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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序論
作为帮助学习汉字和推廣普通话的工具，《汉语拼音方案》在1958年公布和推行以
后，成为中国人文化生活中不可缺少的“朋友”。但是在实际的应用中，人们又发现
方案并非“十全十美”，也有很多问题是方案无法解决的。比如:如何建立拼音的正词
法;如何区分同音字和同音词;如何解决外来词的译写问题等等｡1) 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在通过方案的决议中说:“在实践过程中继续求得方案的进一步完善”。周有光
(2007，338)说对这個“进一步完善”的理解之一就是，在方案的基础上，研究和发
展“汉语拼音正词法”(下文简称“正词法”)。

* 성균관대학교 중어중문학과 박사과정
1) 參考 《當代中國的文字改革》(1995: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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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 《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2012年版的變化
“正词法”是以“词”为单位的拼写规范，廣义指一切文字的书写规范，狭义指的就是
汉语拼音的书写规范｡2) 传统的汉语是以“字”为书写单位的，所以只有“正字法”而没
有“正词法”。“正词法”的说法大致到60年代用的人开始多起来。这一名称的转变，反
映了人们从“字”到“词”的认识发展｡3)
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及有关部门对“正词法”的研究开始于上世纪80年代。经过幾
年的研究、修改，1988年《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由国家教育委员会和国家语言
文字工作委员会联合公布实施。八年以后，1996年国家技术监督局公布《汉语拼音
正词法基本规则》(GB/T 16159-1996)为国家标准。这個标准确定了汉语拼音拼写
现代汉语的规则。2012年经过修改后的 《 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 》 (GB/T
16159-2012)代替(GB/T 16159-1996)於当年10月1日起正式实施。
與1996版“正词法”相比，2012版“正词法”内容更加详细，包括了分词连写、人名
地名拼写、大写、缩写、标调、移行、标點符號使用等7個部分62条基本规则。其
他变化主要有:
--取消了原标准中與名词、动词、形容词、代词、数词和量词并列的“虚词”一
节，把虚词词类提升，與实词词类并列，以贯彻按词类分节的原则。
--修改了原标准中关于非汉语人名、地名的汉语拼音拼写规则。
--参照ISO7098《中文罗马字母拼写法》的规定，补充了“汉字数字用汉语拼音拼
写，阿拉伯数字仍保留阿拉伯数字写法”的规定。
--增加了在某些场合，专有名词的所有字母可全部大写，也可不标声调的规定。
--增加了变通规则，以照顾某些领域的特殊需要｡4)
《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是《汉语拼音方案》的重要补充，人们可以利用“正词

法”正确地拼写词和句子，这是拼写规范和书写格式的准则。
“正词法”在文化教育、编辑出版以及中文信息处理、对外汉语教学等方面日益显
示出它的重要性。尽管修订后的“正词法”完善了很多，但是在实际使用中人們仍然
2) 周有光(2007:352)引用。
3) 參考周有光(2007:353)。
4) 引用 《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2012年版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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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了一些问题。本文将提出这些问题，并对其改善进行簡單的讨论和分析。

Ⅲ. 《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中的幾個问题
“正词法”的制定原则是“以词为单位，适当考虑语音、语义等因素，并兼顾词的拼
写长度”，而在“词”的问题上，“按语法词类分节规定分词连写规则”。这個制定原则可
以说是非常全面，既考虑了语法意义上的词，又照顾了语音、语义和音节。单从学
习“正词法”的角度来看，理解起来并不难，但是具体操作时却发现不少问题。

1. 动词的连写问题
柯彼德(1992)曾经就动词的连写提出疑问。他认为正词法中“动词和单音节的补
语连写，如:听懂(tīngdǒng);

但是补语不是单音节的就要分写，如:走进来(zǒu

jìnlái)”这一规定将同一種类型划出两種拼写的方法是不合理的。丁加勇等(2007)也
对“正词法”中的动词部分进行了详细分析，提出了相似的问题。下面本文就对动词
方面的基本规则进行讨论。
(1) 对於动词和“着、了、过”的连写、分写，“正词法”就情况的不同分别做了规定｡
6.1.2.1规定:“动词與后面的动态助词‘着’、‘了’、‘过’连写，如:
kànzhe(看着)，tǎolùn bìng tōngguòle(讨论并通过了)，jìnxíngguo(进行过)”
6.1.2.2规定:“句末的‘了’兼做语气助词，分写, 如:
Zhè běn shū wǒ kàn le(这本书我看了。)”

動詞和“着、了、過”的連寫分寫問題比較複雜。雖然以上分別對動態助詞與語氣
助詞作了規定，但還是有一些問題未作說明。比如:沈孟瓔(1998)曾在文章中說，
如果動詞不只一個，動態助詞也不只一個時，應如何拼寫呢?如“我已經看過了”，動
態助詞“過”和“了”共現,5) “看過了”位於句末，我們根據正詞法6.1.2.1和, 6.1.2.2，

5) “了”也兼作語氣助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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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看過”連寫，而在句尾的“了”與前面分寫似乎也沒問題。但是在“這些年已經看過
了太多繁華”這個句子中，“看過了”位於句中，要怎麽拼寫呢?這一點，正詞法幷未
作詳細解釋。作为独立性最差的动态助词，“着、了、过”应该始终和动词在一起才
能表示动态意义6)。根據這一觀點，動詞和多個動態助詞共同出現在句中時，全部
連寫也不失爲一種方法｡7)
(2) 对于动词和宾语的问题，“正词法”规定:
“动词與所带的宾语，分写;动宾式合成词中间插入其他成分的，分写”。

由于动词和充当宾语的部分是两個词，按照规定，应该分写，如: “kàn xìn(看
信)､chī fàn(吃饭)｡”这没有问题。但是在“吃饭问题”中，“吃饭”的意义发生变化，有
了整體性，成为“生活”的意思，周有光(2009，97)认为应该连写，词义变化，写法
就要有所不同。这一意见完全符合“正词法”中“表示一個整體概念的雙音節和三音节
结构连写”的原则。考虑到具有“整體性概念”的动宾词语，是不是采取连写的方式更
好呢。再举几個其他例子，如:三音节“掉书袋(diàoshūdài)、开夜车(kāiyèchē)8)”
等。因此对于动词和宾语的问题，本文主張兩種方式，卽分写和連寫。若动词和充
当宾语的部分是两個词，那麽分写;若动词和宾语具有“整體性概念”，就要連寫。
(3) 动词和补语的连写，“正词法”中的规定是:
“两者都是单音节的，连写; 其余情况分写。如: gǎohuài(搞坏), zhěnglǐ hǎo
(整理好)等｡”
6) 参考丁加勇(2007:66)。
7) 除這一主張外, 筆者認爲以下方法也可考慮, 卽:將6.1.2.1和6.1.2.2两条规定合二为
一，不管助词在句中動詞後，還是在句末，都不必與动词分写，只需连写來表达完整
的意义。對學習和使用正詞法的人來說，這樣簡單實用的規定，操作起來也是比較方
便的。因爲張壽康(1984)曾提出，正詞法要考慮到群衆性，考慮到大家用起來旣有形
式標志，也簡便易行。
8) 這個詞有兩個意思, “爲了趕時間, 在夜間繼續學習或工作”; “晩上開車”。表達前一個意
思應連寫, 後一個意思則分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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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问题是，汉语中的补语不是只有单音节的。碰到可能补语的话怎么写呢?
分写还是连写?“正词法”没有给出说明。而在“总则”中“表示一個整體概念的雙音节和
三音节结构，连写”的例子下面，有“chīdexiāo(吃得消)、duìbuqǐ(对不起)”两個可能
补语的结构。那麽按照这個说明，动词和补语都连写才好。收录在《现代汉语词典》
(第6版)中的此类结构，都是连写。如:“来得及，来不及，看得起，看不起，禁得
住，禁不住，过不去，过得去，犯得上，犯不着，磨得开，磨不开，对不起，对得
起.”等等。吕叔湘也同意连写。他说(1984)，“动补结构的问题是大多数这样的片段
都能在“动”和“补”中间加进去“得”或“不”，我的意见是连起来写不会看不懂｡”
柯彼德(1992)说:“‘--得--’和‘--不--’是两個中缀，用拼音拼写的时候，不管有几個
音节或几個语素，全部都要连写｡”不仅如此，他还认为，动态助词“着，了，过”也可
以位于补语后，全部连写，因为它们是动词的构形后缀，是动词的一部分。如:我
们可以写“tīngdǒngle(听懂了)，zhěnglǐhǎole(整理好了)，jiěshìbuguolai(解释不过
来)｡”他说虽然动词那么长，有些人觉得異常，但是汉语中的多素名词也不少，有的
甚至超过五個语素，如:古生物学家们(这也是全部连写)。名词可以，动词为什么不
可以呢?
柯彼德“一律连写”的观点显然能够解决“正词法”中动词和“着，了，过”连写，一部
分又要和补语分写的矛盾。但是这里又有一個问题，由于视觉和听觉的接受能力不
相等，较长的音节只适合听觉，最适合视觉的音节串长度是二到三個音节9)。而且
呂叔湘(1984)也認爲超長書寫方式是行不通的。所以本文同意动词和补语可连写，
而关於动词和补语、助词全部连写的情况只有在实践中接受检验，才能最终决定。

2. 成语和其他熟语的连写问题
“正词法”对成语和其他熟语的“分词连写”是这样规定的:“成语通常作为一個语言单
位使用，以四字文言语句为主。结构上可以分为两個雙音節的，中间加連接號;结
构上不能分为两個雙音節的全部连写｡”而其他“非四字成语和熟语内部按词分写”。
在“变通规则”中，还有一条对辞书编写成语的说明:“辞书注音需要显示成语及其他
词语内部结构时，可按词或语素分写｡”
9) 引用周有光(200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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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成语的连写
对成语的注音，张寿康(1984)指出，“四音节成语的结构十分复杂，有的也难于
确定是某一種结构，但是拼写法应当规定得干净利落。即使像难于确定结构样式的
‘咫尺天涯’，也可以规定为:咫尺／天涯｡”他主张成语以两個音节连写为常例，这样
便於掌握。包括“总而／言之，痴人说梦”等。而覃盛发(2001)则认为成语都是结构
固定并由整體表示一個特定意义的短语，其语法功能只相当于一個词，在句法结构
中总是整個充当一個结构成分，因此把它们全部当作一個词看待，不管能否分两部
分来念，一律连写。王飆(2009)則對《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中收彔的全部成語進
行了考察，他認爲成語中包含了古今漢語詞彙、語法和歷史文化等諸多歷時因素，
不可能找到一條適用於所有成語的簡單的共時標準。他主張對分別起源於古今漢語
的不同成語，只能分別使用不同的分詞標準。
他们的看法各有优点，但张寿康的“雙音節连写法”掩盖了其他一些不属于幷列结
构的成语;而覃盛发的“一律连写法”虽然简单，不必分词，可是又容易混淆重叠幷列
式(即AABB)词语和四音节的其他词语，如形容词“hēigulōngdōng(黑咕隆咚)”。王
飆的標準不無道理，但也能看作是通過分析成語的內部結構來分詞的。
與以上学者的看法相比，本文认为“正词法”的注音规则比较合理，但過於簡單，
需要补充。
“风平浪静”，“颠三倒四”，“光明磊落”等幷列结构的成语，可以“正词法”为标准，分
为两個雙音節，中间加短横(卽連接號)。“一衣带水”，“石沉大海”，“乌合之众”等不
能分两段读10)的成语就全部连写。這些要全部連寫的成語，從結構上看，旣不是幷
列式，也非两两成词，“石沉大海”结构是“石-沉-大海”，“乌合之众”是“乌合-之-众”。
这类成语的注音，马志伟，乔永(2006)提出按照“半半连写”的方法，即中间加連接
號，不成词的一边再加連接號。那么“石沉大海”的注音就是shí-chén-dàhǎi;

“乌合

之众”就是wūhé-zhī-zhòng｡ 这種标记看起来非常明了，值得一试｡11)
10) 平時人們都會分兩段讀, 但從結構上看是不正確的。如:“一衣帶水”的結構是“一/衣帶/
水”。
11) 王飆(2005)說, 這些結構上不是兩兩對稱的成語實際上也能讀作兩兩節拍, “一衣-帶
水”; “石沉-大海; 烏合-之衆”;結構上不是兩兩對稱, 也不能讀作兩兩節拍的成語很有
限。他說正詞法想說的, 是能否從結構關係上把成語切分成兩兩音節。但筆者認爲成語
的結構幷非能如此簡單地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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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威辞书《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中的成语注音存在一些與“正词法”不一致的地
方。比如: “层出不穷”，“正词法”的标注是: céngchūbùqióng，全部连写; 而《现代
汉语词典》则是两個雙音節分写，中间加連接號。“正词法”变通规则中出现的成语标
注“痴人说梦(chīrén shuō mèng)”，“守口如瓶(shǒu kǒu rú píng)”，“未雨绸缪
(wèi yǔ chóumóu)”，“哼哈二将(Hēng-Hā èr jiàng)”在《现代汉语词典》中完全以两
個雙音節词语的标注出现。
“正词法”和《现代汉语词典》都是非常权威的，但在成语的标音上卻不一致，可见
大家对于“词”的划分问题仍存在不同看法，需要继续讨论。

2) 其他熟语的连写
其他熟语包括惯用语，谚语，歇后语等。“正词法”规定“熟语内部按词分写｡”
本文认为三音节和四音节的熟语，表示的是一個整體概念，应该连写。这個内容
也包括表示一個整體、凝固不可分的意义的动宾短语。本文在前面已有论述。
如:“bēihēiguō(背黑锅)，bēibāofu(背包袱), chǎoyóuyú(炒鱿鱼)｡” 如果表示一個四
音节及四音节以上的熟语，再按词分写。ru: “xiǎocōng bàn dòufu--yīqīng èrbái
(小葱拌豆腐--一清二白)”

3. 助詞的连写问题
关於助词“的，地，得”等與其他词语的连写，“正词法”6.1.9.1规定:
“结构助词‘的，地，得之，所’等與其他词语，分写。其中，‘的，地，得’前面的
词是单音节的，也可连写｡”

本文认为“的，地，得”三個结构助词和其他词语最好连写。张寿康(1984)也持同
样的观点, 并举例如下: “tāde shū(他的书)，pīnmìngdi pǎo(拼命地跑)，dǎde
hǎo(打得好)｡”全廣镇(1996,

267)在说明“的”的语法功能时也举例:“hóngde(红的)

(“的”是名词化标志)，kuàikuāirde pǎo(快快儿的跑)(“的”是状语标志，即“地”)。周
有光(2009，96)说，从语法的角度来看，“他”是代词，“的”是助词，“他”和“的”是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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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词，应该分写，但是群众把“他的”连在一起。实践证明，这样写方便书写和阅读｡12)
从另外一個角度看，助词要與前面的词语连起来，才能显示出它的语法功能。“的”
是定语标志，起修饰限定作用;“地”是状语标志;“得”是补语标志。(前文已在“动词和
补语的连写”中对“得”做过描述。)从实践使用的角度看，助词與前面的词语连写，既
符合听觉的接受能力，又符合视觉的接受能力，便於阅读和理解。

4. 其他问题
1) 单音节词重叠后连写
“正词法”规定:
“单音节词重叠连写，雙音節词重叠分写”。例如:kànkan(看看), shuōshuo(说说)｡”

那么“看一看，看了看，看不看”应该如何拼写呢?“正词法”没有给出解释。根据动
词和“了”的连写规则，副词和后面词语的分写规则，我们应该说“kànle

kàn(看了

看)”“kàn bù kàn(看不看)”，而“看一看”似乎全部连写才好(kànyīkàn)。但实际的感
觉是不论哪一個似乎都应该连写。胡明扬认为，人们“实际上是根据韵律和连读的语
感来确定词的界限的”｡13) 这個语感是否正确，还要经过实践的检验。

2) 单音节前附成分或后附成分與其他词语的连写
“正词法”总则第5条的内容是单音节前附成分或后附成分與其他词语的连写。这是
关于词缀與其他词语的连写问题。但是例子中有相当一部分已经凝固成词、人们习
惯连写的词语，其实不必特别说明。如:“老虎，阿姨，桌子，拳头，乘务员，艺术
家”等。

3) 指示代词“这、那”，疑问代词“哪”與名词、量词的连写
12) 其实这属于一種“约定俗成”。
13) 彭泽润，彭彬(2007:60)再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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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正词法”的“代词”部分，第2条规则是:
“指示代词‘这、那’，疑问代词‘哪’與后面的名词、量词分写。例如: zhè rén(这
人)，nà cì huìyì(那次会议)｡”

但在“介词”部分的例子中，又出现指示代词“这”和量词连写的现象。如:guānyú
zhège wèntí(关於这個问题)｡ 那么这是说只有在“这個，那個，哪個”14)中才连写，
而其他量词则要分写吗?“正词法”并没有解释。

4) 汉字数字的拼写
汉字数字用汉语拼音拼写，“正词法”并没有说明“数字应全部分写”。但它给出的例
子全部是分写, 例如:èr líng líng bā nián(二00八年), líng diǎn liù yī bā(零點六
一捌)｡
6.1.5.1规定:“汉字数字用汉语拼音拼写, 阿拉伯數字則仍保留阿拉伯數字寫法｡”
6.1.5.2规定:“十一到九十九之間的整數, 連寫｡”

6.1.5.2規定了“十一到九十九之間的整數要連寫”，與此相比，6.1.5.1中關於用
拼音拼寫分數､小數和年份的表述就不那麽淸楚。筆者認爲若能在這項內容中補充
說明“分寫”，將此改爲“汉字数字用汉语拼音拼写時，全部分寫”，會更加明了。
而关於分数的拼音写法, 王均(1984)曾经提出，可以有四種，幷擧出例子進行說
明。如:“三分之二”，能寫作
① sān fēn zhī èr，② sān fēnzhī èr，
③ sānfēn zhīèr，④ sānfēn zhī èr.
但第一種写法太散，第二種“分之”不是词，而且跟语音节律也不合，第三種“之二”
也不成词，王均认为第四種比较合适。他说，这個“之”本来就是表示领属的结构助
词，把它独立拼写，跟“shàonián zhī jiā(少年之家)”的写法正相合适｡15) 章和生,
14) 在《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中“这個”，“那個”，“哪個”都是连写。
15) 筆者認爲“三分之二”與“少年之家”只是“之”相同, 但結構幷不完全相同, 因爲“少年”是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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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松梅(1959)則認爲，通過試驗證明“分之”結合得太緊密了，不容易分開。他們的
觀點是把“分之”作爲一個特殊的詞兒連寫，前後部分的數字則和它分開寫，卽以上
第二種寫法。而這也幷非章和生等的新主張，吳玉章早在1940年就提出來了。
本文认为，根據呂叔湘(1984)提出的“一致、易學、醒目”的原則，把分數、小數
和年份的拼音全部分寫，以與6.1.5.2區分。因此按照“正词法”比较好，不必另外設
規定。

5) 地名拼写
6.2.2.1中说:
“汉语地名中的专名和通名，分写，每一分写部分的首字母大写｡”例子有:
“Yālù Jiāng(鸭绿江)，Dòngtíng Hú(洞庭湖)，Tài Shān(泰山)”等。

这里的“鸭绿江，洞庭湖，泰山”都是专名，“江，湖，山”是这些名称中的一個语
素，與“北京市”的“市”，“河北省”的“省”等含有行政区化意义的词语不同，“鸭绿江，
洞庭湖，泰山”只能作为一個整體概念出现，因此这里应该连写而不是分写｡16)

6) 标调规则
“正词法”6.5.4的内容是“在某些场合，专有名词的拼写，也可以不标声调”，并举
出一個人名作为例子(Li

Hua)。但这样做的结果必然会失去区分汉语的本来存在

的一個条件，可能会造成混淆,17) 带来误会。

7) “正词法”中例子的声调
“正词法”中有一些词语的声调，與《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不同。“正词法”是拼音
拼写的规范，《现代汉语词典》是汉字注音的权威，所以本文认为在这個方面“正词

“三分”卻不是一個詞。
16) 覃盛发(2001)也和本文观点一致。
17) 引用彭泽润，陈新潮(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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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存在问题，若能修正更好。
(表一)
“正词法”中的
标号
6.1.1.1

6.1.1.2
6.5.3

“正词法”中的声调
火车上面 shàngmian
门外面 wàimian
河里面 lǐmian
天上
tiānshang
地下
dìxia
红彤彤hóngtōngtōng
沈甸甸 chéndiàndiàn

《现代汉语词典》中的声调

shàngmiàn
wàimiàn
lǐmiàn
tiānshàng
dìxià / dìxia
hóngtóngtóng /hóngtōngtōng
chéndiàndiàn /chéndiāndiān

另外，还有一些例子的连写、分写與《现代汉语词典》不同，整理如下。
(表二)
“正词法”中
的标号
5.2
6.5.2

7.2

“正词法”中的写法

《现代汉语词典》的写法

破天荒pòtiānhuāng
层出不穷céngchūbùqióng
一天 yī tiān
一头 yī tóu
不对 bù duì
痴人说梦 chīrén shuō mèng
未雨绸缪 wèi yǔ chóumóu
守口如瓶 shǒu kǒu rú píng
哼哈二将 Hēng-Hā èr jiàng

pò tiānhuāng
céngchū-bùqióng
yītiān
yītóu
bùduì
chīrén-shuōmèng
wèiyǔ-chóumóu
shǒukǒu-rúpíng
hēnghā-èrjiàng

8) 关於同音词的分化内容未在“正词法”中出现。
这個问题比其他的分词连写更加复杂，所以从1984年的“正词法”试用稿开始到
2012年版，都没有出现，需要进一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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Ⅳ. 结论
从上面的讨论中可以看出，“正词法”的制订确实非常复杂，因为这不只是单纯的
理论，更主要的是语言应用上的东西｡18) 周有光(2007，367)说，
“‘正词法’充满矛盾，解决矛盾的方法就是‘约定俗成’，‘约定’就是在群众的拼写实
践基础上研究规律和拟定规则，‘俗成’就是通过拼音教学和出版拼音读物使它成为
群众的拼写和阅读习惯。‘正词法要’成熟，必须经过实践，当人们的拼写习惯相对
稳定之后，才能说‘正词法’成熟了｡”

当然这得有個前提，就是一個机构必须要拟定几条规则，不合适的慢慢抛弃或者
修改，合适的则接受下来，成为“约定俗成”｡19)
“词式书写”是汉语书写的现代化。我们要按照“正词法”拼写汉字，编撰词典、教
材、教授外国学生学习汉语。但是笔者感觉“正词法”的宣传和推廣都不及《汉语拼音
方案》，而由于人们的不重视，造成刊物、辞书等标音不规范的現象随处可见。笔
者调查了人民敎育出版社现行的小学语文课本，在标注拼音的一年级课本里，拼音
都不按词拼写，全部是按字一個一個标注。大家似乎认为对于小学生而言，主要以
识字为主，没必要按词连写。但岂不知，这样学习的结果是导致“词感”不明确，甚
至失去“词感”，成为一種流行性文化病｡20) 因此，我们应该努力学习、推广利用“正
词法”，并进一步修订完善它。以上是笔者对“正词法”的一些看法，难免有不妥之
处，希望與大家共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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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文提要】
《汉语拼音方案》은 병음과 보통화를 보급할 때 사용하는 도구이다. 이를 기

초로 발전된 《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은 한어병음으로 현대 중국어를 쓰는 규
칙이다. 그러나 이 규칙을 사용할 때, 일부 문제도 나타난다. 본고는 2012년
《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을 중심으로, 이 중 나타난 문제들에 대해 논하였다.

주로 아래와 같은 몇 가지 문제가 있다. a 동사의 連寫: 동사와 “着, 了, 過”의
連寫와 分寫에 대하여, 본고는 이들이 문장 중에 위치하면 連寫해야 한다고 생

180 《中國文學硏究》⋅제58집

각한다. 이렇게 해야만 동태의미(動態意義)를 나타낼 수 있다. 동사가 목적어와
連寫할 경우는 두 가지 상황을 고려해야한다. 첫째는, 동사와 목적어가 두 개의
단어라면, 分寫한다. 둘째는, 동사와 목적어가 하나의 “整體槪念”이라면, 連寫해
야 한다. b 成語의 連寫는 비교적 복잡하다. 《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과 《現
代汉语詞典》은 서로 일치하지 않는 병음표기도 많이 보인다. 본고는 병렬구조의
成語는 分寫하고, 두 개의 2음절 단어 사이에 “-”을 넣는 것을 하나의 방법으로
생각한다. 두 개의 2음절 단어로 나눌 수 없는 경우는 連寫해야 한다. 다른 상
황의 경우는 半半連寫한다. c 조사“的, 地, 得”은 앞 단어와 連寫한다. 《汉语拼
音正词法基本规则》은 이미 정해져 있지만, 실질적인 사용과 실천을 통해서 지속
적으로 수정되어야 한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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