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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

前　言
Preface

2019年，在澳門特區成立 20週年之際，澳門語言學會應語言學工作者眾

人之願望，主辦了「澳門特區 20年社會語言狀況回顧與展望」學術研討會。

這是一個意義重大、求真務實的盛會，海峽兩岸的語言文字學和中文教育的專

家濟濟一堂，回顧了 20年來港澳語言生活狀況的變化，總結了中文回歸和母

語教育推進的成功經驗，交流了專家們語言文字的科研成果，討論了語言文字

與文化認同的關係，展望了粵港澳大灣區語言建設的前景。這部論文集，即是

這次研討會學術論文的彙編。

這次研討會由澳門語言學會組織召開，與會者大多數是語言學和文字學的

專業研究者和教師，很多極具影響力的知名學者與會並發言，更有一些題目屬

於水平很高的學術研究成果。這些年，由於中國語言文字在國際上的關注度愈

來愈高，這兩門學科於多方面的應用性日漸顯現，加之在信息科學的推動下研

究方法領先，所以語言學和文字學的地位逐漸提升。然而，這次會議遠比一個

純學術的學科研討會意義重大：因為，港澳的語言問題不僅僅關係到一個人文

社會學的二級學科的發展，而且關係到港澳的文化回歸與民族認同。到了 21

世紀，文化問題已經是不容忽視的問題，先進文化屬於一個國家的軟實力，是

國家強盛的重要條件之一，各國文化平等的並肩發展，又是世界文化豐富多彩

並帶給人類生活幸福、精神充實不可缺少的因素。讓燦爛的中華文化在港澳人

們特別是青少年中入腦入心，是一件多麼重要的大事！語言文字是文化的基

石，是民族的重要標誌和民族凝聚力的要素，我們處在語言學學科建設與語言

教育的第一線，我們的研究需要自主創新，這對母語的健康發展和社會語言生

活的健康發展會起到直接作用。在我們肩上，文化回歸的責任也愈來愈重了。

作為會議的主辦者，我們採用了編委會共同商定的論文集書名《蓮香海闊 

語重情深》，這其中包含着我們這些同道者的共識。蓮海是澳門的別稱，澳門

是一個有包容心的寬闊地帶，澳門特區旗包容了當地的特徵：五星、蓮花、大



002 蓮香海闊　語重情深

橋、海水。在語言文字上，它有「簡繁由之」的提議；在中文教育上，它是兩

岸學人經常聚集之地；朋友們求大同，存小異，共同進步；學者們有交流，有

爭議，互相尊重。包容寬闊，才能把語言文字這樣重要的問題常常放在心上，

努力實踐，在民族大義的基礎上，蓄滿深濃的情懷。我們想，與會的專家和知

心的讀者，也會懂得我們的心意，認同這個書名。

當論文集即將付梓印刷時，想說的話很多，首先要感謝北京師範大學王寧

教授，這麼多年來對語言學會的指導和幫助。感謝澳門基金會、海協會駐澳門

辦事處、霍英東基金會、銀河娛樂集團對這次會議和論文集出版的大力支持！

感謝澳門科技大學的合作，感謝科技大學圖書館為語言學會會員舉辦的研究成

果展！感謝澳門科技大學研究生、會議志願工作者程大通、劉小莉、張可欣、

陳媛！感謝論文集編委會委員們認真負責的評審工作，感謝我們語言學會全體

會員的參與和支持，胡波副會長、王宇嬰理事長、徐威秘書長、劉文英老師，

為論文集做了大量的整理、翻譯工作，特別是澳門理工學院中葡翻譯的馬梓林

同學，從會議的籌備到論文集整理，熬了多少個通宵，與各位專家學者結下了

深厚的感情。更要感謝與會專家和論文作者在此次研討會上的出色表現！

港澳中文回歸任重道遠，相信澳門語言學會將和大家一起，為做好今後的

語言文字工作，繼續努力。

黃　翊

澳門語言學會會長

2020年 5月 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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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文字與文化認同
——談港澳中文教育的重大意義

Language and Cultural Identity: On the Significance of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in Hong Kong and Macao

王　寧
北京師範大學漢字與中文信息處理研究所 /文學院

1997至 1999年港澳先後回歸祖國，已經分別經歷了 20、22個年頭。港

澳語言學學人在這 20年前後最大的貢獻，是不斷把中文教育推向前沿。無人

不說中文，無人不受教育，「中文」和「教育」這兩個詞，對中國人來說，何

等的普通。但是這兩個詞連在一起，對香港和澳門，卻有着千斤的重量。很多

事實讓我們認識到，中文的回歸是港澳回歸的一個重要部分；因為，語言文字

是文化的基石，語言文字自信是民族文化自信的第一要義。文化的認同不能停

留在政令、公告、宣傳上，是要入腦入心的。在過去的 100年裏，香港、澳門

雖不能說沒有中文教育，但在學校課堂裏，在社會生活裏，並不能夠暢快地用

祖國的語言文字授課和交流！我在上世紀末給程祥徽教授出版的第一本論文集

《中文回歸集》所寫的序裏說：「主權的回歸，並不等於『祖國』二字都已裝進

了人們的心裏。經濟發達、生活富裕的驕傲，在有些淺薄的人群裏，遠勝過文

化燦爛、精神充實的自豪。利益會使人自覺地去對抗一個合理的舉動，習慣則

會使人不自覺地去反對一個正義的行為，對付那種無形的挫力，是需要決心和

毅力才能堅持下去的。」20年來，因為各種原因，特別是因為與朋友互相牽

掛的直接原因，我成為港澳中文教育的參與者、目擊者和見證者，我親眼看到

了那種「挫力」——有形的和無形的——無形的「挫力」更多正是在人們的腦

中和心裏。同時，我也親眼看到，港澳的語言學學者和教師們迎着各種困難，

頂着許多壓力，堅守着，努力着，擔負起中文真正回歸的艱巨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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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國情懷和民族大義

中文教育在港澳的推行是艱巨的，許多語言學學人為此不懈努力。有人

說，他們做這件事是由於他們的專業和職業；我卻覺得，不僅如此，這是他們

的家國情懷和民族大義。放棄了民族大義，第一個表現必然是首先看不起自己

民族的語言文字。100年英語強勢，一下子轉變為把漢語變成第一語言，更把

漢語標準語當成最高級的雅語，這確實不是一件容易事。港澳的語言學學人面

對這樣一件艱難的事情，是需要定力的。

港澳回歸十年前，我看到了中文教育的起點。

1986年，正是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籌備的時候，我到香港剛剛成立的

「中華文化中心」作講座，確定的題目是「訓詁學的研究和應用」，和我對講

的是正在德國學習的台灣學者岑溢成先生。一登講台我就知道來講訓詁學是何

等的奢侈，儘管我和岑老師都把訓詁學解釋得非常實用和通俗，內容也儘量講

一些普及的、甚至有趣的應用實例，例如篆刻、楹聯、熟語、典故、菜餚名

稱⋯⋯但和我們交流的只有極個別幾位對字畫古董有興趣的商界人士，少有

學者，因為香港多數高校還沒有開設系統的現代漢語課，更不要說文字、聲

韻、訓詁學了。澳門大學的前身東亞大學尚在籌建的醞釀時期，更不會有人關

注這個內容。1986年到香港回歸約十年間，我又有兩次到港澳：一次是參加

章太炎、黃季剛先生的紀念會，一次是跟隨啟功先生來作書法作品的義展。

這兩次去認識了更多同門和同行的朋友，了解了香港的中文教育現狀。我才知

道，香港高校的課程多半用英語講授，包括文科的歷史課。中小學課程包括語

文一律用粵語，只有少數台灣的學校是用國語的。

香港回歸後的 1998年前後，有三件事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第一件是我和北師大其他十幾位教授與香港教育學院合作，協助香港教育

署，分兩期培訓中小學普通話老師。學生告訴我們，港澳還有不少人把普通話

當成「下等語言」，推廣起來阻力很大。那時，報紙上常有文章反對用普通話

教語文。他們的論點無非兩個：一個是說普通話粗糙不豐富，都是「官腔」，

聲音也不好聽；另一個是說用普通話讀文章，體驗不到其中的思想情感。如果

只是這兩點，屬於說慣方言的人對標準語一時還不熟悉，也情有可原；但其中

摻雜着對自己祖國語言文字的蔑視甚至攻擊，就很難讓人容忍。過了一段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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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香港的商業需要內地推動，普通話有了謀職的需要，教學有過暫時好轉的

態勢；但這種被商業發展和工作就業的實用目的激發起來的積極性，畢竟不是

根本的文化轉軌，是不牢靠的。

第二件是 2003年，我們成立不久的「漢字與中文信息處理研究所」和香

港大學教育學院「母語教學教師支持中心」的老師們一起做過一個「跨學科語

法研究與應用」項目，他們搜集了各個學科的考試試卷，研究其中的語言運用

問題。在一萬九千多道試題的題面中，犯有不同語法錯誤的高達一千多例，約

佔 5%左右。那些句子給我們的感覺是「錯得離譜」「難以卒讀」「不知所云」。

這些語誤多半屬於雜糅類型，難以從單一角度分析，一看就知道是語感的問

題，而不純粹是語法知識的問題。我們曾問香港的老師們：「有那麼多的病

句，怎麼在考試時學生還能懂呢？」他們說：「這很容易理解：試題帶有很濃

厚的程式化特點，一次又一次重複這些試題語言，大家一看就知道怎麼做。就

這樣，因為看不懂題而答錯的情況也經常出現。」這件事引起我們久久深思：

考題的語言是最需要清晰、準確的，這些極不健康的英文、粵方言和科學用語

雜糅的書面語，其中的病句必然潛在地影響了答題的學生，他們會不自覺地形

成了一種偏誤語感，完全體會不到祖國語言的精確美好了。

第三件事，是 2002年去香港開學術會議，學生們請我去看一場很隆重的

文藝演出。他們說：「香港現在已經進步多了，演出報幕開始用普通話了。」

到開場報幕，語言的順序卻是：英語－粵語－普通話。後來我知道，澳門報幕

的順序是：英語－葡語－粵語－普通話。香港回歸將近五年後，漢語的地位仍

然如此，讓人感到在這裏，母語是不安全的。

在這樣工作的起點上，港澳的語言學界的朋友和許多語文老師做了大量的

工作。他們一直在推動普通話教學，不斷提升和優化中文教學的品質，花費大

量的力氣編寫教材。為了證明普通話教語文對課文的理解優於方言，他們展開

了平行班的對比試驗。在簡繁字問題爭議激烈的環境下，他們以自己的智慧

提出了比較可行的方案達到兩岸和諧共處。他們展開了港澳社會語言生活的調

查研究，帶動起高校中文系的學科建設，正在一步步改變着港澳語言生活的面

貌。說起他們的工作，可以列出長長的名單表彰他們的事蹟。在這裏，我想舉

出幾個自己熟悉的例子作為見證：

我在為程祥徽教授《面海三十年》的論文集所寫的序裏說：「這 30年，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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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東亞大學到澳門大學，走在澳門高校建設的隊伍中，參與了也見證了澳門回

歸前後教育的轉變與發展。這 30年，在澳門的最高學府，他用自己語言學的

學識，開闢了為澳門『中文回歸』設立的學壇，從『簡繁由之』的提出，到

對『澳門華語生活』的關注。」除了我列舉的這些工作外，還需要補充的是以

程祥徽教授為首任會長的澳門語言學會、澳門大學和澳門理工學院的語言學學

者，在澳門組織的幾個影響深遠的會議：1992年組織的「澳門過渡期語言發

展路向國際學術研討會」；1996年組織的「語言與傳意國際學術研討會」及「方

言與共同語國際學術研討會」；2011年組織的「澳門語言研究的回顧與展望學

術研討會」；2013年組織的「兩岸漢字使用情況學術研討會」——這些會議面

向社會實際問題和理論問題，推進了中文教育、統一了學界的認識、加快了中

文回歸的步伐。還需要一提的是，程祥徽教授主持澳門大學文學院工作時，邀

請了北京大學的一批知名的語言學專家，開設了多門學術水平很高又很適合澳

門的語言學課程。這樣有力度的、腳踏實地的工作，如果沒有宏遠的志向，是

很難堅持下來的。

港澳與大陸分離一個世紀，相聚後，認識、習慣和語言生活的基礎都會有

區別，如何在大方向一致的前提下求大同存小異，港澳的許多學者在這方面是

用心思的。我在為田小琳教授《語言文字應用研究文集》所寫的序言裏說：「處

在這樣的現實中，小琳從事中文教育是用心的。她的心一直沒有離開北京，腳

卻切切實實踏在港島。她有自己的堅持，盡力傳播語言文字規範，又有實事求

是的變通——這些，都反映在她主編的字典辭書中。在字形上，她遵從以簡

化字為坐標的簡繁關係對照，但在繁體字的選取中，又優先選用了一些香港中

小學語文教育的字形。她率先注意了簡化字的字有合併現象，在簡化字轉為繁

體字時，精細地處理了一對多的字際關係。在讀音上，她遵循普通話審音的規

定，也適當採用了一些台灣的讀音。在語法上，她主張分開『語法的核心規範

與區域規範』，使在某個區域中已經流行的少量句式，不輕率地被判出局；而

在解釋『區域規範』的一些語法現象時，她也很慎重，能夠仔細觀察這些少量

句式的發展趨勢和前途，不使之衝擊了核心規範。這些地方，都體現了小琳的

一種從語用出發的動態規範原則，使『其體自方』的硬性規範，去掉一點點棱

角，稍微柔性一點地進入港澳地區。」這樣細緻的工作，沒有家國情懷和歷史

使命感是做不到的。在談到這個問題時，還需要補充劉羨冰校長對港澳文化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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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改革的一貫關注和適切的建議。她以自己在教育界的威望，率先提倡加強中

小學的母語教育，寫了很多說理透徹、實例充足的論著，對學校教育的影響非

常深廣。

漢字的使用問題既是政策問題，又是科學問題。在 1992年「澳門過渡期

語言發展路向國際學術研討會」上，我發表了一篇題為《漢字的優化與簡繁字

問題》的學術論文，時為新華社文教部領導的冼為鏗先生給予了親切的回應。

他既站在國家語言文字政策的立場上，又以學者的身份深入研究了漢字的結構

和字理問題，十多年來，他以深厚的學養和不停的學習，作文寫書，不僅僅從

政治的角度討論漢字問題，把港澳的漢字使用問題引導到理性和科學的軌道。

普通話教學是否影響表達和吸收？在很多人對英文和粵語抱有執念的情況

下，說服港澳的家長和教師是不能用空話的。香港保良局蔡繼有學校總校長劉

筱玲，掌管着小學和中學兩個知名度很高的學校。她從 1999年開始，便在自

己掌管的學校裏進行用普通話教中文和用粵語教中文的效果比較。這個比較開

展兩年後，她於 2001年考入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漢語言文字學專業攻讀博士

學位。學位論文題目即是普通話與粵語教語文比較實驗的報告。2005年，香

港召開發佈會，公開發佈了劉校長的實驗結果。我去作了講評，總結了她實驗

的五點成功之處：一、實驗班和對比班在同一所學校，用同一位教師任教，學

生在起點上總體成績相當，是根據自願任意編排的，教法、進度、教材完全一

樣，平時與最後的測查內容相同，標準相同，除教學語言不同外，把變數減少

到最小。二、個體成績與集體成績同步追蹤，整體資料與分級資料同時採集，

且效果檢驗方法多元化，把不可比的個性化因素減到最小。三、量化比較和質

性表述的採集相互參照，加強對有關參與者的口頭調查，了解他們的認識和感

受，用他們表述的意見來印證量化的數據所說明的問題，充分體現教育的人文

性和教育對象的個性化。四、實驗不間斷地連續五年，實驗人員和實驗對象固

定不變，充分顧及了教育實施的長期性和效果的滯後性。在這個極有說服力實

驗的推動下，劉筱玲校長學校的普通話、英語和漢字教學成績突出，是有公論

的。能夠用這種實際教學效果來說服社會的舉措，必須自己先有信念，先有高

度的責任感，否則是難以做到的。

我所了解的情況掛一漏萬，只見一斑，已經可見港澳中文教育的許多精彩

事實了。20年，我們和工作在中文教育第一線的港澳老師們成了朋友，眼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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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他們年復一年、日復一日地衝破各種阻力、克服許多困難，把中文教育一步

步推進，將中華文化從課堂和社會生活中介紹給大眾，才有了今天港澳語言生

活和語文教育的新面貌。

二、自然母語與社會母語

在香港澳門的中文教育實踐中，遇到很多因為實際問題產生的理論概念問

題。有些本來明白到等於常識問題的概念，一旦被混淆，便需要在概念的內涵

上作出補充的說明，關於「母語」概念的問題就是這樣產生的。

在香港進行普通話教學的初期，抵制這項措施有一種十分強烈的說法，有

人說：「粵語是香港人的母語，不學自己的母語，反而去學第二語言，是完全

沒有必要的。」這種說法或許有極少數人是在有意混淆視聽，而更多的人則是

出於對「母語」概念的內涵沒有弄清的糊塗觀念。

「母語」本是一個十分明確的概念，也有明確的定義。《中國大百科全書》

指出：在一般情況下，第一語言稱為母語，也就是一個人所屬民族的民族語

言，也稱本族語。而第二語言，也就是非母語語言，則是境內其他民族的語言

或外語。在談到「第一語言與第二語言」時，《中國大百科全書》還明確指出：

「大多數民族語，都有或多或少的、差別或大或小的若干方言，同時都以其中

之一或者以某一方言為基礎形成的共同語作為這個民族的標準語」。這就十分

明確地說明，「母語」是針對「第二語言」來說的。[1]《中國大百科全書》的這

個解釋，至今仍是我國其他典籍解釋「母語」概念的依據。但是在一般人的心

裏，「母語」也就是出生時原生家庭帶來的自然習得的語言。在工業現代化之

前，特別是以農村為主的小農經濟社會裏，原生家庭的語言大多是方言，因

此，有些人也就自然而然地認為，只有方言才是「母語」。現代工業化社會，

在人們的語言生活上，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首先是農業現代化改變了狹小的

「家園」的觀念，家庭成員的遷移使一部分人離開原生地落戶其他地方，甚至

國際間的遷移也漸漸不屬於個別現象。因此，新生兒最早習得的語言並不一定

是原生家庭的方言。如果加上父母並非新生兒的直接餵養、照看者這樣的現象

也漸漸加多，自然母語轉移的情況也就經常發生。這就是說，籠統地把在原生

[1] 《中國大百科全書》編輯委員會：《中國大百科全書．語言文字卷》，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

198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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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的方言當成「母語」，已經不能用以確定個人的語言面貌，對個人特點的

論定和教育措施的規劃，失去意義。而不考慮各種變化、只從早期習得的現實

狀態來判定一群人的「母語」，還會淡化「母語」的文化認同作用，也會造成

「母語」與「第二語言」界限的混淆，對國際交流和歸屬國籍的認可都是不利

的。這樣做，還有一個更大的問題，就是沒有為標準語留下適切的位置和足夠

的空間。因為，標準語對大部分人來說，也是要後天學習的。

這樣，關於「母語」概念的內涵，按照《中國大百科全書》的解釋，首先

應當確定「母語」必須是個人的民族語言，然後要區分兩個不同的概念，即：

自然母語與社會母語。自然母語一般應當是出生時自然習得的本民族語言，而

社會母語只能是本民族或本國的標準語。凡「母語」必為「第一語言」，漢語

的標準語是普通話，所以普通話是「第一語言」，這是民族認同的大事，是不

能含糊的。

區分鄉音、雅言，不只是現代如此，歷史上無不如此。這裏，我想引用宋

代楊簡《慈湖易傳》解釋《論語》的一段話來說明鄉音和雅言的關係，他說：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雅者，文雅之謂，雅言謂非俗語、鄉音，乃

雅正之音也。聖人於平居無事，不必修敬，故只常言；至談詩書與執禮之時，

則乃為雅正之音。」可見，自孔子以來，雅言，也就是標準語，是正規場合、

外交禮儀、嚴肅體裁的文章等必須使用的雅言。雅言更是一種規範的書面語，

每個人一旦進入書面語學習，就立即進入標準語（民族共同語）範疇。學會用

標準語進行口語交流和書面表達，不但是一種修養，而且有重要的實用價值。

沒有這種標準語，用紛繁複雜的地域方言來進行交流，不但會在國際上使外國

人莫衷一是；而且，就連國內的跨地域交流，也會困難重重。學習普通話與平

時與人來往，特別是與鄉鄰、家人交談既無矛盾，又無衝突，這個道理是很容

易明白的。

就教育而言，區分母語與非母語的意義更為重要。這是因為，這兩種語言

學習的途徑不一樣，因此，教學的方法也截然不同。一般情況下，中小學的語

文教學是在母語自然習得的基礎上加深對本民族語言運用能力的培養，同時也

加深對本民族文化的吸收與理解，這種學習要大量利用書面語的言語作品來

進行，也就是利用本民族優秀的書面文本進行母語的再教育。而且，確立「社

會母語」概念的意義，絕不只是用以確立一種教學策略和方法。語言是民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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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徵之一，語言的存亡關係到民族的存亡，社會母語不但保證了全社會內部交

流的暢達，也體現了一個民族對外交流的主權。如果我們只把自然母語當成母

語，不建立起社會母語這個概念，就難以建立社會語言生活的正常原則，難以

解決語言和民族獨立的關係。所以，建立母語的概念，與制度無關，港澳和大

陸在維護自己母語，做好母語教育，有着共同的責任。港澳的中文教育首要的

意義在於此。

這些年，我們欣喜地看到，港澳的漢語研究和中文教育，有了很大的進

展。「兩文三語」中的普通話已經被社會廣泛重視，用普通話教中文已經成為

大多數學校的目標。漢語的事實，地域的特點。漢語傳意的研究、社區詞的研

究、澳門的社會語言學研究等課題，都有了很重要的成果。但是，如果僅僅局

限於商業購物的需要，缺乏民族認同的大目標，中文教育和普通話教學的根本

目的還沒有達到。漢語研究在港澳還有很大的空間，港澳的漢語研究者和工作

者任重道遠，期待新的成果、新的教育面貌不斷湧現。

三、中文回歸與文化認同

港澳語言學者推動中文教育的成績，是不斷提高中文教育的社會地位。學

校教育中，中文應當是首要的教學語言，在社會語言生活中，漢語、漢字應當

是最重要的交流工具。港澳回歸後的重要活動主持會議先用英語，最後再用普

通話的不正常情況，現在已經愈來愈少了。

1997年以前，港澳的社會語言以英語為強勢語言。漢語的特點漸漸被忽

略。過去的語言學教學強調的是世界語言的共同性，並且把印歐語的特點當成

語言普遍性，讓母語教學附會那些特點。成功的母語教學必須突出漢語漢字的

特點，差異性比共同性更為重要。不僅母語教學是如此，英語和葡語在港澳也

只能是第二語言的學習。學習第二語言的重點，是學習目標語與母語相異的部

分。學習第二語言的水平和品質是與第一語言也就是母語的運用能力成正比

的。無論如何，中文教育的地位是應當放在第一的。

漢語是詞根語，它的基本詞根又是單音節的；而且，它又是一種有聲調的

語言，這就使它具有了印歐語不具備的特點，也是它的優點：

漢語是詞根語，詞在句中不論承擔何種功能，基本沒有詞形的變化，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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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漢語的句子組織非常靈活。啟功先生曾經舉過幾個十分典型的例子，說明

漢語句子裏的詞排列起來可以很靈活。有的換了位置意思大體不變，有的換了

位置只是重點不同：「長河落日圓」——「圓日落長河」——「長河落圓日」，三

句意思大體不變，但所見景象的着重點不同。「導之以政，齊之以禮」——「以

政導之，以禮齊之」——「政以導之，禮以齊之」三句意思大體不變，但第一

句重點在「導」和「齊」，第二句重點在「以」，第三句重點在「政」和「禮」。

世界各類語言中，語法結構簡單的類型，詞彙和語義承擔的表達功能必然

厚重。漢語就是一種語義十分豐厚的語言。同樣一個概念，可以用多種詞語來

表示。例如：殷周時代一個「天」，魏晉以後衍生出後來的「天空」「天穹」「天

宇」等多個雙音詞。不但詞彙豐富，而且詞語內涵繽紛多彩，上述雙音詞，不

但表示了「天」的概念，還附加了天空的視覺形狀——天空對大地的籠罩似

房宇、似穹廬。

漢語語素是單音節，又有聲調，這就形成它具有整齊的韻律，天然的音樂

性。漢語的文學體裁極端豐富，數千年來，漢語積累了許多內容形式俱佳的言

語作品，詩詞歌賦之外，散文的語言也時常三字格、四字格、六字訣、七字律

等對仗、排比等語言的特殊表達方法。韻律是漢語的「血小板」，在純文學的

韻文體裁裏，韻律挾持句法、變換正常句式的語言事實比比皆是，構詞法具有

非句法特徵，也是不爭的事實。漢語雙音詞在東漢以後的激增，主要句式的形

成和演進，都有自己獨特的規律，不能完全用所謂的「詞彙化」來解釋。

如上我們簡單列舉的一些現象，就已經看到鑽研漢語要從語言事實出發，

要從真實的現象窺探規律。著名國學大師章太炎對於語言的獨特性有十分精闢

的說法。他說：「中國之小學及歷史，此二者，中國獨有之學，非共同之學。」

「凡在心在物之學，體自周圓，無間方國，獨言文、歷史，其體自方，自以己

國為典型，而不能取之域外。」[2]語言和歷史是有棱角的，是有民族性的，不

論是交流還是研究，不同語言具體的差異性比之抽象的共同性，永遠是更為重

要的。

漢字是世界最典型的表意文字，也是最古老的自源文字之一。世界上古老

的自源文字並不多：漢字與兩河流域古巴比倫的蘇美爾楔形文字、埃及的聖書

字、希臘的克里特島線形文字 A等，都是古文明的產物。所謂自源文字，是

[2] 章太炎：《菿漢雅言札記》，章太炎：《菿漢雅言札記》，載《章太炎全集》第 12集，上海：上海人民出

版社，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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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這種文字產生於當時當地的地理、歷史環境，並且是專為一種語言所建構的

書寫系統。在中國，漢字是自源文字；日本、韓國也使用部分漢字，對他們而

言，漢字是借源文字。漢字完全適合漢語，所以是「語素－音節文字」。更重

要的是，漢字是所有古老的自源文字中從來沒有中斷過的表形－表意文字。我

們可以順利地解讀甲骨文和金文，也是因為漢字發展演變的連續性。

漢字經過存廢之爭。1908年，巴黎的中國留學生主辦的無政府主義刊物

《新世紀》第四號，發表了吳稚暉 [3]的〈評前行君之「中國新語凡例」〉一文，

鼓吹中國應廢除漢文漢語，改用「萬國新語」（即 Esperanto世界語）。同年，

章太炎發表了萬言長文〈駁中國改用萬國新語〉，對漢字的優劣和是否能夠廢

除的問題，進行了針鋒相對的論爭。在這篇長文中，章太炎駁斥了「象形字為

末開化人所用，合音字為既開化人所用」的說法，指出使用拼音文字的民族和

國家，從他們的文化看，並不都優於使用漢字的中國。同時指出，是否能普及

教育，在於政府是否重視而認真推行，歸咎於文字的優劣是難以說服人的。

他明確提出了漢字與拼音文字優劣互補的主張：「象形之與合音，前者易知其

義，難知其音。後者易知其音，難知其義。」章太炎還指出，一個國家的文字

所以能夠保存、傳衍，是因為它與本國的語言相契合。日本所以改讀改字，是

因為日語與其借去的漢字不相契合。

漢字沒有廢除，就有了後來的簡繁之爭。1990年代，大陸和港澳在簡繁

字問題上有過相互的理解，經過「漢字優化」問題的討論，提出「簡繁由之」

的主張，並有了「相映成輝」的共同認識。「漢字落後論」已經逐步消除。經

過一個多世紀的分離，海峽兩岸在漢字的使用和規範上，已經有了很多不同，

但是，漢字作為一種自源文字，一直攜帶着中華民族的歷史文化。它是中華文

化的活化石，在古老的漢字中，可以追溯中華文化的種種原生態。共同的歷史

文化把大家連接在一起。中華文化成為大家統一認識、消除分歧的重要基礎。

這使我們更加理解了章太炎在一個世紀以前說過，要用語言文字來「激勵種

性」，來「增進愛國的熱腸」的深刻意義。

進入 21世紀以後，我們在高科技領域來看漢字，達到一個統一認識的新

高度。

1990年代開始，全世界進入信息時代。信息時代的特徵，可以從三個方

[3] 吳稚暉（1865-1953），江蘇武進人。1902年加入上海愛國學社，曾參與《蘇報》工作。1905年在法國

參加中國同盟會，早年出版《新世紀》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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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來說明：首先是生產活動引入了信息處理技術，也就是電腦進入了工業、農

業生產和科技發明，使這些部門的自動化達到一個新的水平，生產力的提高是

飛速的；其次，電訊與電腦系統合而為一，可以在幾秒鐘內將信息傳遞到全世

界的任何地方，電報、電話、郵政都被網絡傳播替代了，人類的交流必須在這

樣的條件下來考慮成敗；最後，信息和信息機器成了一切活動的積極參與者，

甚至參與了人類的知覺活動、概念活動和原動性活動，也就是在精神活動方

面，也有愈來愈多的內容，由電腦部分代替了人腦。信息時代改變了人們的生

活方式，改變了人與人相處的方式，改變了人們的學習方式，也就必然要改變

人的思維方式。中國的信息革命，都跟漢字有關，特別是第二個方面。應當想

到，如果漢字沒有進入電腦，手機和電腦裏只有英文，我們很難傳遞漢語信

息。海峽兩岸共同經歷了告別鉛與火的時代。漢字迎來了信息革命的挑戰。王

選院士在 1981年主持研製了中國第一台電腦漢字鐳射排版系統原理性樣機華

光 I型。有了這一台鐳射排版以後，我們就可以將信息輸入到電腦內，並且它

能使信息轉化到紙上一頁一頁輸出來。從 1985到 1993年，王選院士又先後主

持研製成功並且推出了華光 II型到方正 93系統，一共五代產品，以及方正彩

色出版系統。這樣印刷又進入到了彩色系統。而在此之前，我們是怎麼印書的

呢？是通過鉛字排印完成的。鉛字先要用手刻，刻完了再去做成模具，然後批

量澆注。印不同的書，如果遇到之前沒有的字，還得重新刻字。而且鉛字是耗

材，用過一段時間後，凸起的字面就會磨平，必須更新。因此鉛字排印，費時

費力，效率很低。由於鉛字是用火鑄成的，所以我們把這個時代稱為「鉛與火

的時代」。王選院士研發的這些成果開創了漢字印刷的一個嶄新時代，使我們

的報業和印刷出版業真正告別了「鉛與火的時代」，邁入「光與電」的技術革

命。漢字進入互聯網後，在互聯網上所佔比例從 2016年的 2.8%，到 2018年

僅僅兩年的時間，就上升為 4%至 6%，這是中國對世界影響力提升的表現，

也是國家軟實力提升的表現。時至今日，漢語漢字的優越性已經充分顯現，對

自己語言文字的自信，應當牢固的樹立。

中國語言學的發展做出了一定的成績，但是，由於不恰當地盲目引用西方

語言學的方法和結論，漢語、漢字的真實面貌並沒有被描述清楚，很多語言信

息被忽略而失落，很多屬於漢語漢字的內在規律不能客觀地表述。傳統語言學

的繼承一直沒有很好地提到日程上來。重視歷史，重視傳統的繼承與現代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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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是一個獨立的國家保護自己文化必須也只能遵循的道路。文化的多樣化是

維護世界和平的前提，這並不違背國際化的原則。正確對待中西文化的交流與

吸收，正確對待傳統的繼承和創新，在很多領域有過深刻的論辯。如今我們來

客觀地看待這段與中國道路相關的思想論辯歷史，可以擇取其中或多或少的合

理部分。而現今中國已經初步擺脫貧弱，討論問題的背景早已經轉換。只是，

在對這一問題論辯的回眸中，我們看到的是，建設自信文化的重要性。港澳的

很多學者 20年的奉獻，創造了很多在特殊情況下進行母語教育、增進文化自

信的經驗。在文化認同的前提下，把中文教育推向新的高度是兩岸學者共同的

歷史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