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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人类三大语言话题Ⅷ
李宇明
（教育部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北京１００８１６）
［摘要］在语言规划领域。人类自古至今讨论的话题主要有三：语言问题、语言资源和语言权利。
本文根据当今世界和中国语言生活的状况，对这三大话题进行了论述，并且提出了进行新世纪语言普
查、语言功能规划以及当今国家语委的职责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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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问题、语言资源和语言权利，是人类当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５１１０（２００８）０４一００２１～０６

人类的交际。

今谈论的三大“语言话题”，有些是自古至今一直

１．确定并推广汉民族共同语

谈论的。了解这三大话题。对于科学制定语言规

中国人１００多年来为语言沟通做了大量工

划、做好语言文字工作，意义重大。联合国宣布

作，最为主要的是确定并推广汉民族共同语。为

２００８年为“国际语言年”，我们就更应该了解人类

确定、推广汉民族共同语，主要做了三项语文

当今谈论最多的语言话题。下面，分别阐述这三

工作：

大“语言话题”，最后就语言功能规划问题再谈点

（１）大力推广普通话；

看法。

（２）对汉字进行简化、整理和规范；

一、语言问题
过去语言规划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解决语言
给社会带来的各种问题。语言问题主要包括三个
方面：１、语言沟通；２、语言压力；３、语言濒危。为
解决语言问题，中国近百年来，尤其是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以来，无数志士仁入前赴后继，为此做了
大量的工作，取得了重大成就，为我国的建设与发
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进入新世纪，语言问
题仍然是语言规划需要重点解决的。
（一）语言沟通
语言有很多职能，其最重要、最基本的职能无

（３）制定并推行汉语拼音方案。②［１］
今天，计算机网络为人类建造了一个虚拟空
间。受虚拟世界的影响，中国人特别是年轻人的
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网络是西
方人发明的，使用西方语言特别是英语最为便利，
但也造成了对英语之外的语言在技术上和事实上
的歧视，并使多数语言边缘化。新世纪语言文字
的重大工作之一，就是加快语言文字信息化的步
伐，抢占虚拟空间。
本世纪中国实行的第一部法律是《中华人民

疑是充当交际工具。同时，语言还是思维的工具、

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这部法律把普通话

文化的载体以及民族的象征。民族、国家统一市

和规范汉字称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随着中国

场的形成，必然要求实现民族和国家的语言统一。
国际市场的发展，特别是当今“世界经济一体化”

经济的发展和世界地位的提高，汉语也成为世界

的发展趋势，也必然要求国际范围内信息的快捷

召开了世界汉语大会，汉语国际传播的步伐比任

沟通。但是，方言的分歧、语言的众多却严重妨碍

何时候都加快了。我们必须最大限度地满足世界

其他民族愿意积极学习的语言。特别是２００５年

＊［收稿日期］２００８一０６一０７
［作者简介］李宇明（１９５５一），男，河南泌阳人，教育部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司长，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副主
任，中国语言学会常务理事。
①

本文根据２００８年２月２８日在“２００８年度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上的专题报告修改而成。

②周恩来总理１９５８年１月１０日在政协全国委员会举行的报告会上。作了《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的报告。报告
指出：“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就是：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制定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就语言文字的工作实践来看，直
到今天仍然在做这三个方面的工作。简化汉字及其以后的相关工作，其实包含着对汉字的整理与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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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学习汉语的需求。有位新加坡学者说，向世

视外语教育，现在这种局面正在政府指导下迅速

界传播汉语不仅仅是中国的事情，它牵涉到的是

改变。“单一外语倾向”也不符合我国未来发展的

全世界华人的共同利益，甚至还说这也牵涉到新

外语战略。虽然这种现象在逐渐改观，但是力度

加坡的核心利益，他们愿意与中国同行一起向世

太小，规划不够得力。
（二）语言压力

界传播汉语。这话很有道理，中国学者应当在学
术上和行动上给以积极回应。
２．加强外语教育

语言压力，首先表现在语言翻译和语言推广
需要巨大的成本，语言教育和语言学习也需要巨

语言沟通的另一个渠道就是外语教育。中国

大的成本。双语学习或三语学习等“语言教育”，

外语教育的历史很长，也许可以追溯到秦汉时代，
但现代意义上的外语教育是从清末开始的。［２］中

花去了社会和个人的大量资财，造成了社会和个
人极重的时间、精神及其经济负担。

国是当今世界上外语教育的第一大国，外语教育

同时，语言统一也可能引发一系列的社会矛

不仅仅是语言问题、技术问题，也涉及文化主权。

盾，形成对社会的压力。当前我国主要应处理好
语言的三大关系：

谁都不能否认，中国人没有外语不行，从任何意义
上说中国人都应该学习外语，都应该学好外语。
这是因为：
（１）中国人如果不懂外语，就会在国际舞台上
失去很多机会。

（１）母语与外语的关系。很多人不满意在升
学、就业、晋级等方面对外语的优惠政策，对母语
的命运深感担忧；同时整个社会对母语的重要性
关注不够。

（２）在中国召开的世界范围的会议越来越多，

（２）普通话与方言的关系。前几年，在南方方

女ｎ：ｌｔ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等，提供外语服务是我

言区的“两会”上，都有代表关注方言问题，有些地

们面临的一大课题。而且，由于中国经济腾飞，全

方还提出“保护方言”的口号。

世界也开始把目光聚焦中国，希望在中国寻求发

（３）民族语言之间的关系。我国幅员辽阔，有

展，在中国寻觅工作。中国还会出现外国人社区，

５６个民族，语言众多，最新的研究认为，我国的民

如北京、上海、山东等地已经形成了韩国人社区。

族语言大约有１２０余种（其中有些语言的身份还

这些社区需要提供医疗卫生、教育、邮政通讯、安
全警卫等多种服务，这些服务都牵涉到外语服务

需要鉴定）。［４］民族平等也表现在民族语言上的

问题。外语的语言服务已经提到了社会管理日
程上。

平等。
这些关系处理不好，社会语言生活就不可能

（３）中国人还要到世界各地去学习和工作，外

和谐，甚至带来社会冲突和文化冲突。前苏联的
解体及这一地区今天的矛盾、当年巴基斯坦的分

语已经成为做“世界公民”的素质。当前，很多城

裂、加拿大两大语言社区的矛盾、比利时多次出现

市在幼儿园和小学就开始学习外语，但是，中国没

的政治危机等等，无不掺杂着语言问题在内。（ＤＥ５］

有学习外语的合适环境，也没有那么多称职的外

（三）语言濒危

语教师。很多学校在提倡用外语讲专业课，结果

目前世界上有５０００至６０００种语言（也有人

是外语没学好，专业课也没学好。［３］

认为，人类的口头语言约有７０００种），其中９６％

“单一外语倾向”是个大问题。人们一提外

的语言，其使用者仅占世界人Ｅｌ的４％，这９６％的

语仿佛就是英语，一提与世界接轨仿佛就是用英

语言专家估计在本世纪都有消亡的可能性。英国

语接轨。世界上有近２００个国家和地区，很多国

《关于成立濒危语言资金筹集委员会的建议》指

家（地区）的语言我们并不了解。过去学外语，主

出：“世界正面临一个规模空前的语言灾难，我们

要是向西方学习先进的文化知识，而今天看来这

正处在人类语言历史的紧急关头。”１９９５年，美国

样的外语学习目的太单一。当前必须从国家的高

濒危语言基金会在成立宣言中指出：“语言消亡贯

度和未来发展的角度对外语语种作出科学规划。

穿历史，但是从来没有过我们当前所遇到的威胁

外语也是国家的资源，向国内介绍一种新的语言，
就是对国家的语言资源库的贡献。美国过去不重

世界的大规模灭绝……难道我们愿意承担旁观
和无所作为的谴责吗？”语言濒危问题已经是世界

①参见周庆生主编（２００１）、何俊芳（２００８）《语言冲突研究》（打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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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人类三大语言话题

关注的大问题。Ｌ６Ｊ
据学者研究，Ｅ７３语言衰落、濒危的主要原
因是：
（１）使用语言的群体的死亡；
（２）语言生态环境的变化，如满语、回族语言
的衰亡；
（３）民族征服；

·２３·

的词语６００多个，非马背上的民族，实难有这样的

语言奇观。ⅫＢ ２１５］
其二，了解语言的历史。语言的共时状态包
含着语言的历史。如原始汉语分化出了粤方言、
闽方言、客家方言、赣方言、吴方言、湘方言、官话
方言等等。再如汉语的调类，北方少，南方多。北
方民族是阿尔泰语系的民族，语言没有声调；南方

（４）因某种原因自动放弃。

民族语言多是有声调的，而且调类较多。汉族同

这些研究很有道理，但是今天还应看到，信息

这些民族接触融合，汉语同这些民族语言接触融

化已经成为语言消亡的重要因素了。数字化带来

合，就形成了汉语方言调类南多北少的现状。［ｉ０］

了语言的极度不公平，这种不公平加快了语言消

其三，语言（和方言）接触为语言发展注入新

亡的速度，扩大了语言消亡的数量。很多不能上

活力。例如，现代汉语的百年发展，就词汇和语法

网的语言和文字就有消亡的可能。当前，我国的

而言，受到了英语、日语、俄语等语言的较大影响。

语言资源也在流失。语言或方言衰微的重要原

近２０多年来，普通话词汇受到了粤方言、吴方言

因，首先是人们的生存环境正在发生重大变化，其

和北京方言的影响。再如礼貌表达，到“文化大革

次是强势语言的作用。纵观世界，最强的语言是

命”结束时几乎损失殆尽，此后汉语进行了而且至

英语，它的不断强大扩张，加速了很多语言消亡的

今还在进行着礼貌表达系统的重建。这一重建过

速度。

程受到外语的很大影响。语言在不断的发展演变

很多人意识不到语言多样性的价值。我们关

之中，语言成分的借用，历史元素的承撷，是语言

注人类生存世界的多样性比关注人类自身的多样

发展不可忽视的因素。通过不同语言样品的比较

性更早更多。现在，在保护濒危物种、保护文化遗

分析，可以帮助再现语言的历史，探索语言接触的

产等方面，不少人觉悟了，但对于我们之所以能够

各种情况。

成为“人”的语言方面，却没有多少人去关注。语

（二）语言是文化的资源

言濒危与文化问题密切相关。语言消亡将意味

民族的语言与文字表现着民族智慧，同时还

着：人类将失去不可复得的语言样品，将失去不可

常常成为民族的图腾般的象征。而且，８０％的文

再生的文化基因，将失去一些历史记忆。

化是通过口语和文字传留下来的。世界上没有文

二、语言资源

字的民族多于有文字的民族，他们的文化主要通

语言既是影响社会交际、人类和睦的“问题”，

过口语流传下来。如我国的鄂伦春族、羌族、东乡

又是人类重要的文化资源乃至经济资源。过去我

族、保安族、畲族等。２００６年５月２０日，国务院

们多把语言看成问题，主要工作也是解决语言问

批准的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共计

题。而现在必需更加关注语言作为资源的属性。

５１８项，要求按照《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

如果把语言看作问题，看作影响交际和人类和睦

的通知》的精神和有关要求，切实做好非物质文化

的问题，便会致力于语言统一，而对许多语言的消

遗产的保护、管理和合理利用工作。名录中的传

亡并不关心；如果把语言看作资源，看作人类重要

说、故事、号子、歌谣、戏曲等等，都无不牵涉到语

的文化资源乃至经济资源，人们便会着力保护和

言文字的问题。

开发这种资源，维护语言的多样性，努力抢救濒危
语言。［８］

需要强调的是，现在所谓的科学，并没有把各
民族对于世界的认识提炼出来，融合进去。比如

（一）语言是语言的资源

中国的中医中药、藏医藏药、蒙医蒙药、苗医苗药

语言首先是语言的资源。其一，了解语言的

等，都还没有进人世界的医学科学体系，有些国家

特点。每种语言都是一种特殊的语言样品，具有

甚至还把它们看作巫术！连我们自己也还争论它

其他语言无法代替的语言学上的认识价值。比

们是不是科学。语言包含着人类文化发展的基

如：汉语的平上去入的声调系统及其变调特点，世

因，其多样性与生物多样性一样重要。如果一个

间少见；哈萨克语有关马的毛色的词语有３５０多

语言消亡了，它里面包含的文化样式我们就永远
找不到了。

个，形容骏马的词语１００多个，有关马的其他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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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语言普查应兼取上两次之长，弄清中国

更不可忽视的是，当今时代，一些新的语言职

语言及其方言的种类、分布区域、运用人群、及其

业和语言产业逐渐形成。语言已经进入到经济和

使用变化状况等，建立起可永久保存的中国语言

高新科技领域，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资源。比如

多媒体语料库及相关数据库，绘制细致的可传至

英语教育产业、语言翻译产业①、文字速录师职

后代的多媒体语言地图。［１２３

业②、计算机字库提供商、语言文字信息处理软件

人类文化有三种载体形态：１、由实物承载的，

产业等③。中国患语言疾病的人数也很多，如聋

如建筑、雕埋、绘画、服饰、出土文物等等；２、由文

哑、口吃、兔唇、假喉、失语症ＪＬ童语言发展迟缓

献记载的；３、由口语涵载的。第一类文化需要语

等，应当设立“语言治疗师”这一新职业。随着信

言来阐释，后两类文化都是由语言（包括文字）负

息时代的发展，语言作为经济资源的性质会体现

载的。由此来看，离开语言来谈文化的多样性，几

得越来越明显，其经济意义越来越显著。

乎不可能。对文献文化的保存、整理与利用，中国

（四）中国语言普查

有着悠久的传统，历来受到重视。２００７年４月，

语言作为资源需要保护，需要开发。对于语

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的通

言资源这一概念，社会认识总体上不到位，缺乏基

知》，这是对实物文化进行收集、整理的新世纪的

本的政策保障，特别是电子语言资源的开发与知

国家行动。④但是，对于由口语涵载的文化，常被

识产权的保护等方面，连学术研究也相当薄弱。

忽视。语言普查如果能够实施，并且重视文化因

国家语委近年来力倡开展中国语言普查活动，百

素的采集，比如用结构访谈和采风的方式采录各

岁老人、语言学家周有光先生也在不断呼吁。开

地有特色的文化语料，增加语料的文化含量等，其

展中国语言普查，就是要了解中国语言的国情，要

实也就是对中华口头文化的大规模收集，意义宏

记录和保存国家的语言资源，开发国家的语言资

大而深远。

源，并起到抢救、保存中国口头文化的作用。国家

语言及其方言是国家不可再生的、弥足珍贵

语委去年开始论证，今年开始做语言普查试点

的非物质文化，是构成文化多样性的前提条件。

工作。

通过语言普查建立中华语言的语料库，其实就是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有过两次大的

建立中华文化的知识库、“基因库”，是语言资源保

语言调查。第一次是根据国务院指示，１９５６年开

存与开发的重大而有效的举措。中国是世界上语

展的汉语、少数民族语言调查。当时主要调查的

言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之一，保护好中国的语言资

是语言结构，主要目的是方言区、少数民族地区学

源，也是中国对人类的贡献。

习普通话，并且为民族创制文字。当时组成七个

三、语言权利

调查队，调查了１８４９个县的汉语方言。我们今天

语言权利是个古老而又新颖的话题，涉及很

对于中国民族语言的认识，对于中国方言的认识，

多内容，有定论的东西不多。不过母语权利是世

基本上是这次调查奠定的基础。第二次是１９９９

界公认的语言权利，包括母语学习权、母语使用权

年，教育部等１１部委联合开展了中国语言文字实

和母语研究权（是否包括母语放弃权？）。联合国

用情况调查，当时主要关心的是语言文字的使用

教科文组织１９９９年确定每年的２月２１日为“世

情况。这次调查涉及全国１０６３个县（市、区），调

界母语日”，我国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会员，从

查对象４７万人。［１１］除了这些调查外，我国很多学

２００６年起也开始举办母语日活动。现在有些国

者和一些部门不断开展现实语言的调查和研究，
对中国语言资源的研究和保护起了很大作用。

际组织，还提议把外语学习也作为一种语言权利。
语言权利，包括个人的语言权利和群体的语

①据中国外文局的资料显示：２００５年中国翻译市场规模为人民币２１０亿元，２００６年中国翻译市场产值超过人民
币３００亿元。
②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印发第七批速录师等１４个国家职业标准的通知））（Ｅ２００３］１９号），正式将速录师
作为国家的一种职业，并通过培训进行国家职业资格项目认证。证书分为速录员、速录师、高级速录师三个等级。
③北京大学软件与微电子学院在工程硕士培养中，开设了计算机辅助翻译专业和语言工程师专业。
④１９５６年和１９８１年，我国曾进行过两次全国文物普查。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从２００７年４月开始，到２０１１年１２
月结束，分三个阶段进行。普查标准时点为２００７年９月３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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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权利，牵涉到公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维护公民

取信息、表达思想的权利。当前最重要的是保障

的语言权利十分重要。澳大利亚有严重的教训，
它从１９１０年到１９７０年，对土著居民实行同化政

学者参加的学术会议，国家通用语言应成为会议

策，全澳大利亚有１０万名土著儿童，被政府从家

语言或会议语言之一；在中国销售的产品，应当有

中国公民的母语权利，比如在中国召开的有中国

人身边强行带走，接受白人教育，从而使这些“被

国家通用文字的标识及说明书；电信查询应首先

偷走的一代”失去了本族的语言与文化。２００８年

提供普通话服务；中国的各种便民设施用字，应优

２月１２日，澳大利亚第４２届议会开幕，新任总理

先使用国家通用文字。中国的民族自治地方，应
依照国家的有关法规执行。

陆克文代表澳大利亚政府和议会向土著人民毫无
保留地做出道歉。其实仅仅道歉是不够的，土著

３．帮助全世界愿意学习和使用中国语言文

还提出赔偿条件，这是世界上被剥夺了语言权利、

字的人，方便地学习和使用中国语言文字。国家

文化权利的典型案件。

语委除了在自己的国土上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

语言权利的维护，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可以放

字、帮助少数民族实现语言文字的规范化、信息

在两个层面上进行：立法层面和司法层面。语言

化，还有帮助愿意学习中国语言文字的他国公民

权利的界定当然应放在立法层面，而语言权利的
维护应多放在司法层面，当前特别应加强司法层

的义务，这里包括海外华人，也包括非华人。而且
中国语言文字不仅仅是汉语汉字，还有蒙语文、藏

面的工作。在司法层面解决语占权利的维护问题

语文、维吾尔语文、哈萨克语文、朝鲜语文、彝语

有很多好处：能够使个人的语言权利得到实实在

文、壮语文、傣语文等等。中国语言走向世界，不

在的维护，而且也避免因个人维权带来群体矛盾，

仅仅是汉语汉字走向世界，也是中国一些少数民

导致社会不安定。前苏联基本上是在立法层面解

族语言走向世界。换句话说，中国也应掌握民族

决语言问题的，最后苏联解体是伴随着语言矛盾、

语言国际教育的话语权！

语言战争进行的，到现在前苏联地区的语言战争

上面所说的职责不仅涉及语言“问题”，而且

还没有结束００３ｊ而美国基本上是在司法层面解决

也涉及语言资源和语言权利，反映了信息化时代

语言问题的。语言冲突较少，冲突的规模较小，冲
突的层次也较低。

这些职责当然要通过长期努力才能逐步实现，带

四、构建和谐语言生活

和中国走向世界的情势下语言文字工作的特点。
有一定理想色彩。

新世纪要有新气象。在当前的历史方位进行
考察，国家语委的职责应当有三：

当前，国家语委的基本工作目标是构建和谐
的语言生活。［１４］语言生活和谐，关键是要树立科

１．从语言文字的角度保证国家信息畅通，支

学的语言观，语言的主体性与多样性兼顾起来，语

持国家信息产业的发展。保障国家在信息领域里

言的沟通和保护兼顾起来。过去我们做了许多富

的各种权益。这是信息化给语言文字工作提出的

有成效的语言地位规划和语言本体规划，在此基
础上，还应做好语言的功能规划。语言功能规划

新要求。当然，信息畅通（包括政令畅通、军令畅
通等）需要很多条件来保证，但是语言文字的保证

的主要任务，就是规划各功能层次的语言作用，换

是很重要的，因为人类信息８０％是靠语言文字传

言之，就是规划各种语言现象在各功能层次的价

递的。

值与作用。李宇明对语言的功能规划作了较为系

２．保证中国公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上
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和其他中华语言文字来获

统地论述，［１５］并从操作层面提出，语言功能规划
就是填写好下面这张表：

语言功能规划表（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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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少数民族语言

国语

＋

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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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上

士

外国语文

繁体字

＋
牟

士

口

±

土

士
士

士

±

±
士

＋

士

士

＋

＋
＋

—Ｌ

＋

＋

汉语方言
口

＋

土

±
土
＋
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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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高晓芳．晚清洋务学堂的外语教育研究［Ｍ］．北

语言功能规划表的填写，反映的是深入研究

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６．

的结果。这里只能是示意性质的，是一种学术构

［３］李宇明．关于中小学“双语教学”的思考［Ｊ］．语言

想，远不是结论。表中符号的含义是：

文字应用，２００３，增刊．

“＋”表示某语言现象可以在这一功能层次上

［４］孙宏开，胡增益。黄行．中国的语言［Ｍ］．北京：商

发挥作用。

务印书馆，２００７．

“一”表示某语言现象不能在这一功能层次上

［５］周庆生．国外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进程［Ｍ］．北

发挥作用。

京：语文出版社，２００１．

“？”表示尚无明确的判定，不清楚某语言现象

［６］徐世璇．濒危语言研究［Ｍ］．北京：中央民族大学

能否或应不应该在这一功能层次上发挥作用。

出版社，２００１．

“土”有两重含义：１、在这一功能层次上，某些

［７］斯蒂芬·武尔姆（Ｓｔｅｐｈｅｎ八Ｗｕｒｍ）．语言的消

语言现象发挥作用，某些语言现象不发挥作用。

亡与消失：原因与环境［Ａ］．周庆生．国外语言政

例如在大众传媒领域，一些民族语言有出版物、电

策与语言规划进程［Ｍ］．北京：语文出版
社，２００１．

台和电视台，而一些民族语言因其没有文字而没

［８］陈章太．我国的语言资源［Ｊ］．郑州大学学报，

有出版物，因其使用人口太少而没有这种民族语

２００８。（１）．

言的电台、电视频道。２、在这一功能层次上的某

［９］爱新觉罗瀛生．满语杂识［Ｍ］．北京：学苑出版

些领域发挥作用，某些领域不发生作用。例如汉

社，２００４．

语方言，在大众传媒这一功能层次，一般不发挥作

［１０］姜崇仑．伊犁历史与文化［Ｍ］．乌鲁木齐：新疆

用，只在方言频道或方言节目中发挥作用。再如

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

繁体字，它在一般的教育领域不发挥作用，但是在

［１１］中国语言文字使用情况调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特殊的教育领域（如古代汉语、方言学、古代文学

中国语言文字使用情况调查资料［Ｍ］．北京：语

等）还发挥着重要作用。

文出版社，２００６．
［１２］李宇明．语言资源观及中国语言普查［Ｊ］．郑州

要构建和谐的语言生活，就是要在不同层面

大学学报，２００８，（１）．

让不同的语言文字都发挥作用，使各种语言现象

［１３］“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课题组．中国语言生

能够各安其位，各尽其用，各展其长。

活状况报告２００６［Ｍ］．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７．
［１４］赵沁平．加强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构建和谐的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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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仍然在做这三个方面的工作.简化汉字及其以后的相关工作,其实包含着对汉字的整理与规范
18.参见周庆生主编(2001)、何俊芳(2008)语言冲突研究(打印本)
19.据中国外文局的资料显示:2005年中国翻译市场规模为人民币210亿元,2006年中国翻译市场产值超过人民币
300亿元
20.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办公厅 关于印发第七批速录师等14个国家职业标准的通知
21.北京大学软件与微电子学院在工程硕士培养中,开设了计算机辅助翻译专业和语言工程师专业
22.1956年和1981年,我国曾进行过两次全国文物普查.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从2007年4月开始,到2011年12月结束,分
三个阶段进行.普查标准时点为2007年9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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