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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语文现代化 #
编者按: 自 2005年第 2期始, 本刊着手于语言文字现代化问题研究并以此确立了主打栏目。迄今,
已历时 5年。其间, 随着研究侧重点的转换, 先后打造了 / 焦点论坛 0、/ 中国语言现代化 0、/ 语言规划与
现代化 03个板块。 2010年, 鉴于研究的深入和学术影响的提升, 遵照有关部门领导和专家的意见, 本
刊将专栏各板块加以整合, 统称为 / 语文现代化 0。
又, 2009年 4月 21日, 由 / 外交新闻发言人的语言传播形象、
机制及策略调查研究 0课题组、
商务印
书馆汉语编辑室、
中国传媒大学应用语言学研究所和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社会语言学与媒体语
言研究室四家单位联合举办的 / 新闻发言人语言学术研讨会 0在商务印书馆召开。会议围绕 / 新闻发言
人语言的发展 0、/ 新闻发言人语言语体的基本特征 0、/ 新闻发言人语言的风格 0、/ 新闻发言人语言的
礼貌策略 0、/ 新闻发言人语言策略及其他 0等议题展开。
参加会议的有教育部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司长李宇明教授, 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所长姚喜
双教授, 传媒大学于根元教授、
传媒大学应用语言学研究所所长刘海涛教授, 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王涛、
副
总编辑周洪波, 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副研究员郭龙生博士, 新闻出版总署港澳台办公室主任谢爱
伟研究员, 以及 / 外交新闻发言人的语言传播形象、
机制及策略调查研究 0课题组其他成员。韩国驻华
大使馆公使参赞兼驻华韩国文化院院长金翼谦教授, 著名外交家、
前驻法大使、
新闻发言人吴建民先生
也应邀出席了研讨会。
会上, 除了课题组成员报告了丰富的研究成果, 专家学者们还就新闻发言人语言特点、
风格、
功能及
运用等议题进行了专题报告、
广泛的交流和讨论。李宇明司长和姚喜双所长作了重要学术发言。于根
元教授作总结发言。
此次会议的相关论文, 本刊于 2009年第 6期以专题形式刊发了一组。这一期, 续发了李宇明司长
和姚喜双所长在会上的重要学术发言。

应重视新闻发言人语言研究
) ) ) 在 / 新闻发言人语言学术研讨会 0上的发言
李宇明
(教育部 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 北京 100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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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发言人的语言, 不是一般的语言学话题, 它还是政府的形象。老百姓看政府, 一是看他怎么做,
二是听他怎么说。就此而言, 新闻发言人是 / 半个政府 0, 对新闻发言人的语言的研究, 意义特别重大。
任何一个学科, 都应该密切关注民族和人类在发展中、
前进中遇到的问题, 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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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如此。人们常谈论什么是一流大学, 大楼和大师都不是一流大学的本质条件, 最关键的就是看这个大
学对民族和人类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关注多少, 解决多少。中国语言学界, 100多年来做了很多事
情。但是, 今天有不少人并不关注民族乃至人类在发展中遇到的语言问题, 不关注当下的语言生活。作
为个人的学术志趣, 无可厚非, 但如果一个学界都是 / 躲进小楼成一统, 管它春夏与秋冬 0, 那就是很大
的悲哀。新闻发言人语言问题研究, 是个 / 入世 0的话题, 有着良好的学术前景。
语言的发展变化, 教科书主要谈及语言结构方面, 包括语音怎么变化, 词汇怎么变化, 语法怎么变
化, 等等。其实, 语言的发展变化除了语言结构, 语言功能的发展变化也很重要, 但却一直研究不够。语
言功能发展变化随着社会生活的快速发展, 呈现加速度的态势, 最重要的表现是各种语体的丰富和发
展。古代, 语言功能的发展变化主要是阶层方言的分化和口语、书面语的分化, 发展较为缓慢。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 语言功能的发展变化非常明显, 其主要原因是新媒体、新生活的发展。比
如报纸出现之后, 开始出现新闻语体; 广播电视出现之后, 开始出现跟广播电视有关的新闻语体; 现在网
络出现了, 又出现了很多其他的新闻语体; 商品社会的发展催生了广告语体。语言生活的发展变化跟语
言功能的发展变化关系密切, 加强语体研究, 加强语言功能研究, 是语言学的新的生长点。
过去, 语言学的主战场上不大有关于语体的研究, 事实上语体跟人的语言能力、
讲话效果关系密切,
跟语言生活关系密切。语言学家不能只研究语言本身, 更要研究语言生活。
从语言学的角度考察新闻发言人语言的性质, 可以先从语体方面看。
现代汉语已经形成了一个个的语体家族。语体发展首先是与语言文字密切相关的工具的发展。口
语和书面语的分化产生了记录语言的文字, 报纸、
广播、
电视、
网络、手机等技术的发展带来了许多新语
体。其次, 语言使用场合也是促进语体发展的重要因素。新闻发言人的语言是在特殊场合运用的, 是公
文语体和新闻语体的结合, 是嫁接得到的一种新语体。新闻发言人代表政府讲话, 目的是实现政府和公
众的沟通, 所以带有行政语体的特点。行政语体还包括公文、
领导人讲话等。但是新闻发言人的语言也
具有较浓的新闻色彩。就某种意义而言, 新闻发言人就是新闻的制造者, 他的发言就是新闻, 而且是通
过新闻渠道传播出去。如果没有现代新闻传媒, 很可能就不会有新闻发言人。
从风格上看, 新闻发言人的语言以口语为主, 但是伴有很多书面语成分。新闻发言人常常是用书面
语 / 备课 0, 由于代表政府发言, 语言比较庄重。在书面语和口语的隶属度里, 新闻发言人的语言偏向于
书面语。新闻发言人有独白和交互两种话语方式。独白, 就是他首先要发布一些事情, 多是事先准备好
的, 语体风格上可能较接近书面语; 回答记者的提问是交互性的, 口语色彩多一些。
新闻发言人是纯粹的语言职业, 同播音员没有本质区别。极而言之, 新闻发言人不需要创造思想,
创造思想的是政府领导, 新闻发言人的任务, 是把政府的思想准确地传递出来, 即所谓的 / 奉命而行 0。
新闻发言人的语言研究应该是全方位的, 如语言结构、
语篇应用, 还有准语言的使用、
社会心理期待
等。首先应考虑建立一个新闻发言人的语料库, 通过量的统计帮助定性。比如研究新闻发言人语言的
口语化程度, 可以在一定范围内考察其口语词与书面语词的比例。
也许新闻发言人会给我们的语言生活带来一股新鲜空气。研究新闻发言人的语言, 对于社会文风
的改善可能有帮助。文风问题是历史痼疾, 当年毛主席在延安就讲 5反对党八股 6, 到现在, 许多媒体、
文件和领导讲话中仍然充斥着党八股。党八股意味着思想僵化、
思想空洞化。但是我感觉到, 新闻发言
人可能会带动文风的转变, 因为新闻发言人面对的是社会大众, 是一种实际交流, 八股腔就没有听众。
新闻发言人的职业促使其探讨好的文风, 从而促进社会文风的转变。要提倡新闻发言人的文风多样化,
提倡贴近老百姓的语言, 向老百姓学习语言, 不能老讲官话、
套话。
总之, 对新闻发言人语言的研究很有社会意义和语言学意义, 是开拓性的。我们盼望着取得好的研
究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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