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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语言生活的时代特征

*

李 宇 明
提要

中国语言生活具有如下一些重要的时代特征： “双言双语”的语言生活初步形成； 虚拟

语言生活快速发展； 中国“语言地图”在快速改写； 快速的城市化进程急需语言规划； 国内国
外两个语言大局需统筹兼顾。准确把握、深入认识这些语言国情，处理好语言关系，管理好语
言生活，有效提升公民语言能力和国家语言能力，最大限度地发挥语言产业对社会经济的推
动作用，履行好国际语言义务等等，是国家语言规划的重要任务，也有许多崭新的学术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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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化的进程起步于清晚期。在走向现代化的风雨历程中，中国语文现代化思潮叠
浪而兴，语文现代化运动接踵而起，形成了不同时期的语言规划，促进语言生活逐渐现代化。
政府的职责之一就是管理语言生活 。管理好语言生活，必须全面、深入了解语言生活的状
准确把握语言生活的时代特征，在此基础上方能制定包括语言政策在内的科学的语言规
况，
划。进入 21 世纪，中国语言生活的基本状况如何，发展到了什么样的阶段，有哪些基本的时代
特征，这是做好当今中国的语言规划必须考察的 。但要全面准确地认识当下语言生活的时代
特征还存在较大的学术困难。就当前的认识水平看，笔者认为中国语言生活最为重要的特征
有以下四个方面。
1． “双言双语”（ 多言多语） ① 的语言生活初步形成
1． 1 中国古代的“单言单语”生活
总体上看，我国古代的语言生活是“单言单语 ”型的。 汉民族共同语的书面形式形成很
早。“雅言”、“通语”在秦汉时代已经存在，其后又有代行民族共同语职能的官话。 但汉民族
的口语在古代基本上是方言，即便是全国有大体相似的读书音和官场音 ，对全民的口语交际影
响也不大。古代的中国是农业国，交通、通讯不发达，除了因饥荒、战乱和有计划的移民之外，
整体上看人口活动的半径、流量和频率也都相当有限，因此能够操两种及多种方言的人数也不
会很多，汉民族基本上是“单言生活”。
对于古代少数民族语言生活的研究 ，成果更是有限，哪些民族语言有方言差异，有多大程
度上的方言差异，这些民族其成员操单言、操双言的情况如何，都不大清楚。 但是根据当时人
口流动的情况推测，有方言差异的少数民族，其语言生活也基本上应当是单言的 。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在边境地区，在民族杂居地区，在国家的政治中心，在专门处理民
* 本文根据在国际中国语言学学会（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Chinese Linguistics） 第 19 届年会（ 南开大
2011 年 6 月 12 日） 的学术报告改写而成。文中的一些内容，在一些学术报告中曾有所涉及。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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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事务和涉外事务的机构中，在许多民族的执政班子里，自古就有懂得两种或多种民族语言的
人，也有懂得某种国外语言的人。但是双语者 （ 包括多语者 ） 在全民中必然是少数，双语使用
的地域和社会领域必然不多，中国古代基本上是单语生活。
因此可以说，中国古代虽然存在一些双言双语者 ，有些地区、有些领域存在双言双语生活，
但总体上看语言生活是“单言单语”的。
1． 2 百年来语言统一的成就
现代意义上的语言统一运动，以 1911 年清朝学部中央教育会议议决《统一国语办法案 》
为标志②。《统一国语办法案》承继了清末切音字运动的成果，
开启了具有深远影响的国语运动。
1949 年以后新中国持续的大力推广普通话 ，台湾光复及民国政府迁台之后台湾地区的国语普
及，香港、
澳门回归之后的普通话教育，
都是当年国语运动的纵向的历史延伸和横向的地域延展。
语言统一的百年历程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
第一，确立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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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汉民族共同语。而且，普通话在实践中和法律上都发展为国家通用语言 ，发挥着
国语的职能。
第二，制定并推行了注音字母和汉语拼音方案 。 在广播、电视、电影等有声媒体不发达的
时代，这些拼音工具对推行汉民族共同语的标准读音是不可缺少的 ； 在当今有声媒体广泛普及
的时代，这些拼音工具仍在发挥着多方面的重要作用 。
第三，培养了大量的双言双语者，形成了双言社会和部分地区的双语社会。 据统计，上世
纪末大陆能够使用普通话的人数比例为 53． 06% ③ ，随着时间的推移现在能够使用普通话的
人数应当达到了 70% ④ 。台湾能够讲国语的人口比例更高。 香港、澳门能够讲普通话的人数
也在不断增加。当然，在普通话推广过程中，也出现了一批只会讲普通话不会讲方言的新的单
言者，这种现象值得关注、值得研究。
就全国范围来看，普通话与汉语方言“共存共用 ”的局面已经形成。 普通话是国家通用语
言，主要用于教育、公务、新闻出版、大众服务等高层次、跨地区、跨民族、大范围的交际，汉语方
言主要用于家庭、社区交际和乡土文化活动等方面 。
有些民族由于各种各样的历史原因 ，没有自己特有的民族语言或已经放弃了自己的语言
而转用汉语，如回族、满族等。但他们的语言转用，常常是因居住地不同而转用不同的汉语方
言。有些民族在保持本民族语言的同时也使用汉语方言 ； 随着普通话的推广，这些民族成为双
语双言民族。有些单语民族随着普通话的推广 ，其成员也逐渐掌握了普通话，成为双语民族。
概言之，随着普通话的推广，汉族和转用汉语的少数民族由单言社会发展为双言社会； 原来只
讲本族语的民族发展为双语民族 ，原来的双语民族发展为双语双言民族 。
不能忽略的是，我国许多少数民族语言也有方言的分歧 。几十年来，这些有方言分歧的少
数民族语言，也有了不少发展变化，比如蒙古语、壮语等都确立了民族共同语的语音标准 ，并且
还先后开展了标准音的测试。通过学校教育、标准音测试等，这些民族也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掌
握本民族共同语和本民族方言的人 ，在一些地区或领域也形成了民族的“双言”生活。
1． 3 一百多年来外语教育的影响
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外语教育，可以上溯到清末京师同文馆 （ 1862 年 ） 和上海广方言馆
（ 1863 年） 的建立以及洋务学堂中外语课程的设立 （ 参看高晓芳，
2006） 。 此后，我国建立了现
代学校制度，有了专门的外语院校，一般学校开设外语课程，一些教会学校使用外语作为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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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语，还有各种外语培训班、预科班以及各种形式的外语学习。 现在，据说外语学习者超过
3 亿人。
百多年来的外语教育培养了大批的外语专门人才 ，同时也使许多受过一般教育的人有了
外语知识或一定的外语能力，使单语者成为双语者或三语者。 当然，从长远的发展来看，公民
的外语水平还会不断提高，对外语的学习、利用还会加强，但是仍然不大可能形成外语生活。
这不同于曾经做过西方殖民地的国家 ； 这些国家和地区，原来宗主国的语言或是官方工作语
言，或在教育、商务等领域中继续应用。
1． 4 “双言双语”社会的语言问题
研究双言双语者和双言双语社会的特点 ，做出科学的语言规划，是时代提出的新课题。就
语言生活的这一时代特征而言，有如下几个方面的问题值得注意 。
第一，应当对双言双语社会给以积极评价。 由单言单语者发展为双言双语 （ 多言多语 ）
者，由单言单语生活发展为双言双语 （ 多言多语 ） 生活，是社会的进步、教育的进步、语言生活
的进步，应当正确评价它，积极促进它，不断完善它。 逐渐形成适合中国国情的双言双语社会
的语言规划，需要采取一系列的新政策新举措 。
第二，要处理好语言关系。单言单语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克服语言交际障碍 ，双言双语社会
的主要矛盾是处理好语言关系，具体到我国当前的国情而言，就是处理好中华各语言、各方言
的关系，处理好母语与外语的关系。保证国家通用语言在高层交际中发挥作用 ，同时也要发挥
其他的语言和汉语方言的作用，构建和谐的语言生活。
第三，探讨建立公民语言能力标准。我国的教育实践和用人实践，已经基本形成了双言双
语社会对公民语言能力的要求，即：
1） 汉族和一些转用汉语的民族，其成员应当具有“双言双语 ”的能力，即掌握普通话和某
种汉语方言，并具有一定的外语能力；
2） 没有转用汉语的少数民族，其成员应当具有“三语 ”能力，即掌握母语和国家通用语
言，并具有一定的外语能力；
3） 受过研究生教育的精英人才，应当掌握两门外语。
应当把这种实践“物化 ”为教育标准，并进而形成公民的语言能力标准。“双语 ”能力或“三
语”能力，已经是许许多多国家的教育标准 ，是国际发展的大趋势。
2． 现实与虚拟两个空间的语言生活相互促进
2． 1 虚拟语言生活的产生与发展
在人类的历史中，语言生活只有现实语言生活，即“人 ～ 人交际 ”。 在牧民、农民、猎人和
驯兽师、骑兵那里，人类也可能用有声语言或是特殊的符号 、身姿同动物进行交际，但这种交际
不是真正的语言交际，起作用的不是语义而是符号，与人类的交际不在一个性质层面上 （ 参看
1989） 。
李宇明，
人类在 20 世纪上半叶发明了计算机。计算机语言处理技术的不断发展和普及 ，各种语言
技术产品逐渐发明并进入日常语言生活 ，人与计算机的语言交际逐渐形成。“人 ～ 机交际 ”由
使用符号交际到趋近于语音、文字交际，由技术人员与计算机交际发展为一般人与计算机交
际。特别是互联网的发明并逐渐商业化 ，机器之间的信息传输（ “机 ～ 机交际 ”） 开始出现且迅
速发展起来，人类在现实世界的基础上又构建起一个虚拟世界 ，同时在现实语言生活的基础上
产生了虚拟语言生活。
2012 年第 4 期

· 369·

2． 2 虚拟语言生活产生的巨大效应
虚拟语言生活对社会的影响是广泛 、巨大而深远的。首先，人类的语言交际形式发生了巨
大的变化。语言交际在“人 ～ 人交际”的基础上又发展出“人 ～ 机交际”和“机 ～ 机交际 ”。 到
了现在，“人 ～ 人交际”也越来越多地依赖机器的帮助，形成了“人 ～ 机 ～ 人”（ 包括“人 ～ 机 ～
机 ～ 人”） 的混成式交际。在过去，书写是受过教育的公民必须具备的素养； 而混成式交际的
发展，使得现代语言技术成为公民应当具备的语言素养 。
2011） 。 现代语言技术的发展在相当大的
其次，语言进入国家的“硬实力 ”范畴 （ 李宇明，
程度上依赖于语言文字知识，一些语言文字知识还转化为信息工业的标准。 现代语言技术的
发展虽然只有几十年的历史，但已经孕育了一批语言新职业，如语言速录师、语言工程师、字库
设计师等； 产生了一批语言新产业，如语言文字的输入与识别、计算机字库、语言文字的传输与
输出、自动翻译、语言文字信息的检索与加工、电子阅读等高新技术所形成的产业。 由此而形
成了宏富的语言经济。同时像打字员、字模铸造、纸质信件通讯、电报等一些传统的语言职业
和语言产业，也在蜕变或消逝，从而带来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
其三，虚拟语言生活对现实语言生活的影响越来越大 。 虚拟语言生活是在现实语言生活
的基础上产生的，但反过来又在影响现实语言生活 ，而且这种影响越来越大。主要表现如：
1） 以新词语为代表的许多语言新现象 ，首先在虚拟语言生活中聚集萌生，然后进入现实
语言生活。虚拟空间成为新词语等新语言现象的主要滋生地和繁衍区 。
2） 产生了电子邮件、BBS、QQ、博客、微博等许多新的信息传播方式，网络逐渐成为信息
的集散地和“反应堆”，以新媒体的身份深刻地影响着现实语言生活 。
3） 人类在现实生活中的许多活动，都尝试着迁移到网络上去运行，如电子政务、电子商
务、电子学务、电子出版、电子娱乐等等，构成了当今的虚拟生活。这些虚拟生活往往都伴随着
现代语言技术进行，成为虚拟语言生活的组成部分。
4） 网络已经成为人类最大、更新最快的信息贮存库，纸媒出版物、图书馆、档案馆、博物
馆的许多职能，将越来越多地让位于网络。但是，网络的信息有许多是需要过滤、挖掘和整理
的，应充分认识网络信息贮存库的作用 ，努力发展网络信息挖掘技术，及时有效利用网络信息。
特别是随着云计算、物联网由概念逐渐变为现实，互联网正在发生质的跃变，其功能将更
加强大，对现实生活的介入将更为全面而深入 。 与之相应，虚拟语言生活将更为发达，对现实
语言生活的影响也将更为全面、深入和强烈。
2． 3 虚实语言生活背景下的语言规划
过去的语言规划主要处理语言与人的关系 ，现在必须要处理语言、人、机器三者之间的关
系。需要考虑两个空间的语言生活问题 。由于虚拟语言生活产生时间不长，对它的研究还较
为浮浅，因此虚拟语言生活还较少进入语言规划者的视野 ，这显然是落后于时局的。在虚实两
个空间的语言生活的背景下，语言规划应当注意如下一些问题 ：
1） 促进虚拟语言生活的健康发展。 应当以积极的态度来看待虚拟语言生活，不能用现
实语言生活的观念去看待它，用管理现实语言生活的办法去管理它 ，甚至用削足适履的方法去
限制它。语言规划应当促进虚拟语言生活的快速而健康的发展 。
中国虚拟语言生活的网络空间，应当尽可能地适合国人的生活习惯 ，最大限度地适合中华
语言文字的使用习惯。这关系到硬件、软件和各种语言信息技术，一方面，需要拥有更多的信
息技术方面的知识产权，另一方面，应在软件设计、语言文字应用乃至各种细微末节上 ，都要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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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重视国人的文化习惯，与人“友好”。
要不断提升国人虚拟语言生活的质量 。虚拟语言生活不是少数人或某一部分人的语言生
活，而应当是大多数人的语言生活，具有普惠性。到 2011 年 9 月底，中国互联网用户已突破 5
亿，互联网普及率接近 40% 。我们应当帮助更多的人步入虚拟语言生活，减少“信息边缘化 ”
的人群。应当放开思路，设想在虚拟空间中可以过哪些语言生活，并有计划地孕育它发展它。
应当着意建立虚拟语言生活的各种运行规则 ，建立合理的秩序，着力提高虚拟语言生活质量。
并把这些规则、这种秩序尽力向外延展，为国际虚拟语言生活做出中国人的贡献 。
2） 虚实语言生活相互促进。研究虚拟语言生活对现实语言生活的影响，例如： 电脑的使
用是否会带来书写水平的减退？ 怎样看待书写能力的减退？ 影响汉字发展演变的主要动因是
书写，其方式的演变对汉字的发展演变会带来什么影响 ？ 人们的阅读习惯、信息获取习惯、语
言表达习惯等都会发生一些什么样的变化 ？ 通过这些研究，采取一定措施，减少其负面影响，
扩大其积极作用。同时努力做好虚实两界语言生活的沟通 ，相互促进，保证语言生活的和谐。
3） 更加重视“语言资源”的理念。不仅把语言看作“问题 ”、而且把语言看作文化资源和
经济资源的理念，称为“语言资源 ”理念。 在现代语言技术快速发展的背景下，语言资源理念
得到了突显和新阐释。今天的语言规划，必须在语言经济学的支撑下充分重视、尽力保护、全
面开发语言资源，促进现代语言技术的发展，促进语言职业和语言产业的发展，进而促进社会
经济发展。
3． 城市与乡村的语言生活正在发生巨变
3． 1 快速的城市化进程
当前，中国社会最为突出的变化是快速发展的城市化 （ 或称“城镇化”） 进程。 新中国早期
1978 年为 17． 92% ，年增长率
的城市化率很低，且长期徘徊不前。1950 年城市化率为 11． 2% ，
约为 0． 23% 。 改革开放之后，城市化进程不断加速。1980 年城市化率为 19． 4% ，1998 年为
30． 42% ，
2008 年为 45． 68% ，年增长率超过 13% （ 参看范恒山等，
2009） 。2009 年中国城市化
2011 年大约为 50% 左右。世界城市化率 2000 年为 48% ，估计现在为 50% 左右，
率已达 47% ，
这就是说，中国的城市化已经与国际平均水平大体相当。2009 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
议，要求继续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协调发展 ，并放宽中小城市和城镇户籍限制 。国务院
批转的发改委《关于 2010 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的意见 》，提出要“深化户籍制度改
革，加快落实放宽中小城市、小城镇特别是县城和中心镇落户条件的政策 。进一步完善暂住人
口登记制度，逐步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居住证制度 ”，这将更加方便农业人口逐步向城镇转移。
2011 年 3 月 5 日公布的“十二五”规划纲要草案指出，“十二五 ”期间还将积极稳妥推进城镇
化，到 2015 年城市化率提高到 51． 5% 。 可以预计，中国城市化进程 2050 年之前可能达到
70% 以上，接近发达国家的城市化水平。 这些变化将使我国的“语言地图 ”快速改写，语言生
活发生前所未有的重大变化。
3． 2 城市语言规划
城市需要建设规划，也需要语言规划，其实可以认为城市语言规划就是城市建设规划的有
机组成部分。城市语言规划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
第一，城市语言生活中主导性的语言文字 。主导性的语言文字，是指在政府公务、教育、新
闻出版、大众服务等领域主要使用哪种或哪些语言文字。 依照《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 》，我国
城市的主导性语言文字应当是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 在民族自治地方，主导性语言文字还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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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地方的民族语言文字。
第二，对新老市民、进城务工人员进行语言培训与指导。 对于新市民和进城务工人员，在
使用的语言或方言、同周围交换信息的内容与方式等方面，都需要进行指导或培训，使他们尽
快适应城市语言生活。由于郊区人口向城市中心区的移动，新市民和大量进城务工人员的涌
入，老市民也面临新的语言生活，严重时还会发生新老群体的语言冲突乃至社会冲突。 因此，
对于一些发展较快的城市，需要有计划地指导老市民适应新的语言生活 。
第三，社会语言服务。社会语言服务已经成为城市应很好规划的信息服务功能。 包括道
路街巷、公共单位的各种牌匾标示，商贸、旅游、交通、邮政、金融、医疗、文化娱乐等领域的语言
文字应用。一些特殊的社会语言服务，更是城市语言规划所应特别考虑的 ，比如对盲聋等残障
人士的语言服务，对语言不通的外来人士的语言服务等 。
第四，通过语言特色展现城市文化风貌 。语言及其负载的文化艺术是展现城市文化风貌
的重要资源，例如报纸、广播、电视适当地体现地方语言文化，带有地方特色的语言文化博物
馆，曲艺、歌谣、传说等地方语言文化的收集整理与展示 、传承等等。
3． 3 保存当今的语言地图
伴随着城乡地图的快速变化，在不长的时间里，中国“语言地图 ”必将大幅度改写。 这种
改写也许无法避免，但应当用多媒体技术把现代语言实态记录下来，留下有声数据，留下今日
语言的地图，以此作为科学保护各民族语言文字的重要举措 。2011 年 9 月 6 日，在纪念中央
文史研究馆成立 60 周年座谈会上，冯骥才先生指出，五千年历史留给我们的千姿万态的古村
落的存亡，已经到了紧急关头。每座古村落都是一部厚重的书，可是没等我们去认真阅读它，
便在城镇化大潮中很快消失了。语言和方言也是一部部厚重的书，许多中华语言 （ 包括方言 ）
所面临的状况不会比古村落的状况好 ，却更加不为人所关注。 中华语言及其各种方言的濒危
与消亡是国家语言资源的严重流失 ，是中华文化的不可复现性的损失 。
提倡双言双语制度。这既是对我国已经初步形成的双言双语生活的认定，也是解决语言
沟通和语言保存的治本之策。掌握国家通用语言可以顺畅进行地区间 、民族间的交际，同时传
承民族母语、传承方言，可以保存语言文化的多样性景观。 在城市化进程较为缓慢、国家通用
语言文字普及程度较低的时期，推广普通话是国家语言文字工作的主要任务。 而当今在大力
推广和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同时 ，也必须认真考虑语言保护的各种问题 。
当然，保存当今的语言地图，也还有其他办法，比如在可能的条件下建立“语言保护区 ”，
以便对濒危语言或濒危方言进行“活态语言”保护。 通过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项目，对与非
物质文化遗产关系密切的一些语言或方言进行保护 。 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建立语言文化博物
馆，或在博物馆、展览馆中专辟语言文化展室。互联网的发展为语言保护提供了新手段，可以
建立虚拟的语言文化博物馆，用现代信息技术进行语言文化的收集 、保存与展览、开发等等。
总之，在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中，会产生一些新的语言矛盾，出现一些新的语言问题。 在此
境况下，必须认真思考它会对我国的语言面貌产生何种影响 ，会有哪些新的语言问题需要解
决，会有哪些特殊人群需要特殊的语言服务 ，怎样通过科学的语言规划和有效的措施，来保证
城市化进程中多元语言生活的和谐 。
4． 国内和国外两个大局统筹兼顾
30 余年的改革开放，中国人有了更多的国际
改革开放开启了我国新时期的国际化进程 ，
语言生活和外语需求，汉语也伴随着国家走向世界的步伐快速向世界传播 ，语言文字事业逐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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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了国内和国外两个大局。当代中国的语言规划必须兼顾国内 、国外两个大局。
4． 1 推进中华语言的国际传播
随着国家的改革开放和国家国际地位的提升 ，不少外籍人士已经把汉语看作仅次于英语
的第二大商务用语。中华语言的国际传播需要注意几个方面的问题 ：
第一，汉语国际传播科学推进。有以下几个方面应予考虑： 1） 能否满足世界不同地区学
习汉语的需求； 2） 能否为汉语学习者带来学习之后的应有的实际效益 ； 3） 在教学标准、教
材教辅、教学方法、考试、师资供给、教学声望等方面，能否充分满足学习者的需求； 4） 语言传
播是否促进了经济和文化发展； 5） 汉语传播事业能否可持续发展。
这些指标，标志着汉语国际传播的理想状态 。要达到这样的理想状态，就需要分析古今中
外语言传播现象，研究语言传播规律，据此制定汉语国际传播规划，并在实践中不断调适完善。
第二，协调好与海外华语的关系。 海外华语是汉语走向世界的先遣队，普通话的规范标
准、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标准，都应考虑到海外华语的存在现状，最大限度地实现本土与
海外的语言沟通，使“以普通话为基础的全世界华人的共同语 ”这一“大华语 ”的概念 ⑤ ，在本
土与海外的语言沟通中发挥作用 。华语之间的协调，进而可以发展为各地华语教育机构的协
调，其理想状态是形成同盟关系，联合制定教学标准，编写教材和教辅材料，研讨教学方法，协
调考试办法，共认考试结果，促进华语教学事业的良性发展。
第三，与国内语言文字事业结合起来，形成合力。 国内语言文字事业是汉语研究、汉语教
育和普通话推广的大本营，拥有丰厚的人力资源和智力资源 ，将这些资源转换为汉语国际教学
资源，会源源不竭，也是语言文字事业协调发展的最为重要的体现 。
同时，汉语的国际传播也要同我国少数民族语言的传播结合起来 。 我国许多少数民族语
言，如蒙古语、藏语、维吾尔语、彝语、傣语、满语等，国际上都有数量不等的学习者和研究者。
汉语同少数民族语言的传播应有所统筹 ，共同发展。 向外传播少数民族语言，满足国际需求，
既是我国的国际义务，同时也关乎国家安全。
4． 2 提升国家外语能力
国家在处理海内外各种事务时，都需要得到合适的语言支援。 而这取决于国家的语言能
力，包括外语能力。过去我国的外语学习除了外交的需求之外 ，主要是向西方学习先进的科学
文化，因此外语语种单寡，教学的重点是外语的标准语和书面语，外语界的学术研究也侧重在
外语教学上。但就当今国家改革开放的形势及国家的发展看 ，已经远远不能满足国家需求。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国际地位的提升 ，外国朋友来华工作、学习、开会、旅游甚至定居者与日俱
增，一些大型的运动会、博览会、商贸洽谈会、学术会议等也常在中国召开。中国需要为他们提
供必要的外语服务。外语服务涉及诸多方面的问题，比如公共服务领域的外文标示、说明文字
及口语服务等，许多外国人聚集社区的外语服务等 ，重大国际会议、会展的外语服务等，非通用
外语语种人才的培养和社会工作者的外语培训等 。
我国的海外事务越来越多，对国家的发展越来越重要。 比如： 到国际组织中任职服务，国
际维和、反恐、救灾等人道主义合作，劳务输出，国际经贸、科技、文化活动，塑造国家的良好国
际形象，争取国际话语权等等。当今的国家利益已超出本土，如何用世界各国人民习用的语言
介绍真实的中国，减少误解与冲突，如何通过语言保护国家的海外利益和出国人员的安全，已
是必须考虑的国务大事。正因如此，我们需要全方位的了解世界，仔细的研究世界，学会进行
“国际游戏”。这些都需要更多语种的外语人才，需要更多的兼通多门外语、或兼通某种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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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复合型外语人才。
提升国家的外语能力，已成为国家发展之大计。要尽快了解各行业的外语需求，盘点国家
的外语人才状况，成立具有多方协调能力的外语管理机构，制定合适的外语发展战略，制定国
际化人才的语言培育规划，拿出具体有效的措施，尽快解决外语语种单寡、人才单纯的问题。
4． 3 解决好跨境语言问题
跨境语言问题，既是国内语言问题，也是国外语言问题。 解决好跨境语言问题，是睦邻戍
边的需要，也是提升国家语言能力的重要环节 。我国的跨境语言（ 包括跨境方言） 估计超过 30
种，情况错综复杂。跨境语言处理得当，境睦边安，中华文化与科学技术能够自然延展 ，四邻受
惠。处理不好，会损失语言资源，削弱语言能力，诱发各种语言矛盾，出现文化“倒灌 ”现象，带
来国家安全方面的种种隐患。
当前，我们对跨境语言的重要性认识不足 ，对跨境语言的现实情况不太了解，特别是这些
语言在邻国的使用情况。应当利用多种方式开展跨境语言的调查研究，科学制定跨境语言政
策，有计划地培养跨境语言人才。做好跨境语言工作，就等于为国境铺设了一条新的安全线，
为四邻架设了座座友谊桥。
4． 4 履行国际语言义务
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必须履行一系列的国际义务，其中包括语言方面的国际义务。国
际领域的语言事务主要是： 对人类面临的主要语言问题进行研究 ，利用国际力量来正确对待这
些问题，合理解决这些问题； 建立健全国际语言秩序，化解语言矛盾，为各国的语言规划进行咨
询或建议，帮助世界人民过好语言生活。据笔者陋见，当前最需关注的有如下三个方面 ：
第一，维护语言权益。语言权益是人权的重要组成部分。 个人、民族、国家都拥有各种语
言权益，这些语言权益需要国际社会通过公约、倡议等各种方式来维护。 比如移民的语言权
益，弱小民族的语言权益，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问题等。
第二，保障语言沟通。国际社会需要相互沟通，因此需要科学规划国际多边组织、跨国的
地区组织等的工作语言，需要通过公平的国际标准等保障互联网上的语言传输。 通过沟通增
进了解，增加互信，减少误会。
第三，保护濒危语言。语言是文化的贮存库，语言的消逝是人类文化的不可挽回的损失。
据估计，人类现存的 6000 种左右的语言，有 90% 可能会在本世纪消逝。 面对这种“文化劫
难”，人类需要采取切实的措施，尽量延缓这些语言的消亡，或是进行“活态 ”保护，或是通过现
代信息技术将这些语言的资料保存下来 。
5． 结语
双言双语社会的逐渐形成、虚实两个空间语言生活分野与连通、城乡语言规划问题及“语
言地图”的快速改写、国内外两个语言大局的统筹兼顾，构成了当下我国主要的语言国情。 认
识这种语言国情，准确地把握这种语言国情，是国家语言规划的基础，也有许多崭新的学术课
题。在这种形势下，语言与国家的关系提到了新高度 。语言与国家认同、民族认同、地区认同，
语言与国家安全，语言与国家的创新能力，语言与国家信息化发展，语言对社会的经济贡献等，
成为政界学界常议之话题。语言矛盾呈现易于激化的态势，许多社会的、文化的冲突往往伴之
以语言冲突，或者直接表现为语言冲突。这种倾向在世界许多国家也都有明显表现 ，甚至引发
政府危机和“语言战争”。此外，语言生活的多需求，对语言服务的要求越来越多样，越来越迫
切。必须尽快建立政府指导、社会参与、多种机制并发的社会语言服务体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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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规划就是要解决国家和人类发展中遇到的各种语言问题 。 当今之世，要求我们必须
站在国际化的角度关注中国的语言生活 ，站在信息化的高度观照现实语言生活 ，站在世界大国
的立场做中国语言规划，努力提升公民的语言应用能力，尽快提升国家的语言能力，切实履行
国际领域的语言义务，促进中国乃至世界语言生活的和谐 。
附

注
① 在本文中，作为学术概念使用的“语”和“言”是不同的。“语”是语言，“言”是语言的变体，包括“地方

方言”和共同语； 方言是语言的地方变体，共同语是语言的高级变体。根据掌握语和言的数量，可以分为单言
者、双言者、多言者和单语者、双语者、多语者等，为讨论问题的方便，一般情况下不严格区分双言者和多言者、
双语者和多语者，说“双言者”时往往包含了“多言者”，说“双语者”时，往往包含了“多语者”。根据社会交际
使用语和言的数量，也可以把语言生活分为单言生活、双言生活、多言生活和单语生活、双语生活、多语生活等
类型，同样为讨论问题的方便，语言生活一般情况下不严格区分双言生活和多言生活、双语生活和多语生活，
说“双言生活”时往往包含了“多言生活”，说“双语生活”时，往往包含了“多语生活”。
② 参看文字改革出版社编（ 1958） 。
③ 参看中国语言文字使用情况调查领导小组办公室编（ 2006） 图 1。
④ 根据谢俊英（ 2011： 6） 的报告，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 2010 年运用与“中国语言文字使用情况调查”
（ 1999 年 8 月 － 2001 年 9 月实施） 相近的方法，对河北、江苏、广西三省（ 区） 进行了普通话普及情况的调查，
发现这三省（ 区） 能够用普通话交谈的比例达到了 70 ～ 80% 。
⑤ 参看李宇明主编（ 2010） 《全球华语词典·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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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uster of phenomena which involve a pair of ziji （ 自己） ． The doubling construal can be either predicational
as in the case of topicalization， or quantificational as in the case of bare conditionals． By analyzing the
reflexives in question as variables， the paper is able to account for a variety of syntactic and semantic
restrictions they observes． The findings not only lend further support to the idea that Chinese constructs
operator-variable pairs on a sentential scale due to its analyticity，but also call for a cartographic analysis of
Chinese reflexives in general． These studies will hopefully lead us to the discovery of more fundamental
ingredients across the fine line between predication and quantification．
Key words： reflexive doubling，predicational structure，quantificational structure，Chinese syntax，cartographic
approach
ZHANG Bojiang，The nominal effect of disyllablization
The theories of ‘verb as a subcategory of noun’and of ‘monosyllable-verb and disyllable-noun pairing’in
Chinese proposed by Shen （ 2009，2011，2012） have a considerable explanatory potential． In Modern Chinese，
numerous disyllable nouns originate from verbs through semantic metonymy and reanalysis． The assimilation of
disyllable verbs into nouns is the underlying cause for a great deal of phenomena， esp． the shift from
adverbial-verb constructions to modifier-noun ones． Additionally，the paper discusses the awareness of parts of
speech of chinese speakers．
Key words： disyllable，metonymy，reanalysis，awareness of parts of speech
WU Fuxiang，Selection versus innovation of word order： Some observations and reflections on the word
order change in Chinese
Word order change in Chinese is divided in this paper into selection and innovation，and the change is
primarily accounted for by the former rather than the latter． The motivations behind the selection could be the
diffusion of the grammatical structures of the Standard Chinese or Chinese Mandarin，and the influence from the
non-Chinese languages in the North．
Key words： selection of word order，innovation of word order，word order change，historical syntax
DONG Xiufang， Structures and features of the argumentative texts in Old Chinese： A discourse
analysis of fu （ 夫） and jin （ 今）
The function of fu （ 夫） and jin （ 今） in Old Chinese argumentative text should be consider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iscourse structure． As discourse markers in argumentative texts，fu （ 夫） introduces the thesis
of the speaker and jin （ 今） introduces a fact which becomes the subject of argumentation． The paper also
discusses som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argumentative texts in Old Chinese， such as the use of chain-topic
structures，parallel sentences，etc．
Key words： Old Chinese，argumentative texts，genre，function word，discourse marker
LI Yuming，Features of language life in China today
In China today， the language life exhibits some noticeable features： multi-language and multi-dialect
phenomena are coming into being； internet-based language use is rocketing； the Chinese ‘language atlas’ is
susceptible to constant redrawing； the rampant urbanization makes the overall language planning necessary；
growing domestic demand for learning foreign languages and the promotion of Chinese abroad are calling for a
balanced planning，etc． The main tasks of the state language planning include a full and deep understanding of
the language situation， a proper treatment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anguages， an efficieat promotion of
language competence of the people and the state， a maximal use of multiple language resources， and
undertaking international obligations．
Key words： language life，current features，language plan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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