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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汉语初学者汉字基本笔顺书写规律
及其相关因素研究

＊

陈　晨，　冯丽萍
（北京师范大学 汉语文化学院，北京１００８７５）

［摘　要］　笔画顺序是汉字书写的重要组成部分。文章以在母语环境下初学汉语的意大利学习者

为研究对象，通过纵向的笔顺书写情况调查、访谈、听写等方法，探究意大利汉语初学者汉字基本笔顺书

写的规律与发展情况。研究结果显示：学习者对“先撇后捺”笔顺规则的掌握在初期即较好，但是到学期

末的汉字书写中仍存在错误；“先横后竖”规则的正确性从学期初到学期末呈线性发展；其基本笔顺规则

的使用较大程度地受到“横”“撇”笔画是否为起笔的影响；学生的笔顺正确率影响其汉字听写正确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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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汉字是初级汉语教学和学习的难点，这是很多汉语第二语言教师和汉语学习者的共识，尤其是在辅

助汉语学习的现代教育技术快速发展的形势下，是否有必要要求学生按照笔顺规则书写汉字？这成为

困扰汉语教师和学习者的共同问题。在汉语第二语言教学中，我们也常常发现：有些学生在汉字书写时

没有任何顺序，但在最后一笔完成时，也能写出正确的汉字。那么，汉语初学者在书写汉字时，在笔顺方

面呈现出哪些规律，其笔顺书写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初学者笔顺书写规律与他们的汉字书写正确率之

间是否存在关系？

目前关于汉字习得或汉字字形书写偏误的研究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而关于笔顺规律的探讨却尚

待补足。在已有的汉字书写笔顺研究中，大多以儿童为对象。Ｌａｗ等采用抄写任务，对香港小学生的

笔顺书写进行调查，发现笔顺偏误可以分为笔画产出错误、笔顺错误和整字分解错误三大类，而笔画产

出错误又包括笔画书写方向相反、几个笔画连成一笔、一个复合笔画分成几笔等不同的类型；①孟文迪

在以４～７岁儿童为对象的研究中发现：前书写阶段的儿童对汉字书写笔顺规则是主动探索的过程，而

大班儿童已可以遵循笔顺规则进行书写。② 关于成年汉语第二语言学习者汉字书写中笔顺规律的研究

尚不多见，安然、单韵明（２００６）通过摄像机录制书写过程的方法，对非汉字圈学生的笔顺书写问题进行

了个案研究，认为学生书写汉字时的笔顺问题并不直接反映其汉语水平，学生带着原有的笔顺问题仍能

进入专业学习；③黄小雨以不同水平和不同 国 别 的 学 习 者 为 被 试，对 其 汉 字 书 写 中 的 笔 顺 规 律 进 行 考

察，将其书写错误分为笔画内产出错误（笔向、连笔、断笔）、部件内笔顺错误、部件间拆分错误等不同类

型。④ 从上述研究结果可以看出，虽然均以笔顺规则为研究主题，但研究者关于笔顺的界定并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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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涉及了汉字字形的识别和部件分解，以及笔画书写中的笔形、笔向、笔画顺序等不同的层面。而且

上述研究多以在目的语环境下学习汉语的留学生为研究对象，由于课时、学习目标、教学方法等因素的

不同，在本国母语环境下学习汉语的学习者在汉字学习和书写规律方面具有较大的差异，而且这类学习

者的数量在不断增多。因此，母语环境下汉语初学者的汉字笔顺书写规律仍有待深入研究。

关于笔顺，从汉字研究的角度说，目前比较普遍的观点认为：笔顺是写字时笔画的先后顺序，汉字笔

顺的基本规则包括：１．先横后竖（十），２．先撇后捺（人），３．从上到下（二、芳），４．从左到右（川、汉），５．从

外到内（月、同），６．从外到内后封口（四、国），７．先中间后两边（小、水）。① 仔细分析这些规则及其所举

例字可以发现，这７条规则在不同的层级上制约着汉字书写顺序：“先横后竖”与“先撇后捺”属于典型的

笔画层面上的顺序规则；而另外五条规则则属不同层面，如规则４例字中的笔画“丨”和部件“又”均是依

照从左到右的顺序书写而成，而规则７中“小”和“水”两个字的左边则分别为简单笔画和复合笔画。由

于汉字数量庞大、结构复杂，某一个层面的规则很难有效地解释汉字的笔画书写顺序，因此需要多个规

则配合使用。但不同研究中操作方式的不一致也影响了研究结果之间的可比性，因此本文将关注点集

中在基本的笔画顺序层面，以“先横后竖”和“先撇后捺”（以下分别简称为“横竖类”和“撇捺类”）这两个

基本笔顺规则为内容，考察汉语初学者的汉字书写规律。

具体来说，本文以在意大利学习汉语的成年学习者为对象，通过纵向跟踪调查的方法，研究以下问

题：他们在入门阶段的汉字基本笔顺书写规律如何发展？学生的汉字书写规律与他们的汉字书写正确

率是否存在相关？其汉字笔顺意识如何？这些问题的研究可使我们对意大利汉语初学者汉字基本笔顺

规律的习得情况有更深一步的认识，同时也为母语环境中的汉字教学和学习提供参考。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对象

我们选取了８名意大利汉语初学者作为研究对象，分别编号为Ｓ１－Ｓ８。其中４人来自意大利某大

学中文系一年级，另外４人来自意大利某孔子学院零起点班，年龄从１８到３５岁不等，其中女性６名，男
性２名。在调查期间，他们分别在大学或孔子学院通过正规的汉语课堂教学学习汉语（包括汉字知识及

书写规则等）。大学汉语课程每周８课时，孔子学院汉语课每周４课时，汉字不单独设课，教师将其作为

综合课的一部分讲授。
（二）研究方法

研究采用纵向跟踪的方法，在学期前、学期中、学期末分别进行汉字书写情况的调查。学期前调查

在学生正式开始学习汉语前进行，由汉字抄写和一对一访谈组成，历时约３０分钟，访谈目的是了解学习

者对汉字笔顺的态度和认识；学期中调查，在学习汉语约６周以后，调查任务为请学生抄写汉字；学期末

调查在学习约１２周以后进行，由汉字抄写、一对一访谈组成，访谈的目的是了解学习者对汉字笔顺的态

度、看法的变化及其学习策略。在３次汉字抄写任务中，学习者使用Ａｎｏｔｏ数码笔书写，不限时间，按

照自己的方式抄写汉字，Ａｎｏｔｏ数码笔记录学生汉字书写的全过程；研究者在观察过程中也记录了详细

的观察笔记，对学生在汉字书写中的错误、对错误的修正行为等进行了详细的描述。访谈中的交流语言

为英语，经学生同意后，访谈内容全程录音，最后进行转写和整理。为了考察学生的汉字笔顺规律与其

汉字书写正确率的关系，在学期末的汉字书写之后，进行一次汉字听写任务。只听写单个汉字，并采用

组词提示的方式（提示词语来自已学课本），比如“你，你好的你”。在正式实施之前，我们首先选择与这

些学生同质的学习者进行了汉字书写的预调查。
（三）研究材料

学习者在汉字书写之前会首先进行字形的识别与分解，因此根据以往研究中发现的影响汉字字形

·７·　第４期　　　　　　陈　晨，等：　意大利汉语初学者汉字基本笔顺书写规律及其相关因素研究

① 黄伯荣，廖旭东．现代汉语［Ｍ］．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１１：１５３．



识别的关键因素，①②并参考汉字书写预调查的结果，我们对书写汉字的笔画数、部件数、汉字结构、横竖

和撇捺笔画所在部件的笔画数，以及“横”和“撇”是否为起笔等因素进行了平衡。为了更好地将研究结

果与汉字教学的实际相结合，学期中和学期末的书写调查中所选汉字都来自学习者课本中出现的汉字；

学期前调查所用汉字参照后两次的材料进行选择，每次抄写汉字数量为８～１０个。最后一次测验的材

料来自本学期所学汉字。

三、结果和分析

（一）分析方法

根据本研究所关心的问题，我们首先确定汉字抄写中笔顺正确率和听写中汉字正确率的计算方法。

笔顺正确率计算方法。本文关心的是汉字书写中“先横后竖”（横竖）和“先撇后捺”（撇捺）两个基本

笔顺规则的书写情况。典型的横竖笔画是指类似“十”这样的形体，但是在预调查中我们发现，横－撇

（如“ナ”）、横－竖钩（如“扌”）等结构的书写规则与横竖结构类似，因此，在选字时我们也包含了此类结

构。在撇捺类中，包括了典型的撇捺结构（如“人”）以及变形结构（如“六”下面的撇、点）。在统计正确率

时，仅考虑同一部件内相邻两笔间这两种笔画规则的书写情况而不考虑汉字中其他部分的顺序或整个

汉字的书写正误。以“横竖”类中的汉字“田”为例，只观察“田”内部的一横一竖是否按照“先横后竖”的

规则书写，“口”字外框的书写情况不纳入计算范围；在“撇捺”类的“冷”字书写分析中，只观察“冷”字右

上部件是否按照“先撇后捺”的规则书写，其他部分的书写情况不纳入统计范围。若相邻两笔的书写同

时可用其他规则解释，例如“工”的第一、二笔虽为先横后竖，但也受从上到下规则的制约，此类结构不纳

入本文的分析。

在最后的汉字听写结果计算中，以听写的汉字为标准，出现多笔、少笔、位置错误等情况均记为汉字

书写错误，但不考虑书写中笔顺的正误情况。
（二）横竖和撇捺类结构的笔顺书写发展情况

根据上述方法对学习者在学期前、学期中、学期末３个观察点汉字书写中的笔顺进行统计，得到如

下结果，见表１：
表１　３个观察点横竖和撇捺类结构笔顺书写正确率平均数

学期前 学期中 学期末 平均

横竖 ０．３６　 ０．５７　 ０．７５　 ０．５６

撇捺 ０．８９　 ０．８６　 ０．９４　 ０．９０

　　注：正确率的计算方法：“横竖／撇捺类结构的正确笔顺书写次数”／横竖／撇捺类结构的数量

以观察点为自变量，以书写正确率为因变量，对横竖和撇捺类结果分别做单因素方差分析及３个观察点

的两两比较，结果显示：横竖类结构中，学期前与学期中、学期中与学期末的正确率差异不显著，但学期

前与学期中差异显著（ｐ＝．０２５＜．０５）；撇捺类结构３个观察点之间的正确率差异均不显著。

从两类笔画的数据可以看出，横竖类结构在学习者接触汉字之初错误率较高，但随着认字量和写字

量的增加，其书写正确率出现线性提高；而撇捺类结构在识字和写字之初，学习者书写中的正确率已较

高，但是到学期末的书写中，仍存在一定比例的错误。
（三）部件笔画数和笔画位置对横竖和撇捺结构中笔顺正确率的影响

由于本研究中仅关注“先横后竖”和“先撇后捺”类结构的书写顺序，因此，学习者书写中出现的错误

表现为违反这两个规则，即以“竖－横”或“捺－撇”的顺序书写汉字。例如，在书写“对”右边的“寸”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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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竖钩－横”的顺序；在书写“这”中“文”的第三和第四笔时，按照“捺－撇”的顺序。根据预调查中的

初步观察我们发现，横竖和撇捺所在部件的复杂程度（如笔画数的多少）、“横”和“撇”是否为部件的起笔

两个因素会影响学习者汉字书写中的笔顺，因此，我们对这两个因素对笔顺书写的影响做了进一步分

析。首先，计算所有待观察部件笔画数的均值，得到横竖和撇捺部件的笔画数均值分别为３．８９画和３．
６４画，因此我们设定部件笔画数为４画或以上为多笔画部件，３画或以下为少笔画部件；“老”中的“一”、
“冷”中的“丿”为起笔，“米”中的“一”和“这”中的“丿”则为非起笔。在分析部件笔画数和笔画位置的作

用时，分别对另外一个因素的作用进行控制。对学习者在不同条件下两种结构的笔顺书写正确率进行

统计，结果如表２：
表２　不同条件下横竖和撇捺类结构中笔顺书写正确率

结构类型

部件笔画数 笔画位置

多笔画 少笔画 起笔 非起笔

横竖 ０．５６　 ０．５２　 ０．５６　 ０．２９

撇捺 ０．９２　 ０．８９　 ０．８９　 ０．７５

方差分析结果显示：在横竖类结构中，在控制笔画数的情况下，“横”笔为起笔和非起笔的正确率差异显

著（ｐ＝．０２６＜．０５），非起笔条件下的正确率较低；在“横”均为起笔的情况下（在所选材料中未出现非起

笔，且所在部件笔画数存在较大不同的汉字），横竖结构所在部件的笔画数多少对其笔顺书写正确率无

显著影响。说明在多笔画部件内，横笔是否为起笔对于“先横后竖”笔顺规则使用的正确率有显著影响，

但在横笔为部件起笔的条件下，部件内笔画数的多少对“先横后竖”笔顺规则的书写正确率影响不显著。

在各种类型的部件中，部件内笔画数多且横笔为非起笔的情况下学习者的笔顺正确率最低，且数据波动

幅度较大。

从这一结果可以看出，当部件中的“横”为非起笔笔画时，学习者笔顺书写更容易出现错误，例如，按
照“撇－弯钩－横－横”的顺序书写“手”，按照“竖－横”的顺序书写“画”中的“十”，按照“竖－横－点－
撇－撇－捺”的顺序书写“米”等。但是所在部件的笔画数则无明显影响，违反“先横后竖”规则的错误既

可能发生在前面所示笔画数较多的部件中，也会出现在笔画数较少的部件中（如按照“竖－横－横”的顺

序书写“坐”中的“土”，按照“撇－横”的顺序书写“左”中的“ナ”）。

撇捺类结构的分析结果表现出与横竖类相同的趋势：撇捺结构所在部件的笔画数多少对其笔顺书

写正确率影响的差异不显 著；但“撇”为 起 笔 时，其 笔 顺 正 确 率 显 著 高 于 为 非 起 笔 时（ｐ＝．０１２＜．０５）。

从学习者的实际书写材料看，当所在的部件为简单的撇捺结构时，他们一般按照“先撇后捺”的顺序书

写，例如“人、冷、囚”中的“撇捺”；但是当撇捺与其他笔画共同组合成较复杂的部件时，学习者书写时的

笔顺则相对混乱。例如“因、太、天”中的“撇捺”结构因与“横”笔交叉，多位学生出现了“撇－横－捺”的

书写顺序；而在书写“爸”时，由于上部件结构复杂，在某些学生的书写中，出现了“左上撇－下撇－右上

点－捺”或“左上撇－捺－下撇－右上点”的顺序。除了我们关注和分析的笔画位置、部件笔画数等因素

外，在分析时我们发现，某些部件的特定形状也会对学习者的书写笔顺产生影响。例如“网”中的两个

“ ”，结构非常简单，但是很多学生出现了“先捺后撇”的顺序，问其原因，是由于该字形与意大利语中的

字母Ｘ形体相近，因此学生按照其母语字母的书写习惯来书写该结构。
（四）笔顺正确率与汉字听写正确率的关系

以上我们对在母语环境中学习汉语的意大利学生在书写汉字横竖和撇捺类基本笔画时的发展规

律、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那么笔顺的正确性是否影响学习者的汉字书写？为了探讨这一问题，我们在

学生一学期的学习结束后，对他们的汉字书写情况以听写方式进行了测验。测验材料为本学期所学的

２０个汉字，包括左右、上下、全包围、半包围等不同结构。测验结果显示：汉字听写平均正确率为０．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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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书写中，学生基本能写出汉字的总体轮廓，主要的汉字偏误类型为漏写笔画，例如“问”中的“口”漏写

最后一笔“横”，“这”中的“文”和“忙”中的“亡”漏写“点”；同时也有少量多写笔画的错误，如“音”的上面

写为“ ”。将学生在３次汉字抄写中笔顺正确率平均值与其汉字听写正确率进行比较，结果如表３：
表３　学习者的笔顺书写正确率与汉字听写正确率数据表

Ｓ１ Ｓ２ Ｓ３ Ｓ４ Ｓ５ Ｓ６ Ｓ７ Ｓ８

笔顺正确率 ０．８３　 ０．８１　 ９．７７　 ０．７２　 ０．６４　 ０．６０　 ０．５７　 ０．３８

汉字正确率 ０．７８　 ０．６７　 ０．６１　 ０．６７　 ０．６６　 ０．４４　 ０．６１　 ０．５６

采用Ｓｐｅａｒｍａｎ相关对数据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学习者的笔顺书写正确率与汉字听写正确率之间相关

显著（ｒ＝．７６１，ｐ＝．０２８＜０．５），也就是说，从学习者的实际书写结果来评价，笔顺正确率越高，其汉字字

形记忆和书写的正确率也越高。那么，从学习者对汉字笔顺的态度看，他们如何看待汉字书写中的笔

顺？采用哪些策略去记忆笔顺？我们对首次和末次访谈的内容进行分析，发现他们在笔顺意识与学习

策略方面表现出以下规律：

虽然所有学生都认为汉字书写笔顺很重要，但他们在实际书写中的方式并不一样。例如，在回答

“你认为按笔顺书写是否重要”的问题时，书写正确率较高的Ｓ１、Ｓ２和Ｓ４表示：“汉字有很多笔顺，你需

要去遵守，因为如果你写错了，你就改变了笔顺，我觉得从笔顺开始学习汉字是非常重要的”“汉字书写

是有规则的，是你需要去遵守的。我第一眼看到汉字，我就知道要按照从上到下，从左到右这样的顺序

去写”“我有一些自己的写字习惯，这有的时候会给我带来问题。我觉得应该放弃我的习惯，像中国人那

样写字”。而笔顺书写正确率较低的Ｓ６和Ｓ８则表示：“我觉得笔顺很重要，但是现在开始还太早，要等

到学习一些汉字以后再说”“笔顺虽然重要，但是我没有按照汉字书写的顺序去写这些汉字，我按照我自

己的顺序。我知道按照我自己的顺序写是不对的，但是如果我发现汉字的正确笔顺和我自己写的差不

多，那我就按照自己的写。”从这些内容可以看出，笔顺书写正确率的高低受到学习者对笔顺的重视程

度，以及实际书写方式的制约。

在访谈中，所有的学习者在初学时都表示“记住汉字的笔顺很难”，那么他们采用哪些策略和方法去

记住汉字笔顺呢？在回答“你采用什么方法记住汉字笔顺”这一问题时，Ｓ２表示：“一开始我不知道笔顺

的重要性，我觉得每个汉字都不一样，感觉无从下手。但我现在觉得它们或多或少是一样的，很多汉字

的部分是重复的，所以我觉得我的观点变了，这是一个简单的学习方法”“有的时候，我会想，哦，我之前

见过这个笔画，它和某一个笔画很像，比如我今天写的“医”（ｔｈｅ　ｄｏｃｔｏｒ），我之前写过‘人’”；Ｓ３表示“在

我看来，记住笔画的名字是很重要的。这样我们可以说出‘横－撇－捺’这样的汉字笔顺”；而Ｓ１和Ｓ４
都表示会重视老师所讲的笔顺规则，“我会看很多汉字，试着去找出那些老师教过我们的。然后我就会

按照老师教我们的规则去写这些汉字，像横、撇、捺”。此外，笔顺正确率高的学生也会有意识地反思自

己的汉字书写笔顺，例如，Ｓ４说道“老师上课时只会写一部分汉字，而不是所有学过的。所以，有的时候

我第一次遇到这个汉字，写的时候我就会想想它的笔顺”；Ｓ２回答“有时候我会想想自己写汉字的笔顺，

比如，我写完‘言’，我就会意识到，哦，我应该先写‘点’”。

因此，从汉字学习策略的角度来说，这些笔顺和汉字书写正确率较高的学生，不仅在意识和态度上

更加重视笔顺规则，而且在实际的学习和书写中，会有意无意地使用类比、自我监控与反思等策略。而

笔顺书写正确率较低的学生，方法则较为单一。Ｓ６、Ｓ７和Ｓ８在回答“你用什么方法记住汉字笔顺”的问

题时，他们的回答都是“练习，我会一遍一遍抄写汉字；”“如果我不认识这个汉字内部的一些东西，我只

是反复抄写复制它而已。”“我不知道按照什么顺序，我只能像画画那样”。除了方法的单一和低效，有的

学生汉字记忆的方法也会导致其书写正确率较低。例如Ｓ７在回答关于汉字记忆的方法时说道：“我觉

得你如果理解这个汉字的背景意义，记住它们就更容易。我觉得汉字的符号和真的东西有时候是很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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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它表达了人们的思想。就像汉字‘马’，就很像真实的马。再比如汉字‘门’，就真的很像门”。该学生

提到的形义联系的方法本是正确且符合汉字特点的，但是由于他过多重视汉字部件或整字的轮廓而忽

视细节，导致他在书写中出现较多笔画增减类的错误。

四、结　语

通过上面的数据分析与讨论，我们以横竖和撇捺类汉字基本笔顺规则为例，发现意大利汉语初学者

的汉字书写中，随着学习者认字量和写字量的增加，笔顺正确率逐步提高，其笔顺正确率在汉字层面受

到所写笔画是否为起笔的影响，这与以往相关研究的结果也相一致。Ｆｌｏｒｅ　ｄ′Ａｒｃａｉｓ的研究采用启动

命名的实验范式发现了首笔画效应，共享首笔画的汉字判断正确率显著高于共享尾笔画的汉字，这表明

笔顺可作为正字法的一部分存在于学习者的记忆系统中，并影响他们对汉字的识别和提取。① 本文的

访谈分析结果则发现：学习者笔顺书写正确率也受到他们对笔顺规则的重视程度、在汉字书写中的策略

等因素的影响，笔顺正确率高的学生更多地使用类比、自我监控等多样的策略来学习和记忆汉字。本研

究发现笔顺书写正确率与汉字听写正确率之间存在着显著的相关关系，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为回答“是否

有必要要求学生学习汉字笔顺”这一问题提供了参考，而在今后的研究中，不同环境、不同背景的学习者

在汉字笔顺书写中存在哪些共性与差异？如何依据学习者的汉字书写规律设计科学、高效的汉字教学

方式？尤其是在科技高速发展的今天，如何开发有效的汉字教学与学习技术以帮助初学者克服汉字这

一难点，都成为研究者们需要共同探讨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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