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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汉字和《规范汉字表》
李 宇 明
提要 规范汉字是经过简化和整理的现代汉语用字，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通用文
字。本文从时代性、地域性、领域性、规范性四个方面对规范汉字进行了论述，并对《规范
汉字表》研制中如何处理异体字、类推简化，如何确定字量字级、标示汉字属性、排序等问
题，发表了看法。
关键词 规范汉字 《规范汉字表》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以下简称《通用语言文字法》
）第二条指出：
“本法所称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普通话和规范汉字。”第三条指出：
“国家推广普通话，推
行规范汉字。
”《通用语言文字法》正文使用规范汉字或通用（语言）文字计 30 余处，但当
前无论在学术研究界还是在社会实践中，对“规范汉字”的内涵与外延都还缺乏明晰的认识。
有效界定规范汉字，实为时代之需，执法之急。本文对“规范汉字”和正在研制中的《规范
汉字表》发表些不成熟意见，以就教于方家。

一、关于规范汉字
理论上可以这样定义规范汉字：
“规范汉字是经过简化和整理的现代汉语用字，是中华
人民共和国的国家通用文字。”第一句表述规范汉字的实质，第二句表述规范汉字的法律地
位。规范汉字的法律地位，由《通用语言文字法》赋予，毋需再论，下面仅谈定义的第一句
话。
“规范汉字是经过简化和整理的现代汉语用字”这一命题，隐含着规范汉字的四种特
性：时代性，地域性，领域性，规范性；换言之，应当从“时代、地域、领域、规范”四个
方面来界定规范汉字。
（一）时代性
汉字经数千年孽生积淀，字量已八万有余。看些资料：
(1)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不计“重文”）9353 字
(2)晋，吕忱，《字林》，12824 字
(3)梁，顾野王，《玉篇》，16917 字
(4)唐，孙强，《玉篇（增字本）》，22561 字
(5)宋，司马光，《类篇》 ① ，31319 字
(6)金，韩道昭，《四声篇海》 ② ，56001 字
(7)清，《康熙字典》，47000 多字
《类篇》由王洙、胡宿、张次立、范镇等相继编修，于 1066 年由司马光最后整理而成。
《四声篇海》原名《改并五音类聚四声篇海》，又名《重编改并五音篇》，成书于 1208 年，即金章宗泰
和八年。详见李建国（2000，P142）。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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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915 年，陆费逵等《中华大字典》，48000 多字
(9)1986 年，《汉语大字典》，56000 字左右 ①
(10)《中华字海》，86000 字左右。
最早的字典《说文解字》收字 9000 多，晋代《字林》已过万，唐代《玉篇（增字本）》
超过 2 万，宋代《类篇》超过 3 万，金代《四声篇海》是古代字典中收字最多的，已达 56001
字，字量甚至比 1986 年出版的《汉语大字典》还多。字量最大的当数近年出版的《中华字
海》，收字已逾 8 万。 ② 从《说文解字》问世（公元 121 年）至《中华字海》出版不到 1900
年，汉字增加了 7 万多，平均每年增添字量约 38 个。
如此浩瀚的字量，其实并不代表任何一个时期的用字状况，其中多数是收而备查之字，
有些是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类推简化字。除此之外，有许多也是古用今不用或今用古不用的。
很显然，规范汉字只是这 8 万余字中的一小部分。
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提出规范文字的要求。起码自秦以降，各代都有各代的规
范文字（正字）。秦汉时规范汉字是小篆，唐代规范汉字是颜元孙《干禄字书》中所谓的正
体，今天的规范汉字应是现代汉语用字。现代汉语是指 1919 年“五四”运动以来逐渐形成
的现代汉民族共同语 ③ ，亦即今之普通话，因此也可以说，规范汉字就是记录普通话的汉字。
普通话不是封闭的匀质的语言体系，而且还在不断吸收古代和方言的语言成分； ④ 普
通话除表达现实生活之外，还会谈论历史，需要使用历史词语。 ⑤ 因此，记录普通话所需汉
字有一般与特殊之分。特殊用字，主要包括历史词语的特殊用字和吸收古代、方言语言成分
时的特殊用字。没有这些特殊用字，就不能满足普通话的表达需要，所以它们也应属于今天
规范汉字的一部分。
（二）地域性
汉字的使用有共性，但也具有地域性，各地的方言字就是汉字地域性的表现之一。特
别是千百年来汉文化不断向四周辐射，华人一代一代移居世界各地，汉字也随之远播。如今
海外有些国家、地区和华人社区仍使用汉字。方言用字暂且不论，目前海内外使用汉字的情
况可分三种： ⑥
a）简体字系统，包括简体字和传承字。如中国、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海外的其他华人
社区。
b）繁体字系统，包括繁体字和传承字。如我国的台湾、香港、澳门和其他一些海外华
人社区。
c）日韩汉字系统。
不同的汉字系统，使用不同汉字系统的区域，汉字规范观念有差异，规范汉字的概念
亦有差异。我们的规范汉字，显然是指简体字系统。
（三）领域性
这里的“领域”是指用字领域，不同领域用字有不同特点，字量不同，字种也有差异。
韩敬体先生告诉作者，有人统计，这部词典实际收字只有 54000 多字。
将古今汉字全部收集起来，肯定还不止此数。要精确统计字量是困难的，好在本文的目的不在于精确统
计字量，只是说明汉字字量发展的轮廓。
③
广义的现代汉语，还包括现代的汉语方言。
④
普通话也吸收外语成分，从书写角度看，吸收的方式有两种：一是使用汉字，二是使用字母。使用的汉
字一般是现代汉语用字，字母则不属规范汉字讨论的范畴，因此讨论规范汉字的时候可以不考虑吸收外语
成分的问题。日本的情况有点特殊，汉语向日本借词有“原型照搬”的习惯。日本当用的 1945 个汉字中，
有一些是特殊的日用汉字，有一些在字体上与我国现行汉字有差异。可考虑将特殊的日用汉字列个清单，
以备临时借用。但不宜将这些字作为规范汉字的组成部分。
⑤
历史词语指记录历史事物的词语，如“皇帝、郦食其、阿房宫、汴梁”等。
⑥
这三种系统的划分是从总体上着眼的。在具体的语言生活中，使用简体系统的也会夹杂些繁体字，使用
繁体系统的也夹杂些简体字，日本韩国也会偶用华人社区的简繁字，日韩汉字也会偶然进入华人社区。
①
②

惧闲聊斋供稿

2

李宇明．中国语言规划论．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148-164．
原载《中国语文》，2004（1）：61-69．

现代基础教育领域的用字量大约需 3000～3600。看些资料：
（1）1954 年，中国大辞典编纂处，《识字正音 3500 字表》，3559 字
（2）1965 年，北京市教育局中小学教材编审处，《常用字表》，3100 字
（3）1984 年，人民教育出版社，《六年制小学语文课本统编教材生字表》，3189 字
（4）1988 年，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国家教育委员会，《现代汉语常用字表》，
3500 字
这大致反映了我国现代教育领域的用字情况。一般的新闻出版领域，用字量大约在
6000 以上 8000 以内。下面是有关资料：
（1）1965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
《印刷通用汉字字形表》，
6196 字
（2）1976 年，七四八工程查频组，《汉字频度表》，6376 字
（3）1981 年，国家标准局，《信息交换用汉字编码字符集·基本集》，6763 字
（4）1985 年，北京航空学院计算机科学系、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汉字处，
《社会科学
自然科学综合汉字频度表》，7754 字
（5）1987 年，新华社技术研究所，《1986 年度新闻信息流通频度》，6001 字
（6）1988 年，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署，
《现代汉语通
①
用字表》，7000 字
人名地名、科技、中医药、考古等领域也会用到一些特殊的字。大型词典、大型丛书
的用字量较大，例如：
（1）清，《四库全书》（不含小学类），27160 字
（2）近代，《四部丛刊》（不含小学类），28222 字 ②
（3）1979 年，《辞海》，14872 字
（4）《汉语大词典》，29000 多字
规范汉字显然不能也不该覆盖所有的用字领域，其主要涉及的应是教育和一般的新闻出
版等领域。人名地名和科学技术是现代信息传递不可缺少的领域，中医药、考古等今天仍然
十分活跃，因此规范汉字也应包括这些领域。至于囊括古今文献的大型丛书和大型字书的用
字，就不一定是规范汉字能覆盖的领域。此外，将古书按照今天的书写习惯重新排印的“古
书今排”现象，也是现代文字生活的一个重要部分，界定规范汉字是否要考虑“古书今排”
问题，需仔细研究。
（四）规范性
规范汉字既称“规范”，就是经过整理的。不同时代对文字整理的内容和方式有同有异，
规范标准有宽有严，但经过整理是共同的。秦代实行“书同文”，许慎《说文解字·第十五
上》说：
“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斯作《仓颉篇》，中
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
，太史令胡母敬作《博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
者也。”③ 小篆作为秦汉的规范文字，是经过李斯、赵高、胡母敬 ④ 等人（包括后来的《说文
解字》）整理的。以颜师古的《颜氏字样》、杜延业的《群书新定字样》和颜元孙的《干禄字
书》等为代表的字样之学的著作，对唐代的文字进行了整理，确定了唐代文字的正体。 ⑤
现代的规范汉字也应是经过整理、具有规范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字整理工作从简
以上材料均见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署 1988 年 3 月 25 日发布的《现代汉
语通用字表》的说明。
②
《四库全书》和《四部丛刊》的数据，由张轴材、王晓明先生提供，非常感谢。
③
许慎（121，P315）。
④
“胡母敬”亦写作“胡毋敬”
。新版《词源》
“胡母”条云：
“复姓。……按‘母’亦作‘毋’。旧有读mǔ、
读wú二说……”
⑤
参见李建国（2000，P113～122）。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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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汉字始。1956 年，政府公布“简化字方案”，有 515 个简体字和 54 个简化偏旁，1964 年
类推成为有 2236 个简化字的《简化字总表》，1986 年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将其稍作调
整重新发表。
《简化字总表》和 1965 年公布的《印刷通用汉字字形表》，形成了简体字系统
的字形规范。1988 年发布的《现代汉语通用字表》，初步确定了现代汉语通用字的字量。1985
年，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国家教育委员会、广播电视部发布的《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
确定了现代汉语通用字的读音规范。规范汉字应在此基础上扩大整理范围，形成新的规范。
从时代性、地域性、领域性和规范性四个方面看，规范汉字不是纵贯古今、横括海内外、
覆盖所有用字领域的自然发展的汉字，而是特定时代、特定地域、特定领域的经过整理具有
规范性的汉字，将其定义为“经过简化和整理的现代汉语用字”是可取的。

二、关于《规范汉字表》
语言文字的规范有刚柔之别，文字规范属于刚性规范，只有内涵定义往往是不够的。古
代文字规范常由字书或启蒙读本体现，如《说文解字》、《干禄字书》、
《康熙字典》等字书，
秦时的《仓颉篇》、
《爰历篇》、
《博学篇》，汉代史游的《急就篇》，南朝周兴嗣的《千字文》、
相传为宋代王应麟所编的《三字经》等启蒙读本。现代则多采用字表方式，用枚举法明确划
定外延。如我国的《现代汉语常用字表》
、
《简化字总表》、
《现代汉语通用字表》
，日本的《当
用汉字表》，新加坡的《简体字总表》
，马来西亚的《简化汉字总表》等。为达到用枚举法明
确划定规范汉字外延的目的，应当制定一个科学的代表现代汉语用字规范的《规范汉字表》。
早在 20 世纪 90 年代，国家有关部门就曾立项研制《规范汉字表》。2001 年国家语委再次立
项，2003 年列入教育部工作要点，以求有成。
（一）研制《规范汉字表》需考虑的新情况
《规范汉字表》的研制，是对以往关于汉字、特别是现行汉字研究、整理成果的梳理集
结，同时也是为了适应新世纪的语言生活。随着时代的进展，对制定汉字规范具有影响的语
言因素和非语言因素都发生了一些重要变化。比较重要的变化有：
1.教育逐步得到普及，人民文化水平有了很大提高。1949 年我国文盲半文盲高达 80％
以上。 ① 2000 年全国已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青壮年文盲率降至 4.8％，成人文盲率降至
8.72％。② 教育普及和文化水平提高，社会用字必有所变化，对文字规范的要求会有所提高，
而且扫盲已不再是文字整理需考虑的主要问题。
2.对汉字发展规律有了新认识。长期以来，简化被看作汉字发展的基本规律，甚至认为
汉字越简越好。其实汉字要很好发挥交际作用，应保持相对稳定，特别是汉字经上世纪五六
十年代简化之后，已没有必要再大量简化， ③ 因此 1986 年正式宣布废除了《第二次汉字简
化方案（草案）》。过去还曾认为，表音文字是最先进的文字，汉字的发展方向是拼音化，但
时至今日，仍看不到汉字一定要拼音化的发展趋势。 ④ 汉字整理决非权宜之计。
3.对传统文化的态度发生了变化。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人们也更关注文化的多样性，
对传统文化的研究与学习提到了较为重要的位置。毋庸讳言，早年在制定文字规范时，对文
化传承问题的考虑是不充分的。
4.随着国家的改革开放，海内外华人在文化、科技、经济等方面的交往日趋频繁，现在
制定汉字规范，不能不认真考虑海内外交往的需要，甚至也需将日韩汉字系统和外国人的汉

①
②
③
④

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2001，P2）。
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2002，P101～102）。
下文将论述，汉字的临时简化还是需要的。
虽然汉语拼音在现代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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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学习纳入视野，尽量不扩大汉字各系统间的差别。
5.“人人交际”是过去的主要交际方式，现已逐渐进入信息时代，计算机和互联网介入
生活越来越普遍、越来越深入，
“人机交际”成为制定文字规范必须认真考虑的因素。
“人人
交际”几千字便基本够用，且要求文字规范要多些柔性；而“人机交际”则要求文字规范有
较多的刚性，整理汉字的数量也要多一些。两种交际的文字规范观念不同，对规范标准的要
求也有重要差别。
6.新时期，语言生活特别活跃，文字使用也会随之发生一些变化，文字规范必须与时俱
进，适应新的语言生活。
（二）《规范汉字表》需解决的若干问题
第一，重新审视已有规范
已有的文字规范，由不同时期不同人制定，尽管他们都是智者，但“千虑一失”的现象
难免，规范之间也有不尽协调不尽一致的地方。制定规范必受时代各种因素的制约，规范也
有不甚完备之处。因此对已有的相关规范有重新审视之必要，以纠正明显疏漏，弥合规范之
间的矛盾。例如：
1.异体字
仔细推敲，“异体字”概念的使用并不一致：A.指音义相同但形体不同的一组字，概念
中没有渗入规范的成分，如说“岭、岺”是一组异体字；B.异体是对正体而言的，如“岭”
是正体字，“岺”是“岭”的异体字。A 适用于对汉字没有整理时或在整理过程中，B 出现
于正异确定之后，可以用于汉字整理过程中和汉字整理之后。本文“异体字”的概念严格限
于 B。
正体字和与之对应的异体字，本应音义全同，但在 1955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和文
字改革委员会联合发布的《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中，正异之间的字义关系却错综复杂，大
致可以概括为全同型、包容型、反包容型、交叉型四种： ①
全同型是指正异之间音义皆相同，如“岭”和“岺”。
包容型是指正异之间音同但意义多寡不对等，正体字有多个义项，异体字只有正体字的
某个或某些义项。在字义上正体字包容异体字。例如“雕”有两个义项：①一种凶猛的鸟。
②雕刻。它的异体字“鵰”只有义项①，“雕”包容“鵰”。 ②
反包容型也是指正异之间音同但意义多寡不对等，它与包容型不同的是，异体字有多个
义项，正体字只有异体字的某个或某些义项，在字义上异体字包容正体字。例如“熔”只有
“熔化”一个义项，但是它的异体字“镕”按照 1979 年版《辞海》的解释有三个义项：①
熔化；②铸器的模型；③矛的一种。显然“镕”包容“熔”。 ③
交叉型是指正异音同但意义交叉。正体字和异体字都有多个义项，两者只在某个或某些
义项上重合，正体字不能包容异体字的所有义项，异体字也不能包容正体字的所有义项，正
异义项之间形成交叉关系。例如，
《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中“雕”的异体字还有“彫”
。
“彫”
起码有两个义项：①同“雕刻”之“雕”。②同“凋零”之“凋”。因此，“雕”与“彫”是
交叉关系。
字义关系是全同型和包容型的，称“狭义异体字”，字义关系是反包容型和交叉型的，
称“广义异体字”。
《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对异体字作了废除处理，而且没有很好区分狭义
与广义，一些广义异体字也被废除。异体字整理在历史上起了不小的积极作用，但也暴露出
一些弊端，应重新审视：a)应把异体字限制在狭义范围内；b)复查对每个异体字处理的合理

①
②
③

对异体字的分类有多种，各类异体字的名称也不统一。可参见高更生（1991）和张书岩（2002）。
此例引自张书岩（2002，P6）。
当然，现在“镕”已经恢复了正体字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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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c)异体字可以存而不废， ① 因为异体字在一些人名地名（包括古代的人名地名）中还用
得到，进行学术研究还用得到，阅读（包括检索）1955 年之前的文献和现代海外汉语文献
时还用得到。存而无害，废却有弊。
2.类推简化
《简化字总表》的第二表，规定了可作简化偏旁用的简化字 132 个、简化偏旁 14 个，
但对类推简化的范围和规则没明确说明，仿佛可以无限类推。几十年语文实践表明，完全不
作类推简化不大可能。例如，西汉扬雄所著的有“悬之日月而不刊”美誉的《方言》，全名
为《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有词语“輶轩”
；南北朝颜之推《颜氏家训·音辞第十八》：
“南方水土和柔，其音轻举而切诣，失在肤浅，其辞多鄙俗。北方山川深厚，其音沈浊而鈋
钝，得其质直，其辞多古语。”有词语“鈋钝”。今天讲方言、编辞书，“輶轩、鈋钝”这两
个词还会用到。
《简化字总表》和《现代通用字表》都收“轩、钝”而不收“輶、鈋”，即“轩、
钝”简化而“輶、鈋”未简化。
“輶轩”同属“車”旁，
“鈋钝”同为“金”旁，但其偏旁都
是一简一繁，书写这两个词时简繁并连，如上文这样，实悖书写习惯。《现代汉语词典》收
“輶”字，
《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用到《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书名，都将
其左偏旁“車”简化为“车”。
但是无限类推简化弊端很大，比如，可能类推出一些重（chóng）字和结构不美观的字，
而且还将极大增加汉字字量，而所增之“简化字”有许多又难得一用。现在有字书尝试无限
类推，使汉字数量大增，已引起学界关注甚至不满。看来可行之法是实行有限类推简化。所
谓“有限类推简化”包括两层含义：
a)在特定的用字范围之内（比如《规范汉字表》）类推出固定的简化字。
b)在某特定用字范围之外，根据用字需要依照一定规则临时类推简化。比如可以制定这
样的临时类推简化规则：①具体规定可类推简化的偏旁（或简化字），以及它们所在的字的
部位，并给以示例；②同一篇文章、同一部著作、或同一系列丛书，采用同一类推简化标准；
③规定不许或不需临时类推简化的情况；④如果同一著作或系列丛书类推简化的字较多，可
附临时类推简化表，以方便读者和计算机信息检索。
3.地名用字
过去曾用同音替代法处理过一些较为生僻的地名用字，如用“爱辉”替代“瑷珲”，用
“务”替代“婺”等。地名是文化的活化石，地名具有很强的理据性，地名是当地人乡土情
感归属的象征性符号。地名的这些特点被同音替代后是否会受到破坏？而且，当时用同音替
代法处理地名用字是个案式的。例如贵州婺川县改为务川县，但江西的婺源、婺江仍用“婺”，
产于婺源的“婺绿”茶、流行于浙江金华一带的“婺剧”都仍用“婺”。对处理地名生僻字
的同音替代法，应重新权衡其利弊得失。此外，过去简化汉字也采用过同音替代法，对此也
应重新审视。
第二，确定字量和字级
要通过对社会用字情况调查来确定《规范汉字表》的字量和字级。调查的方法主要有以
下几种：a)利用各种语料库、数据库对用字情况进行科学的统计分析，把握现实用字实际；
b)对大型现代汉语辞书（不包括古今汉字兼收的字书）和有影响的大型系列丛书的用字情况
进行调查和统计分析；c)对已有的字表、字频统计数据进行分析；d)向有关行业部门和科研
机构征询相关领域的用字情况。对这些调查结果进行综合、分析后，就可大体确定《规范汉
字表》的字量，再经合理适度的人工干预，便可将字量最后确定下来。据估计，这个字量可
能超过一万。
确定字级的基本原则是社会通用度。《规范汉字表》大致设想为三级：第一级为“常用

①

这是裘锡圭、曹先擢二位先生的建议，我认为很有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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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字量大约为 3000～3600，主要解决基础教育用字问题。第二级（包括第一级字在内）
为“通用字”
，字量约在 6000 以上 8000 以内，主要解决社会通用字和新闻出版领域的一般
用字问题。第三级为“特用字”，在前两集的基础上再加一些特殊用字领域的特殊用字，基
本解决人名、地名、科技、中医药、考古等领域用字问题，基本解决大型现代汉语辞书、系
列丛书用字问题，基本解决现代汉语的特殊用字问题（即上面所说的历史词语的特殊用字和
普通话吸收古代、方言语言成分时的特殊用字）。有此三级（或者再少增加一些字），也许“古
书今排”的需求亦可满足。
第三，理清字际关系，标示有关属性
汉字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字与字之间的形音义关系异常纷繁。几十年来，用辞书、
字表的方式对现行汉字进行了不断整理，取得成绩不小，但整理的字量范围和精度都还不足
以制定《规范汉字表》，学术研究和整理的任务仍相当艰巨。
1.字际关系
处理好规范字、异体字、繁体字的关系，合理安排三者的位置，是《规范汉字表》的重
任之一。字际关系的处理，既讲究科学性，又须便于操作。便于操作的意思是，既易于将三
者区分清楚，以利规范汉字的推行，又能将三者有效关联，以利于在现实文字生活中三者对
转和信息检索。
同时，需对一定范围内的传承字进行整理，新入字表的传承字，还应依照现在印刷新形
体确定标准字形。《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规定了使用繁体字的场合，教学、科研、古书出
版还需要使用繁体字。繁体字系统也存在着异体、讹变，需要整理。通过对繁体字系统的整
理，可帮助《规范汉字表》更好处理正异繁关系。繁体字与简体字还存在着新旧字形的差异，
为繁体字规定新字形的标准，恐怕也是整理内容之一，因为在繁简合用的场合，字形不能一
新一旧；在需要对一些字临时类推简化时，繁体字有新字形也会方便许多。
2.汉字属性标示
汉字属性分形音义三方面，字表不是字典，无须将汉字属性标示无遗。对字表而言，形、
音属性是主要的，字义只在必要时（如有助于说明读音、区分字形、辨别正异繁关系等）才
作简要提示或词语例示。
标示字音就需审音。不仅要审过去未审之字音，而且要根据语言变化对有些字、词读音
重审。例如安徽“六安”、江苏“六合”之“六”（lù），现在当地人已多读 liù，“六”的这
个字音要不要改动？“亚洲”之“亚”、
“法国”之“法”、
“柏林”之“柏”
、
“氛围”之“氛”
等，社会读法已不一致，怎样裁定？此外，一些古代的人名地名，如“郦食其、龟兹”等，
人们常依现代字音来读，为省却特殊记忆之苦，能否干脆将现代字音定为它们的标准读音？
这些都是值得讨论的问题。
字形属性的内容很多，字表只需标示如下一些：①规范字及其相应的繁体字、异体字；
②笔画数；③笔顺；④归部。此外，必要时还需标示某些字的笔形、部件，或是对笔形、部
件组合后形成的相交、相接、相离状态等作注说明。
上述这些需要标示的字形属性，归部的难度较大。自《说文解字》起，汉字就利用部首
来编排，每个汉字都要归入一定字部。随着汉字形体的变化和字典编排技术的演进，古今部
首数量变化不小。请看：
（1）东汉，许慎，《说文解字》，部首 540
（2）南朝，顾野王，《玉篇》，部首 542 ①
（3）金代，韩道昭，《四声篇海》，部首 444 ②
（4）明代，《六书本义》，部首 360 ①
①
②

其中与《说文解字》相同者 529 个。
将《玉篇》542 部删去 121 部，又依《龙龛手鉴》增 23 部。详见李建国（2000，P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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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明代，梅膺祚，《字汇》，部首 214 ②
（6）《现代汉语词典》，部首 189，另有“X见X”类部首 30 ③
（7）1979 年，《辞海》，部首 250
（8）1987 年，《辞源》，部首 214，另有“X 同 X”类部首 29
（9）《汉语大词典》，部首 200，并有附类部首 50，共计 250 ④
（10）《汉语大字典》，部首 200，并有附类部首 53，共计 253
（11）1983 年，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国家出版局，
《汉字统一部首表（草案）》，部首
201 ⑤
部首数量古今嬗变，部首分合各家不一，同一汉字的归部也有歧异。《规范汉字表》要
标示每个表内字的归部，必须根据现行汉字的实际情况，综合现代重要辞书的处理方案，在
《汉字统一部首表（草案）》的基础上统一部首的数量与形体，明确字之归属，做到“部有
定数，字有定部”。
第四，合理排序
汉字排序方式有频序、音序、形序多种，形序又有以笔形为序、以笔画数为序和以部首
为序等分别。古今大量的辞书、字表，已经积累起丰富的排序经验，但汉字排序上的许多细
节还未解决，有待完善。更为重要的是，《规范汉字表》同辞书的性质不同，须便于不同领
域使用，便于所有表内字的查找对照。因此可能需要采用多种方法排序，或不同字级的字采
用不同的方法排序，或用多种方法排出多个不同用途的字表，其中一个为主表，其他为附表。
以上四个问题只是举例性的，还有一些相关问题也需解决。这些问题的有效解决，就能
实现 1986 年 1 月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提出的“定量、定形、定音、定序”的汉字标准化
的目标。 ⑥

三、余言
《规范汉字表》肯定会对已有规范进行修补，但改动须异常审慎。语言文字涉及全社会，
规范的改动必然会给人带来重新学习的负担。而语言文字规范的掌握一般是在学习阶段，一
旦掌握就可能终生不变。如“象、像”的区分，
“呆板”中“呆 dāi”的读音，至今还困惑着
不少人。因此对已有规范，可改可不改者不改，可大改可小改者小改。非改不可者，也要做
好宣传，并在执行中保持一定弹性。
《规范汉字表》隐含着许多关于汉字的规范，可以考虑将表中的隐性规范变为显性规范，
或附在表中，或经国家规范管理部门发布。显性规范比隐性规范更明确、更严密，并需在更
大的字量中进行验证，因此比制定隐性规范难度更大。不过，这样有利于保证字表质量，方
便社会对字表的理解，也可以使《规范汉字表》的成果应用于更大的字量范围。
总之，
《规范汉字表》的制定，事关我国乃至世界华人文化发展和现代语言生活的大局，
必须科学而审慎。研究之时，要充分重视以往的规范实践，充分吸收已有的学术成果，充分
收集社会各界的意见，并注意利用现代化手段分析现代用字状况，使字表具有较高的科学含

①

见卢戆章（1892）。
《康熙字典》同。
③
《现代汉语词典》和《辞源》的部首数量，曾得到韩敬体先生的指正，非常感谢。
④
1998 年版《新华字典》同。
⑤
见季羡林等（1988，P203-204）。
⑥
见全国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秘书处（1986，P27）。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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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能够满足现代汉语的书面交际，适应信息时代的发展需求，经得起时间考验。成稿之时，
必须虚心征求全社会意见，也许还需要向海外使用汉字的国家、地区或社区通报情况。《规
范汉字表》需经权威性的学术审定，然后由国家发布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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