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汉字教学的角度评价几本汉语教材——基于汉字构字网络的系
统评价方法
提要
本文首先介绍了作者最近提出的基于汉字构字网络的汉字学习顺序的评价方
法，然后运用此方法对 20 套教材的汉字学习顺序的科学性与效率做了评价。我们发现平均来
看中短篇教材的汉字学习效率高于长篇教材，以识字为主线的教材的汉字学习效率高于以课文
和交际为主线的教材。同时也存在少数的长篇教材和少数的以课文为主线的教材，由于结合了
汉字结构化教学的思想，有相当高的学习效率。这一评价方法可能有助于编制在汉字学习顺序
方面更科学的汉语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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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aluation of several textbooks on efficiency of learning Chinese
characters: an evaluation system based on a network of Chinese
characters
Abstract Learning efficiencies of 20 textbooks on Chinese are compared according
to a network-based evaluation system of learning efficiency of Chinese characters. On
average, we find that long textbooks usually have lower learning efficiencies than short
ones and character oriented textbooks have higher learning efficiencies than
speaking/written-oriented ones. However, they are several exceptional long textbooks and
several written-oriented textbooks which have high learning efficiency mainly due to a
coherent consideration of structural relations among the characters. This implies that our
network-based evaluation system may provide valuable information in designing
textbooks with better learning orders of Chinese characters.
Key words Learning orders of Chinese characters, Textbook evaluation, Network
of Chinese characters, Systems Science

一、引言
我们的汉语教学界已经有了好几十年白话文的汉语教学的历史，也有了二十多年的现代对
外汉语教学的经历[1]，但是我们却一直没有科学地回答汉字的学习顺序的问题。这一点相对于
国外的英语教学的科学化程度而言，存在很大的差距。例如文献[2]整理了 2000 最常用的核心
英文单词，并对这些单词做了按年级的分段；文献[3]进一步按照小学生的使用习惯把核心单词
的数量缩减到 1000；早期的研究可以追溯到 19 世纪初按照语类分析所做的对单词的选择以及
按年级分段的工作[4]。如今，国内汉语教学界的一些研究者也日渐注意到了汉字教学顺序的重
要性，开始讨论科学地选择汉字集合[5]、按照年级划分汉字的阶段[6]、编制汉字教学顺序
[7,8]、以及系统地利用汉字构字关系或者字源理据性来开展汉字教学[9-20]等问题，汉语教材
中也出现了少量以识字教学为基础和主要线索的教材[21,22]。
对比国内外对字词教学顺序的研究，我们认识到英文是语音语言并且是以词为基本单位的
语言是英文教学的发展程度比较成熟主要原因：单词的困难程度基本上取决于其使用频率还有
包含字母的长度。而汉语的字和字之间存在着形状、含义与读音的联系，其学习困难程度的度
量就要相对复杂的多。要想对汉字教学顺序进行科学的研究，我们首先需要把汉字的构字关系

搞清楚到一定程度。这一点在比较早的时候就已经有学者注意到，例如王宁先生提出的汉字构
形学就提出要利用系统论研究汉字结构[11,20,23]。但是，在传统的汉字研究领域内，这些很好
的思想尚缺乏可计算可操作的工具来实现，使之成为一个能够用来编制和评价的汉字教学顺序
的工具。从自然科学研究人员的眼光来看，只有把一个思想转化成为可计算的对象以后，才能
进入更深入的研究。我们是统计物理学与复杂性研究领域的研究者。我们注意到复杂网络正是
一个研究汉字构字关系的有力工具。
复杂网络的研究方法把事物以及事物之间的联系统一起来考虑，如今以被广泛的应用在经
济学、社会学、生态学等多个领域[24]。汉字作为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通过构形关系构成一
个相互关联的网络。因此我们自然想到利用复杂网络的研究方法来构建汉字构字的复杂网络，
并用它来研究汉字教学顺序。在最近的工作中[25]，闫小勇等人在已有资料基础上对汉字构形
关系做了拆分，建立了汉字构字的复杂网络，并在此基础上通过计算分析给出一个对汉字教学
顺序的评价方法，并建议了一个学习顺序。这可以看成是利用系统论研究汉字的思想的实现与
发展。在本文中我们打算利用文献[25]中提出的评价方法，对一系列教材的汉字学习顺序做一
个评价。
在此之前，我们必须强调，在这里我们只考察汉字学习的效率的问题。一本中文教材的好
坏的衡量，需要考虑词汇的选择、篇章的真实性、现实性和优美性，习题的配套等等诸多问
题，远远要比这个单纯的汉字学习的问题复杂得多。所以我们得到的教材好坏的衡量也是很有
局限性的，仅仅基于汉字学习效率这一个方面的考察。因此我们的研究结果也只能够解决教材
编排方面的一个问题：大致的汉字学习顺序的问题。我们的考察主要集中在汉字的字形以及如
何利用字形关系来学习字义这一个方面。我们的研究甚至都没有包含汉字语音的难度，更加没
有考虑篇章对字词的学习的促进作用，词对字的学习的促进作用。这些都是我们没有涉及的编
撰教材需要考虑的重要问题。另一方面，我们想指出来，如果教材的篇章顺序和词汇教学的顺
序能够很大程度上照顾到汉字的一个科学的学习顺序，那么就有可能可以进一步提高教材的学
习效率。因此，我们认为汉字教学是汉语教学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而且，汉字教学是汉语教学中的一个难点，无论对于小学语文教学还是对外汉语教学，我
们都应对其中的汉字教学给予相当的重视。教材是汉字教学的主要载体，选择一本好的教材对
汉字的教学至关重要，然而当前对汉语教材中汉字教学顺序的评价方法基本上是以专家打分为
主[26]，这样的做法费时费力，并且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因此，本文将用上面所提到的可计
算的评价方法来衡量目前主要的流行的小学教材以及对外汉语教材的汉字教学顺序，并与已有
的一些教材评价相结合来验证此方法的科学性与可行性，同时也为汉语教学中的汉字教学提出
参考意见。为了本文的易读性，下面首先对这个评价方法给出详细的介绍。

二、基于汉字构字网络的汉字学习顺序评价方法
这个方法的基础是一个汉字与汉字相互联系的构字网络：一个字A联系着字B当且仅当A是
B直接并且有意义的组成部分。例如 1。

图 1：
“薄”的构字网络

由 1 所示的构字网络可以看出，汉字是网络的节点，字与字之间的组成关系是网络的边，
由组成汉字的部件或者汉字指向它们所组成的汉字。所得到的是一个层次性的无环的有向网
络。最底层的是水、火等最基本的象形字。文献[27]计算了用同样的方式构造的网络的基本统
计量。在这里，我们不再关心基本统计量。我们关心的问题是：在这个有向的分层次的网络
上，效率最高的学习顺序是什么？一个简单的想法是，如果把每一个字不同的使用频率忽略，
那么从底向上分层次来学习效率最高，因为那样不浪费精力，不用重复学习。但是，如果我们
把很多的精力放在学习使用频率低的汉字上面，那也是不合适的。因此，我们需要综合考虑汉
字层次结构与使用频率两者来制定汉字学习顺序的衡量方法。文献[25]呈现了这样一种方法。
下面简单介绍一下这个方法。
文献[25]首先了定义学习一个汉字的成本：假设具有更多组件和陌生组件的汉字更加难
学。例如，“赢”字比“杯”字组件更多，因此“赢”字学习成本更高。另外，如果两个字组
件数相同，但一个字的组件都没学过，而另一个字的组件都学过，那么显然前者比后者学习成
本更高。具体来讲，一个字的学习成本的是，这个字的组件数（也就是这个字所对应的顶点在
网络上的入边的数目）加上这个字的所有组件中没有学习过的组件的成本。学习过的组件成本
为零。对于没有学习过的组件，我们需要按照同样的方法递归地来计算成本，直到所有的组件
都学习过或者是最底层组件为止。最底层的汉字的新学习成本定义为 1。例如我们想学习 1 所
示的“礴”字，假设绿色的字已经学习过。首先它有两个组件（先记为 2），其中一个组件
“薄”没有学过。因此我们需要计算“薄”成本。它有两个组件，一个待学习，共计成本为
3。因此，“礴”的学习成本为 2+3=5。如果我们接着还要学习“薄”，那么还需要成本 3。总计
“礴 → 薄”的成本是 5+3=8。如果我们按照“薄 → 礴”的顺序来学习这两个字，则避免了
“薄”的成本的重新计算，因此从成本为 3+2=5。从这个例子，我们看到不同的学习顺序会形
成不同的成本。
接下来，我们计算学习一个汉字的收益。衡量收益的方法有两种：一是每个汉字的收益为
1，这时考虑的是学会字的个数；二是每个汉字的收益为它的使用频率[28]，这时考虑的是所学
会汉字的使用程度。
有了成本与收益的定义之后，文献[25]考察了一个汉字教学顺序的收益——成本曲线，每
新学会一个汉字，就分别对成本和收益进行累计，以成本为横坐标，分别以字数和字频为纵坐
标，画出两个收益——成本曲线。汉字教学顺序的不同会导致曲线形状的不同，例如如果一个
汉字教学顺序中，总是先教复杂的、含有陌生部件的汉字，这些字就会消耗较大的成本，使收
益的增长变得很慢；然而如果把它们放在后面教，前面已教过它们的部件，则会减小它们的成
本，使收益获得比较快的增长。我们根据曲线的形状可对教材做出评价，例如增长较快的曲线
表明付出少量的成本可以获得较大的收益，说明汉字教学的效果好。我们认为这套方法能够科
学地评价一种汉字教学顺序的好坏，它衡量了一种顺序是否根据汉字的理据性编排，使学习者
能更快地学会更多或者更常用的汉字。此外，它是量化的方法，排除了人的主观因素，具有客
观性。为了利用一个单一指标来描述每一个学习顺序的效率，文献[25]定义了下面的面积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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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Cmin 为一个集合的参加对比的曲线之中总成本最小的曲线对应着的成本， Nmin
（Fmin ）为在这个成本下所有的曲线中收益最高的曲线所对应的累计字数（累计频率）， Sn
（Sf）为相应学习曲线下到在横轴方向截止到Cmin的面积。所以这个比例就是曲线下面积与Cmin
对应未知的四边形面积之比，其值越大，表示学习效率越高。
在本文中，我们将利用我们通过拆分 3500 常用汉字得到的汉字构形网络，对每一本教材
的学习顺序做一张累计字数——成本曲线，一张累计字频——成本曲线，然后对这两张图分别
计算面积比vnj、vfj，其中j是教材的编号。

需要指出的是，我们的整个计算是以汉字构形网络为基础的，而这个网络的基础是汉字组
件拆分结果。我们不能说我们所用的拆分方法是最合理的。我们只能说，在我们所收集的资料
的基础[29-32]上，在我们能力范围内，这个拆分结果是最好的。如果希望把我们的研究结果用
到实际教学之中，那么进一步检验和提高我们的拆分方法是必要的。

三、研究对象
本文将用这种方法对目前较为主流的 20 套汉语教材在汉字教学方面的效果做出评价。包
括：
1、《新实用汉语课本》
（以下简称《新实用》），刘珣[33]
2、《小学语文（苏教版）》
（以下简称《苏教版》），张庆、朱家珑[34]
3、《小学语文（人教版）》
（以下简称《人教版》
），崔峦、蒯福棣[35]
4、《小学语文（北师大版）
》（以下简称《北师大版》
）
，马新国、郑国民[36]
5、《博雅汉语》
（以下简称《博雅》），李晓琪[37]
6、暨南大学《中文》
，贾益民[38]
7、《Learning Chinese Characters》（以下简称《LCC》），Laurence Matthews Alison[39]
8、《外国人汉字速成》，周健、陆景周[40]
9、《汉语语言文字启蒙》
（以下简称《启蒙》
），白乐桑、张朋朋[21]
10、
《张老师教汉字——汉字识写课本》（以下简称《张老师》），张惠芬[41]
11、
《马立平中文教材》
（以下简称《马立平》）
，马立平[42]
12、
《新编基础汉语》
，张朋朋[22]
13、
《书面汉语基础》
，吕必松[43]
14、
《48 小时汉语速成》
，吕必松[44]
15、《Chinese》（上册为《Beginner’s Chinese》，下册为《Intermediate Chinese》），Yong
Ho[45]
16、
《汉语会话 301 句》
（以下简称《汉语会话》）康玉华，来思平[46]
17、新加坡《小学华文》
，小学华文课程组[47]
18、
《汉语入门》，郭辉春[48]
19、
《我的汉语教室》
，初级：顾月云；中级：徐文静、施琳娜[49,50]
20、
《汉语教程》，杨寄洲[51]
这些教材是目前在国内基础汉语教学、对外基础汉语教学的主流教材。在这里我们先不介
绍每一本教材的特点。等待得到评价结果之后，我们结合评价结果来介绍相应教材的编写特
点，并与使用情况和现有评价等实际情况相比较。最后运用所得结论对小学汉语教材及对外汉
语教材的汉字教学部分的编写和选择提出合理的建议。

四、分析结果对比
我们所研究的 20 套教材长度不同、侧重点不同，因此所教汉字的数量和教学方法也大相
径庭，而我们只针对其中汉字教学的效果进行分析评价。为了最大程度上避免无关变量的影
响，我们将这 20 套教材先按照所教汉字总字数分为长篇教材和中短篇教材，再将中短篇教材
按侧重点分为以识字和写字为重点或以课文和交际为重点的教材，然后分别做组内分析和组间
分析。其中，长篇教材包括《新实用》、《苏教版》、《人教版》、《北师大版》、《博雅》、暨南大
学《中文》
，他们的所教的总字数都达到了 2000 以上。其它的为中短篇。中短篇教材中，以识
字和写字为重点的教材包括《LCC》、
《外国人汉字速成》、
《启蒙》、《张老师》、《马力平》、
《新
编基础汉语》，它们均采用字本位的教学方式，以字为中心进行每一课的教学，详细讲解了每
个汉字；以课文和交际为重点的教材包括《书面汉语基础》、《48 小时汉语速成》、《Chinese》、
《汉语会话》、新加坡《小学华文》、《汉语入门》、《我的汉语教室》、
《汉语教程》，它们均以课
文或对话的主题编排课程，并讲解其中的生词和生词中的字。

4.1 长篇教材
在属于长篇教材的六套教材中，《新实用》（编号 1）、《博雅》（编号 5）和暨南大学《中
文》（编号 6）都是对外汉语教材，是为成人汉语学习者编写的综合汉语教材。
《苏教版》
（编号
2）、《人教版》（编号 3）和《北师大版》
（编号 4）是国内的小学语文教材中使用较广的三个版
本。
《新实用》全套共六册，所教汉字 2143 个，累积字频 0.94；
《苏教版》全套共十二册，所
教汉字 2126 个，累积字频 0.92；
《人教版》全套共十二册，所教汉字 2325 个，累积字频 0.93；
《北师大版》全套共十二册，所教汉字 2440 个，累积字频 0.95。
《博雅》全套共九册，所教汉
字 2582 个，累积字频 0.97。暨南大学《中文》全套共十二册，所教汉字 2038 个，累积字频
0.80，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委托暨南大学华文学院为北美、欧洲和澳洲等地
区的华侨和华人子弟学习中文而编写的，被全球数百所华文学校采用。这六本教材的共同点在
于教材的最终目标是让学习者达到较高的中文水平，在汉字方面要求认识超过 2000 个汉字，
另外在阅读理解、中国文化方面也有一定的要求，教材中的课文由短到长、由浅入深，是为将
长期使用中文、需要达到一定中文水平的人群而设计的教材。
图 2 为以上六套教材的比较结果。将学会字的个数作为收益，即只考虑学习者学习汉字的
多少，如图 2a 所示，六本教材的字数和学习成本基本呈线性关系，《新实用》和《苏教版》的
斜率相差不多，并大于另外四套教材，说明单位成本这两套教材所学到的字数要多于其它四套
教材，而在同一字数水平上，这两套教材所花费的学习成本要更小。这两套在教学字数上效率
较高的教材相比较，前期两套教材的效率相当，当所教字数超过约 1200 字以后，
《苏教版》的
效率有所下降，
《新实用》基本保持原来的效率。《人教版》、《北师大版》、《中文》的字数教学
效率相当，
《博雅》虽然所教字数最多，但效率却是这几套长篇教材中最差的。

图 2：长篇教材在(a)字数与(b)字频上的比较结果。编号基本上遵循使用频率效率从高到低的顺序。

将学会字的累积使用频率作为收益，即考虑学会汉字的使用程度，如图 2b 所示，可以看
到《新实用》和《苏教版》的曲线比较靠上，也就是在付出相同成本的情况下，这两套教材所
教的汉字的累积频率更高；当累积频率在同一水平时，这两套教材所对应的学习成本更低。当
所教字的累积频率超过约 0.7 以后，《苏教版》的效率明显不如《新实用》，其曲线在末端与其
他效率更低的教材相交，可以看出它在前期的学习效率还是较高的，后期学习效率降低。相比
而言，《新实用》在这几套教材中一直保持较高的效率。《人教版》、《北师大版》和《博雅》教
学效率相近，《中文》的字频教学效率最差。与图 2a 相比较可以发现《博雅》虽然教了更多的
汉字，但在累积使用频率上基本和其它长篇教材持平，原因在于这套教材在最后三册中所教生
词难度较大，在现代单字频率列表中使用频率不高。
综合两种衡量收益的方法，无论是从字数还是累积字频上看，《新实用》的汉字教学效率
都在几套教材中最优。对应到实证情况，《新实用》已是海外孔子学院使用较为广泛的教材

[52]，孔子学院在其网站上评价《新实用》“按汉字结构规律，采用先学习汉字笔画、部首、部
件和独体字，再组合成合体字的新方法，帮助西方学习者认、写奇妙的汉字”[53]。从教材的
教学特点出发，《新实用》起初着重汉字的教学，一、二册中重点讲解了汉字的笔画、部件、
结构和构字法，三、四册课文和汉字教学穿插，五、六册再转入以课文为主的生字教学策略。
这可能是《新实用》能实现较高汉字学习效率的一个主要原因。表现较差的《博雅》和《中
文》整套教材都以课文为主线，所教生字词是课文中所出现的词汇，汉字虽然整体上由简到
难，但并不强调部件与汉字间的关联。由此可见，从我们的理论模型来看，依据汉字理据性编
排汉字教学的顺序能够在汉字教学效率上取得更好的效果。

4.2 中短篇教材
中短篇教材中《LCC》
、《外国人汉字速成》
、《启蒙》、《张老师》、《马力平》
、《新编基础汉
语》均采用字本位的教学方式，详细讲解了每个汉字，属于以识字写字为重点的教材；《书面
汉语基础》、《48 小时汉语速成》、《Chinese》、《汉语会话》、新加坡《小学华文》
、《汉语入门》、
《我的汉语教室》、《汉语教程》均以课文或对话的主题编排课程，讲解其中的生词和生词中的
字，更注重对课文的理解或对会话的掌握，属于以课文和交际为重点的教材。

4.2.1 以识字和写字为重点的教材
在属于以识字和写字为重点的六套中短篇教材中，
《LCC》（编号 7）是美国人编写的专门
针对汉字教学的对外汉语教材。《启蒙》（编号 9）是法国人编写的对外汉语教材，为法国汉语
教学界广泛接受。《外国人汉字速成》（编号 8）、《张老师》（编号 10）、
《新编基础汉语》
（编号
12）都是国内编写的对外汉语教材，被国内各大对外汉语教学机构使用。以上五套教材的适用
人群都是将汉语作为外语的成人学习者。
《马立平》（编号 11）是马立平博士为海外华裔儿童编
写的中文教材。
《LCC》所教汉字 973 个，累积字频 0.78，书中没有课文，只有对汉字的教学和解释等，
其编写大纲为汉语水平考试（HSK）要求掌握的汉字，适合将汉语作为外语的成年学习者，尤
其适合需要通过HSK考试的人群。《外国人汉字速成》所教汉字 497 个，累积字频 0.69，此教
材每页讲解一个字，依次介绍字形、拼音、字义、笔顺、不同字体、记忆提示、部件、部首、
常用词语和练习，同时每页配有一图，帮忙记忆字形或字义。
《启蒙》所教汉字 897 个，累积
字频 0.81，它着重在教学汉字，使用的是字本位教学的方法，课文只是载体。教材每课中依次
介绍课文-生词-汉字-语法-关于汉字文化、构字和中国文化的知识普及，其中汉字教学的部分包
括注音，中英文注释，使用到该汉字的词语以及记忆技巧。《张老师》所教汉字 744 个，累积
字频 0.67，其课程中没有课文，而是先后以笔画、象形、偏旁为依据编排生字词。每一课的编
排为：基本知识-生字词表-汉字-认读生词和练习。《马立平》所教汉字 708 个，累积字频
0.60，马立平是国内的教育专家和教育研究学家，在美国获得教学博士，十多年来精心编写这
套中文教材，为其海外中文学校使用。《马立平》三年级之后才引入拼音，马立平认为，对讲
中文的孩子，学拼音并不是用于学说话，而是用于查词典，以便学生今后更深入独立的学习中
文。《新编基础汉语》所教汉字 879 个，累积字频 0.76，分为《口语速成》、《常用汉字部首》
和《集中识字》三册，主张将“语”和“文”分开，由字到词，采用字本位的教学方式。这里
我们只研究《常用汉字部首》和《集中识字》，其中《常用汉字部首》中教授了一些基本的笔
画或部首，
《集中识字》中每课有一个短句，包含 30 个生字，由简到难。
图 3 为以上六套教材的比较结果。

图 3：以识字和写字为重点的中短篇教材在(a)字数与(b)字频上的比较结果。编号基本上遵循使
用频率效率从高到低的顺序。

如图 3a 所示，六套教材的所学字数和成本基本成线性关系，可以较为明显的看出斜率上
的差异。《LCC》的斜率最大，即付出相同成本的情况下能学到的汉字个数最多，学到相同个
数的汉字时付出的成本最少，并明显优于其他教材，说明其汉字学习字数的效率最高。其次依
次是《张老师》、《外国人汉字速成》和《新编汉语基础》，但《外国人汉字速成》所教的总字
数较少，并在尾部被《新编汉语基础》超过。效率落于最后的是《马立平》和《启蒙》
。
如图 3b 所示，可以明显的看出，《LCC》和《外国人汉语速成》在字频上的学习效率最
高，其中《LCC》在初始阶段表现得更好。其次是《启蒙》。《张老师》虽然在初始阶段也有还
不错的学习效率，但在累计字频达到约 0.4 时有明显转折，斜率突然变小，说明其效率突然下
降。《马立平》在字频上的学习效率和在字数上的学习效率一样，也一直处于落后状态。《新编
基础汉语》在初始阶段效率很低，和其他教材有很大差距，但在累计字频将要达到 0.3 时有明
显转折，斜率突然变大，学习效率陡增，在尾端接近甚至超过其他教材。
综合考虑两种衡量方法，《LCC》无论是从字数上还是字频上，都有很好的学习效率。该
教材只对汉字教学，不出现课文，按照中国汉语水平考试（HSK）大纲编写，主要对大纲中所
要求的字教学，对于超出该范围的字，书中用浅灰色标记，这保证了所教的汉字都是常用的汉
字。并且这本教材尤其重视汉字部件之间的组成关系，在前言中明确指出学一个汉字时应该先
学习它的各个部分，在汉字的编排上若一个字的某个组成部分没有被学过，则在它前面先学这
个部件。该教材也重视汉字理据性的应用，在汉字的解释中常出现汉字部件的意义。由此可
见，即使我们研究的是汉字教学，也有值得向国外学者借鉴的地方。
《外国人汉字速成》在字数上学习效率虽然一般，并且所教字数明显少于其他教材，但在
累计字频上的学习效率很好，并且累计字频不落后于其他所有教材。因为该教材的目的在于让
使用者学会最基础、常用的一些汉字，适合于希望在短时间内掌握最常用字的人群。《外国人
汉字速成》和《LCC》一样只对汉字教学，不出现课文，在汉字编排上既不单纯以偏旁为依据
也不单纯以字频为依据，而是多种方式结合。有时字形相似的字放在前后讲解，例如：万、
方，吗、妈，块、 快；有时字义相关的字会放在前后讲解，例如：今、昨，自、己，毛
（角）、分、块；有时字音相近的字会放在前后讲解，例如：制、指。这样的偏排方法使得汉
字的教学整体上由简到难，并且可以通过调整保持较常用的字先教，而相邻的字之间又不失联
系，使得它虽然在汉字字数的学习效率上较其他教材一般，但在累计字频上有很好的效果。
《启蒙》虽然在字数上的学习效率最低，但在字频的学习效率上的水平还可以，说明《启
蒙》在汉字教学顺序上更多地考虑了汉字的使用频率。
《张老师》在图 3b 中曲线在成本为大概 500 处有一个明显的转折点，累积字频增长速度
由快转慢，而在图 3a 中曲线却并没有出现明显的转折。我们发现转折点处是《张老师》中第
九课的汉字，教材中一到八课是以笔画、象形字、形近字为依据编排的汉字，都选择的是简
单、常用的汉字，从第九课开始转变为以偏旁为依据编排汉字，同一偏旁的汉字除了较常用的

汉字外，也包括一些字频较低的生僻汉字（因为同一个偏旁的汉字不一定都是使用频率高的汉
字）。由结果看，我们认为这种单纯以偏旁为依据编排汉字的教学方法对累计字频的学习效率
有不利的影响，而对字数的学习效率不会产生影响。
《马立平》在两种衡量方式下的表现都不好，实际上《马立平》恰恰是着重于汉字教学的
教材，并且遵循由易到难的规律，然而整套教材是马立平一人由多年的教学研究及经验编写
的，我们认为即使由一个水平很高的专家编写的教材，如果注重的是个体的层次每一个汉字如
何教，而不是整体的层次整体的顺序，也不一定具有很高的教学效率。并且这种经验性的知识
不能形成一套科学的体系被广泛应用，这正是我们这一个评价方法的优势所在。
《新编汉语基础》虽然在字数上的学习效率不差，但在字频上的学习效率表现不好，尤其
是在字频达到 0.3 之前效率很低，之后出现一个较大的转折，学习效率迅速提高，但整体上其
字频上的学习效率还是处于劣势。《新编汉语基础》在汉字教学部分分为《常用汉字部首》和
《集中识字》两册，《常用汉字部首》仅以偏旁为依据编排汉字教学，《集中识字》将常用的汉
字编排成一句话来安排每一课，因此在第二册中学到的汉字字频往往高于第一册。这再一次支
持了单纯以偏旁为依据编排汉字的教学方法不利于累计字频的学习效率的观点。

4.2.2 以课文和交际为重点的教材
在属于以课文和交际为重点的八套中短篇教材中，《书面汉语基础》
（编号 13）和《48 小
时汉语速成》（编号 14）是吕必松先生根据他的“组合汉语”理论编著的两本对外汉语教材。
《Chinese》（编号 15）是美国出版的对外汉语教材。
《汉语会话》
（编号 16）、
《汉语入门》
（编
号 18）
、
《我的汉语教室》
（编号 19）和《汉语教程》（编号 20）是四本国内编写的对外汉语教
材，注重日常汉语的使用。以上七套教材的使用者都是在短期内需要掌握一定汉语会话能力的
外国成年汉语学习者。《小学华文》（编号 17）是新加坡出版的小学教材，被新加坡、印尼地区
的学习汉语的小学生广泛使用[54]。
《书面汉语基础》所教汉字 401 个，累积字频 0.57。《48 小时汉语速成》所教汉字 380
个，累积字频 0.52。它们都遵循“组合汉语”理论，即尽可能反映汉语和汉语学习的特点，使
汉语和汉字易教易学。需要说明的是，这两套教材虽然以不同主题的会话和课文编排，但他们
都由笔画、部件、字、词、句、课文的顺序教学，也比较重视汉字的教学，因此在录入生字表
的数据时，我们只录入到字这一层，对字下面给出的词不再录入。另外这两套教材注重让学生
用最少的时间学到需要的汉语，属于速成教材。这两点是这两套教材的字数和字频都很小的原
因。《Chinese》所教汉字 825 个，累积字频 0.73，它以交际为纲，旨在使学生能够把教材中所
学到的内容正确地运用到实际交流中。《汉语会话》所教汉字 741 个，累积字频 0.69，它注重
培养初学者运用汉语进行交际的能力，采用交际功能与语法结构相结合的方法编写。每一课中
先由浅入深以生活为主题给出一些句子和几段会话，然后以词为单位讲解课文中出现的生词，
包括词性、拼音和英文解释，最后是语法和练习。《小学华文》所教汉字 1655 个，累积字频
0.88，是新加坡教育部与中国人民教育出版社合作出版的教材，在借鉴了我国国内教材编写方
法的同时也适应新加坡儿童的特点。《汉语入门》所教汉字 814 个，累积字频 0.73，供西方人
短期学习汉语使用，以拼音代替汉字，强调听说能力的培养，生词的作用是用于句型之中，并
不要求会写。《我的汉语教室》所教汉字 1170 个，累积字频 0.82，该教材采用句本位的教学原
则，教学步骤为课文-生词-课文译文-练习-听力-汉字。其中初级教材有生词 800 多个，旨在使
学习者能用汉语进行日常交流，中级教材有生词 900 多个，旨在使学习者可以较全面地掌握汉
语的中级语法。
《汉语教程》所教汉字 1739 个，累积字频 0.91，它并不要求学习者完全学会拼
写生词，而强调语音语调的练习，主要目的是为了教会外国人在日常生活中能够顺利地用汉语
进行简单的交流。
图 4 为以上八套教材的比较结果。

图 4：以课文和交际为重点的中短篇教材在(a)字数与(b)字频上的比较结果。图(a)中插入窗口是
局部放大图，显示了教材之间更细节的差别。编号基本上遵循使用频率效率从高到低的顺序。

如图 4a 所示，八套教材所教字数与成本基本呈线性关系，
《书面汉语基础》、
《48 小时汉语
速成》、《小学华文》的斜率要略大于其他几套教材，说明这三套教材在字数上的学习效率要略
好于其它几套教材。其中《小学华文》教材的字数要比《书面汉语基础》和《48 小时汉语速
成》多很多，仍然保持较好的效率，廖新玲在她的研究中评价《小学华文》是一本较成功的海
外华文教材，原因之一就是作为部件的汉字先出现，由它构成的汉字后出现[55]。由其它五套
教材的曲线高度重合的情况来看，它们在字在汉字教学效率大致相同。在考虑累计字频与成本
的关系时，如图 4b 所示，
《书面汉语基础》和《48 小时汉语速成》这两套由吕必松先生编写的
教材效率高于其它教材。吕必松的“组合汉语”理论在汉字教学上体现为笔画、部件组合生成
汉字，这两套教材都注重自下而上的汉字学习方法，在前几课讲了笔画的知识，后面的每一课
里都先学习生字中出现的常用部件。另外吕必松肯定了汉字教学在汉语教学中的地位和作用，
并重视汉字的有序教学，保证教学的系统性[56]，也就是我们这里衡量的汉字学习顺序的科学
性。这两套教材相比，《48 小时汉语速成》更倾向于使学生在交际方面速成，
《书面汉语基础》
更强调汉字的教学，因此效率更高一些。除了《书面汉语基础》和《48 小时汉语速成》以外，
其它六套教材的曲线非常贴近，说明它们累计字频的学习效率大致相同。需要指出，这几套教
材的重点并不在于汉字的教学，而在于语言的使用。它们都以课文或会话为主，教学文中所出
现的汉字，尽管教材选用的课文或对话各不相同，但在两种衡量方法下都没有很大的差异，尤
其是在累计字频上。这表明在目前主流的一些教材中，如果不注意汉字的教学，不尤其重视汉
字的学习效率，其在汉字学习效率上的表现是相似的，它们没有通过对课文的选取和顺序编排
来提高汉字学习效率。我们认为即使教材不重点以汉字教学为目的，如果没有让学生循序渐进
的学习汉字，可能会导致学生对汉字的学习成为瓶颈，影响汉语学习的效率。而吕必松的两套
教材相对注意到了这一点，在以教材文主题编排教材的同时运用汉字的组合特点，提高了汉字
学习的效率。这两套教材是按照吕必松以旧带新[57]的思路来编撰的。这可能也是其效率比较
高的原因。

4.2.3 两类教材间的比较分析
为分析以识字和写字为重点和以课文和交际为重点的教材在汉字教学效果上的差别，我们
将两类教材放在一起进行比较，结果如图 5 所示。

图 5：两类中短篇教材在(a)字数与(b)字频上的比较结果。整体来看识字类的比课文类的效率高一
些。

无论是从字数上还是累计字频上，都能看出以识字和写字为重点的教材普遍好于以课文和
交际为重点的教材。说明汉字的教学和交际用词的教学是有一定冲突的。若重视交际，先对常
用的会话进行教学，就会对汉字的学习效率造成一定影响，有可能引起学生对学习汉字产生抵
触心理。国内也有一派学者认为，汉语的“听说”和“读写”是相对独立的，应当分开教学
[17-19,58]。这也是可以采取的方法，但我们认为对语言的教学是综合的，不可能完全分离开，
我们应该认识到即使采用以识字为基础和主线的教学方法，在实际的教学中，还是要与课文以
及对话相结合的。如果我们能在考虑了汉字结构之间的联系的基础上，把会话、课文与这些结
构关系结合起来是最好的，吕必松的“组合汉语”系列教材正是做了这样的尝试，兼顾汉语的
应用与汉字学习的效率，从我们的结果看这取得了一定效果，但我们的结果也表明如今大部分
主流的教课文的汉语教材在这方面做的还不够好。这可能需要我们先有一套效率高的汉字教学
顺序。在我们的汉字学习网站（http://www.learnm.org）上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 3500 个常用汉
字的学习顺序。其指标的制定与计算细节可参考[25,59]。然后教育工作者和其他研究者根据这
个顺序来编排课文，当然考虑到课文的流畅性，只要以这个顺序为基本依据，稍作顺序的调换
也是可以的。如果能够进一步研究按照年级划分汉字的方法，那么我们得到的排列顺序也能够
为制定分年级汉字列表提供参考。

4.3 所有教材学习效率的比较
按照我们在公式(2)中学习效率的定义，我们对所有的教材的成本收益曲线做了计算，得到
了如下的表格。其中由于各种教材字数和覆盖使用从频率的不同，我们选择了几个不同的最小
成本，分别是 1000，2000，3000 和 5000。
表 1：所有教材汉字学习顺序的效率：整张表分成三个部分，长篇教材、中短篇识字教学、中
短篇语言教学。每一个部分内部基本按照效率从高到低排列。
Cmin=1000
Cmin=2000
Cmin=3000
Cmin=5000
教材编号
vn
vf
vn
vf
vn
vf
vn
vf
1
0.371
0.484
0.362
0.553
0.358
0.613
0.356
0.703
2
0.366
0.481
0.359
0.564
0.356
0.616
0.349
0.695
3
0.262
0.355
0.281
0.451
0.291
0.516
0.304
0.62
4
0.295
0.426
0.295
0.49
0.299
0.544
0.307
0.635
5
0.211
0.353
0.231
0.441
0.243
0.504
0.26
0.608
6
0.286
0.391
0.28
0.433
0.284
0.48
0.292
0.561
7
0.41
0.581
0.407
0.642
8
0.346
0.538
9
0.265
0.444
0.275
0.536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均值
标准差
理论值

0.368
0.284
0.29
0.291
0.27
0.212
0.235
0.247
0.2
0.212
0.242
0.283
0.061
0.522

0.466
0.404
0.244
0.485
0.445
0.327
0.345
0.336
0.277
0.328
0.331
0.402
0.088
0.71

0.351
0.29
0.311

0.518
0.476
0.4

0.236
0.241
0.265
0.22
0.222
0.249
0.287
0.055
0.525

0.424
0.439
0.433
0.382
0.402
0.424
0.471
0.070
0.761

0.274

0.5

0.284

0.605

0.235
0.255
0.288
0.044
0.523

0.473
0.498
0.527
0.054
0.796

0.269
0.303
0.035
0.52

0.609
0.630
0.048
0.846

整张表分成三个部分：长篇教材、中短篇识字和写字教学、中短篇课文和会话教学，加上
最后一个理论值。理论值的计算可以参考文献[59]。其含义是对于简体字构成的网络，计算在
分布式顶点权[25]含义下的最优学习顺序，然后计算这个最优顺序的学习效率。每一个部分内
部基本按照效率从高到低排列。我们看到，首先长篇不如短篇，其次短篇教材中以课文和会话
为主的不如以识字和写字为主的。但是，也存在某些以课文和会话为主的教材其效率已经接近
部分以识字和写字为主的教材。从以上研究中我们看到，有的教材已经注意到每一个汉字如何
利用构字理据性来帮助教学的问题，也有的教材已经注意到汉字的整体学习顺序的问题，甚至
有的教材在语言和文字的结合上也去的了一定的成果。但是，另一方面，目前的教材离通过理
论上的可能的最优学习顺序，也就是最后一行显示的理论值，还有距离。从表 1 看来，目前我
们的教材里这个理想情况都有比较大的差距，有很大的提升的空间。

五、总结
本文首先介绍了一个最近提出的评价汉字学习顺序的学习效率的方法，然后对当前主流的
20 套教材用这个方法对这些教材进行评价，并从对这些教材的分析中提出教材选用和编写的建
议。我们把这 20 套教材分为长篇教材、以识字和写字为主的中短篇教材、以课文和会话为主
的中短篇教材。在这几套长篇教材中，从我们的结果来看《新实用汉语课本》的汉字学习效率
最高；而在字数相对较少的教材中，通过中长篇两组教材的对比，我们发现以识字和写字为教
学重点的教材在汉字学习效果上要优于那些着眼于课文和交际的教材，因此如果想在汉字教学
方面达到较好的效果，建议选用侧重于识字写字的教材而避免选用那些课文较多或从口语对话
入手的教材，《Learning Chinese Characters》是中短篇教材中汉字学习效率最高的教材，《外国
人汉字速成》也有很高的效率。若在学习汉字的同时，也注重语言的使用，《书面基础汉语》
和《48 小时汉语速成》在以课文和交际为主的教材中兼顾了汉字学习的效率，是一个好的选
择。在汉字教学的编排上，我们通过对已分析的基本教材的观察，建议注重部件与汉字间的关
联并遵循其规律进行教学，不建议以会话入手对常用会话中的汉字教学，不建议单纯的以偏旁
为依据编排整套教材的汉字。最后我们指出汉语教学需要在考虑了汉字结构之间联系的基础上
与会话、课文结合，而目前的汉语教材需要更多这样的尝试。在以下汉字学习网站
（http://www.learnm.org）上，可以找到按照汉字网络结构和使用频率计算出来的汉字学习效率
比较高的学习顺序。这个顺序可以作为教材编撰工作的一个参考。在以后的工作中，我们需要
提高我们对汉字拆分的合理性，这样才能保证这个评价方法的准确性，也需要更综合的考虑其
它影响一套汉语教材优劣的因素，做出更全面、完整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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