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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语言生活绿皮书》是关于语言生活的系列丛书，按内容分为Ａ类和
Ｂ类，Ａ类发布语言文字的“软性”规范标准，Ｂ类是语言生活的状况与分析研究。
《中国语言生活绿皮书》由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发布，是当代中国语言规划的一
项具体举措，体现着新世纪国家语言文字工作的一些新理念，体现着中国语言研究的
一些新进展。编辑出版《中国语言生活绿皮书》的目的，是为国家决策提供参考，为语
言文字研究者、语言文字产品研发者和社会其他人士提供语言服务，引领社会语言生
活走向和谐。本文介绍《中国语言生活绿皮书》的策划缘起、运作过程和基本内容，使
人们对其有较为全面的了解，以便学界和社会更好地支持和利用这套丛书。
［关键词］语言生活；绿皮书；软性规范；语言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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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２００５）》的出版，标志着《中国语言生活绿皮书》（以下简称《绿皮
书》）的问世。《绿皮书》是由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家语委”）发布的系列丛
书，按内容分为Ａ类和Ｂ类。Ａ类是语言文字的“软性”规范标准，Ｂ类是中国语言生活的状况
与分析。每年都会根据情况，出版若干部《绿皮书》，并按内容分Ａ、Ｂ类连续编号，形成系列。
本文介绍《绿皮书》策划的缘起、《绿皮书》运作过程及其基本内容以及《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
（２００５）））的有关情况，以便学界和社会对《绿皮书》有个较为全面的了解，并能很好地支持和利
用这套丛书。

一《中国语言生活绿皮书》缘起
１９８６年１月，国家语委召开了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会议提出要实现文字标准化，并明
确将汉语信息处理作为新时期语言文字工作的任务。①１９９５年初，国家语委设立中文信息司；
１９９８年国家语委并入教育部，原中文信息司重组为教育部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简称“语信
司”）。国家语委在十余年的工作实践中，逐渐形成了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工作的基本思路：“以
语言文字规范标准制定为核心，以信息化为主线，以评测认证为抓手，以语言工程建设和科学
研究为基础。”ｏ编辑出版《绿皮书》，就是落实这一基本思路的重要举措之一。

’

语言文字的结构是有规律的，语言文字的运用是有规律的，语言文字的发展变化也是有规
律的。因此从理论上说，语言文字是可以制定规范标准的。但是，语言文字规范标准的制定又
非常困难。困难之一来自语言文字本身的复杂性。语言文字的结构规律，语言文字的运用规
律，语言文字的发展变化规律，都十分复杂，当前的语言学对它们的认识还相当肤浅。困难之
二来自社会规范观的多样化，对同一语言现象的处理，因规范观的不同而态度迥异。比如
１９５６年公布《汉字简化方案》之后的汉字简化工作，至今仍有各种不同的看法，有些看法甚至
是针锋相对的。

’

《第一批异形词整理表》的发布，更使我们在新世纪亲身感受到语言文字规范制定的难度。
普通话书面语中存在着一批“同音同义但是书写形式不同”的词语，这种词语称为“异形词”。
例如：
。侈靡／侈糜

恍惚／恍忽

唯一／惟一

影像／影象

早在１９６６年，高更生先生就在《中国语文》上撰文，提出异形词整理的问题。。此后。这方面
的论文时有发表，语文工具书为解决这类问题煞费苦心，做出了不少贡献。在多年立项研究的
基础上，《第一批异形词整理表》（以下简称《异形词表》）经国家语委规范（标准）审定委员会审
定后，以教育部和国家语委的名义于２００１年１２月１９ １３发布，２００２年３月３１ １３试行。
《异形词表》发布之后，全国的报纸、网络大都发表了消息或是相关评论，或是转载《异形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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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全文；许多出版单位将《异形词表》及时复印，分发给编辑学习。这些现象表明，社会还是非
常需要、非常关注语言文字规范的。规范发布后，语信司依照工作常规从不同途径收集意见，
收集到的负面意见主要有如下几点：
１．关于“异形词”术语。有人觉得“异形词”这一术语不科学，认为只有文字才有“形”，词
属于语言范畴，怎么会有“形”？所以不能称这类现象为“异形词”，顶多可以称为“异写词”。
２．有人认为，《异形词表》中的有些词语不是异形词，而是近义词，例如“定金／订金”。
３．《异形词表》提出整理异形词的主要原则有三：１）通用性原则；２）理据性原则；３）系统性
原则。有人认为，通用性原则就是一般所谓的“从众从俗”，不应作为首要原则，甚至不应成为
原则，“理据”才是第一位的。有人甚至提出应当从古而非今，例如“必恭必敬”这一成语，来自
《诗经·小雅·小弁》，而“毕恭毕敬”后起，故不应定“毕恭毕敬”为正条。这一观点，其实涉及的
不只是对异形词整理的问题，语言文字的所有规范都需要处理“俗实”与“学理”的关系。怎样
处理这一关系，本质上取决于对语言文字发展规律的认识。
．｜４．《异形词表》使用了语料库统计技术，利用当时可以利用的几个语料库，对异形词进行频
率统计，将词频作为筛选异形词的重要参考。但是也有观点认为，不应当太看重从语料库中得
出的词频：１）现在的语料库技术还不完善，样本抽取不一定能够代表语言生活的实际；２）报纸、
书籍等都是经过编辑处理过的，而编辑处理稿件遵从的是已有的规范，因此报纸、书籍作为语
料是有缺陷的；３）现代人的文化水平严重下降，词频高的并不见得就科学合理。
５．普通话中的异形词，在古代、在方言中并不一定都是异形词。据此有人认为，整理异形
词可能影响古籍的印刷阅读，或是增加方言区人学习普通话的负担。
６．《异形词表》的处理，同社会常用的辞书不完全一致。有人担心，这在社会上会形成“两
种标准”，增加社会语言使用的麻烦。

·

７．港澳台和海外华人社区也使用普通话（或称“国语”“华语”），有人担心，大陆单方面制
定标准，会不会增大华语社区的语言分歧。
８．《异形词表》是推荐性标准而不是强制性标准。但是中小学教师可能会在课堂上讲授标
准，甚至还会作为命题内容，有人担心，这会不会增加中小学生的负担。
如何看待上面这些意见，一定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笔者不打算对这些意见进行分析评
论，引述的目的只想说明语言文字规范标准制定的难度。也许有人会说，既然制定语言文字的
规范标准如此困难，就让语言系统自己去调节，或是让学者通过辞书、教科书去规范，政府就别
‘

忙活了。

在古代，语言交往的半径很小，读书人也很少，只要有一些字书、韵书或是文选读本，就能
满足社会对规范的需求。而今，教育普及，传媒发达，除了发挥辞书、教科书的作用之外，还需
要政府通过规范文件来颁布一些语言文字规范标准。特别是在信息技术迅猛发展的今天，语
言文字规范标准不仅面向世人，而且还要面向机器。面向机器的语言文字标准，带有工业标准
的性质，时效性强。在新的时代，语言文字规范标准的制定，已经成为国家语言文字工作的核
心任务。２００１年，时任国家语委主任的王湛同志，在全国语委办主任会暨普通话水平测试工
作汇报会上讲话指出ｇ“语言文字工作的具体任务归结起来大体可以分为两大类，就是制定规
范标准和推行规范标准。制定规范标准具有核心性、基础性的地位，只有根据社会语文生活的
发展和需要，制定、完善科学的、切合实际的语言文字的规范和标准，推行标准和规范化建设才
有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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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语言规范标准如此困难，而在语言交往频繁、信息技术高速发展的时代，又必须快速
制定较多的语言文字规范标准，用《绿皮书》发布一些语言文字的“软性”规范，可能是解决时代
提出的新课题的一种办法。因此可以说，《绿皮书》是新时期语言文字工作实践的产物。’

二

’

《中国语言生活绿皮书》及其运作

《绿皮书》早期只是为发衣语言文字的“软性”规范设计的。这种设计理念首先是认识到语
言文字的规范标准柔性多于刚性。其一，语言文字的各子系统，语言文字的不同运用领域，具
有不同的特点，这决定了语言文字的规范标准有刚柔之别。＠比如，语音、文字、标点符号等规

范标准刚性多一些，词汇次之，语法话义、语用再次。其二，对语言文字不同方面的研究是不
平衡的，对于研究相对成熟而且社会又需要的，可以制定较为刚性的规范标准，反之可以制定
较为柔性的规范标准。其三，面向机器的可以刚一些，面向社会的就需要更多的柔性。那些刚
性的且较为成熟的语言文字规范，通过国家标准（ＧＢ）和语委规范（ＧＦ）发布，其他的则可以放
到《绿皮书》中公布。
《绿皮书》公布的语言文字规范标准，不具有标准法所赋予的法律效力，没有强制性，只是
推荐给社会需要者参考使用，体现着“语言服务”的理念，并以此达到对社会语言生活进行引导
的作用。其实，这也是给新制定的语言文字规范标准留下较长的试行试用空间。这些语言文
字标准在试用中不断完善，有些将来可以升为正式规范标准，进入ＧＦ或ＧＢ的行列。
《绿皮书》具有开放性。进入《绿皮书》的不仅是国家语委立项研究的规范标准，其他基金
组织的成果，乃至企业、个人的研究成果，只要合乎要求，都可以纳入《绿皮书》。《绿皮书》的出
版不限于某家某社，所有具有出版资质的出版单位都可通过协商加入《绿皮书》的出版行列。
《绿皮书》出版内容和出版单位的选定，通过一定的遴选程序进行。《绿皮书》的这种开放性，是
‘

为了充分发挥社会的积极性，是为了聚集全社会的语言文字智慧。
编辑《绿皮书》＠系列丛书的设想是在２００３年开始酝酿的。２００４年１月３日，国家语委语
言文字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外语应用分技术委员会成立，在成立大会上首次向社会宣布《绿皮
书》的消息。在具体筹备运作的过程中，国家语委“十五”科研成果不断鉴定结项，国家语言资
源监测与研究中心开始启动，大家逐渐意识到，发布语言生活的一些实态调查数据，发表一些
与语言生活关系密切的科研成果，对语言生活也能起到积极的引导作用，与软性规范的发布异
曲同工、相辅相成。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正式将《中国语言生活绿皮书》依照内容设置为ＡＢ
两类。Ａ类发布语言文字的软性规范，Ｂ类发布中国语言生活的状况与分析。通过发布语言
生活各种实况与数据，为国家的有关决策提供参考，为语言文字研究者、语言文字产品研发者
和社会其他人士提供服务。

．．

经过大约半年的筹备，列出了首批拟出版的《绿皮书》书目：属于Ａ类的有《信息处理用现
代汉语分词词表》《普通话通用词表》等；属于Ｂ类的有《中国语言文字国情调查》《中国的语
言》《中国少数民族文字字符总集》等。姻以此向出版社招标，说明出版与招标意图，大致明确出
版各方的责权利。商务印书馆、语文出版社和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表示了出版意向。
２００４年８月２７日至９月１１日，在半个月左右的时间里连续召开了三次由专家和出版社
代表参加的《绿皮书》编辑、出版工作会议，《绿皮书》工作正式启动。当时，曾经计划组织《绿皮
书》编委会，有顾问若干人，编委会主任、副主任若干人，委员若干人。后来觉得还是应少设机
构、每部书根据实际情况聘请审读人员为宜，于是《绿皮书》编委会虽然已经拟出名单、甚至已

万方数据

·

１６·

２００７年第ｌ期

语占文字应用

经聚来开会而最终没有成立。
又经两年努力，《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２００５）》出版，这标志着《绿皮书》正式与读者见
面。《绿皮书》的策划，体现了对新时期语言文字工作的认识：语言文字工作重在引导，重在服
务；体现了语言文字工作部门的职能转换：由管理向着引导和服务的方向转换。全国人大常委
会许嘉璐副委员长、国家语委赵沁平主任出任《绿皮书》顾问，教育部袁贵仁副部长、国家语委
咨询委员会朱新均副主任多次过问这项工作，许嘉璐先生还为《绿皮书》题写书名，这些都体现
了领导对《绿皮书》的关心与重视。

三《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
《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是《绿皮书》Ｂ类中具有系列性的年度语言生活情况的报告，每
年一部，每部由上、下两编构成。上编由“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课题组负责编写，主要反映
社会语言生活方方面面的情况；下编由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心负责编写，主要发布利用
语料库统计分析得到的各种语言数据。
《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是《绿皮书》这套丛书中最早面世的著作，但有意思的是，它并不
在早期的《绿皮书》设计之列。２００４年９月３日，语信司召集专家商讨《绿皮书》编辑事宜，周庆
生先生提出编辑年度语言状况（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报告的建议，立刻引起了大家的兴趣。２００４
年９月１１日，司里再次邀请有关人员开会，落实《绿皮书》编辑出版的具体工作。会后，王铁
琨、周庆生、郭熙、周洪波、李宇明等商议，启动“中国语言国情报告”（即后来的《中国语言生活
状况报告》）项目，并列为《绿皮书》Ｂ卷之一种。争取２００５年开始出版，每年一部，有条件时再
回顾此前１００年或５０年的语言生活历史。２００４年１０’月１６—１７日，第四届全国社会语言学学
术研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闭幕当晚，李宇明、周庆生、郭熙及北京的一些博士生，一起研究启
动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的问题，《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的第一班底组建起来，开始工作。
２００５年１月，“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课题正式获国家语委立项。

．

在一年多的时间里，课题组研究国内外“皮书”的状况，创造体例，利用报章杂志和网络广
泛搜集素材，拟定篇目与编写大纲，经过五次编写会议（包括网络会议），终于完成５０余万字的
初稿。２００６年２月２３—２４日，在八达岭庄园饭店举行第一次专家审稿会，正式将书名定为《中
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２００５）》（以下简称《报告》）。国内外出版的“皮书”，其年号有两种：一种
指皮书印刷出版的年份，称为“出版年号”；一种指皮书内容的年份，称为“内容年号”。《中国语
言生活状况报告》决定采用内容年号，即《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２００５）》报告的是２００５年中
国的语言生活。为尽快完成审稿任务，将郭熙、冯学锋“扣”在八达岭一个星期，根据审稿会意
见将全书逐篇修改，形成第二稿。与此同时，商务印书馆将修改稿及时寄给全国２０余位相关
专家审改，形成第三稿。
２００６年“五一”长假，陈章太、王铁琨、周洪波、陈敏、李宇明等集中起来，对《报告》第三稿
进行“消极”审稿，主要是处理不大符合政府身份的表述和一些较为敏感的问题，并对全书的结
构安排进行了较大调整，形成第四稿。另外议定三件事：１）将《报告》的相关内容送相关的政府
部门审定。２）邀请陈章太、戴庆厦、陆俭明、邢福义先生为审订∞，以保证报告的学术质量。３）
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心统计的２００５年的语言数据，如果比较成熟，也可以与《报告＞合
为一部，分上下编出版。
之所以议到第三件事情，是因为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心的数据统计工作也在紧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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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鼓地进行，并拟订了向社会发布数据的时间。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心，由平面媒体语
言分中心、有声媒体语言分中心、网络媒体语言分中心、教育教材语言分中心、海外华语研究中
心构成，２００４年６月至２００５年９月，相继组建完成并开展工作。２００５年１０月９—１２日，国家
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心第一次工作会议在武汉召开，会上曾提出要对字频、词频、新词语等
进行统计分析，有些内容要及时向社会发布，并可作为《绿皮书》Ｂ类的内容出版。２００６年３月
中旬和４月中旬，曾两次开会研究发布２００５年语言数据的问题。
“五一”审稿会之后，《报告》第四稿分送有关部委和陈、戴、陆、邢４位审订。５月９日，即
依“五一”审稿会精神，请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心的专家研究统计数据进《报告》的问题。
大家认为，汉字、标点与符号（包括标点、数字、字母、符号等）、词语、ＢＢＳ的语言状况等，可以作
为发布内容。∞商务印书馆周洪波、余桂林先生一直参与其事，这次又请魏励、刘一玲两位参与
处理汉字与标点符号等问题。并请苏新春、李晋霞参与处理词汇统计的有关问题，汪磊夜赴武
汉同何婷婷一起进一步处理ＢＢＳ语言的问题。

．．

２００６年５月１０日，开会研究“２００５年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新闻发布会”事宜。为保证发布会
能够见书，５月１８ Ｅｔ上午９时开始，侯敏、杨尔弘、汪磊、周洪波、陈敏、魏励、余桂林等根据各方
反馈意见，审改上编内容，李宇明、王铁琨之后赶到，上编形成第五稿。并对下编的调查报告字
斟句酌，连续工作到５月１９日上午９时，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同时，商务印书馆的编辑在排
印现场日夜订改校对，直到５月２１日，在三校样的基础上印出第一版征求意见本的毛书１５０
册。５月２２日，“２００５年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新闻发布会”在北京召开，教育部副部长、国家语委
主任赵沁平发表题为《关注语言国情，建设和谐的语言生活》的书面讲话。发布会记者满堂，网
络直播，引起了方方面面的反响。

．

２００６年６月５日，语信司召集有关人士研究发布会后的各方反应，布置《报告》定稿出版工
作，商务印书馆又聘请黄佑源、施关淦先生对毛书上编仔细审读。６月２５日再次召开由审订、
上下编的主编副主编、工作人员参加的第三次审稿会。６月２６日，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
换届会议在教育部召开，国家语委印发《报告》第二版毛书，向各位语委委员征求意见。之后形
成《报告》第六稿。
２００６年７月１—４ Ｅｔ，在渤海大学召开第四次审稿会暨语言国情与语言政策研讨会，审订
和课题组的一些成员出席会议，对全书内容实行交叉校改，会后形成第七稿。８月２８ Ｅｌ，全国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许嘉璐先生为“中国语言生活绿皮书”题字。７月至９月，陈章太、周庆
生、王铁琨、郭熙、李宇明等在第七稿的基础上又分别统稿，反复斟酌，最后形成《报告》第八稿
（定稿）。２００６年９月１８日，《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２００５））正式出版。

。

．

《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２００５）》，是第一次以政府名义发布的年度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
告；据说，这样的报告在世界上都不多见。《报告》的经验及其不足都需要总结，２００６年９月４
日和９月３０日，语信司请专家和《报告》作者两次召开总结会。２００６年８月２５—２７日，在厦门
召开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心年度工作会，ｌＯ月９日，在北京召开“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
告”课题组会议，分别部署《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２００６））上下编的编写工作。这四次会议，
大家都对《报告》进行了多方面的总结。主要意见有下面一些：
１．《报告》是严肃之作。前后召开了十余次编写修改会、四次审稿会，有近百名作者、专家
以及２０余家政府部门参与，由一编增为两编，八易其稿，五出校样，两印毛书，历时两年完成。
严肃之作不一定是精品，但精品一定是严肃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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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得“人和”。《报告》的编写模式是以政府为主导、以专家为基柱、以青年学人为主体，可
以表示为“１＋Ｉ＋１”模式。《报告》以政府名义发布，代表着政府的态度，而且政府也是语言生
活的主要引领者，信息的主要握有者，理所当然应以政府为主导。在《报告》的编审过程中，国
家民委、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和教育部的语用司、高教司、国家汉办、民族教育司等单位，或
是出人编写相关章节，或是提供有关数据，甚至还做了大量的审订增补工作，令人感动。专家
学者不计名利，忘我工作，例如陈章太先生对上编审改前后不下五遍，甚至在病床上还在审读
书稿。一批青年学人，热情高，顾虑少一心灵手快，现代信息技术运用娴熟，利用网络搜集素材，
利用网络进行学术交流，最初的稿子被改得面目全非也毫无怨言。他们在工作中学术成长很
快，会成为不同领域的专家。
３．充分利用了现代信息技术。下编是利用９亿多字符的海量真实文本语料库进行的统
计，电子文本的下载转换、语料建库、语言单位切分统计软件等，都是语言信息处理发展到今天
才可能实现的。而且在具体的数据获取过程中，也发现了一些新问题，解决了若干新问题，这
些发现的新问题会成为语言信息处理的新课题，这些问题的解决也是对语言信息处理的推进。
．４．《报告》上下编所阐述的问题，所发布的数据，都是实态报告性质的。对于这些问题与数
据，需要验证其正确性，需要给出合理的解释，需要探索其应用价值，更需要学界对其进行深度
开发，从中生发出一系列的理论与应用成果。
５．关注现实语言生活。《报告》的设计与编写者感受最深的，是我们对于现实语言生活并
不怎么了解，教育、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立法等领域的语言生活，过去关注较多，但也多是感性
的，缺乏调查数据；对于交通、工商、旅游、医疗卫生、人名地名等领域，对于农民工、大工程移
民、盲人、聋哑人等一些人群的语言状况，的确知之甚少。必须采取措施，加强领域语言研究和
一些特殊人群的语言状况研究。

。

四

结束语

《中国语言生活绿皮书》是当代中国语言规划的一项具体举措，是在新时期语言文字工作
实践中解决时代新课题的一种探索。《绿皮书》的设计与编辑出版，体现着新世纪国家语言文
字工作的一些新理念，体现着中国语言研究的一些新进展，是“官学商合作”的产物。特别是
《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２００５）》，从开始提议到正式出版，都洋溢着浪漫主义的激情，展现着
拼搏精神和创新意识，显示着团结合作的力量，实践着扎实严谨的学风。
２００６年１１月，语文出版社出版了《中国语言文字使用情况调查资料》⑨，这是《绿皮书》的
第二部。１９９７年１月６日，国务院第１３４次总理办公会议批准，进行首次中国语言文字使用情

况调查。调查工作１９９８年筹备，１９９９年实施，２０００年进入数据统计整理阶段，２００４年１２月正
式向社会公布调查数据。《中国语言文字使用情况调查资料》为《绿皮书》增光添彩，因为它反
映的就是这项历时６年、数以万计人员参与的首次中国语言文字使用情况调查的主要成果。
此外，也有先生正在组织较大规模的民族语言田野调查，并表示了将成果纳入《绿皮书》的
意向。有学者受《绿皮书》启发，希望编辑出版《中国语言问题蓝皮书》，完全用学者的眼光来审
视中国语言生活问题，并提出各种建设性意见。２００６年１１月１１日下午，一批学者聚集在商务
印书馆，认真讨论了《蓝皮书》事情。据说，又有学者希望系统地研究国外的语言政策和语言生
活状况，以为中国制定语言规划之参考，并打算命名为《语言黄皮书》。果能如愿，就形成了国
内外语言生活的“皮书”阵列，中国人关于语言生活的视野就广阔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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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纪要》：“党中央和国务院适时地规定新时期语言文字工作的方针为：……促进语
言文字规范化、标准化……。当前的主要任务是：……研究汉语汉字信息处理问题，参与鉴定有关成果
……。”（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秘书处，１９８７：３）。
②这一思路是在２００１年正式提出的，当时的表述是：“以语言文字的规范（标准）建设为核心，以语言文字信
息化为主导，以科学研究为基础，以评测认证为抓手。”２００３年在文字上微调为：“以语言文字规范标准建
设为核心，以信息化为主线，以科学研究为基础，以评测认证为抓手。”２００４年引入了“语言工程”的概念，
调整了“以评测认证为抓手”的排列顺序，并作了个别字眼的润色，最后形成了“以语言文字规范标准制定
为核心，以信息化为主线，以评测认证为抓手，以语言工程建没和科学研究为基础”这一表述。前后表述的

变化。有些是字眼的变化，有些则是认识的深化。在这一思路及其文字表述形成的过程中，国家语委咨询
委员会给予了很大的关心和很好的建议，副主任朱新均同志曾多次帮助推敲完善，在此深表谢意。
③高更生先生（２０００：３３１—３３７）称之为“异体词”。
④李宇明（２００１）曾经讨论过语言文字规范标准的刚柔问题，可参看。

⑤一开始曾经把《中国语言生活绿皮书》称作《中国语言生活白皮书》。
⑥《中国的语言》经多位专家反复研究，最终没有进人《绿皮书》，但是关于中国语言的一些重要数据，已在《中
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２００５））上编附录中刊出。
⑦当时议定的先生是５位。

⑧当时还准备发布对外汉语教材的语言数据，后因要把对外汉语教材的语言数据作为２００６年的一个要点。
便在２００５年的报告中“割爱”了。
⑨亦即早期列入《绿皮书》出版计划的《中国语言文字国情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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