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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现代化与语文教育∗
李 宇 明
一、语文教育的含义与内容
（一）语文教育中“语文”的含义
语文教育中“教育”的含义是明确的，“语文”的含义意见尚不一致。概括起来大约有
四种理解：a）指“语言文字”；b）指“语言文学”；c）指“语言文章”；d）指“语言文化”。
认为“语文”指“语言文字”，大约是因为：1．“语文”本身包含有“语言文字”的意
义，如“国家的语文政策、
《中国语文》、
《语文建设》
”等中的“语文”指的就是“语言文字”；
2．代表着一种语文教育观念，这种观念认为语文教学主要是语言文字的教学。
将“语文”理解为“语言文学”，大约是认为“文学”在语文教学中的地位非常重要。
就语文教学的实践而言，年级越高文学教学的比重越大，课本中所选的文学篇目也越多；
1956~1957 年大陆的中学语文教育改革试验，曾经实行“汉语”、
“文学”分科；专门培养中
学语文师资的高师中文系，教研室和课程设置一般都分为“语言”、
“文学”两大系统，而且
教研室、教师和课程的数量，文学都要多于语言。有这些因素，怎能不把“语文”理解为“语
言文学”？
将“语文”理解为“语言文章”和“语言文化”，大约与近几十年来文章学、文化学的
发展有关。文章学和文化学的发展使一些学者认识到，在中小学语文教育中文学固然很重要，
但是文学并不能涵盖人的语文能力，不能包括其他文化知识。
以上这些理解的共同点，是把“语文”中的“语”看作“语言”，分歧在于“语文”中
的“文”指的是什么。由于对“文”的理解不同，也牵涉到对“语”的理解的差异：理解 a）
中的“语言”不包括“文字”，其他三种理解中的“语言”显然包括“文字”的内容。
要廓清“语文”的含义，有必要看看“语文”形成的历史：
科举时代的私塾教育，没有与今天的语文相对应的教学科目。清末废科举兴学堂，开始
设“国文”科 ① ，课本中所选文章是文言文。随着国语运动、白话文运动的开展，在“五四”
运动的冲击下，1920 年 1 月，当时的北京政府教育部下令将国民学校（小学）的“国文”
改为“国语”
，白话文正式进入课堂，但小学以上仍是“国文”。1948 年 8 月，当时的华北
人民政府教育部教科书编审委员会，着手编写新的中小学语文课本，时任编审委员会主任的
叶圣陶先生负责起草《中学语文科课程标准草稿》，自此便有了“语文”一名。叶圣陶先生
曾经明确指出，“语文”一名是在 1949 年下半年用起来的，“语就是口头语言，文就是书面
语言。把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连在一起说，就叫语文。” ②
就历史渊源上讲，中小学教育中的“语文”是对“国语”和“国文”的综合，指的是：
∗

此文是作者在首届亚太地区中文教学研讨工作坊（2001 年 3 月 13 日～15 日·香港教育学院）的学术报
告。
①
于根元（1996，pp．77～78）指出：“1905 年停科举。1903 年，清政府在洋务派办学堂的基础上，公
布了张之洞等提出的‘学堂章程’，其中有与语文教育相关的课程，国文单独设科自此始。”
②
叶圣陶《认真学习语文》，载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1980，p．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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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口语和书面语。
“语文”既然指口语和书面语，就应包括口语和书面语的载体——语言和文字，而且也
包括口语和书面语的应用，包括口语和书面语中所包含的文化内容。就此而言，“语文”的
e）种含义包含了前面所说 a）～c）三种含义，与 d）种含义非常接近，其间差异可能主要
只在表述上。
（二）语文教育的功能及其内容
语文教育的功能，有“工具说”和“载道说”之争。有人重视语文的工具性，认为语文
教育主要是培养和提高学生使用语言文字的能力，此谓“工具说”。有人重视语文的教化功
能，希望通过语文来培养学生的道德观念（也包括政治思想）、文化素养和文学能力等等，
语言文字只是基本功，只是使学生能够接受教化的“拐杖”，此谓“载道说”。
其实，“工具说”和“载道说”只是理论上的论证，只是在某种倾向发展到极端时才强
调语文的另一个功能。例如文化大革命期间，语文“政治化”的倾向十分严重，因此，文革
之后有不少人重提语文工具说。就语文教育的历史来看，纯粹把语文作工具进行教学和纯粹
不把语文作工具进行教学的现象，都是不大可能存在的，语文教育的“工具”作用和“载道”
作用实难分割。一方面，无工具则无以载道；另一方面，语文不是单纯的工具，语言文字所
表达的内容必然含有道德观念、文化知识、文学等成分。“工具说”和“载道说”只是强调
的侧重点不同罢了。
语文教育的功能与语文教育的内容密切相关。综合“工具说”和“载道说”
，语文教育
的内容应该包括三个方面：A．语言文字；B．语言文字的运用；C．语言文字及其运用所负
载的文化内容（包括文学等）。如图所示。

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用于交际、思维和文化录承的符号系统 ① ，这个符号系统由语音、
语义、语汇、语法等子系统构成。文字是语言的记录符号系统，具有形、音、义三个方面的
特征。让学生掌握语言和文字这两个符号系统，是语文教育的基础性任务。但是，就中小学
语文教育而言，让学生掌握这两个符号体系不是目的，目的是让学生能够根据语言生活的需
①

这里的“文化”是广义的，其外延是指人类的一切创造物，其中也包括人类可以支配、认识和欣赏的自
然物。这里的“录承”的含义是“记录、传播、继承”。可参见邢福义主编（1990）和李宇明主编（2000）
的有关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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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和语用规律，很好运用口语和书面语进行交际及其他相关活动。因此，语言文字的运用是
语文教育的基本内容。
语言和文字是人类创造和拥有的最为宝贵的文化财富。语言和文字是特殊的文化现象，
它们既是文化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又是记录、传播、继承文化的符号系统。因此，在语
言、文字之中，在语言、文字的运用之中，都深深积淀着包括心理文化、制度文化和物质文
化在内的各种文化内容，不管是掌握语言、文字系统本身，还是在一定的语境中运用语言、
文字，都必须在一定程度上掌握其中所积淀的文化。运用语言、文字的结果是形成口语和书
面语（即一般所谓的“言语”），口语和书面语的内容，以更为显豁的方式表述着包括文学在
内的各种文化内容。学生在学习运用语言、文字进行表述和理解时，就是在学习文化和运用
文化。所谓“文以载道”之“道”
，就是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语文教学离不开文化，
而且这里的文化是比“文学、文章”、传统所谓的“道”等的范围更为广泛。有意识的文化
的教与学，是语文教育在 A、B 两个层面上的拓展与提升。
语文教学这三个方面的内容显然处于不同的层面：A 是语文教育的基础；B 是语文教育
的基本内容；C 是语文教育的拓展与提升。当然，在实际的语文教学中，这三个层面是不可
分离、相辅相成的。

二、百余年语文现代化对语文教育的贡献
（一）语文现代化
语文现代化中的“语文”是指“语言”和“文字”，与语文教育中“语文”的含义不同。
狭义的语文现代化，是指利用计算机进行语言文字信息处理。能够利用计算机进行语言文字
信息处理，除了计算机本身的技术之外，需要两个方面的条件：
a）对语言文字的多种属性有了深入的研究，而且可以使这些研究成果通过一定的技术
“计算机化”；
b）语言文字本身及其社会应用具有一定的规范，如建立民族共同语而且民族共同语得
到一定程度的普及，建立现代文字规范而且社会用字达到一定的规范化程度等等。
a）是语言文字信息处理的内在直接条件，b）是语言文字信息处理的外在保障条件。对
于 a），业界人士已经多有论述，但却往往忽视 b），其实，在没有必要的语言文字规范的情
况下，在一种语言内部方言分歧非常严重、用字非常混乱的情况下，是无法顺利进行语言文
字信息处理的。
这两个方面条件的实现，显然非朝夕之功，因此应当把语文现代化理解为一个动态的过
程，而不应看作一个静态的时间点段。利用计算机进行语言文字处理只是语文现代化在当代
的标志，语文现代化的进程早就起步了。
周有光先生认为，语文现代化包括四个方面 ① ：
a）语言的共同化；
b）文体的口语化；
c）文字的简便化；
d）表音的字母化。
吴积才、冯志伟等先生，都赞成周有光先生的观点 ② 。费锦昌等先生在周有光等的观点

①

见王均主编（1995）的《前言》。
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 1998 年在昆明举行的第三次学术会议上，也较多地涉及了这一问题。见苏培成主
编（2000）的吴积才的《开幕词》、冯志伟的《闭幕词》。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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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础上，又补充了一条 ① ：
e）语言文字信息处理计算机化。
就本文的观点看，补充这一条是至关重要的。如果同意周、费、吴、冯等先生的看法，
中国的语文现代化从清代末年的切音字运动就已发轫，行进了一百余年的历程。
（二）改进语文教育
百余年的语文现代化，一个始终不渝的目标就是改进语文教育。例如：
切音字运动的先驱卢戆章，在《中国第一快切音新字·原序》中说：
“凡字无师能自读，
基于字话一律，则读于口遂即达于心；又基于字画简易，则易于习认、亦即易于捉笔，省费
十余年之光阴。将此光阴专攻于算学、格致、化学，以及种种之实学，何患国不富强也哉！”
②

最早提出“普通话”这一词语的朱文熊，在《江苏新字母》后附的《附论各省音之变迁
及举例》中说：“夫吾之所以望同胞者，能自立于生存竞争之世界耳。顾文字不易，教育总
不能普及；国语不一，团结总不能坚固。” ③
著有《合声简字》的劳乃宣，在《进呈简字谱录折》中说：“是故今日欲救中国，非教
育普及不可；欲教育普及，非有易识之字不可；欲为易识之字，非用拼音之法不可。” ④
历史已经证明，在当时的条件下教育是不能救国的，当时中国教育的落后也不都是，甚
至最主要的原因不是语言文字的问题。且不论上述说法的时代局限性，单就先驱们希望通过
语言、文字等的改革来改进教育的主张来说，是特别令人敬佩的。百余年的语文现代化的实
践，对语文教育做出了重大贡献。
语言共同化和文体口语化，解决的主要是语言问题。
语言共同化，主要是指确立和推行现代汉民族共同语。历史上的国语运动，50 年代以
来的普通话规范和推广运动，在其他的语言文字改革运动的配合下，逐渐确立了现代汉民族
共同语并在语音、词汇、语法等方面形成了共同语的规范。随着现代汉民族共同语的逐渐推
广普及，沟通了方言区的交际隔阂，畅通了国内各民族之间的语言联系，并逐渐使教学有了
统一的语言。文体口语化是从白话文运动开始的。白话文运动的狂飙，打破了文言文的一统
天下，白话文取得了正统的地位，扭转了历史上形成的言文严重脱节的局面。而且，由于语
言共同化和文体口语化，理论上说语文教学可以达到两个“一致”：学生口里说的同书本上
写的一致，即“言文一致”；教师使用的教学语言与学生所要学习的语言都是现代汉语，即
“教与学的语言一致”。
文字简便化和表音字母化，解决的主要是文字的问题。
文字简便化主要是指汉字在使用上要便利。汉字在几千年的发展演变中，出现了许多异
体、异读、笔画繁难等不便使用的现象。对汉字进行整理、简化，使之便于应用，成为百年
文字改革的主流。如清末开始的切音字运动，20 世纪 20 年代末到 30 年代初的文字拉丁化
运动，从 20 世纪 30 年代开始的汉字简化实践，新中国进行的汉字规范化、标准化工作，都
直接或间接地促成文字简便化。当然，在百年文字改革中，许多改革者的目的可能是要使汉
字拼音化。表音字母化主要是指用字母给汉字注音。在历史上给汉字注音的方法有直音、反
切等等，比起字母来很不方便。注音字母、国语罗马字和汉语拼音方案等，都使汉字的表音
实现了字母化。
①
②
③

费锦昌主编（1997，p．1）。
文字改革出版社编（1958，p．2）。
朱文熊（1906，p．28）。
④

文字改革出版社（1958，p．80）。“欲为易识之字”是否“非用拼音之法”，尚待历史说话，但前面

所讲，实乃真知灼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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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余年语言文字的现代化工作，对语文教育的贡献，主要是帮助语文教育解决语言文字
的问题，亦即帮助解决的是语文教育的基础层面的问题。当然，这些工作对语言文字运用层
面和语文教育中的文化层面的问题也有帮助，但是对这两个层面的帮助不是直接的和主要
的。从上世纪 60 年代开始进行的汉语文信息的计算机处理（又称计算机语言处理、中文信
息处理等），初步解决了字处理的问题，在语言处理方面也有了重要进展。这些工作对当前
语文教育的影响还不大，但将来肯定会发生重大影响。

三、语文教育界的探索
（一）语文教育的两个着力点
近百年语文教育（包括早年的“国文”和“国语”）成绩很大，拙文不能对此全面总结，
只从上述语文教育的三个方面作以宏观的勾勒。
近百年的语文教育，主要的着力点是解决 A、C 两个层面的问题。
在 A 层面上，用力最多、收效最大的是小学的识字教学和中学的语法教学。例如，为
了解决小学阶段识字难的问题，产生了一系列的识字教学法，其中影响较大的有“集中识字”、
“分散识字”（随文识字）、“部件识字”、“字理识字”、“字族文识字”、“注音识字，提前读
写”等等。虽然这些识字教学法还需要继续进行试验，需要继续在实验、推广的过程中进行
理论上的总结和教学上的完善，但是它们的出现与推广，已经使识字这只语文教学的“拦路
虎”不再“拦路”，退一步说也是找到了降伏这只拦路虎的办法，功莫大焉。
再如当年在中学阶段进行的“汉语、文学”分科试验。关于这一试验的设想，早在 1951
年 3 月召开的教育部第一次全国中等教育会议就已提出，1954 年 8 月正式决定在中学实行
汉语、文学分科教学，开始拟订“暂拟汉语教学语法系统”
，并委托张志公先生主编《汉语》
课本。1955 年秋分科实验在全国 79 所中学的初一年级展开，1956 年秋试验在全国推开，1957
年之后停止了试验。虽然“汉语、文学”的分科试验非常短暂，但“暂拟汉语教学语法系统”
却奠定了中学语法教学的基本格局，影响至今，它的新时期的修订版“中学教学语法系统提
要”，仍为当今中学语法教学所遵循。
C 层面涉及到语文教育的方方面面，但主要体现在对课文的编选上。从总体上看，课文
的编选受社会思潮和政治观念的影响很大，且有很重的文学情结，但往往缺乏文化（广义的
文化）上的审视。当前中国内地语文教育改革的呼声很高，要求改革的内容仍属于 C 层面，
虽然仍是多从政治观念上提出问题，但已向着文化的深层拓展，如道德问题、修养问题、人
格问题、语文素质问题等等。
（二）语文教育的薄弱环节
由前面论述的语文教育的三个方面内容来看，近百年的语文教育还存在着一些较为薄弱
的地方，概括来说有三方面：
第一，重文轻语。虽然早在 1920 年就开始设置国语科，几十年来要求重视口语教学的
呼声从未中断，但是重视书面语轻视口语的“重文轻语”痼疾，仍然在语文教育中普遍存在。
这种现象之所以成为“痼疾”，与我国几千年的教育传统、与国人根深蒂固的重文轻语的语
言观念、与当今的考试和用人制度、与对口语的科学研究不够等都有关系。
第二，语言文字的运用是语文教育的基本内容，但关于语言文字运用的成体系有章法的
教学，几乎是空档。运用语言文字的能力，就是根据交际需要、在一定的语言环境中妥当选
用各种“语码”的能力，而不是简单的“听、说、读、写”。语用学、社会语言学、修辞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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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对语言文字的应用规律都有一些探索，应当有人将这些学科的成果进行集成，并根据语文
教育规律应用于语文教学。
第三，对语文教学中的文化问题，缺乏理性的审视和布局。语言文字及其运用所负载的
文化内容，起着拓展和提升语文教育的重要作用。但是，这方面的教学缺乏“大文化”的思
考，涉及的文化层面不全，文化之根不深。
除此之外，语文教学也同其他相关学科一样，重知识轻能力，素质教育虽然受到重视，
但应试教育并未得到根本转变。这种“为知识、为考试”的语文教育，不仅对语文教育的实
践有害，而且极大地妨碍着对语文教育规律的科学探讨。
（三）信息时代的语文教育
世纪之交历来都是思考的历史关头，反思历史，谋划未来。这一类的优秀的反思和谋划，
常能或明或暗地影响一个世纪的历史进程。20 世纪的语文教育，告别了传统的“书院模式”
和“私塾模式”，开始了现代教育的进程，为新世纪的语文教育打下了基础。新世纪的语文
教育，除了继承上个世纪的成果，克服、弥补上面所言的不足之外，大约还必须考虑信息化
的问题。
不少哲人都预言，21 世纪是以“数字化”为特征的信息时代。紧跟时代发展步伐，加
强语文的信息教育，培养学生的语文信息能力，将是新世纪语文教育新的也是非常重要的任
务之一。语文信息能力的基础是用计算机和其他设备输入语言文字，即笔墨纸砚这“文房四
宝”的现代化。如果说过去要求学好普通话、规范字和汉语拼音只是练好语文基本功的话，
那么今天则是进入信息时代的不可缺少、不可替代的要求。语文信息能力除了信息输入的能
力之外，还有信息的检索、传递、加工、储存等能力，这些都是过去语文教育不曾涉及或没
有自觉涉及的新课题。
如前所述，语言文字现代化的第五个方面是语言文字信息处理计算机化。作为语文现代
化当代标志的语文信息处理，几十年来对语文教育的影响一直不大，但是随着社会的信息化
进程，这方面对语文教育一定会发生重大影响。信息化与语文教育的问题，应是语言学界和
语文教育界积极思考、合力探索的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现在中国内地的语文教育改革，有轻视语言文字教学的倾向。业已进行
的信息教育，与语文教育是不同的科目，无论是课程设计还是具体的教学活动，与语文教育
都是“两张皮”。轻视语言文字教学的倾向和信息教育与语文教育“两张皮”的现象，可能
会给语文教育带来较大的负面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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