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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级中文教学群第九次会议纪要 

 

 

 

     主讲人：储诚志老师（UC Davis） 

主持人：梁宁辉老师（耶鲁大学） 

 

 

会议时间:2020.02.22  

                整理人:杨莎莎（布兰戴斯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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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梁宁辉-耶鲁大学老师主持的美国初、中年级中文教学群第九次讨论会于 2020 年 02

月 22 日晚 8 点至 10 点圆满完成。  

本次会议有幸邀请到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储诚志老师分享屏幕电书时代汉字教学策略

层面的问题及其背后的学理思考。讲座内容详实而具有深度，引发了群里多位老师的热烈讨

论。会议主要内容从以下四个方面展开： 

    一、外语教学的效益最优化原则 

    二、汉字书写工具的三个时代与两次革命 

    三、屏幕电书时代汉语书面交际能力的基本内涵 

    四、屏幕电书时代中文 L2 汉字教学的主要任务 

    五、如何对待文化汉字与工具汉字的纠结 

 

储诚志 UC Davis  

各位同行，大家好。群主梁宁辉老师要我到群里跟大家继续讨论中文教学中的“屏幕电书”

问题，我很荣幸，谢谢大家的参与。我先提出一点想法和思考，然后请大家一起讨论。后面

的文字有些部分是从湖南师大的金鑫博士根据我 2016 年在北京大学第六届中青年学者汉语

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报告的录音整理稿中摘选的，我在此也谢谢金鑫老师。 

储诚志 UC Davis  

进入正题之前先说说名称问题： “屏幕电书”，大家传统上叫作“打字”，但我这些年提倡用 

“屏幕电书”这个表述。“打字”是从老式机械打字机那里继承下来的，是要敲键盘的。今天的

字符输入方式不限于“键盘打字”，可以口语语音输入（转写成），也可以在屏幕上手写，还

可以“翻译式”书写，输入源语言/文字，输出目标文字。近几年在研制的脑机接口技术，将

实现意念输入，更将远离“打字”了。这些方式都以电子化接口（输入端和屏幕）和电子计算

为基本特征。因此还叫“打字”就不贴切了，不如称为“屏幕电书”来得准确。  

储诚志 UC Davis   

对于中文教学中的屏幕电书（或者打字）问题，本群和高级汉语教学群这两年已经讨论过一

些可行的做法及实际效果，张霓老师与何文潮老师团队的经验分享给我们的印象尤其深刻。

这次群主梁宁辉老师希望我继续谈谈这方面的话题，我就稍微务虚一点，主要谈屏幕电书时

代汉字教学策略层面的问题及其背后的学理思考。内容大致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外语教学的效益最优化原则 

二、汉字书写工具的三个时代与两次革命 

三、屏幕电书时代汉语书面交际能力的基本内涵 

四、屏幕电书时代中文 L2 汉字教学的主要任务 

五、如何对待文化汉字与工具汉字的纠结 

储诚志 UC Davis   

一、外语教学的效益最优化原则 

 

作为今天讨论 “屏幕电书时代汉字教学策略” 的前提，有必要先明确一个出发点，或者说是

我们中文教学的“初心”，以方便后边的讨论。这个出发点，我把它称为语言教与学的“效益

最优化原则”， 具体来说，就是语言教学，不管运用什么理论，什么方法，其根本性的目标

与指导纲领(overarching principle)应该是“学生学习效益的最优化（不是效益最大化）”。 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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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涵是从时间、内容、价值和心情四个维度，在教学中实现四个“尽可能”的综合平衡：用“尽

可能”短的时间，让学生学会“尽可能”多的语言能力，学习的东西“尽可能”实用，学习的过

程“尽可能”轻松愉快，从而使教学的综合效益达到最优。 

储诚志 UC Davis   

当然，学习语言不太可能都“轻松愉快”，学习汉语如此，学习其他语言亦如此。这里之所以

要突出“轻松愉快”，是想强调教师要尽可能地不让学生学得太累，要让教学内容和学习过程

更轻松有趣，这样才能使学生保持学习的兴趣，在学习过程中获得感高，挫折感低，今天学

了明天还想学，学了一个阶段还会继续下一个阶段。学生学习的获得感和兴趣保持非常重要，

相信大家对此都有很多体会。 

储诚志 UC Davis   

二、汉字书写工具的三个时代与两次革命 

 

在 21 世纪的今天，大多数人在大多数时候都使用手机、电脑或其他的手持（hand-held）设

备来进行汉字的电子化输入，而不是传统的用纸和笔来书写。当然纸笔书写还有一定程度的

保持，但是在比例上，纸笔书写较电子书写已经减少了很多。 

 

纵观汉字书写的历史，我们可以将其概括为 “三个时代”与“两次革命”。每次革命都是因书

写工具的改变而引发，带来汉字书写的深刻变化。“三个时代”，第一个是“刀板刻铸”时代，

这是汉字书写的初始期。第二个是“帛纸笔写”时代，这是对第一个时代的革命。第三个就是

今天的“屏幕电书”时代。 

储诚志 UC Dav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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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诚志 UC Davis   

三、屏幕电书时代汉语书面交际能力的基本内涵 

不同时代的汉字实用能力分析 

在汉字书写发展的三个时代，汉字实用能力有哪些变化呢？汉字实用能力包括汉字和汉字文

本的“生成”与“阅读”这两端。在生成端，三个时代各有不同的汉字和汉字文本的生成和呈现

方式：第一代是通过“刀板刻铸”来生成和呈现，第二个是通过“帛纸笔写”来生成和呈现，今

天则主要是通过“电书”让汉字在电子屏幕上呈现，同时还部分保留纸笔书写和呈现。这些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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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于“生成端”。 

在“阅读端“，是别人写出的汉字和汉字文本，你去读，去“识字”，去理解那个汉字和汉字文

本的意思。理解端在三个时代都是用眼睛去看所呈现的汉字字形，在阅读本质上没有根本的

差别（当然，读甲骨文、金文、小篆等先秦文字，因为字形不同，需要具备古文字知识）。 

 

但是在生成端，三个时代汉字实用能力的内涵就有很大差别。 在刀板刻铸时代，要“生成”

一个汉字，不仅要知道这个汉字的全部构形细节，还要善于使用刻刀，不同的介质对刻铸技

术有不同的要求。即便知道某个字的形状和内部细节，如果不会用刻划工具，也还是刻不出

字来。 

在帛纸笔写时代，需要会用毛笔或者硬笔，也需要知道每个字的整体构形和内部的笔划细节。

所以，老师首先要教学生一笔一划地在方框里书写，笔画构成和空间结构的平衡把控的基本

功很重要，学习者要花相当多的时间来学习，而能记住、写好的比例不高，二语学生学些汉

字困难当然更多。 

“刀板刻铸”和“帛纸笔写”这两个时代的汉字书写还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都是“直显式书写

（direct writing），它的书写的基本特征就是“从形到形”，写什么就呈现什么,写什么样的“形”

就呈现什么样的“形”。 

 “屏幕电书”则完全不同，汉字从生成到呈现， 不再是“直显式书写”，而是“转换式书写

(converted writing)，是"从输入 A 到呈现 B"，从音、从意或者从手写的形转换到规整的（通

常是印刷体的）形，再在屏幕上加以呈现。这就使汉字能力的内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在汉字能力的“生成端”，不用书写字形就可以生成字形，也就不需要像前面两个时代那样，

非得记住字里的每一个构形细节，然后一刀一刀地刻或一笔一划地写。在“阅读端”，看到的

都是规规矩矩、大小整齐划一的规范汉字，也就免却了费劲地辨别潦草的或不规范的汉字书

写的烦恼，会认楷书就能阅读，不用担心不认识形形色色姿态各异的行与草。 

由于屏幕电书时代汉字能力的这一深刻变化，国际汉语教师必须接受现实，直面时代的发展，

在汉字教学目标、策略、方法和过程上做出妥善的改变，以帮助学生取得学习效益的“最优

化”。  

储诚志 UC Davis   

我们以前对帛纸笔写时代汉字能力的两端--“书写能力”与“认读能力”--区分不够。实际上，这

两端差别很大。认读一个汉字，通常只需要对这个字的整体轮廓或者关键特征进行认知抓取，

不需要关注字的每一个构形细节；也就是说，汉字识读常常是“囫囵吞枣”。但写字则不同，

必须像画人物肖像一样关注每一个细节，一个笔划或者一个交叉或搭接没关注到，字就可能

写错了。 字的“书写”与“认读”这二者之间有这么大的差别。但以往我们在教学方案、教学

理念上对二者区别不够。 

储诚志 UC Davis   

在屏幕电书时代，汉字运用能力经历着一场深刻的变革。 

第一，使用汉字更容易更便捷。 

只要说出你会的语言，都能输出字来。用拼音能输出汉字，用其他语言也可以输出汉字。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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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仅可以单字输入，而且还有联想式输入，极大地方便了汉字的使用。硅谷的一些高科技公

司正在研发脑机接口，只要脑子一想，传感器就知道你想的是什么，紧接着就通过文字将其

呈现出来。这一不可思议的研究目前正在开展当中，估计也就是近几年即可投入实际应用。

还有的课题组正在研发一种给失语症患者提供帮助的机器人，制作机器的智能手，患者想要

什么，机器人就给患者拿什么。这个功能目前已经实现了。所以科学技术发展到今天，“用

字”就非常的便捷，已经不只是“所说即所用”和“所拼即所用”，而是在逐步实现“所思即所用”。 

储诚志 UC Davis   

第二，本族人也提“笔”忘字（当然这不是好事），但多数情况下能顺利进行书面表达。 

随着各类电子输入设备的广泛使用，持笔书写在汉字生成的比重大幅下降。由笔写减少而带

来的“提笔忘字”现象也越来越常见。但是，由于技术的发达，提笔忘字并没有严重地影响和

妨碍作家创作长篇小说，不妨碍年轻人写情书写得很有表现力，因为可以通过多种电书方式

输出汉字，而且也可以输出得特别快，比写字速度快。 

储诚志 UC Davis   

第三，“辨字”能力的培养变得特别重要。 

以前在笔写汉字的过程中，“辨字”能力伴生于 “写字”，只要你能写出一个字来，能写出来

的基本都能认，对这个字的“辨认”能力自然而然地就有了。但在现在的屏幕电书时代，因为

字通常是转换式生成，生成端的“输入”并不一定是字形本身，因此，“辨字”能力也就不能伴

生于 “电书”，我们能够“打”出一个汉字，但并不一定能认出那个汉字，或者确切知道那个

汉字是不是用对了。所以，在屏幕电书时代，辨字的能力必须拿出来单独训练。这对汉语二

语学习者尤为重要。辨字训练不到位，就会电书出很多别字而不自察。  

总之，在屏幕电书时代，培养学生用字能力的主体任务就从教学一笔一划地书写字形改变为

“认读汉字、电书汉字（转换式输写）、辨识汉字”，辨识汉字的能力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重

要。当然，这个“辨字”能力主要是辨别同音字或形近字，而在笔写时代需要具备的辨认手写

字体的能力，在电书时代其重要性则大为降低。 

储诚志 UC Davis   

四 屏幕电书时代汉字教学的对策  

在电书越来越普遍的今天，对于传统的“汉字笔写”能力实际上可以做到兼容。电书输入并不

排斥汉字笔写。但电书已然为主，这将给教材、教法、教学效果带来深刻的变化，将彻底改

变汉语教学的基本格局。屏幕电书时代“认读汉字、电书汉字（转换式电书输入）、辨识汉字”

这三方面的汉字能力的培养，在新时期需要统筹考虑。 

储诚志 UC Davis   

第一，我们需要明确汉字“认”、“写”相对分离的观念，即“认字”和“写字”相对分离，以电书

为优先考量的教学体系。简而言之，就是“认写分离，电书优先”。让电书训练优先于或者部

分取代（对于某些特定群体可以全部取代）笔写训练。可以先认，先打，后写。也可以多认，

多打，少写。后面如果需要写，再逐步补齐。对有些有特别学习情况和目标的学生可以只认，

只打，不写。 

这是三种不同的模式。我们需要认真地研究如何把握。比如，在最初的时段里，让学习者学

习多少汉字，掌握什么能力？接下来，第二个学期，哪一个阶段应该怎么样？这跟传统的“写

字”教程将会很不一样。从方式上到数量上，到整体的教材布局方面，到其他能力的互相配

合训练方面，整个格局都将改变和重新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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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诚志 UC Davis   

第二，我们必须研究建立汉字“认辨教学”的系统方法。教师们都有一些零星的方法，但是将

其作为一个整体，将认字、辨字能力从系统方法论的角度来作全局考量，我还没有看到系统

的研究报告。这是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我们在教学中采用了一些办法，但是还很不够，

不能解决学生当前在认辨过程中出现的很多问题，暂时还不能给学生带来认辨效益的最优化。

当然，我们也需要研究汉字电书的教学方案，这对学生来说并不难， 但是中文教师应该找

到最好的方案来实施。 

储诚志 UC Davis  

第三、从汉字习得研究角度，我们要研究认字、辨字的心理认知过程。考察学生认辨汉字的

难易所在，这与书写汉字是很不相同的。初级阶段将汉字教学的重心从传统的“书写”改成符

合电书的“认字”，学生汉字学习的心理过程应该和之前很不一样。最近几年，我们加州大学

戴维斯分校和其他一些学校的部分同事在做这方面的汉字教学探索。过程比我想像的要复杂

得多，因为没有现成的教材，需要重新构建教学格局。 

储诚志 UC Davis   

当然，从我们自己的教学实践中，包括很多同行比如谢天蔚、张霓、何文潮、张正生等老师

的教学实践中，我们看到了很多正面的反馈和教学成果，值得我们多多总结和借鉴。 

储诚志 UC Davis   

时间过得很快，最后我就“五、文化汉字和工具汉字的纠结” 问题简单地再说几句。 

储诚志 UC Davis   

老师们常常有一个疑问 ： 

屏幕电书时代“汉字实用能力”内涵的变化是否意味着汉字命运的又一次“危机”？ 

或者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个“灾难”？ 

这既需要考虑传统，也得以发展的眼光来看待问题。  

储诚志 UC Dav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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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诚志 UC Davis   

但是，汉字的“工具属性”，即作为记录汉语的书写符号、进行书面交际的工具，这是汉字的

第一属性。如果回到前面讲的语言教学的效益最优化原则，我们不难理解，使用汉字进行书

面交际的能力，这应当是国际汉语课程的教学重点（当然，可以或者应该兼顾文化，但不可

本末倒置）。 

储诚志 UC Davis  

在屏幕电书时代，汉字电书和认读是汉字“工具能力（书面交际能力）”的主体，笔写和文化

内涵应在其次。 

储诚志 UC Davis   

如果说得更远一点，最贴近汉字文化内涵的不是笔写的汉字，而是刻铸时代的甲金文字。通

过历时思考，我们更能明白今天汉字能力和汉字教学的主体内涵。 

 

就像帛纸笔写汉字相较于刀板刻铸汉字而言并不是汉字文化的危机或毁灭一样，屏幕电书汉

字相较于帛纸笔写汉字同样也带来汉字文化的危机或毁灭。屏幕电书中容易出现的别字问题，

不是屏幕电书本身的问题，是教学法和教学训练没有适应新情况未能解决新问题的问题。 

储诚志 UC Davis   

好了，我说得有点儿多，谢谢大家。请各位发表意见。 

梁宁辉-耶鲁大学   

感谢储老师的讲座[Fight]，真让人醍醐灌顶、茅塞顿开！汉字教学不应该停留在刀耕火种时

代，而是要顺应时代发展，与时俱进，我们在教学中应遵循效益最优化原则，努力探索汉字

电书的合理有效的教学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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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霓-GWU   

@储诚志 UC Davis 储老师好！您这是有深度有系统的研究！ 

储诚志 UC Davis   

谢谢梁老师、张老师。请多指正。 

张霓-GWU  

关于“电书”的提议，我觉得是可以认真考虑采纳的。但若加上“屏幕”两字会有点冗赘 

陈彤 MIT   

@储诚志 UC Davis 您这是有深度有系统的研究！ 

储诚志 UC Davis  

@张霓-GWU 有道理 

储诚志 UC Davis   

@陈彤 MIT 请多指教 

张霓-GWU  

我也一直主张认字和打字（电书）的系统训练。 

梁宁辉-耶鲁大学   

@储诚志 UC Davis 我想请教一下储老师，您在戴维斯分校各年级的汉字教学具体怎么操作

的？完全放弃手写吗？还是有比重分配？ 

储诚志 UC Davis   

 

张霓-GWU   

@储诚志 UC Davis 高年级是要求笔写还是自由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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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诚志 UC Davis   

基本自由选择，但汉字很差的，有些老师要求笔写（补课）。 

梁宁辉-耶鲁大学   

谢谢储老师@储诚志 UC Davis ！我想一年级笔写后延应该可以匀出更多时间侧重语音教学

的训练，也可以加强学生的书面表达能力 

张霓-GWU   

@储诚志 UC Davis 你们有专门的汉字课吗？ 

何文潮 罗德岛大学     

储老师对汉字教学的与时俱进归纳总结得很清楚到位。确实有很多我们还要学习研究的东西。

我特别同于语言教学的“效益最优化，即在最短的时间内学到最多的语言技能。 

储诚志 UC Davis   

@张霓-GWU 没有。 

储诚志 UC Davis   

@何文潮 罗德岛大学 [Salute][Shake] 

储诚志 UC Davis   

对于如何系统高效地训练学生电书中的“辨字”能力，各位有何考虑和做法？除了何文潮老师

等的早期探索，现有的教材基本上都是按照“写字”而非”电书+写字”的教程来编的。 

张霓-GWU   

我们学校开始准备开设汉字课，不是写字课，而是关于汉字的基本知识和增强认读的技能，

相信很多学生会有兴趣。拟给中级以上的学生 

储诚志 UC Davis   

张老师这个方案非常好。我也考虑跟进。 

储诚志 UC Davis   

您已经有课程的框架构想了吗？ 

储诚志 UC Davis   

对于如何系统高效地训练学生电书中的“辨字”能力，各位有何考虑和做法？除了何文潮老师

等的早期探索，现有的教材基本上都是按照“写字”而非”电书+写字”的教程来编的。 

梁宁辉-耶鲁大学  

刚好几位电书教学的先驱都在@储诚志 UC Davis @何文潮 罗德岛大学 @张霓-GWU ，我就

向各位请教一个问题，如果有学生倾向于汉字笔写怎么办？难道要出两个不同版本的作业和

考试吗？我上学期高年级开始尝试电书作业，结果有两个学生希望能手写。 

陈彤 MIT   

@储诚志 UC Davis 请问储老师，一年级电书是否在熟悉拼音的基础上？是否需要在课上讲解

中文键盘输入方法，如特定的顿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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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龙华 - 布朗大学   

谢谢储老师精彩的研究报告，我想请问各位老师对于那些完全没有兴趣花时间练习手写的学

生，你们会如何处理？到底学生是不是需要具备手写汉字的能力？--我这个问题好像跟梁老

师问的问题刚好相反。 

张霓-GWU  

我们打算先用英文开这门课，我们有一个中英文双语的美国老师，他很有想法。另外，李煜

老师最近出了一本关于汉字书写系统的专著（包括日语等对比？），可以不妨先试用一下？ 

王建芬-Berea College  

@储诚志 UC Davis 赞您的四个“尽可能”，支持多认、多打。初级阶段打字也是练拼音。认字

比写字快，容易产生成就感 

何文潮 罗德岛大学   

轻松愉快学中文也是很重要的，中文教学在电书的基础上融科技于汉语教学，充分利用网上

资源，课件和游戏，大大提高教学的效益和趣味性，寓教于乐。这也是我们可以留住学生的

一个方法。 

张霓-GWU  

@梁宁辉-耶鲁大学 愿意手写的不妨顺其自然，但也需要达到电书的要求 

储诚志 UC Davis   

回复梁老师：真有少数学生痴爱写汉字。我碰到了都鼓励，允许他们笔写，但事先说明必须

完成同样的作业和试卷（实际上改作业和考卷上时对汉字错误分扣得松些，老师心慈[Grin]) 

何文潮 罗德岛大学   

我同意两位老师的意见，允许学生自己选择。 

张霓-GWU  

@胡龙华 - 布朗大学 我感觉是只要学会基本笔画和最基本的笔写就行了，但不一定得在初

级班 

王建芬-Berea College  

我觉得适当手写有助于学生更好地把握汉字结构，有助于准确识字 

储诚志 UC Davis   

@陈彤 MIT 是，熟悉拼音，也教屏幕手写，随学生选。键盘输入法演示一下，学生很快就会 

储诚志 UC Davis   

@胡龙华 - 布朗大学 @王建芬-Berea College [Salute][Rose] 

张正生，圣地亚哥州立大学   

我想辨别汉字的基础应该是部件的分解，然后进行系统的对比练习，如同声旁不同形旁的。

语音输入的过程就是辨认的训练。常常是同声旁不同形旁的同音字之间的选择。 

张霓-GWU   

@王建芬-Berea College 我的观察是，能准确辨认汉字的并不一定是能快速阅读的。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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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结构并非是最必须的。 

何文潮 罗德岛大学   

以电书为主，适当学一些手写技能，练练汉字基本结构，是可行的。  

何文潮 罗德岛大学   

应该把握手写的量。 

陈彤 MIT  

我要求中高年级学生课后练习手写，因为量不太大，段落和作文必须电打，这样两种技能都

可以得到锻炼。 

胡龙华 - 布朗大学   

谢谢张霓老师，那我想再接着问一下各位已经在推行电书的老师们：在我们让学生开始练习

手写汉字前的那段时间，各种大小考试、作业，都是以电书方式进行的吗？ 

储诚志 UC Davis   

@胡龙华 - 布朗大学 完全不想手写汉字的学生很多，我们目前还是以作业或考试形式要求

一定量的手写的。 

赵冉 弗吉尼亚大学   

@储诚志 UC Davis 谢谢储老师这么详细的分享。很有启发和收获。我们这个学期的一年级

有些作业允许学生自己选择手写还是电写。我刚才粗略数了一下，大概 5/1 的学生主动选择

手写，其中包括一位我今年的“学霸”，也包括为了省钱不想打印的[Facepalm]（这项作业我

要求交 hardcopy，为了老师批改方便）。但总体上不足以看出选择手写/电写跟学习成果之间

的相关性。 

张霓-GWU   

我的研究数据显示，手写熟练的作文汉字产量并不比电书的学生高 

梁宁辉-耶鲁大学   

@张霓-GWU @何文潮 罗德岛大学 @储诚志 UC Davis 谢谢各位老师！应该顺其自然，但是

扣分上笔写的肯定要吃点亏了，即使老师心慈 

刘芳-Oberlin College   

@储诚志 UC Davis 谢谢就这个问题再次进行专题讲座。我们的教学确实到了需要改变做法的

时候了。虽然非常赞同各位探索者的意见，但因为目前教材的限制，只好一步步来。目前只

是把一年级考试的小文章部分改成电书，速度确实提高了不少！但三年级电书的成分增加了，

效率提高明显！期待有一套在新形势下的教材产生！ 

储诚志 UC Davis   

@刘芳-Oberlin College 的确呼唤电书+笔写教材！ 

张正生，圣地亚哥州立大学   

我低年级的作业主要电打，选一题加手写。考试完全电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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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冉 弗吉尼亚大学   

另外，我们一年级今年一个新尝试是：作文电写，贴在网上。但是老师批注之后（只标出错

误，并不直接给改正，除非是还没有讲过的语言点）要求学生交的订正 要求是 手写的完整

的正确的句子。很多学生哪怕是为了少手写一些句子，作文里以前常见的打字错误少了很多，

整体的准确度提高了不少。 

张霓-GWU  

顺便补充一句，“电书”比较文，很有可能会被误读为“电子书”。 不知各位老师的感觉如何？

我也听到过“电打”、“电写”的用法。 

何文潮 罗德岛大学   

我喜欢电写，以区别于手写。 

刘芳-Oberlin College   

电写有道理！ 

储诚志 UC Davis   

电写不错 

王建芬-Berea College  

@张霓-GWU 从长远来看，对汉字结构的知识应该能帮他们通过相似性掌握汉字规律吧 

张霓-GWU   

@王建芬-Berea College 同意，所以我们专门开一门“汉字知识”课啊！ 

许怡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赵冉 弗吉尼亚大学  这个方法听上去很值得借鉴！ 

储诚志 UC Davis   

电书/电写的一大好处是学生学了马上就能进行书面交流，笔写不行。下面是一个例子： 

储诚志 UC Dav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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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冉 弗吉尼亚大学 

@许怡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Shake]我当时的考虑是，如果错了，那么用手写的方式订正

有助于加深印象。但是没想到学生为了避免手写而提高了电写准确度这个“副作用”：） 

徐晓虹 Salesianum School   

@储诚志 UC Davis 储老师，谢谢您的有深度有系统的讲座！我也主张以电书为主，但并没有

全部放弃让学生手写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因为据说手写会促进汉字的记忆和习得，不知

这方面有没有相关论文和课堂实验的支持？二是因为考虑到学生在日常生活里偶尔也需要

写个便条贺卡或填个表格什么的。非常同意汉语教学也需要从经济学的角度考虑最优解，毕

竟目前老师和学生最缺的就是时间。还有一个最大的挑战就是很多美国学生不选学中文的主

要原因都是汉字吓退的，但确实有极个别的会痴迷学写汉字，我感觉应该多收集一些来自学

生的具体数据来帮助我们制定系统的汉字教学方案，比如学生为什么痴迷汉字又为什么会被

吓退？笼统而言可能都是因为汉字和字母文字的不同。另外，我不知道在大学里是不是会开

单独的阅读课，写作课或者汉字课，把汉语技能单独分开教的目的是什么呢？汉字的电写和

阅读是不是也是相辅相成的呢？尤其是在以连续输入好几个音节以短语和短句为基本单位

的基础上，因为学生是需要识认后做选择的，我对学生为什么会选错，会犯哪些错很感兴趣，

不知哪位老师分析统计过学生犯的选字的错误。 

王建芬-Berea College  

现在得学生出生在电子化时代，痴迷手写的估计会越来约少吧？ 

赵冉 弗吉尼亚大学  

@储诚志 UC Davis 谢谢储老师分享这个例子。我们今年一年级第二学期的班级群里也常常

是“相谈甚欢”的美好画面：）这个的确归功于给学生电写交流的机会和平台。而且很多自发

的有意义的真实的交流，看着很令人鼓舞。 

储诚志 UC Davis   

回复前面徐老师：手写无疑能增加“辨字”能力，增强汉字记忆。要考虑的是让学生写什么、

如何写、到什么程度，这需要研究，要考虑“最优效益”。 

徐晓虹 Salesianum School  

@储诚志 UC Davis 是的！ 

张霓-GWU   

关于认读汉字，我们的初级班每周有 read-type 练习（看着句子打），刚开始学生有一些错

字，因为错字会扣分，所以打得越来越精准。我的主张是，初级就开始要求 100%准确率，

才能有效培养对汉字准确性的重视 

时张奕- Collegiate School   

请问各位老师，学生在班级群都交流些什么呢？是交上课的作业还是随便聊天？我曾经也尝

试组过班级群，但是没什么人发言[Awkward]  

储诚志 UC Davis   

曾有老师开玩笑说，要说帮助学生记忆，让他印象深刻，最好的方式应该是教他们刻字[Sm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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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晓虹 Salesianum School 

@储诚志 UC Davis 从刻他们自己中文名字的印章开始[Grin] 

许怡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徐晓虹 Salesianum School 我可以主动回答（一）吗？我跟同事做过实验，请找 Xu, Chang, 

Zhang & Perfetti (2013) 在 Foreign Language Annals 上面。用手写可以促进对汉字字形的记忆

是肯定的。不过，这并不是说学汉字一定要手写。（看到储老师已经回复了。）实际上，我们

的实验最后的结果是，如果最终目的是学生需要写汉字，那么必须手写；光认和看汉字动画

都没用。如果目的只是认字，那么手写跟看动画学习的效果一样。 

王建芬-Berea College  

我是让他们每天练写 6 个汉字，怡情[Smile]第一学期不考察默写，以免占用练习听、说和认

字的时间 

徐晓虹 Salesianum School   

@许怡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谢谢答复[Sticker] 

李戎真-耶鲁  

@储诚志 UC Davis 刚爬完楼，收获多多，谢谢储老师[Rose] 

王建芬-Berea College  

第一学期不查默写，但抽查笔顺 

梁宁辉-耶鲁大学   

@王建芬-Berea College 为什么要查笔顺？ 

王建芬-Berea College  

养成好习惯 

储诚志 UC Davis   

@时张奕- Collegiate School 可以结合课文话题，参考“任务式”教学设计，给小任务。 

赵冉 弗吉尼亚大学   

我班上其实有两个学生，我倒愿意他们能下手写的“执念”，能够多匀一些时间去练习听说（因

为他们的听说能力实在不够），但他们因为在书写上比较擅长（写得那真是很漂亮），所以还

是不肯少写而多听多说。这种学生，老师们怎么引导？还是尊重学生的偏好？ 

张霓-GWU   

@徐晓虹 Salesianum School 我统计的数据里，最多的错字都是华裔学生的，因为发音不准

导致；其次是高中学过的学生，特别是写字的，因为手写是以字为单位，因而容易混淆，比

如“一前”（以前），而 0 起点的学生反而错得较少，主要是从一开始我们就指导如何打字，

以词和短语为单位。 

王涛 北二外   

我以前参与过一款打字软件的开发《金山打字通 2003》，供留学生练习拼音打字，效果不错，

举办过打字比赛。感兴趣的老师可以下载试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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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诚志 UC Davis   

@赵冉 弗吉尼亚大学 他们放了手写，可能也不会多做别的？ 

王建芬-Berea College  

@梁宁辉-耶鲁大学 我觉得汉字的一大部分文化在笔顺里面，养成按笔顺写字的习惯能提高

学习汉字的效率。第二学期默写 6 个汉字，就不叫苦了[Sticker] 

徐晓虹 Salesianum School  

@张霓-GWU 谢谢答复！ 

许怡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徐晓虹 Salesianum School 脑成像的实验有证据显示如果学生在学汉字时是通过手写方式

学习的，那么他们下次看到这个汉字时， 会激活负责 motor memory 那部分的记忆；如果

学汉字时没有手写，那么下次看到这个汉字不会有那部分的 motor memory trace. (这是个大

概的描述。) 不过如果我没记错，那个实验好像没有发现“写”和“只认”这两种学习方法在认

汉字的反应时上有显著差别。老师们都说学汉语牵涉到各种 skill 和权衡各种目标，在这种情

况下，我们真的得考虑学生学习的目的、兴趣。所以，虽然我参与的研究基本都是证明“书

写汉字”是有效的学习方式，我倒是觉得我们并不能因此直接得出学生应该从头到尾练手写

的结论。 

张欣   

现在的一些研究表明，键盘输入和手写汉字，对汉语加工有不同的积极作用。 

梁宁辉-耶鲁大学   

@赵冉 弗吉尼亚大学 多布置一些听力、阅读，包括口语的练习，让学生逐步把学习重点转

移到听说读上 

张正生，圣地亚哥州立大学   

这话怎么说？@王建芬-Berea College @梁宁辉-耶鲁大学 我觉得汉字的一大部分文化在笔顺

里面，养成按笔顺写字的习惯能提高学习汉字的效率。第二学期默写 6 个汉字，就不叫苦了

[Sticker] 

储诚志 UC Davis   

@许怡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说得对，不能以书写汉字有效证明必须如何写写多少，因为

沒考虑综合效益的最优化。 

徐晓虹 Salesianum School   

@许怡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嗯嗯，我教西班牙语和法语的同事坚持让学生手写课堂笔记，

理由也类似，说是手写字母的过程会加深大脑记忆，电写没有类似的作用。 

刘芳-Oberlin College   

@梁宁辉-耶鲁大学 减少记字的时间确实可以均出不少时间加强听说读，包括写！ 

赵冉 弗吉尼亚大学   

@储诚志 UC Davis 所以需要引导，要不然怎么补短板呀？但我知道那两位学生是真享受写

字。一位同学还在班上说，“我一学中文就很高兴” （嗯，我们在学一...就....），但这孩子高

兴是高兴了，听说能力还是不行啊。老师们怎么帮助这样的学生？还是我们太急了？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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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给学生时间慢慢进步的？ 

储诚志 UC Davis   

@赵冉 弗吉尼亚大学 我的观察，引导学生多读有趣的分级读物，效果很好 

张霓-GWU   

@赵冉 弗吉尼亚大学 我的观察是先语后文比较有效 

赵冉 弗吉尼亚大学   

@梁宁辉-耶鲁大学 我们很多其它练习的。但学生们各有自己的强项弱项。老师们会根据每

个学生不同的长短板给学生 customize 作业吗？我这个学期后半学期想试试。有做过的老师

也许可以分享一下这方面的经验？ 

徐晓虹 Salesianum School   

@王涛 北二外 谢谢推荐！打字比赛我的学生很喜欢[Sticker]。 

储诚志 UC Davis   

@徐晓虹 Salesianum School 手写加深记忆只是一个方面，费时费力、容易产生挫败感、难

有成就感是另一方面。 

梁宁辉-耶鲁大学   

时间过得好快，今晚的讲座已经进行了两个小时了，我们暂且告一段落，有关汉字教学的问

题以后还可以继续在群里讨论。再次感谢储老师系统深刻的分析@储诚志 UC Davis ，也感

谢各位老师的积极参与[Fight]！祝大家晚安！ 

王涛 北二外   

我是给学生文本，规定时间内按完成度和正确率评比。日韩学生明显水平高，特别是那些喜

欢网上聊天的。 

时张奕- Collegiate School  

@储诚志 UC Davis 谢谢储老师。那微信上的作业怎么批改呢？不像 word 有编辑功能 

胡龙华 - 布朗大学   

谢谢储老师、梁老师，受益匪浅！ 

王建芬-Berea College  

@张正生，圣地亚哥州立大学 要掌握笔顺先得了解汉字的整体结构，会分解，再分解，跟

中国文化的整体观一脉相承；然后笔顺的存在就是为了记笔画和写字的效率，连笔也能认。

拙见而已。不过经过第一学期强化笔顺的学生真的不怵写汉字，而且写得挺快的 

储诚志 UC Davis   

@时张奕- Collegiate School 可以在课上稍拿点时间做“汉子诊疗”。 

时张奕- Collegiate School  

@储诚志 UC Davis 好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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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霓-GWU   

谢谢梁宁辉老师组织这场讨论，谢谢储老师和其他老师的分享，受益良多！ 

储诚志 UC Davis   

谢谢梁老师，谢谢各位[Salute][Rose][Rose] 

赵冉 弗吉尼亚大学   

@储诚志 UC Davis @张霓-GWU 谢谢储老师，张老师。班上我最操心的学生是听力不行的，

然后是听懂了又说得吃力的。读写后进一些的毕竟不影响课堂上的学习效果。但是一旦听说

跟不上的话，课堂学习效果就打折扣，然后就很容易恶性循环了。一个班总是大部分都行，

但我现在就是想怎么帮那些个别的听说上特别吃力（并不是学生不努力）的学生。也许以后

可以专门针对听说安排一次讲座，梁老师@梁宁辉-耶鲁大学 ？ 

徐晓虹 Salesianum School   

@王涛 北二外 我也是这么评估的，那您最后怎么调整速度快但准确率低和准确率高但速度

相对慢这两种结果呢？ 

梁宁辉-耶鲁大学   

@赵冉 弗吉尼亚大学 谢谢建议！也希望大家推荐在听说教学方面有经验的老师，或者毛遂

自荐分享您的心得成就！[Fight] 

张霓-GWU   

@赵冉 弗吉尼亚大学 我们的做法是，用课外个别辅导时间来帮助个别较慢的学生，不过，

学生不来的话也很难拽着走 

王涛 北二外   

评分标准自己定就好了，软件有统计错误率。我觉得重在参与，和老师们想法一致，适应时

代特点，提高学生汉字输入输出能力是目的。 

徐晓虹 Salesianum School   

@赵冉 弗吉尼亚大学  我班上也有听力不行的，阅读强的学生，感觉这两种语言输入的方

式的区别就是听力理解是有更严格意义上的时间和次数限制的。 

张霓-GWU   

@梁宁辉-耶鲁大学 听说强化，我以前做过 VoiceThread，用于高班的作业，现在想试着在初

级班里用，估计有相当的可行性。试验后可以和大家分享。 

梁宁辉-耶鲁大学   

@张霓-GWU 感谢张老师[Fight]！期待！ 

徐晓虹 Salesianum School  

@张霓-GWU 太好了！ 

张霓-GWU   

赵冉，你看看 UVa 是否有 VoiceThread, 特别好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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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冉 弗吉尼亚大学   

@张霓-GWU 谢谢张老师！我们有老师在用的。也期待您的分享！ 

徐晓虹 Salesianum School  

@王涛 北二外 期待用您推荐的软件统计错误率[ThumbsUp] 

储诚志 UC Davis   

@王涛 北二外  

储诚志 UC Davis   

王老师，那款练打字软件能让老师自由调整年级字符集吗？ 

徐晓虹 Salesianum School   

@梁宁辉-耶鲁大学 谢谢梁老师组织的又一次热火朝天的讨论会！ 

张霓-GWU   

@王涛 北二外 您的打字软件有哪些功能，愿闻其详。特别是标注错字的功能 

赵冉 弗吉尼亚大学   

@张霓-GWU UVA 暂时没有把 voicethread 跟自己的 LMS 结合在一起。所以学生们得左一个

账户右一个账户的。这倒提醒我去跟学校沟通一下把 VoiceThread 也融合进来。 

王涛 北二外   

@储诚志 UC Davis 储老师，可以的，有内置的 HSK 等级词汇和文本。当初没设计手动选择外

部文本导入功能，在系统文件夹里替换原文件，是 txt 形式的。 

储诚志 UC Davis  

@王涛 北二外 太好了 

梁宁辉-耶鲁大学   

@徐晓虹 Salesianum School 谢谢您的积极参与！ 

刘芳-Oberlin College   

@张霓-GWU VoiceThread 确实有很多用途。我曾经在课后用它把课上讲的难点再录一遍给学

生，也用来做过期末口试，可以就学生的报告作点评。非常期待你的尝试结果。 

王涛 北二外   

@张霓-GWU 这款软件是 2003 年做的，现在不怎么维护了，网上可以免费下载。 

徐晓虹 Salesianum School   

@梁宁辉-耶鲁大学 很享受，我喜欢群体思维的碰撞和火花[Smile] 

王涛 北二外  

@储诚志 UC Davis 听了您的讲座我觉得还是有必要把这块再捡起来，重新完善一下，还是可

以满足教学需求的。 

徐晓虹 Salesianum School   

@王涛 北二外 I-pad 上可以下载和使用这款软件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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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宁辉-耶鲁大学   

@王涛 北二外 非常有必要！期待进一步完善，也请您有空时跟老师们介绍一下具体功能、

用法[Fight] 

王涛 北二外   

以前是为 Windows 设计的，现在我也不太清楚，有网页版。 

储诚志 UC Davis   

@王涛 北二外 下面这个是正版吗？怕有毒的。windows 10 上能用？ 

储诚志 UC Davis   

 

陈彤 MIT   

@张霓-GWU 我很多年以前用过 voice thread,效果不错，后来收费了，我改用 lingt 了。 

王涛 北二外   

储老师，我需要再核实一下。很久以前的了。 

徐晓虹 Salesianum School  

@王建芬-Berea College 同意！我也是最近才开始勤查学生的笔顺的，笔顺习惯养好了，汉字

就能写得很顺，基于我对班上汉字书写流利的学生的观察。笔顺没梳理好的学生，汉字在他

们眼里就是一团浆糊[Chuckle] 

储诚志 UC Davis   

@王涛 北二外 谢谢。 

高瑛-弗吉尼亚大学  

谢谢储老师的讲座！！听讲的时候我一直在想，华裔班的学生，是不是在某些方面能和储老

师的研究刚好对上，但是刚这么一想，脑子里的另一个小人儿又跳出来“摇旗呐喊”。。布置

电写的作业、作文的时候，学生的产出效果非常棒，老师看得非常欣慰！结果一换到笔写，

我有时候就怀疑自己了[Sticker]。有的学生笔写跟不上，再加上平时阅读量不够大，到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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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阅读任务的时候，就大打折扣了。请问储老师刚才分享的教学方案中也包括华裔班吗？

针对华裔班的教学会做什么调整吗？谢谢储老师！[Sticker]@储诚志 UC Davis  

王建芬-Berea College  

@徐晓虹 Salesianum School [Shake]我正在教的两拨学生也是对比鲜明，中文 102 的写字比

104 的强，104 那拨就是 101 时没查他们笔顺 

储诚志 UC Davis   

@高瑛-弗吉尼亚大学 谢谢高老师。华裔班电写、笔写都更有优势。笔写目前还是不宜全放，

如果他们电写已很行了，多要求一点笔写是可行的，特别是华裔学生希望多学写字的多一些。

另外，我还是强调分级泛读，华裔学生可以读更多，这对汉字能力帮助大。 

胡海波—圣母大学   

@储诚志 UC Davis 褚老师，如果平时电书，那么考试时怎么处理呢？会不会影响他们的成绩

啊？ 

高瑛-弗吉尼亚大学  

另外，非常赞同储老师说的电写可以为听说训练省出一些时间，我这学期在自己班里也做了

一些电写和手写轮换的尝试。我的疑虑是对于比较正式的书面语，学生们在口语表达时使用

的机会特别少，如果写的机会也少了，会不会影响对正式语体的习得或掌握呢？ 

徐晓虹 Salesianum School   

@高瑛-弗吉尼亚大学 同感！我曾经严重怀疑自己教 IB 中文课程的能力，因为所有的 IB 中文

考试都是手写，包括作文，现在换到教 AP 中文电写的学校，重拾欣慰的感觉[Grin] 

高瑛-弗吉尼亚大学   

@徐晓虹 Salesianum School 谢谢徐老师！徐老师提醒我了，我曾经在新生入学分班考试的

时候碰到过好几次这样的情况：一开始，学生都非常自豪、表示自己学了多年的 IB 课程，

中文不在话下。结果一说到对汉字的掌握，学生就“败下阵来”，只得从零起点班开始打基础。

这种情况，我心里也不好受，但是如果把学生一下扔到二年级，真怕学生压力太大、吃不消 

储诚志 UC Davis   

@胡海波—圣母大学 平时怎么要求就怎么考。电书考试麻烦一些。 

高瑛-弗吉尼亚大学  

谢谢储老师的解答@储诚志 UC Davis ！明白了，对于华裔学生，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Chuckle] 

储诚志 UC Davis   

@高瑛-弗吉尼亚大学 电书只会让学生写得更多，因为快了，方便了。 

高瑛-弗吉尼亚大学   

嗯～对，速度上去了，数量也保证了 

韩萱 FSI  

刚才爬楼看了一下，收获甚多！顺便说个小插曲：前几天去 FSI 开会，看到中文系的墙报上

贴了许多学生给老师写的春节贺卡，都是手写，工工整整，非常用心！[Rose]看得出来他们

很喜欢用汉字来表达自己的情感！我想有时练练手写，不做硬性要求，应该还是可行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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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海波—圣母大学   

@储诚志 UC Davis 我就是关心这个。您是让他们在专门的电教室考，还是自带电脑？如果用

自己的电脑，会不会有人用网络作弊呢？ 

徐晓虹 Salesianum School   

@高瑛-弗吉尼亚大学 哈哈，和 AP 相比，我个人其实更喜欢 IB 中文课程，只是痛恨 IB 手写

这一要求，因为 IB 中文需要兼顾的内容和要求太多多，所以没有很多时间可以用来让学生

练习手写作文。 

储诚志 UC Davis   

@韩萱 FSI 学生有兴趣有时间的话，另开书法课都很好。 

王涛 北二外   

储老师所言极是，写作方式的改变会提高思维流畅度，不会让学生卡顿在汉字手写的困难上。 

储诚志 UC Davis   

@胡海波—圣母大学 有些学校没有那么多电脑视。学生自带电脑，先行断网，不许查电脑词

典。当然老师通常得监督，来回走。 

储诚志 UC Davis   

电脑室 

胡海波—圣母大学   

看来也只能这样了[Grimace] 

储诚志 UC Davis   

@王涛 北二外 的确是这样。 

胡龙华 - 布朗大学   

普大王静老师跟我说他们的做法后我也依样画葫芦：考试时，我发下纸质的考题，然后确定

大家都到了以后当场用邮件将事先做好的答案卷（上面预留出每一题的作答处）寄给每个学

生，学生下载后作答，下课前交卷，纸质考卷交回来，这样学生就比较难用粘贴的办法上网

查字典了。 

储诚志 UC Davis  

@胡龙华 - 布朗大学 高[ThumbsUp] 

胡龙华 - 布朗大学   

不知道是王老师想出来的点子还是周老师想出来的，我稍稍修改了一下 

刘士娟-宾州印第安那大学   

@胡海波老师 关于闭卷考试，为了简便，省着学生背着电脑来上课和省 setup 的时间，还

有单元考试也就是平常 50 分钟一节课的时间，而我每次考试给的题量也不小，我的办法是

闭卷考试的时候，看题的类型，关于读写部分，由于那些给主要句子注音翻译以及段落阅读

理解等题型已经考了学生的汉字认读阅读能力，写作部分我一般不强行要求学生必须完全用

汉字写，不会的汉字可以用拼音写。能用汉字完全或大部分正确写出来的会给适量加分，而

只写拼音声调的拼音写对声调写错也要扣分。（平常写作是开卷，长作业鼓励他们电写多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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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的时候需要用什么新词就用什么新词，比如 IC 第二课讲到职业，他们在写有关介绍自己

家人或某人家庭成员情况和职业时，可以在网上查课本上没有列出的职业。workbook 上的

练习是手写。） 

刘士娟-宾州印第安那大学   

谢谢 @ 梁宁辉老师的组织。咱们群里真是好戏连台，精彩不断，群主辛苦了

[ThumbsUp][Rose][ThumbsUp]。感谢@储诚志老师今晚的无私精彩分享，真是高屋建瓴，从

中学到很多[Rose][ThumbsUp][ThumbsUp]。也感谢讨论中各位老师的分享，学到了很多艺和

妙计 [ThumbsUp][Grin][Rose]。幸福期待下一场 3 月 7 日@胡龙华老师的慷慨分享。

[Rose][Rose][Rose] 

张航-George Washington U. (D.C)   

@储诚志 UC Davis 感谢储老师的深入分析！尤其是从 ’两端 ’看这个问题，受益匪浅

[Rose][Rose][Rose]因为现实的要求，学生需要电书/电写，即使是最爱手写的学生也得面对这

个现实要求。相应的手写（练习）量的大幅减少不仅仅是省下时间的问题，同时也在改变整

个汉语学习的资源分配，汉字学习侧重点（汉字辩识+电写输入）不同，不仅影响汉语书写

系统本身的学习，相信其他方面的教学效果也会有改变。比如对语音（以及拼音，他们其实

是两个技能）学习，现在绝大多数都是拼音输入法，光这一点就无形会提高对学生语音能力

的要求，只有说对+掌握拼音才有可能做到高正确率的电写。很同意张霓老师在初期就要求

100%正确率，和张正生老师对辨字教学的建议[ThumbsUp][Rose][Rose] 其实电写对学生的辩

字和写字速度/准确率要求只会更高。 

张航-George Washington U. (D.C)   

现在教的初的班里提倡“边说边打”[Sticker] 一边叨叨一边打字 

王彦琳-Texas Tech University: @储诚志 UC Davis 感谢储老师精彩的讲座。[ThumbsUp][Rose]

收获颇多。非常赞同储老师关于"认读-电输-辨识"的观点。我们现在也要求学生电输、交打

印的作业。但是也没有放弃手书。初中级学生仍然要求上课前听写或造句、也提交手写的汉

字练习册。要完成网上作业也要学会电输才能完成。老师会强调打字的正确性。电打的错误

主要出现在学生选字的过程中。学生有压力不同级别每天听写或造句的汉字量能达到 6-20

个。虽然第一年因为中文难大概 30%会 drop、但是留下的学生常常能坚持拿到中文 minor

或者 major.到了高年级、个别学生甚至拒绝看拼音、说看不懂、坚持看汉字。我个人认为需

要手电齐下。储老师给出各年级的要求非常前瞻、有借鉴意义。目前确实很缺乏这方面的教

程和长期的实证研究给出合理的量和比例、为一线教学做指导。我在一篇还在二审的文章里

讨论过学生电打过程中汉字的错误、试图分析其机制和成因。也希望以后能再深入做下去。

有兴趣的老师可以一起来做。[Shake] 

张正生，圣地亚哥州立大学  

@张航-George Washington U. (D.C) 我手打我口! 

张航-George Washington U. (D.C)  

@张正生，圣地亚哥州立大学 是。 

王彦琳-Texas Tech University  

@张航-George Washington U. (D.C) @张正生，圣地亚哥州立大学 英文应该是"我手打我口"、

我们学生要能打出正确的字、他们的打字过程大概是"我手打我选我口"。-这个"我选"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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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中文输入的一个特点、也是我们学生常常出错的地方。比如"老师"、"老实"。这就是储老

师说到"辨字"。电打中"我口"也相当重要、否则就打出了"老师" vs. "老死"。学生发音不标准、

输出的备选汉字就错了、"我选"也无从可选了。 

张正生，圣地亚哥州立大学  

@王彦琳-Texas Tech University 老师老死!这也是电写的一个好处，暴露发音上的问题。 

张正生，圣地亚哥州立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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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正生，圣地亚哥州立大学   

以上是最近发表的拙作中关于电写优点的总结。 

刘芳-Oberlin College  

@张正生，圣地亚哥州立大学 张老师的电写准确度有问题[Sticker] 

王彦琳-Texas Tech University   

@张正生，圣地亚哥州立大学 张老师能分享您的发表信息吗？我去下载拜读。 

张正生，圣地亚哥州立大学   

汉字神话与汉字教学(1).pdf      ( 附录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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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正生，圣地亚哥州立大学   

 

梁宁辉-耶鲁大学   

@张正生，圣地亚哥州立大学 谢谢张老师分享！“手写汉字时，我们看到的只是一棵树，而

打字时我们看到的是一片森林”[Sticker] 

梁新欣 UVA   

感谢@储诚志 UC Davis 的精彩讲座，以及@张正生 SDSU @王彦霖 老师的有关电打的分享。

我想请教各位老师一个相关话题：外国学生说中文的口音跟中国地方方言口音比较的问题，

好像有人提到欧美学生的中文口音最接近河南口音，因为河南方言是平调，各位老师这方面

有什么研究和观察吗？多谢各位老师！ 

梁新欣 UVA 

以上是蔡老师@蔡庆红 波士顿东北大学 发到高群里的， 我转过来。 

梁宁辉-耶鲁大学   

@张航-George Washington U. (D.C) 边说边打的训练非常好！真正将“语“”文”联系在一起。 

张航-George Washington U. (D.C)   

@张正生，圣地亚哥州立大学 谢谢张老师分享文章[ThumbsUp][ThumbsUp]@梁宁辉-耶鲁大

学 先把话说对了会对写有帮助[Shake][Shake] 

张正生，圣地亚哥州立大学   

 

张正生，圣地亚哥州立大学   

 

Ann Cai—波士顿东北大学  

@张正生，圣地亚哥州立大学 多谢您，可以解释一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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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彦琳-Texas Tech University 

@张正生，圣地亚哥州立大学 谢谢分享! 

Ann Cai—波士顿东北大学 

 @张正生，圣地亚哥州立大学 获嘉方言指的是哪儿？ 

Ann Cai—波士顿东北大学 

看样子还是河南呀。 

Ann Cai—波士顿东北大学  

河南获嘉方言比夏邑方言更近似平调，@张正生，圣地亚哥州立大学 张老师，我理解得对

不对？ 

何文潮 罗德岛大学   

谢谢储诚志老师的精彩讲座和张霓、张正生、梁宁辉、胡龙华、陈彤等各位老师，（名字太

多不一一列举，）等的深度讨论，觉得获益匪浅。问题越讨论越清楚，电写的优势和要注意

的问题都提到了桌面上，为将来开创新的电写为主手写为辅的中文教学课程和方法奠定了基

础，明确了发展方向。采用了电写为主，就可以融科技于教学，使中文学习不再那么枯燥，

可以寓教于乐，中文项目的发展也有了良好的前景。谢谢梁宁辉老师组织的这场深度讨论。 

张航-George Washington U. (D.C)   

@梁新欣 UVA @Ann Cai—波士顿东北大学 没有看到系统研究有这个结论。河南话也不全是

平调，笼统的说是普通话一声在河南话转成二声，二转四，三转一，四有保四也有转三的。

河南话有自己的声调系统，汉语二语习得者的声调系统有会因母语语调系统不同有不同表现

（也会有共同点），但与河南话的关系，没见过相关研究。 

刘芳-Oberlin College   

@张正生，圣地亚哥州立大学 上面我说你打错了，其实是我看错了[Shy] 

Ann Cai—波士顿东北大学  

@张航-George Washington U. (D.C) 张老师，针对欧美学生的声调系统有没有相关研究，类似

于您对河南方言的总结？感谢您！ 

Ann Cai—波士顿东北大学  

特别是美国学生。 

张航-George Washington U. (D.C)   

@Ann Cai—波士顿东北大学 比较多（河南方言的总结不是我说的，没说清楚，只是看到过，

记不清了，只是想说河南话有声调） 

张航-George Washington U. (D.C)  

欧美学生的声调系统就复杂多多了 

梁宁辉-耶鲁大学   

@何文潮 罗德岛大学 谢谢何老师！我们现在的教学对象都是捧着电子设备成长起来的

Generation Z，中文教学应该顺应时代发展，转变教学观念、实现效益最优化是当务之急。

大家共同努力！[Stic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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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航-George Washington U. (D.C)  

@Ann Cai—波士顿东北大学 不谢不谢，我自己也对语音习得，尤其是声调语调习得很有兴

趣。以后有机会与您详聊。 

徐晓虹 Salesianum School   

@王彦琳-Texas Tech University 您的文章一定要拜读的，期待早日出炉[ThumbsUp] 

张航-George Washington U. (D.C)   

期待@王彦琳-Texas Tech University 王老师的文章；@许怡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研究很有

意义[ThumbsUp]对研究结果如何解读很重要。 

储诚志 UC Davis   

@张航-George Washington U. (D.C) @Ann Cai—波士顿东北大学 @徐晓虹 Salesianum School 

@王彦琳-Texas Tech University @梁宁辉-耶鲁大学 @刘芳-Oberlin College @何文潮 罗德岛大

学 @张正生，圣地亚哥州立大学 @梁新欣 UVA 各位早！感谢大家的继续讨论和分享！我们

在大问题大方向上的共识这么高，很高兴，也有点意外。也许有不同思考的老师没有发声？

期待多方面意见，让我们往前走得更扎实。 

储诚志 UC Davis   

补充一点：我昨晚说的，主要是针对海外的国际汉语教学。如果学生在北京、台北专门学习

汉语，一周四十小时，可以拿出时间开专门的写字课，那是另外的情况，策略应该不同。 

储诚志 UC Davis   

对于我们在海外的教学，现在的确是到了做好研究与教学探索，在此基础上开发“电写为主、

笔写为辅”的初中级中文新教材的时候了。 

萧旸(Yang Xiao-Desai) - SF State   

储老师说得太有道理了。现在教材跟教学实际需求相比，是真的太滞后了。@储诚志 UC Davis  

梁宁辉-耶鲁大学   

@储诚志 UC Davis 谢谢储老师的补充说明。中小学的中文教学跟大学的侧重点也会有所不

同。 

张航-George Washington U. (D.C)   

有，很多，比如刚一分钟前看到的这个@储诚志 UC Dav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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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航-George Washington U.(D.C) 

   

张航-George Washington U. (D.C)   

两个都有肯定是最好的，关键是如何分配时间、精力、资源。 

张航-George Washington U. (D.C)  

每个研究的方法侧重也不同，还是要读具体文章 

储诚志 UC Davis   

@张航-George Washington U. (D.C) 好！不过说实话，对有些“实证”研究不太放心，不少影响

因素都忽略了，学习的对照组几乎不可能纯化。 

储诚志 UC Davis   

最怕“简单化因果关系” 

张航-George Washington U. (D.C)   

没错，必须得看具体文章具体研究方法 

储诚志 UC Davis   

是，小心对待！ 

刘芳-Oberlin College   

@张航-George Washington U. (D.C) 您说的太对了，这篇文章只是研究了两种方式对汉字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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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程度，却没有考虑在时间方面对其他学习汉语的影响。 

刘芳-Oberlin College   

呼吁集中大家的智慧编一套适应新形势的新教材！@储诚志 UC Davis @张正生，圣地亚哥州

立大学 @何文潮 罗德岛大学 @张霓-GWU @张航-George Washington U. (D.C) @梁宁辉-耶鲁

大学  

郑惠丽 伍斯特理工大学  

我插一句关于汉字结构部件的话。我有一个博士同学，他的专业是中国古代哲学，我问他了

解汉字的结构和部件是否对认读汉字有好处，他说是的，但最终是在认识了大量汉字以后才

会意识到部件结构的作用的。这是我决定推动电打的一个原因。 

郑惠丽 伍斯特理工大学   

我觉得任何语言都是功能性第一，电打有助于破解关于汉字的一些神话。 

郑惠丽 伍斯特理工大学   

我给学生做分级考试，学生可以说的不错认字认得不少，但写还是不行。 

郑惠丽 伍斯特理工大学   

@胡龙华 - 布朗大学 请教胡老师一个问题，考试的时候学生下载试卷后断网吗？交卷的时

候又上网吗？ 

郑惠丽 伍斯特理工大学   

@张航-George Washington U. (D.C) 请教张航老师一个问题。边说边打听上去很有意思，请问

具体怎么操作？ 

张正生，圣地亚哥州立大学   

@郑惠丽 伍斯特理工大学 我不觉得电打和部件分析有矛盾。打字选字过程也许不自觉地就

做了部件分解，如请清两字的选择。 

徐晓虹 Salesianum School   

@郑惠丽 伍斯特理工大学 同意！语言技能的操练要达到一定的量才会有可能自行悟出其中

的门道规律来，但在美国学中文的一大挑战是操练任何技能的时间都远远不够，离开教室也

没有语境的支持。 

郑惠丽 伍斯特理工大学   

@张正生，圣地亚哥州立大学 张老师不好意思我没表达清楚，我想说的是学生刚开始接触

中文的时候老师特别强调部件结构是不是一件事倍功半的事，因为学生词汇量有限，所以联

想也有限。 

徐晓虹 Salesianum School   

@张正生，圣地亚哥州立大学 谢谢！希望东岸的学校也会很快就有[Smile]我在想如果学生每

次选错汉字老师纠错时是让学生重新回到屏幕弹出的各个同音词的选项框还是直接就告知

正确答案？但您的论文提醒了我可以至少截取一些屏幕选项框的照片来当选择题用于课堂

识字选字的教学[Sm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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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晓虹 Salesianum School   

@郑惠丽 伍斯特理工大学 这也是我的问题，就是在初级学生一切都有限的情况下，强调任

何语言规则，关于声调，语法或汉字的，如何强调，何时强调才会有更好的效果？ 

郑惠丽 伍斯特理工大学   

@徐晓虹 Salesianum School 我支持储老师最优化的观点，而且利用现有资源。我们现在的

资源就是电子产品和网络。 

徐晓虹 Salesianum School   

@郑惠丽 伍斯特理工大学 嗯嗯，要好好利用，合理使用，并交流使用心得，给理论研究和

教材开发提供数据[Smile] 

张正生，圣地亚哥州立大学   

@徐晓虹 Salesianum School 我想有两个办法对付错误，先是强调用词而不是单字做输入单

位，这样同音字就会少得多。然后还可以让学生查看他们打出来的字词意思是否正确。当然

一起做选字练习也是一个办法。 

郑惠丽 伍斯特理工大学   

@张正生，圣地亚哥州立大学 我决定用电打一是让低年级学生有时间做听说练习，二是提

高教学进度。 

刘伟_The Hotchkiss School   

感谢张老师非常专业的分享，让我受益匪浅！但是我一直都有这样的疑惑，尤其想请教耶鲁、

普林斯顿、布朗、以及其他知名私立大学的老师：我在一个私立高中任教，我们中文项目的

学生毕业后大部分去了顶尖的私立大学，他们还会继续学中文。但是据我所知，很多顶尖私

立大学对新生进行的分班考试都是手写的。写汉字不行的学生，尽管听说很好，还是会降

1-2 个 level。请问这些顶尖私立大学的老师们你们会不会参考、听取张老师、何老师的研究

成果，改变一下你们学校的分班考试呢？ 

徐晓虹 Salesianum School   

@张正生，圣地亚哥州立大学 嗯嗯，谢谢指点！不知群里教 AP 中文的老师是否清楚目前 AP

中文考试的机考中文写作部分使用的软件是否允许学生以词和短语的形式为输入单位，还是

必须按各个音节单独输入？ 

刘伟_The Hotchkiss School   

@徐晓虹 Salesianum School ，AP 考试是单音节单独输入。 

徐晓虹 Salesianum School   

@刘伟_The Hotchkiss School 那还是跟十年前一样哦，是不是也要改改了[Chuckle] 

徐晓虹 Salesianum School   

不过我理解 AP 考试这么做的理由可能是书写和电写的折衷。 

刘伟_The Hotchkiss School   

@徐晓虹 Salesianum School ，同意！我倒觉得各种研究或者做法都不矛盾。坚持、推行什

么主张那得看课程设计、考试是针对什么层次，什么群体，教学的目的是什么？我很早以前，

我听了斯坦福大学一位中文教授的讲座，他说：你从斯坦福毕业，学了四年中文就写这么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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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字？书写流利度就这个水平...... 

徐晓虹 Salesianum School   

@刘伟_The Hotchkiss School 是呀，不过如果太百花齐放，各执其政的话，K-16 连贯性的中

文课程设计估计得难产了。 

梁宁辉-耶鲁大学   

@刘伟_The Hotchkiss School 谢谢刘老师的建议！耶鲁的分班考试，大部分是网上电子版，

有一小部分手写测试。除非汉字手写能力特别特别差，一般我们不会降级。听说基础好的学

生，在课程开始后汉字也会很快跟上，另外我们课程作业和考试方面，手写部分要求近年来

也在逐渐降低，电写 的比例逐渐加大。 

张霓-GWU   

@王彦琳-Texas Tech University 王老师，能拜读一下您的讨论学生电打汉字错误的文章吗？

我目前也正在做汉字错误统计。 

王建芬-Berea College  

初级阅读 

王建芬-Berea College  

 

时张奕- Collegiate School   

@刘伟_The Hotchkiss School 我怎么记得可以输入词语？只能一个字一个字吗！ 

刘伟_The Hotchkiss School   

@时张奕- Collegiate School ，AP 考试你得打全了拼音才能出来词。比如：全国，你得打出

来 quanguo。我平时打字就打每个词或者句子的首拼音字母，例如：马克思主义，我只输入

mkszhy，全部就出来了。但是 AP 考试必须是全部的拼音。 

徐晓虹 Salesianum School   

@刘伟_The Hotchkiss School 那如果打“shuijiao”，会出来“睡觉”和“水饺”让学生来选吗？ 

刘伟_The Hotchkiss School   

@徐晓虹 Salesianum School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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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伟_The Hotchkiss School   

@徐晓虹 Salesianum School 所以像储老师说的，辨字技巧非常重要的[Smile] 

徐晓虹 Salesianum School   

@刘伟_The Hotchkiss School 那可以打句子吗？比如“我是在美国出生长大的。”是不是仅限于

词？ 

刘伟_The Hotchkiss School   

@梁宁辉-耶鲁大学 感谢梁老师回复！很高兴了解到耶鲁大学分班考试的情况！真的是“以

学生为本”。[Sticker] 

刘伟_The Hotchkiss School   

@徐晓虹 Salesianum School ，可以啊，你自己试试？我的电脑是 Mac，输入都支持这个呢。 

徐晓虹 Salesianum School  

@刘伟_The Hotchkiss School 我是指AP考试时是否可以？因为好像每个学生的电脑上装的都

是只针对 AP 机考的软件，我们学校是按照报名考试的学生人数来安装的。 

刘伟_The Hotchkiss School   

@徐晓虹 Salesianum School ，AP 考试不行，都得是全拼。现在还是用装 CD 的方式，一机

一人。就是你说的：AP 综合综合考量了打字和写字[Smile]。 

刘伟_The Hotchkiss School   

@梁宁辉-耶鲁大学 ，我查到耶鲁大学的中文项目是认同 AP 5 分和你们的课程衔接的！我以

前在三个所谓的好大学教过七年，那儿“官方”是不认的。[Grin]所以，每个大学都有自己的

标准，高中老师理念再先进也是要考量现实，作出对学生最有利的选择。K-16 课程不衔接

也是个问题。我们学校的课程跟初中、小学也不衔接。 

张正生，圣地亚哥州立大学   

全拼和字词输入是两回事啊。单字和短语都可以全拼。用缩写输入是另一回事。初学者还是

不用的好。 

梁宁辉-耶鲁大学   

@刘伟_The Hotchkiss School 是的，我们也是这两年刚承认 AP 5 分的。 

徐晓虹 Salesianum School   

@刘伟_The Hotchkiss School 你今年的 AP学生加入网上的 AP classroom了吗，就是有 progress 

check 的？我不知道那里的电写可以允许怎么输入，下周留意一下，规则应该和 AP 考试统

一的吧？我会留意一下是否可以全拼句子，如果可以，那是不是准确的全拼越长，超越词的

长度单位，辩词出错的机会就越少了呢？ 

徐晓虹 Salesianum School   

@张正生，圣地亚哥州立大学 同意！对于初学者，我省略句都不敢鼓励他们多用的。 

梁宁辉-耶鲁大学   

因为耶鲁有直到 5 年级的课，而 AP 5 分只说明达到 3 年级的水平，没法再细分，所以 AP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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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我们还是要再做分班考试，确定具体在那个年级。学校的认同是可以给予一定学分 

张航-George Washington U. (D.C)   

@郑惠丽 伍斯特理工大学 因为考试时有限时打字的考题，学生按照考题给的一些中文句子

一样打出来（所谓“看打”）错一字算整句错（这是张霓老师提到的对学生有 100%准确率的

要求）。 所以学生在课下准备时自己得练习打字。这个任务需要学生“解码”和“再编码”（认

字&gt;知道发音&gt;使用拼音编码&gt;打字&gt;选字）；我另一个班有“听打”的任务，听打其

实也有这个解/编码过程。 

张航-George Washington U. (D.C)   

课上考试我不要求边说边打，但学生在课下练习时，我鼓励他们一定在打字前把这句话先读

一遍（是有声音地说出来，“听打”是先重复一遍刚听到的录音里的句子）然后一边重复这句

话，一边把这个句子以词或词组为单位打出来——按正生老师的话就是“我手打我口”[Sticker] 

张航-George Washington U. (D.C)   

这样做一个是为了尽量利用打字对语音知识有要求这一点，不浪费这个练习说话的机会，而

且我觉得有声音地说与心里想（默念）是很不一样的，能加强 muscle memory（这在语音训

练中很重要）；另一个是希望语和文结合得更好，如果只是一个字一个字机械地“抄”字，对

句子意义的理解会打折扣，进而可能也对后面“选字”有影响，学生先说句子的过程中如果句

读能说对（分解句子）那对句义理解会更有利，打字时意义和汉字间的对应关系在长期训练

中会增强，将来学生自己输出，打自己作文时也不容易打错。 

张航-George Washington U. (D.C)   

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想法和做法。 

Ann Cai—波士顿东北大学 

@张航-George Washington U. (D.C) 太棒了[Sticker] 

张航-George Washington U. (D.C)   

在这过程中我有一点没想到。问学生‘看打’难还是‘听打’难，大多数学生说是“听打”！估计听

力理解比阅读理解难，同时选字那个环节难度增大很多。@郑惠丽 伍斯特理工大学 回复晚

了点... 

张航-George Washington U. (D.C)   

@刘芳-Oberlin College 合适的教材确实难找，本身编教材周期就长，很难总是与时俱进的。

推荐张霓老师的《你我他》，编得很有前瞻性[ThumbsUp] 

郑惠丽 伍斯特理工大学   

@张航-George Washington U. (D.C) 谢谢张老师详细解释。错一个字算整个句子错这个可以有！ 

刘芳-Oberlin College   

@张航-George Washington U. (D.C) 谢谢推荐。非常赞同对“读打”的分析。能读对句子，包括

正确的停顿断句有助于正确理解句子意思！我准备在正音练习时使用一下！[Stic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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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  

 

后勤人员名单(按姓氏首字母拼音排序): 

策划组:陈彤-MIT、刘芳-Oberlin College、梁宁辉-耶鲁大学  

秘书组:沈钰蓉-中央民大、王真-Brandeis、杨莎莎 -Brandeis、张

小芹-Charlottesville、张洁-UW-Madis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