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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教学原创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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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汉字教育科学化
□刘香芹

推荐理由
在中华文化全面复兴的时代

背景下，如何让汉字教育科学
化？如何让学生在快乐的氛围中
领悟汉字的智慧？

福建省泉州市教育科学研究
所教师刘香芹等主持的“汉字教
育科学化实践研究”，尊重汉字规
律，在实践中取得了显著成效，具
有推广的价值。

特级教师谈教学特级教师谈教学··季海峰季海峰

给课改者的两条建议

为教师作“国培”讲座时，提到课堂
教学改革，常常被教师们问起这样的问
题：准备学习课改成功学校的课堂模式，
是选择 A 校模式还是选择 B 校模式？确
实，对许多准备开展或正在开展课堂教
学改革的学校来说，某些成功学校的课
改模式成了绕不过去的一环。那么，我
们该如何正确认识这些成功学校的课改
模式呢？

不妨从一个小故事说起。从前，有一个
小和尚跟一位得道的高僧学禅。许多年过
去了，小和尚一直跟随高僧亦步亦趋地认真
学习，许多禅宗经典更是熟记于心且每日研
究，但是一直不能开悟。

一天傍晚，小和尚来到小河边，又去
问老和尚，什么是禅学真谛，怎样才能开
悟。老和尚示意他和自己一起坐在松软
的沙滩上，然后抬起自己瘦骨嶙峋的胳
膊，伸出长长的食指，指向了远处的西方
天边，问小和尚，“你看到了什么？”小和尚
顺着老和尚手指的方向，看到一弯浅浅淡
淡的、不易觉察的弦月。“一弯弦月。”老和
尚意味深长地说，“对，就是这弯弦月！我
要教你的是体验真理的方法，而不是真理
本身。记住：你要找的是月亮，而不是手
指本身。你若仅仅是研究那根手指的粗

细、长短、颜色，永远也找不到天边的那弯
弦月！”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那些成功学校的课
改模式对于一线的课改实践者而言，它们本
身所代表的就是那根指向月亮的手指。如
果我们只停留在模仿阶段，或只是简单地研
究这些经验模式，自然也不会找到课堂改革
的真谛。我们看重的应该是这些先进经验
所指的方向，顺着那个方向才能找到我们要
找的“月亮”。

正确认识成功课改模式，会让课改之
路的前景更加明朗。对于一线教师开展课
堂教学改革，笔者有两条建议：

第一，课改要“继承+创新”。要做就
做“真研究”，不能“照葫芦画瓢”，不能“拿
来主义”。一方面，我们的课改要结合本
校实际，要能继承本校教学中的传统优
势；另一方面，课堂教学改革要有创新，要

能提高课堂效率。简言之，课改是要在继
承本校传统优势的基础上，再开动脑筋、
探索创新，形成自己的特色，这样才会适
应自己的学校，才能在自家的土地上生根
发芽。

第二，课改要关注人的发展。为了
使自己的优质课、课改“展示课”趋于完
美，一些教师在听课前做了充分的准备：
课堂一般都会预演，教师让学生在其设
计好的“程序”里学习，甚至课上的每一
个环节、每一个要回答的问题都提前告
诉学生，这个环节你们应该有什么样的
反应，这个问题由谁回答、怎么回答……
这样算是课改成功了吗？这是我们想要
的课堂吗？

这样的课是“演”出来的，教师在表演，
学生也在表演。笔者认为，评判课堂改革
成功与否，不能只看课堂的外在表现形式，

也不能只看当前的教学成绩，应把“人的发
展”作为一个重要指标。“人的发展”要从两
方面去关注：

第一是关注学生的发展。《中国学生发
展核心素养》以培养“全面发展的人”为核
心，提出从文化基础、自主发展、社会参与
等三方面去发展。这三方面或多或少都需
要在课堂去点燃、去积淀、去实现。

以“自主发展”方面为例，《中国学生
发展核心素养》要求学生能“正确认识和
理解学习的价值，具有积极的学习态度和
浓厚的学习兴趣；能养成良好的学习习
惯，掌握适合自身的学习方法”。为实现
此目标，在课堂教学改革时，就要考虑课
堂是否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真正起到
了“点燃”的作用；是否注重了学习方法的
指导，使学生学会学习；是否注重良好学
习习惯的培养，使学生的学习能够可持续

发展，等等。
第二是关注教师的发展。成功的课

堂改革能激发教师自身的成长。我们以
课堂教学的一个环节举例说明：如何设计
精彩的导语，一直是对教师的一个挑战。
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精彩的课堂一定
会在课堂教学的开始几分钟，就能把学生
的注意力吸引到课堂，让学生尽快进入学
习状态。一堂课的导入，如果没有让学
生产生“跃跃欲试，叫我、叫我”的冲动，
没有让学生兴奋起来，那么这节课就失
败了一半。要想把课堂导入设计好，就
要研究教材、搜集资料，就要不断了解学
生，设置包袱……对于教师来说，每一次
导入设计都是一次小的挑战；也只有这样
不断战胜挑战，才能达到“日日有新意，节
节吸引人”的效果。这个过程，就是教师
成长、发展的过程。

教育是一种慢的艺术，是一项长效工
程，它的效果可能在五年、十年甚至更长的
时间里，才能体现出来。所以，课堂教学改
革也不能以一时之“高效”为目的，不能掺
杂任何功利性的东西；要放眼未来，要关注
教师、学生的长远发展。

（作者单位系河北省涿州市大邵村中
心校）

汉字学家王宁将小学的识字写字教学
称为“小学的汉字教育”，她认为：“汉字教
育的科学性就是要尊重汉字的规律。所谓
规律，最重要的是两条：第一，汉字是表意
文字，字形的构建是可以讲的；第二，汉字
是一个系统，字与字之间是具备有序关系
的。”回顾我们走过的 7 年研究之路，正是
遵循这两条重要的规律进行不断探索和实
践的历程。

形音义结合教汉字

多年来的汉字教法，主要是拼读字音，
描摹字形，很少讲解形音义的关系，这是拼
音文字的教法，没有“关注到汉字的特点”。
汉字具有“因义（音）构形”的特点。许多错
别字的产生，就是因为初教时学生没有理解
字的形音义关系。比如，学生常将“游”的右
旁写成“攵”，“隹”旁写作“佳、住”，甚至“身”

“犭”旁也常写错。实验中，课题组教师尽量
将汉字的形音义联系起来教学，如讲“游”字
时，通过图文对照让学生知道甲骨文的写
法，会意有人持旗起舞，在“游”中作声符兼
意符。讲清生字音形义关系，能引起学生积
极主动探究汉字的极大兴趣，尤其是在教师
展示汉字演变和相应的图片时。现在，经常
有学生自觉预习生字，通过上网查阅，提前
了解生字的字理、字形演变情况，还有些学
生喜欢把古文字“画”下来。运用汉字科学
识字，我们借助每一个汉字蕴含的传统文化
信息，“润物细无声”地弘扬了中华汉字文
化，使识字教学既有趣又有效。

不过，课题组在实践中也发现，有些教
师解析生字时，过于喜欢溯源分析，于是我
们总结出：溯源分析是为了帮助学生理解
现代汉字的构形原理，如果能直接讲清汉
字形音义的就不要溯源，实在讲不清的才
用。溯源分析也要视情况确定溯源到哪一
级，从繁体字到古文字，选出一个最容易理
解的即可，不必罗列古文字各形体。

从汉字特征挖掘基本方法

实践中，我们总结出遵循汉字系统特
点教学汉字的几个基本方法：

首先是发挥基本字的作用。《语文课程
标准（2011 年版）》附录 4《识字、写字教学
基本字表》中有 300 个基本字，“这些字构
形简单，重现率高，其中的大多数能成为其
他字的结构成分。先学这些字，有利于打
好识字、写字的基础，有利于发展识字、写
字能力，提高学习效率”。经过统计，我们
发现目前几套语文课标实验教材中300个
基本字有 80%安排在一年级，我们的实验
教师在第一学期就完成了这 300 字的教
学。主要采取以下方法：

利用基本字表的构形系统。给300个

基本字归部，结合教材的安排适度拓展，可
以轻松完成任务。如学习“女”字带出“妈、
妹、好、姐、奶”等，其中“好、姐、奶”虽然不是
本册要求会认的，但学生也可以轻松掌握。
再如，学习北师大版第一册第4单元《我的
家》一课，教学“家”字时，老师讲清楚含有

“宀”的字通常与房屋有关，并教学了室、宝
两个字。教学“爸”字时，老师讲清楚了父字
头的含义后又教学了“爷”字，“爷”字在第6
单元还会出现，那时就只需要复习，孩子即
可记住字形，这时教师又可以讲讲“卩”这个
部件，说说“爷”字的构字方式（形声字）。

利用部首的构形系统。300 字带出
127 个部首，可利用独体部首“繁殖”的合
体部首逐步扩大到常用字的 193 个部首。
如，“又”构成“支、鼓、殳、攴（攵）、皮”和变
形的“彐、聿、隶、寸、勹、廾、鬥、父”等合体
部首。利用部首系统的教学可以使汉字学
习由串连成网。但教材中这样的编排很
少，实验教师就自己开发。如，课题组先后
开发的课例《会变身的“亻”》《含义丰富的

“彡”》《神奇的“房屋”》《“鸟”的王国》等，都
是利用部首系统大量识字的成功课例。

其次是用好分析汉字的两个系统。汉
字教学方法多样，但分析汉字形体构成却
是必需的步骤，这不仅是进一步认识汉字
结构成分的基础，也是培养学生具有独立
识字能力的知识基础。识字教学研究不仅
要提高识字效率，还要传授学生分析汉字
的方法，使学生尽早达到自己会分析生字、
自主识字的目标。

利用“偏旁部首”系统，分析汉字的形
音义。现代汉字因形体和形音义关系的巨
大变化，传统的偏旁部首分析（即传统“六
书”分析法）已经不能完全适应现代汉字形
音义的分析。汉字学界根据字符与整字的
音义关系，将字符分为三类：意符、音符、记
号。整字的意义指的是现代意义而不是古
义。与整字在意义和读音上都没有联系的
叫记号。与整字在意义和读音上都有联系
的意音字（或者叫“形声字”）比较好分析，
而那些记号字和半记号字因为与音义失去
了联系，不便于分析理解。以往教学中，教
师或要求学生强记，或“望形生义”作非科学
的解释。这种不科学的解释既不利于汉字
系统化的学习，也是对汉字文化的曲解。

据统计，现代 7000 个通用汉字中，形
声字有 3975 个，只占 56.7%。记号字却大
量增加，仅 3500 个常用汉字中，记号字和
半记号字就有 1279 个，比例高达 36.54%。
如何有效地教学记号字、半记号字，是突破
现代汉字教学研究的瓶颈。

研究中，我尝试给一年级小学生教学
“又”这个现代汉字中常见简化符号，收到
良好的效果。这个记号字虽然成系统地替
代了众多繁体字的偏旁，如，在“邓（鄧）、鸡

（鷄）、劝（勸）、难（難）”等字中替代了原声
旁，在“轰（轟）、聂（聶）、双（雙）”等字中替
代了原形旁。但在一些汉字中又保留了其
本义“手”的意思，如友、取等字中又是意
符，所以教学时先从探究本义开始，再讲记
号的作用。我先在一个实验班现场试了一
下，然后制作成微课，播放给另外一个班学
生听，结果学生不仅都能听得懂，还能举一
反三。

利用“笔画部件”系统分析汉字的构形
特点。为了指导现代汉字的教学，也为了
适应中文信息处理的迫切需要，汉字学家
提出了新的汉字构造和分析理论。这种理
论认为：现代汉字形体的构成要素是笔画、
部件，可以分为三个层次，即“笔画—部件
—整字”，部件是核心。这一理论主要从汉
字的外形角度研究拆分汉字，因此我们研
究发现，这对指导学生系统认识汉字构形，
写对、写好汉字大有帮助。这需要实验教
师掌握相应的国家语言文字规范，学习相
关的知识。

实验中，教师们弄懂“笔画—部件—整
字”的关系及其相互影响，知道了这些规
范，就能轻松给学生讲清楚汉字笔画、部件
之所以在构型中发生变化的道理。让学生
不仅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如教学

“跑”字中的“”字旁，不仅要求学生观察
“足”到“”发生了哪些变化，还告诉学生
三笔改为竖，末笔改为提，是为了顺势向右
上方接写“包”的第一笔，前后笔画顺势连
接、运笔路线最短，可以提高书写速度。学
生由此就懂得自己分析“特”中的“牛”为何
变成“牜”，笔顺也会发生变化。更可以类
推比、巧、场、改、孔、驼、球、轨、此等字中部
件变化的道理。学生掌握了这些规律，就
会自主识字、写字，不用教师教了。

三种课型教汉字

系统教学汉字主要是解决识字教学效
率低、质量差的问题，使儿童尽快尽早进入
阅读状态，提高学习效率。所以，宜采用集
中识字。但现行教材一般是集中与分散识
字（在阅读中识）相结合。我们经过研究总
结出三种基本课型：一是在阅读教学里的
小集中，二是集中识字单元大集中，三是部
首系统拓展集中。

阅读课里小集中模式。现行语文教材
的识字写字内容大部分编排在文本的阅读
中，将识字与阅读相结合。课题组教师认
真研究每课生字的特点，根据该课出现的
新部首或新部件进行系统识字，这样就由
一个部首或一个部件带出相应的一串字，
这样不仅扩大了识字量，还教给学生识字
方法。如课题组教师李冬梅执教北师大版
一年级下册第 6 单元《纪念》一课，发现这
一课“台阶”的“阶”是第一次出现左阜旁要
求会写的字，之前学生已认识“太阳”的

“阳”，但没有要求会写。而用“台阶”的
“阶”来讲左阜非常好讲，因为“阜”的本义
就有台阶义。于是，这一课就由学习“台
阶”的“阶”引出左阜旁（俗称左耳旁）“阝”，
讲清部首“左阝”的形音义关系，再引导学
生回忆已经学过或生活中认识的带有“阝”
的字，最后教师找出2500个常用汉字中最
常见的带“左阝”的字。这样，学生就由学
习一个“阶”拓展到学习左阜系统中的阶、
阳、陈、阴、险、陆、阵、除、阿、院等10个字，
而且通过学生探究与教师讲解，明白了这
10个字与左阜的形义关系。再如，这一课
还教学了由“亭子”的“亭”带出的“高”部字
亮、毫、豪等字，由“应该”的“该”带出的含
有部件“亥”（音符）的另外一个常用字“孩
子”的“孩”。

阅读课里小集中识字的基本模式是：
发现生字特点→归类整合（按部首或部
件）→讲清部首或部件的形音义→一个带
出一串→结合阅读巩固。

集中识字单元大集中模式。现行语文
教材也安排了集中识字写字单元。根据这
些集中识字单元的特点，我们总结出大集中
识字模式：明确集中归类目标→图文结合学
习部首音形义→认识部中字词→适当拓展

部中字→识用结合来巩固部首系统拓展集
中模式。汉字不仅整字成系统，部首也有系
统。如与“亻”部相关的就有身、勹、尸、比等
4个部首，他们分别表示各种形状的人，课题
组教师吴友钧执教的《会变身的“亻”》（一年
级）不仅学习了这些部首，还系统学习5个部
首中的18个汉字。学习部首之源“亻”，吴友
钧先从复习“亻”入手，通过单人旁甲骨文的
写法准确理解“亻”像一个侧面站立的

“人”。所以，含有“亻”的字意通常与人或人
的动作、人所做的事情有关。再通过复习
全、金、会和认识新字词闪开、观众、囚犯、哈
欠，引导学生认识“亻”在构字时处在不同
位置，形状有所不同，表示人的动作或所做
事情就不同。最后通过雨伞、仓库、宿舍等
词了解有些字虽然含有“人”字形，但读音、
意思都与“人”没有关系。然后学习与“亻”
相关的“身”（就是一个有身孕的妇女之形
状）、“勹bāo”（表示一个人弯曲着身体，手
臂抱着东西的样子）、“尸”（一个端坐着接受
大家祭拜的人）、“比”（ 两个肩并肩站在一
起的人）4个部首，弄清楚这些部首的形音
义，带有这些部首的字学生就非常容易掌握
了。我们将汉字科学运用到识字写字教学
中，就是要运用这些规律，引导学生将零散
的一个个部首和汉字串起来，让知识形成架
构，方法变成能力。

学习部首系统拓展集中识字基本模
式：学习字源（部首源）的形音义→认识字
源构字方式及部中字词→学习与字源（部
首源）相关的部首（按照由近及远的变
化）→拓展认识部中字。

汉字教育成就师生

汉字教育要科学化，首先要从学习开
始。从最初的一次次培训，到现在的自觉
学习运用，我们不断在成长。

课题实验校泉州市丰泽区第二实验小
学教师李冬梅在一篇随笔中这样写道：开始
汉字教育科学化研究才知道，以前自己虽已
教语文20多年，但识字教学是在不懂汉字科
学的基础上教学的。课题实验中，我和孩子
们一起走在“学用”汉字学的道路上，孩子们
居然因为喜欢汉字而深深喜欢上了我。

随着“汉字小常识”“汉字中的做人道
理”等内容在师生中传播，汉字学的科学性、
高效性和魅力性日益为广大师生所认识。
学校图书馆中《汉字王国》《汉字的秘密》《汉
字史话》《汉字寻根》等书成了抢手货……

现在，所有实验学校教师备课都先对
所教的语文知识勤问细查，慎重研究，查清
问明后再设计如何教。教师对学生易错、
难学的字词不再随意编造顺口溜或故事，
而是根据汉字科学，结合学生特点来讲
解。这是教师专业成长的最好表现。

与教师一起成长的是实验校的孩子们。
“以前，十分无趣的生字课，现在变得有趣了，
想不到汉字还这么有意思。”这是学生们共同
的心声。泉州市实验小学与非实验校在2012
年一年级语文期末质量监控试卷（使用相同
试卷）中“识字与写字”部分的测查情况比较
证实，在正确书写与运用、良好写字习惯与态
度等方面，实验校学生明显占优。

2014 年秋抽取实验校泉州师院附属
小学一年级学生作为标量进行实验的前测
与后测。2016年初的测查结果显示，学生
经过实验一年半认字数量已平均达 2319
个，远远超过课标要求的量。

汉字教育科学化实践研究，我们已经走
在路上，我们还将一路前行，不断收获……

（作者单位系福建省泉州市教育科学
研究所）

课题组教师上示范课课题组教师上示范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