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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新 HSK 大纲》简洁、明了，在许多方面都有创新，但是将《新 HSK》
（一二级）样卷、《HSK（一二级）词汇》与《HSK（一二级）语法》进行
比较却发现，样卷中使用的词汇远远超过《HSK（一二级）词汇》表的范
围；样卷与语法项目表用例中的超纲现象也屡屡出现。因此建议《新 HSK
大纲》在汉字（语素）构词、词汇使用中义项难度与等级的合适适应度、
HSK 语法项目难度与等级的合理分配等方面，应更讲究科学性；样卷与语
法项目表中的用例也应采取更为严谨、合理的作法。
引言
“HSK”不言而喻，检测的是学习者的“汉语水平”，但是其对教学的
影响是不可忽视的，正如《新汉语水平考试大纲·前言》所说，新大纲是
“在吸收原有 HSK 的优点，借鉴近年来国际语言测试研究最新成果的基础
上，以《国际汉语能力标准》为依据，推出的一项国际汉语能力标准化考
试。它遵循‘考教结合’的原则，目的是‘以考促教’
‘以考促学’，它不
仅关注评价的客观性、准确性，关注考生的现有水平，而且重视鼓励考生
的策略、重视怎样进一步提高、发展考生的汉语能力”1。可见，HSK 对教
学，对学生能力的发展都具有引导性。诚然，任何一部大纲都不会是十全
十美的，它会有优点，有特点，也会有不足，《新汉语水平考试大纲》也
是如此。本文希望通过对《新汉语水平考试大纲》（一二级）与样卷的对
比分析，较为详细、精准地描绘出《新汉语水平考试大纲》（一二级）对
考生能力与水平的要求，同时提出些许修改建议。
1.《新汉语水平考试大纲》（一二级）词汇、语法项目考察
虽然本文将要考察的是《新汉语水平考试大纲》（以下简称《新 HSK
大纲》）一二级，但因语法内容要延续到《新 HSK 大纲》三级，因此本文
不得不对三级内容稍有涉及。
《新 HSK 大纲》一至三级分别列出各级涵盖的语言功能、词汇、语法
项目，本文只涉及词汇、语法部分，不对语言功能进行考察。
1.1《新 HSK 大纲》（一二级）词汇表
《HSK（一级）词汇》有 150 个。标注词性。
《HSK（二级）词汇》有 300 个（包括 150 个一级词）。标注词性。
1.2《新 HSK 大纲》（一二级）语法项目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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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HSK 大纲》将语法项目分配到一至三级的语法项目表中，换言之，
《新 HSK》三级考试合格者，应该较好地掌握全部汉语语法。
《新 HSK》语法项目表包括词类和句子两项内容，
“词类”以列举方式
标示应掌握的词汇方面的知识；“句子”以列举方式展示本级考生应掌握
的句法知识。大纲不设句子成分。
大纲将词类归纳为代词、数词、量词、副词、连词、介词、助动词、
助词、叹词 9 类，二三级另设有动词重叠；句子包括陈述句、疑问句、祈
使句、感叹句、特殊句型和动作的状态。
虽然大纲语法项目表从一级到三级都是 9 类词，但随着学习的深入，
各类词中的内容在有序地增加。以副词为例，一级副词包括：
（1）否定副
词：不 没（2）程度副词：很 太（3）范围副词：都。一共 5 个副词。
二级包括：
（1）否定副词：不 没 别（2）程度副词：很 太 非常
最
（3）范围副词：都
一起（4）时间副词：正在
已经
就（5）语气
副词：也
还 真（6）频率副词：再。扩展为 16 个副词。三级包括：
（1）否定、肯定副词：不 没 别
一定
必须（2）程度副词：很 太
非常
最
更
越
特别
多么（多） 极
几乎（3）范围副词：
都
一起
一共
只（4）时间副词：正在
已经
就
先
才
一直
总是
马上（5）语气副词：也
还 真 终于
其实
当然
（6）频率副词：再
又
经常。共计 36 个副词。
其他词类亦如此，随着语言功能内容的充实，随着学习的深入及表达
能力的提高，其他词类的内容也在逐渐丰富。
《新 HSK 大纲》一级语法项目表句子部分包括 6 类 10 项，具体为：
陈述句：（1）肯定句（2）否定句
疑问句：
（1）用“吗”
“呢”的疑问句 （2）由“谁”等疑问代词构
成的疑问句
特殊句型：（1）“是”字句（2）“有”字句（3）“是……的”句
动作的状态：用“在……呢”表示动作正在进行
祈使句、感叹句不再分项。
《新 HSK 大纲》二级语法项目表句子部分包括 6 类 17 项，具体为：
陈述句：（1）肯定句 （2）否定句；
疑问句：（1）用“吗”“呢”的疑问句 （2）由“谁”等疑问代词构
成的疑问句
（3）正反疑问句
（4）用“好吗”的疑问句
特殊句型：（1）“是”字句
（2）“有”字句 （3）“是……的”句
（4）比较句
动作的状态：（1）用“在……呢”表示动作正在进行（2）用“正在”
表示动作正在进行（3）用“了”
“过”表示动作已经完成（4）用“要……
了”表示动作（变化）将要发生（5）用“着”表示动作（状态）的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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祈使句、感叹句不再分项。
《新 HSK 大纲》三级语法项目表句子部分包括 6 类 23 项。
《新 HSK 大纲》一至三级语法项目列表体现了汉语学习从易到难，由
简单到复杂，循序渐进的学习过程。
1.3 从《新 HSK 大纲》词汇、语法项目表看《新 HSK》的编制特点
《新 HSK 大纲》（一二级）词汇、语法项目表提供给我们这样的信息：
第一，从《新 HSK 大纲》
（一二级）词汇及语法项目的数量看，
《新 HSK》
很好地体现了循序渐进的学习规则；体现了实用、科学的原则；尤其是希
望汉语学习者在没有感到学习形成了负担、形成压力的情况下，就能用汉
语进行简单交际，从而增加学习兴趣，增强成就感。
第二，《新 HSK 大纲》（一二级）语法项目表极力瘦身，只有词类、句
子部分，略去了句子成分。
第三， 一二级词汇表词汇标注词性。可以就此推断：
《新 HSK》
（一二
级）测试词汇不应超出大纲所列词性的范围，否则标注词性就失去了意义。
2.《新 HSK》（一二级）样卷与词汇、语法项目表比较分析
我们相信，通过对一二级《新 HSK》样卷与词汇、语法项目表的考察、
分析，可以清晰地了解《新 HSK》对学生能力的具体要求是什么，唯有如
此，才能真正做到“考教结合”“以考促教”。
在将一二级样卷与《HSK 语法》、《HSK 词汇》进行比较中我们发现，
样卷以及《HSK 语法》例句所用词汇远远超出《HSK 词汇》的范围；在将
一二级样卷与《HSK 语法》对比中我们发现，以列举而非穷尽方式罗列出
的语法项目是简单的，样卷以及《HSK 语法》表中的用例却复杂得多，其
中暗含着许多语法内容。换言之，语法项目例句和样卷中运用了的语法知
识，大纲中并未全部列出，样卷中还有超纲内容。
2.1《新 HSK 大纲》（一二级）样卷与词汇表比较
通过对一二级《新 HSK》样卷、语法项目表与词汇表比较发现，样卷
及语法项目表例句所用词汇数量大大多于词汇表。那么，词汇表之外的词
是怎么来的呢？本文认为，
《新 HSK》在词汇运用方面采取了全新的做法。
2.1.1 词汇运用特点之一：汉字（语素）构词
了解汉字（语素）的意思，并用其灵活构词，在《新 HSK》样卷中表
现极为突出。具体运用为四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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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拆分并使用拆分后的汉语词汇。例如：
女：他会开车吗？
男：会。他开车三年多了。
（一级样卷）
《HSK（一级）词汇》中没有“车”，但词汇表中的“出租车”“火车站”
包含了“车”。这就意味着，要能够从“出租车”
“火车站”中离析出名词
“车”，进而正确运用。类似的还有“今天我请你吃饭”，
“吃饭”的“饭”
是从一级词汇“饭馆”“米饭”中离析出来的词汇。
（2）将不同词中的汉字（语素）拼合成新的汉语词汇。例如：
那边打电话的是我丈夫。
（二级语法项目例句）
《HSK（一二级）词汇》中没有“那边”，但一级词表中有代词“那”，二
级词表中有名词 “左边”“右边”“旁边”，将“那”与“左边”“右边”
“旁边”中离析出来的“边”组合成新词，是“那边”这个词可以使用的
依据。
（3）用类推法扩展新词。例如：
男：这里的咖啡好喝吗？
女：我觉得很好喝。 （二级样卷）
词汇表中没有“好喝”，二级词汇表中有形容词“好吃”，根据“好吃”类
推，扩展出新词“好喝”。
（4）从双音节词中离析出单音节词。例如：一级词汇表中的动词“学
习”，二级语法项目表中直接用为“我要学游泳”、
“我学过汉语”；二级词
汇表中的词汇“帮助”“唱歌”“游泳”，二级样卷中直接用为“一个朋友
让我帮他找个房子”、
“你唱得真好，再唱一个吧”、
“ 现在是 11 点 30 分，
他们已经游了 20 分钟了”。
2.1.2 词汇运用特点之二：词性不构成限制
原 HSK《词汇等级大纲》，兼类词根据其使用频率、难易程度、词性
的不同，分别划入不同的等级。例如“把”字，甲级词中分别计为“把（量）”、
“把（介）”，丙级词中有“把（动）”，也就是说，“把”在原 HSK 中算 3
个词，且为不同等级。“在”的划分方法与“把”不尽相同，但也大同小
异。甲级词中，第 946 个是“在（介、动）”第 947 个是“在（副）”。可
见，兼类词基本是算作不同的词。《新 HSK》的做法完全不同。或可这样
理解：《新 HSK》（三级）出现的“把”（从三级开始，《新 HSK》词汇都不
标注词性），不管使用为“把住了，别松手（动词）”，
“给我这辆车换个把
（名词）”，
“一把椅子（量词）”，还是“把衣服洗洗（介词）”，都不意外，
只要是“把”字，都在应会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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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
《新 HSK》
（一二级）词汇标注了词性，实际运用中却看不出词
性的限制。这样的情况在整本《新汉语水平考试大纲》（一二级）中不是
偶然，倒像是规则。例如一级大纲中的介词“在”，《新 HSK》（一级）语
法项目表中分别用为介词、动词和副词。
我住在北京。 （介词）
你在哪儿呢？ （动词）
他们在吃饭呢。（副词）
一级大纲中的形容词“快”，样卷中分别用为形容词和副词。
女：你听懂老师说什么了吗？
男：没有，他说得太快。
（形容词）
男：你孩子多大了？
女：她快五岁了。（副词）
二级大纲中的介词“对”，《新 HSK》（二级）语法项目表中用为形容词和
介词。
你做得对。
（形容词）
他对我很好。
（介词）
另一种情况是，从双音节词中离析出的单音节词，使用中，词性也发
生了变化。例如，二级词表中的名词“晚上”，样卷中使用为：
“已经很晚
了，他们还在工作”。从“晚上”中分离出来的“晚”，用为了形容词。
2.1.3 词汇运用特点之三：义项不构成限制
原 HSK《词汇等级大纲》，义项不同不计为新词，但是教学中，会将
不同义项分别列为生词，例如“才”：“你怎么才来？”、“只有努力学习，
才能取得好成绩”，教学中一定会作为两个词来教。在教学顺序上也会将
更为常用、易学的义项优先教授，将较难、不十分常用的义项后教。《新
HSK》
（一二级）词汇延续了义项不同不计为生词的做法，只要是词汇表中
列出的词，不管意思相差多远，都可以尽情使用，甚至是由这个词构成的
插入语等。例如：一级词表中的形容词“好”，在一二级样卷中分别使用
为：
天气很好！
（与“坏”相对）
好，谢谢！
（表示赞许或应允）
不是大问题，吃两天药就会好。
（意为疾病痊愈）
他家就在我家后面，不远，很好找。（表示容易）
你好！
（“你好”，问候语）
我们一起去，好吗？
（“好吗”，用在是非问句中）
好的，谢谢！
（一级形容词“好”与一级助词
“的”拼合；
“好的”，表示同意）
一级词汇“看”，在样卷中使用为：
她没去看电影
（一级样卷）
对不起，我今天不能和你去看医生了。 （一级样卷）
你看，这就是我们学校。
（二级样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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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只要是词表中出现的字，都可以默认为考生应该掌握的词。
2.2《新 HSK》（一二级）样卷与语法项目比较
由于语法项目表中没有设计句子成分，以致样卷中、《HSK 语法》的
例句中都有《HSK 语法》项目表中没有列出的语言知识；样卷中也不乏超
纲内容。
2.2.1《新 HSK》（一级）样卷与语法项目表比较
第一、暗含在样卷中的语法内容。
所谓暗含在样卷中的语法内容，指一直到三级语法项目表中都没有
列出，但包含在了样卷以及《HSK 语法》用例中的语言知识。
（1）100 以内的称数法、人民币表示法以及时间、日期、号码称说法
用例：十二点；七十块；明天是二月二十五日，星期三。
（2）定语
用例：他们三个都是我的学生；我朋友是老师；我很喜欢这本书；我
想喝一杯茶。
（3）状语
用例：很高兴认识你；我今天不能和你去看医生了；我儿子在大学读
书；她上午在学校学习；我 7 点 30 分去火车站，10 点前回来。
（4）趋向补语
用例：我 7 点 30 分去火车站，10 点前回来。
第二、超纲内容。
所谓超纲，指一级样卷或《HSK 语法》用例中出现了二级三级语法项
目的内容；二级样卷或《HSK 语法》用例中出现了三级语法项目的内容。
（1）“了”的用法。
《新 HSK 大纲》把“了”的使用方法分配在了一二级大纲当中。
《HSK（一级）语法》包括 2 项：
语气助词“了”：他去医院了。
感叹句：太好了！
《HSK（二级）语法》包括 3 项：
动态助词“了”：我买了一本书。
动作的状态，用“要……了”表示动作（变化）将要发生：火车要开
了。
动作的状态，用“了”表示动作已经完成：他买了一斤苹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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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样卷用例包括：
男：他会开车吗？
女：他开车三年多了。
男：你去哪儿了？
女：我去买了些东西。
对不起，我今天不能和你去看医生了。
（一级样卷几乎把一二级大纲中“了”的用法都用了，甚至出现了更
为复杂的句子）
（2）概数
用例：女：他会开车吗？
男：会。他开车三年多了。
（句中“多”用为概数。概数是三级语法的内容）
（3）连动句
用例：我去买了些东西。
她明天坐火车去。
对不起，我今天不能和你去看医生了。
（连动句是三级语法的内容，一级样卷中频频使用）
2.2.2《新 HSK》（二级）样卷与语法项目比较
随着二级样卷内容的丰富，难度的增加，暗含在样卷中的内容和超纲
情况也增加了。例如概数、连动句等二级样卷中都有更为复杂、多样且难
度更大的使用情况。凡是 2.1 提到的问题，这里不再赘述，只例举一级样
卷中没有出现的情况。
（1）补语
用例：这本书看完了吗？
我来介绍一下，这是王先生。
我住在三零四，你住在哪个房间？
你能帮我送到家里吗？
（2）双宾语
用例：我想送妻子一件漂亮的衣服。
早上有人给你送来一张机票。
（3）兼语句是《新 HSK》
（三级）语法项目，二级样卷中不但使用了，
还出现了更为复杂的兼语句与连动句套用的情况，例如：张老师让学生回
答问题；一个朋友让我帮他找个房子。
2.3《新 HSK》（一二级）样卷与词汇、语法项目表比较结果
通过对《新 HSK》样卷与词汇、语法项目表的比较可以得出这样的
结论：大纲中罗列出的内容十分有限，考试对考生能力、水平的要求却要
高得多。换言之，参加新 HSK 的考生必须具有大纲之外的汉语词汇、语法
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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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 词汇方面，考生须具备活用词汇的能力
《新 HSK》一二级词汇数量极其有限，但考生应具备通过汉字的字义
（语素）构筑新词的能力，如 2.1.1 所例举。同时兼类词不计算为新词，
只要词表中列出的词，词性不同，也应能自由使用，如 2.1.2 所例举。仍
以“饭”为例，根据《HSK（一级）词汇》拼合出的以下 17 个词，出现在
一级试卷中，或许都不应算是意外。
冷饭 热饭
买饭 开饭
中国饭
饭菜 小米饭 大米饭
饭前（一级词：前面）
饭后（一级词：后面）
面饭（一级词：后面）
打饭（一级词：打电话）
下饭（一级词：下雨）
上饭（一级词：上午）
午饭（一级词：上午 中午 下午）
饭店（一级词：商店）
生饭（一级词：学生）
根据《HSK（二级）词汇》拼合出的词就更多了：
卖饭
送饭
饭票
早饭（二级词：早上） 晚饭（二级词：晚上）
茶饭不思（一级词：茶；二级词：意思）
如此算来，一二级词汇量就变得无比地庞大了。但是，汉语词汇延伸
是有内在理据的，从学习、了解、掌握汉语词汇扩展的理据到自由运用，
应该是比记忆几百个单词更为复杂、繁重的任务。如果再加上 2.1.3 的义
项因素，一级的 150 个词扩展出的词汇就更多了。
2.3.2 语法方面，考生应具备更为全面的知识
新《HSK》
（一二级）语法项目表虽然瘦身了，并省略了句子成分。但
是实际上，并非大纲中省略掉了的东西，学生就可以不学，因为这些内容
全部暗含在了大纲中，也作为考试内容出现在了样卷中。仅以补语为例：
结果补语：你听懂老师说什么了吗？
（二级样卷）
趋向补语：我 7 点 30 分去火车站，10 点前回来 （一级样卷）
情态补语：你的字写得真漂亮！
（二级语法项目表）
动量补语：我介绍一下，这是从上海来的李小姐。（二级样卷）
介词短语补语：他住在北京
（一级语法项目表)
可见《HSK 语法》中没有列出的项目，同样是考生应掌握和具备的语
法知识。在此想要说明的是，制定大纲不同于教材编写。编写教材可以依
据这样、那样的教学理论，根据教学需求，对某一语法点做具体的灵活处
理。大纲则不然，大纲是对考生应掌握内容的全面描述，因此，大纲中不
涉及的内容不应出现在样卷中。
3. 对《新 HSK 大纲》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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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以上分析，特对《新 HSK 大纲》提出以下建议。
（1）《新 HSK 大纲》（一二级）词汇表词性是否标注以及样卷中怎样
对待这一规则应考虑清楚，如果标注了词性，实际运用中对词性全然不顾，
是自相矛盾的，也不够严谨。
（2）词汇表中代词“这（这儿）”“那（那儿）”“哪（哪儿）”，三组
词的合并毫无道理，因为每组词的基本意思就不一样，合并了只会造成混
乱。
（3）《新 HSK》确立汉字（语素）构筑新词是考生必不可少的能力，
思路十分新颖，如果处理得当，教与学都可事半功倍，学习者更可终生受
益。中国人对于汉语词汇永远不会采取单纯记忆的方法，而是采用理解记
忆的方式，理解的基础就是字义（或称“语素义”）。但是汉字（语素）构
词时，其间的理据性至关重要，忽略了这一点，不仅不能提高学习者的学
习兴趣、学习效率，还会增加学习难度。
《新 HSK》样卷在运用汉字（语素）扩展新词上，常有缺乏理据的情
况。例如一级样卷：
我儿子在大学读书。
（一级动词：读； 一级名词：书 ）
你喝水吗？
好的，谢谢！ （一级形容词：好； 一级助词：的）
你是哪国人？ 中国人。
（一级名词：中国）
二级这样的例子也不在少数：
等一下
（一级数词：一；
一级名词：下 ）
不要吃太多。
（一级副词：不；
二级动词：要）
……，这本书很不错。（一级副词：不； 二级形容词：错）
我会跳舞，但跳得不怎么样。（一级副词：不； 一级代词：怎么样）
他在我们公司工作了两个月后去你们公司了。（一级名词：后面）
上面这些例子下划线的词都是扩展出的新词，以“读书”为例，学生
最先接触的“读”一定是“跟我读”的“读”；“书”也一定是“一本书”
的“书”，学生怎么会因此而联想到“读书”是“上学”呢？这种毫无理
据可言、只因是相同汉字拼合而成的词就强行使用的做法不符合语言实
际。更何况“一字多素”的现象在汉语中普遍存在；有的词还包括文化因
素，试想一级词中“水”
“上”
“人”
“家”都有了，
“水上人家”一词一级
学生也应该会用吗？缺乏理据性的扩展方法是完全违背汉语构词基本规
律的。
（4）词汇使用中，应考虑义项难度与等级的合适适应度。例如，二
级样卷中“小狗生病了，它今天什么东西也没吃”，
“什么”用于周遍性否
定。那么，就此推断，由“哪儿”
“谁”
“什么”
“多少”
“怎么”构成的同
类句子都可纳入《新 HSK》二级试卷。难度是否合宜？建议词汇使用中，
难度较大的义项可列为更高级的适用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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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建议句子成分纳入《HSK 语法》项目表，这本来也是汉语学习者
不可跨越的学习内容，同时可使汉语语法更具条理性。
（6）简化《HSK 语法》项目表中重复冗赘部分，例如二级语法项目表
中的“八、助词”下的第 3 小类中动态助词 “了”“过”与表中“十六、
动作的状态”下的第 3 小类，可合理简化。
（7）将《HSK 语法》项目按难易合理分配在各等级项目表中，摈弃随
意的做法。例如结构助词“的”为一级语法项目内容，结构助词“得”为
二级语法项目内容，结构助词“地”为三级语法项目内容，不管从实际运
用上，还是从语法难度上都不够合理。再如，用在数词后的量词。一级语
法项目中列出 2 项：一个、3 本；二级语法项目列出一项：“等一下”；
三级语法项目增加了“一双鞋”
“两条鱼”
“第 10 层”和“3 角 5 分”。如
果说二级语法中增加的“等一下”是动量词，确属新知识，三级语法中的
“双、条、角、分”根据什么道理进入三级呢？如果说量词有难易之分，
也不体现在“双、条、角、分”与“个、本”之间，而体现在“看了一遍”
“洗一把脸”和“一道难关”这样的确有特点的量词用法上。
（8）语法严重超纲是《新 HSK》样卷又一问题，2.1、2.2 都有说明，
这里不再重复。
余言
《新 HSK》大纲简洁、明了，在许多方面都有创新；要实现“考教结
合”
“以考促教”，必然要对一直以来的教学法进行改革，因此，
《新 HSK》
大纲对汉语教学而言，或许会掀起一场革命。
《新 HSK》重视学生能力的培养，特别是词汇方面，力图促使学生用
中国人理解汉语词汇的方法学习汉语，而非继续沿用翻译法学习生词，记
忆生词。但是建立一本和中国人一样的 “心理词典”并非易事，中国人
的“心理词典”是穷其一生建立起来的，怎样进行这方面的教学改革是摆
在每一位教师面前的任务。
虽然《新 HSK》大纲还有疏漏和不足，但我们相信，它会越来越完善。

注解：
1

国家汉办孔子学院总部编制（2010），《新汉语水平考试大纲 HSK 一级·前言》
（北京：商务印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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