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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学生词典，专家都在赞！
——《新编学生词典》出版座谈会在京举办

来自学界、出版界、教师群体的很多人都对这样一本词典称
赞有加，有人认为这本词典经典、传统、权威，有人认为它创造
了一种文化氛围，还有人说从中能感受到严谨的科学精神……这
究竟是一本怎样的词典呢？

北京市语文特级教师 刘德水

这本词典创造了一种文化氛围，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很突出，把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和学生学习结合了起来。
语文学习经常讲知识能力，现在又提
素质、素养，这些都是在日常学习、
日常生活中点点滴滴的地方熏陶出来
的。这本词典在这些方面是一位很好
的老师。

北京市语文特级教师、八一中学
高中语文教研组组长 王建稳

这本词典确实是为中小学生量身
定制的。我从自身阅读的情况来看有
以下两点体会：

第一个特点是贴心、暖心。贴心
是贴近教材，学生一看这些词语都是
课本里面有的。暖心是在学生遇到疑
惑之处时可以帮到他，尤其辨析是高
考的常考之处，简洁明了准确。还有
小知识的插入增加了可读性，还有附
录，特别实用。

第二个特点是好看、好用。图文
并茂，选图精美，可以帮助学生直观
地理解词语，又能够给学生一些科普
知识，并且能够提升学生的审美水
平。还有一点是配色非常讲究，粉框
是辨析，蓝框是小知识，黄框是字
理，红色的“注意”是提醒容易犯错
误的地方。我也会把这本词典推荐给
学生们，让更多的学生拥有这本词典。

北京市语文特级教师、北京师范
大学第二附属中学教师 何杰

从教学的角度来讲，这本词典对
于我们的词语教学将产生极大的作
用。现在学生对词语越来越不会用、
越来越没有准确性。这本词典能够为
词语教学提供一个依据，帮助学生提
升思维能力和语言水平，对此我特别
感谢词典编者。

北京市语文特级教师、海淀区教
师进修学校语文教研室主任 周曼云

我作为教研员要负责出区里的试
题，每次都要带几本词典，有关于成语
的、关于现代汉语的、关于文言文的。
我想以后再出这种题的时候，同时要带
上这本《新编学生词典》。因为它除了
具备我们所说的那几本词典的功能以
外，还有其他几本词典当下不具备的新
颖性，老师们是非常需要这样一本和现
实生活、和当下的文化有共鸣关系的词
典的。小词典中有大智慧，小词典里面
是大学问。从高中教学的角度来定位，
《新编学生词典》起到了基础性的、奠
基性的作用，让我们心里非常踏实，触
发了我们很多感想和灵感。

北京市骨干教师、清华附小副校
长 胡兰

“双减”政策近期发布了，儿童这
种旺盛的生命力、高度的求知热情该
用什么给予满足？好的青少年儿童读
物应该在这样的机遇中发挥非常好
的育人作用。

这本词典我反复研读之后，
认为它从实用性、可读性上给
青少年儿童读物提供了非常
好的范例；从一个语文教

师的角度来讲，这本词典不
仅可以作为很好的工具书，而

且平日里教师们读一读、翻一
翻、看一看，对于教材和教学可

起到很好的丰富与补充作用。

北京市骨干教师、北京景
山小学小学语文教研组组
长 徐蕾

我们的三年级学生往年用
《现代汉语词典》，每次用的

时候会出现的困惑是明明查了
词典，但是针对教学和学生却

不能给出准确和合适的解释，就
是因为这个词典是面向成人的。

《新编学生词典》恰恰是想
到了受众群体，想到了谁来用
而贴心地编写。我特别希望
我的学生可以用起这本词
典；更希望全国范围内，

不仅是城市孩子，我们的乡
村孩子也都能有这样一本像

百科全书一样的词典，共同享
受知识的公平。

20212021年年88月月2626日日，，由人由人
民教育出版社主办的新形势民教育出版社主办的新形势
下学生工具书与语文综合能下学生工具书与语文综合能
力培养暨力培养暨 《《新编学生词典新编学生词典》》
出版座谈会在京举行出版座谈会在京举行。。

中国编辑学会会长、中
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原院长郝
振省，中国辞书学会会长、
北京语言大学原党委书记、
博士生导师李宇明，中国新
闻出版传媒集团党委书记兼
董事长、中国新闻出版广电
报社社长马国仓，中国语文
现代化学会会长靳光瑾，人
民教育出版社总编辑郭戈和
来自北京大学、中国社科院
语言所、北京师范大学、浙
江师范大学等机构的专家以
及北京市海淀区、西城区、
东城区、顺义区的优秀教师
代表共20余人参加会议会议。

人民教育出版社总编辑 郭戈

我们的《新编学生词典》，可以
说是恰逢其时，它出版于人教社成立
70 周年之际，具有特别的纪念意
义。《新编学生词典》是一本紧密配
合国家统编语文教材的学习型词典，
由人教社和北京大学中文系联合编
写，面世以来受到了读者的喜爱和欢
迎，反响很好。

尤其是在现在“双减”要求下，
语文自主学习尤其重要，而语文自主
学习不可或缺的是一本权威、适用的
词典，所以说《新编学生词典》的出
版是正当其时、应运而生。

北京大学中文系副主任 宋亚云

《新编学生词典》于2020年12月
正式出版，成为人教社建社70周年的
重要成果之一。出版以后收到了一些肯
定意见。顾之川老师在《新编学生词
典：权威实用的语文工具书》这篇文章
中总结了词典的几个特点：权威性、实
用性、时代性和创新性，增加了我们团
队的信心。同时我们也广泛收集来自各
方的批评意见，积极完善词典。词典出
版以后不到一年已经印刷了3次，每次
均吸收专家和读者的意见，不断提高词
典的质量。相信这本词典的出版对语文
学习和教育会有重要的辅助作用；也相
信人教社辞书室和北大中文系一定会共
同编写出更多优秀的工具书，满足社会
各方面的需求。

《新编学生词典》主编、北京大
学中文系人文特聘教授 郭锐

关于《新编学生词典》创新的地
方，根据我自己的编写经历，我想说

三点。
第一是关于词类标注。首先，

《新编学生词典》把受限成词和完全
成词作了区分。其次，《新编学生词
典》标注了数量词，把数量词单独作
为一个词类。《新编学生词典》的词
类是14类，比一般的12类多两类，
一个是数量词，一个是语气词。

第二是增加了一些义项。比如说
“部分”，《新编学生词典》将其分了
四个义项，第一个是“整体中的局
部”；第二个是量词，“以某一个整体
中分出来的局部为计量单位”；第三
个是数量词，相当于“一些”；第四
个是副词，“在一定程度上但非完
全”。增加了义项以后，释义就更加
全面了。

第三是释义更加准确。比如“方
圆”一词的释义，我们经过很长时间
的研究，最后解释为“或圆或方的区
域”，并对例证括注具体意思，在准
确性上大大前进了一步。

《新编学生词典》主编、北京大
学中文系人文特聘教授 杨荣祥

什么叫《新编学生词典》？它是
一部具有一定创新意义的、方便中小
学生使用的、收词规范、释义准确的
语文学习词典。

它是针对学生编的词典，为学
生量身打造、为学生学习服务的词
典，不同于成人使用的通用词典的
词典。《新编学生词典》的释义尽量
避免同义词互训，用定义式和说明
式的释义；选词体现学生的特征；
设立帮助中小学生提高语言能力的
学习栏目；列出正逆序词语，帮助
学生造句和作文。词典在内容安排
上特别强调针对性、学习性、引导
性和延伸性，在解决学生语文学习
中遇到不理解的字词难题的同时，
提供相关知识。我们特别希望这部
词典能够成为当今众多辞书里面真
正受欢迎的词典之一。

中国编辑学会会长、中国新闻出
版研究院原院长 郝振省

这部《新编学生词典》的定位是
比较科学的、合适的，服务对象是明
确的。它的纵向定位是中小学生，横
向定位是语文教学，对标的是中小学
语文教材的配套词典。这就与成人词
典区别开来，同时也与成人词典衔接
起来。

第一，从词典的主要词条释义来
看针对性很强，照顾了中小学生的接
受和理解能力，简约、准确、流畅并
且逻辑性强。

第二，词典中300余组的词义辨
析，确实是一个新的亮点或者新的创
造。通过比较法找出差异性，达到了
认识的准确性和深刻性，实现了记忆
的持久性。

第三，16 个附录也是一个创

新。这里分了3个板块，一个板块是
文学常识、诗词格律、诗词意象、文
言文知识，正面介绍中小学语文学习
的重要知识；第二个板块是名师讲
授，主要讲语文能力的培养；第三个
板块是知识图表，一目了然。这些附
录构成了词典的重要板块，紧密服务
于中小学生的字词句章的学习，是整
个语文能力培养中非常重要的知识体
系。从这里就能感觉到编者的用心良
苦，对中小学生需求的“号脉”是比
较准的。

中国辞书学会会长、北京语言大
学原党委书记、博士生导师 李宇明

中小学语文教学在整个育人方式
上和知识传授上发生了重大变化，中
学语文教学、小学语文教学很重要的
是希望提高学生的学科素养，然后才
是学科能力，学科知识只是起支撑作
用，所以从整个教学来看正在转向以
学生为中心，按照学生的生活逻辑来
进行教学。

一本辞书在整个中小学语文教学
中的作用是非常大的。我也是《新编
学生词典》没有出版之前的读者，看
了很多词条，里面一些词语的收录及
其释义非常好，很有特色。

中国新闻出版传媒集团党委书
记、董事长，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社
社长 马国仓

人教社在基础教育教材和教育图
书编研出版上辛勤耕耘、坚持奋斗，
为我国教育事业发展作出了贡献。

这本书是为学生量身打造的，精
心策划，用心编辑，编写的宗旨十分
明确，读者对象也十分明确，市场定
位也十分明确。一是具有非常强的针
对性。二是实用性。这本书紧扣学生
学校的学习，特别是语文学习的实际
需要。三是权威性。《新编学生词
典》是权威的作者、权威的编辑、权

威的出版单位共同努力的结晶。权威
也是质量的保证。从这个意义上来
讲，《新编学生词典》是辞书市场权
威的工具书。四是生动性。《新编学
生词典》作为实用工具书，全彩印
刷、图文并茂、内容简洁生动、形式
时尚新颖、设计美观大气，这对学生
来说非常重要，应该说是比较受学生
欢迎的工具书。五是时代性，增加了
新词、新义和新用法，满足了时代的
需求和现实的需要。

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会长 靳光瑾

这是一部非常经典的、传统
的、权威的词典。因为三位主编都
是在学术上非常严谨认真的。我们
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跟辞书室有过
密切合作，深切感受到了辞书室严
谨的科学精神。

鲁迅文学奖得主 陆颖墨

《新编学生词典》 我认真翻阅
了。家里的客人翻看后拿走了一本，
说特别好看。我说给孩子看吗？他说
自己看。我感觉编者对于统编语文教
材非常熟悉。这个词典针对性很强，
有传承同时有创新在里面。它在表述
方面简洁明了，语句干净，让人喜
爱。

中国辞书学会副会长、语文词典
专业委员会主任 谭景春

人教社编学生词典很有优势，可
以说得天独厚。他们是结合教材编
的，对学生来讲非常有意义。而且跟
北京大学合作，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
模式。强强联手，一定能出好的作
品。我为什么说对学生非常有意义
呢？因为我也参加过一些中小学语文
教师座谈会，他们说现在学生一到二
年级使用《新华字典》，到三年级以
上或四年级开始使用《现代汉语词

典》，但是《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
典》虽然是精品品牌，可是当初编的
时候并不是针对学生编的，不一定非
常适用。总的来说，这本词典质量
高，针对性非常强，对学生来讲非常
适用，也是对辞书编写方面的一个重
大的贡献。

国家语委中国文字整理与规范研
究中心副主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副院长 齐元涛

我们这本词典照顾到学生的理
解程度，这方面做了很多的工作，
非常好。收字不求多，但是求实
用。还有字形，《新编学生词典》跟
市面上的词典非常大的区别就是用
了楷书，对学生模仿、练字来说是
特别实用的。《新编学生词典》兼收
了一些教材中多用于古代或书面的
词语，很多的释义贴近学生的认知
程度。在结合学生需求方面做了很
多努力，这在国内辞书细分不够的
情况下是一种贡献。

中国教育学会中学语文教学专业
委员会原理事长 顾之川

首先，词典的设计体现了课标的
精神，有现代汉语、古代汉语的字词
语句分析，也特别注重讲解字词背后
的文化信息，帮助学生在掌握语言文
字运用的同时理解字词的文化内涵，
丰富人文素养，体现了工具性与人文
性的统一。

其次，词典能帮助语文学习，里
面有很多教材中涉及但一般词典没有
收录的词语，对于学生学习语文教材
有很大的帮助。

再次，能提高学生的语文综合
素养。后面的16个附录提供了丰富
的知识。词典补充了教材在知识方
面的不足，对中小学生来说是非常
有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