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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语言规划传统上分为语言地位规划和语言本体规划，本文提出还应专门
进行语言功能规划。语言功能规划在地位规划和本体规划基础上进行，其任务是规
划各功能层次的语言作用，或者说是规划各语言现象在各功能层次的价值与作用。
本文把语言功能划分为国语、官方工作语言、教育、大众传媒、公共服务、公众交际、文
化、日常交际等八个层次，把语言现象归列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少数民族语言、汉语
方言、外国语文、繁体字等五种，论述了这五种语言现象在这八个功能层次上的作用，
并尝试性地填写了一份语言功能规划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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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规划（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是政府或学术权威部门为特定目的对社会语言生活
（１ａｎｇｕａｇｅ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和语言本身所进行的干预、调整和管理。通常，人们将语言规划分为两种：
１．语言地位规划（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Ｓｔａｔｕｓ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确定语言（包括文字）及其变体的社会地位，以及不

同场合应该使用什么语言等；２．语言本体规划（１ａｎｇｕａｇｅ

Ｃｏｒｐｕｓ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对语言及其文字进

行改革、规范、完善等工作，也包括为没有文字的语言创制文字，为文字设计注音方案等。这两
种语言规划，都涉及到语言的功能，且包含着对语言功能的规划，但是，其关涉的语言功能方面
的规划，表述上多为隐性而非显性，规划得也较为粗疏，不够系统，不够缜密。因此，对语言功
能有专门规划之必要。语言功能规划（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是语言地位规划和语言本体

规划的结合与延伸，是语言规划的新角度、新进展。同时，通过语言功能规划也会进一步丰富、
完善语言的地位规划和本体规划。

语言的功能层次
语言功能是指语言在社会生活中所发挥的功能。社会生活是分领域的，虽然划分社会生
活领域并无一定之规，但是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却有大致的习惯，这种习惯可以通过职业分类、
行业管理部门的设置等体现出来。若干社会生活领域可以整合为更宽阔的领域，某社会生活
领域也可再细分为若干小领域。既然社会生活可以分领域，不同领域可以进行平面整合或者
是层次叠架，那么语言功能也应当是分领域的，而且语言功能领域也可以进行平面整合或者是
层次叠架。
根据中国语言生活状况和语言规划的经验，可以将语言功能大致划分为如下八个层次：
Ｉ．国语。国语是指能够代表国家的语言。早在清末，我国就有了国语的概念，之后经过
国语运动，逐渐确定了国语的标准。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规定国语，但有“普通话”的概念。
２０００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①规定，国家通用的语言文字是普通话
和规范汉字。因此，普通话实际上具有国语的地位，行使着国语的职能。相应地，规范汉字实
际上具有“国字”的地位，行使着国字的职能。世界上许多国家也没有明确规定国语，如美国；
而有些国家则规定双国语甚至多国语，如加拿大、瑞士、比利时等。
Ⅱ．官方工作语言。官方工作语言是指国家和地方工作机关工作时应当使用的语言（包
括文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的规定，我国的官方工作语言是普通话
（包括规范汉字），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汉语方言及介于普通话与方言之间的“地方普通话”，还
较为普遍地使用。我国实行民族平等政策，《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ｏ第四条第四款规定“各民
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第一百二十一条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
在执行职务的时候，依照本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条例的规定，使用当地通用的一种或者几种语言
文字”。在民族自治地方，自治地方的通用民族语言也是官方工作语言。例如内蒙古自治区，
自治区的官方工作语言是蒙古语和国家通用语言；在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自治旗，官方工作
语言除蒙古语和国家通用语言之外，还分别有达斡尔语、鄂温克语和鄂伦春语。
我国在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体会议等重要会议时，工作语言
还使用蒙、藏、维吾尔、哈萨克、朝鲜、彝、壮等七种语言文字。这些语言文字也具有国家层面官
方工作语言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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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工作语言与国语常常具有一致性，有很多国家，国语也就是官方工作语言。但是，国
际上国语与官方工作语言不一致、甚至相互分离的情况也不罕见。例如：新加坡的国语是马来
语，官方工作语言是英语；印度的国语是印地语，国家的官方工作语言是英语（印地语等在名义
上和实际上是不是官方工作语言，尚不清楚），印度各邦还有其他的官方工作语言；加拿大的国
语是英语和法语，在国家层面和英语区，这两种国语也是官方工作语言，但是在魁北克省法语
区，官方工作语言只使用法语，英语在一般生活中也受到相当严格的限制。
Ⅲ．教育。教育是非常重要的语言功能层次。特别是教材、教师讲课和考试等环节的教
学语言，许多国家都有明确规定。我国的教学语言是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在少数民族地区提倡
双语教学，目的是使受教育者“民汉兼通”。少数民族语言发育状态和使用情况的不同，双语教
学也有各种不同的模式。外国语文只是学习的科目，不是法定的教学语言，但是现实中不少教
育机构在用外国语文作为教学语言，这是现实提出的需要分析研究的问题。
Ⅳ．大众传媒。大众传媒主要有平面媒体、音像媒体。和网络媒体，是当今人们须臾不能
离开的充满生机的语言生活。大众传媒在传播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创造新文体、新词语等方面
发挥着巨大作用。凹这一领域的语言功能十分强大，也最为语言规划者所重视。大众传媒主要
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民族地区和面向民族大众的，也使用民族语言文字。此外也有少量的
汉语方言、繁体字、外国语文在大众传媒中使用。网络媒体是一种新兴媒体，其语言文字多数
与平面媒体、音像媒体相同，但也有许多特点。
Ｖ．公共服务。政府、行业或服务业向社会提供服务，一般都需要语言文字作为服务中
介。理论上讲，公共服务应该使用服务对象所习用的语言文字，服务对象的多元，决定了服务
语言（文字）的多样。对于较为宽泛的服务对象，如机场广播、路名标牌、商品说明书、博物馆解
说词等等，应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民族自治地方应同时使用民族语言文字。
Ⅵ．公众交际。在全国范围内的公众交际，一般多采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民族地区和
汉语方言区域内的公众交际，还应根据实际情况使用民族语言和汉语方言。
Ⅶ．文化。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家园。继承传统文化、借鉴外国文化、发展现代文化，是当
代文化繁荣的必由之路。继承、借鉴和发展文化，每种语言（文字）及其方言。都有其作用。
Ⅷ．日常交际（包括家庭交际）。在日常生活中，公民使用他最自然的语言文字进行交际。
当前的情况是，使用汉语方言和民族语言是日常交际最主要的语言现象，也有使用普通话和
“地方普通话”的。特殊的家庭可能还使用外国语文。

二。语言现象
一。Ｈｊ嗣岈；习Ｋ
语言现象在本文中是指语言（文字）及其变体。中国是世界上语言现象最丰富的国度之
一，当今应考虑的语言现象主要有五种：
Ａ．普通话和规范汉字。＜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法》等中国的法律法规，规定了普通话和规范汉字是国家的通用语言文字。国家大力推广普通
话和规范汉字，使其在国家公共事务、教育、大众传媒以及社会公共服务、公众交际等领域发挥
最为重要的功能。学习、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牵涉到公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是中国公民
的最为基本的语言权利。
Ｂ．少数民族语言。少数民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不可分离的成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ｏ等一系列法律法规，都体现了民族平等、语言平等的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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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念。据不完全统计，截止到２００６年，国家和地方颁布的涉及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法律法规
规章２７６件，其中国家级的法律法规规章８３件，地方（包括省级、州级、县级）法规规章１９３
件。回这些法律法规规章保障着中国少数民族方方面面的语言权利。
中国少数民族语言通常认为有８０余种，＠就现有的研究成果看，应该在百种以上。四民族
语言之间差别较大，有的使用人口过千万，有的只剩下十几人；有的民族有共同语而无方言，有
的则方言分歧严重，甚至没有形成民族共同语；有的有传统文字和大量文献，有的有现代文字
但文献不多，有的没有文字，有的曾有文字但已失传；有的充满生机，有的则处于濒危状态。∞
不同的民族语言（文字）都是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资源，具有法理上的平等性，但在现实生活中
的功能却大相径庭。蒙古语文、藏语文、维吾尔语文、哈萨克语文、朝鲜语文、彝语文和壮语文，
在国家重大政治生活中都在发挥作用，在蒙古族、藏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朝鲜族、彝族和壮
族自治地方，发挥着主要语言文字的作用，而有些民族语言只在日常交际、甚至家庭中使用。
对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语言规划，必须分类研究，因实制宜，循序渐进，应特别重视可操作性。
Ｃ．汉语方言。汉语方言之丰富世界闻名，大的方言近１０种，小方言土语不计其数。国务
院１９５６年２月６日发布的《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指出：“汉语统一的基础已经存在了，这就
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普通

话。呻这一指示规定了北京语音和北方话的语言地位，但是没有规定别的汉语方言的语言地
位。在社会语言生活中，汉语方言究竟应该发挥什么样的功能，尚缺乏语言规划层面的规定。
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汉语方言的语言功能还相当重要：公务员用方言行使公务的、教师用方言
教学的不在少数；广播电视有一定比例的汉语方言节目；在公众服务、公众交际、文化传承、日
常交际中，汉语方言发挥着不容替代的功能；汉语方言为普通话的发展提供了大量营养，在其
基础上形成的各种各样的“地方普通话”，在语言生活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汉语方言在香
港、澳门、台湾等地所发挥的语言功能更大。
Ｄ．外国语文。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外语教育，起于清朝末年。ｏ百余年来，随着外语教育的
发展和国家的不断进步，外国语文已经成为语言生活中不可缺少的语言现象。国家重要的记
者招待会常有外语翻译，国家的重要文件有不少译成了外文；外语是中国高考的必考课程，中
国学习外语的人数为世界之首；广播电视有外语的频道和节目；在公共服务、公众交际、科学技
术、文化传播等领域，外国语文也有不小的功能。尽管如此，外国语文并没有进入法律法规层

面的语言规划，只是在教学、考试、晋职、用人等方面有一些规章制度。
Ｅ．繁体字。繁体字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在历史文化的传承、境外华人社区的交往、书
法艺术的弘扬、文字学研究等方面，有着重要作用。语言生活需要培养研究和使用繁体字的专
门人才，同时也需要大众有一定的繁体字知识与素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法》等法律法规规定了繁体字可以使用的领域，但从当今语言生活的需求来看，应重视繁体字
的语言规划。
日匕＾咒＾朋
三语言．帏Ｊ－ｊｊ能规划
一Ｈｊ目

语言功能规划的主要任务，就是规划各功能层次的语言作用，换言之，就是规划各种语言
现象在各功能层次的价值与作用。上面讨论了八个功能层次和五种语言现象，从操作层面来
看，语言功能规划就是填写好下面这张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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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功能规划表（示意）
汉语方言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少数民族语言

外国语文

繁体字

国语

＋

９

官方工作语言

＋

±

●

教育

＋

±

’

±

±

大众传媒

＋

±

±

±

±

公共服务

＋

±

±

±

±

公众交际

＋

±

±

文化

＋

＋

＋

日常交际

＋

＋

＋

●

●

±

±

＋

±

语言功能规划表的填写，反映的是深入研究的结果。在“刍议”之时就把这个表填起来，只
能是示意性质的，是一种学术构想，远不是结论。表中符号的含义是：
“＋”表示某语言现象可以在这一功能层次上发挥作用。
“一”表示某语言现象不能在这一功能层次上发挥作用。
“？”表示尚无明确的判定，不清楚某语言现象能否或应不应该在这一功能层次上发挥作
用。例如少数民族语言在国语层面是何地位，就值得进一步研究。如前所述，我国没有规定国
语，事实上国家通用语言代行国语的职能。民族语言同汉语言具有平等的法律地位，理论上说
也应能代行国语的职能，而事实上并没有代行国语的职能，比如在联合国工作语言中，中文只
指汉语文。
“４－”有两重含义：１．在这一功能层次上，某些语言现象发挥作用，某些语言现象不发挥作
用。例如在大众传媒领域，一些民族语言有出版物、电台和电视台，而一些民族语言因其没有
文字而没有出版物，因其使用人口太少而没有这种民族语言的电台、电视频道。２．在这一功
能层次上的某些领域发挥作用，某些领域不发生作用。例如汉语方言，在大众传媒这一功能层
次一般不发挥作用，只在方言频道或方言节目中发挥作用。再如繁体字，它在一般的教育领域
不发挥作用，但是在特殊的教育领域（如古代汉语、方言学、古代文学等）还发挥着重要作用。
上表虽然是示意性质的，但从中已经可以得到一些有趣的规律或倾向性的东西ｊ例如：
１．普通话和规范汉字是全功能型的，在每一功能层次都能发挥作用。这正是国家通用语
言文字应该承担的语言职能，也是国家大力推广普通话和规范汉字所取得的成就。
‘

２．少数民族语言在中国语言生活中发挥着仅次于国家通用语言的功能。细而察之，在功

能层次上自Ｉ至Ⅷ，功能依次增强。当然，不同的少数民族语言之间有较大差异，但是都有“自
Ｉ至Ⅷ，功能依次增强”之趋势。
３．汉语方言是具有根基的语言，在中国语言生活中发挥着重要职能。不同的汉语方言，
其语言功能有较大差异，但是也都遵循“自Ｉ至Ⅷ，功能依次增强”这一趋势。
４．外国语文的功能集中在中间功能层次上，主要在教育、大众传媒、公共服务和文化传播
等层面有作用。当然，不同的外语语种，在中国语言生活中发挥的功能也不相同，当下的情况
是：英语的功用最大；韩国语的使用发展较快，因为中韩民间交往相当频繁，特别是中国一些城
市形成了韩国人社区；而世界绝大多数语种，其实在中国的语言生活中并没有作用，这是应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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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起高度重视的。
５．在大陆语言生活中，繁体字与简化字互补使用。
６．就语言现象来看，自Ａ至Ｅ，语言功能呈现依次减弱的趋势。
７．就功能层次看，高端使用的语言现象少，自Ｉ至Ⅷ渐次增多。高端层次讲究语言的统
一与交际效率，使用语言现象少是合理的；较低的功能层次与大众日常生活密切相关，语言现
象应该多样化。这体现了语言生活中主体性与多样性的统一，兼顾了语言效率与语言资源的
保护。

语

结

四

语言功能规划是在语言的地位规划和本体规划的基础上进行的，是从语言生活的角度进
行的更为缜密、操作性更强的语言规划。本文关于功能层次的划分和语言功能规划表的填写，
虽然多为感性，尚需严密的科学论证和实践检验，但是笔者已经从中感受到了这种规划的必要
性，从中发现了一些有趣的学术话题，也发现了一些国家语言政策层面的课题。比如：
政府管理的应当是社会语言生活，语言本身的工作主要应由学者承担，只有对语言生活产
生较大影响的本体问题，政府才来干预。政府所要管理的语言生活，主要是较高功能层次的，
较低功能层次的语言生活，政府可以给予帮助和指导，但不应过多干预。
语言规划不能仅仅考虑交际效率，不能仅仅是为了解决语言给社会带来的麻烦，还要充分
考虑到“语言是资源”这种理念和民族地区、汉语方言地区的语言感情；不仅要考虑精英文化的
弘扬，还要考虑草根文化的传承；同时还要辩证处理理想化与现实性的关系等等。
通过合理的语言功能规划，可以使各种语言现象各安其位，各得其用，各展其长，构建起多
种语言现象互补共生、和谐相处的“多言多语”生活。

［附

注】

①‘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２０００年１０月３１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
次会议通过，２００１年１月１日起实施。

⑦＜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１９８２年１２月４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此后有四个修正案：
１９８８年４月１２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１９９３年３月
２９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１９９９年３月１５日第九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２００４年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
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
③也称“有声媒体”。

④关于大众传媒对语言的作用，详见李宇明＜大众媒体与语言＞的有关论述。
⑤也包括外国语文。

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１９８４年５月３１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２００１年２
月２８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修正。
⑦参见国家民委文宣司＜民族语文政策法规汇编＞和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管理司＜新时期语言文字法规政策
文件汇编＞。

⑧‘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１９８８）列出的少数民族语言只有６３种。
⑨参见＜中国语言名录＞，。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课题组＜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２００５（上编）＞第４．３１—４３４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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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少数民族语言的一般情况，可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的《世界语言报告（中国部分））。
⑩见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管理司《国务院发布＜关于公布《汉字简化方案＞的决议）和（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
示）５０周年纪念文集＞第８５页。

＠参见高晓芳《晚清洋务学堂的外语教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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