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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培养双言双语人∗
李 宇 明
内容提要 当代的语言规划，必须处理好语言保护和语言沟通的关系。造就大量的双言
双语人，特别是强势的双言双语人，是统筹解决语言保护和语言沟通关系的重要途径。当前
我国还有大量的单言单语人，弱势双言双语人的比例过大，普通话和外语教育的起始年龄偏
大，少数民族地区的双语教育也需要进一步研究和规划。
关键词 语言保护 语言沟通 双语 双言
语言保护和语言沟通，是当代语言生活的两大课题，也是牵涉到国家语言政策的两大课
题。解决这两大课题必须统筹考虑，只谈语言保护还是只谈语言沟通，都难免片面；孤立地
强调语言保护或语言沟通，都会带来社会问题。中国是一个多方言多语言多文化的发展中的
大国，语言资源异常丰富，语言问题也相当复杂，因此，合理解决语言保护和语言沟通的问
题，也就显得尤为重要和急迫。本文认为，造就大量的双言双语人，是统筹解决这两大课题
的重要途径。

一

语言生活的两大课题

语言生活是一个使用频率越来越高的概念。李宇明（1997）曾经指出：“凡学习、运用
和研究语言文字的各种活动，以及对语言文字研究成果的各种应用，都属于语言生活的范
畴。”依此理解，语言生活的领域是异常广阔的，它在整个社会生活和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也
是十分重要的。从语言规划的角度看，语言生活中两个颇为重要的课题是：a）语言保护；b）
语言沟通。
1．1

语言保护

语言是十分宝贵的社会资源。我国的语言资源十分丰富。首先，汉语是世界上少有的、
方言如此分歧复杂的语种。从史的方面着眼，方言是古代语言和古代文化的“化石库”。方
言中保存着大量的古代语言的成分，通过不同方言的比较研究，可以拟测古代语言的面貌，
发现语言发展演变的规律。方言是地域文化的重要负载者，民族文化不是抽象的，是由丰富
多彩的地域文化综合构成的。在方言及其所负载的地域文化中，蕴含着古代的民族文化成分，
具有不可替代的文化价值。从现实和未来着眼，方言是滋养民族共同语发育的“营养基”。
基础方言规定了民族共同语的基本面貌，推动着共同语的发展，但是，基础方言之外的非基
础方言，在民族共同语的发展中也具有重要作用。1980 年代以来，现代汉语发生了并正在
发生着重要变化，粤方言、闽方言、吴方言等南方方言（包括海外华人社区使用的“华语”）
，
以及在这些方言基础上所形成的“地方普通话”，为 20 余年来现代汉语的变化作出了有目共
睹的重要贡献。当代新词新语的产生、外语词语的译借、新句法格式的出现和语体风格的嬗
变，有许多都应归功于这些方言。因此，不管是着眼于历史还是放眼现在与未来，众多的汉
语方言都是不可多得的语言财富和文化财富，都是具有极大的开发利用价值的语言资源和文
化资源。
中国境内有汉藏语系、阿尔泰语系、南亚语系、印欧语系、马来～玻里尼西亚语系等五
个语系的语言，周庆生（2000，P98）认为我国的语言有 80 多种。由于语言与方言的界限本
非泾渭分明，也有学者认为我国的语言有 100 多种。我国究竟有多少种语言，有待进一步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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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但这些语言无疑都是语言学的宝库，为汉藏语系的谱系比较研究，为语言类型学、语言
联盟等方面的研究，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基础条件。民族语言是民族传统属性的重要标志之一，
系连着民族的情感，它的地位和命运在一般情况下也体现着或关系着它所属的民族的地位和
命运。民族的语言也是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众多的民族语言，代表着众多的文化样式。不
同文化的接触和交融可以推动文化的快速发展，甚至可以创造出新的文化。因此，众多的语
言及其所代表的众多的文化样式，是财富，是可供开发利用的资源。
但是应当看到，随着各地、各族人民和国内外的交往越来越密切，随着社会生活的变迁
越来越迅速，随着因特网的使用越来越普遍，汉语各方言和许多民族语言的面貌正在发生重
大变化，一些汉语的土话和一些少数民族语言正在消亡。在社会历史进程中，一些方言和语
言的消亡也许难以避免，但是，并不能因此而对濒临灭亡的方言和语言无动于衷。语言不同
于其他东西，一旦消亡就很难复活（希伯来语也许是个消亡之后又复活的例外），也无法复
制。语言消亡也将带来文化、次文化的消亡或“化石化”。因此，语言保护（或曰语言～文
化保护）已刻不容缓。
当前，愈来愈多的人已经认识到了环境保护、物种保护、水土保护、文物保护等的重要
性和迫切性，社会宣传的力度、采取的保护措施和投入的人力物力都比较大。但是非常遗憾
的是，却很少有人意识到语言保护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1．2

语言沟通

在和平与发展的世界新秩序中，在日新月异的信息时代，每个地区、每个民族都不能把
自己封闭起来。各地区各民族为自己的生存与发展，必须相互接触、相互了解和理解，必须
相互交流、相互借鉴与合作，以减少分歧、误解和争端，共同进步，携手发展。地区间民族
间的接触、交流与合作，必以语言为先导，因此，需要语言沟通（或曰“语言～文化沟通”）
。
汉语各方言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缩小差异，“众星拱月”般地向普通话靠拢；国内外各
语言间的相互接触、相互渗透也日渐增多。不同地区、国内各民族和国内外的语言沟通，在
我国改革开放大潮的推动下有了相当大的发展，但是方言间的隔阂和语言间的沟壑，仍极大
地妨碍着人们的语言交际和文化交流，大大小小的、或隐或现的、直接的或间接的、国内的
和国际的语言冲突和文化冲突时有发生。因此，在当今中国的语言生活中，既需要考虑语言
保护问题，保护和开发各种语言资源和文化资源，繁衍自己的语言和文化（包括次文化），
保持其地域特色和民族属性，又需要认真解决语言沟通的问题。
1．3

双言双语人

语言沟通与语言保护具有一定的矛盾性。语言的沟通往往影响到对语言的保护，过分的
不恰当的语言保护则势必影响语言沟通。二者之间的矛盾性，决定了必须统筹考虑语言保护
和语言沟通的问题。寻求二者兼顾的语言对策，是宏观社会语言学的一项重要使命。我觉得，
造就大批的双言双语人（当然也包括“多言多语人”），是解决语言沟通与语言保护这对矛盾
的一种较好途径。
双言人是指起码能够使用两种方言的人，双言人所使用的方言中，一般有一种是“母言”。
双语人是指起码能够使用两种语言的人，双语人所使用的语言中，一般有一种是母语。在获
得和使用母言、母语的过程中，双言双语人便把某种方言、某种语言及其所植根的文化继承
下来，并繁衍开去，起到了一定的语言保护作用。在获得另一种方言、另一种语言的过程中，
双言双语人也了解了另一种方言、另一种语言及其所植根的文化，并具有了同另一方言区、
另一语言社团的人进行语言交往的能力，实现了语言沟通。而且，双言双语现象可以具有较
强的稳固性，有些民族的双言双语现象已经持续了几百年甚至上千年。因此，造就大量的双
言双语人，可以兼顾语言保护和语言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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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培养双言双语人存在的若干问题
双言双语人古已有之。王健庵（1992）、喻遂生（1993）、金若（1993）等对《诗经》和
两周金文韵文的研究表明，起码在西周时代汉语已有方言存在。有方言和方言间的交际，就
必然有双言人。汉族与周边民族的交往起码在甲骨文时代已经开始，语言是民族交往的先导，
因此，起码在殷商时代就有双语人存在。双言双语人历代不绝，他们为地区间和民族间的交
流作出了不容忽视的贡献。教育是大批量造就双言双语人的重要途径。清代洋务运动时期，
开办了“广方言馆”、“同文馆”等外语学校，清朝末年兴起了国语运动，从而使双言双语人
才的培养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在 100 多年的历史进程中，我国通过教育等方式培养了许许
多多的双言双语人。
1950 年代以来，我国大陆在推广普通话和外语教育等文化建设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
培养了数以亿计的双言双语人。关于我国培养双言双语人方面的成绩，在政府文献和许多论
文论著中都已有反映，本文只打算讨论一下这方面存在的问题。我觉得，我国在造就双言双
语人方面存在的值得考虑和重视的问题主要是：
2．1

存在大量的单言单语人

只会讲一种方言的人称为“单言人”
，只会讲一种语言的人可称为“单语人”。一般说来，
单言人一定是单语人，但是单语人不一定是单言人。现在，我国许多人的语言生活仍然是单
言单语式的。从地域分布上看，单言单语人主要集中在交通、通讯不发达的地区（民族杂居
地区除外），从社会分布上看，年龄较大和文化水平较低的人群中，单言单语人的比例较高。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我国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成就虽然创造了人类教育史上的奇迹，但是仍
然存在着一定数量的青壮年文盲或半文盲，在一些贫穷落后地区，少年儿童失学辍学的现象
仍不罕见，新的文盲和半文盲不断孳生。文盲和半文盲中的绝大多数都是单言单语人，这就
意味着单言单语人还在批量产生。大量的单言单语人的存在，无疑会严重地影响地区间、民
族间、国家间的语言沟通。
2．2

弱势双言双语人的比例过大

任何语言乃至任何方言，在法律地位上和社会道义上应一律平等，没有优劣高下之分。
但是，在现实语言生活中，由于历史、文化、政治、经济和使用人口等方面的种种差异，而
使得不同的语言或方言在交际价值方面有强势和弱势之分。一般说来，使用范围较广、交际
价值较高的语言和方言是强势的，使用范围较窄、交际价值较低的语言和方言是弱势的。
就当前我国的语言生活来看，普通话是强势方言（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看，普通话也是
一种方言，是地位较高的权威方言），汉民族是中国的主体民族，汉语的使用范围较广，科
技含量较高，在法律上具有“国家通用语言”的地位，是中国诸语言中的强势语言。就世界
范围来说，一些大语种，特别是英语的使用范围较广，交际价值较高，是强势语言。
能较好地掌握和使用强势方言、强势语言的双言双语人，是“强势双言双语人”。在所
掌握的双言双语中没有强势方言、强势语言的双言双语人，或不能较好地使用强势方言、强
势语言的双言双语人，是“弱势双言双语人”。弱势双言双语人比之单言单语人，在语言沟
通方面稍有优势，但其优势远不如强势双言双语人。
在我国的双言双语人中，弱势双言双语人的比例过大。许多双言人所掌握的方言中没有
普通话这种强势方言，或者说的是方音特别重的“地方普通话”。许多操双语的少数民族成
员，或者其双语中没有汉语，或者会说汉语但是说的是某种弱势的汉语方言（包括“地方普
通话”）。许多人不会说外语，许多会说外语的中国人，其外语水平也相对较低，有相当一部
分人不能用外语进行较为自如的全方位的交际，他们也是弱势双语人。
弱势双言双语人比例过大的原因主要有二：其一，我国语言教育的范围和质量都还不够
理想。大陆推广普通话的工作开展了几十年，但是由于人口众多，方言复杂，再加上“文化
大革命”的冲击、“粤语北上”的影响和其他社会因素的干扰，能够讲普通话的人仍然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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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些行业、某些地区和某几个年龄段。外语教育的范围和条件比起普通话教育来就更为有
限。
其二，许多双言双语人一般都是“自然双言双语人”。自然双言双语人不是通过正规教
育的途径获得第二方言、第二语言的，而是由于迁徙、旅居、杂居或生活在双言双语环境中
自然而然习得（Acquisition）的。由于我国的语言分布状况，自然习得普通话的机会并不很
多，如分布在我国东北、西北和西南的少数民族，即使掌握了汉语，也多是东北、西北和西
南地区的汉语方言，而不是普通话。南方方言区的人，自然习得的第二方言也多是南方的方
言或带有较强南方味的地方普通话。
2．3

普通话和外语教育的起始年龄偏大

应该承认，我国对普通话教育和外国语教育是相当重视的，特别是改革开放的新时期，
但是效果并不怎么理想。社会用于语言教育的投入、个人用于语言学习的投入都很大，但是，
投入与产出很不成比例。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最为主要的原因，我认为是普通话和外
语教育的起始年龄偏大。
伦内伯格（E. Lenneberg）
、彭菲尔德（W. Penfield）等人的研究表明，语言学习在年龄
上有最佳期和临界期。查穆伯斯（J. K. Chambers）在《方言习得》（Dialect Acquisition）一
文中把语言习得者分为“早期习得者”和“晚期习得者”，并颇有见地地指出：早期习得者
（7 岁和 7 岁以下）可以顺利习得语言，晚期习得者（14 岁和 14 岁以上）几乎不能顺利习
得语言；7 至 14 岁之间的人，有的属于早期习得者，有的属于晚期习得者。学术界虽然对
语言学习最佳期、临界期的年龄还有不同看法，但多数研究者认为，语言学习的最佳期在 7
岁左右，临界期在 13 岁左右。7 岁之前可以较快地、地道地掌握任何一种口语，临界期以
后再学习语言就比较困难，而且难以学得地道。
在我国大陆，条件较好的城市学校，多数是在小学高年级开始教外语，条件较差的乡镇
学校，多是在中学才开设外语课。学生开始学习外语的年龄已接近临界期或在临界期之后，
加上学生的外语成绩与升初中、升高中的关系并不太密切，一般都收效不大。绝大多数人的
外语其实是在大学或专门的外语教育机构学习的。近年来，一些小学、中学和大学正在努力
加强外语教学，比如一些大学，要求某些课程用外语讲授，一些中小学尝试进行“汉外双语
教学”。这些措施还都处在试验阶段，而且还有许多政策性、学术性的问题需要解决，其效
果如何亦需实践的检验。
学校的普通话教育状况比外语教育状况稍好一些，但是，使用方言和地方普通话进行教
学的学校并不在少数，特别是高等学校（师范类的高等学校情况好一些）、乡镇学校和南方
方言区的学校。许多学生在语言学习的临界期之前并未掌握普通话。
由于普通话和外语教育的起始年龄偏大，造成了普通话教育和外语教育的高投入低产
出，造成了全社会的普通话水平不高和外语水平低下的局面。语言教育的起始年龄偏大，固
然与教育条件（如师资条件等）有关，但主要是因在教育指导思想和语言教学等方面忽视语
言学习规律，而且对造就强势双言双语人的意义缺乏足够的自觉的认识。
2．4

少数民族地区的双语教育问题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少数民族地区的教学语言是一个较为敏感的问题。许多专家认
为，语言教育中使用母语，可使个人充分发展，民族的语言和文化得到保存和延续；学习主
体民族的语言，不仅有助于民族间的理解、交流与团结，而且也有利于少数民族自身的发展。
因此，在中国的民族大家庭中，少数民族实行双语制，少数民族地区实行双语教育，从任何
角度看都是正确的、必要的。当然，少数民族的双语教育应遵从少数民族自己的愿望，尊重
少数民族的家长与学生自己的选择。
少数民族地区的双语教育有许多问题值得思考和研究，例如：
a）在哪个年龄阶段，或者说在儿童的母语发展到何种水平时开始进行汉语教育最为合
适？
惧闲聊斋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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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在儿童语言学习的临界期前后，是否有可能完成最基本的双语教育（特别是第二语
言的口语教育）？
c）母语与汉语在教学中如何分工与合作？比如，哪些课程适合用母语教学，哪些课程
适合用汉语教学？
d）怎样提高少数民族语言的现代科学技术和现代文化的含量，提供较为充足的适合少
数民族学生学习的母语和汉语的课外读物。

三

结语

无论从今天所处时代还是从我国的政治、文化、经济等方面着眼，都必须对上述问题采
取积极而有效的对策，特别是要加强对双言双语现象、双言双语教育和双言双语人的研究。
坦诚地说，人们对双言双语的认识还相当有限，重大的社会文化活动，必须有坚实的科学研
究的基础，不能仅凭热情和轰轰烈烈的运动。我感到，需要研究的课题起码有如下一些：
a）中国双言双语的历史考察。以史为鉴则明。
b）中国双言双语的现状、问题与对策。这方面要特别注重田野调查和实证性研究，制
订对策要以宏观社会语言学理论和应用语言学的理论作指导，要富有远见，要符合国情。
c）双言双语教育的规律及教育改革。双言双语教育应遵从语言学习规律。语言学习规
律是我国学术研究中的薄弱领域。就各种类型的语言学习而言，儿童第一语言习得是最为成
功的，应加强对第一语言习得的研究，从中获取有益借鉴。
d）双言双语人的心态与优势。
e）大批量培养双言双语人的规划与措施。规划与措施要具有可操作性，要有法律效力。
此外需要注意的是，随着普通话在国内的推广，可能会出现新的单言单语现象。比如有
些儿童可能只学习普通话而不再学习方言，成为新的单言人。有些少数民族的儿童，可能只
学习汉语而不学习母语，或者把母语学习看作是掌握汉语的“拐杖”，学会了汉语就把母语
的拐杖甩掉了，从而成为新的单语人。如何看待这种新现象，也值得研究。
总之，语言是文化、次文化纵向传承的“基因”
，是不同文化、次文化横向交融的梁津。
语言资源的保护与开发，就某种意义而言，比物种资源、文物资料的保护与开发更为重要。
应加紧对我国方言和语言的调查研究，建立能保存方言和语言真实面貌的语言档案，设法创
造一个良好的语言生态环境。与此同时，在现代科技、政治、经济等大背景下制订语言沟通
战略，争取在不长的时期内培养出大批的强势双言双语人，以利于国际国内的交流与合作，
以利于中国迅速地走向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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