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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写说明

编写理念
本教材遵循体验式学习理念，强调以学习者为中心，注重挖掘学习者的内在动机，注重学

习者的自主学习，并为学习者提供充分发挥学习潜力的机会。本教材通过设置专门的板块，鼓

励学习者直接接触和体验所学内容，让学生对笔画、汉字及词句进行实际地书写和运用，通过

体验生成和习得汉字，在任务和练习中获取经验。

同时，根据体验式学习理念，本教材还体现了汉字学习的循序渐进的学习过程，是由笔画

到部件再到整字的习得过程。本教材在练习和内容的设计上强调复现和呼应，使学习过程成为

学习者搜索已有的知识，探寻新知识的过程，最大限度地实现学习者的参与和自主探寻，使学

习者在学习过程中体验感受汉字和运用汉字的乐趣。

另外，本教材在练习的设计中，根据体验式学习理念突出了学习者的互动性和合作性，并

选取真实的语料，使学习者体验真实的语境。

本教材为《入门篇》，适用于非汉字文化圈的汉语初学者。主要供30—45课时的教学使

用。

　　

编写特点
  1. 认写分流：本教材采取读、写分进的汉字学习模式，从而分解了学习者汉字学习的困

难，帮助其在较短的时间内树立起学好汉字的信心。同时，结合初学者的学习进程，根据汉字

笔画和部件的复杂程度，对不同的汉字提出了不同的学习要求，即正确书写笔画数较少、结构

较为简单的常用汉字，同时认读笔画数较多或结构较为复杂的常用汉字。

  2. 循序渐进：本教材遵循汉字学习规律，从笔画到偏旁，从偏旁到汉字，做到循序渐进，

层层深入。将汉字教学与词汇教学结合在一起，突出汉语词汇构成的特点，并将词语放到句子

中进行书写和识读，做到笔画不离字、字不离词、词不离句。

  3. 注重实用：本教材充分考虑到汉语入门学习者的实际汉字学习需求，参考目前主流汉语

入门教材的学习内容，结合汉字的笔画数量、构字能力和使用频率来选择字词。本教材所选字

词均在《常用汉语800字表》和《常用汉语1500高频词语表》的收录范围内。

  4. 继承创新：本教材在保留仿写、看拼音写汉字等有效的传统教学方法的同时，勇于创

新，将体验式学习理念和任务型教学理念应用于汉字教材编写中，设计了丰富新颖的练习形

式，如认读词语（双人练习）、打字练习和街头汉字等，从而克服了以往汉字教材练习形式单

调，课堂教学枯燥的问题，有助于提高学习者的学习兴趣，提高汉字课堂的教学效率，使汉字

学习变得轻松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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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注重复现率：本教材十分重视汉字的复现率，对于部分在前面的课程中要求认读的汉

字，随着教学的深入，在后面的课文中会要求学习者掌握书写，从而提高学习者的记忆效率，

提升其运用汉字的能力。                                     　　

学习内容
  通过本教材《入门篇》和《初级篇》，学习者将掌握汉字的基本笔画和常用偏旁，学写

386个常用汉字，认读由这些汉字构成的约800个常用词语，并使学习者了解汉字的基础

知识，掌握汉字书写的正确方法。 

  本教材共有十五课，并附有练习参考答案。每课由“学习目标”、“汉字知识”、“书写

模块”、“认读模块”和“综合模块”五个内容模块组成。

  1. 学习目标：该模块列出了本课的学习内容，帮助学习者明确所学内容和应达到的学习

要求。

  2. 汉字知识：该模块介绍了一些实用的汉字基础知识，帮助学习者理解掌握学习内容。

  3. 书写模块：该模块包括“学写笔画”/“学写偏旁”、“学写汉字”和“书写练习”三个

部分，是本教材的教学重点之一。其中，书写练习部分为学习者提供了即学即练的机会，帮助

其掌握汉字的正确书写。

  4. 认读模块：该模块通过双人练习、认读练习等形式，认读词语、句子和短文，使学习者

掌握汉字的音、形、义，将汉字学习与实际运用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5. 综合模块：该模块包括读写结合的“综合练习”和“课后作业”两个部分。其中，“课

后作业”又分为“打字练习”和“街头汉字”两个部分，将汉字学习有效地融入现实生活中，

提高学习者实际应用汉字的能力。

　　

 编 者

 2014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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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干、土、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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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不、文、少、
来、走、业、火、
斤、年、头、卡、
共

工人、工作、干什么、土豆、王老
师、我姓王、牛奶、牛肉、工厂、
广告、大学、太好了、开门、开
始、关门、木门、本子、一本书、
不是、不好、中文、英文、多少、
很少、来中国、来北京、走路、作
业、火车、一斤、八斤、今年、明
年、头发、电话卡、一张卡、一共

第三课

29

     

    

汉字的复合笔画 口、中、日、白、
百、目、自、五、
里、又、买、门、
月、刀、力、办、
万、方、书、再、
雨、飞、气、几、
九

口语、三口人、中文、中国、
生日、日本、星期日、白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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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姓、妈、好、
姐、妹、奶、如、
叫、听、吃、吗、
呢、吧、咱、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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吧、咱们、哪国人、哪儿、唱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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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说、话、
词、课、语、谁、
记、请、们、你、
他、什、休、体、
作、住、位、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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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没、江、河、
汁、汽、油、法、
洗、酒、渴、海、
清、冰、冷、凉、
次、很、行、往、
得、街、饭、饿、
饱、馆、红、给、
经、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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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石油、加油、语法、法国、洗
衣服、洗手、洗澡、啤酒、酒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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