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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语言资源建设及应用问题研究（笔谈）
编者按：近年来，随着国家现代化信息化的快速发展，社会对语言实际需求的加大，以及语言功能的
变化．人们对语言的认识也正在发生变化。语言的“多语多言”现象已不再被视为问题，而被视为文化资
源，语言规划理论也在从“问题导向”向“资源导向”转变，保护建设和开发利用语言资源已成为语言学
研究新的理论焦点。因此，我们特约请这方面的专家教授，围绕语言资源建设，从语言资源观及中国语
言普查、我国的语言资源、汉语方言资源及其开发利用、语言资源管理规划及语言资源议题等方面阐述
己见，以期促进Ａ．４１＂Ｊ增强对这一理论趋向的认识，更好地树立语言资源观念，构建和谐的语言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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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资源观及中国语言普查
李宇明
（教育部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北京１０００１０）
从语言规划的角度考察语言，可以有三个维度：语

个，非马背上的民族，很难有这样的语言奇观。

言问题、语言权力、语言资源。语言问题主要指语言给

语言的历史，可以从共时和历时两个角度研究，但

社会带来的麻烦。语言权力指社团和个人在语言方面

是在现实中，共时状态和历时状态却是难以析分的。

所拥有的权利。以往的语言规划，主要是解决语言问

语言的历时状态是无数共时状态的有序延伸，而共时

题，在解决语言问题时也不可避免地涉及语言权力。

状态中积淀着程度不等的历时因素。考察语言的共时

但是，语言资源意识却相对缺乏，对语言资源的保护、

系统，比较不同的语言及方言，可以构拟语言的发展历

开发不够自觉，措施不力，加之现代社会条件的剧烈变

史及语言的接触历史。如对现代汉语各方言的比较，

化，造成语言资源的严重流失，并由此引发一系列语言

可以再现原始汉语逐步分化为闽方言、粤方言、客家方

问题。树立语言资源观念，了解中华语言资源的基本

言、吴方言、赣方言、湘方言、北方方言的历史脉络。汉

状况，制定切实可行的语言资源保护、开发措施，已经

语的调类南方多，北方少，原因是南方方言接触的是多

成为当今国家语言规划的必务之事、当务之急。

声调语言，北方方言接触的是阿尔泰语系的语言，阿尔

一、语言资源

泰语系是无声调语言。现代汉语方言调类的分布，是

语言是资源，这表现在：每种语言都是一种特殊的

中华民族语言融合、民族融合的反映。

语言样品，具有其他语言无法代替的语言学上的认识

语言接触为语言的发展注入了活力。话言成分的

价值。比如，汉语的乎上去入的声调系统及其变调特

借用，历史元素的承撷，都是语言发展不可忽视的因素。

点，世间少见；尔龚语复辅音竟然有２００多个，闻者称

例如，现代汉民族共同语的发展，就词汇和语法而言，受

奇；哈萨克语有关马的毛色的词语有３５０多个，形容骏

到了英语、日语、俄语等较大影响，同时近二十年多年来，

马的词语１００多个，有关马的其它特征的词语６００多

也受到了粤方言、吴方言和北京话的较多影响。再如，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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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汉语的礼貌表达方式十分丰富，但是到２０世纪７０年

语言的分布图等。作为国家组织的大型语言普查有两

代末，一次次的文化变革使汉民族共同语几乎不能表达

次：第一次是根据国务院指示于１９５６年开始的汉语和少

礼貌了。近几十年来，从古代汉语、方言和外语中吸收了

数民族语言调查。当时主要调查的是语言结构，旨在为

大量成分，普通话重建了自己的礼貌系统。当然，普通话

方言区学习普通话服务，为创制民族文字服务，没有顾及

的礼貌系统也还在完善中，比如公共称谓系统、与陌生人

语言运用；而且限于技术条件，调查较为粗糙。当时调查

见面的称呼等，都在反复探索。

了１８４９个县市的汉语方言，并组成７个民族调查队，调

同时，语言也是文化的资源。语言及其文字本身

查了主要民族地区的语言。那次大规模的调查，培养了

就是人类的伟大创造，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族

一支从事方言和民族语言调查的专业队伍，发展了语言

的语言与文字不仅表现着民族智慧，而且常常成为民

学学科，积累了经验，了解了一些语言国情。第二次是

族的图腾象征。语言及其文字也是记录文化最为重要

１９９９年教育部等１１部委联合开展的中国语言文字使用

的载体。８０％的文化是通过口语和文献传留下来的。

情况调查。当时主要关心的是语言文字的使用现状，但

世界上没有文字的民族多于有文字的民族，他们的文

是没有采录语料，不能了解语言及方言的话语情况，也不

化主要通过口语流传下来。如我国的鄂伦春族、羌族、

能直接解决语言保护等问题。这次调查涉及全国１０６３

东乡族、保安族等。我国首批公布的５１８项非物质文

个县（市、区），被调查对象４７万多人，积累了田野调查

化遗产保护名录，其中许多都牵涉到语言文字问题。

和问卷调查的丰富经验。

此外，当今时代，一些语言职业和语言产业逐渐形

现在一些有识之士正在呼吁开展新世纪的语言普

成，语言已经进入到经济和高新科技领域，成为经济发

查。如果能成，这次语言普查就应兼取上两次之长，弄

展的重要资源。比如英语教育产业、语言翻译产业、文

清中国语言及其方言的种类、分布区域、运用人群及其

字速录师职业、计算机字库提供商、语言文字信息处理

使用变化状况，建立起可永久保存的中国语言多媒体

软件产业等。随着信息时代的发展，语言作为经济资

语料库及相关数据库，绘制详细、精确、可传至后代的

源的性质会体现得越来越明显，其经济的意义越来越

多媒体语言地图。语言普查应有这样的指导思想：政

显著。

府统一领导，学界科学实施，社会积极参与，整合已有

二、中国语言普查

资源，运用现代技术，成果长存共享。

角度往往决定深度。当具有了语言资源意识、回

语言普查是一项工程浩繁、利在当代、惠及千秋的

眸审视中华语言资源之时，我们突然发现还有许多问

事业，由国家立项、调动全国的语言学力量、社会各界

题亟待解决。比如，我们对语言状况了解还不够。中

积极支持配合，这是不言而喻、毋须论证的。就普查工

国究竟有多少种语言？各语言又有多少方言？这些语

作而言，首先要对国内外已有的相关成果进行梳理、整

言与方言的分布区域、使用人口、功能活力如何？无论

合。这些成果，包括各种语言和方言的调查报告、辞书

是学界还是政府，都不能清晰地回答这些问题。我们

和语言地图、记录的音档，也包括地方志中的相关内

对语言资源的保护和开发利用也不够。许多语言职业

容。通过这些成果的收集梳理和整合集成，为新的语

和语言产业没有得到重视；许多语料库质量不高，没有

言普查提供工作基础。当然，这本身就是一项重要的

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对于现实世界和虚拟空间的语言

文化工程。

资源保护，没有明确的法规制度等。还有，语言资源流

其次，在语言普查、成果整理的一系列过程中，应

失严重，许多语言及方言衰落或濒危。许多儿童已不

充分利用现代语言处理手段和各种信息技术与设备。

能熟练掌握方言，母语水平滑坡，一些少数民族青少年

如用于语言普查的录音、转写技术，地理信息系统

甚至放弃了母语。我国的满语、赫哲语、鄂伦春语、畲

（ＧＩｓ）技术和卫星定位（ＧＰＳ）技术，用于语料存储和检

语、土家语等，已经处于濒危状态甚或消亡。当然，语

索的多媒体数据库技术，用于语料分析、标注的软件技

言资源流失、一些语言濒危，是当今世界普遍存在的问

术，以及录音笔、计算机、服务器、大容量存储器等多种

题。目前世界上大约有５０００至６０００种语言，９０％的语

硬件设备。

言只被１０％的人使用，如果不采取有效措施，这９０％

第三，也是最为重要的，就是要制定科学的普查方

的语言在百年或几百年内可能消亡。语言消亡将意味

案。参考已有的研究成果，根据语言国情、技术条件和

着：人类将失去不可复得的语言样品，将失去不可再生

工作目标，对普查内容、普查方式、采录标准、人员培

的文化基因，将永远失去一些历史记忆。有鉴于此，在

训、资料汇总、成果管理、项目监督等一系列问题进行

新世纪我国应当尽快开展语言普查工作，以了解基本

科学论证，形成方案，并选取有典型意义的县（市、区）

的语言国情，保护和开发中华语言资源。

作为普查试点，在试点中积累经验、完善方案。

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以来，一直有学者对语言和方言的

语言普耷应以县为单位布点，语言情况复杂的地

种类、分布、结构特点、谱系关系等进行调查研究，出版了

方加大调查点的密度。在调查清楚每个调查点语音、

若干汉语方言和民族语言的系列丛书、词典，绘制了中国

词汇、语法等语言结构的情况之外，还应录取实态语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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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实态语音材料可用两种方式采集：（１）用普通话

等等。

诵读一篇短文，以建立普通话（包括“地方普通话”）的

三、余言

语音语料库；（２）让被调查人用汉语方言或少数民族语

文化根据载体可以分为三大类型：实物文化、文献

言讲述一定长度的他最熟悉的故事，以建立汉语方言

文化和口头文化。文献文化的保存、整理与利用，我国

和民族语言的语音语料库。调查数据须在第一时间进

有悠久的传统。最近开展的文物普查，是对实物文化

行文字转写，并及时归档建库。此外，还应组建专家督

进行收集、整理的新世纪的国家行动。语言普查如果

导团对调查数据进行验收评估，以最大程度保证数据

能够实施，并且重视文化因素的采集，比如用采风的方

的科学性和普查工作的有效性。

式采录各地有特色的文化语料，增加语料的文化含量，

第四，重视数据的保存、开发与共享。普查数据
（特别是语言、方言的实态语料数据）要多备份保存，重

其实也就是对中华口头文化的大规模收集，意义宏大
而深远。

视对这些资源的行政开发和学术开发，为国家的各行

我国是世界上语言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之一。语言

各业和学术的发展提供数据支撑。通过网站、开放实

及其方言是国家不可再生的、弥足珍贵的非物质文化，

验室、语言博物馆等方式，实现数据共享，最大限度地

是构成文化多样性的前提条件。通过语言普查建立中

让这些数据造福国家与学界。

华语言的语料库，就是建立中华文化的知识库、“基因

第五，重视人员培训。语言普查的专业性很强，也

库”。而且，通过语言普查，还有助于更加科学制定国

很辛苦，需要对普查人员进行培训，以保证普查使用统

家的语言政策及相关政策，协调好各种语言之间、语言

一的方式、技术和工作规范。培训的专业内容主要包

和方言之间的关系，便于世界华人社区的语言沟通，为

括听音训练，用国际音标记音，语言调查字表和词表的

构建和谐的语言生活与和谐社会做贡献。

使用，计算机辅助田野调查技术，语言数据的建库技术

我国的语言资源
陈章太
（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北京１０００１０）

我国学界近年讨论的“语言资源”有广义和狭义之

言；（３）活力降低，已经显露濒危特征的语言；（４）活力

分，广义的“语言资源”是指语言本体及其社会、文化等

不足，已经走向濒危的语言；（５）活力很差，属濒危语

价值，狭义的“语言资源”是指语言信息处理用的语料

言；（６）无活力，已经没有交际功能的语言。这些研究

库和语言数据库，以及语言词典和声电动画片等语言

成果对我们很有启发，值得我们很好借鉴。

资料。本文讨论的是广义的“语言资源”。近年来，随

评价语言资源价值，可以参考语言活力评价指标

着我国现代化信息化的加速发展，社会对语言实际需

体系，具体指标大致有这样几项：（１）语言在社会中的

求的加大，以及语言功能的变化，人们对语言的认识正

地位与声望情况；（２）语言规范程度及表现力；（３）语

在发生变化，从将语言视为问题逐渐转向将语言看做

言使用人口及其年龄结构与社会分布；（４）语言使用范

资源，发出了保护建设和开发利用语言资源的呼吁，从

围与应用领域；（５）语言记录文献和承载信息情况等。

而促进了学界对语言资源问题的热议与研究。

依据这个语言资源价值评价指标体系，可以将我国的

在“语言资源”的讨论、研究中，人们自然会关注我

语言资源分为以下５类：

国的语言资源状况。邱质朴、黄行、李宇明、张普、孙宏

１．语言活力超强的超强势语言资源。汉语普通话

开、徐大明、陈章太等，对我国的语言资源都有所论述。

由于它形成的历史悠久，记录了极其丰富、珍贵的文献

黄行和孙宏开还从语言活力表现的具体分析探讨我国

资料，现在使用人ＶＩ众多，应用地域广阔，使用领域广

语言资源状况。黄行在《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活力研究》

泛，规范程度很高，语言功能完善，语言活力超强，应用

一书中，从语言使用活力和语言发展活力，具体描述了

效益显著，语言声望很高，语言影响广泛，对国家统一、

我国各少数民族语言活力的状况。孙宏开在《中国少

民族团结、社会进步、经济文化科技发展，以及国际交

数民族语言活力排序研究》一文中，依据联合国教科文

流等发挥了重大作用。近百年来，它先被定为国语，后

组织濒危语言问题专家组提出的鉴定语言活力的９项

被确定为国家通用语言，其地位、作用、贡献和利用效

指标，再加上他从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的使用和分布情

益，都是最为重要、最为显著、最为巨大的，所以可以认

况提出的３项指标，将我国１００多种少数民族语言活

为汉语普通话是我国的超强势语言资源。随着国家的

力分为６个等级：（１）充满活力的语言；（２）有活力的语

更加强盛，社会进一步发达，经济文化科技等不断发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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