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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测试编制的设想
关于香港小学生中文书面语表达
能力测试研究的几点思考

‧1，测试背景

‧2，测试的目的
‧ 著名语言学家詹伯慧先生（2000）指出：
“今天我们写的是白话文，白话文是建立
在现代汉民族共同语的基础方言——北方
口语的基础之上的，它的特点是比较接近
口语，典型的白话文就是在口语的基础上
的进一步加工。＂

‧“口语和书面语毕竟还不完全是一回事。
书面语是应该做必要的加工的，只不过加
工的原材料正是口语。把口语转化为书面
语，会使之比口语更精炼更简洁，更流畅
，更富有逻辑性。但无论如何，书面的加
工不能完全离开口语的基础，书面语源自
口语，本于口语，这一点是不应该有半点
含糊的。＂

‧ 因此我们要研究的,是学习了六年普通
话，或者经过几年普教中后的小学生，他
们具备了一定的普通话水平，在写作时能
否自觉地、熟练地使用普通话词语、句式
，书面表达是否符合现代汉语规范？普通
话学习对中文写作能力有没有促进作用？
有多大程度的促进作用？这都是我们的检
测目的。

‧3，测试的内容

‧ 普通话教中文是香港小学中文教学的新趋势，
许多小学生通过用普通话学习中文，学会了标准
的普通话发音，学习了一批普通话词语，接受了
普通话的规范表达方式，在写作练习中能够自觉
纠正粤语口语入文的习惯，提高了中文书面语的
表达能力。为检测和评核香港小五小六学生的中
文书面语水平，香港中文大学普通话教育研究及
发展中心从2013年起，进行了一项“小学生书面
语表达能力测试＂研究。

‧ 参照国家语委《普通话水平测试实施纲要》的
理论框架，以香港小学生的书面语习作为基础，
抓住其中的典型例子，作为考试题目库的基本语
料。从普通话科和中文科两方面对学生的基础知
识和基本能力进行较全面的检测。测试内容密切
联系教材，对学生的语言运用能力，既在作文中
考查，也进行单项考查；既要考查学生能否正确
运用语言，也要考查学生能否辨别修改语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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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命题细目表》
题型、分数、能力

词语
积累

‧二、测试的题型设计和构成

四、试卷和题目的分析报告
‧ 试题难度适中
‧ 难度是指题目的难易程度，也就是通过率
。从以下表格来看，中等难度的试题
‧（0.3—0.79）占大部分，稍难的试题
‧（≤0.29）控制在少数，容易的试题
‧（≥0.8）也占少部分，平均难度是0.5185
，这样的难度分布是符合标准化测试要求
的。

词语
运用

句子
运用

字词句段篇
的运用

合计

一

选择普通话词语，10
分

10

10

二

选择汉字，组成成语，
10分

10

10

三

选择词语和句子，10
分

6

4

10

四

看拼音，填汉字，10
分

6

4

10

五

找出不规范的词句，
10分

六

填写关联词语，10分

七

作文

6

4

10

10

10

40

合计

‧预计测试结果反映学生什么问题？
‧1，中文的学习情况；
‧2，普通话的学习情况；
‧3，普教中的学习情况。

句子
积累

32

8

6

14

40
40

100

‧三、学生答题情况概述

D校甲部试题难度统计表
‧D校： 6A、6B、6C、6D班
‧ 试卷数量：120份
≤0.29

难度
题量

普教中

0.3—0.79

≥0.8

题目数量

10

30

15

占甲部总题量的百
分比

18%

55%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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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题区分度良好
‧区分度指的是题目对不同水平被试的区分能力和
鉴别能力，它是表示题目质量的最重要的指标。
我们借助有关测试软件进行统计，结果显示试题
的总点双列相关系数是0.4154，当试题的点双列
相关系数大于0.2时，表明试题的区分度良好。就
是说，普通话语感好的学生，在这个测试中答对
试题的可能性就大，反之，答错的可能性也大。
‧张凯主编（2013）《语言测试概论》，第73页。

‧测试信度指标相当好
‧信度指测量结果的可靠性、一致性和稳定
性程度。一个高质量的测验，对同样一组
考生反复多次测量，其结果应该保持不变
。我们对小学生书面语能力测试的结果，
采用α系数法进行统计，得出测试的信度
：α= 0.8933
‧ALPHA系数几乎到达0.9，信度很高。

五、思考和讨论

六、教学建议

‧第一、知识传授与能力培养的关系
‧第二、积累与理解的关系

‧ 新时期语文教学的终极目标是培养学生的语文
能力，全面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语文能力的核
心是语感能力，语感的强弱是衡量学生语文能力
的重要标准。叶圣陶先生说：“语言文字的训练
，我以为最要紧的是训练语感，就是对于语文的
敏锐的感觉。＂语感在语文教学中有着重要地位
，是语文教学的主要任务。因此，香港中文教学
应从培养语感入手，才能提高学生的中文书面语
表达能力。

‧加强诵读，体验语感
‧品味语言，形成语感
‧读写结合，强化语感

‧ 目前香港小学开展普教中，最明显的教
学效果是提高了学生的普通话口语能力。
而写作教学效果不够明显。究其原因，教
材中写作训练指导无序，读写结合不得法
，不能做到从读学写，以写促读， 写作训
练时间不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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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教中要全面培养学生的语文素质，为
学生的终身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而不仅
仅是培养学生的普通话能力。写作能力当
然是语文素质中重要的一项，要帮助学生
解决为什么写？写什么？怎样写？要引导
学生学会观察生活，学会思考，能从生活
现象中提炼出写作的主题，并重视积累。
当学生有了生活的积累、情感的积累和语
言的积累，才能有感而发，下笔千言。

‧ 要抓好学生的写作基础训练，从字词句
到段落到篇章，加强指导，多读多写。尤
其是写好段落十分关键，这是从词句到完
整篇章的重要过渡，是写文的基础。

读写结合，学写段落
‧ 认识句与句之间的结构关系是读懂一个
自然段的必要环节。几句话在表达一个意
思时，它们在意义上密切联系，在结构上
衔接连贯。一般来说句与句之间的关系主
要有：顺序关系、并列关系、因果关系、
总分关系、先概括后具体关系等。

‧ 顺序关系。
‧ 按事物发展变化或时间先后来组织材料
、安排顺序的段落形式叫顺序段式。这些
句子之间，有的按动作先后承接，有的按
时间先后承接，有的按空间位置承接，有
的按事物发生、发展的顺序承接。

‧第一种，按时间先后顺序。
‧《金色的草地》第三自然段：
‧ 有一天，我起得很早去钓鱼，发现草地
并不是金色的，而是绿色的。中午回家的
时候，我看见草地是金色的。傍晚的时候
，草地又变绿了。

•
第二种，按事情发展先后顺序排列。
‧ 《太阳》第五段：
‧
地面上的水被太阳晒着的时候，吸收了
热，变成了水蒸汽。水蒸汽遇到冷，凝结
成了无数小水滴，漂浮在空中，变成云。
云层里的小水滴越聚越多，就变成雨或雪
落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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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种按地点、方位变化来排列的。
‧ 《颐和园》第五段：
•

昆明湖围着长长的堤岸 ，堤上有好几座式样不
同的石桥，两岸栽着数不清的垂柳。湖中心有一
个小岛，远远望去，岛上一片葱绿，树丛中露出
宫殿的一角。游人走过长长的石桥，就可以去小
岛上玩。这座石桥有十七个桥洞，叫十七孔桥；
桥栏杆上有上百根石柱，柱子上都雕刻着小狮子
。这么多的狮子，姿态不一，没有哪两只是相同
的。

‧ 因果关系。这种关系是由叙述事物的原
因和结果两部分构成的，因果关系的段落
可分两层，因一层，果一层。
‧ 提起杨桃，大家都很熟悉。但是，看的
角度不同，杨桃的样子也就不一样，有时
候看起来真像个五角星。因此，当我们看
见别人把杨桃画成五角星的时候，不要忙
着发笑，要看看人家是从什么角度看的。

•

船夫的驾驶技术特别好。行船的速度极
快，来往船只很多，他操纵自如，毫不手
忙脚乱。在极快的时候，他能够拐弯；在
拥挤的时候，他能够挤进挤出;我们看是极
险极窄的地方，小艇能够穿过去，而且速
度非常快，两边的建筑物飞一般地往后倒
退，我们的眼睛忙极了，不知看哪一处好
。

‧ 并列关系。这样的关系主要是从几个方
面来介绍事物。每部分各说明一个意思。
‧ 《赵州桥》第三段：
‧桥面两侧有石栏，栏板上雕刻着精美的图
案：有的刻着两条相互缠绕的龙，嘴里吐
出美丽的水花；有的刻着两条飞龙，前爪
相互抵着，各自回首遥望；还有的刻着双
龙戏珠。所有的龙似乎都在游动，真像活
了一样。

‧ 总分关系。总分关系有三种构成形式。
一种是“总——分＂形式，即总述在前，
分述在后。另一种形式是“分——总＂形
式，即分述在前，总述在后。第三种形式
是“总—分—总＂，即段首有总述，称为
总括句，中间是分述部分，最后又是总述
部分，有人称为总结句或尾结句。

‧ 这段话 紧紧围绕“船夫的驾驶技术特别
好。＂这个中心意思写的，这是一句总起
句，围绕这句话，先概括写“行船的速度
极快，来往船只很多，他操纵自如，毫不
手忙脚乱。＂再从三方面分述写“极快时
行船＂、“拥挤时行船＂、“极险极窄的
地方行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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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概括后具体。
‧ 小学生习作常犯“内容不具体＂的毛病
。这是因为还不懂得：完整表达一个意思
，往往需要简单介绍和具体分析相结合。
这种既有概括介绍又具体描述，共同表达
一个意思的句子集合体就叫做先概括后具
体。

•

除了以上五种关系外，还有递进关系，
选择关系，转折关系，假设关系，条件关
系等。而一个段落中句与句之间的关系也
不是单一的，有时是几种关系同时使用。
弄清楚段落中句与句之间的关系，不但能
提高理解能力，更好地掌握段的内容，而
且能培养思维的条理性，提高表达能力。

‧
八月，天多热。鸡热得耷拉着翅膀，狗
热得吐出舌头，蝉热得不知如何是好，在
树上不停地叫着“知了，知了＂。

‧ 只有掌握了写段的基本要求，掌握了句
群关系才能写好段落。写好段落，还要注
意这几点：
‧1、学习围绕一个意思写。
‧2、学习按照一定的顺序写。
‧3、学习抓住特点写具体。

写作训练
‧以上材料部分选自《中国教育实践与研究
指导全书》上海市嘉定区新成路小学 张黎
莉老师的论文《了解句群关系 学写一个段
落》

‧1，概括课文学过的总分、并列、顺承等句
群关系。
‧2，出示校园各个部分的照片，先按照各个
方位用并列句式介绍学校，加上一句总起
句，变成总分关系的段落。
‧3，看一段煎荷包蛋的录像，说说操作的过
程，写成一个顺承关系的段落。
‧4，想想生活中的事物，可用什么段落来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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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进作文教学的评估方式
• （1）评估主体多元，由教师、学生和家长参与评
估。
‧ （2）评估方式多样，评价学生作文，可以是书
面的，可以是口头的；可以用等第表示，也可以
用评语表示；还可以综合采用多种形式评价。
‧ （3）评估项目全面，要重视对学生写作材料准
备过程的评价，还要重视对学生自行修改作文或
互相修改作文的评价。

‧谢谢各位老师和同学！
香港中文大学
普通话教育研究及发展中心
張美靈
2015年10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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