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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开展纵横汉字输入技能普及推广与应用趋势分析 

     赵慧声  李洪蕾   西城区推广普及纵横汉字输入法工作领导小组   

纵横汉字输入法（简称纵横码）系香港著名爱国实业家周忠继先生发明，苏州大学纵横汉字信

息技术研究所研制成功。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盛行于上海、江苏、浙江、香港等地，进而推广到

北京。它所具有的易学易懂、输入快捷、繁简通用、词汇丰富、功能强大、老幼皆宜等优点，深受

中老年群体欢迎。北京市西城区从 2005 年开始推广普及纵横汉字输入法以来，取得了显著效果。 

为落实《北京市西城区创建首都学习型城市示范区实施意见》精神，进一步推进全国社区教育

示范区建设，按照《2011 年西城区社区教育工作要点》中关于“继续在市民中开展纵横汉字输入法

培训”的要求，2011 年年初，西城区社区教育委员会办公室印发了《关于开展纵横汉字输入法推广

工作的通知》，着重在南部地区（原宣武区）推广普及纵横汉字输入技能。为参加 2011 年北京市纵

横汉字输入技能比赛和 2012 年全国纵横输入大奖赛奠定了良好基础。 

一、西城区开展纵横汉字输入法推介面临的新形势 

1、西城区纵横汉字输入法推介面临的新形势 

西城区在社区市民中开展纵横汉字推广已经有近十年时间，纵横汉字输入法已经在市民中达到

了一定的知晓率与认可度。至 2010 年，由于北京市区划调整，形成新西城区后，各方面工作都面临

着从领导到执行层面的多方调整，纵横码的推介也面临着新的发展空间。 

从推介受众群体讲，现在的西城南部地区，即原宣武区的八个街道 107 个社区，并没有开展过

纵横汉字输入法的推介。但这并不意味着在社区市民中不存在对输入法培训的需求。在当前的信息

化时代，掌握输入法是市民信息化处理能力的必备技能，在西城区南部，市民信息化能力培训一直

是区街居三级社区教育课程中的必有之项。只是其中对输入法的培训在一定范围上一直与汉语拼音

培训相衔接选择拼音输入法。汉语拼音的在相当一部分老年人群体中仍然是陌生的知识，把知识转

化成能当成工具使用的技能也需要培训，还要老年人习惯文字和字母的转换，这使得拼音输入法在

这一范围的受众群体中存在一定的普及难度。纵横汉字输入法正是为这一群体提供了又一种选择。

所以，在新西城，纵横码的推介迎来了更广阔的空间，增加了大量的需求者。 

2、西城区纵横汉字输入法推介的新网络 

面临既有基础、有经验、又有新的广阔发展空间的新形势，西城区社区教育委员会办公室多方

协调，针对纵横码在南部地区尚属新事物的情况，将培训推介工作交由北京宣武红旗业余大学负责，

重点扩大西城区南部地区社区市民对纵横码的知晓率。由于西城区北区依托街道社区教育学校推广

纵横码培训，而南区并没有独立建制的街道社区教育学校，因此，南区的集中培训依托北京宣武红

旗业余大学，北部地区仍以委托街道社区教育学校培训为主。 

作为西城区两所社区学院之一的北京宣武红旗业余大学，自 2009 年起与区信息化工作办公室联

合开展市民信息能力提升培训，有着丰富的市民信息能力培训经验。2011 年开始作为西城区开展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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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码培训基地，从承接纵横码推广任务伊始就将其普及推广工作作为一项提高市民信息能力的实用

技能与市民信息能力提升培训紧密结合。发挥自身推进“百万家庭上网工程”的“数字家园”的优

势，在日常化的市民信息能力提升培训中增添进纵横码的技能推介，并及时通过承办的《社区教育

报》对纵横码推介工作相关的会议、培训、研讨、比赛、考察、参观、交流等信息加以宣传，迅速

增加了纵横汉字输入法在市民群体中的知晓率。在 2011 年首度承接此项工作之年即做到了以西城区

南部地区为重点，面向全区架构推介、普及纵横汉字输入法新网络的良好态势。 

二、西城区开展纵横汉字输入法培训工作的现状 

1、2011年西城区开展纵横码培训的具体做法 

2011 年 4 月，历经半年的协调与调研，西城区社区教育委员会正式下发纵横汉字输入法培训通

知。由于是将培训重点放在西城区南部地区，属于开拓培训，以骨干教师培训班的形式开展。这是

北京宣武红旗业余大学在面向社区居民进行普及型培训中探索出的行之有效的推介方式。面向街道

集中培训骨干教师，有条件、有需求的街道可以通过骨干教师面向辖区各社区居委会面向居民进行

更大范围的培训，既方便了居民学习，又能够迅速扩大培训规模。 

5、6 月份各举办了一期骨干教师培训班，北京老教育工作者总会副会长、北京纵横码推介培训

中心主任张定，应邀出席了开班仪式。每期培训班历时 5 天，针对输入法培训学练结合，以练为主

的特性，为使学员安心学习、集中精力，达到更好的学习效果，迅速掌握各项技巧并通过练习固化

知识，北京宣武红旗业余大学向参加培训的学员每人每天免费提供午餐一份。 

为了真正达到培训骨干教师而不是单纯的培训学员的目的，向每位参加培训学员免费提供培训

教材及光盘一套，使学员能够安装、卸载输入法软件，能够胜任到街道社区的培训任务，而不是单

纯学会汉字输入。 

骨干教师培训班聘请市区有着多年纵横码培训经验的老师执教，不仅面向各街道培训骨干教师，

还培训了红旗大学自己的纵横码骨干教师和管理教师，都是多年来承担市民信息能力培训的骨干教

师，既便于在红旗大学长期开展市民纵横码培训，又有利于将纵横汉字输入法的使用与市民信息能

力培训相衔接，使学员学以致用，真正从纵横码的学习中受益，享受信息化生活。 

两期培训班中，来自大栅栏、天桥、陶然亭、白纸坊、牛街、椿树、广内、广外、展览路等 9

个街道的 74 名骨干教师接受了集中培训，向其中 51 颁发了市成人教育学会制发的《北京市纵横汉

字输入法培训合格证书》，使得西城区南部地区 8 个街道 107 个居委会，达到每一两个居委会有一名

骨干教师，并相继在各街道社区开展普及推广工作。2011 年全年，西城区全区参加纵横汉字输入法

培训的学员达 809 人，其中居民 624 人，学生 144 人，残疾人 9 人，外来人员 32 人。 

今年 5 月 7 日至 11 日，根据西城区社区教育委员会《关于开展市民信息能力提升暨纵横汉字输

入技能普及推广工作的通知》要求，区教委社教办与红旗大学联合举办了“2012 年西城区市民信息

能力提升暨纵横汉字输入技能普及推广工作教师培训班”，共有来自全区 15 个街道和部分社区教育

学校的 32 名同志参加了为期 5 天的培训。培训期间，组织培训班人员到金融街社区教育学校进行了

现场教学观摩活动。通过集中培训和现场观摩，不断探索创新在纵横汉字输入技能普及推广工作中

新的有效方法和新的教学手段，提高基层培训工作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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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宣武红旗业余大学作为西城区开展纵横码培训基地，本着教育为民、教育乐民、教育富民、

教育惠民的原则，不断探索社区教育的新途径。在培训过程中，校领导和管理人员都高度重视，根

据学校为区服务的定位，本着一切以学员为本的原则，重过程管理，重服务意识，重培训实效，选

派学校计算系骨干教师认真备课，教育技术中心等部门全力配合，在第一次承担开展纵横码培训活

动情况下，举全校之力，全方位保证了培训人员的范围与培训质量。 

2、2011年西城区纵横码培训学员的分布情况 

两期骨干教师培训班完成学习的共计 74 人中，青年 23 人，中年 24 人，老年 17 人，年龄结构

上比较均衡，一改惯常开展社区居民培训，学员绝大多数为老年人的情况，能够胜任在南部地区开

展纵横码推介的重任，这既是北京宣武红旗业余大学在开展纵横码培训前向各街道提出的要求，能

够派出一人兼数职对多口的街道、社区专干连续五天参加培训，也说明了各街道对此项工作的重视。 

两期骨干教师培训班的学员分别来自 9 个街道，按街道规模规定参加人数，其中中青年学员以

街道社区主抓社区教育的专干为主，有利于提高街道社区对纵横码推介工作直接的认识与重视，中

老年学员则主要是各街道选送的社区的志愿者教师，多年从事市民培训，有工作积极性与培训经验，

能够在掌握技能的同时向更多的居民进行推广。 

从性别比例上，只有 10 名男性居民参与培训，其中青年 3 名，老年 7 名，这与街道社区从事

社区教育的工作人员多为女性的现状直接相关。在老年人群体中的性别差异减小是与市民信息能力

提高培训中一致的。说明在老年人群体中，纵横码从技能掌握与应用需求上具有较为广泛的需求，

不存在明显的性别差异。而在中青年群体中，随着信息化的普及，输入法的掌握已经比较普遍，纵

横码作为输入法的一种成为选择之一，而不是现有条件下的唯一最佳选择。 

3、2011年西城区开展纵横码培训的激励方式 

为了保证在各个年龄段群体中对纵横码的学习积极性，检验纵横汉字输入法的学习成果，促进

南北区培训的交流与融合，表彰学习先进，促进推广应用，按照《2011 年西城区开展纵横汉字输入

法推广工作的通知》要求，在 10 月中旬，由西城区教委主办，北京宣武红旗业余大学承办的“2011

年西城区纵横汉字输入技能比赛”在北京宣武红旗业余大学举行。北京老教育工作者总会会长马叔

平，北京老教育工作者总会副会长、北京纵横码推介培训中心主任张定出席开幕式并观摩了比赛。

比赛形式为现场抽取比赛文章，比赛使用软件是由苏州大学纵横汉字信息技术研究所提供的纵横输

入法 2002 第四版软件。报名参加比赛的共有 61 名选手，分别来自全区 11 个街道和北京市裕中中学

共计 12 家单位。比赛设裁判长 1 人，裁判员 3 人。全部比赛分三场进行，第一场比赛是青年组和残

疾人表演组；第二场比赛是中年组；第三场比赛是学生组和老年组。比赛分设一等奖、二等奖、三

等奖、优秀奖、指导教师奖和组织奖。 

4、2011年西城区纵横码推广工作取得的阶段性成果 

在 2011 年西城区纵横汉字输入技能比赛的基础上，西城区选拔出 37 名脱颖而出的获奖选手组

成西城区代表队，经过 4 天的集训，于 2011 年 11 月 10 日参加了“2011 年 CKCIM 杯北京纵横汉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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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技能大奖赛”设在北京宣武红旗业余大学的西城区分赛场的预赛。在全市 126 名进入决赛的选

手中，西城区占有 26 名。在最后的决赛中，更是有 19 人脱颖而出。其中 3 名选手获得 2011 年 Ckcim

杯北京纵横汉字输入技能大奖赛一等奖，5 名选手分获二等奖，8 名选手分获三等奖，3 名选手分获

优秀奖，另外还有 7 名选手分获优秀展示奖。此外，西城区推广普及纵横汉字输入法工作领导小组

提交的论文《当前开展纵横汉字输入技能普及推广与应用趋势分析》获本届纵横码学术研讨会优秀

论文二等奖。同时，西城区教委荣获 2011 年北京纵横汉字输入技能大奖赛优秀组织奖一等奖。 

今年年初，从北京纵横码推介培训中心获悉，西城区有 12 名在去年北京纵横汉字输入技能大奖

赛中获奖的优秀选手，将通过北京市的集训和选拔参加 2012 年在宁波举办的全国纵横汉字输入技能

大奖赛五个组别的比赛，其中中学生组 5 人、青年组 1 人、中年组 1 人、老年组 2 人和残疾组 3 人。 

北京宣武红旗业余大学将不断通过在市民需求群体及学习需求量的调查与实践中，对培训方式

方法加以创新探索与实践，注重对各项组织激励方式与制度方面的经验积累与实践，必将探索出具

有西城南北地区特色的纵横码培训推广方式方法，进一步扩大纵横汉字输入法的市民知晓率与认可

度，促进纵横汉字输入法在西城区各领域的推广应用。 

三、西城区开展纵横汉字输入法培训推广及应用趋势展望 

1、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不断丰富社区教育，学习型城区建设的内涵 

推广普及纵横汉字输入技能对于建设学习型社会，维护全社会安定团结，对于进一步加快我区

社会经济建设，提前实现进入小康社会的愿景，对于提高市民信息数字化水平和能力，把“精神文

明建设”“数字信息化建设”“学习型社会建设”“和谐社会建设”等政府惠民工程与两个文明建

设紧密结合起来，对于建设全国社区教育示范区，创建北京市学习型城市示范区有着重要的意义。

今后，西城区要把在广大市民中推广普及和应用纵横汉字输入技能，作为发展社区教育，建设学习

型城区的一项重要工作内容。  

2、把推广普及纵横汉字输入技能与正在开展的市民信息能力提升培训工程相结合，

让更多的市民享受数字化生活 

为贯彻落实《2006-2020 年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中办发〔2006〕11 号）精神，实现“新北京、

新奥运”战略构想，使北京市全民信息能力满足加快首都信息社会建设的需要，北京市信息化工作

领导小组制定了《北京市提高全民信息能力行动纲要》。 

按照《纲要》要求，今后西城区在普及居民信息化知识，掌握上网、文字处理、信息传输等基

本应用技能的同时，将大力普及推广纵横汉字输入技能，让更多的市民享受信息化带来的实惠。完

善“数字家园”、社区服务中心、信息化体验中心等基础设施，推进“百万家庭上网工程”，加强

信息化知识普及和上网、纵横汉字输入文字处理、信息传输、与政府部门网上互动等基本技能培训，

营造良好的信息生活环境。引导居民享受数字化生活。关注信息化弱势群体信息技能的提升，提高

残疾人等弱势群体的信息能力。 

3、贯彻落实《西城区“十二五”期间教育事业发展规划》精神，大力实施数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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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工程和首都学习型城市示范区建设工程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提出“构建整体完备、灵活开放的终身教育体系，努

力形成人人皆学、处处可学、时时能学的学习型社会。” 纵横码作为一种实用的汉字输入法，影响

正在不断地扩大，并被越来越多的人们所接受。今后，西城区将围绕“世界城市”的高端形态和“数

字北京”的建设要求，主动适应教育信息化发展趋势，进一步发挥西城教育专业网站的领先、辐射

作用，整合教育网络资源，推广安装使用纵横汉字输入软件，不断提高教育数字化公共服务平台使

用效益。同时，在推进“数字化校园”建设工作中，进一步推广普及纵横汉字输入技能的使用。 

在实施首都学习型城市示范区建设工程中，进一步大力倡导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理念，加强

市民信息能力和数字化能力的培训力度，满足个人多样化的学习需要，在完善社区教育网络和探索

市民学习成果认证机制上取得新突破，建立起灵活开放的终身教育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