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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第二语言习得研究的深入,第三语言习得逐渐成为一个新的研究领域,特别是欧洲

各国对三语习得研究都已经拥有较多研究成果。通过相关文献梳理,文章发现研究者们认为三语习得

发展是非线性的,因受到两种或以上的语言影响,三语学习者的认知系统有别于单语者及双语者。客观

的语言距离及学习者的心理语言距离有可能促进或阻碍学习者的三语学习过程。学习者的元语言意识

以及源语言的水平是影响三语学习过程的重要因素。此外,学习者认知系统中对语言的熟悉程度以及

语言地位的不同也是影响三语习得的原因。近年来,三语习得研究也被引入国内,不仅在中国少数民族

的英语习得方面,而且在汉语母语者习得第二外语方面都出现了许多有价值的研究。由于国家政策等

因素,到中国学习汉语的学习者常常就是汉语作为三语的学习者,但在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界中,汉
语三语习得还鲜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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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距离因科技和时代的进步而不再遥远,人们学习第二语言甚至更多语言已成为

一种普遍现象,大部分国家的教育政策都将第二语言纳入正规教育课程中。因此,只要是通过正规教育

的人们或多或少都曾经学习甚至掌握第二或更多语言。这种现象不但使第二语言习得(以下简成为“二
语习得”)研究得以深入,也逐渐让第三语言习得(以下简称为“三语习得”)成为一个新的研究领域。从

80年代开始,三语习得受到各领域研究者的关注,特别是欧洲各国对三语习得研究已经拥有较多研究

成果,主要探讨三语习得所涉及的各种社会和心理因素。近年来,三语习得研究也被引入国内,不仅在

中国少数民族的英语习得方面,而且在汉语母语者习得第二外语方面都出现了许多有价值的研究。不

过,迄今为止,我们尚未发现汉语作为二语教学领域中对三语习得的专门研究。因此,本文就三语习得

相关研究进行梳理,从而为在汉语作为二语教学研究提供借鉴,填补这一空白。
二、相关术语概念界定

(一)单语、双语和多语的界定

单语(monolingual)指能够使用一种语言也有可能懂得该语言多种变体。使用单语的人也能够根

据合适的内容在这些变体中灵活转换使用。① 以汉语为例,若一个汉语母语者除了普通话之外还能够

使用汉语地域方言,他仍然属于单语者。《现代语言学词典》②中“双语的”或“操双语者”(bilingual)是指

“一个人能说两种语言”,该术语“为语言研究提供一个前理论的参照系,特别是为社会语言学和应用语

言学研究”;“多语的”(multilingual)则是社会语言学术语,“首先指一个言语社会使用两种或多种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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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指个别说话人有操多种语言的能力。”Wei& Melissa① 认为多语者指的是任何一个能够使用超过

一种语言来交际的人,该语言能力可以是活跃的(能够说和写),也可以是被动的(能够听与读)。总的来

说,我们可以看出“多语”包括“双语”,却又与“双语”有着对立的关系,用以强调一个人不止能够使用两

种语言。
在学界尚未对这两个概念有确切的说法和定义,更没有对双语现象(bilingualism)和多语现象

(multilingualism)进行划分。按照《现代语言学词典》来看,“双语”的划分取决于对操双语者资格的设

定,也就是说两种语言流畅程度如何才能算是双语者。除此之外还存在几种不同的划分标准,如按学习

两种语言的方法区分、按语言运作系统的抽象层面区分等等。在国外与二语和三语有关的研究中常常

会出现学者们以相同的词语对应不同的现象或不同的词语对应同一种现象。② 从多语动态模式理论角

度出发,学者们认为与二语系统相比,多语系统不是相互独立的自治系统,而是动态的、相互依存的;语
言属性在认知系统中也不是独立的,而是可以相互迁移、相互作用的。Herdina&Jessner③ 指出要真正

弄清楚多语现象,并对更多令人困惑的语言现象做出更有力的解释 ,就一定要先了解多语系统的动

态性。
(二)第二语言与第三语言

在以往有关第二语言的文献中,“第二语言”通常指母语之后学习的所有语言。Ellis④ 就认为第二

语言中的“第二”是除了第一语言之外所学习的语言的统称。但随着第二语言习得研究的推进,研究者

们发现拥有二语学习经验者在第三语言学习过程中的表现有别于单纯的第二语言学习者。Fouser就

以“大于或等于三”(≥3)这一概念来定义第三语言,用来指学习者在母语和第二语言之后掌握或正在

学习的其他语言。⑤ 赵杨⑥提到“只有在研究二语习得对以后学习的语言有影响时,才具体区分‘第二语

言’、‘第三语言’等”。本文中的第三语言并不指语言的具体数目,而是一个总体概念,指除了学习者的

母语和已经掌握或曾经学习的第二语言之外目前正在学习的一种或多种语言;⑦朱效惠;⑧刘承宇、谢翠

平⑨也有论述。
由于本文主要关注个人在掌握两种语言之后再习得第三种语言的情况,因而沿用了第三语言是“大

于或等于三”这一概念。
三、二语习得与三语习得

广义上,Ellis 将二语习得研究定义为人们在课堂内外学习除母语以外的语言的方式。确实,从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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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习得的角度来看,二语习得与三语习得似乎没有区别,二者都是在已有的语言基础上再学习一门新的

语言。但从心理语言学的角度来看,三语学习者是有经验的语言学习者,其语言能力不但有别于单语

者,而且有别于二语学习者。①

曾丽、李力②认为早期的研究者很少区分二语习得和三语习得概念,原因有二:其一是广义的二语

习得指母语或第一语言以外的任何一种语言习得,其中包括狭义第二语言、外语、第三语言学习等,其二

是因为两者研究的对象皆是学习过程、学习者个人差异以及课堂教学方面等的情况。广义的二语习得

强调语言学习的共性,而三语习得则强调的是语言学习的个性,将二语和三语甚至更多语言学习视为不

同的研究对象。

Cenoz&Jessner③ 提出三语习得是一个比二语习得更为复杂的现象。这是因为除了个人与社会

的影响因素以外,二语习得的过程与结果是影响三语习得的潜在因素。三语学习者比二语学习者有更

多的经验可以支配,也比二语学习者拥有更多的策略以及更高的元语言意识。Cenoz④ 表示二语习得与

三语或多语习得的主要区别有:(1)各个语言的习得顺序;(2)社会语言学的因素;(3)有关的心理语言学

过程。Herdina&Jessner⑤ 认为要展开研究第三语言、第四语言甚至更多语言的多语现象时,我们必须

很明确地跨越双语现象与第二语言习得。他们认为多语系统的发展有以下5种特性:(1)非线性(Non-
linearity);(2)学习者的差异(LearnerVariation);(3)维持性(Maintenance)、可逆性(Reversibility)和稳

定性(Stability);(4)相互依存性(Interdependence);(5)质变性(ChangeofQuality)。他们认为由于二

语习得理论无法完全应对和解释三语系统中的问题和现象,因而不能简单地把三语习得看成再习得一

门语言,更不能只建立在二语习得的基础之上。
三语习得研究在国内刚刚起步,曾丽、李力⑥对三语习得进行分析,并呼吁国内研究者予以关注。

他们通过对比二语习得与三语习得的异同,从线性与非线性、语言耗损和逆转性、认知优势、语际迁移的

复杂性、社会环境因素复杂性以及习得过程的多样性这6个特点阐述了三语习得的特征,呼吁应将三语

习得作为独立领域进行研究。李增垠⑦在曾丽、李力的基础上进一步进行了三语习得研究,从习得路径

的多样性、语言能力发展的非线性、语言系统的逆损性、习得者认知的优势性、多语间的相互依存性、语
际迁移的多种性以及影响因素的复杂性这7个方面对三语习得与二语习得的差异进行系统的阐述,在
肯定三语习得与二语习得的众多相同之处的同时,他强调了三语习得过程所特有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从上述几位学者的阐述中,我们可以将三语习得的特征归为两点:(1)三语习得发展呈非线性。此

概念由Herdina&Jessner首先提出,他们在生物生长研究的基础上认为“语言发展是一个动态的过

程,既有加速生长阶段,也有迟缓生长阶段;同时,这个发展过程依赖于各种环境因素,具有不确定性”,
因而呈现出非线性的发展状态;(2)三语学习者的认知系统有别于单语者及双语者。因受到两种或以上

曾经接触并学习的语言影响,语言间的相互依存情况使三语习得过程变得更加复杂,由此更应该将三语

学习者作为与二语学习者不同的学习群体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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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三语习得影响因素

SharwoodSmith&Kellerman(1986)提出的“跨语言影响”一词起源于80年代,包括“迁移”“干扰”
“回避”“借用”以及与二语相关的语言缺失①等现象。“三语习得能够在自然与正式的环境下发生,而这

些特定情况的数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类型、水平、方式、年龄以及新近程度”②。Cenoz还指出,跨语言

影响研究不但受到其他语言的影响,也同时受到该语言的习得过程以及学习者学习策略的影响。由此

可见,一个拥有第二语言学习经验的学习者在学习第三、第四甚至更多语言的时候将会产生跨语言的影

响。根据DeAngelis③ 的分析,非母语对目的语的影响有以下几种:语言距离(或语言类型距离)、目的

语和源语言水平、新近使用程度(recencyofuse)、在非母语环境中的接触与居住时长、习得顺序及言语

场合的正式程度(formalityofcontext)。
(一)语言类型距离的作用

1.客观语言距离

欧亚丽、刘承宇④提到“语言距离已被证实为三语习得中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尤其)在决定语言

迁移的相似度上更为重要”,而语言距离所指的是能够让语言学家客观、正式地定义和识别的语言和语

系之间的距离。⑤ 人们通常认为跨语言影响产生的主要原因是语言类型的相似度。所学习的语言若与

母语相似度高,就可能会对学习者的语言学习造成干扰,反之则不会造成太大影响。无论在语音、词汇、
语法还是在语篇上,语言使用者在输出中遇到困难时通常会借用与目的语相近的语言中的“项目”
(item)来帮助输出(Cenoz,2001),如英语母语者因为受母语中派生词缀构词规则的影响,会使用母语的

构词法来学习汉语词汇。⑥从Cenoz⑦ 的研究中我们发现,学习者的元语言知识越高,越能察觉两种语言

之间的距离,并会从较接近的语言中选择知识迁移。

2.心理语言距离

虽然客观的语言距离会导致迁移的发生,但也有研究证明二语和三语习得过程中常会出现学习者

借用与目的语相似度不高的语言的情况,这种现象符合Kellerman(1983)(转引自Cenoz,2001)首先提

出的“心理语言距离”这一概念,用来指学习者认为语言之间存在的距离,也就是学习者自身对这些语言

之间距离的感知。换句话说,只要是学习者认为正在学习的语言与某种语言相似 ,就会产生跨语言影

响。这种现象经过多个实验的证实,Bild,Swain(1989),Möhle(1989)以及Singleton(1987)都进行过实

验。例如,母语为非印欧语系的法语和英语学习者常会从他们懂得的其他印欧语中寻找并把词汇或句

法转移到目的语中,而并非从他们的第一语言中转移。⑧

换言之,跨语言的影响并不只是因为语言内部结构客观相似性,也有可能因为学习者自身对该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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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心理感知。Cenoz在研究中发现,以巴斯克语为二语的西班牙语母语者在学习英语的时候会更依靠

与英语相近的西班牙语,而不是巴斯克语。DeAngelis① 就此提出两个看法:1、三语学习者会依赖与目

的语相近的语言,不管其习得的先后次序;2、三语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不会只依赖一种语言,也可能同

时依赖多种语言。Hammarberg② 发现在三语学习者过程中其背景语言有显著性的分工,即第一语言

主要承担工具性的角色,第二语言则承担辅助性的角色。

3.正确性感知与外国语聚合

另两种由语言距离引起的跨语言影响被称为“正确性感知”(perceptionofcorrectness)和“外国语

聚合”(associationofforeignness)(DeAngelis,2007)。“正确性感知”所指的是学习者在一开始学习的

时候就认定在目的语学习中使用母语是错误的,从而倾向将非母语迁移到目的语中。“外国语聚合”指
学习者自身对所有非母语所建立的认知关联,形成学习者认知系统中的“外语系统”。当几种有关系的

语言出现在认知系统中,该认知关联会认定外语之间的关系比母语更近,而倾向于在目的语中使用非母

语。Meisel(1983)也曾经提出“外国语效应”(转引自Cenoz,2001)③,指语言学习者在输出有困难的时

候会下意识地使用曾经学过的其他语言来使其听起来更像“外国语”。Rivers④ 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他根据自己学习其他语言的经验,认为学习者在学习第三、第四种语言时倾向于依赖所学过的最弱的一

种语言知识,并会用之以对正在学习的语言形式和结构进行推测。学习者对语言距离的感知有可能引

起和阻碍语言迁移,这种感知并不和实际的语言距离相对应。
(二)源语言水平和目的语的相互关系

在二语习得研究中,通常人们认为跨语言是否对习得有影响取决于目的语水平的高低。由于目的

语知识空缺,学习者会从已有的知识系统中索取相关项目进行填补,这些项目往往源自于母语和其他第

二语言。这也是目的语语言水平较低的学习者比水平高的学习者更常受跨语言影响的一个原因。但在

三语习得中,我们不应只考虑目的语的水平,其二语的水平也应当受到关注。Ringbom(1987)认为源语

言(sourcelanguage)水平决定了发生在目的语中的迁移类型。他认为形式上的迁移是表面的,并不需

要很高的非母语水平来引发,因此母语和二语的水平必须给予同等的关注。他还认为语义上的迁移只

能从学习者熟悉的语言中发生,其中包括学习者熟练的母语和二语(转引自DeAngelis,2007),学习者

的目的语水平和源语言水平会导致不同迁移类型的发生。Bardel、Falk⑤ 也发现,在三语水平高的前提

下,学习者的背景语言水平的高低仍然会对其三语学习造成跨语言影响。魏亚丽、彭金定⑥基于前人的

研究指出语言间的跨语言影响既可以来源于二语水平高的学习者,也可以来源于二语水平低的学习者。
因此,在三语习得的研究中我们不但要关注第三语言的水平,也应适当考虑学习者现有的其他语言状况

和水平。
(三)元语言意识和目的语的相互关系

从年龄角度展开的跨语言对二语习得影响研究已有不少,但三语习得研究却并不多见。Cenoz
(2001)为此对儿童三语习得展开研究。他的研究对象是以巴斯克语(Basque)或西班牙语母语,西班牙

·23·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对外汉语教学与研究版)             第16卷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DEANGELISG.ThirdorAdditionalLanguageAcquisition[M].Clevedon:MultilingualMattersLTD,2007.
HAMMARBERGB.RolesofL1andL2inL3ProductionandAcquisition[A].Cross-linguisticInfluenceinThird

LanguageAcquisitionPsycholinguisticPerspectives.Clevedon:MultilingualMattersLTD,2001.
CENOZJ.TheEffectofLinguisticDistance,L2StatusandAgeonCross-linguisticInfluenceinThirdLanguage

Acquisition.[A].Cross-linguisticInfluenceinThirdLanguageAcquisition.Clevedon:MultilingualMattersLTD,2001.
RIVERSW.CommunicatingNaturallyinaSecondlanguage[M].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83.
BARDELC,FALKY.Theroleofthesecondlanguageinthirdlanguageacquisition:thecaseofGermanicsyntax

[J].SecondLanguageResearch,2007,23(4).
魏亚丽,彭金定.三语习得中的语言迁移述评[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1).



语或巴斯克语为第二语言的小学及中学的英语三语学习者。这些被试在同一所学校上学,但在不同的

年龄开始学习英语。研究发现年龄较长的被试比年龄较小的被试表现出更多的跨语言现象,但他同时

指出此研究结果很有可能是因为被试自身的语言水平不高,所以表现出语言迁移。也就是说,学习者对

已习得语言的熟练程度越高,语言的习惯和意识就越强,这会给新的语言学习系统带来影响①。换言

之,由于元语言(metalanguage)意识的发展,学习者会随着年龄和学习经历的增长,在学习过程中逐渐

有意识地迁移与目的语相近的语言。②由此可见,三语学习者的元语言意识以及源语言水平的高低不但

会给二语习得带来影响,更可能是三语学习过程中重要的影响因素。
(四)语言熟悉程度和语言地位的作用

不论学习者习得的语言语系是否一致,语言使用的新近程度也会在不同程度上对其三语学习过程

造成影响。学习者如何使用、看待二语和三语会间接改变学习者的习得过程。③ 一般来说,我们会认为

越常使用的语言越会影响三语学习,但却有许多研究提出了反证。如Schmidt、Frota发现学习葡萄牙

语的英语母语者会受到其流利的二语阿拉伯语影响,而不是受到其最常使用但却不流利的其他语言或

母语英语影响。Herwig(2001)则发现一位爱尔兰语母语者在学习德语的时候不断受到其水平不高却

不常使用的荷兰语影响。(上述文献转引DeAngelis,2007④)由此可见,不论语言的熟悉程度如何,只
要该语言存在于学习者的认知系统之中,就有可能被学习者激活而迁移到第三语言学习中。

另外有研究发现,部分成人学习者为了使三语听起来更像“外国语”,学习者会在选择输出的时候更

倾向于使用第二语言⑤。这个现象与DeAngelis(2007)提出的“正确性感知”有关。由于学习者认知系

统中语言地位的不同,影响了其语言输出的选择。因“正确性感知”在认知系统中的作用,母语的地位不

在其“外语”的范围之中导致学习者优先将二语迁移到三语中。
五、国内外三语习得研究

归根溯源,三语习得研究始于欧洲实施多语政策的国家,如西班牙、德国、法国、挪威、瑞典等。根据

曾丽和李力⑥的阐述,Ringbom于1987年分析了第一语言芬兰语、第二语言瑞典语对学习第三语言英

语的影响,其《第一语言在外语学习中的作用》为三语习得研究的奠基之作,之后人们陆陆续续展开一些

相关研究。就目前已有的文献来看,我们可将现有的三语习得研究分为3个领域:(1)国外三语习得研

究;(2)中国少数民族三语习得研究;(3)汉语母语者三语习得研究。
(一)国外三语习得研究

1.相近语系三语习得研究

由于大部分欧洲国家的语言都适用罗马字母拼写,我们将相关的三语习得研究归纳为“相近语系三

语习得研究”。它们虽然在语音、语法、语篇中有很大的不同,但因为同样使用罗马字母而更容易产生语

言迁移,也能让研究者更易于鉴别语言迁移的现象。此类研究非常丰富,曾丽和李力⑦介绍过Ringbom
(1987)针对英语为三语的学习者的研究发现了二语对三语的影响,其他学者也针对欧洲各地区的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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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者做出过研究。DeAngelis、Selinker① 探讨了英-西-意三语学习者的中介语迁移、McCuiston、

Spellerberg② 分别考察了哥本哈根和努克的双语者及单语者学习英语的情况,发现先有语言的读写能

力、元 语 言 意 识、语 言 类 型、学 习 动 机 以 及 课 外 接 触 三 语 的 时 长 是 影 响 三 语 习 得 的 重 要 因 素。

Ringbom③分析了三语输出中的词汇迁移,他发现由于研究材料都是欧洲语言,即使二语和三语相近,
迁移现象通常也源自于母语,若母语是汉语或阿拉伯语的学习者学习英语或法语,那么其他“西方相近

二语”(western-relatedL2)将显得更加重要。Jessner④ 考察了南蒂罗尔多语学习者的元语言情况,发
现多语者在输出过程会使用不同语言作为元语言。DeAngelis⑤ 则从父母教育(parentaleducation)及
二语环境的角度考察了意-德-英三语学习者的语言习得情况,发现父母教育对学习者三语习得的预测

性较强(strongerpredictor)。

2.非相近语系三语习得研究

除了欧洲国家相近语系的三语习得研究外,也有学者对非相近语系的三语学习者展开研究,我们暂

且称之为跨语系三语习得研究。Fouser⑥认为韩国是特别适合展开三语习得研究的地方。由于国家教

育政策,多数韩国人在中学阶段开始学习英语,英语是韩语母语者与其他印欧语言的唯一“桥梁”,因而

成为有价值的三语习得研究对象。

3.三语习得个案研究

William、Hammarberg⑦ 所进行的个案研究值得关注。他们发现一语和二语在三语习得中的作用

不尽相同,分别充当不同层次的工具作用和纠错作用,但当三语水平达到一定的高度,这两种语言的作

用都会被三语所取代。该研究基于一名学习瑞典语的多语者的个案分析,也就是该文的第一作者 Wil-
liam,S.。其母语是英语,第二语言为德语,“额外第二语言”为法语和意大利语。通过跟踪和访谈,证实

了多语者的部分语言处理过程有别于单语者和双语者(包括正在学习二语的双语者),同时也证明了已

有的第二语言对学习者的三语习得有影响。⑧

(二)中国少数民族三语习得研究

近年来,三语习得研究也逐渐受到中国国内研究者的关注,但与拼音文字的三语习得研究相比,国

内的研究尚处于初始阶段。李增垠⑨认为国内三语习得领域的研究始于本世纪初,“从现有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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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看,以民-汉-英三语学生为研究对象的三语习得研究构成了国内在此领域研究的主要板块”。但由于

中国少数民族双语者外语习得自成特点,借鉴前人三语习得研究的成果的同时,也必须结合中国国情才

能全面地进行中国少数民族三语习得研究。①不过尽管研究刚刚起步,但已有一些有价值的成果。

1.少数民族中学生三语习得调查研究

首先是蔡凤珍、杨忠②以新疆伊宁市哈萨克族和维吾尔族中学生为样本,调查了汉语在其英语中的

影响,发现汉语水平对其英语水平影响显著,学习者会通过二语习得三语。这一研究主要以7所学校的

学习成绩为依据而得出的结论,并没有分析学习者的习得环境及语言使用频率等影响因素。另外,杨学

宝③通过分析某三所中学少数民族和非少数民族学生学业水平考试二语和三语成绩的相关性,发现少

数民族学习者二语汉语能力与三语英语习得相关性呈高度正相关趋势。他认为三语为英语的学习者其

汉语能力比二语为英语的母语者要低的主要原因是三语学习者受到了二语能力的影响,二语水平和三

语习得有直接的相关性。上述两个研究都将三语英语习得结果完全归于二语水平影响,这并不完全合

理,我们可以找到另一个反例,乌日罕④在考察一语和二语对蒙古族学生三语英语句型习得的影响时,

通过对比高考成绩、问卷调查和翻译测试发现“高考蒙古语和汉语成绩高的学习者在测试中并没有明显

的优势,与高考蒙古语和汉语成绩较低的学习者无显著区别”。这足以证明前两位研究者似乎都忽略了

学习者的学习环境、学习策略、语言课堂等影响因素,不过其基于大规模数据分析的研究结果仍然有一

定的参考价值。

2.少数民族大专生三语习得研究

欧亚丽、刘承宇⑤,他们分析了英语专业蒙古族学生英语语音学习中的跨语言影响及其成因。研究

发现英语专业蒙古族学生仅通过五年的英语学习,在语音上表现出比一般汉族学生更标准的发音和更

流利的口语,在语音方面甚至比已学了十多年英语的二语学习者成绩更好。何晓军⑥以四川藏族大学

生藏语单语、汉藏双语、汉语单语学习者的英语词汇掌握情况进行分析,发现:(1)三语学习者之前所掌

握的一语、二语知识可以促进三语言习得;(2)语言种类越相近,越容易促成迁移,从而促进学习者元语

言意识的发展;(3)学习者对母语或者二语越熟练,迁移影响越明显

李增垠⑦对藏族单语和双语学习者学习英语之后的元语言意识在语音、词汇、句法以及语用4个层

面进行了综合系统的实证研究,发现学习者在学习英语过程中的元语言意识会随着语言数量的增加、语
言水平的提高、年龄的增长而发展,但影响其元语言意识的各项因素所起的作用却有所不同,被试的语

音、词汇、句法和语用意识各自呈现不尽相同的状况和发展特点。我们认为该研究作出“学习者学会的

语言越多,另学一门语言时就越容易”的结论,却无法解释学习者的元语言意识在语音、词汇、句法以及

语用呈现不尽相同的状况和发展特点的原因,也没有进一步考察是否出现语言腐蚀现象,这些都值得进

一步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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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彩①从语言可加工功能的角度分析了壮族学习者在母语、汉语和英语之间的语言迁移现象,他认

为壮语母语者的语言思维已具有壮语思维模式,汉语和英语的思维模式则随后叠加在一起,进而形成复

杂的语言思维模式以及复杂的迁移关系。

以上研究都是对中国几大民族学习三语时的研究,我们可以认为三语学习者的认知系统和语言系

统具有复杂性和可变性,我们必须将三语学习者与二语学习者区别对待才能深入了解这些学习者的习

得过程。

(三)汉语母语者三语习得研究

除了少数民族的三语习得研究,国内高校双语专业的学习者也成了国内三语习得的主要研究对象。

根据李增垠 ②对中国国内三语习得研究的统计,目前国内三语研究对象除了中国少数民族,另一大类为

高校外语专业二外、双外语专业或非外语专业二外学生。与少数民族的三语习得研究相同的是,从汉语

母语者角度出发的三语习得研究逐渐增多,主要围绕日语、德语、法语等学习人数较多的第二外语教学,

所涉及的研究领域也在近年开始深入。

1.日语学习者角度的三语习得研究

值得一提的是万礼③对日语作为三语的学习者所做出的研究。该研究以汉语为母语、英语为二语

的中国大学日语专业的日语学习者作为研究对象,通过问卷调查了解他们的学习背景以及对语言的学

习态度,再运用OPI④ 以及看图作文的方式分别获得口语和书面语料,考察第二语言习得经验对于他们

的三语日语习得所产生的影响。研究发现汉语母语者的英语水平越高,会更有意识并主动地将英语习

得的经验用于三语日语的学习中,而且学习者更倾向使用避免难度高的文法项目的语言策略。

2.语言对比角度的三语习得研究

高薇⑤认为同属印欧语系中的西日耳曼语分支的英语和德语虽为同源语言,但从语言类型学的角

度来看,二者却有显著不同。因此,她从自身英语为二语,德语为三语学习者的角度对比并分析了英语

和德语的词序 ,进而给德语作为三语教学提出建议。⑥ 通过问卷调查分析了“汉-英-日”“汉-日-英”、

“汉-英-俄”和“汉-英-法”4组被试的学习过程发现学习者的母语和二语对三语学习的影响很大程度上

取决于三者之间的语言距离,包括心理语言距离,两者之间基本上成反比,从而印证了Kellerman的心

理语言类型假设和Cenoz等提出的跨语言影响。此外各个语言水平、语言习得的先后次序也在不同程

度上影响了三语习得。付静媛⑦通过统计和分析法语为三语学习者的口语语料,发现学习者法语的语

音和词汇更多受英语的影响,而语篇和语用则更多受到汉语的影响。我们认为该研究基于被试的口语

语料,虽能发现语音产生迁移,却并不能说明一语和二语如何影响三语的语篇和语用学习。

3.语码转换角度的三语习得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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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彩.语言可加工性理论下三语习得的语言迁移现象[J].怀化学院学报,2012,(4).
李增垠.十余年来的三语习得国内研究综述[J].山东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4).
万礼.第二语言对于第三语言习得的影响———基于中国日语学习者日语可能态习得的实验研究[J].日语学习与

研究,2007,(4).
OralProficiencyInterview(OPI)是由美国外语教学委员会(ACTFL)制定的一种口语能力评估测试,用以评估

一个人的口语水平。
高薇.英语和德语词序对比研究———从第二语言习得看第三语言习得[J].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4).
刘承宇,谢翠平.外语专业学生第二外语学习中的跨语言影响研究[J].外语教学,2008,(1).
付静媛.母语和二语的迁移对二外法语学习的影响[D].黑龙江大学硕士论文,2008.



有学者从语码转换的角度进行了三语者的相关研究,范琳、李绍山①考察了汉语、英语和日语三语

者语言输出过程的语码转换抑制加工,并采用图片和数字命名范式,以n-2语言重复代价为实验指标,

发现“汉-英-日三语者语言产出语码转换过程存在抑制加工,而且在语言产出语码转换加工过程中,n-2
语言重复代价不能够被特定刺激反应设置的抑制所解释,而是与竞争语言的心理表征有关”。后来范

琳、张淑静②采用图片命名范式,以转换代价不对称性(asymmetricswitchingcosts)③为实验指标,考

察了汉语、英语和日语三语者语言输出过程,发现在所有语言与语言转换过程中,“被试转换至优势语言

的转换代价大于其转换至非优势语言的转换代价,而这种转换代价的不对称性受转换语言间优势程度

差异大小的影响”。上述研究涉及心理语言学范畴,虽离三语习得领域较远,但对观察三语学习者习得

语言过程还是具有一定借鉴意义的。

此外,也有国外研究者针对汉语母语者三语习得情况进行过研究,发现汉语母语者在学习三语西班

牙语时更多受到其二语英语的影响,④但该研究对象只有11人,研究者也未深入探讨学习者受二语影

响的原因,研究结果有待进一步考证。

六、结 语

综上所述,我们发现三语习得发展是非线性的,因受到两种或以上的语言影响,三语学习者的认知

系统有别于单语者及双语者。客观的语言距离及学习者的心理语言距离有可能引起或阻碍学习者的三

语学习过程。学习者的元语言意识以及源语言的水平是三语学习过程中重要的影响因素。此外,学习

者认知系统中对语言的熟悉程度以及语言地位的不同也是影响三语习得的原因之一。

欧洲国家的三语习得研究成果日益成熟,相比之下国内的三语习得研究虽仍然处于起步阶段,但也

渐渐开始引起各个领域研究者的关注,尤其在少数民族的三语习得以及高校第二外语教学领域,研究结

果更是对提高三语教学质量有很大的帮助和借鉴价值。

就目前的研究现状,三语习得研究的不足有以下3点:

1.成熟的三语习得研究成果较多集中于语系相近的印欧语系领域,非相近语系或跨语系的三语习

得研究尚少,且不够深入。

2.中国少数民族三语习得研究较多基于学校成绩等大规模的数据调查,缺乏基于学习过程,揭示母

语、二语和三语之间相互作用的研究。

3.在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界中,汉语三语习得还鲜有研究,值得我们关注。

由于国家政策等因素,一般接受过正规教育的学习者都曾经接触并学习第二语言,因此,对到中国

国内学习汉语学习者来说,汉语常常不是他们的第二语言,而是第三甚至第四语言。这些汉语学习者来

自各个国家,母语和二语自然不同,进而导致三语习得情况与国外也有不一样的地方。我们通常都会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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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琳,李绍山.汉-英-日三语者语言产出过程中语码转换的抑制加工———基于刺激反应设置影响的研究[J].外语

教学与研究,2013,(1).
范琳,张淑静.汉-英-日三语者语言产出过程中语码转换抑制加工———基于转换代价不对称性的研究[J].外语学

刊,2015,(1).
语码转换指在不同语言或方言之间进行切换的行为或是同一语言使用者对两种语言的交互使用。对双语初学

者而言,转换系列中的命名反应时要比无转换系列的反应时更长,错误率更高,因而为转换代价(switchingcost)。同时,
被试用熟练语言命名时显著慢于用非熟练语言命名,而且切换至熟练语言的代价显著大于切换至不熟练语言的代价,即
存在着切换代价的不对称性(asymmetricswitchingcosts)。

CHINDH.LanguageTransferintheAcquisitionoftheSemanticContrastinL3Spanish[A].LEUNGYI.Third
LanguageAcquisitionandUniversalGrammar.Bristol:MultilingualMattersLTD,2009.



国籍来定学习者的母语,往往忽略了学习者是否曾经学习另一种语言,这种语言是否对学习者的汉语学

习带来影响、如何造成影响、什么方面造成影响等,这还是一个崭新的研究领域。因此,在往后的研究

中,我们不但要考虑汉语学习者的母语,更应考虑其是否曾经掌握或学习其他语言。

AsummaryofthestudiesonL3acquisitioninthepasttwentyyears

LIJing-wen
(SchoolofChineseasaSecondLanguage,PekingUniversity,Beijing100871,China)

Abstract: Withthedevelopmentofthesecondlanguageacquisitionresearch,thethirdlanguageac-

quisitionhasgraduallybecomeanewresearchfield,especiallyinEuropeancountrieswheremanyre-

searchfindingsconcerningL3acquisitionhavebeenobtained.Byreviewingrelatedliterature,wehave

concludedthatthedevelopmentofL3acquisitionisnon-linear.ThecognitivesystemofL3learnersis

differentfromthatofthemonolingualorthebilingualduetotheinfluenceoftwoormorelanguages.

ItispossiblethatbothobjectiveandpsychologicallanguagedistancemaypromoteorhindertheL3

learningprogress.Themetalinguisticawarenessandthelevelofthesource-languagelearnersareim-

portantfactorsinL3learningprogress.Thedegreeoffamiliaritywiththelanguageinthelearner'scog-

nitivesystemandthestatueofthelanguagearealsoprovedtobeinfluencingfactorsinL3learning

progress.Inrecentyears,researchonL3acquisitionhasbeenintroducedtoChina,whichhas

producedpraiseworthyresearchfindingsnotonlyinstudyingtheacquisitionofEnglishbymembersof

theethnicminoritygroupsinChina,,butalsointhestudyingofL2acquisitionbynativeChinese

speakers.Duetonationalpoliciesandotherfactors,mostinternationalChinese-languagelearnersin

ChinaareoftenlearningChineseasathirdlanguage,butinthefieldofteachingChineseasaL2,

therehavebeenveryfewstudiesonlearningChineseasaL3.

KeyWords: thethirdlanguage;acquisition;languageacquisition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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