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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thesis mainly focuses on difficulties in learning Icelandic, as well as analyzing 

and suggesting measures for improvements of these difficulties. 

Icelandic is a hard language to learn and many foreigners have encountered great 

difficulties in the learning process. The syntax of Icelandic is unique and complex, take the 

nouns for example, this part of speech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genders, each with very 

complex transformations. Icelandic pronunciation of some letters is unusual, and with 

variations in intonation can represent very different nuances of meaning. For foreigners, 

Icelandic pronunciation is also very difficult. These difficulties can be analyses from 

different angles, such as the learner’s age, cultural differences etc. To avoid these 

difficulties and improve learning is therefore essential for successful assimilation. First the 

learner should establish a good motivation and purpose for learning the Icelandic language. 

Learn how to consolidate the learning process, try to comprehend the local culture, 

emphasize listening, reading and more speaking. In short, integration into the local 

community will help the language learning and the learner will be able to assimilate the 

language from daily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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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文 

 对于许多移民者来说，到一个新的国家生活首先要克服的困难就是语言。因为语言和生

活息息相关，它是人们与社会交往、互动的纽带，是要在当地良好生活的基本条件。 

 冰岛是一个有着独立语言的国家，许多久居冰岛的外国人也未必能说好冰岛语，特别是

亚洲人。这也许是因为许多亚洲语言的语法、语音、语句结构与西方语言的结构上有很大差

异，也有可能是他们学习语言的态度并不端正，认为学好英文就足够了。总之，冰岛语难学

是公认的，但是，如果要真正融入冰岛社会，语言障碍是必须克服的。 

 许多人只从书本上学语言，他们的语言水平着重在语法以及阅读上，而不是在听力和口

语上，只会写，不会说。对于移民者来说，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他们会因为语言水平不

达标，在事业上不能有良好的发展。往往有人拥有较好的学历，却只能就业于一些服务类性

质或者出卖体力劳动的工作岗位。由于冰岛的高等学府几乎都采用冰岛语授课，所以掌握冰

岛语是他们理解老师讲课内容，与其他学生沟通交流的基本要求。有许多外国学生因为语言

的不过关，大大增加了他们学习的负担，消耗了大量的学习时间，却未必能达到期望的效果。

因为语言的关系，有些人甚至不能选择理自己的理想科目，严重阻碍了他们今后的发展。 

 冰岛前总统维格蒂丝（Vigdís Finnbogadóttir）曾经说过：语言是通往世界的钥匙。语言

学习是十分重要的，但是冰岛语学习的难点到底在哪里？是否有克服或者改进这些难点的方

法？本文中，作者将针对这个问题展开调查与研究分析。 

 本次调查的针对人群是第二语言学习者，全部都是成人，人数为 20，其中 15名是冰岛

当地华人。 

     本文将在调查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克服冰岛语难点的方法，希望对那些希望长期生活

在冰岛的华人有所帮助。 

  



2 
 

1．冰岛语习得难点 

 第二语言习得，通常指母语习得之后在自然环境下对任何其他语言的学习。二语习得的

难点众说纷纭，此小节中，会以冰岛语为例，解析二语习得难点。 

1.1 语音 

 调查显示,47%的冰岛语学习者认为语音学习是冰语学习中的最大难点，比选择语法学习

作为学习难点的人数还多。（见图 1）这可能是因为成人阅读量大，很多人只会看，不会说。

本身二语就不同母语，如果没有良好的语音训练以及环境条件，成人很难掌握正确的二语发

音，所以很容易就会陷入本地人听不懂你在说什么的尴尬局面，随之人们就更不敢说，造成

恶性循环。 

 

 

图一：冰岛语学习难点比例 

 

1.1.1发音与语调 

 冰岛语中，有些字母的发音对外语学习者来说比较困难，如字母“r”的发音。字母“r”

在冰岛语中的发音有大舌颤动。许多冰岛语初学者对大舌颤动发音都感到困难, 而且常常与

字母“l”的发音相混淆。再比如，双音 nn、mm、ll 的重音读法也需要一定技巧，特别是

“ll”，许多外国人会读错。很多人还会把冰岛语里字母“s”的发音与英文中“z”的发音；

冰岛字母“ö”与“u”的发音；“þ”与“ð”的发音相混淆，等等。 

 语调是说话人用语调所表示的态度或口气。一句话的词汇意义加上语调意义才算是完全

的意义。冰岛语中同样的句子如果用不同的语调表达出来，也许意思就会有所不同，有时甚

47% 

40% 

13% 

冰岛语学习中遇到的最大难点是？ 

语音 

语法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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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会相差千里。比如说“Já.”，最广泛的意思是：“是的，对的。” 但是如果用疑问的语调

说，就是“什么？”的意思。也可以用不确定的语气说，也就是不确定，不表示绝对赞同的

意思。再比如说句子：“Hvað segiru? ”这个句子会因为说话的语调不同，有三种意思。第

一种是普通的问候，意思是：“你好吗？”或者“你怎么样？”； 第二种是表示难以置信，

有“怎么会这样？”的意思； 第三种是质问的语气，意思是“你在说什么？”。 

1.1.2 词语 

 冰岛语中，词语的读法更加多变，许多字母在不同的词语里读法也就不同。比如二合双

元音化，也就是说在字母 nk和 ng前的单元音会转变成双元音。
1
 

• a  [au]，如 langur [lauŋkʏr] 

• e  [ei]，如 lengi  [leiɲcɪ] 

• ö  [œi]，如 löng  [lœiŋk]  

• i  [i]，如 fingur   [fiŋkʏr] 

• u  [u]，如 þungur [θuŋkʏr] 

再比如腭音化阻塞音（framgómun lokhljóð）在以：-a, -i, -u结尾的词干（stofn）中会

造成腭音与软腭音的转变。
2
 

• rakur  [raːkʏr]  rakir  [raːcɪr] 

• ég loka [lɔːka]  þið lokið  [lɔːcɪð] 

• ég gat [kaːt]  ég get  [cɛːt]] 

诸如此类的语音变化规则还有许多许多。数量多，容易混淆是他们的特点。想要掌握它们，

不能光靠死记硬背，还是虚要去理解以及掌握它们的规律，随着时间的推移，语言水平的提

高来慢慢掌握。 

 

1.2 语法 

 调查中也显示有 40%的人认为语法也是学习冰岛语的难点（见图 1），这并不是没有原

因的。冰岛语属印欧语系日耳曼语族西北语支。冰岛语语法十分复杂，名词有不同的词性，

而动词、形容词、代词会以名词的词性来形成多种变格。语句顺序以及每个格的不同用法也

                                                             
1
 Þóra Björk Hjartardottir. Hljóð- og hljóðkerfisfræði 讲义. 第 7 课. 2011. 

2
 Þóra Björk Hjartardottir. Hljóð- og hljóðkerfisfræði 讲义. 第 8 课.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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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此小节会简单介绍冰岛语名词的语法以及部分格的用法。 

1.2.1 词性与变格 

 跟德语很类似，冰岛语的名词有三个性，因此定冠词有阴阳中三种。除去自然属性，其

他名词的词性大多可以通过词尾来判断其归属，可词尾种类繁多。冰岛语自然也有单复数之

分，根据单复数属格及复数主格词尾的不同被分化为强变化以及弱变化。名词还有确指范畴。 

名词有主格、宾格、与格和属格四个格。变格类型也可分为弱变化和强变化。弱变化是指单

数四个格的词尾均为原因，而在强变化中主格、宾格复数和单数属格有着特别的词尾。冰岛

语名词有关语法范畴中还有“确指”，与英语、德语靠前置冠词表示“确指”不同的是，冰

岛语的定冠词在词尾。 

 

1.2.2 格的部分用法 

 冰岛语中，主格表示动词的主语，如：Konan sem ég talaði við er kínversk. （和我说话

的女人是中国人。）宾格表示及物动词的宾语，受介词、动词等的支配，如：Ég tel álfinn hafa 

stolið blýantinum.（我相信是精灵偷了我的铅笔。）与格表示简洁宾语受动词、介词等的支配，

如：Ég veit ekki hver gaf mér þetta.（我不知道是谁帮了我。）属格表示所属，受介词等的支

配，比如 Ég hef aldrei lent í þessu.（这是我从来没有遇到过的。） 

 这些只是冰岛语语法中的冰山一角。据某网络调查显示，冰岛语在全世界最难语言的排

行榜里位居第四，这不是没有原因的，何况，冰岛语的文字并不像排名一、二、三中，汉语、

希腊语以及阿拉伯语那么复杂。不论这个调查的可信度有多高，但是仅此可以看出冰岛语语

法是十分难掌握的。 

 

1.3 其他难点 

 除了语法、语音外，照成二语习得难点的因素还有很多，比如词汇量。词汇量的多少对

外语学习者来说直接影响到了外语水平。如果没有一定的词汇量，不论是听、说、读、还是

写，都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再比如对小语种学习者来说，他们的语言学习紧迫感小。因为

英文在很多国家都是通用的，所以他们对英文的依赖增加，当遇到所学小语种不能表达出自

己意思的时候，他们往往会用英文做补救，而不是去想方设法用所学小语种来表达自己的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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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也就是说他们丧失了一次又一次用所学语言表达事物的机会，语言水平自然提高缓慢。

再者，小语种的文学影视作品少，这斩断了许多小语种学习者学习语言的途径，造成了他们

对所学语言兴趣的降低。 

 语言难点因人而异，语言学习者需要拟定自己的学习方法来改善，尽量克服这些难点来

提高自身语言水平。 

2．难点原因分析 

2.1 母语习得与外语习得的差别 

 自上世纪 50 年代起，关于在二（外）语习得中母语迁移研究经历了如下的“三个发展

阶段：早起的行为主义的母语习惯迁移论和对比分析假说，中期的心灵主义的迁移和可忽略

论以及近期的认知学的迁移制约论。人们对母语作用的认识从过分夸大和过分轻视两个极端

逐渐走向理性和客观，不再全盘否认母语迁移的纯在或把母语习惯的迁移视为学习者中介语

错误的唯一根源。人们的分歧不再是母语是否影响二语习得，而是在什么情况下，影响二语

习得，即母语迁移受哪些因素的制约。”
3
  

成人学外语时，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从认知开始，尽管在学习过程中会有许多语言基本

要素的某方和“认会”，但是这种“认会”和习得母语时以模仿为主的认会是不同的。 

母语习得：认会（模仿）→认知→认会（创新） 

外语习得：认知（陈述性知识）→认会（实践）→认知（巩固） 

成人学习外语的习得过程是从认知开始。当然，成人学习外语需要及时、反复不断地通过“认

会”，通过实践与运用去巩固先前所构建的认知。如果缺乏这一实践环节，成人对外语的认

知只能是肤浅的，一知半解的，或者是无效的反复。 

 

2.2 年龄差异对外语学习的影响 

2.2.1 不同年龄学习者的优势、劣势 

 成人学习外语的优势在于有较强的学习动力和学习持久性，较高的语言规则的归纳能力。

                                                             
3 李爱华,论二语系的中母语迁移的认知制约.湘潭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0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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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ttlewood 指出：成年人大脑神经系统已经完全建立起来，思维方式已经完善，语言意识强，

因而可以非常容易地处理复杂的语言形式和内容，在掌握外语阅读、写作等方面占绝对优势；

成年人学习目的明确，学习动力充足，知识经验丰富，理解能力以及联想能力，记忆力较强；

在学习外语开始运用母语和监控只是也可使他们在最初阶段比儿童学得快。他么的劣势在于

建立标准的外语发音模式常遇到难以克服的困难，在吸收和运用日常交际语言并使之直接发

展为交际能力方面明显要比儿童和少年差。
4
 

 Singleton 认为在自然环境下学习第二语言，年龄大的学习者在初学时所具有的优势，

只需大约一年时间便告结束，在课堂环境下的外语学习，成人开始的优势不是很容易就消失

的，外语学习并非越早越好。 如果外语学习的环境对外语学习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那么

用内在的胜利成长因素去界定语言习得的关键期俄日面过于简单化和概括化。
5
 

 儿童学习外语的优势在于儿童模仿力强，听觉敏锐，心里障碍较少。青少年学习外语的

优势则是他们更好地了解语言和文化方面的联系，智力更加发达，记忆力强，母语系统已经

建立。国内学者桂诗春先生认为年龄对外语学习的影响大致可以分三种情况：3-10岁：儿

童大脑可塑性最强，在语言才能方面呈现差异，能习得自然语言，但容易和母语习惯混淆；

11-17岁：这些青少年理解语言和文化的能力较强，母语习惯已形成，不会受到多大干扰，

长期记忆力怎强；成人：成人的学习目的性明确，有强烈的学习动机，理解、联想能力较强，

但没有足够的时间去专心学习。桂诗春先生又指出：“对于外语最宜从何时学起的问题，不

宜简单下结论。我们还要充分考虑外语学习环境对这一问题的影响。” 他提出两条归纳性

的意见：“一是具备了适合的学习环境（如双语制或外籍教师教学）；二是在何时的学习条

件下，青少年和成人也能在多数方面和儿童一样学到外语，甚至效率更高”。 同时他指出。

“应当考虑儿童和成人各具有什么优势的问题以及语言习得环境的问题对年龄影响第二语

言获得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6
 

 

2.2.2 记忆力的误区 

 调查显示：67%的人认为儿童的记忆力是最好的，其次才是青少年。没有任何人觉得成

人的记忆力会超越青少年以及儿童。（见图 2） 

                                                             
4 Littlewood,W. Foreign and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 北京：外语教学研究出版社,2002. 

5 Singleton,D. French Second Language Education in Canada: Empirical Sudies. 2000, 28(4): 626-628. 
6
 桂诗春.新编心理语言学.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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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现实生活中的确可以听到如同“小孩的记忆力是最强的”之类的言论，可是其实人的

记忆力最好的年龄即不是 10 岁，也不是 18 岁，更不是越小越好，而是 30 岁左右。虽然年

龄大了，但是记忆力却不会跟着退步。一般要到 70多岁才会开始记忆损失明显。
7
所以， 因

为记忆力好才学不好语言是不正确的说法。但是孩子学语言要比大人快，是有目共睹的。单

从记忆力上来看，成年人记忆力好而且用记忆力去学语言，反而困难。相反的，小孩记忆力

差，不用记忆力去学语言，缺相对容易。这证明了学语言不是光靠记忆力的！还要靠如同鹦

鹉学舌般的模仿以及日常的运用。  

 总之对于外语学习者来说，无论是儿童还是成年人，他们都要经历同样的过程和客服相

似的困难。因此，开始学习的年龄早也不能保证第二语言学习的成功。 

 

 

图 2 

 

  

                                                             
7漏屋,英语学习的真实方法及误区分,2007-08-07.摘自网页: 

<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english/1/121795.shtml> 2012-04-20 

67% 

33% 

0% 

哪个年龄层记忆力最好？ 

儿童（12岁以下） 

青少年（12-18岁） 

成人 

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english/1/121795.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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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文化差异对外语学习的影响 

 语言是文化的组成部分，是一种文化的表现形式，同时对文化也起着重要作用。不同的

国家有着不同的语言和文化，所以，文化对语言交际的影响是极为明显的。此小节中，会以

冰岛与中国的文化差异对比为例，分析文化差异对外语学习产生的影响。 

2.3.1称谓差异 

 自古以来中国人注重礼节，人尽皆知，中国乃礼仪之邦。传统的中国文化观念使中国人

在称谓方面十分注重，与冰岛乃至整个西方有着明显的差别。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中国人对

亲属的称为十分讲究，长幼有别，亲疏有别。中国人会以父母家庭的血缘关系来区分内亲和

外亲。如父亲的父母叫爷爷、奶奶，母亲的父母则叫外公、外婆或者姥姥、姥爷。冰岛语里

没有这个区分，与英文一样，爷爷和外公都叫 afi, 奶奶和外婆都叫 amma。冰岛文中，对阿

姨、婶婶、 姑姑、表妹、堂姐、伯母以及一系列的女性亲戚的称呼都为 frænka，而男性亲

属，除了爷爷，外公以及父亲，所有剩下的抖叫 frændi。 这样的分法，有利有弊。利在于

好记，一共就两个词而已， 而弊在于人们很容易混淆，或者根本对所说的人物对不上号。

再以对老师，教授的称呼来说。在中国，学生们会把老师的姓放在“老师”或者“教授”之

前，一般不直呼其名。而在冰岛，学生们往往直接称呼老师或者教授的名字。如果你和那位

老师已经很熟悉了，学生们甚至会叫老师的“小名”，就好像在直呼自己的亲戚或者朋友一

样。在冰岛人眼里，着完全没有任何不尊重师长的意向，而且在诠释一种对亲人般的亲昵。 

 

2.3.2 个人隐私 

 在日常生活交往中的另一个障碍是谈论隐私问题。冰岛人比较注意自己的隐私，不愿

意别人过问个人的私事。在他们眼里，薪水，财产，家庭，婚姻，年龄，健康状况等，都属

于个人隐私，在日常交际中提及的较少。相反，中国人对隐私又有另一番理解。中国人在日

常交往中不太注意维护自己的隐私,也 不注意尊重他人的隐私。在人际关系中,中国人喜欢

标榜“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 “知无不 言,言无不尽”。所以在他们的日常问候中，

常会提及如：“你今年多大了？”，“工作如何？升官没啊？”，“最近家里都好吧？”之

类的话。这些对中国人来说，并非是不礼貌的，因为在他们观念里，关心朋友是必要的，而

关心朋友的方法中，不可避免的就会提及工作，家庭方面的事情。所以，在对冰岛人乃至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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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交流时候，务必要先弄清楚对方的背景文化，再去问候他们，以免弄

巧成拙，遇到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2.3.3“客气”与“谦虚” 

 称赞和赞美是一种语言交际行为。对冰岛人来说，如果实事求是地夸奖某个人，那被夸

张的那一方一般会欣然接受，因为这代表着别人对你的肯定。但如果是唯心而论，他们也不

会碍于面子，而会进行反驳。他们的本意不是想让你难堪，而是他们追求实事求是。从这点

上可以体现出冰岛人内心朴实的性格。如果赞美的对象是中国人，他们的答案就有所不同。

一般来说，他们会谦虚的回答：“哪里哪里”、“过奖了”之类的话，这并不代表中国人缺

乏自信，而是表示受之有愧，做的还不够。反之如果欣然接受，很容易会让人觉得你骄傲，

自满。 

 关于客气，可以另举一例。张先生和一个刚认识还没多久，还不是很熟悉的朋友在路上

遇到了，聊了一会儿之后，他在临别之际客气的邀请那位朋友常到他家去做客，有空去他家

吃饭。没过两天，快到饭点的时候，在毫无预警的情况下，他家的门铃响了。他的那位朋友

应邀来他家做客，吃饭了。虽然他是一个好客的人，但是这种毫无预警的登门拜访还是让他

有点哭笑不得，从那以后，他再也不敢随便和冰岛人说“客气”话了。请客，不论是中国人

还是外国人，邀请亲朋好友来家里做客事件很平常的事。但是在大多数中国人的观念里，他

们会做出一桌子菜肴来款待客人，只能多，不能少，否则就会有可能被理解成招待不周。 而

对冰岛人来说，菜式的多少不重要，但是绝对管够。日常生活中，这类的笑话还有许多，充

分体现了中西文化的差异。 

 

2.3.4与同性的关系 

 在西方，同性男女过了童年时期再手拉手，或者一个人搭在另一个人的肩膀走路就会意

味着同性恋。而在中国，往往可以在大街小巷里看到同性男女手拉手，肩靠着肩，有说有笑

的一起逛街，这是他们体现友情亲密无间的举动，和同性恋根本占不到边。  

 中西文化差异常常能通过语言上的差异表达出来。更好的学习和研究文化差异有助于语

言学习者认识不同的文化背景，使人们能够尽量消除在与西方人交流时因文化差异而产生的

误解及误会，是更好学习语言交流的必经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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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改进方法 

 摆正自身位置，建立良好的学习动机，找到自己的学习目的是外语学习的最大动力，是

改进，乃至克服语言学习难点的良药。在学习过程中，找到自己的缺点与不足，对症下药，

运用最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来就行语言学习势必能事半功倍。 

3.1 学习动机及目的 

 “为什么要学习除英语以外的小语种?” 往往是一些新移民者到一个通用语言非英语

国家时的疑虑。以冰岛为例，冰岛国家虽小，但有自己的语言：冰岛语。冰岛语的难度相当

高，使许多外国人为之却步。大多数冰岛人精通英文，也就是说与冰岛人的日常交流用英文

是几乎没有障碍的。这使有些人认为只要学好英文就行，学习冰岛语并不重要。调查显示，

事实如此，的确有 7%的人这样认为。（见图 3） 

 当居住在一个陌生的国度，首先就是了解当地的历史文化，风土人情，社会变迁等系列

问题，而了解这些东西要从语言开始。每个国家都都有他们的民族优越感，冰岛人也一样。

在冰岛人眼里，如果作为一个外国人却能说一口流利的冰岛语，他们会对你感到钦佩和尊重。

因为会说冰语的外国人尊重了他们国家的语言文化，他们自然也会以同样尊重的目光来看待

他们。 再者，对成人来说，就业也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在冰岛的各大招工平台上，最基

本的招工要求就是要求应聘者会冰岛语。也就是说，不论工作层次的高低，当地语言能力是

最自基本的招收标准。从长远来看，学习冰岛语不论在生活上还是工作上都对在冰岛生活带

来了很多方便，还是外国人申请冰岛国籍的必备条件。冰岛法律规定：申请冰岛国籍者必须

通过基础水平的冰岛语考试。 这些，足以证明学习本地语言的重要性，不是国际通用语言

就能代替的了的。
8
 

 

                                                             
8
 护照申请要求. 摘自冰岛移民局官方网站: 

<http://www.innanrikisraduneyti.is/raduneyti/starfssvid/rikisborgaramal/almennt/skilyrdi-fyrir-veitingu/> 

2012-04-23. 原文为：Umsækjandi skal hafa staðist próf í íslensku samkvæmt kröfum í reglugerð nr. 1129/2008.  

http://www.innanrikisraduneyti.is/raduneyti/starfssvid/rikisborgaramal/almennt/skilyrdi-fyrir-veiting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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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成人外语学习者的可塑性有限，再加上成人外语学习有限的客观条件，是很难达到双语

或者本族语那样的语言水准。对成人外语的学习目的和要求需要划分明确。对成人来说学习

外语的主要目的是：与他人进行交流、获得信息、开阔视野、提高素质、提高自身竞争与工

作能力。他们需要做到的不是精通外语，而是掌握外语的实际使用。他们必须具备的能力大

概可以分为以下几类：1. 基本交际能力。所有的成人外语学习者，不论年龄，都应该努力

去获得这种能力，掌握基本的社交语言和语言技能。2. 专门技术能力。由其是对在职的成

人外语学习者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这是他们维持职业生涯和获得晋升的必要条件。 3. 要

求有应对与避免困难的能力，能及时，比较适宜地应用其逻辑思维，具有临时应变能力。 

 

3.2 学习方法 

 有人将学外语比作弹钢琴，必须每天练习，持之以恒，方能达到熟练的程度。有人将学

习外语比作爬楼梯，必须稳扎稳打。 学外语是无法速成的，成人学习外语的过程必定是长

期的，甚至可以是贯穿人一生的终身学习，其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个人的学习方法和

习得习惯。有一个正确的学习方法，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同时，学习方法多种多样，

针对不同人群也会有不同的方法。每个人几乎都有一套自己的学习方法，但是针对成人学习

者，以实际运用为主的学习方法大概可以划分为以下几点。 

 

 

93% 

7% 

是否有必要学习冰岛语？ 

有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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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 听力与语言表达 

 语言信息的正确传递是交际有效的基本条件，所以外语学习者的首要任务是学会如何组

织语言信息。在不同的环境中，或通过不同的语气或语调，一个句子分别表达不同的话语信

息。同样，相同的话语信息也可以通过不用的句子形式来表示。 

 外语习得中，实践是第一位的。成人外语学习者在学习外语时，应充分注意到语言的社

会性和交际性，在学习和掌握语言知识的同时，也要认识并恰当地使用语言交流的技巧。成

人学习者在使用外语时如能适当地估计说话人和受话人的角色，这意味着谈话不仅是在交流

思想，同时也是一种社交。这样的语言交流既能保持畅通的谈话渠道，又能同受话人建立友

好、和谐的关系。总而言之，成人使用外语进行交际，其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对语言社会

性和交际性的认识与掌握。成人比较常见的交际需要是：尽可能的利用所掌握的优先的单词

或者词组，通过简便的话语，去实施陈述、肯定、否认、提问或请求等诸项功能，还要能够

基本或者概括性地理解对方话语的意思，并且能够用自己掌握的优先的词汇进行回答或反映。 

成人外语初学者的这种需要与幼儿学习母语的需要类似。母亲对孩子交谈时用的语言一般是

经过了简化的语言，可以使幼儿相对容易的辨认语言环境中的信息。 对于成人语言学习者，

他们也可以通过一种简化的语言体系来进行简单的外语交际活动。 也就是说，他们要和孩

子学习母语一样，以听说为主，读写为辅。在外语学习者学习外语的起始阶段运用这样方法

至关重要的，这可以增加学习信心，并提高学习效度。深度语言交际是要在语言表达能力已

经达到一定标准的前提下才可以进行的。 

 

3.2.2语言习惯及语法提高 

 虽然成人外语学习者在学习和使用外语时会努力积累言语表达所需的词汇和句法，但在

学习如何做到能熟练使用外语并且获得语言交际的最佳效果，就必须熟悉和掌握目标语本族

使用者的句法和习惯用法。伴随着外语学习的进展，成人外语学习者会自觉地不断修正自己

的外语表达方式。他们会尽可能早地开始培养其语法能力。对外语学习者学习目标语语法的

根本要求就是熟悉并且应用能生成全部从语法意义来讲是可能的句子所需要的规则。可是，

真正为交际所用的由语法能力生成的句子只是小部分，交际在很大程度上由符合惯用法的语

言组成。也就是说有些语法意义上成立的句子，都不符合目标语的惯用法，不会被本族语者

使用。所以交际中还必须要求外语学习者熟悉并使用符合本族语言习惯用法的词汇和句法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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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这里又回归到了上一个问题，成人学习更注重先多听说，只有外语学习者会听，会说，

有一定的语感了之后，才可以更深度地了解如何正确地运用语法，是更好的学习语法的有效

方法。 

 

3.2.3语音与词汇 

 以英文为例，天涯英语杂谈上漏屋老师在帖子《学习英语的真实方法与误区分析》中提

到：“韦氏字典上是四十五万个，牛津字典上五十万个，英国伯明汉大学曾编纂的单词集有

两千万个。英文的单词量巨大。但是某个统计资料显示: 最常用的200个英文单词，出现几

率或使用频率达10%。 最常用的2000个单词，出现几率或使用频率达80%。 最常用的前5000

个单词，出现几率或使用频率达97%。 最常用的前10000个单词，出现几率或使用频率达98.5%。 

最常用的前15000个单词，出现几率或使用频率达99.5%。 大家发现单词量越大，使用频率

增长百分点越小。”也就是说，一般英语交流只需掌握大概5000个单词就足够了。这一观点

在冰岛语里同样受益，日常常用的单词只是所有单词的极小部分。相反，对语音的掌握却是

必要的。任何一门语言都需要一个良好的语音基础。在冰岛语中，只要学生学会每个字母的

正确发音以及掌握语调，一般就可以顺利的读出句子和文章。把不会的单词，句子，正确的

朗读出来，是外语学习的必经之路。有时候光看不能理解的句子未必能读懂它的意思，反而

在正确的朗读或者默念之后，却可以猜出它的大概意思。总而言之对成人来说，词汇量到达

一定程度便可，扎实掌握好语音确实必须的。 

 

3.2.4 口语 

 娴熟、流畅和准确地表达意思是外语学习的最终目的, 因此, 口语训练在外语学习中尤

为重要。大部分外语学习者都认为口语是学习外语的最大困难。敢于开口是学好外语的关键。

学语言必须“脸皮厚”，犯错不要紧，只怕你不敢去犯错。在第一时间里语言学习者需要把

想说的话拼凑出来, 即使存在语法或者语音存在错误也不能害怕。作为一个外语学习者来说，

说错是很正常的事情，当地人是不会因为这个原因而笑话你，反而他们会尽可能的帮助你改

正错误，你也从中可以学到更多。当然, 尽可能把话说得准确、清楚， 尽量让人听得明白

是每个外语学习者需要做到的。其实口语和听力有着莫大的关系，一般来说口语好的人往往

听力也不错。因为其实只要是已经会说的话, 你就肯定能听出来，相反听得多了自然就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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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的欲望。二语说的标准，单词发音发得好, 那听力肯定也就会很好。 

 

3.2.5 归纳与总结 

 何自然教授提到：“保存在记忆库里的材料如能定期进行归纳, 就可以扩大记忆的容，

并能迅速达到长期记忆的效果。归纳是学习外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方法，也是成人学习外语

的优势。成人外语学习者要利用这点优势以总结与归纳的形式来更好的学习。“随着学习材

料的增加、知识的增多而需要不断地进行补充。因此, 归纳要经常化。要将某些语法现象，

某些词语的用法，为表达某些情景而使用的各种句型等不断补充和充实到原来归纳过的内容

中去。要学多少, 归纳多少, 未学过的不要归纳进来, 因为没有经过重复、联想的东西, 归

纳了也是徒劳的、掌握不了的”
9
 养成归纳的习惯不但可以帮助外语学习者将所学的东西条

理化，从而增加他们对学习外语的兴趣和信心, 而且也可以提高思维能力和办事能力。如果

他们具备了较强的归纳能力，再加上重复的学习，记忆力就会加强，东西记得更有条理，学

习也就会学得更头头是道。 

 

3.2.6 了解文化 

 上文中提到，文化和外语习得是息息相关的。除了少闹笑话，以及避免一些不必要的麻

烦以外，只有了解到当地文化，才能更好的运用语言，与当地人的交往也能更深一步。随着

与当地人话题的增多，外语学习者的社交圈也会随之增广，自然而然，语言的练习机会就增

加，语言水平自然提高得更快。 

 

  

                                                             

9
 何自然.重复、联想、归纳——我的外语学习方法。大学英语，2003 年 0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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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通过大量的文献阅读与研究，本文综合归纳了外语学习的难点以及总结了促进外语学习的

几个学习方法。作者本人对这些学习难点及方法也深有感官。本人认为二语学习就是要去找到

难点，不畏惧这些难点，找到克服这些难点的方法，尽可能的解决这些难题。本人觉得对于成

人来说对二语的听说比读写要重要的多，只有会听，会说，才可以与人交流，可以走近社会，

了解文化，从而更好进行语言学习，而第二步才是去适当的读与写。在论文的写作过程中，本

人也学到了许多新的知识，了解到了更多的学习方法。希望读者也可以用通过本文的阅读，更

好了了解如何学习二语。 

 由于写作能力有限，本论文从选材到完成指导老师都给了我许多帮助与鼓励，提出的看法，

以及意见，在这里对他表示忠心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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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调查问卷 

调查问卷 

 

选择题 

1. 您的年龄 

a.10-18  b.18-30  c.30-50 

 

2. 您的国籍 

a. 冰岛  b. 其他 

 

3. 性别 

a. 男  b. 女 

 

4. 您会多少门语言？ 

a. 1   b. 2  c. 3  d.大于等于 4 

 

5. 您来冰岛多久了？ 

a. 1年以下 b.1-3年  c.3-5年  d.5 年以上 

 

6. 您的文化水平? 

a. 初中  b.高中  c.大学  d.研究生以上 

 

7. 您的冰岛语水平？ 

a. 差  b.一般  c.较好  d.很好 

 

8. 您觉得有必要学习冰岛语么？ 

 a.有  b.没有 

  

9. 在您学习冰岛语的过程中，以下哪点最难？ 

 a.语音  b.语法  c.其他________ 

 

10. 您觉得听、说、读（阅读）、写的重要性排列顺序为： 

a.  听-说-读-写  b.听-读-说-写  c.读-听-说-写 d. 其他________ 

 

11. 您是否觉得小孩对第二语言学习会比成人快？ 

a. 是  b. 否 

 

12. 您觉得哪个年龄层的人记忆力最好？ 

a. 儿童（12岁以下）b.青少年（12-18岁）c.成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