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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作的大当相了到起话通普广推对�员试测方地名 00002 和
员试测级家国名 0032 了养培�人万多 005 了试测经已�来以作工试测平水话通普展开定决
家国年 4991 自。钩挂度制入准的场市才人与话通普使�平水话通普的定一到达业职同不求
要�试测平水话通普展开极积针方的”训促测以“照按.3。村农动带镇城小由�镇城小动带
市城大由�估评�字文�言语市城展开.2。势声论舆的大强造制�策政言语的家国和念观言
. .1�三有施措要主的话通普广推前当
语的代当播传�动活周传宣话通普的度一年一好抓
。步进的质有会就平水话通普的会社�话通普了及普域领点重个四这要只
。求要业职的业行务服共公对是当应话通普用使�务服众大的北地南天为要业行务服共公�的
际交于用是言语。业行务服共公.4。用作样榜起中话通普广推在当应业行版出闻新�杆标的
范规言语作看会社被往往且而�大巨响影会社对版出闻新。版出闻新.3。域领点重的话通普
广推是线战育教此因�命使荣光的代一下养培着负担时同�源播传会社的化文是�点高制的
化文是线战育教。线战育教.2。用作头带范模起中话通普广推在当应�者施实体具的志意家
国是又�象形的家国是既员务公。员人务公家国.1�个四有域领点重的话通普广推前当
。度力作工大加要需还�标目普推的出提议会作工字文言
语国全年 7991 现实要�因原会社的他其上加�多众言方国我于由�是但。试测平水其及训
培话通普了进推�求要业职为作话通普把业行等音播、师教.4�高提质素化文的人使而展发
的业事育教.3�及普步逐的视电播广.2�动流大口人国全的来带而放开场市因.1�点四下以
有要主因原其究推。期时新的来以代年 0891 在是大较效实得取话通普广推陆大�然当
。及普面全前年
0502、及普步初前年 0102 在话通普使要�出提议会作工字文言语国全年 7991”。高提步逐
�及普极积�行推力大“�是针方的话通普广推家国期时新出提确明又》要纲划计”五八“
和划规年十作工字文言语家国《年 2991�上”及普步逐�行推点重“在放点重的作工话通
普广推把求要�议会作工字文言语国全的开召年 6891�
”及普步逐�行推点重�倡提力大“
是针方的话通普广推时当。动运的话通普广推的烈烈轰轰了展开并�”话通普的范规法语为
作著文话白代现的范典以�言方础基为言方方北以�音准标为音语京北以“为义定语同共族
民汉代现把�年 6591�年 5591。话通普广推是就一之策政言语的制贯一年十几国中新
。续延的代时新在等动运语国、一统言语
上史历是正话通普广推。”动运语国“为展发渐逐并�题问一统言语出提始开末清�能职的
语同共族民行代等话官、语雅以是代古国我。一统的言语族民了现实就前年多 001 或 002 在
早�家国化业工方西。一之件条要重的化业工现实、场市一统立建是�一统的言语族民

话 通 普 广 推力 大 、 一
�务任大四有要主作工字文言语的国中前当�虑考的面方个几这据根
。础基作工字文言语的有已.3�况状实现的用使中活生会社在字文言语.2�位地的中展发家国
在字文言语.1�虑考面方个三从应码起�务任作工的字文言语定确。面方个两划规言语实落
和划规言语定制括包要主�作工项各的行进而理管字文言语对家国指是�作工字文言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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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大表代民人国全届一第年 8591。案方音拼语汉的天今了就成�功之年 01 用�短长劣优的
案方音拼种千近较比�上础基的见意取争泛广和验经史历结总在国中新。等动运字文新化丁
拉、动运字马罗语国和动运母字音注、动运字音切括包�动运化音拼的纪世多个半了始开此
自�案方字音切的人国中个一第出计设章戆卢年 2981。案方种多有并�叶初纪世上到响影
直一字马罗会教�案方母字马罗计设语汉为始开就阁尼金、窦玛利士教传方西�代明在

围范用适的音拼语汉大扩�》案方音拼语汉《行推、三
。高提的平水字用会社进推以
�试测平水字汉性标达业职行进员人的作工等秘文、育教、辑编、版出事从对动启候时当适
�题问的试测平水字汉究研在正委语家国且而。源来要主的字用会社为成已库字机算计�大响
影字用版出闻新为因�库字机算计和字用版出闻新好理管要点重�外之念观范规的字用会社
强加了除这。变转本根到得有没还但�转好所有前年 01 比象现的乱混字用上会社在现
。等题问的字汉全和学教字汉
究研�性属种各的字汉究研上础基的”定四“在要还�外此。题问的用运际实和验检面里量
字大更在是要主面下�础基的序排字汉了定奠�
》范规笔折字汉集符字 1.00031 B G《的定审
会员委定审�准标�范规字文言语委语家国由近最和》表字用通语汉代现《。要重越来越就
也题问的范规序字�切迫越来越求要会社的序排种各和索检息信着随是但�要重得显域领的
纂编书辞在是要主去过题问序字。音读的字用文诗代古和名地古、名人古�音读的字用名国
、名地国外�音读的字用名地、字用语成虑考别特要�外作工音审的般一了除�范规音字
。通沟互相区社同不的字汉
用使要需还�致一谐和样怎上形字在字体繁、字承传、字体简且而。范规形定要需也字承传
和体繁。题问等推类旁偏如诸决解要需还�大扩的围范量字着随是但�范规了行进内围范字
用定一在形字的字体简对陆大。着用使合场的同不、区社的同不在都体繁、体简的字汉
。题问的决解需急是�级等用使的量字分划样怎
�量字字汉的大多定确该应竟究�等字用技科、字用名地名人、理处息信到虑考是别特�中活
生言语代现在。现出集符字的用换交息信的大越来越量字有又�后之。�字 0007�》表字用
通语汉代现《和�字 0053�
》表字用常语汉代现《了布发年 8891�
》表字用常《的字 0002 了
布公部育教央中�年 2591。分部一的作工量定于属也分划的等级种这�等字用罕、字用常
次、字用常为分可字汉�看来度频用使从外此。作工量定行进字汉对要需就这�数定个一有
当应�字汉少多用使要需中活生言语的代现在。的限有是字的用所代时个每上实事而。算计
确精以难量总的字汉使此因�字汉族外些一了现出又后族外入传字汉�字言方些一有又言方
同不�变嬗的体形史历次多等书楷、书隶、文篆、文金、文骨甲了历经�久悠史历字汉
。序定�音定�形定�量定�”定四“为括概以
可化准标字汉。求要新的作工字文对活生言语代现是�华升的化范规字汉是化准标字汉
。务任要主的作工字文为成就化准标
、化范规的字汉现实�后以此自。
”定稳对相持保内期时定一在体形的字汉使�度态慎谨持应
化简的字汉对“出提�止废确明被年 6891�
》�案草�案方化简字汉次二第《的布公年 7791
。”围范的务任革改字文前当于属不“为因�
”论结出作忙不还在现“途前的字汉对�示表确
明中》务任的革改字文前当《在来恩周年 8591。字汉除废能不还内期时段一的长当相在到
识认渐逐中践实在且而�化简和理整的模规大了行进字汉对要需的设建化文时当于出�后立
成国中新。字文音拼用改�字汉块方除废要是多大的目�动运革改字汉的行进来以末清

化 准 标 、 化范 规 的 字 汉现 实 、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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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信使来题问化息信言语决解须更且而�题问等才人、理管、资物、金资决解要仅不发开部
西。右左 %08 的口人族民数少国全占�万 0008 过超口人族民数少中其� %92 的口人总国全
为约。 %9.17 的积面土国国我占�里公方平万多 096 积面地土。州治自族苗族家土西鄂、州
治自族苗族家土西湘和市辖直、区治自、省个 21 等西广、州贵、南云、庆重、川四、西陕
、肃甘、夏宁、海青、藏西、疆新、蒙内含包�念概性合综的内在素因等布分族民和况状展发
济经、置位理地括包个一是部西。分部成组要重的发开部西和化息信家国是也化息信的字文
言语族民数少。种十近统系字文的响影有的用使在正�言语种多 001 族民个 65 有国中
。量质的
索检息信动自器机和译翻动自高提.4。平水的理处言语机算计高提速迅�力能的言语理处机
算计养培�充扩的库识知和工加深库料语过通并�息信种各的字汉语汉计统�库据数种各的
关相及以库料语业专和库料语衡平量海的语面书、语口语汉立建.3。化品商其及程进技科的
�等别识描扫字汉刷印、入输机脱写手、入输机联写手、入输音语括包�入输盘键非进推.2
。等善完步一进的议协输传、码编字汉的际国、内国�范规设建库字机算计�范规示显字汉
阵点低�化优的码编盘键种各括包�理处器机的字汉善完续继.1�是展发的步一下。展进的
性破突了得获术技版排刷印及换交、示显、入输盘键机算计的字汉�力努的年十几过经
。键关的化息信家国是化息信的字文言语�体载的要主最的息信是
字文言语。略战展发的”化业工动带化息信以“
�”化息信进推力大�业产息信展发速加“了
出提�时划计”五十“定制在家国�来到的代时化息信接迎为。代时化息信入进正界世

程 进 化 息 信的 字 文 言 语速 加 、 四
。用作挥发分充中流交际国和活生言语代现在音拼语汉使�施措的效有实切取采�因原的
况状种这成形析分入深当应。够不当相还都究研和传宣、学教的音拼语汉对且而�力能用应
的音拼语汉有具不还人少不�想理不很还平水用应音拼语汉的会社在现�是的意注得值
。术技等输传络网、印排动自的音拼语汉关有究研.8。题问用应的中
语助辅的合场殊特、群人殊特等语旗、语灯、语指手哑聋、文盲在音拼语汉究研.7。题问等
法读及式方的音拼语汉用夹中本文语外和本文族民数少、本文字汉究研.6。法写拼音拼语汉
的章篇语汉究研.5。写拼音拼语汉�词名有专他其及名地、名人括包�词名有专中语外和语
族民数少、语汉善完.4。用作的中育教息信和用运品产息信、理处息信、索检息信在音拼语
汉挥发分充.3。用作的中盲文除扫和话通普广推在音拼语汉挥发分充.2。学教语汉外对和学
教语汉的弟子裔华侨华、学教语汉的族民数少、
�学教语母的段阶育教础基是别特�学教语
母语汉括包学教语汉�用作的中学教语汉在音拼语汉挥发分充.1�有要主作工的面方这
。围范用适的能可所音拼语汉讨探点特新的活生言语代时化息信据根并�
》案方音拼语汉《行
推力努�定规的》法字文言语用通《实落是就务任的前当。”域领的用使能不或便不字汉于
用并�范规一统的法写拼母字马罗献文文中和名地、名人国中是》案方音拼语汉《“�”具工
的音注和写拼为作》案方音拼语汉《以字文言语用通家国“�定规》法字文言语用通家国国
和共民人华中《的过通年 0002。的通不行是也且而的智明不的要必有没是�计设案方音拼
语汉的新么什搞再�础基用应的外内国的泛广和性理合的上术学有具》案方音拼语汉《
。准标的语词有专国中写拼为作》案方音拼语
汉《将�议会次 91 第会员委术技作工献文 OSI�年 1891。准标化马罗的名地、名人国中为
作音拼语汉用采处书秘国合联�日 51 月 6 年 9791。准标际国的化马罗名地国中为作音拼语
汉用采�议建议会化准标名地届三第国合联�月 9 年 7791。用应到得中务事际国在�认承
所际国为渐逐也且而�用作的要重分十了到起中设建化文国中在仅不》案方音拼语汉《
。》案方音拼语汉《了准批式正议会次五第
�2002�》报学语汉《载原
�61-3�5002�社版出学大范师北东�春长�论划规言语国中�明宇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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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理管用应字文言语部育教、室育教会员委卫文科教大人国全

。社版出报书代时�》编简史动运字文音拼国中《
。社版出育教海上�》题问化范规的字文言语国我前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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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有康健活生言语会社使正真能才�样这有
只。伍队务服询咨会社的质素高支一起立建应并�求需的作工字文言语对其及况情用使的字
文言语业行各解了入深�设建论理的学言语用应强加当应�学言语域领展发为。华升与讨探
的论理行进少较�事论事就是多究研�法方的库据数用利地好很有没是别特�统传较比还法
方的究研�究研的式典经少缺是别特�入深够不还究研域领数多�域领白空些一有还�窄较
面盖覆的究研言语域领�来说的总但�果成少不有已等告广、律法、版出闻新如�域领用应
字文言语的他其在。科学支分要重的学言语用应成形经已理处息信言语和学教言语�域领理
处息信是后之�域领育教是的多较究研去过。支分科学要重的学言语用应是学言语域领
。象对究研的
”学言语域领“了成构便�求要和点特的同不些这。求要的同不有字文言语对域领同不�点
特的同不有用应的中域领同不在字文言语。用应于在命生的字文言语。作工要重的字文言语
纪世新是也题问际实种各的中用应域领个各在字文言语理处学科�外务任大四上以了除
。题问才人决解新创育教过通快尽
要。展发的理处息信言语了响影经已况状种这�养培的才人型合复于利不更度制育教的家分
理文�系关的”油“与”水“是多合联的界两在现而�才人型合复的学科息信懂又学言语懂
既要需更�关攻合联界学息信和界学言语要需�科学叉交于属理处息信言语。才人型合复的
通兼学科息信与学科言语养培力大�二第。范规康健活生言语会社使须必�展发利顺下件条
术技的在现在理处息信言语使为。大越就也性能可的本文理处机算计为成字文言语的出输所
者用使字文言语个每�深越活生常日入介机算计�大越来越响影的理处字文言语机算计对活
生言语会社�象对的理处字文言语机算计为成在正本文实真量海�用应广推速快在正网特因
和体媒多、机算计。境环会社的好良造创化息信言语为�范规康健活生言语会社使力努�一
第�面方个两含包程工会社种这。合配的程工会社要需也但�程工术技是理处息信言语
。准标术技
的进先用采业企进推�益利的术技进先护保�施实的准标范规种各证保以�测评的果成息信
言语对强加要�时同。争竞平公场市和格规术技的品产息信言语证保�设建复重平水低少减
�性享共的果成术技强加来�立建的准标范规种各过通。准标范规种各的品产息信和术技息信
立建地机时失不须必�势形新的 OT W 入加国中应适了为也�程进理处息信言语速加为
。义意略战有具�发开的目项关相及台平理处息信字文言语族
民多的容兼语英、语汉与够能设建�化息信的字文言语族民数少动带化息信的语汉以。通畅
务任作工字文言语的前当国中

明宇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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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供斋聊闲惧

1002

。期 3 第》用应字文言语《�面局新究研用应字文言语创开�心核为设建准标范规以

6991

。社版出海书�》究研用应言语国中的纪世十二《

2991

。社版出文语�》设建的文语新《

a0002

。期 6 第》文语国中《�究研语汉代现与理处息信文中论试——想设和状现

b0002

。社版出文语�》作工字文言语期时新论——集成未《

1002

。社版出族民�》题问族民与发开大部西《

0002

。社版出学大门厦�》章戆卢驱先化代现文语《

9991

。社版出育教东广�》究研用应其及学字文言语《

。社版出国中代当�》革改字文的国中代当《 5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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