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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部 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北京 /""1/2）
［ 摘& 要］& 语言传播是自古至今普遍存在的现象，其根本动因在于价值，首先取决于语言领有者
的社会及历史地位，同时还要看它对语言接纳者有无价值，以及语言接纳者是否认识到其价值。当前，
中国已经是世界上外语学习的大国，汉语及中华民族的其他语言也在快速向世界传播。全面观察语言
传播现象，深入探讨语言传播规律，按照规律做好中国的语言传播规划，对于构建和谐的语言生活，并由
之促进社会和谐与世界和谐，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 关键词］& 语言；传播；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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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语言传播，指 4 民族（ 包括部族）的语言被 6

关注较少，认识有限。语言传播也常纳入政府视

民族（ 包括部族）学习使用，从而使 4 民族（ 语言

野，因为它会成为社会问题或政治问题；支持还是

领属者）的语言传播到 6 民族（ 语言接纳者）。语

阻止语言传播，都是国家政策的重要内容，其根基

言传播是亘古普存之现象，是民族间接触、交流乃

是语言传播规律。语言传播的根本动因在于价

至碰撞的方式之一种，也是民族间接触、交流乃至

值。有价值的语言，才会被他族他国学习和使用。

碰撞的先导与结果。语言在传播中发展或蜕变，

语言传播价值体现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如外

社会在语言传播中争斗与进步。

交、贸易、学习、谋职、旅游，乃至追赶时髦或是纯

国家是现代社会的重要实体。语言传播在民

粹的生活兴趣，这些价值可归总为交际价值和文

族间进行，若引入国家的概念，会看到许多语言传

化价值。语言传播价值的大小有无，不在语言自

播也在国家间进行。语言在多民族的国家内传

身，首先取决于语言领有者的社会及历史地位。

播，与在国际间传播有同有异，甚至有质的差异。

一个弱小民族，其语言除去学术上的认知意义，及

语言传播研究，需区分国内传播与国际传播，分而

或许存在的微弱的外交作用，几乎没有传播价值。

研究寻 特 点，合 而 研 究 看 共 性。此 处 只 谈 国 际

世界上有五六千种语言，能在国际间传播者为数

传播。

甚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西方世界最有价

研究语言传播是应用语言学等学科的天然职

值的语言当属法语，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由

责，但以往的学术精力，多集中在二语教学（ 第二

于美国的崛起，加之英国的传统权威，英语最终超

语言教学）的技术层面，对语言传播的宏观规律

越法语，成为世界上价值最高的语言。

! 收稿日期：!""# . "% . //
作者简介：李宇明（/0$$—），男，河南泌阳人，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司长，研究方向为
语言学理论、现代汉语、心理语言学和语言规划。
由张西平、李宇明主编，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目前列入出版计划的有《 世界
!& “ 世界汉语教育丛书”
主要国家语言推广政策概览》
《 西方早期汉语学习史研究》
《 世界汉语教育史研究》
《 汉语教学在世界各地———国际汉语

万方数据
教学研究论集》
《 马来西亚华文发展简史》
《 印度尼西亚华文教育发展史》等。

·!·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 对外汉语教学与研究版）) ) ) ) ) ) ) ) ) ) ) ) ) 第 # 卷

有价值的语言并不一定能顺利传播。!" 世

许多政府都会谨慎处理同母语的关系，并有语种

纪 #" 年代到 $" 年代，英语虽然走红世界，但在中

选择性。这种选择性或受意识形态制约，或受历

国并不走红。语言有无价值，语言能否顺利传播，

史因素影响，或受世界潮流冲带。

不仅看语言领有者的社会状况，还要看它对语言

如何对待语言传播，
不同政府在不同时期可能

接纳者有无价值，看语言接纳者是否认识到其价

采取不同政策。但不管如何，
这些政策都须遵循语

值。英语对于中国，其价值在改革开放时期才表

言传播规律，违反规律者迟早失败。历史上，用枪

现出来，如今学英语者约有 % 亿，不久就能超过以

输出语言者，
失败了。明朝把汉语汉字视作机密禁

英语为母语的总人数。

止外传，
但利玛窦、金尼阁等一批传教士还是成了

回首历史，汉语也曾是东方最具价值的语言，

汉语通。印度建国后致力于印地语推广，期望逐步

在越南、暹罗、朝鲜半岛、日本、中亚等地广为传

取代英语；
而至今印地语推而不广，英语在印度语

播，在西洋也形成了影响至今的汉学。但是到 !"

言生活中仍发挥着重要作用，
甚至被认为是印度发

世纪上半叶，泱泱中国却积贫积弱，羸弱程度几乎

展之利器。中华民族语言，
随着中国发展加快了向

无以复 加，世 界 上 已 无 几 人 来 学 汉 语。!" 世 纪

外传播的步伐，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也早成为外

末，特别是 !& 世纪初，情势大变，世界目光聚焦中

语教育的最大国度。但是，
我国处理现代语言传播

国，
上千万人步入汉语学习的行列，汉语表现出前

的经验十分不足，
理性思考也相当欠缺。全面观察

所未有的传播价值。不同语言在不同时期、不同

语言传播现象，深入探讨语言传播规律，按照规律

地域的价值变化，说明语言价值不在语言本身，而

做好语言传播规划，已成为国家发展不容忽视、不

在社会，在语言所属社团和接纳社团双方的社会

敢稍怠的社会课题。在促进中华语言的国际传播

状况，而不仅是某一方面。政府对于语言传播可

方面，
有许多值得思考的问题。例如：

能采取不同态度。作为语言领属者的政府，对于

&( 语言传播的根本动因是价值，增加中华语

本国语言的向外传播，一般都是支持态度。历史

言的传播价值便为第一要事。比如：利用丰厚的

上有用枪支持的，如当年沙俄在波兰之所为，甲午

文化资源和发展中的科技、教育，增加汉语的文化

战争后日本在中国台湾之所行，法国人都德《 最

价值；利用产品进出口等经贸往来、国内外旅游业

后一课》之所记。当今政府多用钱支持，或是在

的拓展、在我国举办的大型会议及活动等，增加汉

前台公开张扬，或是隐身背后让民间组织出头露

语的经济价值；利用我国在世界组织中的地位和

面。公开张扬者多阻力，隐身背后者常遂愿。反

与世界各国各区域的各种合作，增加汉语的外交

对自己语言向外传播，例子十分罕见，我只知道闭

价值。

关锁国的大明王朝，曾严禁国人教西方教士学习

!( 语言传播非一厢情愿之事，且中国向来以

汉语汉字。&’ 世纪末，西方传教士利玛窦从澳门

和为贵，
“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要研究世界不同

到香山，曾看到盖有总督大印的布告：
“ 现在澳门

区域、不同国家的外语政策及其风俗习惯，研究各

犯罪违法之事所在多有，皆系外国人雇用中国舌

国各地接受汉语的历史、现状及潜在需求，用语言

人（ 翻译）所致。此辈舌人教唆洋人，并泄漏我国

接纳者乐意接受的方式，来满足各国各地对汉语

百姓情况。尤为严重者，现已确悉彼辈竟教唆某

的不同需求。重视同语言接纳国的政府、专家的

些外国教士学习中国语言，研究中国文字。……

交流，共同规划汉语教育与使用的各种问题，制定

上项舌人倘不立即停止所述诸端活动，将严刑处

互惠互利的规范标准，使汉语传播如“ 润物细无

死不贷。”!

声”之春雨般平和，如“ 奔流到海不复回”之江河

对国人学习和使用外语，政府态度也多种多

般长远。

样。有支持的，如当前蒙古国对于英语的提倡；有

%( 中国是汉语国际传播的大后方，重视汉语

反对的，如亚非许多国家独立之初对宗主国语言

国际传播，更须加强国内汉语教育与研究，树立母

的排斥；也有随其自然的，例不需举。对待外语，

语的自信心和自豪感。固本方能强末，根深才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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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出自《 利玛窦中国札记》，第 &#’ * &#$ 页，中华书局 &+,% 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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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茂。语言文字工作有国内、国外两个大局，
“外
热内冷”为病，和谐发展为智。

发展。
$" 不仅重视外语教育，同时要设计国内的外

!" 语言传播是系统工程，需统筹考虑诸多关

语生活。比如：合理发展外语传媒，向世界真实报

系。例如：华人华侨带着汉语走向世界，落地生

道中国；组织外语服务团队，向来华旅游、参会、经

根，形成了悠久而顽强的华文教育传统。汉语国

商者提供语言服务；随着中国国际化程度的提高，

际传播怎样与海外华文教育相互支持，相得益彰？

旅居中国的外国人士会逐渐增加，甚至形成社区，

国内的对外汉语教学，有数十年之经验，对培养海

对这些社区的外语服务，相信不久就得列入政府

外高水平汉语人才仍不可或缺。国内的对外汉语

的议程表。

教学同国外的汉语教学，怎样统筹安排，长短补

%" 外语教育与中华语言国际传播的呼应，包

合？中华语言丰富多彩，魅力无限，蒙语、藏语、维

括两支工作队伍的呼应、两支研究队伍的呼应和

吾尔语、哈萨克语、傣语等，都有重要的传播价值，

两支教育队伍的呼应。

甚至还有较长的国际传播历史，中华语言怎样以
汉语为尖兵，形成国际传播的大阵列？

语言传播等一系列语言问题，史无前例地重
要起来，特别需要制定科学的语言规划，协调多方

同促进中华语言国际传播同等重要，中国还

关系。当前我国语言规划与管理，职责分散多处，

要扮演好语言接纳者的角色。首要之策是根据国

各揽一块，政出多门，步调不一。应建立一个有权

家未来发展的需要，制定富有远见的外语发展战

威、有效率的国家语言工作机构，统一语言规划，

略。从理论而言，世界上有的语言，中国都应有人

使汉语与少数民族语言、国内语言推广与国际语

懂；世界上有重要价值的语言，我国周边的语言

言传播、中华语言发展与外国语言教育、现实世界

（ 包括跨境的民族语言），对中国未来发展有重要

的语言生活与虚拟空间的语言生活等协调发展，

意义的语言，都应该设置专业，培养或储备人才。

以实现语言生活的和谐，进而促进社会和谐乃至

制定外语发展战略，应特别关注：

世界和谐。

#" 语种布局要有前瞻性，以适应国家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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