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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个角度想，不必把课标看做语文教学的不二规范．
最好把它看做～种指引，看做一种提倡。在它指引下．语文教
材编纂者、语文教师去创造性地工作就是了。

了解语言国情。做好语文教育和文化传承
记者：提起语言国情，很多人并不是十分清
楚。您是语言学家，同时又是国家语委副主任、教育

国家通用文字的标志及说明书；电信查询应首先提
供普通话服务；中国的各种便民设施用宇，应优先
使用国家通用文字。民族自治地方，应执行国家的
有关法规。

部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司长，请您首先介绍一下我国

３．帮助全世界愿意学习和使用中国语言文字的

的语言国情是怎样的，语文教师了解语言国情的意义

人，方便地学习和使用中国语言文字。国家语委除

是什么。

了在自己国土上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帮助少数

。

李字明：语言国情包括语言政策和语言生活两

民族实现语言文字的规范化和信息化，还有帮助愿

个主要方面。我国现在的语言政策可以概括为：推

意学习中国语言文字的他国公民的义务，这里包括

广普通话和规范汉字，推行汉语拼音方案，加快语

海外华人，也包括非华人。而且中国语言文字不仅

言文字的规范化和信息化，构建和谐的语言生活。，

仅是汉语汉字，还有藏语文、蒙语文、维吾尔语文

同时，也要重视语言资源的保护与开发，重视公民

等。中国语言走向世界，不仅仅是汉语汉字走向世

语言权利的维护。我在２００８年度全国语言文字工作

界。也是中国一些少数民族语言走向世界。换句话

会议上，从一个学者的角度。提出国家语委的三项

说，中国也应掌握民族语言国际教育的话语权！

职责：

语言政策是针对语言生活状况制定的。当前我

１．从语言文字角度保证国家信息畅通。支持国

们对语言生活状况了解得并不全面真切，这是需要

家信息产业的发展，保障国家在信息领域里的各种

加强的环节。从宏观上看，应该从这几个角度去把

权益。这是信息化给语言文字工作提出的新要求。

握：

当然，信息畅通【包括政令畅通、军令畅通等）需

．

１．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有多种语言和多种

要很多条件来保证，但是语言文字的保证很重要，

文字。汉语和汉字虽然是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但是

因为人类信息８０％是靠语言文字传递的。

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也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

２．保证中国公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上使用

２．中国走向世界。与此相应，中华语言也在走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和其他中华语言文字来获取信

向世界。外语学习也更加热火。中国是外语学习大

息、表达思想的权利。当前最重要的是保障中国公

国，英语是主要语种，但“小语种”现在也很火

民的母语权利，比如在中国领土召开的有中国学者

爆。

参加的学术会议．国家通用语言应成为会议语言

３．信息化。信息化并不完全是技术层面的问

（或会议语言之一）；在中国销售的产品，应当有

题。它催生了很多新的理念和新的生活方式。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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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新词汇、新文化。比如网络已经发展成为当今

方便地从口语中汲取营养。反之。两者也不能没一

非常重要的新媒体，对待新媒体中的语言现象，心

点距离。口语是即时性的，说话时难以仔细推敲，

态要宽容，尽力帮助它走向完善。

难免出现重复哆唆、文意跳跃性大、首尾照应不周

４．重视文化。从文化传承看语文教育，就需要
妥善处理简体字和繁体字的问题、古代文化和现代

等情况。因此口语不能代替书面语。书面语需要专
门学习。

＿

文化的问题、汉族文化和少数民族文化的问题、中

时常听人批评语文课忽视培养口语能力，认为

“世界有

当今时代说话比写作重要。也有人反驳，认为上学

多大，语文就有多大；人生有多长，语文就有多

就是识字。学习书面语。街头不识字的大妈口语溜

长。”我们不能让语文教师和语文课背上太沉重的

着呢．不还是文盲７

国文化和外国文化的问题。我曾经说过：

包袱，语文能力的提高要靠人生知识的积累和人生
体验的增加。

‘口语发展和书面语学习不是对立的，而是相辅
相成的。书面语学习需要以口语为基础。学会读书

为了解语言生活状况。国家语委近年来成立了

之前，一般儿童已经基本习得口语，在此基础上才

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心．研究平面媒体、有

能学习书面语。学了书面语，反过来又能够促进口

声媒体、网络媒体和教育等领域的语言生活状况，

语的发展，使口语升华到一个新阶段。知识分子的

每年向社会发布语言生活状况报告。最近正筹建

口语不同于文盲的口语。道理就在于此。语文教学

少数民族语言资源研究中心。如果对语言国情不了

的主要任务当然是学习书面语，小学阶段要充分利

解，对现代语言生活不了解。就会影响国家语言政

用学生已经获得的口语，之后学龄段还应适当训练

策的制定。也会影响语文教学。

一下口语，特别要注意通过书面语来促进口语能力

记者：您刚才谈到的语言国情，的确需要我们

的提高。

作深入的了解和研究，但就语文学科来说，也有一个
实际情况，那就是关于什么叫语文的问题。通常的定

．

从目的上定位语文教育

义为：语文就是语言文字；嘴里说的叫口头语言，写

记者：说到语文教育和语文传承，有观点认

在纸面上的叫书面语言。语就是口头语言，文就是书

为，语文教育是母语教育，这基本上抓住了语文的核

面语言，把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连在一起说，就叫语

心。您从语言学的角度是如何看待这一观点的？

文。请问，您怎么看待语文教学中书面语和口语的关
系问题？

李字明：要界定口语和书面语有一定难度。书

‘李宇明：语文教育多数是母语教育，但也不完
全是。我国许多民族没有文字。没有书面语。学生
一入学，语文课学的就是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或相邻

面语和口语的划分，首先应该是从载体开始的：以

民族的语言文字，这种语文教育就不是母语教育。

语音为物质外壳的是口头语言，以文字为载体的是

有文字的民族，其语文教育多是双语教育，既学母

书面语言。但是，也可以从语体风格上定义它：口

语。又学普通话。在单一民族国家中，也许可以说

语风格的可以诉诸文字，如用文字记录的民谣；说

语文教育就是母语教育；但在多民族国家中，这种

出来的话也可以具有书面语风格，如中央电视台的

说法有点简单化。如果过于强调语文教育就是母语

新闻联播。

教育，就需要为那些没有文字的民族创制文字，编

有了文字才产生了书面语。我国许多民族至今
也没有文字，他们只有口语而没有民族的书面语。

写课本，培养师资。这不仅一下子做不到，而且也
未必符合民族意愿。

．

历史上，汉语的口语和书面语曾经严重脱节。大约

当然，语文教育在文化传承和母语延续中的作

在汉代，１：２语同书面语就很不～致了，前人的著作

用是巨大的，教育是文化的命脉、母语的命脉。儿

要做“注”才能读懂。到了后来连前人的“注”也

童自幼就通过习得的方式从父母那里掌握了本民族

读不懂了，对“注”还要注释，称为“疏”。语

的口语，从而也就掌握了本民族的一些文化。口语

文现代化从清朝末年起步。当时就提出耍“言文一

习得也是文化传承、母语延续的重要方面。

致”。认真说起来，言文一致是相对的，口语和书

记者：我想，您更多的是从语言国情这一宏观

面语还是应该保持一定距离。但是距离太远，甚而

角度来思考和阐述您的语文教育观的。认为母语学习

至于成为两套语言系统。这势必影响语文教育。影

是语文教育的核心的观点，其实主要是针对基础教育

响人的思维，而且书面语会慢慢枯竭。因为它不能

中的语文课程而言的。如果把论题缩小一下，把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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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含义缩小到目前中小学中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

大了，文化、教育发展很不平衡，不应该幻想用一

课程，而且主要指的是语文新课标覆盖下的中小学语

个课标来通管天下。如果不考虑各种差异性，不提

文课程。您如何定位语文教育？

倡多样性，语文教学无论如何也活跃不起来。
制定课标时，大家不断议论，要给语文减负。

李宇明：如何定位语文教育，问题很大，也很
复杂。我主张从教学目的上给语文教育定位。从目

给语文教师减负。要让语文教师有教学成就感，要

的上看，语文教育就是培养学生过好现代语文生活

让学生有语文学习的成就感。语文就是语文．不能

的能力。

承担太多使命，不能把什么都堆进语文课里。百年

语文学界历来存在工具性与人文性的争论，我

来，语文从国学中分离出来，形成了一门学科。百

觉得这一争论是无解的。别说语文具有人文性，物

年来，特别是建国以来，语文教学是有成绩的，不

理、化学等也具有人文性。语文当然具有工具性。

能简单否定历史。时代在前进。语文生活在变化，

数学、逻辑学也具有工具性。老这样争论实在于事

在已有语文教学的基础上。增加一些符合时代要求

无补。

的新元素，就相当不错了。

．

现在，整个社会语文水平是下降还是提高了？
课标是一种指引。教学需要多样化
记者：既然工具性和人文性的争论是无解的，

从全民的语文水平来看，一定是提高了，文盲少
了，能写文章的人多了。新中国的语文教育成绩很

既然工具性和人文性并不能完美地界定语文课程，高

大。但是，精英的水平下降了。语文大师少了，文

中新课标中为什么仍旧保留这一说法？

学精品少了，这不能不引起反思。这个问题得两面

李宇明：教育是人类历史上较为保守的一种
职业。教育需要发展。需要改革，但不能幻想天天

看，如果没有两面看，把语文教育说得一无是处，
并不公允。

搞教育革命。语文教学必须循序渐进，课标是语

培养现代语文能力。过好现代语文生活

文教育的顶层纲领。更需要在原有基础上“碎步快
＋”

记者：义务教育课程标准指出，不宜刻意追求

止０

世界上本无理想化的东西。包括课标。也许把

语文知识的系统和完整。这句话在理论界曾产生很大

课标看成“和谐”的产物更合适，它要照顾不同学

争议。有些教师也反映，学生的语文知识基础在弱化

派和不同办学条件，要考虑人们的接受度和可操作

和淡化。在语文教育中语文知识应该占一个什么样的

性。比如。西部农村的语文教学同北京、上海等发

地位，您作为语言学家是怎么看的？

达地区的就很难用同一尺度来衡量、要求。虽然谁

李字明：看待这一问题要首先区分教和学。在

都说不清楚语文的人文性和工具性，但是去掉这些

教这个层面，教师应该有丰富的语文知识以及将这

说法人们可能更糊涂，而且还可能为此引起更大争

些知识科学运用于教学的经验。过去。语文知识教

论。争论不见得是坏事，但是减少些争端、多些探

育的名声不好，与许多语文教师没有融会贯通的语

讨和实践，对当前语文教学更有裨益。

文知识有关，与没有在教学中科学处理语文知识有

记者：您是课标研制组的召集人之一，请问您
在课标研制中的观点是什么，您怎么看待课标在语文
教育中的作用？

、

李字明：批评容易建设难。在局外时充满批判

６

关。
在学这个层面。是要通过语文学习提高语文能
力。知识并不代表能力，但是知识在能力的形成过
程中肯定有作用。没有知识却有很高的能力，这是

精神，进了门方知任何一点改变都不易。现在我深

不可想象的。要研究知识和能力之间的转化关系。

切地感到。当初课标起草人很不简单。今天参加这

能力看不见摸不着，无法直接教授。培养途径大体

项工作。自己思想斗争也很激烈，似乎对很多事情

有二：第一，体验和实践：第二，知识讲解。过去

失去了判断力。

语文教学的问题是把语文知识看得太重，有时甚至

换个角度想，不必把课标看做语文教学的不二

成了教学目的、考试目标。忽视或轻视了语文实践

规范。最好把它看做一种指引，看做一种提倡。在

和体验。而且语文知识教得太死。揉得太碎，以为

它指引下．语文教材编纂者、语文教师去创造性地

教会了语文知识就是培养了语文能力；以为知识教

工作就是了。语文教育有好多层级：课标、教材、

得越系统，学生的语言能力就越强。其实。知识向

教师的教学活动．最后是学生的学习活动。中国太

能力的转化不在于系统不系统，甚至整个语文教学

万方数据

真正具有深度和创意的课程变革，实质上就是
新ＩＥｌ课程范式之间的革命性转换。而并非技术主义
的形式化演绎。

新旧范式之间的划时代转换。教育学领域内也是如
此。

。范式”（ｐａｒａｄｉｇｍ）这一特定

所谓课程范式，是指一个课程共同体所普遍

概念。为美国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于２０世纪６０

拥有的课程哲学观与相应的诸种具体课程主张的统

年代所创。在这个古希腊词语中，库恩赋予了科学

一。【２１两者既有相对独立性，又有内在联系。居于

哲学的新含义：

。在一定时期内，可以向研究者共

上位的课程哲学观规定了课程共同体的独特的价值

同体提供的典范性问题及解决方法的普遍公认的科

取向，而具体课程主张则是在课程哲学观指导下对

学业绩。”【１ ３库恩确立了科学理论的进步是通过

课程问题的具体认识，决定了课程价值目标实现的

具有不可通约性的新１１９范式之间的转换来实现的这

可能性。换言之。在某个课程共同体中，各门学科

个颇有创意的革命性科学观，换言之。库恩认为科

课程尽管内容不同，但都建立在同一教育哲学观和

学理论新旧范式之间存在着一种不可沟通、交流的

课程观基础上。从课程目标制定、课程计划实施直

断裂，而不存在逻辑上的共同准则（即具有不可通

至课程终端评价，具有若干共性特征，从而适应于

约性）。库恩。范式论”不仅给连续积累的旧科学

特定的时代背景和社会思潮。

进步观以致命打击，而且给人文社会科学各领域的

汉语文课程就是这种转型中的课程范式样本。

发展带来了新的视角和启发。后来，作为哲学用语

语文课改的实质就是范式转型，即从指令型课程向

的“范式”演化为某个时代被人们公认的、某个专

创生型课程的范式转型。百年来，在以杜威为代表

业领域内的范例或体系。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内所发

的儿童中心主义、前苏联凯洛夫教育思想、后现代

生的具有实质内容的革命性变化，当是显著对立的

主义教育观等外国重要教育思潮的影响下，语文学

都不需要系统，因为教材、课堂只是学习的基本内

清楚，需要进一步考察和总结。以己愚见，它起码

容和基本场合，课外的学习与经历不可或缺。教师

有五个必须考虑的特点：

只是学生学习的主要帮助者、引路人。学习的帮助

第一。信息化时代。现在是一个信息快速传播

者还有同伴、父母、社会等。教师应该当好学生的

的时代。新生事物层出不穷，新观念瞬息即生。信

导师，

息的快速接收、检索与加工。成为语文教学的新任

。传道、授业、解惑”已经不能恰当表达当

今教师的职责。
语文知识也是公民素质之一。语文教育，特

务，或者说阅读在。听、说、读、写”中的地位更
突出。信息时代出现了很多新词语，甚至是字母词

别是中小学语文教育，重点是培养学生适应现代语

语、网络上的特殊词语，学生过好现代语文生活。

文生活的能力。而且也要使学生具有一定的语文知

就需要了解它，需要客观对待它。

识，正像人要有一定的卫生常识、历史常识一样。
语文教学必须教语文知识。淡化语文知识肯定

第二，亲近文化，亲近经典。曾几何时，我
们把中国文化看做进步的包袱，弃之怕不彻底。

有害。关键是：第一。在什么时候用什么方法教什

而如今认识到，文化是我们的精神家园。人一生大

么样的语文知识，以使其有效内化为语言能力。第

约都会问三个问题：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往何

二．传授公民应有的语文常识。

处去？第一个问题是认同问题：文化认同、母语认

记者：那么应当如何理解现代语文生活的含义

同、民族认同、国家认同。认同本质上是个人文化

李字明：我们对现代语文生活了解得还不是很

从悠久的中华历史中走来。从孔孟那儿走来，从唐

呢？

归属的问题。第二个问题是问出身、问历史。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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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曾出现过儿童经验型、教师指令型、师生创生型

自动性和自主性，尊重并恰养其读写趣味；在发展

等多种课程范式。每一种课程范式的诞生，都以一

目标上。关注从文言文向语体文（白话文）转型过

定的教育哲学思想为背景，并有自己的实践主张，

程中学生现代语文能力的发展。同时还关注其思维

从而对课堂教学创造力产生了或禁锢或释放的显著

和心智的提升、情感和德性的涵养。

影响。本文侧重于梳理外国教育思潮影响下语文学

１

９４９年以后，伴随着整个社会政治和经济体

科从指令型课程范式到创生型课程范式的历史转换

制的巨大变革，包括语文在内的课程范式也发生了

过程，分析这种课程范式转换对当前和未来语文教

新的转折。在全国第一次教育工作会议的总结报告

学创造力的解放所产生的重大促进作用。

中。教育部副部长钱俊瑞明确指出：要“以老饵放
区教育经验为基础，吸收旧教育有用经验，借助苏

一、语文指令型课程的形成和后果

联经验，建设新民主主义教育”。【４’这一方针明确

１９０４年１月１３日（农历癸卯年），清政府正式

限定了包括语文课程在内的整个教育改革的价值取

颁布了由张之洞、张百熙和荣庆等拟订的《奏定学

向，突出了语文课程与教学发展以前苏联为借鉴对

堂章程》。其中的《学务纲要》从教学宗旨、教学

象的基本特点。此后随着中国政治形势的极端“左

内容和教学标准诸方面明确规定了以后作为国文

倾”化，语文课程与教学自然难免被“苏化”的时

科先声的“中国文学”的设立，从而标志着注重实

代思潮所裹挟而逐渐丧失自我。

用、发展语言能力的现代语文教育的发轫。《奏定

作为前苏联所谓社会主义教育思想的主要代

学堂章程》作为“博考外国，参酌变通，择其宜者

表。凯洛夫教育学说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对中国教育

用之”（３’的历史产物，主要以欧美近代教育为真

产生了重大影响。在宏观方面，他过度强调教育的

正源头。形式上是从日本引进的学校制度和课程设

阶级性，认为教育是统治阶级为了自己的政治目的

置，这样自然初步体现出西方的科学精神和民主思

而用来巩固自身阶级统治的一种工具，社会主义国

想萌芽。五四以后，在以杜威为代表的美国民主主

家的教育目的就是培养共产主义社会的全面发展的

义教育思潮的深刻影响下，形成了初步具有民主及

积极建设者。具体到教学实践，他要求“在学校的

科学特色的崭新的现代课程范式，体现出告别读经

一切教学工作中，绝对保证教师的领导作用”，视

时代以后，以学生个人发展为本位的新价值取向。

教师为“教学中最重要的、有决定作用的因素”，

在教学内容上，教材突出充满新时代生命气息的语

教师单向的讲授“起主导作用”；认为教科书是学

体文，使之尽可能与学生的现实生活融成一体；在

生。知识的主要源泉之一”，教科书内容只能选择

教学方法上。反对传统的灌输法，倡导学生学习的

确定不移、颠扑不破的原理，而不是在科学上尚无

诗宋词那儿走来。第三个问题是人生路向的问题，

系、母语与外语的关系。

这个问题其实是人生价值观问题，是由前两个问题

第五。面向世界。中华民族立于世界民族之

决定的。语文教育要通过自己的学科优势帮助学生

林，首先需要培养学生具有世界意识。世界需要我

回答这三个问题。

们，我们也需要世界。要帮助汉语等中华语言走出

第三，虚拟世界。虚拟世界是现代语文生活很

。

国门。也要学好外语。语文教学既要有本土意识，

重要的组成部分。让下一代过好虚拟世界的语文生

又要培养学生的世界眼光。让学生将来有走向世界

活，不容忽视。从这个角度看问题．会有新观点。比

的能力，用世界熟悉的话语方式同世界交流。

如汉语拼音，它不仅是注音识字的工具，而且是人与

了解这些问题，也许对语文教学并没有直接作

计算机交流的重要工具，是过好现代语文生活的重要

用，但是对于处理一些语文争论，把握语文教学发

保障。语文减负常有人提出要减汉语拼音，若从虚拟

展的方向，促进语文教学与时代的结合，应当有启

世界的角度看，汉语拼音教学反而应该加强。

发。

第四，了解语言国情。多数人不了解语言国

记者：感谢您百忙之中接受我们的采访，您从

情，原因之一是语文教育里缺乏这方面内容。语文

我国语言国情的高度审视语文教育和语文传承，从教

课有义务帮助学生了解中国语言文字基本状况，培

学日的的角度来定位中小学语文教育，提出了现代语

养对母语和中华民族语言文化的热爱，帮助学生正

文生活的概念，相信您的观点会给我们的读者带来知

确处理普通话与方言的关系、民族语言之间的关

识、启发和思考。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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