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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汉语 ”教材“高 ”在哪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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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高级汉语仍然属于语言学习的基础阶段，是以提高学生运用汉语进行交际的综合能力为目标。高
级汉语教材的“高”应该体现在展示典雅的书面语体，提供能与学生平等对话的话题，突出当代书面语词汇、
造句规律、语篇表达特点，但这些内容应尽量避免单纯地由陈述性知识来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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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Concrete Manifestation of the “Advance”in Advanced
Chinese Intensive Reading Textbooks
GAO Zengxia
（ School of Liberal Arts，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 100872，China）

Abstract： Where the advanced learners can reach is still at the basic level，and its main goal is to
improve the learners’ability to use Chinese in communication． So it is necessary to express contents
in formal Chinese，and offer the topics for discussion with equals in the textbooks． What should be
highlighted in the textbooks are words and expressions in the modern formal Chinese articles，as well
as the rules of sentence construction and texts，which should not be treated just as knowledge in the
books．
Key words： advanced Chinese intensive reading textbooks； textbook compilation； Chinese teaching
随着对外汉语教学事业的迅速发展 ，进入高级阶段学习的学生数量激增 ，高级阶段主干课教材 （ 本
文称为“高级汉语”） 的建设也得到了迅速发展。 目前能看到的已经有近二十种。 但是，相对于基础阶
段的对外汉语教学，中高级阶段教学理论和实践的研究都还不够充分 ，教材建设也因此受到很大限制。
［1］
例如，在基础汉语阶段结束后，中高级汉语教学教什么的问题，至今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这就使得
各种高级教材在内容上只能按照编写者自己的理解和经验 ，在词汇、语言点等方面几乎每套教材都有自
己的一套，各教材没有一个清晰的共核或目标 。 再如，语篇教学是公认的高级阶段教学的一个主要内
容，但是目前关于语篇的研究还很不够 ，远远不能满足教学的需求，教材编写自然也无法突破。此外，虽
然近年来出版了多种高级汉语教材 ，但是由于编写时间紧、周期短、缺乏试用环节等各种原因，教材的质
量参差不齐。同时，对“高级汉语”教材的研究还很不充分，从中国期刊网上检索，专门研究高级汉语教
材的文章（ 包括会议论文、学位论文在内 ） 不足十篇，这也影响了教材的建设。 本文在调查了 14 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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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汉语”教材①的基础上，就高级汉语教材如何体现“高级”的问题进行讨论。本文并无褒贬所调查教材
之意，只是希望通过现有教材在体现高级特性的各种途径的分析讨论 ，对高级汉语教材建设提出一些
建议。

一、课文难度
课文难度是高级汉语不同于初中级汉语教材的最明显特征 。 与初中级汉语教材相比，高级汉语教
材在课文难度上主要表现为： 课文篇幅由短变长、生词量由少变多、对原文的干预程度降低。
学生汉语水平越高，所使用的教材自然课文越长、生词越多。 例如《新汉语高级教程 》上册课文长
度在 1100 － 1700 字之间，平均长度 1482 字，生词平均每课 79． 8 个（ 包括常用的 53． 6 个，不常用的 26． 2
个） 。下册课文长度在 1145 － 2742 字之间，平均长度 1985 字，生词平均每课 84． 5 个 （ 包括常用的 49． 9
个，不常用的 34． 6 个） 。据金麟统计，《桥梁———实用中级汉语教程》上册每课字数 （ 包括课文和 2 篇副
［2］（ p22）

随着学生汉语水平的
课文，下同） 为 1706 字，生词 50． 2 个，下册每课字数 3486 字，生词 56． 5 个。
提高，课文的长度和生词量随之提高是合理的 ，否则学生没有成就感，学习也会失去动力。 但如果增长
过高、过快，造成课文难度太大，也会挫伤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如《博雅汉语 》飞翔篇第三册有的课文近
4000 字，有的课文生词过百（ 如“无为 · 逍遥 · 不设防 ”133 词，“基因时代的恐慌与真相 ”147 词 ） 。 有
［2］（ p21 － 22）

即便学生的水平达到最高级，大串的生词
和连续几页的课文也会给他们的学习带来很大的压力 。一般来说，外语教材中生词的比例国际惯例是
的中高级教材的课文生词率竟接近甚至超过了 7% 。

［3］
2% － 3% 。超过这个比例太多，就会影响课堂教学。
高级阶段高级汉语课一般是 4 课时，课文太长会
影响教学进度。因此，高级阶段尽管学生汉语水平很高，课文的长度还是应该有所控制。 我们认为，高

级汉语教材的课文控制在 2000 字以内、生词控制在 40 － 60 比较合适。要达到这点，就需要对原文进行
适当的干预。
对原文的干预是指对语料的加工 。教材编写的一般原则是，初级阶段几乎需要对课文的语料进行
［4］
100% 的精加工，中级阶段只对课文语料进行粗加工即可 ，而高级阶段则基本保留原文风貌。
换句话
说，就是初级汉语的课文多数（ 甚至全部 ） 是编写者自己编写的，即使不是自己编也要对语料进行大量
删改。中级汉语的课文大多经过删改，有些仍然是自编。高级汉语的课文则提倡使用原文，不加修改。
常可看见有些高级汉语教材把“使用原文 ”这一点作为自己的特色。 我们认为，即使在高级汉语教材
中，也需要对原文进行适当干预。理由有二：
第一，对原文进行干预可以保证词汇、语言点、课文编排的科学性。 中高级精读教材普遍存在的一
个问题是选文具有偶然性，词汇、语言点等过于随意，科学性低。由于精读教材一般是先选文，再抽取词
汇、语言点等，课文中有什么词语，出现了什么语言点，才能注释什么词语或语言点。课文中语言现象丰
富，要讲解的语言点就可能多一些。由于课文的选取带有很大的偶然性 ，所以要学习的词语或语言点就
有很大的偶然性。这就造成了每种高级汉语教材在覆盖的词汇 、语言点等方面都带有很大的随意性 ，不
同系列的教材覆盖面也很不相同 ，甚至几乎没有共核。采用文选的方式编写教材，由于所选文章缺乏明
晰的教学目的，课文间缺少内在的连贯性和逻辑性 。尽管有的教材采用单元的形式，每单元围绕同一个
姚殿芳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2 年第二版） 、《高级汉语教程》（ 1 － 4 册，姜德梧主
① 这 14 套教材是： 《汉语高级教程》（ 上下，
2002） 、《现代汉语高级教程》（ 三、四年级教材，每级上下两册，马树德主编，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2003） 、《多文体
编，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3） 、《新概念汉语·高级课本》（ 欧美汉语教材，郑国雄主编，北京
精泛结合 高级汉语教程》（ 上下，肖奚强主编，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2003） 、《汉语新目标》第 8、
9 册（ 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4） 、《发展汉语 高级汉语》（ 上册，岑玉珍编著； 下册，杨存田编著，
语言大学出版社，
2005） 、《汉语精读课本》（ 外国学生汉语言专业本科系列教材，三年级上下，冯建明、吴方敏编著，中国社会科学出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2006） 、《博雅汉语·飞翔篇》（ Ⅰ － Ⅲ，李晓琪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时间依次为 2004、
2006、
2008） 、《新视角———高级汉语教
版社，
2007） 、《新汉语高级教程》（ 郭曙纶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高级汉语精读教
程》（ 上、下，庄稼婴、张增增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汉语综合教程高级： 文以载道》（ 上下两册，冯胜利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8） 、
程》（ ⅠⅡ两册，邓小宁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
《进阶式对外汉语系列教材 成功之路·冲刺篇 / 成功篇》（ 邱军主编，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200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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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题（ 如《成功之路》系列） 、或以体裁为纲 （ 如《多文体 精泛结合———高级汉语教程 》） 串联课文，但是
什么话题应放前、什么话题应放后，每课的词汇、语言点能否实现循序渐进和高重现率等等问题还是不
能解决，仍然不能保证教材的科学性。要解决随意性、科学性低的问题，对语料的人工干预是目前所能
看到的最有效的控制手段。
第二，高级阶段的教学仍然属于语言学习的基础阶段 ，运用汉语进行交际的能力仍然是高级阶段教
学的最终目标。如果尽量重视原文，对原文不加控制，就很容易造成超纲词多、生词与语言点重现率低
的弊端。如果对语料进行控制，就可以尽可能地解决这个问题。
因此，我们认为即使是编写高级汉语教材 ，也必须对语料进行干预。 这样，既可以有计划地控制生
词和语言点，也有利于课文的编排。当然，干预后的课文与原文会有很大差距，会造成学生只能看懂教
材上的语言，不能读懂教材外的文章，必须逐渐地减少对课文的干预程度。 另外，还可以通过阅读教材
来弥补精读教材的这方面的问题 。

二、语言知识的设置
目前高级汉语教材中，在语言知识设置上的特点是突出以辨析为特色的词语讲练 、语篇和修辞知识
的讲解为主要内容。
（ 一） 词语讲练
一般认为，在基本的语法知识已经学完之后 ，高级阶段的对外汉语教学主要内容就是扩大词汇量和
成段表达。目前的高级汉语教材，几乎每一种都含有词语辨析环节，有的教材一课中会安排四、五对词
语辨析。一些教材中的语言点设置，还会出现“语言点不够，词汇来凑 ”的现象。 所谓语言知识的讲练，
基本上就是一些词语的讲练。因此，杨翼指出： “到了中高级阶段，词语的讲练在教材的结构安排中仍
［4］
居统治地位。” 这种现象是有其存在基础的。 一般认为，在初中级阶段学生学到的词语数量少，无法
进行辨析，而高级阶段学生掌握的词汇多了 ，就会发生混淆、错用的现象，因此，高级阶段有条件也有必

要进行词语辨析。目前，教材中的词语辨析环节基本上都是同义词或近义词辨析 ，例如“终身—终生 ”、
“鼓励—鼓舞”、“错误—失误”、“储存—保存”、“渴望—盼望—希望”、“幻想—梦想”、“毕竟—究竟 ”
等。这些词语对的选择基本上是编写者认为会用错 、会产生混淆的。 没有哪部教材提到这些比较对的
选择是在学生偏误频度统计的基础上提出的 。另外，还需指出，学生在使用中的易混词有很大一部分并
［5］

不属于同义词或近义词，而是“易混词 ”。 现有的教材中，词语辨析基本上没有涉及这种易混词的辨
析。这样的辨析环节就谈不上有什么针对性和使用价值 。
要解决目前高级汉语教材中词汇占统治地位的问题 ，就必须认真审视“词本位”或者“以词为中心 ”
的教学观。英语教材中，每一个词实际上都代表一个“家族”： 一个词项往往包括了多种变化形式，而在
汉语教材中，一个词就是一个词，学习的时候必须一个一个地记忆。 这样学习英语和学习汉语的学生，
尽管都完成了同样的生词教学，但真正掌握的词汇量却相差悬殊，这也是为什么实现汉语“扩大词汇
量”的目标总感觉遥遥无期的原因。 要改变这种现象，必须采用语素教学。 尽管语素教学在课堂教学
中已经进行了实践，但尚未见到有教材在这方面进行开创性的实践 。当然，有的高级汉语教材中出现了
“构词法”、“语素”等知识板块，但这些陈述性知识很难迅速转化为程序性知识 。我们认为，关于构词法
和语素的教学，应该放到初中级阶段，通过不断的积累强化提高学生的词汇能力，这样才能真正做到在
高级阶段迅速扩大词汇量。
（ 二） 篇章表达
除了词语讲练以外，再一个重要内容就是篇章表达知识 。这主要体现为两方面内容的讲解 ： 一是语
篇的衔接和连贯，一是修辞知识。在考察的 14 种教材中，有 7 种教材设计了这样的环节，下面是其具体
内容：
《新汉语高级教程》现代汉语语法常识分五部分： 汉语的字和语素、汉语的词 （ 上 ） （ 下 ） 、汉语的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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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汉语的句子。现代汉语修辞常识分三节： 修辞概说、修辞格 （ 上，包括比喻、比拟、借代、夸张、双关、
仿拟、对比、映衬、反语、婉曲） 、修辞格（ 下，包括对偶、排比、反复、顶真、回环、引用）
《现代汉语高级教程》（ 四年级教材） 有词语说明和修辞举要两环节。“词语说明 ”介绍了汉语中的
外来词、单音节词在现代汉语书面语中的运用。“修辞举要”介绍了排比、婉曲、拟人、移用、比喻、设问、
反问、夸张、拈连、仿词、对偶。
《成功之路》（ 冲刺篇、成功篇） 语法讲解与练习： 省略句省略号的使用、紧缩复句、双重否定、多重复
句、文言词语在现代汉语书面语中的运用 。修辞提示与练习： 篇章衔接———省略； 篇章的主题推进———
分总式、总分式、篇章主题与段落； 篇章的连贯———表述角度、词语的运用； 篇章修辞———替代、摹声、白
描； 篇章的组织与修辞手段———排比与篇章、顶针与篇章、设问与篇章、比喻拟人与篇章、借代与篇章、反
复与篇章； 文体与篇章修辞———抒情散文、议论文、报告文学、学者散文、意合、过渡、管领词语； 长句的理
解与运用、句式的转换———主动句和被动句、科技语体、开头和结尾、反语与篇章、小说和小说中的人物
描写。
《汉语精读课本》注释包括词语的意义用法、习用语、格式、修辞。
《汉语新目标》第九册： 修辞方法介绍了夸张、比喻、对偶、比拟、排比等； 词的构成介绍了单纯词、合
成词、词语的色彩； 修辞手段介绍了肯定句和否定句 、口语句式和书面语句式等。
《高级汉语精读教程》修辞基础知识中辞格有： 比拟、双关、反语、比喻、夸张、设问、反问、排比、对
比、婉曲； 修辞知识有： 把字句的运用、声音的锤炼、主动句和被动句、长句和短句、肯定句和否定句。
《多文体，精泛结合———高级汉语教程》语法知识方面介绍了语素和词的构造 、复合式合成词、量词
使用等。篇章和修辞方面介绍了比喻、排比、反问、摹声、比拟、设问、对偶、借代、引用、映衬、双关、降用、
仿拟、对比、夸张、反复、拈连、委婉、移就、顶真、回环、反语等 20 多个辞格，还介绍了辞格的综合运用
（ 套用、兼用、连用） 、精确与模糊、长句和短句、语体与语言的风格以及成语、俗语的使用等。 篇章知识
方面对常用句式的制约条件，篇章中的把字句和被字句、多重复句、语篇的连接、关联词语的省略、语篇
的照应等。
从上面的介绍可以看出，不论做得详细与否、系统与否，很多编写者认为，学生在初中级阶段已经较
系统地掌握了基本的语法知识，高级阶段应该进行篇章和修辞知识的教学 。 之所以认为高级阶段应该
进行篇章教学，是因为我们都承认这样一个事实 ： 学生在高级阶段仍然会出现一句话能写对，但是把句
子和句子连起来就会出现很多问题 。这是因为我们以往的教学只注重句型的操练，而忽略了句子与句
子的衔接训练。吴勇毅指出，高级阶段的语法教学，一头向词以下的单位深入，另一头向句子以上的单
［6］
位（ 语段、语篇 ） 扩展，这个方向是大势。 问题是，是不是向学生输入这么多辞格和修辞手段的运用知
识，就能够提高学生的篇章能力，就能解决学生“连不成句 ”的问题呢？ 笔者认为不能。 学生并非只有
到高级阶段才需要把句子连起来说 ，才出现连起来说就出错的现象。只不过是高级阶段在我们认为其
学力应该能够说出更长的语篇的时候 ，才发现这个问题已经比较严重了。 如果在初中级阶段学生没有
“语段”或“篇章”意识，不论在高级阶段如何高强度输入篇章知识 ，其效果也是不理想的。 我们认为，应
重新审视一下目前所遵循的对外汉语语法教学体系 ，认真考虑“词以下、句以上 ”的部分在什么时机切
入才恰当。不应该期望通过高级一个阶段就能把这个问题解决好 。
另一个问题是，学习修辞有什么作用？ 应该学习哪些修辞知识？ 显然，了解修辞格或修辞手段，主
要的作用是提高阅读能力，而不会直接转化为学习者的成段表达能力。 同时，即使需要进行修辞的教
学，也没有必要追求全面、系统，因为学习者都是成人，有一定的语言知识，还具有基本的或者共通的语
言鉴赏能力。即使他们不学“比喻”、“拟人”的汉语名称和定义，也能理解“姑娘象一朵花”、“星星会说
话”的意义。因此，“在对外汉语教学中，不要大讲语法，特别是不要一条一条地大讲语法规则，而要善
［7］
于点拨”。 在讲修辞的时候，在介绍修辞知识的时候，只需要点拨那些汉语中特有的、不同于一般语言
的修辞手段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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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的主干课（ 精读） 教材普遍存在过于突出陈述性知识的问题 ，这样的教材很难提高学生的言语
交际技能，教师拿这样的教材来讲课很容易变成一人唱独角戏 ，任务活动执行不起来。新的高级汉语教
材必须解决这样的问题。

三、关于书面语
高级阶段，应该使学生接触并基本掌握典范 、正式的书面语体。 这种正式的汉语表达，不仅仅用于
写文章，还包括口语表达。刘月华指出： “高级阶段应该让学生注意用正式的口语表达自己的看法 。 学
生由初、中级阶段说日常口语提高到说正式的口语，并不是一件自然的、轻而易举的事。”“特别要训练
［8］
学生把句子连成段落的能力。” 这一观点是在长期对外汉语教学实践基础上提出来的 ，具有一定的代
［9］

表性。有些学者在反思对外汉语教学时提出汉字和书面语教学已经成为了对外汉语教学的瓶颈 。 由
于书面语“自有一套与口语不同的组词造句规则”。“它既区别于文言，也不同于口语，而是一种相对独
［10］

立的语法体系。”因此，书面语的教学一直是一个“攻坚堡垒 ”。 在教学实践中所发现的篇章问题，实
际上有一大部分是由于学生没有学会在口语与书面语之间正确地转换 ，造成类似“当你路过旅行社时，
［11］

你可以不可以询问飞机票的价钱 ？”这样的问题。
实际上，已经有一些高级汉语教材明确将“书面语”作为自己的特色。如《文以载道 》的课文重点为
书面语，文章几乎全部选自书刊杂志中的原文 。五年级的教材以书面语为中心 （ 如“韵律词、嵌偶词、常
用古句型”等） ，通过“文白兼容法 ”和“文章典雅独 ”的训练，来培养学生正式语体的写作能力。《汉语
高级教程》侧重培养学生独立阅读原著和书面表达的能力，培养学生分析鉴赏汉语典范作品语言的能
力。《高级汉语精读教程》的课文以书面语为主，避免使用口语材料。 还有一些教材在语言点中突出了
文言词或书面语知识的介绍，如《现代汉语高级教程》中有“单音节词在现代汉语书面语中的运用”，《成
功之路》成功篇有“文言词语在现代汉语书面语中的运用”，《汉语新目标 》第九册有“口语句式和书面
语句式”。
说到“书面语”，常常有人把它和“文言”联系起来。 确实，书面语的特征之一是其中含有很多文言
词、文言格式。但书面语并不等于文言文或者年代较远的作品 。以往高级汉语教材中体现“高度 ”的另
一个手段常常是选取一些古白话小说或者文言文 ，如节选一段《红楼梦》、《水浒传》、《儒林外史 》，或者
选用胡适、鲁迅等上个世纪初的文章，甚至学习欧阳修、范仲淹的文章，以体现高级汉语的“难度 ”或“高
度”。这种做法受到了很多批评，批评的焦点在于不实用，学到的词汇都是死的，不能直接使用。 新出
版的高级汉语教材也多尽量避免出现年代久远的文章 。 但这并不是说经典文献不能作为留学生的教
材，而是对于“高级汉语”这门基础课、主干课来讲，其教学目标是培养学生运用汉语进行交际的能力，
其实质仍然是语言教学，而不是文学鉴赏。汉语言专业的本科生，完全可以在中国古代文学或者文学欣
赏之类的课程中学习这些经典作品 ； 但对于以学习语言、培养言语技能为目标的基础课，还是多接触一
些当代的语汇比较好。因此，在高级汉语教材中应该向学生展示“当代”典雅的书面语。
我们认为，在高级汉语教材中，“当代书面语教学”应体现在教给学生那些有着极其强大的生命力 、
已经融化在口语中的文言文成分和文言文句法 。 如动词或形容词后的“于 ”，如生于、处于、在于、不利
于、善于、有害于……，“以此为准”里的“以…为 …”句式，“为无数事实所证明 ”里的“为 … 所 ”句式，连
词“而”，副词“略”或“稍”，如“略高”，“有所”后边加双音节动词的句式，以及“该国”，“上午九时 ”等等
［11］
韵律构造规律。 总之，高级阶段还属于语言学习的基础阶段 ，不是专业学习。“高级汉语”所操练的语
言点，也应该是最实用的汉语词汇和结构规律 。

四、结语
课文长、生词多仅仅是一种形式上的“高 ”，由于学习心理和学时的限制，课文、生词的增长是受限
制的。高级汉语教材的“高”应该体现在展示典雅的书面语体，提供能与学生进行的平等对话，突出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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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书面语词汇、造句规律、语篇表达特点的教学上，但这些内容应尽量避免单纯地由陈述性知识来表现 。
高级汉语教材仍然属于语言技能的学习阶段 ，应以提高学生运用汉语进行交际的综合能力为目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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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做强做精地方师范大学的教师教育 ，除了上文谈及的几条建议外，还要求实现其它很多方面的改革与
创新以及相应的体制与机制保障 。比如，师范大学的学生工作应该围绕着师范生的未来职业情感和职
业素养的提升去开展，应该少一些形式主义和无聊评比，多一些专业引领和榜样示范； 师范大学与中小
学的联系应该更加密切和深入，本校的附中附小附幼应该真正成为大学的教育教学实验与实践基地 ； 学
校的科研管理办法应该在具有普适性的同时更要有学校的发展价值取向 ，在追求大项目大课题的同时
要突出为教学和人才培养服务； 学校在财力、物力、人力上应该为教师教育的发展给予足够的重视和支
持。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取决于学校上上下下尤其是领导层的决心 ，如果所有的地方师范大学拿出争取
第一个博士点那样的决心，那么将地方师范大学真正建成名符其实的一流师范大学就会大有希望 。
参考文献：
［1］彭漪涟，冯

2005，（ 3） ．
契．“化理论为方法”基本思想探析［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禇宏启． 校长专业化的知识基础［J］． 教育理论与实践，
2005，（ 3） ．
［3］基思·索耶． 剑桥学习科学手册［M］． 徐晓东，等译． 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
2010．
［4］禇宏启． 中国教育管理评论（ 第二卷） ［M］． 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4．
［5］江西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处． 江西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发展规划及有关实施方案［R］． 2009．
［6］罗伯特·斯莱文． 教育心理学［M］． 姚海林译． 北京： 人民邮电出版社，
2010．
［7］刘

2009，（ 1） ．
禹． 基于工作坊的高等教育实践教学体系的研究［J］． 东北财经大学学报，

（ 责任编辑： 东

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