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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产业研究
［本栏导读］首都师范大学北京语言产业研究中心于 2010 年 9 月正式成立，作为北京市
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的科研基地之一 ，其基本任务是探讨语言产业的发展规律 ，研究语言产业
在产业结构中的特殊地位，调研北京语言产业的发展状况，参与北京市语言产业发展的政策服
务等。研究中心目前承担着国家语委“十二五”科研规划项目“语言产业的概念界定及经济贡
献度研究”，该项目重点研究语言产业的概念界定及基本要素 、语言产业的经济贡献度以及语
言产业在新型产业结构中的地位等问题 ； 同时还承担着北京市语委的委托研究项目“北京语
言产业的发展现状及政策研究”。本期发表的 5 篇论文，分别从语言的经济属性和经济价值、
近期语言产业的研究与实践、语言产业的基本概念和基本要素、语言产业背景下的语言消费、
语言培训业的调查和思考等方面探讨有关语言产业的一些基本问题 ，以求促进更为广泛深入
的研究和探讨。

认识语言的经济学属性

*

李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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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语言与经济的关系非常紧密，但在以往的社会语言意识中，语言的经济
学属性并没有得到清晰的认识。在人口流动和信息化两大驱力的推动下，语言对经
济的贡献越来越显著，以至于成为不容漠视的经济现象 。有些国家，语言对经济的贡
献度竟然达到 10% 。我国语言经济学研究已经起步，而且具有光辉的发展前景。 语
言经济学的重要任务是，认识语言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认识语言经济的运行规律，
研究语言对社会的经济贡献度，研究语言政策的成本及其产生的经济效益 ，探讨促进
语言经济发展的政策环境和各种举措 ，发展语言产业，培育语言职业，促进语言消费，
使国家和个人充分赚取语言红利 。
［关键词］语言； 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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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derstanding the Economic Attributes of Language
LI Yuming
Abstract： Language is closely tied to economy； however，the economic attributes of language，
in the socio-linguistic awareness so far，have not been clearly understood． Population mobility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have been two driving forces that make language an important contributing
factor of economic growth． Language，therefore，becomes a critical economic matter． In some
countries，language accounts for about 10% in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the study of economic
linguistics has just started and foresees a promising future． The important task of the economic
linguistics is to understand the role of language in economic activities，and to find out the operational
rules of language economy，and to study the economic contribution of language for the society as well
as cost-effectiveness of language policies． This paper will explore the policies and methods of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ic linguistics in the hope of developing language industry，
nurturing language professions，and promoting language consumption to the benefit of the country
and individuals alike．
Keywords： language； economy
现代语言规划十分关注的三个概念是语言意识 、语言政策和语言实践。 语言意识也称语
言意识形态，是指社会对语言的认识和态度，是语言政策和语言实践的思想基础，有什么样的
语言意识，才可能有什么样的语言政策，产生什么样的语言实践。 在当今社会的语言意识中，
必须意识到语言的经济学属性，从而在制定语言政策时自觉进行经济学的考量 ，并制定出在经
济活动中能够充分发挥语言作用的政策 。

一

语言是经济活动中不可缺少的要素

人类的经济活动与语言密不可分 ，而且在某些领域，语言和语言知识已经成为重要的经济
资源。这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
首先，语言能力是劳动力的重要构成要素 。语言是人的本质属性之一，是人类最为重要的
交际工具和思维工具，语言能力与劳动能力总体上呈正相关 。比如： 1. 由于各种病理原因而失
去语言能力的人，如失语症患者、聋哑人等，是劳动水平相对较低、适应性较差的弱劳动力。
2. 文盲只有口语能力，没有书面语能力，在脑力劳动在人类的经济活动中的比例逐渐上升的时
代，
文盲已经成为质量较低的劳动力 ，很多经济活动都无缘参与。3. 人的语种能力总体上看与
收入相关，具有单语能力的人，与具有双语能力、三语能力的人相比，其经济收入总体上要低。
在一些特殊的劳动阶层和经济领域 ，语言能力的地位会更加重要。比如工程设计、广告策
划、劳动管理等，文盲等没有书面语言能力者，是无法承担的； 语言艺术家、电视节目主持人、导
游、导购、公司售后服务人员等，都需要较高的语言能力； 同声传译、国际组织雇员等工作领域，
与单语人无缘。
在以体力劳动为主、社会分工较粗的时代，对劳动者的语言能力要求不高； 但是到了信息
化时代，社会分工急剧加细，脑力劳动的比重急剧加大，跨地区、跨国家的经济活动急剧增多，
劳动者培养的时间越来越长，语言能力在劳动力构成中的比重也急剧增大。 在每年大学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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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的用人单位的招工要求中，虽不见得出现语言能力的字眼，但是仔细分析，关于语言能力的
要求其实成了用人单位的主要考虑因素 。语言能力在今天已经成为劳动力的重要构成要素，
教育部门和劳动培训机构对此应有清醒认识 。
其次，经济活动需要通过语言来组织进行 。语言是信息最为重要的载体，人类的生活须臾
离不开语言，离开语言社会就将崩溃； 经济活动是人类社会生活的重要部分，经济活动需要通
过语言才能组织起来。正因如此，许多经济学家、语言学家都比较重视经济学术语的规范，重
视经济学文本的修辞，并由此形成了最早的经济语言学。 经济语言学主要关心的是经济活动
中语言使用的得体与效率，当然也试图利用经济学规律来解释语言现象 。
再次，语言和语言知识已经成为重要的经济资源 。在一些特殊的经济活动领域，语言及其
知识甚至具有“生产资料”的性质。 比如语言教育活动，语言知识、语言教育方法是教师的资
本，通过语言知识的传授和语言训练 ，学生获得语言知识，并内化出语言能力。 语言教育活动
还需要有一系列的保障和评估系统，例如语言教学设施、教科书、工具书、各种录放语言的设
备、衡量学生学习水平的考试活动及有关证书等 ，这些保障和评估系统，都涉及语言教育的经
济问题。当然，语言教育有事业和产业之分，语言教育事业需要成本投入，涉及经济问题； 语言
教育产业则主要是经济活动。
再如语言文字艺术活动，其基本凭借是语言和文字，其成果是语言文字艺术产品。语言文
字艺术可以粗分为语言艺术和文字艺术 ，小说、诗歌、话剧、相声、评书等是语言艺术，它们通过
对语言的艺术运用形成艺术语言 。艺术语言一般都是有声语言，或可以成为有声语言，并可以
同其他方式结合形成戏曲、电影等综合艺术。文字艺术最为典型的是书法。除此之外，还有其
他文字艺术，如将文字变形而形成的别有韵味的“文字图画”“文字雕塑 ”； 如用文字或汉语拼
音设计的商标、图案等等； 如将金银珠宝镂雕成文字形状，或是将文字及其变形刻附在金银珠
宝上。语言文字艺术不仅具有艺术价值 ，而且也往往具有较高的经济价值 ，形成附加值很高的
语言文字艺术产业。
最值得关注的是，现代语言技术的发展所形成的现代语言经济。“语言技术 ”这一概念提
出的时间不长，但语言技术已经有悠久的发展历史 。文字的创制是古代最为重要的语言技术 ，
口头语言借此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 ，可以传后达远。之后的笔墨纸砚、印刷术、打字机、电
报、电话、传真、留声机、录音机、广播等等，都是至今仍用的最为重要的语言技术 。现代语言技
术是用计算机处理语言文字所形成的一系列技术 ，它使语言知识及其应用有可能成为工业标
准，成为语言技术产品，形成各种专利，比如语言文字的各种规范标准，各种语言数据库，各种
键盘输入法，各种处理语言文字的软件和计算机字库等等 。 现代语言技术使人类语言知识成
为十分重要的经济资源。

二

语言对社会的经济贡献

但是，由于语言与人、与经济活动的关系太密切，密切到人们很少关注语言的经济学意义 。
正如空气、阳光是人类片刻不能离开的，然而在人类相当长的历史长河里，它们都没有成为商
品； 只有到了空气污染严重、阳光常被遮蔽之地，它们才可能具有商品价值，例如现在的一些楼
盘推销商，会将楼盘所在地的空气质量、房间的向阳状况等包装为卖点，空气和阳光在这里具
有了商品意义。
语言的经济学属性较早引起人们的有意识关注 ，是语言能力与个人收入之间的关系。 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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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国际经济一体化进程的不断加快 ，人口流动的半径加长、规模加大、频率提高，移民成为当今
社会的重要现象，并引发出一系列问题。国外很多研究发现，移民的语言能力同其就业状况、
经济收入水平呈正相关。此类研究开垦了语言经济学的处女地 。20 世纪末期，信息化浪潮奔
涌而起，狂飙突进，语言是计算机处理的主要对象，语言信息化是信息化的基础，语言、语言知
识、语言技术等等，成为高新经济的重要资源和重要增长点，许多信息产业都可以视为语言
产业。
人口流动和信息化，是促进语言经济发展的两大驱动力 ，也是促使人们关注语言的经济学
属性的两个重要方面。当今世界，促进语言经济发展的这两大驱动力更加强劲 ，人口流动几乎
成为社会常态，信息化以加速度的态势发展，可以预见，语言对社会的经济贡献将会持续加大 ，
语言的经济学属性将会不断彰显 ，因此，社会语言意识中必有语言经济的一席之地 。
当带着语言经济的眼光来观照人类生活时 ，蓦然发现语言经济对人类社会是如此的重要 。
日内瓦大学弗朗斯瓦·格林（ Franois Grin） 教授的研究表明，瑞士语言的多样性，为瑞士每年
创造 500 亿瑞郎的收入，约占瑞士国内生产总值的 10% 。 瑞士有德语、法语、意大利语、罗曼
山地语四种语言，瑞士公民一般都能够掌握三种语言，综合院校的大学生需要掌握四种语言。
瑞士还是联合国、欧盟以及很多国际组织的所在地 ，有许多语言资源可以利用。瑞士经济的发
展，语言在里面占了很大的比重。10% 的说法可靠与否，由经济学家去判断，但是瑞士的经济
发展跟它丰富的语言资源确有关系 。
世界许多国家都开始注意语言产业的发展 ，并不断有相关的报告问世。据报道，美国的命
名产业 1999 年的年产值就达到了 150 亿美元。有人估计，全世界翻译市场年产值可达 1 万亿
元人民币； 全球英语教育市场，除大学和政府培训机构外，约有 600 亿美元的规模。《2009 年
欧盟语言行业市场规模报告 》是笔者见到的当前最为全面的语言行业状况报告。 该报告指
出： 2008 年欧盟成员国的语言市场总产值达 84 亿欧元，其中语言技术领域的产值为 5. 68 亿，
电影字幕和配音领域为 6. 33 亿，语言教学领域为 16 亿，会议组织中的多语言服务为 1. 43 亿。
该报告预测，欧盟 2015 年语言行业的实际产值可达到 200 亿欧元。
我国正处在人口大流动时期，上亿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劳动力国外输出渐成规模，学生
出国留学人数与日俱增，境外回内地、海外来中国的学习者、投资者、工作者也逐渐增多。我国
语言教育产业、语言翻译产业拥有强大活力，据统计，仅英语学习市场年产值已超过 100 亿元
人民币，翻译市场年产值约 120 亿元人民币。 我国信息化的发展日新月异，2012 年网民即将
突破 5 亿，手机用户 9 亿，其中手机上网用户 3. 5 亿； 信息产品的社会普及率速度惊人 ，语言信
息产业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
由于语言经济学刚刚兴起，人们对语言经济的业态状况还不怎么了解 ，语言经济的数据采
集系统尚未建立，甚至缺乏有效的语言经济计算方法，因此，还无法对语言经济进行全面而科
学的统计。但是仅上面的事例已经颇具魅力 ，由此已可窥见语言经济的巨大社会意义 ，感受到
认识语言的经济学属性的巨大社会意义 。

三

促进我国的语言经济学研究

与语言经济的社会实践相比，我国对语言经济的认识显然滞后。 但是近些年来，学界、业
界和政界已开始关注语言经济问题 ，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
山东大学黄少安教授是我国语言经济学研究的首倡者 ，他率先招收语言经济学的博士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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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生，他的团队连续召开中国语言经济学论坛 ，并成立了语言经济研究中心。2012 年 3 月 2
日，黄少安、苏剑、张卫国三位发表的《语言经济学与中国的语言产业战略 》，基本上代表了我
国学界在语言经济方面的认识。南京大学中国语言战略研究中心徐大明教授，带领他的团队
在研究语言政策、语言国情的同时，开展了语言经济学的理论与实践研究，成果引人注目。 广
州大学屈哨兵教授对语言服务保持着浓厚的研究兴趣 ，今年初还举办了“语言服务研究高级
论坛”。
国家语委是专司语言事务的国家部门 ，近些年来在工作实践中发现语言经济问题十分重
要，认识到语言不仅是国家的“软实力”，而且也是“硬实力”。国家语委全力支持山东大学、南
京大学、广州大学等高校的语言经济学研究 ，还于 2008 年 12 月 29 日支持商务印书馆成立了
“中国语言资源开发应用中心 ”，中心的宗旨是“致力于把语言及语言知识转化为生产力和文
化商品”。《国家语委“十二五”科研规划 2011 年项目指南 》，首次把“语言经济与语言产业发
展战略研究”列为重要的科研方向，表明语言经济问题已经开始进入国家的语言规划 。 在
2010、
2011 年北京市“两会”上，北京市人大代表贺宏志先生连续提出《关于发展我市语言产业
的建议》和《加强语言文化建设，促进语言产业发展》的建议，语言经济的话题首次提到了地方
人民代表大会的议坛上。
2010 年 9 月 28 日，在国家语委支持下，北京市语委的研究基地———“北京语言产业研究
中心”，在首都师范大学揭牌成立。这本来是一个平常的日子，但在中国语言规划史上也许会
不平常，因为这是我国第一个以“语言产业 ”为专门研究对象的科研机构。 该中心建立伊始，
就着手调研北京语言产业的发展状况 ，建立北京语言产业数据库，思考语言产业的发展政策；
据说还筹划举办我国第一届语言产业论坛 ，编辑出版《语言产业研究通迅》，翻译《2009 年欧盟
语言行业市场规模报告》，出版《北京语言产业的发展及政策研究 》等。 理论与实践并重，引进
与创新同举，近期与长远共谋。令人欣喜的是，在北京语言产业研究中心成立仅一年多的时间
里，就撰写了我国第一部专门研究语言产业的著作《语言产业导论》。
《语言产业导论》虽不能说字字珠玑，但却处处闪光。 特别是关于语言产业的分类、语言
产业的要素分析、语言产业的业态梳理及其案例征引等等，读起来引人入胜，不忍释卷。 这部
著作给人许多新理念、新知识、新数据，而且能够引发读者许多质疑与思考，诸如： 语言真能生
钱吗？ 语言产业真的存在吗？ 哪些职业是语言职业？ 怎样统计语言对社会的经济贡献度 ？ 哪
些消费属于语言消费？ 语言消费与语言产业、语言职业的发展有何关系？ 个人如何收取语言
收益？ 国家如何赚取语言红利？ ……只提供知识的著作，培养的是被动消费型的读者，只能给
社会以精神填充； 而能够引发质疑与思考的著作，培养的是主动创造型的读者，能够促进社会
的精神再生产，甚至引发社会行动。
尽管有如上的进展，但我国的语言经济学研究还处在起步阶段 ，研究工作需要一个案例一
个案例地收集，一步一步地前进。不过宏观上看，语言经济学的研究应当完成两项基本任务 ：
第一，研究语言对社会的经济贡献度。这需要有一个科学的研究框架，需要广泛搜集与语
言相关的经济领域的数据，通过大数据的统计分析得出结论 。当前的最大困难是，我们还没有
一个有效的计算语言经济的方法，哪些产业属于语言产业？ 如何计算语言产业的经济效益？
在非语言产业中语言是否能够产生经济效益 ？ 如果能够产生经济效益的话，如何计算非语言
产业中因语言而产生的经济效益 ？ 当然，当前也无法从国家现有的统计数据中得到语言经济
方面的数据，因为统计口径中没有语言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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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研究语言政策的成本及其产生的经济效益 ，探讨促进语言经济发展的政策环境和各
种举措。过去对语言政策的评估，主要侧重于社会效益； 当认识到语言的经济学属性之后，还
应当对语言政策进行经济学的评估 。比如我国民族地区的双语教育，从语言经济学的角度看，
需要多大的经济投入？ 这一政策将为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带来多大效益 ？ 掌握双语的学生的
经济收入将会比单语学生有多大提高 ？ 进而可以改善多少民族家庭的经济状况？ 再如，我国
有一系列促进经济发展的政策，对这些政策应当进行语言经济学的考察 ，看看是否有利于促进
语言经济的发展，应当做哪些必要的政策补充，或是在这些政策环境中设计出促进语言经济发
展的各种举措。

四

结束语

在当今社会，不包含语言的经济学属性的意识 ，不是与时代契合的语言意识。在语言经济
可能影响到 10% 的经济生活的今天，社会必须树立清晰的语言经济意识，仔细观察语言经济
活动，全面收集语言经济数据，认识语言经济的运行规律，发展语言产业，培育语言职业，促进
语言消费，使国家和个人充分赚取语言红利 。
最后我想引用林毅夫先生的一段话： “这些年来我在各种场合经常讲中国经济现象是经
济学研究的一个大金矿，研究中国的经济问题有可能产生一批世界级的经济学大师。 我的信
念源自经济理论的作用在于解释经济现象，其贡献的大小由所解释的现象的重要性决定。
……经济学成为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以来 ，世界级的经济学家大多先后产生于作为世界经济
中心的英国和美国。中国的经济规模很有可能在 21 世纪 30 年代超过美国，中国将有可能逐
渐成为一个新的领导经济学思潮的国际中心 。如果我的乐观预测是正确的，中国经济学界的
第一个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最有可能是来自于从事制度经济学研究的经济学家。”① 如果
林毅夫先生的推断是正确的话，我国在语言经济学的研究上也完全有可能后起居上 ，因为我国
有十分丰厚的语言经济学研究资源 。
［附

注］

① 林毅夫《“当代制度分析前沿系列”总序》，见鲁宾斯坦（ 200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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