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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汉字识字方法简述

1.1 汉字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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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分散识字法 - 阅读识字，随文识字，古代称“书上识字”。
 

1.3 中国2600多年教育史上主流识字法的规律

1.3.1  音韵定位

1.3.2  四字一句

1.3.3 文涵百科

1.3.3 字不重复



1.1.1 汉字是象形文字,是一种图 

→ 木 → 禾 → 川 → 泉 

→ 舟 

→ 网
(網) 

→ 燕 

→ 车(車) 

→ 勺 → 鱼
(魚) 

原始图画  ➔  不规则图形线条  ➔  横、竖、撇、捺、折五种规范的笔画

学汉字的过程，首先是个识图的过程，这个过程
就是识字阶段，这是由汉字的特点决定的。



1.1.2 汉字重复性很大 

国家标准总局从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一亿三千八百万字的材料
中抽样一千一百零八万字利用计算机对汉字频度进行的统计 

现代汉语用字 

“的” 4.1%
10%

“的、一、是、

在、不、了” 
20%

前19个
字 

28.41%

前50个
字 



1.1.2 汉字重复性很大 (cont) 
北京七四八工程标准汉字组检阅现代文章7075篇，计2162万多个字。

共发现汉字6300个

99%是用2400
字写成的。  

1%

剩余的3900字

 因此专家们认为，掌握了这2400个常用汉字，读书
和写作便不会有多大问题了。



1.1.3 生理学上儿童对汉字的认知规律

第一是听觉的发展（听读音）1—3岁

第二是视觉的发展（形）4—6岁

第三是协调能力的发展（写） 7 — 13岁

第四是抽象能力的发展（义）则是贯穿于人
生的，当然最重要的是在25岁以前。



1.2 分散识字法 - 例如阅读识字，随文识字，古代称“书上识字”。 
优点：记忆比较牢，能加深对字义的理解。 

弱点：识字的速度慢得令人无法忍受，阅读上
不去。中国教育部大纲规定，小学毕业学会
2540汉字方可达到脱盲的要求，才能进行阅
读。而中国小学生需要学习六年30多万的文字
材料才能达到2540字的识字量。识字速度严重
落后于儿童的智力发展 。



1.3 中国2600多年教育史上主流识字法的规律

周朝：    《史镏篇》

秦代：    《仓颉篇》《爰历篇》《凡将篇》

西汉：    《急就篇》

南北朝：《千字文》

唐朝：    《蒙学》

宋朝：    《三字经》、《百家姓》

明朝：    《龙文鞭影》

清朝：    《小学韵语》

童
蒙
教
材 

“三百千” :《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



           汉字在声音方面的最大特点就是一字一音，每音都有一个
韵。正因为汉字有韵，就决定了汉字的句式能够排列整齐，平仄押
韵。

           例如：诗经，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把中国语言文字推向
了最高的艺术境界。这里面汉字的韵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没有韵
几乎无法开启中国古文化的大门。所以从小培养儿童对韵的语感
，这是学习汉字最重要的一课。这就是童蒙教材几乎都是韵语的

原因。    

  用现代心理学的说法，韵语是最古老的也是最有效的一种记忆方 
法。有的民族历史就是靠诗歌这种韵语的形式流传下来。

1.3.1  音韵定位



      四字一句符合汉字组词的习惯。受平仄押韵的影响，汉字
组词大多按几何级数增长。早期汉字一字一词，随着语言的发
展，两字一词的复合词越来越多。再发展则是以四字一词的复
合词为多。中国成语大词典收录的都是这一类的词，这也是中
国语言的精华。

    小儿学语的过程是个训练发声的过程。因其控制声音的肌
肉不发达，所以一次读的音节一般不超过四个。实验证明六七
岁的儿童读五个以上的音节和读四个以下的音节，其语句的
完整性大不一样。

     识字课本一般都是四字，个别也有三字，上面提到的10种权威的识字课本9种都是四字一
句，只有《三字经》是三字一句。为什么用四字作句，这是很有讲究的。

1.3.2  四字一句



     翻开古代的童蒙教材，都是按儿童应当掌握的知识分类

编写，可以说是包罗万象。主要有天文、地理、人伦、
大道、道德、历史、农耕、祭祀、教育等等。让儿童

从小在学字的过程中就可学到终生受益的知识。从形式上
可以看出古人识字也是随课文识字。但是古人的随文识字
和我们今天的随文识字截然不同。这就涉及到古代识字教
材的第四个规律，也是我们最难做到的一个规律。

1.3.3 文涵百科



“三百千”生字占全部字数的70%
《三字经》共1616字，《百家姓》共576个字，《千字文》共1000个字，“三百千”合起来
共有汉字3192个，但不重复使用的字约2200个。

现代教材的无效重复占90%以上。 “三百千”这么大密度的生字量，现代语文教材
是望尘莫及的。

为什么不使用 《千字文》?
   《千字文》是用一千个不重复的字写成的一篇韵文，学完这篇文章，就学会了一
千个字，是识字课本的精品。能将集中识字、分散识字、韵语识字、归类识字等诸
多识字方法高度统一起来的教材唯此一本。《千字文》虽好，但因其年代久远、内
容陈旧，大多词语已经不知所云，无法作为现代汉字的识字教材。清末以后，《千
字文》不再作为识字教材，随后它所创造的世界罕见的高速识字方法也随之消失
了。

1.3.4 字不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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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华字经》介绍

《中华字经》是一种超级汉语识字教材，以
“字不重用, 韵语连篇, 四字一句, 涵盖百
科”的独特方式编著而成。《中华字经》是中
国教育部、国家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
承接的教育科学"十五"规化课程的重点研
究成果，是中国侨联指定的海外华人学习的
汉语教材。



2.1 汉字收录的专业性

《中华字经》由国标一级字库3755个基本
字、国家汉语水平考试大纲的2905个常
用字、国务院公布的3500个常用字，综
合后筛选的4000个不重复的常用字编著
而成。这些字覆盖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
学文章用字的99.81%，是中国人一生的
常用的全部汉字。 



2.2 韵语成篇的易记性

“韵”是开启中国古文化的钥匙。也
是最古老、最有效的一种记忆方
法。《中华字经》四字一句、八字一
韵, 平仄对仗、韵语连篇，朗朗上
口，极易记忆。 



2.3 涵盖百科的知识性

 《中华字经》包括天文、地理、人伦、大道、
历史、政治、经济、教育、科技、体育、建
筑、山水、动物、花草、果木等五十大门类
的知识, 仅历史典故就达150多个. 其内容
犹如一部经典文化小百科. 一字可指一物
品、一词可指一事件、一句可指一典故、一
节可指一历史。它将使儿童获得终生受益
的科学文化知识。



2.4 识字方法的集成性

《中华字经》是识字方法的集大成者. 
它集成了集中识字、分散识字、韵语
识字、归类识字、拼音识字、部首识字
的诸多识字方法。 



2.5 教学方法的创新性

《中华字经》总结的儿童识字”小听音、中辨
形、大讲义”的规律, 采用了古人句词字的
教学顺序，先在儿童大脑中建立起全文（即
全部常用字）的音序、形序和义序，然后分
句认读，使儿童在轻松愉快的游戏中学习
汉字。 



2.6 快速识字的高效性

《中华字经》全文四千汉字无一字相
重，它用高难度的写作换来儿童高
效率的学习。 普通儿童一至两年即
可学完人生常用汉字。 



2.7 学习《中华字经》的基本要求

❖ 基础中文听说能力

❖ 学习目标是掌握独立阅读能力

❖ 时间投入：
        一周三次课

    30分钟一节课

    一年至两年的学习时间



听….

说….

读…

写…ENGLISH

A.B.C…
Phonics …



听…

说…

读…

写…

CHINESE
中文

2000多字要  
学要记， 太
难了！

中文好难哦…
???? …



听…

说…

读…

写…

CHINESE

Help from
中华字经

Chinese 
Character 

Canon

输入…

现在我可以读中文
了！

乾坤有序

宇宙无疆

星辰密布

斗柄指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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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华字经》教学方法

3.1 鲸 吞  
3.2 反 刍 
3.3 迁 移 
3.4 整 合 

八字四步教学法:



3.1 鲸 吞 

用一句话总的概括来说就是：整体输入。儿
童识记的特点是先整体输入，意思也就是让儿童
集中背诵，在每课时上抓住儿童前几分钟的兴奋
点，稳而又快速的把教学内容输入到儿童的大脑
中，这个阶段就是利用儿童的形象记忆采用不同
的领读方法（如平速、变节奏、跳读等）来让儿童
背诵，在背诵的过程中就建立了一定的音序，也
就是八字一韵。 



3.2 反 刍

它的意思是在第一步鲸吞的基础
上，逐步细化。针对整体的内容按照
四字一句、两字分节、单字定声的这
一规律，通过不断的反复复习，加深
儿童对这些字形的印象。 



3.3 迁 移

当我们对儿童整体输入进去后，
把那些字移到字卡或者一些教具上，
这个过程是认读的过程。 



3.4 整 合

在学字达到一定量时，把学过的
字结合起来，组成句或段来让儿童阅
读，达到识字的目的 - 让儿童早日进
行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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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中华字经》教学特点

4.1 激情教学 
4.2 调动情绪 
4.3 读准发音 
4.4 建立音序 
4.5 掌握进度 
4.6 量至极限

4.7 变换形式 
4.8 训练足时 
4.9 参考数据 



4.1 激情教学

要求老师或家长自己本身要有激情
（包括语气高昂、肢体语言要表现有亲
和力），用你的一切来感染孩子，吸引儿
童的注意力。



4.2 调动情绪

在老师或家长激情教学的
基础上，在教学过程中运用各
种教学方法。如：开展游戏，奖
励等。 



4.3 读准发音

 它包括老师或家长及儿童每个人的发音

都要准确，老师或家长在教学前自己首先要
听录音正音，只有自己发准音了才能更好的
教儿童，在教学过程中要注意倾听儿童的发
音，看他的发音是否准确，当发音不正确时要

及时纠正，不要忽略过去。 



4.4 建立音序

这是指老师或家长在背诵、认读
的过程中，家长朗读时要么四字一句
读完，要么八字一韵读完整，这样让
儿童感受八字一韵、四字一句这个
韵。 



4.5 掌握进度

根据儿童不同年龄制定不同的教学目标和
教学进度. 例如,目标如果是12个月学完1000汉
字，要制定相应的月计划、周计划. 如一周内什
么时间授新课，新课的内容是什么？什么时候
复习？然后老师或家长要根据所制定的这个教
学进度来进行教学。 



4.6 量至极限

儿童的年龄段不同每节课所授的内容字
的量就不同，但一定要将儿童的识字潜力挖掘
到最大量，比如5—6岁的儿童每节课学习16
个汉字，但有的儿童智能发展较好，那么他每
节课的字量就可以加到24个字，当然，这也要
看环境及儿童的情况来定，如果在一段时间里
儿童情绪很浮躁，那么这个时候字的量相对的
就可以减少些，量至极限也要讲究儿童的学习
兴趣。 



4.7 变换形式

在教学过程中变换形式指的是，在让儿童背
诵、认读、复习时的形式。背诵的形式有：念白（平
速朗读）或律动；认读的形式有：运用字卡、字条、
书来认读；复习的形式：主要以游戏为主，它有很
多种但最多以竞赛为主，如看谁得到的小红旗多
，因为这个阶段的复习是在每节课的最后时间，
这时的儿童会感到疲倦或没兴趣，运用竞赛可以
又把儿童的情绪调动起来。



4.8 训练足时

就是在训练儿童发声背诵时，利用儿童的形
象记忆抓住儿童的兴奋点有充分朗读的量来输入
到儿童大脑里去，让儿童朗读时6—8遍就可以，训
练时的形式有：领读、跟读、跳读、倒读、闪读，运
用这些方法可以达到训练足时。每天用30分钟背
诵4行为宜。天资好的学生可增加背诵量，但最好
不超出8行。实验表明四龄童以下酌减，五龄童以
上酌增；开始学时酌减，熟悉以后酌增



4.8 训练足时 (cont)
（1）第一天睡前和次日起床后将学过的字读2-3遍。每4
句话为一个复习单元，做练习册的练习，全课学会后用
2-3天做总复习和阅读训练（启蒙阅读和同步阅读）。 
（2）学习情绪调节到最兴奋时再背诵，这样学习效率比
死记硬背的效率高出10倍。 
（3）学习《中华字经》每天不超过一个小时，坚决杜绝以
创造学习环境为由，让学生整天生活在“字”的海洋中
的错误做法。

         (4)  先背诵正音，再认读识形。认读时能按顺序读字
即可，不求一次将单字认死。 



4.9 参考数据

(1)  学习程度对记忆的影响。学习程度为150%时，4小时后可回
忆出81.9%；学习程度为100%时，可回忆出64.8%；学习程度
为33%时，可回忆出42.7%。可见学习程度以150%最好。例如
一段文字诵读4次后可背下，可多诵2次，使学习量达到150%，
回忆就好多了。背诵次数超过150%效果反而下降。

(2) 复习一次需要的间隔时间。心理学家艾宾浩斯证明：识记一
段文字，20分钟后忘记41.8%；一小时后忘记55.8%；9小时后
忘记64.2%；1天后忘记66.3%；2天后忘记72.2%；6天后忘记
74.6%；1月后忘记78.9%。可见复习应当在遗忘之前进行。一
般来说，上午学习的内容在下午和睡前各复习一次，第二天起
床再复习一次，三天后复习一次，一个月时复习一次。这样识
记的材料基本不会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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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中华字经》常见问题

5.1 为什么《中华字经》会采用那些难的字？孩子们会理解吗

5.2 孩子在韵文中字都能认识，离开韵文后又忘了怎么办？ 
5.3 孩子学会多少汉字可以进入初步阅读？识字和阅读应怎样结合？ 
5.4 孩子即使在短时期内记住了很多字，怎么防止这些字很快被遗忘

呢？ 
5.5 为什么要先识高频字？  
5.6 什么是定位联想？ 
5.7 认字和写字为什么分开进行？  
5.8 《中华字经》为什么会有那么多颜色？各代表什么？  
5.9 父母怎样在家教孩子学习《中华字经》？

5.10 13岁以上的青少年或成年人也可以用《中华字经》学汉字吗？ 



5.《中华字经》常见问题 (cont)

5.11 学习《中华字经》会不会形成机械记忆，背死书，死背书的现
象？

5.12《中华字经》和《三字经》有什么区别？ 
5.13 汉字枯燥难学，孩子学汉字会不会产生厌学情绪，而影响他
的终生学习？ 
5.14 学习汉字为了今后运用，现在孩子的问题是根本谈不到用，
即使是课本中的字组词，也不会用，怎么办？

5.15 什么是《中华字经》"同步阅读"? 
5.16 什么是《中华字经》"培优阅读"? 
5.17 为什么不先教拼音? 为什么字经里不用插图?



5.1 为什么《中华字经》会采用那些难的字？孩子
们会理解吗？

识字无难易，写字有简繁。孩子看汉字，就像看一幅图片
，是整体认知，尤其这个阶段不要求孩子会写字，所以字的笔画
的繁简对孩子来说并没有难易之分，而字笔画多，给孩子提供的
记忆信息更多，更利于孩子辨认汉字。常用的字容易认，但不一
定容易写，写和认不是一回事，比如：“舞”是常用的字，但是它
是非常难写的。“卞”是非常容易写的字，但是并不是常用的字，
因此认字和写字是大不相同的，认字要从常用字认起，写字要从
笔画少的字写起。汉字也并不是每个字都有其意思，常用字教师
将会随课堂教学加以解释并组词，真正的理解将是在进入阅读
训练中进行的。再者，孩子的理解力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加强，并
且随着阅读量的增加，思维能力逐渐活跃，能力越强，理解力也
越强。“书读百遍，其意自见”大量的阅读将会 使孩子受益无
穷。 



5.2 孩子在韵文中字都能认识，离开韵文后
又忘了怎么办？

这种情况比较正常，尤其在儿童初接触韵
文时。家长不必担心。 利用同步阅读，字卡进
行的一些活动等，都是在培养孩子的对字的迁
移能力。 随着对字迁移次数的增加和不断的复

习，这种情况将会逐渐消除。 



5.3 孩子学会多少汉字可以进入初步阅读？识字和
阅读应怎样结合？

在教授 《中华字经》的第一课时就可以使用 《中华

字经》启蒙阅读和同步阅读带领孩子进入跟读阅读. 当掌
握前 400 字时，就应让孩子阅读一些浅显的低幼读物如
：两句、四句的短小儿歌；报纸的大标题；识字和阅读相
结合，通过识字扩大阅读范围，通过阅读巩固识字并进
一步增加识字量。 当掌握1000字时, 即可带领孩子进入 
《中华字经》培优阅读(1-4册). 当掌握了2000字并且完成
了培优阅读1-4册, 孩子既已掌握完全独立阅读的能力. 



5.4 孩子即使在短时期内记住了很多字，怎么防
止这些字很快被遗忘呢？

认字并不是目的，认字的目的是阅读，只有阅读才是一切，阅
读才是成功，阅读是各科学习的基础。在人生必须掌握的4000字中
，2500字是属于常用字，当一个人掌握了二千个字左右，就具备了
基本的阅读能力，这时我们教学的任务就要以阅读训练为主，认字为
辅，给予孩子正确的阅读训练方法及技巧，让学生掌握汉语的断句、
韵仄、阅读情感等，达到会读书，读懂书，主动地读书的目的。当学生
具备了一定的阅读能力，也就会自然地接触华文书及报章、杂志等，
自然地产生阅读欲望，任何的阅读都是在复习巩固汉字，久而久之，
并不需要特别地复习生字。但是书写这些汉字，就要依据孩子的年龄
及生理发育情况，年龄过小的孩子由于手部的小肌肉群尚未发育完
善，不利于书写，注意不要过于疲劳，家长更不要因为孩子手部的控
制能力很弱，而无法写出漂亮的汉字而责备孩子，使孩子失去学习中
文的信心和兴趣。 



5.5 为什么要先识高频字？

识字的核心是 “ 尽早阅读 ” ，因此 《中
华字经》 教学强调分段教学和分级教学，先学
习汉字中使用频率高的字，就是我们所说的高
频字。当孩子认识 400 个左右高频字时，即
可进入初步阅读状态；当孩子认识 1000 个左
右高频字时，就可以读懂一般书报上 70% 以
上的内容。所以先识高频字是快速识字的最佳
途径。 



5.6 什么是定位联想？

整体输入是要达到尽早阅读的一个重要组成
部分，是第一步。由于运用了整体输入，韵文诵读
起来似儿歌朗朗上口，使孩子比较容易记住每个
字的形状及在韵文中所处的位置。这样在有意无
意中自然而然的通过定位联想，让字在大脑的语
境中反复出现，达到快速、有效识字、记字的目
的。 



5.7 认字和写字为什么分开进行？

从生理上说儿童对汉字的认知规律，第一是
听觉的发展，（听读音）1－3岁；第二是视觉的发
展（形）4－6岁；第三是协调能力的发展7－13岁
（写）而抽象能力的发展（义）则贯穿于人生的。根
据儿童发展规律进行分段教学，在儿童某方面接
受能力最强的时候去训练他，会取得惊人的效果。 



5.8 《中华字经》为什么会有那么多颜色？各代表
什么？

《中华字经》第一次运用计算机统计结果将汉
字按常用度在课文中分为六个级别。其中第一级
字是大红色，共800个字，第二级字是玫红色，共
804个字，第三级是紫红色，共601个字，第四级
是深红色，共705个字，第五级字是深绿色，共
595个，第六级字是深蓝色，共收集500个字。要
求儿童掌握1、2、3级字，4～6级字认识就可以。 



5.9 父母怎样在家教孩子学习《中华字
经》？

父母需要了解字经的识字理论及基本教学方
法。我们的两本赠书：“中华字经家庭教案和游戏集”
和“中华字经识字理论”为您提供了相关信息和帮
助。每个孩子的语言天赋有所不同, 语言能力随年龄
的发展进程也各有差异. 父母要根据自己孩子的情况
制订切合实际的教学进度并灵活掌握发挥教学方法. 
多多鼓励, 使孩子充分享受与父母互动学习的乐趣. 
根据我们对许多在家学习案例的观察, 除少数孩子是
自主学习成功(因语言天赋高或其它原因), 绝大部分
的成功案例是取决于父母的耐心和坚持.



5.10 13岁以上的青少年或成年人也可以用《中
华字经》学汉字吗？

    
     可以! 《中华字经》的编写使用的是成人语言. 

任何年龄的人都适用. 我们正在着手将《中华字
经》注释本翻译成英文. 这样可以帮助已经习惯用
英文思维的青少年或成年人对《中华字经》字,词,
意的理解.



5.11 学习《中华字经》会不会形成机械记忆，
背死书，死背书的现象？

         俗话说："死读书＋读死书＝书读死"，死记硬
背固然不好，但各项科学研究的结果表明， 儿童最
自然的学习方法是背诵记忆，他们能在不理解的情
况下把字记下来，而且在人生只有这一阶段才有这
个现象。其实，这里所提倡的并非一味的死记硬背，
而是让他先以背诵的方式熟悉文章，对汉字形体的
感知已有五六成以后，再扩展为字带词，词组句，句
成篇，然后训练，即可分句，单个字认读。 



5.12《中华字经》和《三字经》有什么区别？

       《三字经》和仄押韵，三字一句，注重说

理，而《字经》是四字一句，读起来朗朗上口，
文涵百科，字不重复，注重识字。 



5.13 汉字枯燥难学，孩子学汉字会不会产生厌学
情绪，而影响他的终生学习？

   学习任何知识没有兴趣都是枯燥的，而我们
字经独特的教学理念和活泼新颖的教学方法正是
培养孩子学习汉字的兴趣。让学生高高兴兴地学
，快快乐乐地学，不但培养了孩子学习的兴趣，而
且使他们掌握了难学的汉字，真是终生受益。 



5.14 学习汉字为了今后运用，现在孩子的问题是根
本谈不到用，即使是课本中的字组词，也不会用，
怎么办

        在识字教学过程中，利用字卡，“启蒙阅读”
及"同步阅读", 把学过的字组成词，扩词再组成句
，加强运用词语训练，然后再通过大量阅读("培优
阅读")，积累好词好句，最后达到词语的灵活运

用。 



5.15 什么是《中华字经》"同步阅读"?

       《中华字经》同步阅读是与《中华字经》主教材配套使
用的， 《中华字经》的每一课都有对应的同步阅读课, 是教
学中必需的辅助教材. 编写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帮助孩子复
习和巩固已学过的汉字，同时也是为了培养和训练孩子的
前阅读能力。同步阅读教材根据主教材每课出现的汉字，
用这些已学过的汉字重新编写了一些常用的词语、短句、
短文、和亲子阅读，图文并茂生动有趣. 孩子在学习《中华
字经》过程中配上同步阅读教材，识字的巩固率大大得到
了提高，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5.16 什么是《中华字经》"培优阅读"?

        《中华字经》培优阅读教材是在有一定的识字量的
基础上阅读训练教材。培优阅读是对孩子系统阅读能力
的检测。所选课文内容都是按由浅入深的顺序编辑成册, 
共四册, 300多篇文章, 30余万字。读完一册即代表孩子
的阅读水平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套教材的特点是关
注儿童的阅读兴趣，杜绝"真诚"的说教、杜绝"细腻"的描
写、杜绝"热烈"的抒情，注重知识性、趣味性、科学性、人
文性，追求 100%的可读性。力求做到让孩子拿起书，放
不下，不知不觉中完成阅读学习、巩固已学汉字、加深对
字词句的理解, 掌握阅读技能、受到古今中外多元文化的
熏陶和浸淫。 



5.17 为什么不先教拼音? 为什么字经里不用插图?

       现代人注重西方语言，不自觉错让外语教学法影响了汉语学习法，以至
于学习汉语的方法拐离了原轨、落入困境。其实，世界上约有2500种语言，每
种语言皆有自己的一套学习法，是不能混为一用的！英文是“拼音文字”，中
文是“象形文字”；两种不同性质的语言，本身必然有不同的学习方法。所以，
用西方语言教学法来教授汉语，当然会产生问题。最为显著的情况有二：

    （一）英文注重拼音，现代汉语也受其影响，注重拼音。若把拼音带入学习，
其好处是孩子学会拼音后，可以自行学习；坏处是，孩子会专注在读拼音，而
在认字方面变弱。

    （二）很多人认为"看图认字的效果最佳"，但这做法并不适用每种语言。汉
字不能采用相同的方法，它是"象形文字"，本身已是图形，若在旁加上图画，
孩童90%的注意力会被引开，反而容易引发反效果。



Thank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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