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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的字
典从这里开始

【《新编小学生字典》 这部
专门为小学生编写的字典， 从出
版之初就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好评
和广大师生的欢迎 ， 并不断再
版、 获奖。】

朋友，您知道否，人民教育出版

社除了出版在全国具有广泛影响力

的中小学教材，她还是我国学生字

典的领航者。新中国的学生字典

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1950年至1953年，为了全

国扫除文盲的需要，在时任出

版总署副署长兼人教社社长

叶圣陶的领导下，人民教育

出版社编写出版了新中国

首部字典———《新华字

典》，为帮助人们识字学

文化作出了重要贡献。

1979年，著名小学

语文教育家、时任北京市

第二实验小学副校长的霍懋

征等在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

议上提出，社会上读者广泛的

通用型字典并不适合小学生使

用，应该由国家来组织、编

写一部真正适合小学生使

用的小学生字典。提案

转国家教育部门，国家

教育部门指示人教社组织编

写。人教社再次承担起字典编

写的国家重任。在时任人教社社

长兼总编辑叶立群的率领下，人教

社各学科著名学者、学术带头人，奋

战四载，于1983年成功编纂并出版了

《新编小学生字典》。这部图文并茂、

紧密结合教材教学的字典，开创了新

中国学生字典的新纪元。

这部专门为小学生编写的字典受

到了社会各界的好评，受到了广大师

生的欢迎，并不断再版、获奖。1987

年荣获“全国优秀畅销书”称号，

1988年荣获“全国第一届教育图书一

等奖”，1995年荣获“首届中国辞书

奖”，2013年字典第4版再次荣获国家

大奖“中华优秀出版物奖图书提名

奖”。它的版权远输马来西亚、新加

坡等地。

义务教育实行以来，不断有读者

建议人教社编写《新编小学生字典》

的姊妹篇，以同时满足小学生和中学

生语文学习的需要。尽管教材编写任

务十分繁重，但人教社并未就此放弃

以字典编写为己任的光荣传统，在市

场竞争日趋激烈的形势下，毅然于

2006年启动了《新编学生字典》这一

项目，主动承担起新的社会责任。

编写团队深入教学一线进行调

研，广泛听取师生意见。在语言学、

辞书学专家和教材专家、基础教育研

究专家的通力合作下，编写团队在吸

收 《新编小学生字典》 特色的基础

上，经过艰苦努力，终于于2012年完

成了编写工作。字典即将出版之时，

恰逢国家关于字典的政府采购政策的

出台。《新编学生字典》以其特别适

合学生使用的鲜明特色和高质量成功

入选多地政府采购品种。字典出版以

来，它也成为人教社捐助贫困地区学

生的主要品种。如今，全国已有千千

万万的中小学生获得了它的帮助。

它凝聚了国
内众多一流专家
的心血

【《新编学生字典》 由经验
丰富的专业团队编写， 由权威专
家组成编委会、 审订委员会分别
负责组织策划、 确定编写细则和
审订。 一本小字典， 凝聚了当下
众多名家的心血。】

编 写

者 中 高

级职称者7

位，博士3位，

硕士3位，均毕

业于北大、北师大、

南开等著名学府。资历深厚的黄成

稳先生为我国著名语文教育家、语

法学家，曾长期担任著名语言学家

张志公先生的助手，参加过 《新编

小学生字典》 的编写工作。还有谢

仁友编审，现任人教社辞书编辑室

主任、中国辞书学会语文辞书专业

委员会副主任，从事辞书编辑近二

十年；刘玲编审，现任中国辞书学

会专科词典专业委员会副主任、辞

书理论与辞书史专业委员会副主任、

辞书编写出版专业委员会副主任，

耕耘辞书已经三十多个春秋；由明

智主任编辑，北师大语言文字学博

士；赵志峰高级编辑，中国社科院

语言所博士后……

编委会包括了语言学、辞书学界

的权威专家和基础教育专家、教材编

写与研究专家。如曹先擢先生，是北

京大学教授，中国辞书学会原会长，

国家语言文字部门原副主任，国家教

育部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原所长，

主持过《新华字典》 《汉字形义分析

字典》 等多部字典的编写和修订工

作。董琨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

研究所研究员，原副所长，是《现代

汉语词典》的资深审订专家。苏培成

先生，北京大学教授，中国语文现代

化学会原会长，主编过 《新华大字

典》等多部重要辞书。编委会中的殷

忠民、韦志榕、郭戈、王岳几位编

审，也都是我国基础教育专家、教材

编写与研究专家，在教育、地理和语

文等多个学科领域都很有造诣。

审订专家有曹先擢、晁继周、董

琨、韩敬体、何九盈、李宇明、苏培

成、王理嘉、王宁、王铁琨和周明

鉴，都是国内一流的语言学家、辞书

学家。这些专家有的已年逾古稀，有

的要务缠身，但为了这本惠及中小学

生的小字典，他们不顾体弱多病，放

下手中要务，兢兢业业、一字一句地

审阅校样，修改释义。看到浸透着这

些老专家心血的审订稿，崇敬之情油

然而生。

它是学习型
学生辞书的典范

【《新编学生字典》 的学习
板块和语文教科书的学习内容相
呼应， 充分考虑到了学生的认知
特点和学习的实际需要。 能很好
地帮助学生打好基本功， 提高学
习效率。】

著名文字学家、国家教育部门汉

语辞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王铁

琨先生指出，从辞书使用的性质上

看，辞书大致可以分为两类：通用型

辞书和学习型辞书。

通用型辞书的读者对象是普通大

众，无论年龄大小、职业身份，都可

以用，主要为普通大众提供字词的写

法、读音和简明的释义。学习型辞书

的读者对象主要是学生，它不光提供

字词的写法、读音和浅显易懂的解

释，还为学生提供学习中易错易混内

容的提示和辨析，以及字词背后的语

言知识、百科知识等。

通用型辞书只供人查检字词的写

法、读音和释义，所以都没有设置学

生所需要的语文知识、百科知识等学

习板块。广大学生和老师对此每每深

感不足，这也正是当年著名语文教育

家霍懋征指出通用型字典不适合学生

使用，呼吁组织编写学习型学生字典

的原因。

《新编学生字典》的学习板块内

容丰富，设置巧妙，能够针对学习需

要找准知识点而设计板块。“词语

苑”板块在许多字头下面提供了大量

包含该字的正序或逆序词语，包括双

音词、成语、熟语等，有助于学生积

累词语和提高组词能力。“笔顺”板

块明确指出了那些写字笔顺易错字的

笔顺，如“里”字的第五笔是竖不是

横，“火”字的第二笔是短撇不是长

撇，等等，有助于学生养成正确的书

写习惯。“形近字辨析”板块从形、

音两方面辨析了形近字的区别，如

“赌bó”的“bó”是“搏”还是

“博”字等，有助于学生消灭错别字。

“易错音辨析”板块联系字词的意义

辨析读音，如“当dānɡ年”和“当

dànɡ年”的不同等，有助于学生纠

正错误读音。“词义辨析”板块主要

讲解了义近字词的意义的不同，如

“不孚众望”和“不负众望”等，有

助于学生提高表达的准确性。“注

意”板块重在提示字词的规范写法与

用法，如提示“昂”字的下边是

“■”等，有助于学生练好基本功，

准确掌握语文知识。可见，《新编学

生字典》的学习板块并非仅为活跃版

面而勉强设置，而是确为实用的目

的，具有辅助学习的显著作用。

学习板块的设置得到了广大师生

的好评。北京教育学院丰台分院原副

院长、语文特级教师李镗认为，

“《新编学生字典》的学习板块和语文

教科书的学习内容相呼应，充分考虑

到了学生的认知特点和学习需要。学

生在学习汉字时，字词系联才效率

高，‘词语苑’板块突出了字的组词

功能，对不能单独成词的汉字，尽可

能多列出一些常用词。别字一般是出

现在易混词中的，所以把错别字放在

字典中辨析就非常有利于学生提高语

言文字运用能力。”

它是一本充
分体现“生本位”
的字典

【《新编学生字典》 从收字、
释义到插图设计完全以学生为中
心， 紧密结合了教材， 紧密结合
了教学的需要。】

收 字

数量 与

类型直 接

影响到字典的

面貌，也是普通

读者最为关注的内

容。语言学家、中国社会科学

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研究员晁继周

先生指出：“有的人认为，一本字典收

的字越多越好。这是一个似是而非的观

点，或者说是误区。对于小学生、初中

生来讲，收的单字太多，许多字用不

到，甚至一辈子都用不上，那就白白地

占了字典的篇幅，十分浪费，得不偿

失。背着负担沉重自不必说；关键是，

在有限的篇幅内，用不着的东西多了，

用得着的信息也就少了，字典的适用

性、实用性就会大大降低了。”他认为，

《新编学生字典》 根据中小学教材，参

考国家最新课程标准，确定收单字6000

多个是恰当的，完全能满足中小学生课

内课外和阅读名著的需要。

考虑到初中生、小学生的知识水平

和认知能力，《新编学生字典》对释义

内容的编写坚持了简单通俗、易于理解

的原则。例如，常用动词“走”， 《新

编学生字典》用“步行”来解释，小学

生就很容易读懂。如果像有的通用型

字典那样用“人或鸟兽的脚交互向前

移动”来解释，小学生可能就迷惑了。

释义的通俗还体现为避免使用高深的

专业术语，避免成人化。例如， 《新

编学生字典》 对化学元素用字的解释，

着重描绘物质具体的物理属性，如颜

色、形状、气味等；指出人类必需的

微量营养元素，以及人类摄取它们不

足或者过量会产生哪些后果，等等。

这样，不仅针对性地降低了理解难度，

还增强了知识性，受到了师生的欢迎

和专家的肯定。

另外，结合教材、为学生释疑解惑

是 《新编学生字典》 鲜明的特色。例

如，课文所选古诗中“飞流直下三千

尺，疑是银河落九天”的“疑”字，其

他字典大都采用传统的解释“怀疑”，但

最新的研究成果表明，此处的“疑”字

应释作“好像、仿佛”。 《新编学生字

典》在咨询了权威专家之后，最终采用

了这个解释。对此，中国辞书学会学术

委员会原主任苏宝荣教授称赞：这“不

仅使字典的释义更加准确、精细、得体，

也使小学生对代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

古诗文的理解有一个较高的起点”。

丰富的插图是《新编学生字典》 的

一个重要特色，它包括了动物、植物、

器物等多种类型的百余幅插图，使学生

对字词有更加直观、形象的理解。 《新

编学生字典》 的插图具有针对性。对于

香蕉、苹果等常见水果，字典并未提供

插图；相反，有些不常见、不易识别的

动植物，就很有提供插图的必要。如

“牡丹”和“芍药”，都花大而美丽，不

易区分，字典便为它们配了插图，可让

学生直观感受到二者的外形差异。又如，

中学语文教材《荆轲刺秦王》 中有“轲

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踞而骂”句，

其中“箕踞”一般解释为“坐在地上，

两腿分开，形状像箕，是一种轻慢傲视

对方的姿态”。但今天的人们对此解释仍

然感到困惑。 《新编学生字典》 根据出

土的古代陶俑绘制了“箕踞”图，便清

楚显示了其动作特点还在于双手的放法。

北京第十五中学原校长、语文特级教师

何贤景深有感触地说：“‘箕踞’到底是

怎样一种坐姿，说老实话，教了几十

年语文，要很准确地解释，并不容易。

《新编学生字典》绘制了这么一个插图，

多年的困惑涣然冰释了。一幅好插图赛

过一篇好文章啊！”

它的高质量
得到国家权威部
门和广大师生的
肯定

【为了确保质量， 《新编学生
字典》 在编校方面设置了三道大关
卡： 编辑关、 校对关、 审订关。 编
校质量得到了国家有关部门的认可，
顺利通过了各项严格审查。】

字典是学生心中无声的老师，具有

规范的作用，其责任之重大不言而喻。

编写组的老师都是辞书界老将，但总感

慨战战兢兢、如履薄冰，越编胆子越小。

为了确保质量， 《新编学生字典》 在编

校方面设置了三道大关卡。

第一道是编辑关。虽是一本小字典，

但安排了两位具有高级职称的责任编辑。

他们从结构、体例、内容上全面把关，

对每次校样都认真细致地修改，不怕烦

琐。为了方便与排录人员及时沟通，避

免不必要的错误，责任编辑还多次赶赴

工厂，当面指导。付型之前，整个编辑

室还要通读两遍校样，并充分发挥计算

机的优势，查漏补缺，及时发现并改正

错误。

第二道是校对关。除了利用本社的

专业校对力量之外，出版社还专门聘请

国内著名的辞书审校专家进行审校。他

们不仅校正了文字，而且对内容、体例

等也进行了审读，帮助责任编辑把好关。

第三道是审订关。编辑室根据各位

审订专家的专长请他们在全面审订的基

础上重点审订各自擅长的内容。如语音

研究权威、北京大学教授王理嘉先生专

门审订了字音，著名科技专家、中国辞

书学会学术委员会原主任周明鉴先生专

门审订了百科条目的释义。

字典的编校质量得到了国家有关部

门的认可，顺利通过了国家新闻出版广

电部门质检中心的严格审查。

《新编学生字典》 也得到了辞书学

界、语文学界专家与广大师生的好评。

语言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

词典编辑室副主任程荣研究员举例称赞

道：“我抽查了不少单字下面的‘词语

苑’的收词，它的收词，不管是正序还

是逆序，所有的这些词语，在前面单字

后面的各个义项下的举例当中是没有的，

也就是说没有一个重复的，由此可以看

到，编纂者和修订者在设计上的用心，

也能看到这部辞书在编纂上的严谨性。”

中国教育学会中学语文教学委员会理事

长顾之川教授说：“《新编学生字典》是

名家之作，辞书精品，值得信赖。”今年

8月，人教社赴甘肃作辞书调研和回访，

兰州市教科所的朱伍兰老师说：“《新编

学生字典》 权威、实用，人教社的字典

就像她的教材一样，是我们师生最认可

的。”这是对人教社辞书的高度肯定，也

是鼓励和鞭策。

一本权威实用的学生工具书

《新编学生字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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