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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寻纵横的世界 喜迎事业的支点 

胡玉军  平谷区刘家店镇社区教育办公室 

【论文摘要】纵横汉字输入法（以下简称纵横吗）一经在刘家店镇推广，就被广大农民接受，

而且体现出极大地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从 2007年开始，我担任刘家店镇纵横汉字码的教学与推广

工作，几年来先后培训三百余人次，在广泛培训的基础上，培养出甘红霞、杨慧、杨凤云、刘金局、

肖术清、张桂芝等区、市、全国级选手，学员上手快，易于接受的原因与纵横码与生俱来的本土文

化特性是分不开的。这种本土文化特性和当地 1300年的道教文化的形成水乳交融之势， 

在几年的纵横码教学中，我根据教材和学员的实际，从没间断对提高教学效果和推广实效的研

究，不断从教、学、练、训、赛、用等方面进行总结思考，每次重大活动后都要从环境、心里、成

绩等方面进行反思，逐步摸索一套在农村推广的经验，即把握纵横之道，探究纵横之法、涵养纵横

之势、磨练纵横之术、练就纵横之眼、充盈纵横之情、推进纵横之用。道、法、术、势、眼、情、

用的有机配合，培训就会产生化学反应，成绩就会几何倍数增长，推广也会取得不俗成绩。作为推

广人，将会寻觅到新的事业支点，社会知名度和影响力大大增强，个人幸福指数大大提高。本文当

中我就纵横码教学的几个重要方面—教而有道、推广借势、攻坚有术、管理有法、慧眼识才、学以

致用提出来，供各位同仁指正。 

【关键词】纵横世界 事业支点 

 

我来自京东福地，素有灵山秀水之称的古文化名镇刘家店，刘家店镇坐落在平谷区西北部，京

东道教圣地丫髻山就伫立于此，此山因双峰高耸极似古代少女头上双髻而得名。曾被明清几代皇帝

推崇，敕封为“近畿福地”“畿东泰岱”，在京城及周边地区被称为“大山庙”，影响遍及河北、天津、辽

宁、内蒙古等地区，距今已有 1300 年的历史。刘家店具有独特的五大文化——宗教文化、桃源文化、

黄家文化、民俗文化、生态文化。纵横输入法（以下简称纵横码）之所以能在我镇三年内顺利推广，

就是因为纵横文化的特性与当地道教文化的积淀具有本土文化的相融性，都有为民族办点好事的初

衷，这才显示了纵横文化的强大生命力。 

从 2007 年开始，我担任刘家店镇纵横汉字码的教学与推广工作，几年来先后培训三百余人次，

在广泛培训的基础上，培养出甘红霞、杨慧、杨凤云、刘金局、肖术清、张桂芝等区、市、全国级

选手，在几年的纵横码教学中，我根据教材和学员的实际，从没间断对提高教学效果和推广实效的

研究，不断从教、学、练、训、赛、用等方面进行总结思考，每次重大活动后都要从环境、心里、

成绩等方面进行反思，进而对不足方面进行改进，边总结边反思边改进边巩固，逐步摸索一套在农

村推广的经验，即把握纵横之道，探究纵横之法、涵养纵横之势、磨练纵横之术、练就纵横之眼、

充盈纵横之情、推进纵横之用。道、法、术、势、眼、情、用的有机配合，培训就会产生化学反应，

成绩就会几何倍数增长，推广也会取得不俗成绩。作为推广人，将会寻觅到新的事业支点，社会知

名度和影响力大大增强，个人幸福指数大大提高。本文当中我就纵横码教学的几个重要方面—教而

有道、推广借势、攻坚有术、管理有法、慧眼识才、学以致用提出来，供各位同仁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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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纵横之法——纵横输入法八步教学法 

从开始教学与推广纵横输入法伊始，我就被他独特的魅力和深厚的民族韵味所吸引。纵横码输

入法是由香港的周忠继先生发明的，由“0—9”十个数字对汉字进行编码，可以利用小键盘进行单手

操作，不依靠英式键盘进行汉字输入的新的汉字输入法，简称纵横码。区教委在 2007 年举行了第一

批纵横码输入法师资培训班，纵横码简单、易学、输入速度快、重码率低，学员只需记住四句口诀：

一横二竖三点捺，叉四插五方块六，七角八八九是小，撇与左勾都是零。就可以轻易入门。我曾在

各种环境中教学与推广过纵横输入法------有配备多媒体的计算机房、有只有一台计算机的村成人学

校和家庭、有只有一块黑板的教室、还曾到兄弟乡镇开展纵横教学------接触过各个年龄段的学员：

有年近花甲老人、有刚走出校门的学生、更多是 35 岁至 50 岁中青年农村学员。在不同环境不同群

体的教学与推广中，我不断总结、不断摸索，将纵横码教学分为八大步骤，在适当控制教学速度情

况下，收到良好效果。 

为什么要控制速度呢？因为刚接触纵横码时，在拆字环节中，由于受旧有知识结构的影响，往

往会产生负迁移，我自己在练习中遇到拆不出的字时，就会产生烦躁情绪，推己及人，学员在初学

时也一定会产生烦躁，进而发展为倦怠，处理不当就可能放弃纵横码的学习，如果在与其他人的交

流中流露学习纵横码的畏难情绪，就会对推广起到负面作用。为此在初学纵横码的人群中，速度一

定要适中，青年群体讲解中速，老年群体慢速，讲究字字句句入耳，适当留出思考时间，及时答疑

解难，才能保证教学的效果，并为推广奠定基础。 

1、感知入手，把握纵横之道。万物有理，世事有道。纵横码亦有道，此道为何物？数字与笔画

对照，只有建立起数字与汉字笔画一一对照图，深印在记忆之中，才能入道。对于初次接触纵横码

的群体，一定要讲究教与学的互动环节，一定要培养学员善于思考的习惯，讲究对道的领悟，始终

给学员这样一个感觉，纵横码不是教出来的，是自己一步一步找出来的。纵横码将汉字笔形分为十

种，与 0-9 十个数字一一对应，我在教学中将此点设计为三个步骤：（1）找数字明确位置：纵横码

将所有的汉字总结为十种笔形，与数字 0----9 一一对应，历次的第一堂课，我都要求学员找出在键

盘上 0----9 十个数字集中的区域，有的学员找到大键盘的顶层，有的找到小键盘的位置。我肯定大

家的劳动，同时告诉大家，纵横码确实可以用大键盘数字键或小键盘进行输入，同时也可用功能键

进行输入，但我们要掌握同时也是输入最便捷的是小键盘输入法，在板书或 ppt 中横向板书 0、1、2、

3、4、5、6、7、8、9 十个数字；然后在第二环节中逐步完成第二层基本笔形和第三层汉字归纳，最

后看第一层和第三层，建立直接联系，用话语总结出来，就悟出了纵横码之道。板书或幻灯片如下

图： 

 

 

 

 

 

 

 

 ⧵    口    П    八    小     ‡     +    、       ׀     —

横     竖     点   交叉   穿插  方块   角    八    小   撇  

1     2      3     4      5     6     7     8    9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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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出示笔形与小键盘对照图，告诉大家纵横码的十种笔形和 0---9 十个数字是一一对应关系， 

 

       

   一横  二竖  三点捺   叉四   插五  方块六。 

  

          

七角   八八   九是小，          撇与左钩都是零。 

 

根据数字键和与它同位置的笔画对应关系，先找出认识的笔画，用汉字标注在横向 0—9 十个

数字的对应位置。学员认出横在数字键一的位置，就在一的下面写上横，认出竖在 2 的位置，于是

在 2 的下面写上竖，点在 3 的位置，启发出捺也在三的位置，于是在 3 的下面写上点捺。这样半

自助式教学，学员感觉不到教，始终感觉是自己在摸索，老师抓住主线，学员积极悟道，这种一

教一学一悟，符合事物的认知规律，学员很快找出首句规律——一横二竖三点捺，其中二、三、四

句口诀没有第一句口诀简单，需要教师在各关键点适时抽次车，降低思考的坡度，提高学习的兴趣；

（3）悟道入门，熟记口诀。四句口诀全部悟出后，要给出一个正确的格式，一般都是总结在一起。 

 

一横二竖三点捺， 

 

叉四插五方块六。 

 

七角八八九是小， 

 

撇与左钩都是零。 

 

告诉大家理解了四句口诀也就理解了纵横码的 50%，也就理解了纵横码的精髓，这样就给大家

一个轻松的心态，实现快乐的学习。 

2、指法训练，击键准确。正确的坐姿、指法，可为提高纵横码输入速度打下坚实的基础。键位

规范、击键准确是对指法训练的基本要求。初学者最大的忌讳就是急于求成，认为不看键盘就不会

打字，我在教学中一再强调必须学会盲打，找准基准键位—食指 4 中指 5 无名指 6，另外 1、4、7

为食指键；2、5、8 为中指键；3、6、9 为无名指键。体味上下键位距离，注意敲键之后的指法还原。

指法还原是指食指中指无名指在完成一个操作后，如果下一个击键动作无须工作，就要回到 4、5、6

基准键位上。例如：食指敲击完 7 键后要回到 4 的键位，我们称之为还原。如果下一个击键动作是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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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位，则直接从 7 键敲击 1 键后再回到 4 键上，长此以往，就会练就坐姿端正、击键准确、成绩突

出。另外在输入时我们发现大键盘空格键与单字、词组键可以代替使用，减少中指无名指移动距离，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打字速度。Backspace 键和光标键也可配合使用，提高击键的速度和准确性。 

3、代码分解，求慢不求快。农村人参加培训的基本在 30 岁以上，这部分人的特点是记忆力差，

理解力强。 如何让学员记得住，记得牢，在讲课时进度不要太快，既要保证学会纵横码输入法，又

要保证学会纵横码输入法软件的基本操作，因此在代码分解这部分讲解中十种笔形我根据光盘和互

联网截取了十个幻灯片，将 7 键码作为重点、难点，在讲解中结合汉字以及每个人的姓氏姓名讲解，

例如：“都”字的第二码应取“7”，而“子”的第二码应取“0”，大部分学员会质疑，教师及时解疑，回看

7 的角型笔形第一图解，四分角和二分角图解为我们提供这样一个信息，角型笔形只是截取其中一部

分，向其他方向还有连续的笔画延伸，“都”的第二笔形是“横折折勾”，是连续的一笔；而“子”的第二

笔形是“横勾”，以后没有连续的笔画。看似学员自己提出的问题，其实是教师有意的安排，这样的

讲解，学员理解深，兴趣浓。 

4、单字取码，难点突破。单字取码是个难点，特别是刚开始接触单字取码，学员不能准确找到

四角或不能准确判断笔形，为此单字取码四条规则必须讲清，并且要结合汉字逐字分析，把复杂的

规则句子化成简单的词组。例如：第一条规则，将每一个汉字看成一个方块，按照先上后下先左后

右的顺序依次取码。在讲解且学员理解后可简单归纳为“取码顺序”四字短语。第三条规则，角型笔

形取较高笔形，又有取复杂笔形不取简单笔形的限制，必须结合字例进行重点分析。我常将“曲”和

“成”作为重点字进行分析，左上角和右上角是角型笔形，取较高笔形，在“2、4、5”三种笔形同时存

在情况下，有复杂不取简单笔形，何为复杂？数码越大越复杂，所以有 4 不取 2，有 5 不取 4，眼光

要往深处看！这样其他三条规则在探究的氛围中分别总结为“不重复、角取高、断开取”。开始练习

时要教给学员调出笔形与数字键盘对照表，方便练习与纠正。切换到纵横输入法后，点击显示语言

栏中“纵横”图标即可出现对照表。 

5、疑难字例，重点讲清。“子、成、出、集、李、吏”等作为重点字例，在学员有一定单字能力

后适时出现（适时的意思是可机动，可出现可不出现，可少可多），培养求异思维，巩固提高，同时

透露给学员这样一个信息，重点词、重点字要记准记牢。 

6、四类词组，加法记忆。纵横码输入法将词组分为二字词组、三字词组、四字词组和多字词组，

取码规则分别为二字词组 33 规则、三字词组 222 规则、四字词组 2112 规则，多字词组 21111 规则。

总结就是 3+3=2+2+2=2+1+1+2=2+1+1+1+1=6，任何词组输入的代码极值为 6，这就与键盘练习与键

盘游戏为什么六码数字反复出现吻合。使学员知其然并且知其所以然。 

7、持之以恒，训测激励。教学过程中，我充分利用纵横码汉字教学系统中的汉字测试在学员中

开展输入法比赛。为了明确目标，在培训后 10 天左右，我邀请我镇老学员曾获得北京市纵横码比赛

三等奖获得者李慧娟为学员做展示表演，明确告诉学员去年平谷一等奖就应达到这个标准，没有这

个标准今年就不可能获奖，从而为有心者起到心理暗示作用，这就是目标。此法成为一时间学员的

动力源。 

8、团队练习，教学共长。为克服学习的疲劳期，倦怠期，我摸索出团队练习方式，个人练习必

然重要，如果将三五个有志向有前途的学员集中训练，使之在练习中互相借鉴，互相激励，互为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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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对于克服学习的疲劳期、倦怠期，培养优秀团队有百利而无一害。2007 年 11 月至年底，2008

年 1 月至 3 月，11 月 12 月，2008、2009、2010 年国庆长假期间，我组织六名优秀学员共同练习，

开展比学赶帮超活动，每分钟 50 字，每分钟 80 字，每分钟 100 字以上，惊喜一个跟着一个，形成

我镇纵横码学习推广优秀团队。青年组甘红霞、刘金局、杨慧始终稳居我区前三甲位置，汉字录入

成绩逐年提高，2009 年夺冠时每分钟录入 85 字，2010 年夺冠时每分钟录入 102 字，现在稳定在 110

字以上。杨凤云在中年组勇得冠军，现成绩稳定在每分钟 90 至 100 字。2010 年甘红霞、杨凤云代表

北京市参加全国比赛，甘红霞获得全国青年组第六名，荣获二等奖，杨凤云获得优秀表演奖。 

二、借势推广，枝繁叶茂，纵横花开艳丫髻 

1、（纵横之势）教学与推广纵横码，不仅要讲究悟道，讲究教学有法，而且要懂得借势和造势。

这个势分为支持之势和参与之势，支持之势是指各级领导的重视与支持，参与之势是镇域各类人群

的参与，简单地说就是要借官势和民势。纵横之势的关键点是要让领导知道你的工作态度和工作成

绩，要经常向领导汇报培训工作和取得的成绩，我镇纵横码输入法的推广得到镇领导的高度重视，

镇党委书记（原镇长）张振江同志数次过问纵横码培训事宜，几次在镇党委会上作为专项议题上会

讨论，责成全力支持培训，2009 年为参加北京市比赛的六位选手提供 300 至 500 元的奖励。镇成人

学校校长岳清立同志为让优秀学员有一个练习的平台，提请主管镇长同意，责成我校教师张长永从

接收的旧电脑中配备 5 台能满足练习的组装电脑，和我一起到学员家中安装调试，以利于农忙和空

闲时间练习。 

2、（纵横之术）术有专攻，媒体教学，相辅相成。在张长永老师和王海云老师的帮助下，我们

对原有纵横码输入法教学 ppt 进行了两次修改，制作成 52 张幻灯片，使之重点更突出，难点解析更

明确，讲解和接受速度适合农村学员，利于学员接受。在教学中利用多媒体进行辅助演示，讲解操

作方法，调动学员多种感官参与学习互动，学习提高加速。 

3、（纵横之眼）慧眼识才，培养高手。我们将纵横码输入法的普及、推广、提高同步进行，只

有在受众群体广泛的情况下，才能吸引人才，人才在纵横码输入法的普及推广中发挥不可估量的作

用。为家庭带来荣誉感还能促进家庭和谐社会进步。例如甘红霞获得区比赛一等奖后，他的丈夫赵

俊龙就受到同车出租司机的褒奖，在出租班车上有人羡慕地说：“小龙媳妇在现比赛中还获奖了那！”

紧接着又有人说：还有希春媳妇那！（希春名李希春，是学员杨慧的丈夫）在参加市比赛时，为方便

杨慧练习，希春特地为她购置了一台价值 3000 元的笔记本电脑，不仅方便杨慧学习，而且加深了家

庭成员对二次学习的认识。可见我们培训的效果已经跨越了培训本身，成为巩固家庭的催化剂，家

庭的和睦又反作用于纵横码学习，实现学习、生活、工作的同步。 

4、（纵横之情）情商介入，续写辉煌。所谓情商，是指意志品质、态度情感、兴趣习惯等非智

力因素。情商在纵横码培训中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要建立悦纳的心理环境，营造亲其师信其道的氛

围。具体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师生关系融洽，表现为喜爱老师，尊重学员，宽容错误。做法是微笑

面对，绝不批评，指导耐心，话语暖心。学员常说‘我啥也不会’，而我们要说‘啥都会就不用学来了，

只要您肯学，一定将您教会’。二是家庭随访，体察入微，重点学员随时家访，有病有事不遗余力，

我利用在政府工作的便利，帮助学员完成建房、困补、购车补助、大桃销售通行证等各项手续，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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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霞家中盖房，资金短缺，为他送去一万元以解燃眉之急。三是建立信任，永驻辉煌。教学的艺术

不在于传授的本领，而在于激励、唤醒、鼓舞。就为这一份情感，杨凤云练习时腱鞘炎发作，右手

肿的像个包子，但 3 个月连续练习，她没有缺席过一次。肖术清做过心脏手术，仍快乐练习。张桂

芝离成校 8 里地，腊月 26，带着干粮中午不回家在学校练习，一来就是一天，在她的带动下强化培

训的学员全都带干粮一来就是一天。杨慧作为唯一一名不是中专班学员的选手，为我们创造了一个

又一个惊喜，因为在北京超市上班，没时间集体练习，就去网吧练，上完班后，摆会地摊，回到出

租屋内再练，她是为练习投入最多的人，个人投资 3000 余元。刘金局为参加比赛甘愿冒着被炒鱿鱼

的危险。甘红霞在照顾瘫痪的公公和身患癌症的妯娌嫂嫂的情况下，常常将后半夜当成最佳的练习

时间，为练习几个月掉了 12 斤肉，消瘦的身躯更加瘦消。可以这样说，在纵横码上我是他们的老师，

而在生活态度和将纵横码作为一项事业上她们是我的老师。 

5、（纵横之用）推荐工作，学有所乐。镇统计所进行人口普查，需要懂得电脑录入的指导员两

名，我与校长岳清立商量，推荐甘红霞、杨凤云到统计所帮忙，担任全镇普查指导员，利用所学开

展数据录入，提前一个月完成全部任务，得到统计所所长的大力肯定，并在完工后专门设宴致谢。 

学习纵横码的方法灵活多样，以上只是我在纵横码教学与推广中的一家之言，愿它能起到‘抛砖

引玉’的作用，使‘纵横输入法’让更多的人掌握并使用，让‘纵横之花’在平谷开的更加绚丽夺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