词汇学习的元认知策略也与学习环境

有一定的相关性，特别是在“自我检查”以及“与母语人士比较”这两条子策略上。调查结果表明在

目的语环境中的学习者（例如来中国学习汉语的外国留学生）比非目的语环境中的学习者（例

如在中国学习英语的中国大学生）更加积极地使用上述两条元认知策略。 

 

当学习者在目的语环境中学习时，自然有更多运用所学词汇的机会，并且目的语的学习环

境也能够及时地给出学习者相对的反馈 ，从而也就使学习者有更多检验自己词汇的机会。虽然

一开始的时候学习者未必有意识去主动检验自己的词汇学习情况，但在一次次的反馈之后，学

习者逐渐建立起了自我检查的良好学习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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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当学习者身处目的语学习环境时，大量接触母语人士的机会使他们比非目的语学习

环境中的学习者有更好的条件可以比对自己和母语人士在用词上的差别。虽然这一策略的使用

在刚开始时也并非是出于自觉，而是通过与母语人士的交际而自然获得的，但学习者在这样的

环境中会逐步慢慢建立起使用这一策略的主动性和习惯。 

 
 

文化背景与词汇学习策略 

 
 

学习者的文化背景和他们所使用的词汇学习策略之间也有紧密的联系。不同文化背景的学

习者会采用不同的词汇学习策略。文化背景这一因素对词汇学习策略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

个方面： 

 

一．文化背景与词汇学习的元认知策略 

 

文化背景对于词汇元认知策略的使用有一定的影响，主要表现在“调整学习方法”这一条子策

略上。外国留学生要比中国大学生更善于使用这一学习策略。 

 

西方文化下的教育体系宽松而自由，从而给予学生很大的自由探索的空间，老师教的未必

就是标准答案。一般外国留学生就在这样探索式的学习环境中摸索学习，遇到困难或是失败之

后，他们自然而然地逐渐学会了调整自己的学习方法和节奏。 

 

而相比较之下，在讲究“尊师重道”传统中国文化下成长起来的中国大学生所受到的教育则很

不同。他们注重细节的准确性，亦步亦趋跟随老师的步伐，最好一切的问题都有标准的模板可

以用来套答案。在应试教育灌输下的中国大学生尚不能像外国留学生那样从整体上反思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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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情况，也没有那么多的机会和空间自由探索。很多大学生表示自己很少考虑“学习方法”的问

题，即使学习的效果不理想，也没去思考该如何调整学习方法，即使觉得自己的方法不适合自

己，也不知道该从何入手做出改变，这一点是值得我国英语教学深思的。 

 

二．文化背景与词汇学习的认知策略 

 

文化背景对于学习者词汇学习的认知策略的使用也有一定的影响，主要反映在记忆策略上。

其中最明显的是“背诵生词表”以及“做生词卡片或是记录本”这两条子策略上。虽然中国大学生在

观念上已经接受了“通过上下文来记忆词汇”这一观念，但在实际的学习过程中，受到中国传统教

育理念熏陶的中国大学生仍然放不下传统的“背诵生词表”的方法。很多大学生表示从小到大，对

于学习英语单词最深刻的印象便是要背诵，几乎所有的英语教材中都会有附加的生词表，而且

书店里还有很多五花八门的词汇背诵手册。从这些事例可以看出其实以往在中国传统的教育理

念下，背诵是一种颇受推崇的学习方法，这种观念已经深深植入了中国大学生的脑海中。所以

即使观念改革了，新的词汇学习理念被引进甚至也广泛地被学习者所接受，但是过去观念的影

响力还是非常深刻的。另外，也是由于中国大学生习惯于背诵“现成”的生词表，所以很少有人会

自己动手“做生词卡片或是记录本”。而相对的，外国留学生则正好相反，很少有人会“背诵生词表”，

但是却有很多学生会自己动手制作生词卡片（Flashcard)。其实这也是由于受到西方文化下教育

理念的影响。西方的教育理念崇尚“独立思考，质疑一切”的创新精神，而不提倡“死记硬背”等循

规蹈矩的观念。因此西方国家大学生从小接受的教育理念便是由学生自己去探索，因此不会有

什么现成的生词表等着大学生们去背诵。西方国家的学生表示，从小到大，不论他们小时候学

习母语英语时，还是长大后学习另外一门语言，例如法语、日语、西班牙语的时候，老师都建

议他们自己动手制作生词卡片。他们觉得这样一个自己动手制作、自己书写、自己设计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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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将原本书本上的生词转变为自己知识的一个很好途径。从这里，可以明显看到东方和西方文

化背景差异下不同的教育理念对于学习者认知策略使用的影响。 

 

三．文化背景与词汇学习的社会情感策略 

 

文化背景对于社会情感策略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与他人交流合作”这一子策略上。中国含蓄内

敛的文化熏陶使得中国大学生不太善于和别人交流与分享学习过程中的心得，不太懂得怎样通

过和别人分享、合作来帮助自己的学习。而且，中国学校的教育模式也很少为学生提供一个分

享交流的平台。这样一来，学生们更加无从开始学习怎样和别人交流合作。反之，西方国家开

放的多元文化大背景下，外国留学生更乐于与他人交流和分享自己的学习感受，也更懂得如何

通过这样一个合作的过程来帮助自己的学习。西方的教育也非常注重培养学生与他人合作、沟

通、交流的能力，从小学开始，不论是何种学科，团队合作是免不了的任务。而就是在这样一

次次与同学相互合作的过程中，学习者的合作、沟通能力就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四．文化背景与词汇学习的资源应用策略 

 

外国留学生普遍比中国大学生更青睐使用“寻找语言伙伴”这一资源应用策略。虽然这与之前

分析的学习环境之间有很大的关系，但同时也是由于受到了文化背景因素的影响。中国传统文

化提倡含蓄内敛，因此大多数的中国大学生不太敢主动地去寻找语言伙伴，怕说错或是被别人

拒绝而丢脸。而与他们的英语水平相比，汉语口语水平整体偏低的西方大学生却更加积极地寻

找伙伴，即使是初级阶段的学生，也不害怕自己水平有限无法和语言伙伴交流。因为开放的西

方文化精神的浸润使得来自西方国家大学生大多具备独立、乐于接受挑战和主动探索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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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水平与词汇学习策略 

 

学习者的语言水平的高低同样会影响到词汇的学习策略。学生在词汇学习策略使用方面的

某些差异也是由于他们的语言水平高低不同所致。总的来说，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语言水平高低与词汇学习的元认知策略 

 

语言水平高低对于学习者元认知策略的使用有一定的影响，具体主要体现在“检查词汇学习

情况”这一子策略上。语言水平较高的学习者（例如在中国学习英语的中国大学生）与语言水平

较低的学习者（例如来中国学习汉语的外国留学生）相比，低水平的语言学习者会更经常地对

自己的词汇学习情况进行检查。语言水平高低与这条策略的使用频率成反比。通过进一步的访

谈，笔者发现当学习者的语言水平还停留在相对较低的程度时，他们相对来说注意的范围有限，

由于词汇对于他们来说是学习的“重中之重”，因此他们对于自己的词汇掌握情况自然比较关心，

对于检查自己词汇的掌握情况比较重视。而当学习者的语言水平提高了之后，他们关注的学习

焦点可能会慢慢扩大，从一开始的类别化的发音标准度，词汇掌握量逐渐发展到口语流利度、

写作流畅度等更高的综合性学习层面上，这个时候学习者投入在专门检查词汇学习情况上的时

间就会减少。 

 

二．语言水平高低与词汇学习的认知策略 

 

学习者语言水平的高低与其认知策略的使用情况之间也有很多的关联，主要表现在以下几

个方面：首先是查词典策略上，语言水平较高的学习者（例如在中国学习英语的中国大学生）

与语言水平较低的学习者（例如来中国学习汉语的外国留学生）相比，语言水平较高的学习者

在查字典时更加注重词的搭配和用法，而语言水平较低的学习者在查字典时则更加注重词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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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和意思。这一点是由于语言水平不同的学习者所面对的外部学习任务要求不同所引起的。诸

如整体汉语水平较低的外国大学生所面对的一些学习任务相对来说综合性的要求不高，所以他

们在查词典时的心理期待便是词的发音和意思。而整体英语水平较高的中国大学生所面临的学

习任务相对来说综合性要求较高，所以他们在查词典时更加注重词的搭配和用法。此外，有很

多英语词汇有一系列不尽相同的意思，较高水平的学习者可能已经掌握了其中一个常用意义，

可是还有更高要求的学习需要，而这时当然也就更关注该词新意义的搭配和用法。其次，记笔

记策略也受到语言水平的影响，笔者发现语言水平较低的学习者（例如来中国学习汉语的外国

留学生）要比语言水平较高的学习者（例如在中国学习英语的中国大学生）更偏爱使用记笔记

策略。进一步的访谈发现这可能是由于语言水平较低的学习者尚不具备选择性注意的能力，他

们不知道什么是重点和难点，哪些内容对他们来说比较重要，所以他们对于记笔记比较重视，

并且容易全盘照抄。而对于那些语言水平较高的学习者来说，他们已经历过勤勤恳恳记笔记的

那段时间，现在他们已经具备了选择注意自己所需要的重点的能力，所以他们记笔记的量自然

减少。但这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其实也是一个好事情。最后，与语言水平较高的学习者相比，语

言水平较低的学习者更重视复习，但同时对于母语的依赖度也更高。语言水平较低时，学习者

脑中尚还不能将目的语的第二信号系统直接快速地与第一信号系统项联系，而是要通过母语的

第二信号系统来进行中转。而当语言水平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将目的语的第二信号系统与第一

信号系统直接相连的能力增强，那时对于母语的依赖程度也就自然而然降低了。 

 

三．语言水平高低与词汇学习的资源应用策略  

学习者语言水平的高低与其在资源应用策略方面的使用情况也有密切的联系。应该说，从

总体上来看，语言水平较高的学习者（例如学习英语的中国大学生）相对于语言水平较低的学

习者（例如学习汉语的外国留学生）而言，在资源应用策略方面的使用率要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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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而言，语言水平的高低对以下两条资源应用子策略的影响最大：听目的语广播和看目

的语电视、阅读目的语报纸和杂志书籍。语言水平较高的学习者往往在这两条资源应用子策略

方面的使用率要高于语言水平较低的学习者。这一点也是可以理解的，毕竟这两条子策略对于

学习者的语言综合能力要求较高，只有当学习者的语言水平达到一定的高度之后，运用起来才

能较为得心应手，进而才能促进他们的学习，增强利用这些资源来帮助自己学习的动力。而那

些语言水平较低的学习者即使有心利用这些学习资源来帮助自己的词汇学习，但是由于语言水

平和实际运用之间的差距实在太大，在运用失败之后，这些学习者会无可避免地产生挫败感，

从而在日后逐渐不再使用这些策略。 

 

小结 

 

本文发现在二语学习的过程中，虽然语种不一样，但能够达到高水平的学习者都具

有一些共同之处。例如他们都非常重视词汇学习，注重元认知策略的使用。他们也采用

多种不同的记忆方法，并认为目的语输入对于词汇学习有着不可忽视的积极意义，并能

够积极利用各种目的语资源帮助自己学习词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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