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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汉语教材生词表中过多的超纲词导致语料的难度加大，造成学生理解上的困难，在编

写中高级对外汉语教材的时候，如何控制超纲词的比例，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本文在对《博雅

汉语·中级·冲刺篇( Ⅰ、Ⅱ) 》做了分类统计的基础上，运用可理解输入理论，对教材中出现的超

纲词做了理性分析，并提出了如何处理中高级汉语教材生词表中超纲词的几点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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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近来，笔者参加了《博雅汉语·中级·冲刺篇( Ⅰ、Ⅱ) 》(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 2006 年出

版，以下简称《博雅冲刺篇》) 的配套听说教材的编写工作。在编写这套教材时，主编要求配合《博

雅冲刺篇》的相关课文，在生词处理上要求有一定的生词重现率。但是在编写过程中，笔者发现

《博雅冲刺篇》的课文以及生词表中有较多的超纲词。笔者对《博雅冲刺篇》的生词表做了如下统

计: 该套教材共有课文 22 课，列入生词表中的词语共有 1311 个，其中超纲词 712 个，占 54． 3%。至

于副课文中的超纲词就更难以统计了。
《博雅冲刺篇》在两册的“使用说明”中介绍了有关词语教学的规则，提出“使学习者通过主课

文、副课文、语素扩展环节的学习掌握汉语丙级词汇”，“中级阶段应学词语( 以丙级为主) ”，“将词

语教学的起点定在丙级词汇”，可在两册的生词表中超纲词占了一半以上的比重。
我们知道，在语言教学界，对什么是超纲词、超纲词在对外汉语教材中应占的比重、如何处理对

外汉语教材中的超纲词，一直都有争论。不统一这方面的认识，不处理好教材编写中的超纲词问

题，就无法使我们编写的教材达到科学的高度。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就超纲词的相关问题做一些

具体的探讨和分析。

二、关于超纲词的认定

编写过对外汉语教材的人都知道，在做课文生词处理的时候，一般都是根据国家汉语水平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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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办公室考试中心( 原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办公室汉语水平考试部) 制定的《汉语水平

词汇与汉字等级大纲》( 以下简称《词汇大纲》) 将生词列为甲、乙、丙、丁四级，对于没有列入《词汇

大纲》的词语，我们一般就作为超纲词看待。
但是自从有了《词汇大纲》，对于什么是超纲词的争论就一直没有停息过。对于超纲词的认

识，专家们各有各的理解。目前主要有两种意见。
一种意见是坚持以《词汇大纲》所列出的 8822 个词语为准，凡是《词汇大纲》没有列出的词语，

一律按超纲词看待。对于反对者提出的理由，他们坚持的理由是:《词汇大纲》对于词语的筛选，是

在多学科词频统计的基础上，“从定性开始，到定量再统计，从专家和教师中来，到教学实践中去。
将专家和教师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然后又用到教学中去，化为

广大教师的意见，使教师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教学实践中进一步考验这些做法是否正确。
然后再从教学实践中集中起来，再到教学中坚持下去。如此循环，一次比一次更正确、更生动、更丰

富。”( 刘英林等，1992) 因此，《词汇大纲》词语的筛选以及级别的认定，是经过科学验证的。至于一

些看似简单却没有被《词汇大纲》列入，或者近年来产生的新词语，在我们进行数据统计时，也只能

暂时列入超纲词之列，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根据自己的主观想象将一个词语随意列入甲乙丙丁四个

级别中。将来随着语言的发展，我们的《词汇大纲》肯定会随之进行必要的修订。
另外一种意见是超纲词的泛化，认为不能把《词汇大纲》没有列入的词语都看做是超纲词。
郭曙纶( 2008) 认为，超纲词是一个内涵明确、外延模糊的概念。说到内涵明确，郭认为有两种

理解。一种是字面上的理解，即《词汇大纲》中没有列入的都可以看做是超纲词; 一种是从意义上

的理解，把“超出”理解成是从难度上超出，即超纲词是指比《词汇大纲》所列词语更难的词。这

样，一些虽然不在《词汇大纲》中，但是却很常用的词尤其是常用派生词就不应该被看作超纲词。
说到外延模糊，则是因为人们对汉语中一些词的认定是有不同看法的。对于某个具体的语言单位，

如果作为一个词，按字面上理解往往被判定为超纲词，反之，如果分成两个或更多的词，则可能

不被判定为超纲词。如“火山”是丁级词，“口”是甲级词，组成“火山口”就成为超纲词。此外，超

纲词的外延模糊还表现在对派生词的处理上。一些前缀词如“阿、老”和一些后缀词如“家、们、者”
等等，都会构成很多派生词。这种派生词是否应该排除在超纲词之外，目前仍有分歧。

也有学者认为，汉语是有着灵活创造性的语言，如果超纲词能够通过上下文理解和推测得出意

义就不算是超纲词，但是如果不能，而且和其他词语直接没有任何联系，也没有获得重视，只是孤立

地出现在学习内容中，这样无形中就会增加学生的学习任务，属于超纲词。( 韩明，2010)

综上所述，对于超纲词的认定，目前还不统一。笔者在对《博雅冲刺篇》进行统计与分析时，为

了能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暂时还是采用第一种意见，即坚持以《词汇大纲》所列出的 8822 个词语为

准，没有列入《词汇大纲》的词语暂时都列为超纲词。

三、对《博雅冲刺篇》超纲词的分类整理

针对《博雅冲刺篇》超纲词在生词表中过半这一现象，笔者对《博雅冲刺篇》各课生词表中的超

纲词做了分类整理，以期找出某种规律性的东西，解释超纲词过多的原因。
《博雅冲刺篇》中出现的超纲词，主要有以下类别:

( 一) 专有名词

这部分超纲词占有较大的比例，分为如下几种:

1． 时代的产物。
由于所选课文为忆旧文章，一些与旧时社会现象、旧地名、旧事物、旧说法、旧职业以及某一特

定时期有关的词语出现在课文与生词表中，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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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1 旧地名 十里洋场、城隍庙

2 旧事物 银两、水烟、鼻烟壶、旱烟、洋车

3 旧说法 洋火、土地爷

4 旧职业 知县、算命

5 特定时期 新文化运动时期、文艺复兴

这一类超纲词，多出现在忆旧类文章中，对于一般学习现代汉语的外国人来说，实用价值并不

大，在汉语教材中的重现率非常低，学习者费了很大的精力记住了，由于几乎没有再次接触运用的

机会，很快就会忘掉，下次遇到还要重新学习。因此，生词表中该不该将这些词语选为生词，值得商

榷。
2． 社会新词语。
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产生的有关新事件、新事业、新事物、新运动项目、新艺术形式的新词语，还

有一些新发现、新提法，其中一些出自于国外。见表 2。
表 2

1 新事件 奥运会、空难

2 新事业 房地产、超市、网络、疗养院

3 新事物 领带、口香糖、屏幕、核弹头、黑客、沙拉

4 新运动 高尔夫球、拳击、垒球、桥牌、赛马

5 新艺术 交响乐、室内乐、双重奏、萨克斯管

6 新发现 超声波、基因、尼古丁

7 新提法 大款、大腕儿、地摊儿

这一类超纲词，笔者认为应该有所区分。有些词语是特定环境中使用的词语，重现率也较低;

有些则是逐渐走入现代社会生活的新词语，重现率不断增高。
3． 特殊环境的特殊语言

在特殊场合使用的特殊语言，如人际交往中的礼貌语言，带有地方特色的口语词等等。见表

3。
表 3

1 礼貌语言 寒舍、犬子、拙作

2 口语词 腮帮子

这一类超纲词，有让外国学习者了解的必要。但是毕竟使用率偏低，不宜过多选用。
4． 特殊文化语言。
涉及某种文化的词语，如宗教文化、节日文化、艺术文化等等。见表 4。

表 4

1 宗教文化
基督徒、圣经、十字架、佛、菩萨、道教、儒家、阴间、来世、
祭祀、烧香、地狱、庙宇

2 节日文化 清明节

3 艺术文化 田园诗、面人、变戏法

4 生活文化 四合院、麻将

这一类超纲词，有些活跃在人们现代生活中，如“清明节”，应属于重点介绍的词语; 有些属于

人们生活中较少接触的，如一些宗教文化方面的词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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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某些不常见的事物。
一些并非时常见到的有关事物的词语，如一些植物、动物。见表 5。

表 5

1 植物 康乃馨、腊梅、水仙、海棠、柿子、茶花、荷叶、红叶

2 动物 海鸥、螃蟹

对于我们最常见的植物、动物( 如苹果、松树、鸡、老虎等等) 一般都列入《词汇大纲》的四级词

语之列。但是距离我们生活较远的，往往就成为超纲词。
( 二) 派生词构成的超纲词。见表 6。

表 6

词语 《词汇大纲》级别 后缀词 构成超纲词语

1 传染 ( 丙) 病 传染病

2 心脏 ( 乙) 病 心脏病

3 体育 ( 甲) 迷 体育迷

4 哲学 ( 乙) 家 哲学家

5 畜牧 ( 丁) 业 畜牧业

6 装饰 ( 丙) 品 装饰品

7 中药 ( 乙) 铺 中药铺

8 核桃 ( 丁) 仁 核桃仁

9 电线 ( 丙) 杆 电线杆

10 戏剧 ( 丙) 界 戏剧界

11 人类 ( 乙) 学 人类学

对于这种超纲词的处理，笔者将在下文另有论述。
( 三) 古人遗留下来的名人名言、古诗名句、警句格言、惯用语等。见表 7。

表 7

1 名人名言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2 古诗名句 天涯若比邻

3 典故格言 铁棒磨成针、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4 惯用语 留一手、露马脚、卖关子

5 俗语
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可遇而不可求、万变不离其宗、三十

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这些语句列入生词表中，本身就有值得商榷之处。

四、对对外汉语教材中出现超纲词的理性分析

对外汉语教材中该不该出现超纲词? 学习者对于课文中适量的超纲词是否有一定的容忍度?

回答是肯定的。以下几点理由可以支持上面的结论。
( 一) 某些超纲词的存在符合语言教学理论。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美国著名语言学家克拉申( S． Krashen) 提出了“可理解

性输入”理论，认为“可理解性输入”是语言习得的必要条件。克拉申所说的“可理解性语言输入”，

是指学习者听到或读到的可以理解的语言材料，其难度应略高于学习者目前已经掌握的语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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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即 i + 1。克拉申 将“i”定义为学习者目前的语言状态，把“i + 1”视为语言发展的下一个阶段，

“1”为当前语言状态与下一阶段语言状态的间隔距离。只有当学习者接触到属于 i + 1 水平的语

言材料，才能对学习者的语言发展产生积极的作用。
结合克拉申“可理解性输入”理论来看待超纲词，我们可以认识到:

1． 在语言输入总体难度不超过学习者的学习能力基础上，语言材料可以包含略高于学习者现

有词汇量的词语。学习者可根据自己的水平解决超纲词给自己阅读造成的障碍，不断提高自己的

阅读水平。
2． 超纲词应当建立在“可理解性输入”的基础上。理解阅读材料中的生词，主要有以下方法:

( 1) 利用汉字的特点了解词语的意义。比如利用汉字的形声特点，了解“海鸥”是海上的一种

水鸟。
( 2) 利用词语中可以理解的汉字猜测整个词语的含义。如“企盼”，学习者可以通过丙级词

“盼”猜测出“企盼”具有的“盼望”的含义;“鼻烟壶”，通过对“鼻”、“烟”、“壶”三个乙级、丙级词语

的理解，猜测它们组合在一起的含义。
( 3) 利用上下文的连接猜测陌生词语的含义。如“练摊儿”，如果出现在“他们每天傍晚在广场

上练摊儿，向过往的行人推销自己制作的小工艺品”这样的句子中，学习者就很容易理解“练摊儿”
的含义。

( 4) 通过已学词语知识的扩展，了解有共同规律的词语。当学习者学过了词语的前缀与后缀

等语言知识，再遇到由“阿、老”等前缀词或由“家、品”等后缀词组成的词语如“阿哥、老爸”或“艺

术家、装饰品”时，不用查词典就能理解词语的含义。
( 二) 语言随社会的发展而发展造成超纲词的不断产生。
史卫东( 2000) 指出:“语言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许多旧的词语被淘汰，一些新词又不断涌

现，以满足形势的发展需要。这些新词在传递、获取信息上具有不可替代性，这些超纲词的收人反

映了时代的特色。”
随着时代的变化，新的词语不断涌现，作为 20 年前编写的《词汇大纲》，确实跟不上时代前进

的步伐。当我们编写新的对外汉语教材时，不能不出现许多超出于《词汇大纲》的新词语，比如我

们在上一节列举的“超市、基因、大款”等词语，都是新时代的新事物、新发现、新提法。如果我们的

对外汉语教材过多地被《词汇大纲》束缚住，我们的教材就会逐渐缺少新意。在这一点上，笔者认

为，在可理解输入理论的指导下，教材适当出现超纲的新词语还是应当值得肯定的。
( 三) 学习者对新信息的获取并不只停留在某一门课的课堂上。某些超纲词通过其他渠道已

为学习者熟知而成为学习者心目中的非超纲词。
当我们依照《词汇大纲》中的顺序，循序渐进地将甲乙丙丁各级词语安排进我们的教材中时，

学习者也许已经通过其他渠道了解了不少超纲的词语。其中包括:

1． 学习者在生活中接触到的虽然超纲但已经在生活中被广泛应用的词语，如“超市”。
2． 学习者在课堂之外阅读面的扩大与阅读量的增加，接触到的超纲词语。
3． 各门课程所学知识的相互补充。
4． 新知识与旧知识有某种规律性的关联，新知识往往通过已知知识呈现，学习者会在学习与习

得中产生新的认知。
( 四) 成年人学习语言的更高的理解力。具体体现在:

1． 成年人的母语水平远远高于儿童，而对母语的理解有助于第二语言的学习。
2． 成年人有更多的生活交际方面的经验，这些经验有助于对信息的掌握。“真实的交际环境

中，语境因素可以提供许多信息，交际中的理解有时是对这些语境信息的理解，和语义、结构都没有

关系。( 刘颂浩，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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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成年人对所学语言的背景知识要比儿童丰富得多，因此“能够获得和理解更多的输入”。
( 刘颂浩，2007)

成年人的这种高于儿童的理解力，使他们具有驾驭一定数量的超纲词的能力。
( 五) 相关性和趣味性给了学习者解决超纲词的内在动力。
不少研究者都注意到语言输入的相关性与趣味性。王全义( 2007) 指出，在考虑到学习者目前

的语言水平以及学习者的个体差异的同时，“还要考虑它是否与学生的生活有关，关系越密切就越

有利于吸引学生的兴趣，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从而有利于语言的理解和吸收。”“兴趣是激发学生

学习的动力，因此输入源要丰富，输入的方式要多样化，输入的内容要与学生学习、工作、生活、经历

和情感体验密切相关，这样才能引起学生注意，激发学习动机，从而增强理解和吸收语言知识的效

率。”任爱珍等( 2007) 介绍输入时也谈到:“输入的刺激必须具备两个条件: 有趣和能够激活学习者

的原有知识。”罗立胜等( 2001) : “输入材料是否具有趣味性直接关系到能否到达有效输入的目

的，以及能否激发学习者的兴趣。”梁爱民( 2010) :“所输入的信息应和学生的学习、生活和工作等

方面密切相关，要生动有趣。只有具有相关性和趣味性，学生才会对所输入的信息感兴趣，才会

激活学习者原有的语言图式和文化图式，才会获得语言习得的最佳效果。”

五、对对外汉语教材中如何处理超纲词的几点建议

尽管对外汉语教材中，部分超纲词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是在学习阶段与数量上应有一定的限

制，过多的超纲词毕竟会给学习者带来阅读的困难。
“课堂输入的重要性在不同的语言学习阶段是不同的。在初级阶段，由于学生的语言水平低，

不易在其他场合获得与课堂相类似的可理解性输入或者是简化输入，因而在这个阶段，课堂输入是

至关重要的。到了中高级阶段，学生的语言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他们能够获得的可理解性输入

的范围也越来越广，除了课堂之外，还可以通过与当地人交流、通过各种媒体( 报刊、杂志、网络等)

获得大量的可理解性输入，因而课堂输入的重要性有所下降。但是，由于课堂教学具有系统、高效、
循序渐进等特点，课堂输入仍然大有可为。充分利用课堂提供的语言输入能够从总体上大大提高

学习者语言习得的速度。”( 王全义，2007)

史卫东( 2000) 指出:“生词量太大和大量的超纲词导致语料的难度加大，造成学生理解上的困

难，同时也无法保证生词有足够的重现率。”他认为“这部分词的比例应控制在 15% 以下。”周雪林

( 1996) 认为，如果一篇 1500 字左右的课文生词量超过了 70 个，语言难点和内容难点超过 l5 个，学

生就会感到负担过重，兴趣就会减弱。也就是说生词量超过 4 7%的话，学生就会觉得很难。
笔者在本文前面列举了《博雅冲刺篇》中的超纲词种种。作为中级汉语课本来说，生词的起点

应该是以丙级为主，兼顾丁级，无论如何，54% 的超纲词确实是多了一些。其实，《博雅冲刺篇》课

文中的一些词语是否该列入生词表，本身就值得商榷。如果我们能对生词表中的一些词语做一些

适当的改动，就可以降低生词表中超纲词的比例，使生词表中的词语级别的分布趋于合理。
对此，笔者拟提出如下建议:

( 一) 在选取名人原作作为课文的时候，可以对原文做适当改动。记得当年我们的汉语课本曾

选取朱自清的散文《背影》作为课文，这篇文章曾感动了中国的几代人。这样的文章如果收入到泛

读课本中，亦无不可。但如果收入到精读课本的范文中，文章的第一句“我与父亲不相见已二年余

了”就很难做教学讲解了。同样，中级阶段的课文，如果选取名人原作，需要对原文做适当改动，以

减少课文难度，减少课文中的超纲词，增加学习者阅读课文的信心。
( 二) 根据实用性原则，可列入生词表的词语分为两类: 理解类词语和注释类词语。
理解类词语，是指实用性较强的词语，这类词语在课本中重现率较高，在生活中也有可能多次

·044·



第 4 期 董琳莉: 如何解决对外汉语教材编写中的超纲词问题

接触。这类词语，是词语学习的重点，不仅需要了解其意义，还需要了解词语的用法，并且要求学习

者掌握。这其中当然包括某些符合可理解输入理论的超纲词。但是在数量上一定要有所控制。
注释类词语，是指课文中出现的、有一定难度而不得不列入生词范围的。这类生词大多只具有

单一义项，缺少“生成性”，特别是一些专有名词或专业词语，一般只需要了解该词语在课文中的释

义，或者另列版块进行解释即可。这样可以大大减少超纲词在生词表中的比例，使生词的比例趋于

合理。
( 三) 对于派生词的处理，如“心脏病”、“体育迷”、“哲学家”、“装饰品”等，可以在生词表中先

列出“心脏”、“体育”、“哲学”、“装饰”等《词汇大纲》级别之内的词语，然后加上后面的后缀词，组

成看似超纲，实际并未超出《词汇大纲》级别的词语。如:

1． 心脏 ( 名、乙) xīnzànɡ 人和高等动物身体内推动血液循环的器官。
心脏病 ( 名) xīnzànɡbìnɡ 心脏的疾病。

2． 体育 ( 名、甲) tǐyù 以发展体力、增强体质为主要任务的教育，通过参加各

项运动来实现。
体育迷 tǐyùmí 对体育比赛狂热爱好而着迷的人，通常是作为观众而

不是直接参加者。
这样处理，我们就可以不把这些词语当做超纲词对待。
( 四) 对于古人留下来的名人名言、古诗名句、警句格言、惯用语等，本身就不应该看做是“生

词”，可以列入“注释”中加以解释。
以上是笔者对减少教材生词表中超纲词的一些建议，希望能够引起对外汉语教材的编写者对

如何处理超纲词问题的重视与讨论。
郭曙纶( 2008) 指出:“研究超纲词的目的，显然不在于指出某篇课文有多少具体的超纲词，而

在于通过具体的数据来说明现行对外汉语教材中超纲词问题的严重性，也为对外汉语教学研究，

尤其是对外汉语教材研究提供一些比较科学的数据，为教材及相关辅助材料的编写提供词汇方面

量的依据，从而使得对外汉语教材编写由传统的经验型逐渐向现代的科学型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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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lving the Problem of Words beyond the Syllabus in
Compilation of Textbooks in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 by the example of“Boya Chinese· Intermediate level·Chongci Book”

Dong Lin-li
( School of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Peking University，Beijing 100871，China)

Abstract: The surplus of words beyond the syllabus in the Chinese textbooks increases the level of diffi-
culty，resulting in understanding problems amongst students． How to control the number of words beyond
the syllabus in compilation of Chinese textbooks is a problem to be solved． In this article on the basis of
classification statistics of the textbook“Boya Chinese·Intermediate level·Chongci Book”，rational a-
nalysis were made on words beyond the syllabus on the teaching material by applying the theory of com-
prehensible input，and a few recommendations of how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surplus of words beyond the
syllabus in the Chinese textbooks were proposed．
Key words: The Outline of HSK Vocabulary; words beyond the syllabus; comprehensible input;

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

theory of i +1

第四届全国国际汉语教育人才培养论坛
在中国北京举办

2012 年 12 月 7 日 － 8 日，由北京师范大学汉语国际推广新师资培养基地与北京师范大学汉语文化学院共同主

办的第四届全国国际汉语教育人才培养论坛暨专业硕士培养工作研讨会在北京师范大学召开。世界汉语教学学

会会长、北京师范大学汉语文化学院院长许嘉璐先生，北京师范大学校党委刘川生书记，国家汉办马箭飞书记等，

出席了论坛开幕式并先后发表了重要讲话。
天津师范大学的钟英华教授、北京大学的张英教授、山东大学的宁继鸣教授、中国传媒大学的乐琦老师代表逄

增玉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汉语文化学院副院长朱瑞平教授，先后作了大会主题发言。来自北京大学、南开大学、中
山大学等 62 所兄弟院校的 100 多名专家学者以及我院的 30 多位教师参加了本次论坛，围绕本次论坛主题———新

形势下汉语国际教育人才中华文化素养、文化传播能力的培养与培训，进行了分组发言与热烈讨论。
在大会闭幕式上，华东师范大学的叶军教授、北京师范大学的冯丽萍教授、北京大学的李红印教授、南京师范

大学的钱玉莲教授，分别对各组代表的发言进行总结与点评。最后，北京师范大学汉语文化学院执行院长张和生

教授作了大会总结发言。
本次论坛对当前汉语国际推广新形势下加强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与提高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硕士的培养质量，

有着重要的意义。 ( 本刊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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