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热烈庆祝《新华字典》编纂 70 年暨第 12 版出版特刊 小字典  大文化 1

服务国民教育  助力脱贫攻坚

伴随国人成长  品牌代代相传

热烈庆祝《新华字典》编纂 70 年暨第 12 版出版特刊

小字典  大文化





目录

1 砥砺奋进的70年

《新华字典》简介

圆梦之旅

2 教育扶贫和文化民生

“讨论字典等于讨论中国的前途”

无言的老师

一本不断被打开的典籍

小字典的社会大爱

“一个都不能少”的文化民生

放飞梦想的翅膀

3 中华文化的符号

民族团结的纽带

沟通世界的桥梁

4 《新华字典》第12版新在哪里？

根据国家规范和教学需求，增补字头

跟进时代，适量增补新词

贴近生活，增补新义新用法

与时俱进，完善字词释义

满足需求，增补实用字音

体现规范实用，完善《部首检字表》

依据权威资料，更新附录信息

每页附二维码，扫码享有增值服务

5 融合出版的二次升级

方便快捷的查询功能

笔顺笔画与跟写

权威播音员原声播读

数十项增值服务

内含第12版数字化纸书

6 《新华字典》大事记

02

02

03

04

04

05

06

08

10

13

15

15

16

18

18

18

19

19

20

21

21

21

22

22

22

23

23

23

24



热烈庆祝《新华字典》编纂 70 年暨第 12 版出版特刊小字典  大文化02

砥砺奋进的70年1
《新华字典》简介

《新华字典》是新中国最有影响的现代

汉语字典。1950 年，叶圣陶先生倡议成立新

华辞书社，启动《新华字典》编写工作，由

魏建功先生主持，叶圣陶先生审订。作为一

部小型语文工具书，它以较小的篇幅提供最

有用的字词形音义信息，深受广大读者喜爱，

从高级知识分子，到初学识字的儿童，工、农、

兵、学、商，各界大众都借助这部字典学习

语文知识，成为亿万群众读书识字、学习文

化的良师益友，为我国的全民教育、文化普

及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1953 年《新华字典》出版第 1 版，1957

年商务印书馆出版新 1 版，到今天已出版至

第 12 版。《 新 华 字 典 》 能 够 长 期 受 读 者 欢

迎、历久而不衰，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与时俱

进，及时修订，跟进国家发布的语言文字规

范标准，既维护了国家语言文字规范的严肃

性，同时也保持了《新华字典》的规范性 ；

修订过程中不断跟踪时代发展和社会语言生

活变化，展现当代中国经济、社会、思想文化、

科学技术等各领域发展的新成就，反映社会

主义建设的新成果和国家文明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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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年里，几代人十数次，孜孜矻矻，推

敲琢磨，潜心修订，精心维护。编纂者们常为

其一音一义之调整，旬月踟蹰 ；编辑们常为其

一词一句之推敲，反复校订 ；最难得的是，以

万万计的读者们，近 70 年来难以计数的读者

来信或网络留言，给《新华字典》提意见建

议—无论批评还是赞誉，目的都是希望《新

华字典》修得更好。从编纂者到责任编辑再到

使用者，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专业精神交互

传递、彼此影响，对工作、对事业、对民族文

化的责任与付出，化为“新华精神”的思想动

力，并最终形成人人参与、全民分享的“新华”

文化氛围，使《新华字典》真正成为了中国人

心目中“我的字典”。

回顾《新华字典》70 年，它的编纂和修

订工作一直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始终坚

持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坚持了社会主

义文化的前进方向，弘扬了爱国主义为核心

的民族精神，着力反应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的伟大成就，借助字典语境培育和

实践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回顾《新华字典》70 年，我们知道这其

实是一个长长的圆梦之旅 ：是新中国知识分

子知识强国的圆梦之旅，是广大普通民众追

求知识的圆梦之旅，更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

复兴中国梦的圆梦之旅。

圆梦之旅

2012 年，《新华字典》纳入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免费教科书范畴，被赋予“文

化民生”的内涵，助力教育扶贫、文化扶贫和乡村振兴，近两亿孩子尤其是农

村义务教育阶段的孩子受益于这一惠民政策。《新华字典》还推出了汉维版、汉

哈版、蒙古文版、朝鲜文版等少数民族文字版，是民族地区广大群众学习中文

的重要工具，成为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联系纽带。

《新华字典》出版以来，先后荣获第四届国家图书奖荣誉奖、第三届国家

辞书奖特别奖、第三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提名奖等，并于 2016 年获得吉尼

斯世界纪录“最受欢迎的字典”和“最畅销的书（定期修订）”两项殊荣。

2020 年 7 月，《新华字典》第 12 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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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扶贫和文化民生2
《新华字典》是新中国最有影响的现代汉语字典，编纂初衷之一就是帮助广大百

姓识文断字，为百废待兴的新中国提高识字率、降低文盲率。可以说，在“文化民生”

这一概念提出之前，《新华字典》就已经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文化民生产品。

《新华字典》70 年的编纂史，以字为“经”，以义为“纬”，编就了一幅中国人从

识字扫盲到知识积累再到全面发展的不断深入、不断丰富的文化民生之“锦”，记录了

中华民族复兴中华文化、立志文化强国的信念之旅、追求之旅。

“讨论字典等于讨论中国的前途”

《新华字典》成书于新中国成立之初。在

那个百废待兴的时代，国家将这部“小字典”

的编纂，视为新的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编纂之日起，《新华字典》就蕴集了一种文

化理想 ：为民族的文化普及和知识传播建功。

这一理想从一开始就为《新华字典》镌刻上

了深深的文化民生的印记，我们甚至可以说，

《新华字典》就是为文化民生理想而生。它要

肩负规范现代汉语的职责，也要担当扫除文

盲的任务，仿若“千斤顶”，要以一“典”之

力撑起新中国文化事业的开局。

著名语言学家金克木先生曾说 ：“中国的

未来系于儿童，危险在于文盲和无知，语言文

字是普及教育的工具，字典是语言文字的工具。

我们不会别的，只能咬文嚼字。谈论字典等于

谈论中国的前途。”中国知识分子强烈的爱国

叶圣陶

丁声树 王力 陈原 吕叔湘

魏建功 邵荃麟 金克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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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言的老师

《新华字典》为新中国扫盲、为建设社会

主义文化强国做出了重要贡献。70 年来，新

中国的成人识字率从不到 20% 上升到如今的

96% 以上，各民族各地区交流交往的语言障碍

基本消除，应该说从高级知识分子到初学识字

的儿童，工、农、兵、学、商，各界群众都借

助《新华字典》学习语文知识。

2013 年五四青年节，习近平总书记用亲

身经历，激励青年练就过硬本领。他说 ：“我

到农村插队后，给自己定了一个座右铭，先

从修身开始。一物不知，深以为耻，便求知

若渴。上山放羊，我揣着书，把羊圈在山坡上，

就开始看书。锄地到田头，开始休息一会儿时，

我就拿出《新华字典》记一个字的多种含义，

一点一滴积累。我并不觉得在农村 7 年时光

被荒废了，很多知识的基础是那时候打下来

的。现在条件这么好，大家更要把学习、把

自身的本领搞好。”

纵览我国半个多世纪的各类出版物，《新

华字典》这位“无言的老师”，在新中国识字

扫盲、推广普通话、传播知识、普及文化等方

面做出了重要贡献，产生了积极影响。在相当

长的一段岁月里，《新华字典》就是我国的“百

科全书”。《新华字典》出版近 70 年来，陪伴

了几代人的成长，已经融入民族文化血脉，融

入国民的文化情感，引发亿万群众共鸣，成为

国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凝聚起了国人共识。

之心、忧患意识、文化担当从一开始就灌注到

了《新华字典》的编纂实践中，并铸就了“新

华精神”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主体思想基调。

也正因如此，在它的旗帜下，汇聚了一批声名

卓著的大家：叶圣陶、魏建功、邵荃麟、陈原、

王力、吕叔湘、金克木、周祖谟……在后来的

岁月里，又有很多声名赫赫的大家加入修订者

的行列 ：丁声树、游国恩、袁家骅、李长之，

等等。“大学者编小字典”，《新华字典》编纂、

修订队伍的这种特色整整保持了 70 年，这也

从根本上保证了《新华字典》学术品质上的大

家气象与权威水准。

农民在田间参加扫盲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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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不断被打开的典籍

作为新中国最有影响力的现代汉语字典，《新华字典》不仅是小型汉语语文辞书的典范，

更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代表，是中华文化的重要基石。《新华字典》中千锤百炼、几经琢磨的

字词、释义所承载的正是传承了几千年的中华文化。《新华字典》编制部首检字表的方法，保留

和反映了中国传统的据形释义、借形达意的文化心理。《新华字典》记录、反映了新中国 70 多

年的风雨变迁，也凝聚了新中国取得的辉煌成就。

河南省洛阳市东方第二小学 5 年级的小学生任奕豪这样形容他心中的《新华字典》：

你是一本不断被打开的典籍

一代又一代人

欣喜若狂

爷爷、奶奶曾在煤油灯下

与你促膝长谈

从你身上采撷闪烁灵光的种子

种在有生之年的旷野里

扎根、发芽、开花、结果

爸爸、妈妈

曾坐在宽敞明亮的教室里

身旁依然有你解惑答疑

才有用之不竭的力量

为祖国建设，科技发展

在你的身上吸收营养

从中国人的飞月登空

到眼前的天宫一号

东方的奇迹一次次闪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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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牙牙学语

就熟稔你的面容

有了小书包

你就搬进了新家

你教我从 a、o、e 读起

从点、横、竖着手

沿着方块字

我已经踏上

新时代的信息高速公路

在因特网上奔跑 

任奕豪的小诗虽然还略显稚嫩，却饱含

着他们一家三代人对于《新华字典》的情感

和记忆。正是这本小字典，陪伴了几代中国

人的学习和成长。因此，《新华字典》不仅是

一本小小的工具书，更饱含着我们对于幼时

成长的记忆和对知识无限向往的情感，这也

正是《新华字典》的生命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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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字典的社会大爱

如果文字之光 

能够照亮每一个孩子的心田 

那么这个世界 

将永远充满智慧和希望……

一首小诗道出了全国无数民众的心愿。

2009 年 12 月的一天，在宁夏西吉县支

教的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 2007 级硕士

生吴恒在上课。吴恒在黑板上写下成语“本末

倒置”四个字，忽然，底下有个女生怯生生地

说 ：“老师，你把‘末’写错了，应该是下面

的一横更长。”吴恒很疑惑，拿起那个女生手

里的字典，发现上面竟然写着“本未倒置”！

那本字典显然是本盗版字典。

他查看了学生手中的字典，发现全班学

生拥有的 30 多本字典中，只有为数不多的

几本是正版的，且大多破旧不堪。这种情况

在其他班级也普遍存在。学生手中的字典侧

边往往写着不止一个名字，通常是他们的哥

哥姐姐用过后，再留给弟弟妹妹们用。他费

劲地给孩子们讲解版权页上各项内容的含义，

但看上去他们仍然很难理解“盗版”是什么。

很长时间，吴恒的内心都无法平静—这片

贫瘠土地上的孩子们好不容易有了学上，却

又要被盗版字典贻误终身。

随后各级媒体通过调查，收集了详尽的

数据，证实了贫困地区的学校字典匮乏的程

度。在采访过程中，记者发现了非常感人的

例子。比如，广西大化瑶族自治县贡川乡弄

排小学，全校 100 名学生，只有老师有一本

正版字典，大多数学生没有字典，即使有，

也都是盗版的。记者前往该教学点采访时，

老师特意让 15 名孩子做了一份 40 个词语改

错的测验。测验进行了 15 分钟，15 名孩子

仍挠着头，着急地在错别字测验卷上“摸索”。

卷子一片“惨状”：本来就错了的“爱带”变

《南国早报》有关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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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爱代”，“竟然”竟成“镜然”……测验

结束后，翻看 15 张测验卷，大部分孩子甚至

不能完成一半。记者在广西武德乡科甲完小

三年级一班见到的情景仍令人震惊 ：全班竟

然只有一本字典，而且已经被翻得破破烂烂。

在字典的扉页上，孩子用稚嫩的字迹写着：“本

书值千金，破了伤人心，朋友借去看，千万

要小心。”贫困地区农村中小学缺乏字典的现

象绝不是个例。据广西教育厅统计，在全区

义务教育阶段的 600 多万名学生中，缺字典

的学生达到 340 多万名。其他部分省、市、

自治区的情况也不容乐观。

按照我国九年义务教育教学大纲的要求，

小学二年级以上的学生应该人手一本字典，

显然，实际状况离国家的规定还有很大距离。

随着媒体的报道，贫困地区正版字典缺乏的状

况得到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在长达两年多

的时间里，几乎所有省、市、自治区，包括

港澳台地区，上到国家领导人，下到基层民众，

许许多多的基金会、很多大型企业都进行了

自发的、持续的、大规模的捐赠。如全国人

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民进中央原主席严隽

琪同志及其身边工作人员就捐赠了 1.2 万册

《新华字典》，在她看来，“让孩子们，尤其是

农村的孩子们拥有一本基本的正版的高品质

的工具书，是一项实实在在的民生工程”。

一本小小的《新华字典》汇聚了社会各

界的大爱，一本因文化民生而生、与共和国共

同成长进步、承载着恢宏大国文化的字典，在

新的历史时期，承载了众多中华儿女对民族复

兴的期望，汇聚了来自四面八方的文化民生建

设的强大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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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都不能少”的文化民生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都不

能少。

不能让农村的孩子、山里娃在学习知识、追求梦想

的途中成为缺翼的天使，失去飞翔的权利。《新华字典》

承载了党和国家解决文化民生的愿望和不懈追求，并成

为新的历史背景下文化民生的标志性符号。

民生问题涉及方方面面，字典虽小但影响未来。

2011 年广西“两会”期间，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常委、

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吴学斌向政协会议提交了“字典

提案”，建议建立一个机制，保证每个学生在上学阶段能

人手一本《新华字典》。2011 年，全国“两会”期间，来

自北京、广西、贵州等地的数十位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建

议将《新华字典》纳入“两免一补”的名单。2012 年 7

月，《插上放飞梦想的翅膀》公益广告在中央电视台各个

频道连续播出，央视主播们罕见地在同一则公益广告中集

汉
语
盘
点
中
的
『
民
生
』

中央电视台报道广西大石山区学生缺字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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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会”代表委员呼吁将《新华字典》纳入“两免一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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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让一本不合格的字典发到学生手中”

安徽省新华书店将《新华字典》发到孩子们手中

体亮相，山区孩子们渴求知识的目光、主播们

手捧《新华字典》耐心解词释义的形象借助荧

屏迅速传播，触动了海内外亿万观众的心灵！

2012 年 10 月，财政部、教育部联合下发文件，

将《新华字典》纳入“国家免费提供教科书范

畴”，从国家政策层面根本解决农村学生字典

缺乏问题。截至 2020 年，已有近 2 亿农村地

区的孩子用上了正版的《新华字典》。

让山区、贫困地区、农村地区的孩子和

城里的孩子一样拥有高质量的、正版的《新华

字典》是解决“文化民生”的重要体现，也是

政府主导、全社会共同参与解决民生问题的典

型案例。从这一意义上讲，《新华字典》已经

不再是一本普通的字典，它承载着民众对解决

民生问题的一种迫切期盼，承载了党和政府对

文化民生问题的高度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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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飞梦想的翅膀

扶贫必扶智，治贫先治愚。习近平总书

记多次指出 ：没有农村的小康，特别是没有贫

困地区的小康，就没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小

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提升乡村居民的文化

水平是乡村文化振兴的重要保障。《新华字典》

纳入免费教科书范畴，成为“两不愁，三保障”

中“保障义务教育”的重要内容。

多年来，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

商务印书馆联合多家单位持续关注乡村教育，

践行文化单位的社会责任，长期坚持“字典下

乡”活动，先后在全国各地开展了 8 期“小乡

村，大课堂”系列助学活动。同时，商务印书

馆捐赠《新华字典》等图书、扶贫、助教等系

列活动覆盖全国 20 多个省、市、自治区。

商务印书馆联合中央电视台新闻中心

播音部，开展了“放飞梦想的翅膀”系列

公益活动，已先后在陕西洋县、内蒙古四子

王旗、四川汶川映秀镇、福建寿宁下党乡等

地举办；在多地设立了《新华字典》奖学金，

奖励品学兼优的学生，得到广大人民群众

的热烈欢迎。在习近平总书记回信勉励内

蒙古乌兰牧骑队员后，2018 年，商务印书

馆联合中央电视台新闻中心播音部走进苏

尼特右旗，温习总书记回信精神，学习乌

兰牧骑精神，为当地的孩子们捐赠了图书 ；

2019 年 8 月，在总书记给福建省寿宁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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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乡的乡亲们回信之际，商务印书馆联合

中央电视台和海峡出版发行集团，在寿宁

下党乡建立乡村阅读中心，设立《新华字典》

奖学金，与乡亲们重温总书记的回信，与

孩子们手牵手，共同诵读中国梦，学习闽

东精神。从 2012 年到现在，近 2 亿册《新

华字典》发放到了农村孩子手中。

为助力乡村振兴，依托《新华字典》公

益阅读品牌活动，商务印书馆先后在河北武

安、河北平山、安徽绩溪、天津蓟州、四川

汶川、山西良户、福建寿宁下党乡等地建立

七家乡村阅读中心。乡村阅读中心不是一

个单纯的图书汇集点，而是以专家资源做支

撑，加强对教师的阅读培训和指导，让乡村

中小学生掌握科学的阅读方法，养成良好的

阅读习惯。同时，依托学校资源和场地把农

村、城市社区公共阅读服务资源整合并互联

互通，探索一种以学校辐射村镇的乡村阅读

推广新模式。

中央部署的脱贫攻坚战，有教育脱贫、

文化扶贫的明确要求和工作内容 ；“两不愁，

三保障”中明确有“保障义务教育”的内容。

多年来，《新华字典》公益捐赠、《新华字典》

奖学金等公益扶贫项目，为教育脱贫、文化扶

贫发挥了基础性的作用，做出了积极贡献。《新

华字典》作为国民教育的必备工具书，培育了

文化之根，涵养了民族之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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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化的符号3
民族团结的纽带

汉字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标识。《新华

字典》传承几千年的中华文明，是中华汉字

文化发展到当代的结晶，成为优雅地使用祖

国语言文字的范本，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教育的重要内容。《新华字典》印行 6 亿余册，

出版了《新华字典》汉维版、汉哈版、蒙古文版、

朝鲜文版等我国少数民族文字版，成为中华

民族的文化符号和一代代中国人的时代记忆，

成为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强大纽带。

《新华字典》在国际上有着重大的影响力，被

吉尼斯世界纪录评为世界“最受欢迎的字典”

和“最畅销的书 ( 定期修订 )”。

《蒙汉字典》蒙古文版

1980 年内蒙古人民出版社以《新华字典》1971

年版为底本，编译出版《蒙汉字典》，这是最早的

少数民族文字版《新华字典》。

《新华字典》（1998 年版）蒙古文版

2001 年 1月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

《蒙汉字典》朝鲜文版

1990 年延边大学出版社出版。

《新华字典》（1998 年版）朝鲜文版

2000 年 1月延边大学出版社出版。

《汉维新华字典》

根据《新华字典》第 10 版翻译，2007 年 8 月新

疆人民出版社出版。

 《汉维新华字典》（第 11 版）

根据《新华字典》第 11 版翻译，2019 年 8 月商

务印书馆、新疆人民出版总社、新疆人民出版社

联合出版。

《汉哈新华字典》

根据《新华字典》第 10 版翻译，2015 年 8 月新

疆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

中国少数民族文字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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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增长，

在世界各地逐渐形成了学习汉语的热潮。《新华

字典》是各国人民学习汉语、学习中华文化的

好帮手。它篇幅较小，便于携带 ；它内容丰富，

语言平易；可谓老少咸宜，雅俗共赏，一册在手，

疑惑得解。《新华字典》伴随着全球汉语热的兴起，

将会走到世界更多的国家和地区，我们期待它

在中华文化和我国通用语言文字的国际传播中

发挥更大的作用。胡锦涛同志在访问美国耶鲁

大学时，把《新华字典》等图书赠送给耶鲁大学，

并在介绍《新华字典》时称之为“世界上发行量

最大的工具书”。《新华字典》是集举国之力编著

而成的，从国家领导人、学术名家，到广大群众，

都倾注了各自的心血，故而堪称“国典”。

《新华字典》不仅仅在国内是权威的小型

汉语语文工具书，在国外也同样有着权威的地

位。现在很多外国人在说话、唱京戏或者说相

声的时候习惯说，“我查过《新华字典》了”，

以此证明讲话的权威性。的确，《新华字典》

在许多国外读者心目中，就是有关汉语、汉字

的标准答案。欧美、东亚、东南亚等国家和地

区，也引进了原版《新华字典》。以日本为例，

《新华字典》1971 年修订重排本出版后，日本

学者香坂顺一、宫田一郎等合作翻译了《新华

字典》的日文版。《新华字典》在日本，不仅

有日文版、原版中文版，还有中文引进版，在

日本的普及程度是相当高的。

目前商务印书馆正在推动《新华字典》

15 个语种（汉英版、汉俄版、汉格 [ 格鲁吉亚 ]

版、汉葡版、汉阿版、汉波 [ 波斯 ] 版、汉西

版、汉法版、汉德版、汉日版、汉韩版、汉越版、

汉意版、汉波 [ 波兰 ] 版、汉泰版）的汉外版

翻译出版工作，已出版日文版、英文版，成为

中华文化的亮丽名片。

《新华字典》获得两项吉尼斯世界纪录

沟通世界的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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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字典》日本语版

1974 年 11 月日本光生馆出版。它照录了汉文字头（包括繁体字、异体字）、复

音词条目、汉语拼音（注音字母未收），例证采用汉文、日文对照方式，释义用日

文，附录选译了 1971 年版《新华字典》的 8种附录。

《新华字典》（第 10 版）日文版

日本学者宫田一郎按照《新华字典》第 10版编译，2005 年 6月日本光生馆出版。

《汉英字典》

根据 1971 年版《新华字典》翻译，1976 年 7月美国中国语文研究学会出版。

《汉英双解新华字典》

根据 1998 年版《新华字典》翻译，对字词句和其他资料用英文逐一对译、注释，

为每个汉语例句加注汉语拼音。2000 年 6月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出版。

《新华字典》（汉英双语版）

根据《新华字典》第10版翻译，中文全文及英文对译。2013年7月商务印书馆出版。

《汉日新华字典》

海潮出版社引进《新华字典》（日本语版）后更名为《汉日新华字典》，1989 年 1

月出版。

《新华字典》（1998 年版）日文版

2000 年 2月日本东方书店出版。

日文版

英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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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字典》第12版

新在哪里？4
经过本次修订，《新华字典》（第 12 版）在科学性、规范性和实用性等各个方面都

跟进社会发展，更加适合新时代读者的需要。此次修订主要有八项内容 ：

根据国家规范和教学需求，增补字头

跟进时代，适量增补新词

第 12 版除了收录《通用规范汉字表》中的 8105 个规范汉字以外，还增收了

2013 年后获批的化学元素用字—“     （鉨）”“     （鈇）”“     （鉝）”“     ”“     ”等，

在正文和附录《元素周期表》里同时体现，方便查检。

为满足小学生查考需要，增补教育部最新统编小学语文教材里涉及而《通用规

范汉字表》里未收的字，如“㘗”“籰”“     （緌）”等。

增补新词 100 多个。这些新词，有的以复音词形式出现，并进行具体释义，如 ：

“初”下新增 ：［初心］最初的心愿、信念 ：～不改｜不忘～。

“粉”下新增 ：［粉丝］（外）指迷恋、崇拜某个名人等的人 ：这位艺术家拥有大量～。

“截”下新增 ：［截屏］截取计算机或手机屏幕上的信息。

“码”下新增 ：［二维码］一种通过平面图形记录数据的编码，可以方便地进行信息存储、

传递和识别。

“赞”下新增：［点赞］在网络上点击代表“赞”的标记表示称赞，泛指赞扬、支持：为英雄～。

有的以例词的方式融入，放在所归属的义项下 ；当需要解释时，在例词后增加括注，如 ：

“非”的“前缀”义项下增加 ：非物质文化遗产。

“付”的“交，给”义项下增加 ：到付。

“购”的“买”义项下增加 ：网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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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时俱进，完善字词释义

贴近生活，增补新义新用法

新增义项近 50 个。这些新义，有的是单字义项，如 ：

“被”增加义项：❺用在某些词语前，表示所说情况与事实不符，是被强加或被迫的（含讽刺、

戏谑意）：～就业｜～会员｜～满意。

“萌”增加义项 ：❷稚嫩而惹人喜爱的 ：卖～（故作萌态以讨人喜欢）| 表情～～的。

“派”增加义项 ：❺（外）一种带馅    的西式甜点 ：苹果～ | 巧克力～。

“拼”增加引申义 ：    几个人合起来做某事（费用常分摊）：～车 | ～购。

有的给原有的复音词增补新义，如 ：

［充电］增加比喻义 ：    补充知识，提高技能等 ：只有不断～，才能跟上时代。

［垃圾］增加比喻义 ：    没有价值的，有不良作用的 ：～短信 | ～邮件 | ～食品。

根据社会语言生活的变化，有的字修改了注释，如 ：

“官”第 11 版 ：❷旧时称属于国家的 ：～办｜～款。

          第 12 版 ：❷属于国家的，官方的或与官方有关的 ：～办｜～ 款｜～媒｜～网。

［大王］第 11 版 ：３. 指垄断某种行业的人 ：钢铁～。

              第 12 版 ：３. 指垄断某种行业或在某种行业中最有影响的人 ：钢铁～。

［媒体］第 11 版 ：指传播信息的工具，如报刊、广播、电视等。

              第 12 版 ：指传播信息的工具，如报刊、广播、电视、互联网等 ：网络～。

根据地方田野调查的结果，有的字增加地名义项，如 ：

“渰 yan”第 11 版 ：云兴起的样子。

                   第 12 版 ： ❶云兴起的样子。❷用于地名 ：双凤～（在山西省乡宁）。

“预”的“预先，事前”义项下增加 ：预警。

“爆”的“突然发生”义项下增加 ：爆红（突然走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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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咀  ”第 11 版 ：“嘴”俗作“咀”。

                 第 12 版 ：“嘴”俗作“咀”（现多用于地名）：尖沙～（在香港特别行政区）。

“氹 dang”第 11 版 ：同“凼”。

                      第 12 版 ：同“凼”（多用于地名）：～仔（zai）岛（在澳门特别行政区）。

根据行政区划的变化，有的字修改了释义，如 ：

“堼 heng”第 11 版 ：用于地名 ：大～上（在天津市蓟县）

                     第 12 版 ：用于地名 ：大～上（在天津市蓟州）

“𬜬（蔄）man”第 11 版 ：用于地名 ：～山镇（在山东省文登）。

                               第 12 版 ：用于地名 ：～山镇（在山东省威海）。

满足需求，增补实用字音

通过增补当代正确读音及其意义用法引导读音规范。如 ：

“匮”字，读  ，但东汉张仲景中医名著《金匮要略》中“匮”读  ，同“柜”，今中药

名“金匮补肾丸”“金匮温经汤”等中的“匮”也同“柜”。第 12 版“匮”增加“       ”的读音，

释义体现“匮”与“柜”的关系 ：

匮 ( 匱 )       同“柜（櫃）”：《金～要略》| 金～肾气丸。

香港常见地名“鲗鱼涌”，不少人读错或是不知道该怎么读，第 12 版给“鲗”增补了地名音义：

鲗 ( 鰂 )ze 用于地名 ：～鱼涌（chong）（在香港特别行政区）。

医学术语“卒中”怎样读—呢？第 12 版在“卒 cu”下增补复音词［卒中］：

卒（* 䘚）cu 同“猝”。［卒中］（—zhong）一种病，多由脑血栓、脑出血等引起。初起时

头痛，眩晕，甚至失去知觉，常引起半身不遂，严重时很快死亡。也叫脑卒中。通称中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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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现规范实用，完善《部首检字表》

依据权威资料，更新附录信息

每页附二维码，扫码享有增值服务

第 12 版《部首检字表》继续保持了规范性与实用性相结合的特点，根据相关的规范标准和

中小学生的需要进行完善。

引导学生规范书写，笔画笔顺有差异的附形部首与主部首分立。如“牜”与“牛”分立、

“  ”和“车”分立。

从方便查检和有利于汉字教学的角度考虑，仍采取“多开门”方式，如“意”“志”“思”“念”“悲”“忌”

等，除了分别归在规定部首“音”部、“士”部、“田”部、“人”部、“非”部、“己”部之外，

还分别在传统习用部首“心”部下体现，并在右上角加标小圆圈以跟规定部首相区别。

协调繁体字与简化字“多开门”的处理，如“鹏”“鸦”既按规定部首分别归在“月”部和

“牙”部，也在“鸟”部体现，繁体的“鵬”“鴉”做相应处理，既分别归在“月”部和“牙”部，

也在“鳥”部体现。

为方便查检，《难检字笔画索引》增加了“黑”“龙”“色”等部首字。

依据《标点符号用法》（GB/T 15834—2011）更新了《常用标点符号用法简表》。

依据最新资料更新了《世界各国和地区面积、人口、首都（或首府）一览表》《地质年代简表》

《元素周期表》等。

第 12 版正文每页都有一个二维码，用《新华字典》APP 扫码，就可看到当页所有字头的部

首、笔画、结构等信息，免费收听字的标准读音、观看笔顺动画、查检知识讲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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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出版的二次升级5
《新华字典》第 12 版首次实现纸质版和 APP 同步发行，并初步实现两种出版形式

在使用上的关联融合。《新华字典》第 12 版市场纸质版本在正文每页增加了一个二维码，

用“新华字典 APP”扫码，就可看到当页所有单字的部首、笔画、结构等信息，免费

收听字的标准读音，观看笔顺动画，查检知识讲解等内容 ；注册成为会员，可享有更

多的功能体验和知识服务。

《新华字典》第 12 版 APP 是在纸质版的基础上精心开发的，在功能上沿袭了第 11

版 APP 的设计。主要包括 ：

笔顺笔画与跟写

《新华字典》APP 的一个重要功能，是提

供了动态和静态两种标准笔顺，并支持屏幕跟

写。用户可以非常清晰地识别和掌握 3500 个

常用字的每个笔画，对于帮助学生规范书写具

有直观和显著的效果。

方便快捷的查询功能

《新华字典》APP 的查询功能处于业内领先水平，提供了单字、词语、

汉语拼音、部首、笔画数、四角号码等一框式检索渠道，并且支持手写、

摄像头取字和语音输入等功能，全面解决用户查字输字需求，查字快，

查字准。此外，还提供了汉字在开头、结尾、中间的组词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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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威播音员原声播读

《新华字典》APP 开发了一个特色功能，可以听取央视《新闻联播》原播

音员李瑞英老师对 1 万余个汉字的原声播读 ；用户也可以在软件上点击朗读按

键测试自己普通话的准确性，跟全国用户比拼。

数十项增值服务

此外，《新华字典》APP 还开发了生字本、知识问答、汉字游戏等学习功

能增值服务。生字本便于用户集中高效地复习、积累更多生字 ；知识问答可以

为用户快捷地提供组词、笔顺等汉字知识 ；易错字闯关游戏、人名地名读音大

挑战等汉字游戏让用户以轻松有趣的方式获得更多汉字知识。

内含第12版数字化纸书

《新华字典》APP 不仅有各种数字化的增值服务，更是完整收录《新华字典》

第 12 版纸质版全部内容，提供数字版与纸质版对照查阅功能，便于内容查证

核实，确保权威性。两版一键切换，非常便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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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 年 8 月

新华辞书社成立，着手编写《新华字典》。

1953 年 10 月

《新华字典》由人民教育出版社首次出版。用

注音字母注音，按注音字母顺序排列字头。

1954 年 8 月

《新华字典》部首版出版。以注音字母注音为

主，兼用汉字注音，按偏旁部首顺序排列字头。

1957 年 6 月

商务新 1 版出版。字头采用简化字，按注音

字母顺序排列，用注音字母和汉语拼音方案

（草案）的第一式拼音字母注音。

1959 年 5 月

1959 年修订重排版（第 2 版）出版。用汉语

拼音字母注音，首次按汉语拼音音序排列。

1962 年 7 月

1962 年修订重排本（第 3 版）出版。按汉语

拼音音序排列，附部首检字表。

1965 年

1965 年修订重排本出版，但未正式公开发行。

1971 年 6 月

1971 年修订重排本（第 4 版）出版。

这次修订是在周恩来总理亲自领导和主持下

进行的。其间，周恩来总理两次（1970 年 4

月 12 日、1971 年 6 月 24 日）接见修订小组

代表，并指示要求参加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

的代表全体审阅《新华字典》。

1972 年

周恩来总理将《新华字典》作为国礼回赠给

圣马力诺共和国的一位来访政要。

1974 年 11 月

《新华字典》（1971 年修订重排本）出版日文

版（日本光生馆）。

1976 年

《新华字典》（1971 年修订重排本）出版英文

版，书名为《汉英字典》（美国中国语文研究

学会）。

6《新华字典》

大事记



热烈庆祝《新华字典》编纂 70 年暨第 12 版出版特刊 小字典  大文化 25

1979 年 12 月

1979 年修订重排本（第 5 版）出版。

1980 年

《蒙汉字典》出版（内蒙古人民出版社），这

是《新华字典》最早的少数民族文字版。

1987 年 12 月

1987 年重排本（第 6 版）出版。

1989 年 1 月

《汉日新华字典》出版（海潮出版社）。

1990 年 2 月

1990 年重排本（第 7 版）出版。

《新华字典》朝鲜文版出版（延边大学出版社）。

1993 年 7 月

1992 年重排本（第 8 版）出版。首次由铅印

改为激光照排。

1996 年 12 月

授权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在新加坡、

马来西亚出版发行《新华字典》（1992 年重

排本）。1997 年 7 月出版。

1997 年 4 月

授权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在香港出

版发行《新华字典》（1992 年重排本）。1997

年 7 月出版。

1997 年 9 月

授权名人公司出版《新华字典》（1992 年重

排本）电子版。

1998 年 5 月

1998 年修订本（第 9 版）出版。同时出版大

字本，附《四角号码检字表》。

1999 年 1 月

授权名人公司出版《新华字典》（1998 年版）

电子版。《新华字典》荣获第四届国家图书

奖荣誉奖、第三届国家辞书奖特别奖，入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50 周年“感动共和国

的 50 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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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年 1 月

《新华字典》（1998 年版）朝鲜文版出版（延

边大学出版社）。

2000 年 2 月

《新华字典》（1998 年版）日文版出版（日本

东方书店）。

2000 年 6 月

《汉英双解新华字典》出版（商务印书馆国际

有限公司）。

《新华字典》入选教育部“1998—1999 年度

全国中小学图书馆（室）推荐书目”。

2001 年 1 月

《新华字典》（1998 年版）蒙古文版出版（内

蒙古人民出版社）。

《新华字典》荣获“2001 年度全国优秀畅销

书（文教类）排行榜第一名”。

2003 年 12 月 28 日

《新华字典》第 10 版出版座谈会在北京人民

大会堂举行。

2004 年 1 月

第 10 版出版，包括普通本、双色本和大字

本。这一版不再以出版年标记为“2004 年修

订本”，而是从 1957 年的“商务新 1 版”起算，

标记为“第 10 版”。

2005 年 6 月

《新华字典》（第 10 版）日文版出版（日本光

生馆）。

《新华字典》入选教育部“2004—2005 年度

全国中小学图书馆（室）推荐书目”。

2006 年

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在访美期间向耶鲁大学

赠送了包括《新华字典》在内的 567 种中国

图书。在介绍《新华字典》时，称之为“世

界上发行量最大的工具书”。

2007 年 8 月

《汉维新华字典》出版（据《新华字典》第

10 版译，新疆人民出版社）。

2011 年 6 月

第 11 版出版，包括普通本、双色本、平装本、

大字本。

2011 年 7 月 5 日

《新华字典》第 11 版出版座谈会在北京人民

大会堂举行。

全国“两会”期间，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建

议教育部、财政部将《新华字典》纳入“两

免一补”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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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新华字典》“小乡村，大课堂”助学系

列活动，“小字典，大民生”文化惠民活动。

《新华字典》荣获中国出版集团“2011 年度优秀

常销书奖”和“2011 年度全行业优秀畅销品种”。

2012 年 7 月

《插上放飞梦想的翅膀》公益广告在中央电视

台各频道播出，央视主播们手捧《新华字典》

集体亮相，为山区孩子解词释义。

2012 年 10 月

财政部、教育部“财教〔2012〕334 号”文

件将《新华字典》纳入“国家免费提供教科

书”。新闻出版总署下发通知要求各地将《新

华字典》纳入到 2012 年新建和补充农家书屋

采购书目中。

2013 年 5 月

五四青年节，习近平总书记用自己当年在农

村插队在田头休息时学习《新华字典》的亲

身经历，激励青年要练就过硬本领。

2013 年 7 月

《新华字典》（第 10 版）汉英双语版出版（商

务印书馆）。

《新华字典》荣获“第三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图

书奖提名奖”、中国出版集团公司“2013 年

度出版特别贡献奖”。

2014 年 1 月

“新华字典（第 11 版）亿册印制工程”荣获“首

届中国创意工业创新奖 · 新管理模式奖金奖”。

2014 年 4 月

“放飞梦想的翅膀”秦巴山区公益行动在陕西

洋县举行，12 位央视主播给小学生授课。

《新华字典》入选教育部 “2014 年全国中小学

图书馆（室）推荐书目”。

2015 年 3 月

在海南省白沙黎族自治县设立《新华字典》

奖学金。

2015 年 8 月

《汉哈新华字典》出版（据《新华字典》第

10 版译，新疆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6 年 4 月

《新华字典》获“最受欢迎的字典” 和“最畅

销的书（定期修订）” 两项吉尼斯世界纪录。

截至 2015 年 7 月 28 日，《新华字典》在全

球发行量达 5.67 亿册。

2016 年 6 月

举办“放飞梦想的翅膀”内蒙古公益行动，

在内蒙古四子王旗蒙古族小学设立《新华字

典》奖学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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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8 月

商务印书馆与牛津大学出版社、中国社会科

学院语言研究所举行《新华字典》《现代汉语

词典》汉英双语版合作协议签约仪式。

2017 年

全国“两会”提案，把“新华字典”作为国

家文化品牌予以保护。

2017 年 6 月

《新华字典》第 11 版 APP 正式上线。

2018 年 7 月

在四川汶川举行“放飞梦想的翅膀”公益活动，

并在当地设立《新华字典》奖学金。

授权格鲁吉亚金羊毛出版社出版《新华字典》

（第 11 版 · 汉语格鲁吉亚语版）。

2018 年 10 月

《新华字典》荣获国家版权局“2018 年中国

版权金奖”。

2019 年 4 月

授权伊朗德黑兰大学出版《新华字典》（第

11 版 · 汉语波斯语版）。

2019 年 8 月

在福建宁德寿宁县下党乡希望学校设立《新

华字典》奖学金。

2019 年 8 月

《汉维新华字典》出版（商务印书馆、新疆人

民出版总社、新疆人民出版社）。

2020 年 7 月

第 12 版出版，包括单色本、双色本、教材版。

首次在普通本、双色本正文中附二维码。

第 12 版 APP 同步上线。

2020 年 9 月 1 日

《新华字典》编纂 70 年暨第 12 版出版座谈会

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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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图书奖荣誉奖

国家辞书奖特别奖

中国畅销字典

获得两项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