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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道摆在家门口一道摆在家门口一道摆在家门口一道摆在家门口的难题的难题的难题的难题

1.1.1.1. 全球全球全球全球汉语的热与汉语的热与汉语的热与汉语的热与冷冷冷冷

•21世纪中国经济走强，全球兴起
了汉语热，这给汉语言的国际化了汉语热，这给汉语言的国际化
进程提供了“千年等一回
遇，但与此同时，“识字难
成了世界中文教学最大难题
少人能坚持学到最后。汉语学习
经受着“火”与 “冰”的双重
考验。

的难题的难题的难题的难题

全球兴起
这给汉语言的国际化这给汉语言的国际化

千年等一回”的机
识字难”也

成了世界中文教学最大难题，很
汉语学习
的双重

据媒体报道：2012年，学习汉语

的人数已经上升到1个亿。汉语教师

缺口达500万名



一、一道摆在家门口一道摆在家门口一道摆在家门口一道摆在家门口的难题的难题的难题的难题

2.2.2.2.举世举世举世举世公认的定论公认的定论公认的定论公认的定论

•2007年，美国调查报告
显示，世界上最难学的显示，世界上最难学的
语言有五种，汉语是其
中一种。汉字难认，汉
语难学已成为举世公认
的定论。

的难题的难题的难题的难题

德国莱比锡大学汉语系报名学汉语的49人，最后

只剩下8个人。



一、一道摆在家门口一道摆在家门口一道摆在家门口一道摆在家门口的难题的难题的难题的难题

3.3.3.3.中国政府中国政府中国政府中国政府的难言之隐的难言之隐的难言之隐的难言之隐

•许多国家希望中国政府能提供一套快速高效的中
文教学方法。他们哪里知道文教学方法。他们哪里知道
教育的“拦路虎”，近百年来众多专家对此束手无
策。

的难题的难题的难题的难题

许多国家希望中国政府能提供一套快速高效的中
哪里知道，“识字难”也是中国哪里知道，“识字难”也是中国
近百年来众多专家对此束手无



一、一道摆在家门口一道摆在家门口一道摆在家门口一道摆在家门口的难题的难题的难题的难题

4.4.4.4.重金之下重金之下重金之下重金之下 仍仍仍仍无无无无勇夫勇夫勇夫勇夫
•为解燃眉之急，中国在“十五
规划中专门设置了一个国家级
课题——文化教育的现代价值课题——文化教育的现代价值
研究与创新实践。教育部重金支
持这一课题，希望见到成果
是，2年过去无人问津。只好由
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承
担起研究这个课题的重任

的难题的难题的难题的难题

十五”
规划中专门设置了一个国家级

文化教育的现代价值文化教育的现代价值
教育部重金支

希望见到成果。可
只好由

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承
担起研究这个课题的重任。 国家课题组成员



二、学届泰斗开出意外妙方

1.1.1.1.欲说还休欲说还休欲说还休欲说还休话拼音话拼音话拼音话拼音

•教育部语用所请教语言
学届泰斗周有光先生，希学届泰斗周有光先生，希
望先生能指出一条利用
拼音学汉语的捷径，毕竟
全世界中文学校都在用
汉语拼音方案教汉语。

学届泰斗开出意外妙方

108岁的语言学家
周有光先生



二、学届泰斗开出意外妙方

2222....““““汉字效用递减率汉字效用递减率汉字效用递减率汉字效用递减率””””与与与与““““

•周有光先生是汉语拼音方案
也是“汉字效用递减率”也是“汉字效用递减率”
的阅历给国家提出一条建议
1000个高频字，按照《千字文
础华文”供海外5000万侨胞使用
引起了强烈反应，但却令业界人士大为意外

学届泰斗开出意外妙方

““““基础华文基础华文基础华文基础华文””””

先生是汉语拼音方案唯一在世的制定者，他
”的发现者。他以百年人生”的发现者。他以百年人生

一条建议，希望国家能用800-
千字文》的方法编写一部“基
万侨胞使用，这一建议在学界

但却令业界人士大为意外。



二、学届泰斗开出意外妙方

3.3.3.3.令人令人令人令人疑虑疑虑疑虑疑虑重重的重重的重重的重重的建议建议建议建议

•全世界都在用拼音的方法教汉语
成用拼音的方法教汉字。先生是汉语拼音方案的制成用拼音的方法教汉字。先生是汉语拼音方案的制
定者，却建议用古人的方法教汉字
100多年的方法能解决“识字难
吗？

学届泰斗开出意外妙方

全世界都在用拼音的方法教汉语，可是先生却不赞
先生是汉语拼音方案的制先生是汉语拼音方案的制

却建议用古人的方法教汉字。这种已失传了
识字难”这个世界性难题



三三三三、、、、难以置信难以置信难以置信难以置信的心理学实验的心理学实验的心理学实验的心理学实验

•为了科学地解决“识字难
进行了一系列汉字认知心理学的实验
吃一惊，社会主流的识字流派几乎没有一家是科学
的。的。

的心理学实验的心理学实验的心理学实验的心理学实验

识字难”这一课题，国家课题组
进行了一系列汉字认知心理学的实验。结果让人大

社会主流的识字流派几乎没有一家是科学



三三三三、、、、难以置信的心理学实验难以置信的心理学实验难以置信的心理学实验难以置信的心理学实验

1.1.1.1.拼音拼音拼音拼音的尴尬的尴尬的尴尬的尴尬

•新加坡10名被试，拼音
极好却识字很差；相极好却识字很差；相
反，北京10名被试，拼
音一般却识字极好。实
验表明，拼音和识字并
不呈“正相关”联系。

难以置信的心理学实验难以置信的心理学实验难以置信的心理学实验难以置信的心理学实验



三三三三、、、、难以置信的心理学实验难以置信的心理学实验难以置信的心理学实验难以置信的心理学实验

2.2.2.2.看图看图看图看图并并并并不不不不能能能能识字识字识字识字

•全世界流行看图识字，
可实验表明，看图不仅可实验表明，看图不仅
不能识字，反而对识字
造成干扰的高达95%，
这是极不科学的识字
方法。

难以置信的心理学实验难以置信的心理学实验难以置信的心理学实验难以置信的心理学实验



三三三三、、、、难以置信的心理学实验难以置信的心理学实验难以置信的心理学实验难以置信的心理学实验

3.3.3.3.构构构构字之字之字之字之法并非法并非法并非法并非识字之法识字之法识字之法识字之法
•我们津津乐道于“山像山
水，木像树，火像火”，可现实
中，只有不到10%的独体字中，只有不到10%的独体字
形的，90%以上的合体字是无法
用象形来表示的。实验还表明
没学过汉字的人，即便成人也很
难看出字形与字义的联系

难以置信的心理学实验难以置信的心理学实验难以置信的心理学实验难以置信的心理学实验

山像山，水像
可现实
字是象字是象

以上的合体字是无法
实验还表明，
即便成人也很

系。



三三三三、、、、难以置信的心理学实验难以置信的心理学实验难以置信的心理学实验难以置信的心理学实验

4444....““““字族字族字族字族””””的硬伤的硬伤的硬伤的硬伤

•“方 放 访 仿 彷 房”，
字带字的方法叫字族识字字带字的方法叫字族识字
中国北派的主要识字方法
验表明，形近字或音近字方法正
是造成学生错字和别字的根本
原因。

难以置信的心理学实验难以置信的心理学实验难以置信的心理学实验难以置信的心理学实验

，基本
字带字的方法叫字族识字，这是字带字的方法叫字族识字，这是
中国北派的主要识字方法。但实

形近字或音近字方法正
是造成学生错字和别字的根本



三三三三、、、、难以置信的心理学实验难以置信的心理学实验难以置信的心理学实验难以置信的心理学实验

5.5.5.5.阅读阅读阅读阅读识字识字识字识字，，，，少慢差费少慢差费少慢差费少慢差费

•12册小学语文课本约30万汉字
多，生字和熟字的比例率是多，生字和熟字的比例率是
明，10-15%属有效重复，超出的都是无效重复
推算用小语课本识字时，85%

2500字
重复

108次

难以置信的心理学实验难以置信的心理学实验难以置信的心理学实验难以置信的心理学实验

万汉字，而生字量只有2500
生字和熟字的比例率是108倍，而心理学早已证生字和熟字的比例率是108倍，而心理学早已证

超出的都是无效重复。按此
85%属于无效劳动。

重复

次

30

万字



四、汉字传承的秘密

1.1.1.1.世界教育史上的奇迹世界教育史上的奇迹世界教育史上的奇迹世界教育史上的奇迹

• 千百年来，蒙学识字只用三本书
家姓》、《千字文》。用这些书三个月就能过识字关
识字课本在古代都叫“字书识字课本在古代都叫“字书

• 《史籀篇》《仓颉篇》《急就章》《
《太公家教》《百家姓》《三字经

蒙学识字只用三本书，那就是《三字经》、《百
用这些书三个月就能过识字关。这些

字书”。字书”。

》《凡将篇》《千字文》《蒙求》
三字经》《龙文鞭影》《小学韵语》



四、汉字传承的秘密

2.2.2.2.千古奇文揭开识字秘密千古奇文揭开识字秘密千古奇文揭开识字秘密千古奇文揭开识字秘密

•古人识字是把不同的汉字集合成一篇韵文来诵读
背会了韵文也就记住了全部汉字背会了韵文也就记住了全部汉字
高效的汉字教学法。

•问题是这种字书的编写难度极高
二要字不重复，三要韵语连篇
常困难，所以，自清以后一百多年来
过这样的字书。

古人识字是把不同的汉字集合成一篇韵文来诵读，
背会了韵文也就记住了全部汉字。这是一种超快速背会了韵文也就记住了全部汉字。这是一种超快速

问题是这种字书的编写难度极高，一要筛选字频，
三要韵语连篇。这三条同时做到非
自清以后一百多年来，再没有人编写



四、汉字传承的秘密

3.3.3.3.韵文识字韵文识字韵文识字韵文识字 应运而生应运而生应运而生应运而生

•揭开了古人识字的秘密，课题组才认识到周先生的
伟大，认识到他对华文建议的高瞻远瞩伟大，认识到他对华文建议的高瞻远瞩
说：这是汉字教学突破的唯一出路

•也正是从那时起，我们决心按照周先生的思路创作
一部现代版的字书——《韵文识字

课题组才认识到周先生的
认识到他对华文建议的高瞻远瞩，不夸张地认识到他对华文建议的高瞻远瞩，不夸张地

这是汉字教学突破的唯一出路。

我们决心按照周先生的思路创作
《韵文识字》。





四、汉字传承的秘密

4.4.4.4.字书的传承与创新字书的传承与创新字书的传承与创新字书的传承与创新

•高频优先的分级体系；

•五位一体的设计原理；•五位一体的设计原理；

•字不重复的编写原则；

•韵语连篇的行文风格；



四、汉字传承的秘密

5.5.5.5.识字教学的重大突破识字教学的重大突破识字教学的重大突破识字教学的重大突破

学习对象学习对象学习对象学习对象 识字量识字量识字量识字量

两岸两岸两岸两岸四地四地四地四地 1000字两岸两岸两岸两岸四地四地四地四地
小学生小学生小学生小学生

1000字

海外侨校海外侨校海外侨校海外侨校
小学生小学生小学生小学生

1000字

日日日日韩韩韩韩成人成人成人成人
大学生大学生大学生大学生

1000字

欧美欧美欧美欧美成人成人成人成人
大学生大学生大学生大学生

1000字

常规教学常规教学常规教学常规教学
（（（（课时课时课时课时））））

韵文识字韵文识字韵文识字韵文识字
（（（（课时课时课时课时））））

450 30450 30

600 45

800 60

1000 90



五五五五、、、、独特的教学方法独特的教学方法独特的教学方法独特的教学方法

1.1.1.1.要要要要集中不要集中不要集中不要集中不要分散分散分散分散

•汉语中，字是有限的，词是无限的
字就恁多。学完这些字，所有的书都能读字就恁多。学完这些字，所有的书都能读
课程一定要集中，集中课时
10天以内学完1024字。过了这一关
务等于完成了90%。

词是无限的。文章千千万，汉
所有的书都能读。所以识字所有的书都能读。所以识字

集中课时，集中精力，集中识字，
过了这一关，汉语教学的任



五五五五、、、、独特的教学方法独特的教学方法独特的教学方法独特的教学方法

2.2.2.2.要要要要快速不要快速不要快速不要快速不要慢速慢速慢速慢速

•一
个
月

•念

•二二二二
个个个个
月月月月

•读读读读

•三三三三
个个个个
月月月月

•写写写写



五五五五、、、、独特的教学方法独特的教学方法独特的教学方法独特的教学方法

3.3.3.3.要要要要分级分级分级分级不要不要不要不要混混混混合合合合

汉字的使用非常集中。统计表明
盖语言用字的81%。“汉字效用递减率盖语言用字的81%。“汉字效用递减率
8000个通用字中，前1000字的覆盖率高达
7000字的覆盖率才10%。

•《韵文识字》初等1024个汉字
要学习效率高的字，而不要学

统计表明：前581个字就能覆
汉字效用递减率”告诉我们，汉字效用递减率”告诉我们，

字的覆盖率高达90%，后

个汉字，学完就能读书。所以
不要学效率低的字。



五五五五、、、、独特的教学方法独特的教学方法独特的教学方法独特的教学方法

4.4.4.4.要要要要韵文不要韵文不要韵文不要韵文不要白话白话白话白话

汉字集装箱理论告诉我们：
短、节奏、音韵、义理直接影响它在短、节奏、音韵、义理直接影响它在
儿童大脑中的存储质量。

诗歌易记，白话文不易记就是这个道
理。汉字好比散乱的珍珠，
要线穿起来就好记忆了。

：句式长
义理直接影响它在义理直接影响它在

白话文不易记就是这个道
，用义理这



六、先进的教学手段

1.1.1.1.静电闪卡静电闪卡静电闪卡静电闪卡 定位联想定位联想定位联想定位联想

静电闪静电闪静电闪静电闪卡主要用于记忆教学卡主要用于记忆教学卡主要用于记忆教学卡主要用于记忆教学

课堂上课堂上课堂上课堂上，，，，教师用闪卡摆成一个记忆方阵教师用闪卡摆成一个记忆方阵教师用闪卡摆成一个记忆方阵教师用闪卡摆成一个记忆方阵课堂上课堂上课堂上课堂上，，，，教师用闪卡摆成一个记忆方阵教师用闪卡摆成一个记忆方阵教师用闪卡摆成一个记忆方阵教师用闪卡摆成一个记忆方阵
个字与前后字在语义上形成逻辑关系个字与前后字在语义上形成逻辑关系个字与前后字在语义上形成逻辑关系个字与前后字在语义上形成逻辑关系
成结构关系成结构关系成结构关系成结构关系，，，，其位置是固定的其位置是固定的其位置是固定的其位置是固定的
位关系联想遗忘的汉字位关系联想遗忘的汉字位关系联想遗忘的汉字位关系联想遗忘的汉字。。。。

闪卡配上智能教鞭闪卡配上智能教鞭闪卡配上智能教鞭闪卡配上智能教鞭，，，，还可读出汉字及拼音还可读出汉字及拼音还可读出汉字及拼音还可读出汉字及拼音

卡主要用于记忆教学卡主要用于记忆教学卡主要用于记忆教学卡主要用于记忆教学。。。。

教师用闪卡摆成一个记忆方阵教师用闪卡摆成一个记忆方阵教师用闪卡摆成一个记忆方阵教师用闪卡摆成一个记忆方阵。。。。方阵中的每方阵中的每方阵中的每方阵中的每教师用闪卡摆成一个记忆方阵教师用闪卡摆成一个记忆方阵教师用闪卡摆成一个记忆方阵教师用闪卡摆成一个记忆方阵。。。。方阵中的每方阵中的每方阵中的每方阵中的每
个字与前后字在语义上形成逻辑关系个字与前后字在语义上形成逻辑关系个字与前后字在语义上形成逻辑关系个字与前后字在语义上形成逻辑关系，，，，与上下字形与上下字形与上下字形与上下字形

其位置是固定的其位置是固定的其位置是固定的其位置是固定的。。。。闪卡就是利用这种定闪卡就是利用这种定闪卡就是利用这种定闪卡就是利用这种定

还可读出汉字及拼音还可读出汉字及拼音还可读出汉字及拼音还可读出汉字及拼音。。。。





六、先进的教学手段

2.2.2.2.点读神笔点读神笔点读神笔点读神笔 配配配配乐说唱乐说唱乐说唱乐说唱

•普通话教学对教师语音要求很高
我们研制了一种说唱笔，它对我们研制了一种说唱笔，它对
语都能精准发音，对听说和复读极有帮助

•说唱笔还具有了3000汉字唱出来的强大功能
的歌曲配着课文内容，使学习变得轻松愉快

普通话教学对教师语音要求很高。为了随时正音，
它对《韵文识字》的每个词它对《韵文识字》的每个词

对听说和复读极有帮助。

汉字唱出来的强大功能，欢快
使学习变得轻松愉快。





六、先进的教学手段

3.3.3.3.动漫教学动漫教学动漫教学动漫教学 趣味课堂趣味课堂趣味课堂趣味课堂

•现代课堂，多媒体必不可少
教学软件让你流连忘返。教学软件让你流连忘返。

•“汉字课堂、海底大战、小鸭子过河
测评中心、小毛毛虫、小阅读
孩子们开怀大笑，乐此不疲

多媒体必不可少。一款妙趣横生的动漫

小鸭子过河、电脑屋、拼音
小阅读”等众多游戏，每每让

乐此不疲。





六、先进的教学手段

4.4.4.4.平板中文平板中文平板中文平板中文 随开随上随开随上随开随上随开随上

•随时学中文，随时教中文一直是我们的梦想
组特意开发了一款随身携带的傻瓜式电子课堂组特意开发了一款随身携带的傻瓜式电子课堂
师学生，开机能用。中文课程

•平板上网，还能在线测试个人的语音和普通话流畅
度。可以说是一屏在手，中文全有

随时教中文一直是我们的梦想。课题
组特意开发了一款随身携带的傻瓜式电子课堂。老组特意开发了一款随身携带的傻瓜式电子课堂。老

中文课程，一应俱全。

还能在线测试个人的语音和普通话流畅
中文全有。





六、先进的教学手段

5.5.5.5.网络游戏网络游戏网络游戏网络游戏 在线考级在线考级在线考级在线考级

• 为了加速国际汉语进程，
练士兵的做法，设计了一款引人入胜的解谜式中文练士兵的做法，设计了一款引人入胜的解谜式中文
游戏《汉时空》，它让玩家经历时空穿梭的各种场
景，过五关，斩六将，在紧张的解谜过程中
汉语无师自通。

•有兴趣的可免费登陆网站

，课题组根据美军游戏训
设计了一款引人入胜的解谜式中文设计了一款引人入胜的解谜式中文
它让玩家经历时空穿梭的各种场

在紧张的解谜过程中，对中文

有兴趣的可免费登陆网站：www.hanyu.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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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七七、、、、海内外海内外海内外海内外媒体高度关注媒体高度关注媒体高度关注媒体高度关注

•《韵文识字》及其教学法的成功
的高度关注。海内外上百家的报纸
踪报道。美国、加拿大、俄国
班牙、葡萄牙、芬兰、印尼班牙、葡萄牙、芬兰、印尼
寨、日本、韩国、智利等16
“韵文识字”已成为海外华文教育一道靓丽的风景
线。

媒体高度关注媒体高度关注媒体高度关注媒体高度关注

及其教学法的成功，引起了海内外媒体
海内外上百家的报纸、电视和网络跟

俄国、英国、德国、荷兰、西
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柬埔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柬埔
16个国家开展同步教学。

已成为海外华文教育一道靓丽的风景



































八八八八、、、、结束语结束语结束语结束语

•汉字，凝聚了一个民族，统一了一个国家
部历史，兴起了一方文化。
家之本，历史之体，文化之
方正正。因此，学好中国字方正正。因此，学好中国字
子孙的骄傲与责任。

•我们相信：中国侨联快速汉语教学法的推广
能对汉语教学改革、华裔素质提高
做出应有的贡献。

统一了一个国家，记载了一
。因此，它是民族之魂，国
之源。汉字，橫平竖直，方

学好中国字，做好中国人是每个炎黄学好中国字，做好中国人是每个炎黄

侨联快速汉语教学法的推广，一定
华裔素质提高、中美文化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