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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解题 

•1.1 分级阅读 

•针对不同年龄、阅读水平和理解能力提供
不同难度的文本材料； 

•分级阅读的目的 

•提高阅读理解能力，培养阅读习惯 

•有利于情智发育、知识增加、心理发展、
综合素质的提升。 

 



1.2文本过滤参数 

•文本分级的原则和标准 

•按年龄或年级分； 

•按阅读水平分级。 

•文本分级涉及到： 

•  认知能力 

•  知识背景 

•  目标期望值 

•  文本难易度 



1.3国外可参考指标 

•美、英发达国家对分级阅读的研究 

•分级阅读理论； 

•科学分级的原则； 

•能力水平测试的标准； 

•读者能力与文本能读之间的适合度参数。 

•涉及到教育学、心理学、认知科学、社会
学等相关学科。 

•政府行为、“总统工程” 

 



•1997年到2000年凯瑟琳.斯诺带领由18名著
名学者组成早期阅读委员会， 

•建立了美国早期阅读系统的理论和儿童阅
读的目标体系， 

•报告名为《培养成功的阅读者》。 

•2001年小布什总统通过《不让一个孩子落
下》法案(No Child Left Behind Act)， 

•奥巴马政府2009年7月宣布《冲向卓越》
（Race to the Top）计划， 
 



1.3英国的分级阅读研究 

•牛津大学花了20年的时间研究分级阅读， 

•1998年教育部一年投入3700万英镑,倡导
“英国阅读年”活动. 

•口号是“把阅读进行到底”。 



1.4日本的分级阅读 

•上世纪60年代初开展 “亲子20分钟阅读”
的分级阅读运动； 

•1999年日本国会通过决议，规定2000年为
儿童阅读年； 

•借鉴英国全民性的“阅读起跑线”运动, 

•口号是“阅读让希望与梦起飞”。 

•确定每年的4月23号是全国阅读日。  



1.5大陆的分级阅读 

•近几年逐渐“热”起来，方兴未艾。 

•不少出版社看到商机，推出系列丛书“桥
梁书”、“阶梯阅读”产品， 

•还有研究机构推出相关标准，如南方分级
阅读研究中心在分级阅读产品出版、制定
自己的分级阅读标准方面取得了一些区域
性成果。 

•   



二、美国分级阅读体系和标准 
•玛丽•克莱，阅读校正体系（Reading 

Recovery Program） 

•凡塔斯、潘尼，指导阅读体系(Guided 
Reading) 

•发展性阅读评介体系(DRA) 

•阅读能力等级计划(Degrees of Reading 
Power <DRP>) 

 



2.1 分级阅读的原则参数 

•1）综合能力训练原则 
–语言发展、 

–阅读能力、 

–写作能力， 

•2）系统性关系原则： 
–语言、 

–阅读； 

–写作； 

•3）循序渐进的原则。 



2.2阅读文本的分类标准 
•美国对英语阅读文本的分类： 

–文学作品， 

–信息类文章， 

–基本技能。 

•不同类型的文本有具体的标准 

•有关文学作品的阅读标准，按年级制定出
不同的细则，值得参考。 

•例如： 



一年级 

•能够提问和回答关于故事中的细节的问题。 

•能够复述故事的主要情节。 

•能够描述故事中的人物和地点。 

•能够判断表达人物感受，心情的词和短语。 

•能够分清谁是叙述者。 

•能够比较故事中不同人物经过的不同事件。 

 



二年级 

•能够提问和回答关于故事中“who，where，
when，why，how“（人物，地点，时间，
原因，过程）的问题 

•能够详细地复述故事（主题包括来自不同
文化的民间小故事，寓言） 

•能够判断故事的中心思想。 

•能够判断诗歌中的押韵，头韵。 

•能够比较同一个故事的不同版本（比如，
不同作者的改编的版本） 



 三年级 

•能够详述来自不同文化的小故事，寓言，
传说，神话故事等，并解释故事中的细节，
情节是如何体现其中心思想。 

•能够分辨叙述者的观点，故事中人物的观
点，以及自己个人观点。 

•能够解释不同的段落，章节在全文的作用。 

•能够比较同一个作者的不同作品中的人物，
情节发展等。 



 四年级 

•能够通过文本中的细节和例子来分析故事，
诗歌，剧本的主旨。 

•能够通过文本中的细节和例子来描述故事
中的人物，场景和主要情节。 

•能够比较故事的文本和改编的其他表现方
式，比如电影，话剧等。 

•能够比较不同的文化的作品对同一个主题
的不同的阐述方式。  



 五年级 

•能够准确地引用文本中的句子来回答问题。 

•能够客观地概括故事内容。 

•能够对比故事的不同人物或场景。 

•能够描述叙述者的观点如何影响了他的叙
述方式。 

•能够对比同一种文学类型的作品。  



 六年级 
•能够准确的引用文本中的句子，并分析句子

的意思和前后文的联系。 

•能够分析故事情节或戏剧章节如何展开,递进,
结束。 

•能够分析某一句话在文章中的作用。 

•能够分析作者如何建立人物或叙述者的观点。 

•能够表达自己阅读故事，剧本的感受。 

•（七—12年级从略）  



3.1美国蓝思阅读框架的参数 

•蓝思阅读框架是全美最具公信力的阅读难
度分级系统  

•目标：开发一套衡量学生阅读水平和标志
文章难易程度的标准，科学衡量： 

•文章难易度；  

•阅读能力。 



3.2文章难易度 
•从两个角度确定： 

•1）语义难度 

•2）句法复杂性 



3.2.1语义难度 
•以词义理解为主。包括以下参数： 

•1）常用词占比 

•2）生词量占比 

 



3.2.2句法复杂程度 

•主要看句子长度 

•长句的占比 

 



3.3分级阅读标准参数的细化 

•3.1文本难度相关因素： 

•1）书本的规模； 

•2）页面表现形式； 

•3）插图信息量； 

•4）概念的复杂性； 

•5）单词复现量； 

•6）内容意义的可预测性。 



3.4阅读水平单词测试法 

•判断原则： 

•根据对孤立单词认读量占比判断水平等级。 

•孤立单词的认读理解是否需要上下文语境
信息提示； 

•通过抽样语料库统计分析，制作出分级词
汇常模量表。 



 



 



 



3.5 阅读速度标准分级参数 

•美国阅读标准给出的每分钟阅读单词量分
级参数为： 

•初级： 80 —  158个单词； 

•中级：175 — 204个单词； 

•高级：214—1250个单词。 

•   
 



3.6中国儿童青少年 
分级阅读水平评价标准 

•南方分级阅读研究中心制定 

•把1—9年级分四学段。 

•第一学段（1—2年级） 

•第二学段（3—4年级） 

•第三学段（5—6年级） 

•第四学段（7—9年级） 

•用描述方式，介绍该学段阅读文本选择的原则性
建议。 

•缺乏严谨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 



第一学段（3—4年级） 
•1.选择内容丰富、形象具体、文字少、故事

趣味性强的童话图画书（一年级加注拼
音），图画书与文字书所占比例不少于1/2。
逐步增加文字的阅读量，让儿童青少年在
有趣的图象和文字的结合中，感受阅读的
乐趣。 

•2.选择具有更多现实性、体验性、思考性
的童话故事、寓言故事、童谣等，使儿童
青少年的情趣更加浓厚，吸引其独立阅读
完一本书。 

•3.选择带有具体感知的动植物知识的启蒙
读物，激励儿童青少年产生更多的科学兴
趣  



第二学段（3—4年级） 
•1.选择浅显的具有哲理性的故事，帮助儿童

青少年区别现实与幻想的差异，分辨美丑
是非善恶，初步认识人类社会。 

•2.增加散文、诗歌、科幻等多种体裁的读
物, 提供轻松幽默且品味高的作品，满足儿
童青少年日益增长的求知欲和阅读的需求。 

•3.增加科普知识，扩大儿童青少年的视野。 

•4.选择具有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精神、具
有传统文化精髓的故事，激发儿童青少年
的爱国主义情怀。  



3.7国内推荐书目举例 

•推荐书目：0—3岁 40种； 

•推荐书目：4—6岁 40种； 

•推荐书目：7—8岁 40种； 

•推荐书目：9—10岁 40种； 

•推荐书目：11—12岁 40种； 

•由于缺乏科学的分级阅读标准评测参数，
难免见仁见智。 



四、书面汉语的特点与 
美国分级阅读标准的汉化 

 



4.1 书面汉语的特点 
•1）汉字载体“中介” 

• “形、音、义、用”多重属性； 

•2）词语理解 

•推敲字理、考究字义 

•新词创造的“命名学”传统：专有名词、
术语、略语、熟语 

•3）句子使用与理解 

•讲究字斟句酌、遣词造句、 

•4）文章分析理解 

•轻句法、重微言大义 



4.2美国标准“汉化”的思考 
•1）两个指标：语义难度和句法复杂性 

•2）中文的表现：词义表达透明度 

•3）主要难点：语用原则和语义理解。 

•4）对策思路： 

•a 基于“组字成词、组词成句”原理， 

•b 将多元复杂性问题转化为基于语料库的汉
字属性挖掘， 

•c 建立“根词语素相关性构式语块”分级常
模量表，作为评估语义难度和句法复杂性程
度的“转移矩阵”。 



4.3中文分级阅读可参考标准 

•1）现代汉语常用字表（3500字） 

•常用字2500字；次常用字1000字 

•2）现代汉语常用词表（65000词） 

•3）老HSK汉字词汇大纲（8822词、2906字） 

•4）新HSK词汇大纲（5000词、2628字） 

•5）中小学语文教学大纲和分级生词表 



4.4 “常模量表”的基础 

•性质：评估不同阅读理解能力平均水平的
字、词、语的等级量表； 

•具有标准化指标系统的科学性和权威性。 

•功能：衡量评估语言知识程度等级的均衡
概率指标。 

•研制：基于大规模平衡语料库的字频词频
统计结果、进行抽样检验信度测试和试行、 

•经有关职能部门审核批准可获“标准”颁
行。 



4.5常模量表研制的语料库建设 

•1）中小学语文教材分级语料库； 

•2）中小学课外阅读抽样语料库； 

•3）中小学作文抽样语料库； 

•4）中小学分科分级教材抽样语料库； 

•5）对外汉语教材抽样语料库； 

•6）当代汉语流通语料库（9类、1400万字） 

 



五、汉字等级属性 

•5.1已有属性标准 

•1）现代汉语常用2500字； 

•2）现代汉语次常用1000字； 

•3）老HSK（8822词）4级共2906字 

•4）新HSK（5000词）6级共2628字 

 



5.2平衡语料库字频统计 

•当代汉语流通语料库 

•《红楼梦》全文语料库 

•《三国演义》语料库 

•《莫言全集》语料库 

•对外汉语教材抽样语料库 

•经典诵读语料库：《论语》、《三字经》、
《百家姓》、《千字文》、《弟子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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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与讨论 
•1）分级阅读文本过滤标准中的语用参数是

一个复杂集； 

•2）汉字功能属性对参数集的投射具有不完
备性； 

•3）基于大规模平衡语料库的构式语块常模
量表研究，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 

•4）中文分级阅读是一个宏大的社会性系统
工程。需要多专业协同攻关，以望克成。 

•本研究不当之处，敬请不吝赐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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