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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摘要 
 
Abstract 
  
Be it in curriculum and syllabus planning, pedagogy or testing and evaluation,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specialists and practitioners in Singapore usually look to their counterparts in China for insights.  However, 
whereas the Chinese language is the first language for pupils in China, it, though called “mother-tongue”, is 
practically a second language for pupils from English-speaking families in Singapore, and not quite the first 
language for even pupils from Chinese-speaking families.  Therefore, practices which maybe useful in China 
may not often be so in Singapore.    
 
Rather than CL1 pedagogies in China, I believe we can learn more from its CSL pedagogical theories and 
practices.  An examination of they do for the HSK (Hanyu shuipin kaoshi, or Proficiency Test for Putonghua), as 
well as what they do for CL1 but not adopt for HSK, can provide much insights for CL educationists in 
Singapore. Their researches in CSL teaching will also be useful for us to reflect on our CL education strategies. 
 

 
 
 
绪论 

在新加坡，对于英语家庭的儿童而言，华语只是第二语言；而对于华语家庭的儿童，

华语作为第一语言的意义，也难与华语在中国的意义等同。因此，在华语教学的理论

与方法上，中国的对外汉语教学经验，比对内汉语教学经验，在很多方面，或更有参

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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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正文分两部分，探讨中国“对外汉语教学”的经验与研究对新加坡华语文教学的

借鉴意义。第一部份集中讨论考试问题，兼涉及教材。这部分介绍汉语水平考试大纲

及相关材料，并与新加坡各现行中小学华文考试纲要比较，进而探讨汉语水平考值得

新加坡借鉴之处。第二部分综述中国学者在对外汉语教学理论与方法的研究，重点分

析有关汉字与词汇教学方面的理论。 

 

一  汉语水平考试各类大纲与新加坡各现行中小学华文考试纲要的比较  

《汉语水平考试大纲》包含（1）考试用途，（2）考试依据、（3）试卷构成三部分。 

新加坡各中小学华文考试纲要一般包括以下项目（1）考试对象、（2）考试依据（遵

照中学/ 小学课程标准的相关教学目标及教学内容而编制）、（3）试卷构成、(4) 考试

程序、(5) 出题蓝图等五部分。《汉语水平考试大纲》中的“考试用途”已包含“考试

对象”；而其“试卷构成”部分也包含了新加坡华文考试纲要中的“试卷构成”及

“出题蓝图”两部分。本文拟特别讨论的是两者“考试依据”部分的异同，并论析两

者“考试依据”对教材编制、考试及教材的关系两方面的影响。 

  

汉语水平考试的依据有三：（1）《汉语水平等级标准》，（2）《汉语水平词汇与汉

字等级大纲》，（3）《汉语水平语法大纲》。其中词汇、汉字、语法等各分 4 级。 

 

新加坡各华文考试纲要“遵照中学/ 小学课程标准的相关教学目标及教学内容而编

制”。正被取代的各中学/小学的课程标准均说明各不同课程及不同年级应掌握（写用/

认读）的字数。新加坡教育部 2002 年曾出版的《中小学华文字表》，应是各课程标准/ 

考试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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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以“小学 6 年、中学 4 年”的情形计算，则新加坡中小学的汉字可说是分为 10

级，相对于汉语水平考试中的 4 级，显得烦琐。如果课本的编写严格遵照各级字表，

必然对面对极大的限制，影响行文与课文的深度，这在小学一到四年级的影响尤为严

重。2007 年编制的《小学华文课程纲要》把个小学课程 6 年应掌握字数分为 3 级，多

少减少了对课本编写的限制。如果能参照汉语水平考试的做法，把对汉字的分级再减

少（每级的字数相对增加），如小学两级、中学两级，则编撰课文时的灵活度会更

大。但减少汉字等级、增加每级字数的做法，对学生的学习是否更有利，却还要视乎

每级词汇的数量及其与各级汉字的关联性。如果每级的字数增加后，没有词汇分级标

准，便可能做成词汇过多的后果，因而大大加重学生的负担。 

 

很不幸的，新加坡各种中学/小学考试纲要与课程标准目前仍没有依据一般意义上的词

汇分级表（中学课程标准里的“成语表”，只能算是“特殊词汇”表）。结果每课所

列词语，只是在课文写成后选出；因此，每年级、每阶段应学哪些词汇、多少词汇，

似无全面规划与依据。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为配合课程内容，公开考试的词汇便须

对应课文所含词汇。这样，如果各级课文词语的总数过低，会造成学生词汇贫乏，考

试水平偏低；如果各级课文词语的总数大大超过日常生活/学习所需词汇，考试水平过

高便过高，更会不必要地加重学生的负担。 

 

据笔者理解，新加坡过去的情况属于前者：各级课文词语的总数过低，造成学生词汇

贫乏，并造成这样的现象：在剑桥教育普通文凭华文科考试中取得优异优异的考生

中，有很多的华文水平仍然偏低。为矫正这现象，一个表面上合乎逻辑的解决办法

是：考试词汇不再囿于课本所用词汇；教师除教授课文外，必须鼓励学生大量阅读，

以提高词汇量与语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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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笔者认为，如果公开考试与课本都只依据字表，而没有依据一个词汇大纲，如果考

试词汇又与课本词汇脱钩，一般学生（尤其是来自英语家庭的学生）必然无法应付。

之所以如此，要从汉字的构词能力来说明。 

 

李清华指出：汉字具有非常强的构词能力，“现代汉语中大部分词汇是这 3,500 字构成

的。对我们母语是汉语的人来说，掌握了这 3500 字（中学毕业水平），就具备了理解

70,000 个词的基本条件”（张凯 1997）。 如此计算，平均每字构词为：70,000/ 3,500

＝20 个。” 

 

如果每字平均构词 20 个，则 1,600 字（这是 2007 年《小学华文标准》所定下的小六华

文字数的下限）便可构成 32,000 个词；2,500 字（这是 2002 年《中小学华文字表》所

定下的中四普通学术写用字数）则可构成 50,000 词。（据《汉语水平词汇大纲》，大

纲内所含 8821 词可覆盖一般语料的 95％。因此，即使是 32,000 个词，已远远超出学

习与实际的需要。）在公开考试与课本没有依据同一词汇大纲、而考试词汇又不囿于

课本词汇的情形下，即使严格依据字表，公开考试里出现的词汇，仍然极有可能超出

学生接触过的词汇。 

 

必须指出的是，汉语复合词由两个或以上的汉字组成；而复合词的意义很多时候是不

能从汉字[即词素] 的意义推想出来的。在 3000 常用词中，有 1645 复合词，而能从字

面上直接看出词义的有 862 字，只占 52.36% （王又民，1994）。因此，即使学生已掌

握字表里所规定学习的汉字，也不保证能理解没有学习过的词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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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所述，中国汉语水平考试的汉字与词汇分成四级。不但如此，中国汉语水平考试

的汉字分级与词汇分级也相对应，有 4 个界标：甲级词（1000）与甲级字（800）相对

应；乙级词（2000）与乙级字（800）相对应；丙级词（2000）与丙级字（600）相对

应；丁级词（3000）与丁级字（700）相对应 （《汉语水平词汇与汉字等级大纲》（修

订本），页 24）。 

 

笔者认为，与其把考试词汇与课本词汇脱钩，不如仿效中国汉语水平考试的做法，定

出一个词汇大纲，而字与词汇间合理对应。只要课本与考试都依据同样的分级字表和

词汇表，则两者配合越紧密，语文水平便越能维持，而语文教育的目的便越能达到。

有了词汇大纲，即使课本限于篇幅，未能有效地把所有常用词语都包括在课文里，教

师也可以根据词汇大纲编制辅助教材，而学生也有明确的努力方向。 

 

二 中国学者在对外汉语教学理论 

中国学者在对外汉语教学方面的研究，重点在汉字与词汇教学。新加坡在华文教学方

面的研究也比较注重汉字与词汇教学。但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对外汉语教学的研究着

重于探索汉字、汉语本身的规律，探求科学的理论根据，其中，对认知方式及字词频

率与教学的关系，着力尤多。下文将首先简述几种基于字词频率与认知方式而提出的

观点与教学方法，供新加坡华文教学者参考；然后概述中国学者其他方面的研究。 

 

（一）先认字，后写字 

朱志平指出，“在目前的对外汉语教学中，大多数汉语学习者往往是在学习汉语的同

时开始接触汉字的，这种‘语文并进’的情况使学生接触到的汉字顺序既不按照汉字

构形规律也不按照汉字习得规律。”（朱志平，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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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认为，按照认知规律，“识字应先于写字”。但这与新加坡提倡的“先认后写”内

涵不同。朱志平根据王宁的理论，指出汉字有所谓的“书写元素”和“构形元素”，

亦即通常说的笔画和部件。“书写元素和构形元素分别与汉字的书写和辨识两个方面

相关联”。“写字又需要有对构形元素认识的前期积累作基础，因为笔画起落依附于

结构的特点。在认识构形元素以后，书写过程才能达到理性化。构形元素的分析可使

学习者建立起系统的观念，所以书写元素最终的熟练掌握依附于对构形元素的理性认

识。在对汉字进行辨识时，汉字的构形元素是汉字能否被正确辨识的关键。构形元素

是直接进入构形的最小单位，也是汉字结构中表义的最小单位。它对汉字的识别和记

忆起到相当关键的作用。”（朱志平，2002） 

 

可见朱志平所谓的“先认字”，指的是先辨识汉字的部件。“在汉语学习中，不了解

字形，就无法掌握汉语的读写技能。” 如果教师没有先解释一个合体字的构形元素，

便要学生书写汉字，便是违反了汉字的认知规律。 

 

杜敏也认为“对外汉字教学传播的方式不能像[中国]国内小学识字那样采取单纯的随

文识字法”。（杜敏，2002）。他强调，“留学生学习汉字时，必须首先建立语音、

语义与字形之间的联系，并要不断强化这种联系，尽快建立汉字学习的心理词典。” 

 

他进一步指出，“于熟悉汉字、建构了心理词典的人而言，高频合体字中的部件之和

被知觉成了一个整体的单元，是以整字的方式被识别的；低频合体字中的部件，在视

觉中对部件之和的识别有显著的影响作用，说明低频合体字的部件之和在视觉中没有

被知觉成一个整体，是以分解的方式来识别的，其中笔画及部件在识别中起一定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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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可以说，汉字心理词典的建立，是提高阅读能力的关键；而“汉字认读中的形

义联系强于形音联系。”因此，掌握汉字的形义联系，是构建汉字心理词典的关键。 

 

综合王志平和杜敏的意见，汉字教学应遵循以下步骤：（1）从 2000-2200 常用字中选

取高频部件为基础字表，有系统地教学；基础汉字的教学应独立进行，不受课文牵

制。（2）先认写高频部件/基础汉字，再认写课文中的汉字；（3）讲解课文的汉字

时，要遵循“识字先于写字”的原则。 

 

此外，杜敏以下的一段话，也足让新加坡教学工作者反省：“所谓的‘提示教学

法’，说什么‘要’就是中国男子要西方女人，‘人伸开双臂表示“大”， “大”多

了一点就过分为“太”， “天”在人的上方’。又如所谓的‘汉字通俗教学法’，认

为‘死’是歹徒用匕首捅死一个人，‘呆’是口笨如木头。而‘字谜教学法’认为

‘省’是‘自小在一起，目前少联系’，‘泛’为‘分开水太少，合拢水太多’，等

等。这些是无视汉字规律的一些教学传播方式。” （杜敏，2002） 

 

滥用 “提示教学法”、 “汉字通俗教学法”和“字谜教学法”，会扰乱学生对汉字

规律的认识，最终会妨碍“汉字心理词典”的构建。 

 

（二）语素教学法（吴茗） 

朱志平和杜敏的理论，以汉字字形为着眼点。李如龙、吴茗则着眼于“语素”，提出

“语素教学法”，来进行词汇教学。汉语里的语素，其实就是汉字。因此，“语素教

学法”又可称为“字本位教学法”。在实施“语素教学法”时，有两个原则必须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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彻：（1）严格区分字、词的频度，贯彻常用先教的原则；（2）理清字义和词义的种

种关系，贯彻由字及词的学习导向 

 

具体的做法如下：（1）在 3500 常用字中再划分层次，先教频率高、构词能力强的汉

字； （2）构词能力强的汉字作为语素时，义项便可能愈多；因此，必须考察每个义项

的使用频率，找出最常用最基本的语素义，先教其最基本语素义；（3）词语方面，先

教使用频率高的词语；（4）对于义项多的词语，应考虑各义项的使用频率，尽量按照

频度来安排义项学习的顺序与比重。 

 

（三）“一体化教学法” 

同样以汉字与词汇的频率为依据，王先民（1994）提倡“单音节词（汉字）——语法

（构词法）——复合词一体化方法”（简称“一体化教学法”）进行词汇教学 。 

 

他的基本论点是：（1）汉语词汇是以单音节语素为基础建构起来的，大量复合词（指

双音节词和多音节词）都是由单音节语素依一定的构词规律结合而成的；（2）汉语词

汇具有很强的意合特征，复合词的意义总是反射出语素所含的某些意义；（3）汉语的

词、短语和句子三个语言层次的构造方法基本一致，因此，不应把语法教学与词汇教

学割裂开来。 

 

为了支持他的论点，他提出了一下的数据：（1）在 3000 常用词中，有 1337 个单音节

词和 1663 个复合词。统计中的复合词存在 1％的误差，可以确认的有 1645 个。（2）

1337 个单音节词中，参加构词的有 724 个； （3）从认知方式看，1645 个复合词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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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从字面上直接看出词义的 862 个，占 52. 36％。这类词可叫“直观认知词”；（4）

862 个“直观复合词”中，516 字包含在 1337 个单音节词内。 

 

因此，他认为，3000 常用词中的 1337 个单音节词是必须比较早掌握的。掌握了这

1337 个单音节词后，便可顺利掌握 1645 个常用复合词中的 516 个直观认知类复合词。

这样就解决了 3000 常用词中的 1853（1337 + 516）个词的问题；而这 1853 个词可以为

余下的 1147 个词的认识创造语言环境。 

 

应该说明的，是以上学者的统计数字，主要依据（1）北京语言学院教学编《现代汉语

频率词典》（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86）； （2）[中国]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

汉字处编《现代汉语常用字表》。可两部著作，新加坡华语文工作者与教育部华文编

写人员应多参考。 

 

除汉字与词汇教学法外，中国学者也十分关注对外汉语的词典与词法的问题。其中，

郑定欧（2004）、周上之（2005）的研究尤具参考价值。限于篇幅，下文只能介绍其

重要观点。 

 

关于对外汉语的词典的编写，一个主要的看法是：对外汉语词典词条义项的排列顺序

应与内汉词典不同。内汉词典是根据基本义、引申义顺序排列的，外汉词典则要根据

常用性原则排列。如果基本义频度比引申义低，就应该把前者排在后面（周上之

2005）。这观点与吴茗的“语素教学法”的论点相呼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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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汉语语法教学是中国学者关注的另一问题。《汉语水平语法等级大纲》收入共

1168 项点；显得相当繁琐，要把 1168 项点有系统地纳入教材，更非易事。如何帮助外

国学生更容易、有效地分析与理解汉语句子，是一些学者研究课题。徐昌火（2001）

指出：“第二语言的学习者面对第二语言的实际语句，重要的并不是要了解哪一个语

块是主语，哪一个语块是谓语之类，而是要了解这些语块所包涵的语义信息。汉语是

一种非形态语言，以它作为第二语言的学习者找不到形态语言的那些形式标记，利用

句法策略分析理解句子往往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教学实践表明，第二语言的学习者

在理解第二语言的句子时也常常采用语义策略。”因此，他认为“语义结构类型系

统”（句模）教学，比一般的语法教学，更符合第二语言的学习者的需要。 

 

结论 

综上所述，新加坡目前迫切需要的，是一个分级词汇表，以作为考试（包括公开考试

与校内各级别考试）以及编写教材的依据。这样的分级词汇表，自然可参照《汉语水

平词汇大纲》，但也必须加入新加坡常用的华语词汇。此外，字表宜重新分级，让教

材（包括教育部编写的教材、校本教材、补充教材）编写者在行文与选材上有更大的

发挥空间。只有当教学内容与测验、考试都依据同样的分级字表与词表，才能让学生

有合理的进度标准与努力方向。 

 

教育部提出“少教多学”的说法，一些老师似乎不明白其真意；往往不给学生任何指

导便要求学生多做课外作业，徒然增加学生的负担，扼杀学习兴趣。中国学者陈俊

（2002）提出“激趣、减负、增效”的口号，我想可作为“少教多学”的最佳的注

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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