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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语言政策理论及本文框架
自20世纪50年代后期美国语言学家豪根提出“语言规划”这一术
语(Haugen

1959)，语言规划及语言政策研究便受到各国学者的重

视。语言规划是语言政策的具体体现，是政府或社会团体有计划有
组织地对语言文字进行的各种工作和活动的统称。现在这一概念既
包括社会语言，也包括跟语言密切相关的经济和政治。语言规划的
目的因国家或组织而异，但基本目的是为了语言交际，并解决在语
言交际中出现的问题。为此而做出的语言规划决策或对语言的改
变，构成了语言规划的主要内容。这也可能会导致其他社会变革，
如语言转化或同化，从而成为又一次的语言规划的动机，而进一步
的规划则会涉及语言的结构、功能及语言的习得。
* 北京大学 佐治亚理工学院 敎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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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规划分为四种类型：
1）语言地位规划（Status planning, Kloss 1969: 语言地位规划
也称为声望规划（prestige planning, Haarmann 1990），它决定某种
语言或文字在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甚至小至一个语言集团的语言生活
或社会交际中的地位。这种规划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官方语言、行政区
域语言、广泛交流语言、国际通用语言、首府语言、族群语言、教育语
言、学校语言、文学作品语言、宗教语言、媒体语言及工作语言
（Cooper

1989）。语言地位规划一般要借助于某种政治力量，并以法

律、规划和普及的方式来进行。
2）语言本体规划（Corpus planning: 这种规划涉及语言本身，包括
语言的文字化、标准化、现代化和美化，是对语言结构、词汇及文字标
准的规范化。语言文字化是对语言书写系统的规范，如对书写或印刷字
母及正字法的设计、采用和修改；语言标准化是指超越地域和社会方言
的一种语言标准的确立；语言现代化是使某种语言能够表达现代话题并
成为现代沟通媒介的过程；而语言美化则指对原有标准所做的改变，以
使其更加有效，更加符合审美标准，或与国家或政治的意识形态更加契
合(Cooper

1989；

Kaplan

&

Baldauf

1997)。法典规划

（Codification planning)、术语规划(Terminological planning)、
命名规划（Name planning）及翻译规划（Translation planning）等
也属本体规划范畴。
3） 语言习得规划（Acquisition planning, Cooper 1989: 也称语
言教育规划（Language

planning-in-education,

Baldauf/Kaplan

2003），是对语言教学和语言获得的规划。这一规划涉及多语环境中的
读写能力的培养、各种教育计划的制定等等，其中包括第二语言规划、
母语规划、外语规划、教师培训、语言教材设计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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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语言技术规划（Technological planning: 指对语言的口语形式
及书面形式提供技术支持的规划。这种规划通常分为话语技术和文本处
理，包括语言资源和语言软件。有些学者将语言技术规划归入语言本体
规划的范畴。

在现有理论框架之下进行语言政策案例研究时，为全面描述某一
国家的语言政策情况，通常需要考虑以下因素：
第一部分：语言面貌
1)．官方语言；
2)．主要语言和次要语言；
3)．方言；
4)．主要宗教语言；
5）．主要书面语言；
6）．语言使用者情况，包括人口分布、城市使用者和农村使用者
情况；
7）．语言的地域分布；

第二部分：语言传播
8）．教育体系使用语言及该语言使用时间；
9）．语言教育的目标、方法及目标达成与否；
10）．在可能的情况下，追溯8、9两项语言政策的历史发展情
况；
11）．列出主要媒体语言，并分析该语言对社会经济、民族、种
族、城市、乡村及少数民族语言的影响，其分布/传播情
况，并列举文本；
12）．移民对语言传播的影响，哪些因素决定了目的国语言或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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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母语的学习；

第三部分：语言政策与规划
13）．列出任何语言规划立法、政策或当前实施情况；
14）．列出任何文字规划立法、政策或当前实施情况；
15）．在可能的情况下，追溯上述13、14条政策、实施情况的历
史发展轨迹；
16）．列出实施语言规划政策的机构/组织（正式或非正式）；
17）．阐述政治制度中的语言规划和政策产生的地区性/国际性影
响；
18）．在可能的情况下，追溯上述16、17条政策、措施的历史发
展轨迹（包括来自外部的语言推广）；第四部分：语言的

保持维护及前景预测
19）．阐述主要语言在两代之间的转变，时间是否使语言发生变
化；
20）．论述政治体制中任何一种或多种语言死亡的可能性、任何
语言复兴的努力及任何皮钦语或克利奥尔语（混合语）的
产生；
21）．有必要澄清的有关语言状况的其他问题，及下一两代可能
发生的变化趋向；
22）．补充相关参考文献/参考书目和必要的附录（如：教育体制
下的总规划，回答8、9、14等问题）。

本文将参照上述条目，对中国的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进行客观描
述，内容包括中国的语言面貌与分布、中国的语言政策与规划、中
国的语言教育与传播以及中国目前的语言状况与前景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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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国的语言面貌与分布
中国是一个大国，国土面积为960万平方公里。在这幅员辽阔的
土地上，居住着13亿以上的人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
2011年4月28日公布的数字，中国目前的全国总人口为
1,370,536,875人，其中大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现役军人
的人口共1,339,724,852人；香港特别行政区人口为7,097,600人；
澳门特别行政区人口为552,300人；台湾地区人口为23,162,123
人。中国还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共有56个民族。其中汉族人口为
1,225,932,641人，占91.51%；各少数民族人口为113,792,211人，
占8.4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2011）
中国各民族的地域分布为：汉族主要聚居在黄河流域、长江流
域、珠江流域和松辽平原。但在其他地区也都有汉族居住。少数民
族分布在中国的西南、西北、东北和北方的高原、山地及边疆地
区。在台湾和海南两个大岛也有一些聚居的和杂居的少数民族。
中国的官方语言为汉语，普通话是全国通用的标准语，使用的文
字为简化的方块字。除了标准语之外，汉语还有许多方言，较大的
方言区包括吴语、粤语、闽语、湘方言、赣方言、客家话等等。使
用不同方言的人们需要借助普通话进行交流，否则难以沟通。
中国的少数民族有55个，但是语言却有近100种。汉字作为中国
的法定文字，不但是汉族的文字，也是各少数民族通用的文字。在
55个少数民族中，回族、满族已不使用自己民族的文字，而直接使
用汉字（但在满族聚居地，还可以看到满汉双语标牌）。另外，有
29个民族有与自己的语言相一致的文字。由于有的民族使用一种以
上的文字，如傣语使用4种文字，景颇族使用2种文字，所以29个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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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共使用54种文字。
中国的少数民族语言大致分成三种类型：
1）．语言和文字的历史悠久，有统一的规范和独立的体系，影响广
泛。有些语言和文字与独立的单一民族国家所使用的语言文字相同，这
些民族包括蒙古族、朝鲜族、藏族、哈萨克族、维吾尔族等，语言使用
人口均在100万人以上。以上民族语言和文字集中在这些民族的聚居
区，使用范围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
2）．虽有传统文字，但没有统一的规范，方言差异也较大，其语言
在社会上的应用也不那么广泛。他们虽然也有成片的聚居区，但文字的
使用范围很小，全民族通用的共同语尚未形成。这些民族语言包括彝
族、傣族、壮族、傈僳族、拉祜族、景颇族等民族的语言。
3）．只有本民族的语言，没有与本民族语言相一致的文字。本民族
的语言只在本民族内部日常生活中使用，在社会生活和学校教育中使用
其他民族的语言。这些民族主要使用汉语作为其书面语，但在个别地区
也使用其他少数民族的语言。此类少数民族语言大约占少数民族语言总
数的3/4以上，使用人口约占少数民族总人口的1/2以上。

综上所述，中国的主要语言是汉语，但又是一个多方言、多民族
的大国，语言资源相当丰富。随之而来的语言方面的问题，也给语
言政策的制定者带来挑战。因此，如何处理复杂的语言问题，如何
确定语言使用的标准，如何决定文字的使用规范，如何推广和普及
标准语，如何保护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一直是中国政府职能部门
和学术机构研究和考虑的重要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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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国的语言政策与规划
语言是人类交流的工具，它对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的发展有着非
常重要的影响。因此，人类在进入文明社会后，总是在自觉或不自
觉地干预语言的发展。中国语言规划的实践活动古而有之，可以追
溯到秦始皇时代。但比较成熟和有系统的语言规划实践是在新中国
成立之后。中国国内学者对语言规划的认识是：“基于语言规律和
社会发展需要对语言的社会应用所进行的引导（或曰影响），就是
语言学所说的‘语言规划’。”（许嘉璐，2001：1） 语言规划是
一种政府行为，“语言政策、语言立法、语言规划三位一体，是国
家干预语言使用的主要手段。”（道布，2001：2） 由于语言涉及
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外交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对国家统
一、民族团结、科技发展及对外交流具有重要意义，因此中国政府
历来重视语言的作用。中国的语言规划从各种政策的制定到语言立
法，走过了一段不平凡的道路。
新中国的语言规划始于上个世纪50年代。中国政府从国家层面对
语言进行了几次大的干预，大体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确立语言标准。新中国建国初期，百事待举，但中央
政府把语言文字的规范化问题放到了非常重要的位置上。国家对语
言和文字的标准进行了规定，确定了普通话、简化字和汉语拼音规
范，这是新中国最初的语言规划。
1)．普通话：1955年10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中国文字改
革委员会共同召开了全国文字改革工作会议。在会议期间，汉民族的共
同语被正式命名为“普通话”，并确定其定义为“以北京语音为标准
音，以北京话为基础方言”（此定义后来被修正为“以北京语音为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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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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同时建议教育部，首先在全国中小学和各级师范学校大力推广普通
话，在部队和机关中提倡使用普通话，并逐渐将普通话推广到社会生活
的其他方面。1955年10月25日，中国科学院邀请专家召开了现代汉语规
范问题学术会议，专家们一致认为，普通话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符合
汉语的历史发展情况，也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会议做出决议，对普通
话语音进行审订，对汉语方言进行普查，并向社会广泛宣传普通话，促
进汉语的规范化。
2)．简化字：1950年，中国政府教育部编制了《常用简体字登记
表》。1951年，在上表的基础上，编制了《第一批简体字表》，收字
555个。1952年2月5日，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成立。1954年底，该
委员会在《第一批简体字表》的基础上，拟定了《汉字简化方案（草
案）》，收字798个，简化偏旁56个，并废除400个异体字。1955年2月2
日，《汉字简化方案（草案）》发表，并在全国50多种报刊上试用。同
年7月13日，国务院成立汉字简化方案审订委员会。同年10月15日，在
教育部、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共同召开的全国文字改革工作会议
上，《汉字简化方案（修正草案）》通过，收字减少为515个，简化偏
旁减少为54个。1956年1月28日，《汉字简化方案》经汉字简化方案审
订委员会审订，国务院全体会议第23次会议通过，31日在《人民日报》
正式公布，开始在全国推行。1964年5月，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出版了
《简化字总表》，共分三表：第一表是352个不作偏旁用的简化字，第
二表是132个可作偏旁用的简化字和14个简化偏旁，第三表是经过偏旁
类推而成的1754个简化字；共2238字，这一用字标准根据情况稍有调
整，在中国大陆一直沿用至今。
3)．汉语拼音：早在1940年，拉丁化拼音就已在陕甘宁边区政府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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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法地位。1949年10月，中国文字改革协会成立。在1952年成立的中国
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中，专设拼音方案组，研制汉语拼音。1955年2
月，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设立了“拼音方案委员会”，从专家设计
的近10种拼音方案和社会各界提交的655种拼音方案中进行挑选，提出
了《汉语拼音方案（草案）》。1956年1月，在毛泽东的提议下，选定
了拉丁字母设计的拼音方案。1956年2月12日，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
会发表《汉语拼音方案（草案）》，公开征求意见。经过数次修改，
《汉语拼音方案》终于确定。1958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
会议批准通过了《汉语拼音方案》，自此，中国大陆沿用拉丁化拼音至
今。
4)．标点符号：1951年9月，中央人民政府出版署公布了《标点符号
用法》。共列标点符号十四种，包括句号、逗号、顿号、分号、引号、
冒号、问号、感叹号、括号、破折号、省略号、专名号、书名号、着重
号等标点。

第二阶段：规范语言文字。历史经过30年的演进，50年代制定的
一系列语言政策也在不断进行调整。但进入80年代，面对改革开放
和信息化带来的冲击，语言文字政策也面临新的挑战。港台文化的
冲击使社会上出现了滥用繁体字现象；对外交流的增加使有些企业
热衷于取洋名，或乱造音译词；不少出版物、广告、商店招牌、商
品包装和说明书中也有滥用外文的倾向；在互联网中，语言文字使
用混乱的现象也很突出。因此国家开始着手对新形势下的语言政策
进行重新规划和补充。首先是职能机构的重新调整；其次是一系列
规范性文件和法规的出台；最后是语言文字标准的重新审定修正。
这些举措使得新时期的语言文字政策适应了时代的变化，为之后的
语言立法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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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12月1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办公厅发出《国务院办
公厅关于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改名为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的通
知》，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改名为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其主
要职责是：拟定国家语言文字工作的方针、政策；编制语言文字工
作中长期规划；制定汉语和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规范和标准并组织
协调监督检查；指导推广普通话工作。对在中国大陆地区使用的汉
语文字进行规范化和标准化，并执行国务院对于文字使用方面的政
策和法令。1986年以后，语言文字工作便进入了规范化、标准化的
新阶段。推广普通话、社会用字管理以及中文信息处理等方面创造
了一些新的管理经验，国家语委会同有关部门陆续制定和下发了一
系列语言文字方面的规范性文件和规范标准。各地先后出台了一些
地方法规和地方行政规章，为纠正社会用语用字的混乱现象，推进
语言文字的依法管理奠定了基础。
20世纪60年代，汉字文稿的书写和出版物的排印由直行改为横
行，某些标点符号的用法也有了新的发展变化，有必要对原规定进
行整理。1987年初，国家语委成立《标点符号用法》修订组，约请
专家对原《用法》进行1990修订。1990年3月，国家语委和中华人
民共和国新闻出版署联合发布了修订后的《标点符号用法》，共列
标点符号16种，增加了连接号、间隔号。此后，在听取各界意见
后，国家语委、新闻出版署和国家技术监督局共同决定将《标点符
号用法》制定为国家标准，并于1995年12月正式发布。
第三阶段：进行语言立法。进入21世纪，随着中国的法律制度的
逐步完善，中国的语言立法也被提上了议事日程。2000年10月3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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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2001年1月1日起施行。《国家通用语
言文字法》第一次以法律形式确定了普通话和规范汉字作为国家通
用语言文字的法律地位，是中国第一部语言文字方面的专门法律。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共有四章二十八条，内容主要包括：立
法目的、调整范围、语言政策、公民的语言权利、政府在语言文字
工作方面的职责和主要工作、语言文字应用的总原则、奖励、国家
通用语言文字的使用、语言文字的管理体制、法律责任及附则。
在这部法律中，确定了普通话、规范汉字作为中国通用语言文字
的地位。同时也充分考虑到中国作为多民族国家的现状，规定中国
现行的语言文字地位一律平等。通用的语言文字分为两个层次：一
为国家级通用语言文字，二为地方级通用语言文字。在民族自治地
方、少数民族聚居地方，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和当地通用的少数民族
语言文字可同时使用。
这部法律还专门针对方言和繁体字制定了相关条文：方言是一种
客观存在，将在一定领域或特定地区内长期存在。推广普通话是要
求方言区的人在会自己的方言的基础上，再学会国家通用的普通
话，以便在公共交际的场合使用。而繁体字有其使用的领域和价
值，推行规范汉字，并不是要求所有的场合都不能使用繁体字和异
体字，而是要把繁体字、异体字的使用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
这部语言文字法规定其执法主体为教育部、国务院其他部门、地
方语言文字工作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教育部是主管教育事业和语
言文字工作的国务院组成部门，负责规划指导、管理监督全国的语
言文字工作；国务院的其他有关部门管理本行业系统的语言文字使
用；地方语言文字工作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管理和监督本行政区
域内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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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法律的颁布，标志着中国语言文字规范化、标准化工作开始
走上法制轨道，（魏丹，2005）

确立了中国语言文字政策的法律

地位，为中国建立更加完善的语言文字政策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4．中国的语言教育与传播
1)．汉语教育。中国的汉语教育包括全日制小学、中学、大学设置的
语言教育课程。一般中国学生在小学和中学9年义务教育阶段即能掌握
汉语书面语。中小学教材的设计是根据国家规定的语文课程标准进行
的。据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心的调查，中国人民教育出版社、江
苏教育出版社、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和语文出版社等四家出版机构出版
的小学、初中《语文》教材中，共使用汉字字种5069个，四套教材都用
到的字有3590个。根据字频排列顺序，前1164字覆盖全部课文语料的
90%，前1712字覆盖95%，前2500字覆盖98.2%，前3500字覆盖99.6%。课
文语料以散文为主，占到了所有课文的76.55%。课文又以现代文为主，
占课文总数的85%，文言文占15%。9年义务教育所能覆盖的语料与大众
语言生活中用字用词情况相近。（李宇明，2010：210）因此，汉语教
育在中国已相当普及。大学设置的现代汉语、古代汉语等通选课程，则
是对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才所设定基本要求。
除此之外，在少数民族地区，一般采取民族语言、汉语、及双语教育
等多种方式。对于少数民族的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也作为学科建设
的重要方面，受到学者们的普遍重视。
2)．对外汉语教学与汉语国际推广。进入21世纪，中国的经济进入了
快速发展阶段。汉语作为中国的官方语言和对外交往的主要语言，吸引
了越来越多的学习者。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育已经确立了自己的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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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同时，汉语教学开始向海外拓展，目前“汉语热”已遍及世界。
根据中新网2010年底的报道，现在世界上不包括以汉语为母语的国家和
地区，学习汉语总人数已达4000万，现有100多个国家近4000所高等学
校开设汉语课程。中国国家汉办暨孔子学院总部已在96个国家和地区建
立了300多所孔子学院和300多个孔子课堂。此外，还有50多个国家的
260多个机构提出申请。世界主要国家汉语学习人数正以每年50%的幅度
增加。为了更好地实现本土化教学，国家汉办通过邀请来华、派专家赴
外和远程教育等方式，培训近80个国家的外国本土汉语教师10万人次。
（马海燕，2010）但对于这些数字，我们还应该保持一种清醒的态度。
语言的交流和学习是一件需要长期坚持的事情，靠大量财力支持的语言
推广模式还仅仅是一种短期投入。虽然在争取母语的话语权，扩大语言
的影响力方面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但从长远的角度看，一种语言背后
的经济实力，以及该语言所依托的文化和思想的吸引力，才是一种语言
得以传播的关键所在。
3)．外语教育。中国有着世界上最庞大的外语学习者群体和师资队
伍。根据《中国教育统计年鉴2009》的统计，全国普通高校本专科外语
类毕业生共324724人，占所有普通高校毕业生总人数的6.1%。普通高校
外语类在校生总数为1236460人，再加上成人本专科212509人和网络本
专科94603人，共有1543572名外语类学生。师资方面，全国普通高校外
语类教师共有122,646人,占高校教师总人数的9.5%，仅次于工学类和理
工类，居人文社科类第一。（韩进 2010）
中国的外语教育政策是强制性英语学习政策，呈现出一种全民学习外
语，且以英语为主的状态。从小学到中学，每个学生必须学习英语，在
有条件的地区，一般从小学一年级开始设置英语课程，直至高中毕业。
大学入学考试时，英语是必考科目；进入大学，外语专业的学生有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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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专业外语，但非外语专业的学生必须通过英语四级考试。综合性大学
和理工类院校均设有大学英语（公共英语）系，负责非英语专业学生的
英语教学。工作应聘时，无论是政府部门还是国有或私营企业，几乎都
有英语水平的要求。英语教育从课程设置到教材编写，从测试到教学方
式，均已相当成熟。但其他语种的情况则不甚乐观，一般要到大学阶段
才能接触到，有些语种只能作为专业学习。

根据中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的统计结果，在我国境内居住的外籍人
员数量排在前十位的国家是：韩国120750人，美国71493人，日本
66159人，缅甸39776人，越南36205人，加拿大19990人，法国
15087人，印度15051人，德国14446人，澳大利亚13286人，其他国
家人员181589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2011）这些数字
虽然与外语学习没有必然的联系，但至少说明这些国家与中国的交
往相当密切，对于外语课程的设置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5．中国的语言问题与对策
今天的世界已进入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的时代。中国的语言
文字目前情况如何？将面临哪些变化？国家的语言文字规划将会如
何发展？这些问题都是语言文字决策部门将要考虑的问题。
目前中国语言生活中存在以下问题：
1)．方言：经过多年的普通话的普及和推广工作，普通话已在全国范
围内得到普遍使用。但同时带来了方言的传承问题，有些方言甚至可能
失传。方言的濒危问题已经成为学界的共识，在某种意义上，方言是中
国多元文化的载体，方言的消失，意味着文化差异性和丰富性的缩减
（敬文东，2010）。浙江金华市对金华方言一个调查表明，在6岁到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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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的孩子中，有52.03%的人完全不会说金华方言，能用金华方言进行较
好的交流的仅占22.65%，而这些孩子几乎都会说普通话。除普通话之
外，这些学生更多地选择学习英语，而不是方言。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
所方言室主任周垒认为，从语言的使用范围、语言的使用人数、语言的
使用环境等三方面看，方言的濒危状况已扩展至全部汉语方言，城市规
模越大，方言受到的冲击越大（罗雪挥，2004）。因此，方言的保护成
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2)．少数民族语言：少数民族语言状况值得关注，很多语言已成为濒
危语言，如满语、赫哲语、鄂伦春语、土家语、畲语等。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2001年通过的《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确认了生物多样性、文化
多样性和语言多样性的相互关系，并将这种联系上升为生命多样性的组
成部分。“各会员国重申：坚信文化多样性是发展的源泉之一，其对于
人类的重要性就如同生物多样性对于大自然的重要性一样。”（UNESCO
2011）因此保持语言的多样性，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项重要工作，
因为语言遗产是人类无形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语言遗产在该组织
的文化遗产项目中享有最高的优先权，各成员国也都认为维护人类文化
的多样性是他们最重要的事务之一。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的保护已迫在眉
睫，如果不加以重视，我们很可能失去宝贵的语言资源。
3)．外语：但正如上文所提，外语教育的语种过于单一，英语一花独
秀，其他语种的学习缺少规划。因此，如何对各种外语进行规划，是语
言政策制定者下一步的任务。
4)．互联网语言：网络语言已成为一种特殊的语言现象，语言所引发的代
沟及语言生活的混乱，已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2011年
发布的第28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止到2011年6月底，
中国网民总人数已达4.85亿人；其中年龄在20岁至29岁之间的网民人数占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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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民人数的30.8%，成为网络语言最大的使用群体（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201
1）。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青少年工作专业的三名在校大学生曾于2006年对北京10
所高校的大学生发放500份问卷，调查网络语言对大学生的影响情况。统计结果
显示：80.9％的人反对网络语言错别字；89.5％的人反对网络粗俗语言；60％的
大学生表示使用网络语言是因为“输入方便”，比如BT(变态)、SJB(神经病)、
286(弱智)等；还有68％的人认为，网络语言为传统语言添加了新元素；48.6％
的大学生承认，网络语言使他们与长辈之间的隔阂加深了，因为很多家长不知
“大虾”(大侠)为何物；52.9％的大学生能分清应用网络语言和传统语言（吴玥
悦等 2006）。可见对于这部分具有辨别能力的网民，网络语言的影响是有限
的，但对于10岁至19岁的网民（26%）来说，网络语言的影响可能更加长远，更
加致命。因此，如何进行网络语言规划，也是中国语言政策制定者需要认真考
虑的问题。

对于下一步的语言规划，国家语言工作委员会提出一种新的理念，
即“构建和谐语言生活”。如何处理好主体性与多样性的关系，达到语
言生活的和谐，进而促进社会生活的和谐，是中国语言规划的新目标。
关于语言规划的种类，李宇明提出了新的观点，即在语言地位规划和语
言本体规划之外，增加语言功能规划，区分语言使用的不同层面，合理
发挥普通话、少数民族语言、汉语方言、外语等在不同层面的功能，使
其各得其所，各展其长（熊彦清，2007）*2)

* 이 논문은 2011. 10. 30. 투고되었으며, 2011. 11. 20. 심사가 시작되어 2011. 12. 5. 심사
가 완료되었고, 2011. 12. 9. 편집위원회 심의를 거쳐 게재가 확정되었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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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국문초록>
중국 언어정책에 대한 약술

김란
억

민족이 많은 국가이다.
중국의 공식 언어는 한어이고, 보통어는 전국에서 통용되는 표준어이며, 사용하
는 문자는 간소화된 한자이다. 표준어 외에도, 한어에는 몇 개의 큰 방언 지역이
있다. 중국의 소수 민족은 55개이고 100여종에 가까운 언어가 있어 언어 정책 결
정자들이 큰 어려움을 겪고 있다. 그래서 어떻게 복잡한 언어 문제를 해결하고,
그 사용 기준을 정하며, 문자 사용의 규범을 정할지와 표준어 보급 문제 및 소수
민족의 언어와 방언을 보호할지에 대한 문제가 중요 연구 과제가 되고 있다.
신중국의 언어 계획은 상반세기 50년대부터 시작되는데, 크게 다음 세 단계로
나누어진다. 첫 단계는 언어 기준을 확립하는 단계인데, 1955년에 간체자와 한어
병음 방안이 확정되었다. 두 번째 단계는 한층 더 언어를 규범화 하였다. 20세기
80년대 후반에, 표준어는 외국어와 어느 지역 언어의 영향을 받게 되면서, 언어
혼란 상황이 나타나게 된다. 이로 인해 중국정부는 일련의 규범화된 공문 및 법
규를 공포하고 실시한다. 세 번째 단계는 언어 입법 단계이다. 2000년 10월 31일,
중국전국인민대표회의의 상무위원회 제 18차 회의에서"중국국가 통용 언어 문
자법"을 통과시켰고, 이 법률은 2001년 1월 1일부터 실시되었다.
오늘날 중국의 언어 정책 역시 새로운 문제에 직면해 있다. 방언, 소수민족의
언어문제, 외국어 교육 문제, 인터넷 언어 문제 등은 언어 정책가 들의 주된 관
심사 이다. 이 같은 이유로 중국의 국가 언어 위원회는 "조화로운 언어 생활을
만들자"라는 새로운 이념을 제기했으며, 중요성과 다양성 사이의 관계를 잘 조
정함으로써, 사회 언어 생활의 조화로움을 추진하고자 한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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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영문초록>
An Outline of Language Policies in China

Jin, Lan
China is a large country with a population of over 1.3 billion. The official
language of China is Mandarin Chinese and dialects and minority languages are
also used in many areas, resulting in an important dilemma for language policy
makers in China: dealing with the complex issues of language.
Language planning in China started in the 1950s. There have been 3 stages of
language planning since then. The first stage was the establishment of standards.
The second stage was to further standardize the language. The third stage was
the legislation of language.
At present, the dialects, minority languages, foreign languages and language
used on the internet are main concerns of the language policy makers in China.

"

"

They proposed a new concept called building a harmonious language life to
handl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ubjectivity and diversity and ultimately, to
contribute to the harmony of social life.
[Key words] language policies in China, language planning in China, language
situation in China,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language problem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