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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話教研通訊
香港中文大學

普通話教育研究及發展中心

重點： 15周年紀念論壇發言摘要(見第2-4頁)

　　2011年5月31日，“國家普通話水平測試在

香港實施15周年紀念論壇”順利完成，並取得

預期的效果。香港中文大學校長沈祖堯教授蒞臨

主禮，並代表大會致歡迎詞。沈祖堯校長致詞時

表示，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普通話培訓測試

中心先後與香港11所大專院校簽署合作協議，

在港合作開展國家普通話水平測試（PSC）。15

年來，測試被港人公認為權威的語言測試之一。

至2010年底，港人參加測試的總人數已經超過7

萬人次。“紀念論壇”由香港大專院校普通話水

平測試中心、國家教育部語言文字應用研究所、

國家語委普通話培訓測試中心聯合主辦，由香港

中文大學普通話教育研究及發展中心承辦。國家

教育部副部長、國家語委主任李衛紅女士專程赴

港，深入考察香港推普情況，親自出席本論壇，

反映了國家對香港地區的測試工作高度重視，這

對推動本港普通話教育和普通話測試的發展，具

有十分重要的歷史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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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合作交流　促進共同發展
李衛紅 ─ 教育部副部長、國家語委主任

　　15年來，國家語委普通話培訓測試中心先後

為香港各高校培養了119名國家級普通話水平測試

員，這些測試員既參與主持國家普通話水平測試，

更成為香港普通話教學的“種子教師”，在全港普

通話師資培養培訓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語言能力是一個國家、一個地區綜合競爭力的

重要組成部分，良好的語言能力對個人的成長、成

才和成功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和影響。香港同胞學

習和掌握普通話，有助於加深與內地的聯絡溝通，

也有助於瞭解和認識祖國的文化。在香港這片中西

文化薈萃的土地上，英語、普通話和廣州話和諧共

存，各自發揮其應有的作用，符合香港的社會實際

和發展需要，有利於鞏固和發展香港的競爭優勢，

有利於培養造就更多的國際化人才，有利於促進香

港的經濟社會發展。

　　衷心希望內地和香港在普通話培訓測試工作上

的合作與交流，得到不斷鞏固、深化和發展。讓我

們攜起手來，為促進內地和香港推廣普通話工作的

共同發展，譜寫新的輝煌篇章！

支持、服務、協作、共贏
姚喜雙 ─ 教育部語用所所長、國家語委普通話
 培訓測試中心主任

　　回顧15

年來國家普

通話水平測

試在香港取

得的成績，

我們認為緊

緊圍繞社會

需求、立足

於服務是

為根本的一

條經驗。根

據實際需要

不斷創新，

是國家普通

話水平測試

在香港取得

成功的第二

條寶貴經驗。為了加強溝通，共同研討工作，各合

作機構還成立了香港大專院校普通話培訓測試中心

聯席會議，這是一種機制的創新，起到了協調溝

通、凝聚共識的作用。

　　依靠各方合作，堅持“尊重、支持、協作、共

贏”的合作原則，是國家普通話水平測試在香港取得

成功的又一條寶貴經驗。普通話水平測試在香港開

展，要依靠各合作方的通力合作。各合作方在測試組

織實施、考務管理、測前培訓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國家語委普通話培訓測試中心則側重於測試員業務

培訓、業務指導和質量監控，以及測試實施的統籌協

調。大家互相尊重、彼此支持、友好協作，在普通話

水平測試的合作平台上，實現了共贏互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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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話在香港：前瞻與挑戰
程介明 ─ 語文教育及研究常務委員會主席

　　在香港，學生在學校學普通話缺乏語言環境，

尤其是中小學，我們應該給孩子提供更好的環境，

只要能夠提供適當的語言環境，儘管孩子的家庭語

言不是普通話，他們依然可以學得很好。例如：我

們可以找一個香港沒人用的工廠大廈，規定進這座

大廈的人都必須說普通話，裡面安排成一個社會生

活的環境，有飲食的、遊戲的、賣衣服的等等，讓

同學能在裡面活動，真正的沈浸在語言生活裡。讓

學生在學習語言的年齡能夠獲得學習的環境，是教

育政策施行者所須提供的。又例如：電視媒體在配

音方面也要作一些調整，不要把所有的普通話節目

都配成粵語，讓港人能藉字幕適當地學習普通話。

普通話：企業人才的競爭力
吳克儉 ─ 香港人力資源管理學會國際委員會
 聯席主席

　　有調查顯示，香港人的普通話聽說能力，普遍

來說仍不理想，特別是服務業人士。普通話能力

對服務行業尤其重要，例如酒店、飲食、旅遊與零

售。《2009年酒店人力調查報告及飲食業人力調

查報告》建議酒店業及飲食業從業員提高普通話

能力。此外，零售業各項培訓需求中，普通話占

14.9%，居各項培訓需求之首；有關調查報告建議

零售業從業員盡快提高普通話能力。總的來看，香

港作為全國重要城市之一，與內地發展息息相關。

要更好與內地接軌，各行各業必須在語言上充分準

備，溝通才沒有障礙。因此，普通話普及化，是提

升香港競爭力的重點之一。

測試提高了香港人的中文水平
李娥珍 ─ 國家級普通話水平測試員代表

　　我和在座的許多老師一樣，在香港教了大半輩

子的普通話，一直盼望著能有個測定教和學的統一

標準，這十五年來國家級普通話水平測試給了老師

在教學上定下一個統一的標準。隊伍整齊了，目標

明確了，普通話教師和一百多位國測員更有信心，

更有效率地在香港耕耘。普通話水平測試，明顯地

提高了香港人的中文水平，明顯地加強了對中華文

化的認識。作為一名測試員在試場聆聽考生的命題

說話，往往帶給我意外的驚喜，帶給我巨大的震

撼，讓我發現孩子們的閃光點。拉近了我和學生的

距離，加深了我對年青一代的瞭解。平時我們上課

下課，來去匆匆，和學生交流的機會和時間不多，

很難也很少去瞭解他們的內心。

圓夢：測試1 5週年隨感
林建平 ─ 香港大專院校普通話水平測試中心
 聯席會議主席

　　這些年來，測試人數大大增加，我們可以不驕

傲地說，PSC聲譽日隆，成為語言測試中的著名品

牌。如果說，語言是資源；那麼，測試也是資源。

在方言地區推廣普通話，任重道遠。在社會發展迅

速的新時代，推廣普通話也需要新的思維。李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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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雙方合作所取得的成績給予很大鼓勵，並對我們

今後的合作提出很好的建議。

　　回顧過去，我們走過15年密切合作的非凡歷

程，取得了豐碩成果。我們能為香港的經濟社會發

展作出貢獻而深感榮幸！感謝香港特區政府及其有

關部門，為我們的合作提供了優越的社會環境和良

好的政策保障；感謝15年來教育部、國家語委歷任

領導、以及與我們簽約合作的各高校歷任校長和普

通話測試機構

的歷任主任；

感謝香港地區

包括新聞媒體

在內的社會各

界給予我們的

支持！同時也

要感謝國家語

委測試中心的

國測員和工作

人員，在合作

中作出的努力

和貢獻。 後

要感謝為籌備

本次紀念活動

而付出辛勤努

力的各高校中心主任和晚會編導、演出人員及後勤

人員！特別要感謝本年度香港高校測試中心聯席會

議輪值主席林建平博士、紀念晚會籌備負責人全玉

莉主任、李東輝主任、張靜梅老師！15年攜手並

肩、辛勤耕耘、碩果滿園！讓我們以更加飽滿的熱

情投入到明天的業務合作，為香港推普再作貢獻！

司長在〈關注中國城市化進程中的語言問題〉一文

中，提出“普通話推廣需要有新方略”；“普通話

推廣正處在一個具有質變意義的歷史轉折點上”。

在香港，寬泛意義的“推普”，似乎還要“走出中

國，面向世界”，比如：培訓優秀漢語教師，在海

外地區推廣漢語普通話，弘揚中華文化；“推普之

舟”應當下南海，面向東南亞華僑子弟，給他們提

供學習華語的機會，進一步改革華語文教學。

論壇總結發言
韓其洲 ─ 教育部語用所副所長、國家語委普通話

 培訓測試中心副主任

　　今天是一個很有意義、難以忘懷的日子。中央

駐港聯絡辦殷曉靜副主任出席了我們的紀念論壇

開幕式，教育部副部長、國家語委主任李衛紅代表

教育部和國家語委，充分肯定了我們雙方合作所取

得的顯著成績，並對我們今後的合作提出了殷切希

望。香港中文大學校長沈祖堯教授、香港語常會主

席程介明教授和香港考評局主席吳克儉先生，對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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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音的定義

1) 一個多音節詞或一個句子，其中一個音節念

得比較重、聽起來比較響亮的詞或音節就叫

重音。漢語是聲調語言，除少數特例外，重

音不具有區分詞義的作用。語詞中輕重的差

異是發音省力原則和節律（抑揚頓挫）的需

要。重音是語言學名詞，在語音學上的對應

物是凸顯(prominence)。

 凸顯的具體負載物是“音高”(pitch)、“音

強”(energy)、“時長”(duration)，一個音

節的完整性也體現出“重”的份量。我們發音

時，用力大一點（聲門下壓力強一點），就會

提高音高，音強相應增強，相應地時長也會

被拉長。

2) 普通話重音有兩大類：詞重音和語句（調）

重音。

詞重音（輕重格式）

　　漢語是聲調語言，聲調擔負著區分詞義的重要

作用，因此，與西方一些以重音區分詞彙意義或語

法意義的語言有著本質的不同。漢語詞重音實際是

一種“習慣調”，即讀得輕重的格式有差別。因為

它本身不表示意義，這就決定了詞重音的不確定

性。

　　關於漢語詞的重輕格式問題，歷來有很多說

法，主要的觀點有以下幾種：(1) 後的音節 重。

例如趙元任(1979：23)，徐世榮(1982，1999：117-

119)，林茂燦、顏景助等(1984)，顏景助、林茂

燦(1988)。(2)既有左重也有右重(王志潔和馮勝

利(2006)。另有一種是由端木提出來的。他認為

根本無法從語音實驗中獲得任何詞重音的證據，

這是由於重音聽辨主要依靠的是音高，而漢語的

音調首先要區別詞義，不能隨意改變，因此漢語

失去了辨別重音的主要依據。 

　　在口語中，多音節詞中的輕重等級是存在

的，一般分三級：重、中、輕。其中的“輕”有

兩重含義，即輕聲和輕讀。輕聲的定義是明確

的，而輕讀就是比重讀音節“輕”一點而已。有

人用“中中重”來替代“中輕重”中的“輕”，

其目的就是為了避免輕讀與輕聲之間的混淆。

但“中中”也要引起錯覺，以為讀得一樣重。

1)　雙音節詞的輕重格式：

 中重： 語言  國際  民主  詞彙

              

　　從音高曲線上看，“言”和“際”稍高，但

 “際”的音強曲線並不支持“重”的判斷。

 重中： 作家  冬天  質量  規律

    

　　上例中，“重中”都可從音高和音強曲線的支

持。

重音與輕聲的實驗研究

鮑懷翹 ─ 中國社會科學院 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

图2，“重中”格式举例

作 家 質 量

图1，“中重”格式举例。上面的线条是音高曲线，下方是音
强曲线（下同）

語 國言 際

2011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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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例都是“雙單”格式的三音節詞，“理”

和“科”音高 高，聽起來就“重”。“解”和“

學”處在重讀音節之後，音高就更低，近似“輕

讀”。

　　普通話三字詞以“重中中”為常見，因為在單

念時，氣息一開始比較足，從首字到末字的音高曲

線不斷下降。但“中中重”格式也多見，表現為末

字四聲具有較完整的F0模式；末字音域下限下降尤

為明顯；末字時長較長，字音強度不一定大。 對

此類格式有人稱之為“正常重音”（林茂燦）或“

常態重音”（方姣婷）。

3)  詞的輕重格式聲學特徵小結：

　　對那些重音具有詞彙或語法意義的語言，如英

語、俄語，音高具有決定性作用，稱之為“音高重

音”（pitch accent）。

　　漢語不是音高重音類型語言，音高、音強、音

長三者作用於“重中輕（讀）”的聽覺感受是相互

配合起作用的，因此輕重格式中音高並不具有決定

作用，對即使大家一致公認的輕重格式，也需要對

音高、音長、音強三者做具體分析；另一個因素是

音節的完整性（聲韻母的充分表達）對輕重感知也

有貢獻。無論是兩字詞還是三字詞（不帶輕聲音

節的），輕重格式是可以互換的。所以漢語（普通

話）詞的輕重格式具有不確定性就不難理解了。

語句重音

　　語調表達說話人的語氣（st y l e）和情感

(emotion)。“語句重音”是語調的重要部分。一

個句子中，一般也分“重音”、“次重音”“弱重

音”。因此相同語句因時因人有不同的表達方式，

因而形成不同的語調方式（語勢）。

　　語調一般表現為音高（包括調域）和節奏（語

速快慢和停頓）。語句重音就是句中某個詞或某個

音節被強調使這些要素（音高、音強、音長）得到

加強。語句重音可區分為“語法重音”、“語義重

音”和“強調重音”三大類。

　　語句重音是語調的核心，因此，很多學者稱之

為調核或焦點（focus）。漢語語句重音的聲學表

現主要是音高（pitch）的抬高和調域的加寬，這

就是“凸顯”。

2)　三音節重輕格式：

 “中輕重”：對不起、吃不消

 

　　上例中，“起”的上聲音高曲線完整，時長較

長，聽起來有較重的感覺。 

　　“中重輕”：小姑娘、好意思、老頭子

　　“頭”字上聲調型完整，時長較長，聽起來

就“重”。“子”字是輕聲音節，本來時長就短，

又因處在重音節後面，故而時長更短了。

 “重輕輕”：投進去、飛起來

　　上例中，助動詞“起來”都是輕聲音節，作為

補語，構成“動補結構”。其中“起”字處於重音

節之後，因而顯得更輕（時長更短）。

　　“重中中” ：理解力、天安門、科學院、 

  招待會

圖4，“中重輕”格式舉例

老 頭 子

圖5，“重輕輕”格式舉例

飛 起 　來

院

圖6，“重中中”舉例

　理

科

　解

　學

力

圖3，“中輕重”格式舉例

對 不 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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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窄焦和寬焦：一個語句中只有一個重音突顯稱

為“窄焦重音”（見圖7），在強調重音中多表現

此類重音。在普通話中窄焦音節的陰平和去聲的起

點及陽平的終點被抬高，焦點後音節的音高會低一

些；另一方面，上聲的轉折點（相對其前後音節）

被壓低一些，其時長往往也長。

　　“寬焦”又叫“無焦點”“多焦點”(見圖7)。

無焦點短語中各韻律詞音高逐漸下降， 後韻律詞

音域較大。一般在陳述句多為此種類型。

　　這兩例是特指疑問句，一般用疑問代詞或指代

詞來表示要回答的問題，因此決定了屬於語義焦點

位置（說話人心中預設位置）。“誰”和“哪”音

高明顯提升，而後音高曲線陡然下降，句尾降到

低。

　　這句話九個字都是上聲字，左邊是陳述句，右

邊是疑問句，都表現為寬焦重音。陳述句的音高

曲線表現為“廠”是主要重音，隨後幾個焦點漸次

降低；而疑問句的主要重音在“五”字上，回答了

“幾把”的潛台詞。“傘”的音高明顯上升，這標

示了“疑問”語義。

語句重音小結：

　　語調區分為“有標記語調”（帶有疑問代詞和

副詞，如圖7所示）和“無標記語調”。無標記語

調又叫“功能語調”，即在沒有那些代詞、副詞幫

助，僅依據語勢（音高）的走向就能區分出陳述、

疑問、命令、感歎句，如圖8的兩個“傘”的音高

表現。

　　一個完整的語調的另一重要成分就是“語句重

音”，有單焦點（窄焦）和多焦點（寬焦）之分。

窄焦點重音和多焦點中的 強焦點代表說話人語義

聚焦，也就是說話人希望表達的意思和情感之所

在。因此語句重音也是句子的核心，稱為“調核”。

我們在準備說話時把要強調的詞（語句重音）明確

了，其他都會迎刃而解。

輕聲問題

　　什麼是普通話的“輕聲”？一般認為讀得輕而

短、失去原有的本調的音節，叫做輕聲音節。

　　趙元任先生認為，輕聲分作“永遠的輕聲”

和“偶爾輕讀”兩類，同時指出可類推的輕聲詞：

-- 語助詞，如“的、地、得、著、了、過”

和語氣詞“吧、嘛、呢、啊”等；

-- 動詞後的趨向動詞（拿過來、快起來、上

來、下去等）；

-- 表方位的後置詞，如桌上、樓下、屋裡、 

窗外、村邊，下面；

-- 不特指作賓語的代詞，“要不要”格式中

的後兩字；

-- 意義對立的輕聲詞，如買賣、鋪蓋、造

化、對頭、反正、下水、老子等；

-- 另有一批常用的雙音節詞，第二個音節習

慣上要讀輕聲。例如：

先生 明白 事情 工夫 告訴 姑娘 暖和 馬虎 耳朵 

玻璃 蘿蔔 玫瑰 牡丹 琵琶 葫蘆 東西 胳膊 窗戶 

西瓜 吩咐 招呼 風箏 天氣 關係 包袱 寬敞 雲彩 

石榴 蘑菇 笤帚 容易 合同 頭髮 毛病 磨蹭 殘疾 

腦袋 體面 喜鵲 寶貝 扁擔 養活 眼睛 姐夫 苦處 

使喚 攪和 報酬 部分 算盤 伺候 漂亮 困難 熱鬧 

意思 用處 輩分 晃蕩 護士 買賣 算盤 消息 幹部  

動靜 應付 清楚 稀罕 力量 便宜 客氣 掃帚 精神 

圖8，寬焦點（多焦點）重音，每句話顯示三個音高凸峰

馬廠長買五把好雨傘　    馬廠長買五把好雨傘？

波形

音高

時長

图 7， 单焦点语句重音，只显示一个音高凸现峰

誰 講 故 事 ?   哪 裡 有 困 難 ?

波形

音高

時長

2011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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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堂 丈夫 老子 行李 ……。在這類詞中，若第

二音節不讀輕聲，則成為另一個具有獨立意義的詞

了，如“東西”、“買賣”、“老子”等。

輕聲的主要特點是：

1） 音長比較短，一般認為只及正常音節的40—

50%，這是漢語普通話輕聲的主要聲學特點；       

2） 音高受控於其聲調環境，陰平後輕聲變為41，

陽平後輕聲為51，上聲後變為33，去聲後變為

21；

3） 能量比較小，但有時音強并不小；

4） 此外，輕聲在音色上也會發生一些變化，如不

送氣塞音或塞擦音聲母常會出現濁化現象，元

音常會出現央化或縮略等現象。

　　由圖9可以看出，輕聲字“著”、“個”、

“夫”的音長大大縮短；這三個輕聲字都在去聲之

後，因此音高降低至“21”；“能量”是指“音

強”與“時間”的乘積，音強是在時間軸上瞬時

強度，以分貝（dB）來標度。當強度相同，但由

於輕聲音節時長大大縮短，則意味著能量也大大減

小。在圖9中更可以看到，由於輕聲造成“夫”的

元音脫落，因此強度曲線消失了。所以說，普通話

的輕聲是有其固有特點的，一般音節雖被輕讀，但

會保留原讀音（聲韻調）的大部特徵。

　　輕聲不僅有區別詞義的作用，還有語法意義。

林燾先生將“住“在”/北京”這類結構性輕聲，

依附於“住”，分析為動賓關係，“北京”是賓

語。這一觀點被語法學界普遍接受。

　　輕聲另一被關注的問題是“是不是”普通話的

第五調？這是輕聲的定位問題。一般有三種說法：

調類說，變調說，輕音化說。

　　首先調類說立論依據不足，因為輕聲在四聲

後面各有各的調型、調值，沒有固定不變的獨立

調型。 輕音化說是在漢語有重音的基礎上提出來

的，認為輕聲是相對於重音而讀得輕、短、模糊，

失去了原來的聲調變為短平調。但絕大多數人認為

漢語沒有音繫上的詞重音，因此不可能存在相對應

的輕聲。目前比較多的人堅持“變調說”。變調說

的立論點在於聲學分析測得輕聲的實際調型及調值

確實發生了有規則的變化。當然我們可看到輕聲與

一般變調也有不同之處，輕聲除改變調值外，長度

有了 大的改變，音節中的輔音、元音也會有些變

化等等。

　　輕聲是不是獨立的聲調是一個學術問題，可以

繼續深入研究，展開討論。

圖9，普通話輕聲詞舉例

著　坐 這 大個 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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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篇作品中是由許多表達意思、蘊含一定感情

的語句組成。語句中的詞或詞組並不是處於完全

並列、同等重要的地位。其中有些重要些，有些次

要些。那些重要的，主要詞或詞組，在朗讀時需著

重強調一下，以便突出地、明確地表

達出具體的語言目的和具體的思想感

情，我們稱這類著重強調的詞或詞組

為重音。

　　重音要解決作品內容詞語關係的

主次。藝術大師斯坦尼斯拉夫斯基

說：「重音包括潛台詞的靈魂，內在

實質和主要因素」。重要詞組在表露

思想感情的時候，要達到具體語言目

的的時候，我們通過聲音形式來表露

出它的重要。重音在語句範圍內起作

用的時候，就是常說的語句重音。

　　漢語的重音可分為語句重音和詞

重音。語句重音存在句子裡，它要表達說話人的思

想感情，也就是說話人的意圖。

　　漢語詞重音不表達詞彙意義，它僅表現在詞的

輕重格式上的差別，這種差別有著約定俗成的性

質，這類輕重格式表現在音高、音長和音強的變化

上。雖說這種格式比較定型，但在具體表達上也會

有個人差異和因語境而引起的變化。 

　　一句話裡每個音節都有輕重強弱不同，造成這

種變化的除了音節與音節之間聲調的區別外，還因

為構成每句話的詞或詞組的每個音節，在音量上不

均衡。多音節詞中的各個音節有著約定俗成的輕重

強弱差別，這是輕重格式的特點。

詞的輕重格式：重、中、輕

　　長而強為“重”、短而高為“輕”、介於兩者

中間的為“中”。詞的輕重格式是漢語音樂性的一

種表現，對表達感情和語句目的有一定作用。看看

普通話裡的輕重格式：

二字詞：

中重： 語言　國際　民主　詞彙

重中： 作家　冬天　質量　規律　讀者

重輕： 太陽　木頭　痛快　相聲　大夫

三字詞：（三音節詞）

中中重： 理解力  天安門  基督教  科學院

中重輕： 小姑娘  好意思  老頭子  拿架子

中輕重： 對不起  吃不消  大不了

四字詞：（四音節詞）

中重中重： (聯合關係)　 五光十色 　年富力強

 標點符號  　心平氣和　　龍飛鳳舞

重中中重： （偏正關係四字成語[一三格式]多與

詞性結構有關）

 義不容辭   美不勝收   一掃而空  正

三角形 

中輕中重： （專有名詞、迭音，象聲詞、形容

詞）

 北京大學  高高興興  嘻嘻哈哈

 辟哩啪啦  奧林匹克  自力更生

 大大方方  維吾爾族 

朗讀中輕重音的處理

王 璐 ─ 中國傳媒大學

2011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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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種輕重等級歸納如下：

重讀音節： 調值原形，用力 大、 長、元音不

變。

中讀音節： 與原調相近，用力大，次長、元音不

變。

輕讀音節： 調值變化不大，不太用力、 短、元

音有變化

　　重讀音節和單音字讀音接近。輕讀音節和單字

讀音 遠。聽起來重讀音節 清楚，輕讀音節含

混。中讀音節在兩者之間。字與字相連時會有變化

不可能按原來字讀。必然會產生輕重不同，如：

中重--香港∕ 重輕—太陽∕ 中輕重--圖書館∕ 

中重輕--小姑娘∕中輕中重--拼音字母五種格式

“重”、“中”、“輕”三種等級。

　　在朗誦藝術語言中，聲音要大、比平常又高，

在快速語流中，不能像平常生活中輕重讀法，會產

生字不清“吃字”現象如：中輕重“對不起”可按

中中重讀。

　　重輕格式裡“輕”為了表示輕聲特點，口語

中字長要縮短、字音變含糊；但在朗讀中輕讀音

節盡可能保持原來韻母，這樣就會增加清晰度。

例如：“綿花”mianhua,不要讀成mianho；“老

子”laozi不能讀成laoze。

　　在自然語流中，想把幾個音節讀得同樣輕重

是不可能的。我們朗讀時有意識地把“輕”讀成

“中”，會使語意更清晰。（中重格式的詞不能降

到重輕格式）。

綜合練習：

　　１) 對父母的遵愛、對伴侶的情愛、

 ２) 對子女的疼愛、對萬物的慈愛、

 ３) 對生命的珍愛、對醜惡的仇恨、

 ４) 對污濁的厭煩、對虛偽的憎惡、

 ５) 對卑劣的蔑視。這些複雜對立的情感，林

林總總會將這間精神小屋擠得滿滿。

　　五個以上音節，大多是詞組(短語)，可拆分為

二、三、四音節，按格式讀音。但在運用時，有人

常常把握不好，出現錯斷：

　　１)香港/立法會

　　２)選舉/委員會  

　　３)紅領巾/公園

　　４)吹鬍子/瞪眼

四字格式中，也要掌握好孰輕孰重。例：

　　１)基本路線　讀成　基本路線

　　２)有力措施　讀成　有力措施

　　３)和平飯店　讀成　和平飯店

　　４)招收對象　讀成　招收對象   

語句重音

　　文稿中的重音，絕不是加重聲音的簡稱，如果

僅僅理解為聲音上的加重。無論從內容的主次關係

上看，還是從重音表達方法上看，都是不全面的。

　　重音有主要重音和次要重音，如果都用加重聲

音來表示，就沒有主次之分了。作品中的重音不是

一成不變的，也不能要求每個人強調的重音必須一

樣，文稿的重音是在語流中體現出來，在連讀的語

流中，每個音節或者每個詞都會受到前後音的影

響，再者朗讀的人也有不同表達方法。

　　朗讀時，對文稿的準備是從感性認識到理性認

識的一個過程，每個人感受能力和概括能力各有不

同，所以表達時也會有區別。不一定統一都是重

讀。再者如果重音都用力加重聲音來強調也會顯得

呆板、單調，這樣不符合思想感情運動的需要。例

如在輕鬆、舒展的作品中，一律都用加重聲音去強

調重音也會影響表達。作品中有很多是用語氣（音

調的高低和調域的寬窄）來體現的，不是用重讀來

體現。

例如： １) 蝴蝶在空中跳著優美的舞蹈。

 ２) 花兒在風中笑彎了腰。

 ３) 魚兒在水中悠閒地散步。

 ４) 秋天是美麗的，在美妙的韻律中，舞著

她的裙擺。

習慣性重音不符合朗讀時

表達作品內容的需要

　　重音是對作品中語言目的集中概括，重音表達

的是語句的重點或語句之間的關係。重音和作品內

容要求是一致的。文稿的內容是借助於一定的語言

材料而存在，重音是依據稿件內容而存在的，所以

重音離不開文稿。文稿內容的需要是重音的基礎。

　　習慣重音，是朗讀者無意識強調出來的，與思

想感情無關。我們用有聲語言表達，就要讓受眾理

解所表達的思想，傳遞感情，這就要求準確，不能

語意含混。

10

普通話教研通訊  第28期

朗
讀
中
輕
重
音
的
處
理



例如： １) 我是文學碩士班的老師。（不是學生）

 ２) 我是文學碩士班的老師。（不是計算機

班的）

 ３) 我是文學碩士班的老師。（他不是）

同一個句子，重音位置不同，意思就不一樣了。

語句中重音的位置

　　語句重音是在語流中表現出來的，而不是孤立

地看一句話而確定重音的位置。朗讀者必須通過對

全篇內容的理解感受的基礎上，明確具體語句在全

篇內容中所處的位置和份量，結合個人的體會，才

能把重音確定下來。語句重音有很多分類方法：

語法重音

　　語法重音，它是由句子的語法結構決定的，它

在表達上具有提示和突出語句中某個語法成分的作

用。

 主謂結構中謂語往往重讀

　　張敏來了。

　　林丹勝了。

　　春風吹綠江南岸。

 主-謂-賓句中，賓語常被重讀

　　林丹打敗了李宗偉。

　　香港隊獲得勝利。

 無主語句中，謂語常被重讀

　　嚴禁隨地大小便。

　　放炮了。

 主-謂-補語中，補語往往被重讀

　　侯寶林相聲說得好極了。 

　　他跳得高、跑得快。

　　你的字寫得好極了。

 疑問代詞作主語時往往是被重讀的

　　誰帶他進來的？

　　哪本書是我的？

 介賓結構中，介詞後面的賓語要重讀（斜體字

表示介詞）：

 這種結果對張三來說不錯了 

　　你從哪裡來，我從廣州來

 轉折句中，轉折連詞（卻、可是、但是、然

而…）往往需要重讀:

　　你說他吝嗇，可是他慷慨捐助了大把的錢。

　　為人要低調，但不能處處畏縮不前。

 兼語句中，兼語成分不重讀，後面的謂語要重

讀：

　　我看見老王拿著背包。

　　張三叫王五去一趟上海 。

 定語和狀語也要重讀：

　　他戴一頂嶄新的帽子。

　　小櫻飛快地跑過來，

　　他痛苦地走了 

邏輯重音

1） 並列重音。是指在段落、語句中有並列關係的

某些詞或短語，通過有聲語言顯示它們之間的

並列關係。即然是並列重音，那麼至少有兩個

以上同樣重要的重音。例如：

　　山朗潤起來了，水漲起來了，太陽的臉紅

起來了。

　　這三個並列句子，顯示它們並列關係。除用並

列性停連，還要用並列性重音。山、水、太陽

的臉為一組；朗潤、漲、紅為一組，這兩組並

列重音以前一組為主，後一組為次。山、水、

太陽都染上了春天的氣息，語句目的明確，重

音有兩個以上。

    桂林的山真奇啊！

 桂林的山真秀啊！

 桂林的山真險啊！

 這裡“奇、秀、險”是並列重音，“真”是次

要重音。只要有詞與詞、句與句、段與段並列

關係，就會有並列性重音。

２) 對比性重音：在現實生活中如：美與醜、真與

假、善與惡、高與低、強與弱、明與暗都是相

比較而存在的，根據這個規律，文章作者在

創作中，常把一些對立的事物放在文章中，    

通過比較、對照，使事物特徵表現更加突出，

事物形象更加鮮明。這樣構思，用語言表達出

來，就是“對照式”結構。在這對照式結構明

顯句子中，找出對比性重音。

 例 桔園頌歌

   風很大，雲很低，也許要落雨了。 

2011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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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選不但是科學家，還是演說家，他

在北京大學一次演講中說起了名人與

凡人差別：

    名人用過的東西，就是文物；

    凡人用過的東西，就是廢物；

    名人做點錯事，寫起來叫名人軼事，

    凡人做點錯事，就叫犯傻。

    名人強詞奪理，叫雄辯；凡人就是狡

辯。

    名人跟人握手，叫平易近人，

    凡人就是巴結別人了。

    名人打扮不合適叫不修邊幅，

    凡人就是流里流氣的；

    名人喝酒叫豪飲，凡人呢?就叫貪杯

了。

    名人老了稱王老，凡人老了只能稱叫

老王。

 　　王選寫這則雜文，例子是嘲諷名人，因為

意識到自己似乎慢慢變成一個名人，所以大概

王選想自我調侃一通吧。實際上王選是個貨真

價實的名人，他如此作文章，能引來人們由衷

欽佩和笑聲；若要是凡人作文章，就是吃不著

葡萄說葡萄是酸的啦。通過名人與凡人之別，

叫名人的自嘲是幽默，凡人諷刺名人是醋罈

子。王選認識到自己是普通人，以凡人自居。

從上面我們領悟到，做能人和君子比做名人實

在，這也是凡人的方向。

３) 呼應性重音：一呼一應，一呼幾應等類型。使

文章層次清晰，結構嚴謹。呼應重音也是上下

文呼應關係。

 例： 小朋友，我們現在說話用的是什麼語

言？對了，是漢語、是漢民族的語言。

４) 遞進性重音：作者描寫的對象，是一步步向前

發展，一步步地深入。這種遞進式結構，用

遞進式重音。（上例中不能強調“什麼”、

 “是”、“是”）

 例： 不單是懂得希臘就行了，還要懂得中

國，不單要懂得外國革命史，還要懂得 

中國革命史，不單要懂得中國的今天，

還要懂得中國的昨天和前天。（說時不

能強調“懂得”）

５) 比喻重音：使內容形象化，鮮明生動感人。

 例： 他的眼睛那麼純淨，那麼透亮！

   啊！北京！我連做夢都想去。

６) 強調重音：表達區別程度，突出強調詞語。

 例： 我真希望有一天能在北京見到你！

７) 肯定重音：文章中常用是、在、不是、沒有表

示人、事、物肯定判斷，不論用那個詞，在句

子裡都表示某種判斷的確定。是被肯定對象，

給聽者留下深的印象。

 例： 那就是白楊樹，西北極普通的一種樹，

然而實在不是平凡的一種樹。

 （“實在不是”突出白楊樹的不平凡，也讚美

白楊的理由）。

８) 轉折重音：通過相反方向的內容變化來表示說

話意圖。 

 例： 這正如地上的路，其實地上本沒有路，

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路是比喻

重音，沒有是轉折性重音，多與成是遞

進重音。）

９) 擬聲重音：象聲詞在文章中起到傳神的作用，

朗讀時注意它的語言環境和在語句中的作用。

 例： 風，呼呼地刮著，（用虛聲）

   雨，嘩嘩地下著。（用托長實聲）

10) 反意重音：

 例： 約定一點鐘見面，大家都準時來了，就

他來晚了，此時大家異口同聲地說： 

         “你來得夠早的呀！”

　　重音隨著語句內容的變化和說話人內心活動而

轉移,在作品中不僅和本句的意義有關,和上下文

有關,和整個片段以至全文都有關。例如：

白雲飛，白雲飄，飄上黃山九重霄，山越高來

景越美， 高峰上誰在笑，啊！黃山的雲呀！

你那樣美麗、那樣驕傲！

一是新辦企業高收費；二是有關部門擅自擴大

收費範圍；三是一些部門隨意收費；四是部門

重點收費……，

沒有花香、沒有樹高，我是一顆無人知道的小

草。從不寂寞、從不煩惱，你看我的夥伴遍及

天涯海角。春風把我吹綠，陽光把我照耀。河

流山川撫育我成長，大地母親把我緊緊擁抱。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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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之，重音是指句子中讀得比較重的音節或語

詞，重音詞比別的語詞重些。語言的意義和感情是

一個統一體，感情不能脫離意義而單獨存在，要很

好理解作品內容，這樣，朗誦作品時就會自然地把

重音、語氣、感情三結合。也就是說重音的處理要

在全面理解作品內容的基礎上進行，全面、細緻、

深刻的理解作品，是處理好重音的重要手段。

重音表達：高低強弱法、
快慢停連法

1) 高低強弱：欲高先低、欲強先弱或低後漸高，

弱中漸強。

 　　任何事物都是相對，有高就有低，有強就

有弱。朗讀時想要加強語氣而強調某個重音，

同時必須把次重音非重音放低和減弱，才能顯

示出你要強調的效果。在強調重音時需要“欲

高先低，欲強先弱”，或“低後漸高，弱中漸

強”，這就是高低強弱突顯重音的方法。

 例： （聖上賜來御酒一杯，請岳元帥升

天）

 岳飛：“死何足惜，國破家亡以來，岳飛身經

數百戰陣，哪一日不該死。那一時不

該死，至今才死已算僥倖，可熱血不

灑在古長城外，不灑在白水黑山，不

灑在汗馬鞍橋，卻灑在臨安西湖，灑

在大宋的京都，灑在歌舞聲中……善

惡倒置，天道不公”

   （從“可熱血”開始聲音由低漸高，

由弱漸強）

   “先烈們，等等我，幫幫我，等我吞

下這杯毒酒，（聲加強）幫我引來風

雨雷電轟開這座鐵牢，讓岳飛重返疆

場，驅除金寇，保我中華萬里長城！

（聲由低到高）”

引自“大英雄岳飛”片段

２) 快慢停連：

 　　強調方法不止是強度和力度，有時用輕而

柔的方法。有時用慢和暫停的方法。這就是

說，在重音前有個明顯的心裡停頓、調整音長

來突出重音。朗讀時把次重和非重快速帶過，

這就是“快”；強調重音用“慢或延長音節”

來處理，就是慢。強調重音時還可以在重音的

前後用停頓來表達，也可以用連接。這就是快

慢停連的方法。

 　　同時，在快速語流中要注意“穩”。用氣要

穩，吐字歸音要穩（吐字圓潤、字字如珠），節

拍要穩，這樣才能做到既快又不亂，做到連讀

過程中“快而不亂”（表現明快的節奏氣氛）

，慢而不斷（內容清晰連貫）。

 快而不亂： 不要把“李師傅”說成“李叔”；

  不要把“積壓”說成“家”；

  不要把“燈市口”說成“燈口”。

 慢而不斷： 雷抒雁的詩《小草在歌唱》

  母親啊，你的女兒∣回來了，

  她是水 ∣，鋼刀∣砍不傷！

  孩子啊，你的媽媽∣回來了，

  她是光∣，黑暗∣難遮擋！

  去擁抱她吧，她是∥大地的女

兒……

　　其中“水”和“光”之後的停頓是屬於邏輯停

頓。為了思想完整，情緒飽滿，可以處理停頓不換

氣；後面“大地的女兒”之前，有個心理停頓，也

可以不換氣；節奏緩慢，使內容連貫，大停頓，氣

沒斷:

　　例：嬋娟說：“先生，……那酒……那酒…有

毒。可我，……我真高興……我……真高興！我能

夠代替先生，保全了你的生命，我是多麼地幸運

啊！……先生，我是一個普通人家的女兒，我受了

你的感化，知道了做人的責任。我始終誠心誠意地

服侍著你，因為你是楚國的柱石。……我愛楚國，

我就不能不愛先生。……先生我經常想照著你的指

示，把我的生命獻給祖國。可我沒有想到，我今天

果然做到了。（漸弱）我把我這微弱的生命，代替

了你的存在。先生，我真是多麼地幸運啊！”

引自香港大明星鮑方演的《屈原》片段

　　“氣象科學家雷雨順，他∣突然昏迷，全力搶

救，終於∣無效，四點五十七分，雷雨順的心臟∣

停止了∣跳動。”

　　最後還是要強調：重音體現主題，說話的目的

不同，需要強調（突出）的地方也不一樣。語法、

邏輯、感情、心理各方面的綜合，內容理解正確

了，重音位置自然就選對了。

2011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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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普通話教育的狀況和發展

　　由于华裔移民众多，加上世界各国正卷起汉语

热。加拿大东岸多伦多的普通话教育可谓发展蓬

勃。从幼儿园开始，到大学都有普通话课堂可供选

择，但一般都是选修课。由于多伦多 早登录的华

人多为台山和香港人，因此，华文教育向来都以繁

体字为主导。可是自从九十年代开始，大陆移民的

数字日渐超越了来自港台的移民，现在，多伦多的

华文教育已经被简体字垄断。广州话和普通话的中

文班正处于“此消彼长”的状态。

　　多伦多地区的普通话中文班可分成教育局提

供，和私立中文学校两大系统。前者由幼儿园开

始，延伸至中学八年级，不含学分。一般在课后四

点到六点之间，或星期六早上进行。个别公立学校

提供融合在常规教学时间表的中文班，但为数极

少，大概不超过四，五所学校。至于私立中文学

校，大多在周五晚上和周六早上提供中文班。生源

几乎都是华裔，但是偶尔会有非华裔的家长替小孩

报读普通话班。笔者三年前教过一所小学二年级的

中文班，那是一所由教育局管理的周六中文学校。

当年全校只有三位非华裔的学生。常常看到白人妈

妈带着中国脸的女儿来学中文。原来那些女孩都是

白人父母从中国领养回来的。每年暑假，多伦多的

教育局都举办一团专为这些被领养的女孩到中国的

寻根团。

　　一般来说，教育局主办的中文班人数较多。

有个说法是25个学生能成为一个班。少于22，20

人，这个班需要给合并或取消。一年当中不断有学

生加入，偶尔一个班收了三十七八个小孩，但是还

不能分拆成两个班。如果是私立中文学校，每个班

的人数会少很多。笔者曾经教过一所私立中文学校

提供的周五晚的中文班，学生只有8个。对于控制

鄭成業 ─ 多倫多Appleby College及 密西沙加教育局週六中文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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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语热的确在加拿大多伦多兴起了一些小旋

风，特别在2008年的秋天，由于奥运会的关系，

报读普通话班的少年人突然增长了许多。但是和美

国相比，学习中文的人数还是比较少。一些私立中

学还继续提供拉丁文，却没有让他们的学生选择修

读中文。我认为，其中一个原因是多伦多政府提倡

多元文化的策略有关。除了华裔的移民以外，每年

印巴甚至世界各地涌入多伦多的新移民极多，假如

在公立学校里把大量资源投放在中文教育上，的确

能讨好华裔的选民，但是其他族裔的家长会感觉到

被忽略，这是左右着教育的政客所不欲看到的。

　　以上是我个人在多伦多从事华文教育四年来的

一些观察和体会。希望对于正在修读对外汉语教

育，并考虑前赴多伦多从事中文教育的老师们有所

帮助。当中所提到过的数字都是个人的亲身经历，

但绝不代表事实的全部。如果想知道更准确的资

料，请跟教育局的中文教育部联系。

成本方面，私立中文学校的弹性较大。他们的办学

经费在学费以外，还有赖家长和来自社区的捐献。

　　对于师资的要求，有教学经验，接受过师范

训练，母语是普通话的，一定有利。从幼儿园到

中学八年级的中文班不含学分，所以，教育局不

强求中文老师一定是教师证持有者。可是为数不

多，那些带学分（credit courses）从中学十年

级到十二年级的普通话作为国际语言课，老师必须

是安大略教育部认可的老师。海外受训的老师可以

向安大略省的教师协会申请认证，过程冗长，快则

一年，漫长的手续可长达四到五年。办理安大略省

教师资格的，可以到　http://www.oct.ca/IET/

guidelines.aspx?lang=en-CA  浏览详情。

　　高中的普通话课主要在周六早上进行，为数极

少的是融合在常规时间表里的中文班。其任教老师

多为已经入职的华裔老师，教授中文只是他们几门

教学科目的其中一门。如果在内地是语文老师的

话，获聘教授高中普通话课程的机会较高。笔者任

教的周六中文学校也是教育局管理的，我校去年一

共有7个中文班。而同事当中有两位不持有安大略

省的教师证，听说他们的时薪会比那些持有教师

证的老师低一些，而且当教育局找到合资格的老师

时，他们有可能在新学年不获录用。

　　除了幼儿园到中学的普通话课程外，多伦多地

区还有不少专门供在职成年人学习普通话的中文

班。由于在职人士能付出的时间比较紧张，而他们

的目的往往是说话和聆听的沟通能力，因此这种中

文班一般都不强调读写，但是汉语拼音的教授在这

些会话班里确实很普遍。台湾地区提倡的注音符

号，不论在小学，中学，大学甚至公开给在职人士

的中文班，甚少中文老师采用。从市面上可见的教

材可以验证这一点。

　　多伦多地区现在有三所位于大学里头的孔

子学院。他们分别是 McMaster University， 

Waterloo University 和 Brock University。

而个别大学也有给本科生提供普通话课，如

University of Toronto 和 York University

等。据闻一些孔子学院的普通话老师由大陆的汉办

委派。

2011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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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特色

　 本課程從漢語作為第二語言教學的角度出發，講求語言教學的基礎理論與教學實踐並重，
基礎知識與課堂應用並重，語言文化教學與比較研究並重，著力推動本港國際漢語教學及
其研究。

課程目標

　 本課程旨在培養具備世界漢語教學視野，掌握漢語作為第二語言教學的知識與能力，能夠
勝任國際漢語教學與研究的人才。

課程對象

　在職漢語教師

課程特色

　 從漢語應用語言學角度出發，理論知識與實踐應用並重，透過推動普通話及語文教學的研
究，總結實踐經驗，探索用普通話教中文的理想模式。

課程目標

　培養普通話教中文骨幹教師 提高學員對語言學和語文教學的識見  
　增強學員的科研能力 提升學員的普通話水平

課程對象

　在職中小學中文科教師

普通話教育文學碩士學位課程(MPTE) （第十一屆）

國際漢語教育文學碩士學位課程(MTCI) (第二屆)

2012-2013年度碩士課程預告
2012年7月入學

課程簡介  請參閱本中心網頁：http://www.fed.cuhk.edu.hk/~pth

入學資格  請參閱本校研究院網頁：http://www.cuhk.edu.hk/gss

網上申請  請留意本校研究院於11月底的網上公佈

截止報名日期：2012年2月2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