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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作为一种文化镜像

语言是人类特有的一种符号系统；
当它作用于人与人的关系的时候，它
是交流感情和传输信息的中介；当它
作用于人和客观世界的关系的时候，
它是认知世界和描写世界的工具；当
它作用于文化的时候，它是文化信息
的载体和储存文化的容器。

——《许国璋论语言》《中国大百科全书 •  语言文字卷



从语言的概念说起

语言是由显性结构 + 隐性结构

构成的文化符号系统



词语“门当户对”

指男女双方家庭的社会地位和
经济状况相当，结亲很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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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作为一种文化镜像

母语认同是指人类对于母语的倾向性共识与认可。
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共同语——母语要想在全球化中保
持生机与活力，也必须要有支撑本民族或国家共同语
发展的语言软实力。我们认为，全球化背景下的母语
认同危机实质是经济一体化的外部冲击和国家母语意
识的内部缺失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目前中国母语
认同的重构必须从国内外因素着手，积极削弱全球化
的不良影响，彻底改变国内母语缺失的不利现状，努
力提升当代国人的母语认同能力。



母语认同的几个维度：

1.树立母语自信：精神支柱

2.提升母语意识：突出标志

3.加强母语教育：重要基石

4.开发母语资源：巨大潜力

5.培育语言能力：综合体现

6.推进母语国际传播：文化战略



“母语认同”





《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5.18

纪秀生

重拾汉语的母语自信



母语通常是指一个人所属民族的群体语言，也

称“本族语”或“第一语言”。母语是一个民族最

为鲜明的符号标志，它既把一些人凝聚为一个共同

体，又把自身与操其他语言的人区别开来。德国语

言学家洪堡特说：“语言是一个民族所必需的‘呼

吸’，是民族的灵魂所在，通过一种语言，一个人

类群体才得以凝聚成民族，一个民族的特性也只有

在自己的语言之中才能获得完整的映照和表达。”

母语不仅是一种表达工具，还有独特的文化价值。

对个体来讲，它是培育我们归属感和家园感的血缘

纽带，对民族而言，它是一个民族的文化徽章，是

塑造民族凝聚力和文化向心力的重要利器。



每一个民族都对自己的母语有种特殊的

感情，这呈现出一种奇特的文化心理。人们

都有一种强烈的用母语来表达思想感情的“

表现欲”；都有希望子孙后代掌握与自己同

样的母语的“传承欲”；在异国他乡，更是

对母语有着强烈的“乡音情”。这种情感是

我们缔造母语忠诚、树立母语自信的重要支

撑，需要精心培育、用心传承。



母语自信是一种社会的文化心理和

民族心态，体现了一个国家和民族对自身

母语价值的充分肯定和尊重，是对母语生

命力的坚定信念，属于精神层面的底蕴与

力量的外溢。人们评论自己的母语，都会

对它表现出一种认同感和自豪感，视其为

世界上最美丽的语言。在中国人心中，汉

语是五千年文明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值

得每个中国人珍惜与骄傲的文化标记。



然而，在过去的一百多年历史中，我们曾经

有过对母语的不自信。有学者总结说：“‘百年

中文，内忧外患’。其外有西方语言的冲击，现

代汉语严重欧化；其内则是母语的自信心和自觉

意识不断衰微，中文成为追逐现代化过程中不断

遭到修葺的对象。”我们的母语一直蒙受着“低

级”、“不够准确”、“不讲逻辑”而又复杂难

懂、汉字不利于书写、不利于计算机输入的种种

责难，这让人感受到我们的母语受到过伤害，经

历过危机。



今天，我们清醒地认识到，中华文化是中

华民族的命脉和灵魂。

而我们的母语既是这种文化的产物，也是

这种文化的最重要组成部分，还是这种文化的

最重要载体和最集中体现，因此要维护中华文

化的繁荣与发展，就再不能对我们的母语采取

“自贬、自侮、自戕”的态度，而是让它重新

拾回“自尊、自信、自强”。



事实上，我们的母语——汉语的确有

值得坚守的理由和弘扬的信心。汉语是世

界上历史悠久、发展水平最高的语言之一

。汉语拥有最为丰富的书面文献和自公元

前841年以来不曾中断的历史记录。汉语

词语具有想象的特征，这在世界语言中是

独一无二的。



季羡林称我们的汉语“是世界语言里最简练的一种语种，同样表达一个意

思，如果英语要60秒，汉语5秒就够了”。

语言学家王力说：“西洋人做文章是把语言化零为整，中国人做文章几乎

可以说是化整为零。”汉语能“随物赋形”，重“意合”而轻“形合”，所以

汉语保留了更多感性的东西，更接近人的瞬间体验而非理性分解。

用美国语言学家范诺洛萨的话说，汉语充满动感，不像西方语言被语法、

词类规则套死。

瑞典语言学家高本汉也这样评论我们的母语：“中国文字好像一个美丽可

爱的贵妇，西洋文字好像一个有用而不美的贱婢。”他还认为汉语有声调，语

法又比较简易，而且中国人一直非常重视在声音方面的锤炼，因此在漫长的历

史中，汉语被造就成一种音韵铿锵、和谐与美丽的语言，在这个方面它略胜西

方语言一筹。

美国语言学家萨丕尔也赞叹说，“今天的英语诗人会羡慕中国即兴凑句的

人不费力气就能达到的那种洗练手法。”



汉语表达的自由度和创造性可以和任

何一种语言媲美，“汉语本身所具有的优

点使得它的句法比英、美所谓的标准英语

要简单许多，发展潜力也要比英语大得多

”。英语中保留的屈折语的现象使得英语

显得累赘，而汉语没有这种现象；现代英

语词汇量急剧增长，已经成为人们的一种

沉重负担，而汉语词汇的生成多与原有词

汇有着密切关联，易于掌握运用。



汉字是中华文化系统中影响最为深远的文化符
号，不仅是记录汉语的文字符号，而且是蕴藏中国文
化的重要载体和解开中国文化之谜的一把钥匙。

汉字素有“东亚的拉丁文”之称。日本学者曾说
过，所谓的“东洋史”，即是以汉字为载体的中国文
化在东亚地区传播的历史，由此形成了影响至今的“
汉字文化圈”。

计算机“汉字输入”的难题在上世纪末已得到解
决（王永民），而且，汉字键盘输入的速度超过了英
文字母，输入效率达到英文输入的1.3—1.9倍。对此
，人们认为：聪颖的华夏祖先创造了汉字，智慧的炎
黄子孙解决了汉字快速输入计算机的世纪性难题。



进入21世纪，汉语在全球快速传播，在世界许多地区
产生了重要影响，“这在人类历史上还是第一次”。不断升
温的“汉语热”，不仅强化了人们对我们汉语母语的认同，
旺盛的需求也为汉语“走出去”增添了信心。据英国语言学
家戴维·格雷多尔研究预测，到2050年时，汉语将会上升到国
际语言分类金字塔的最高一层，那时，汉语的国际地位将显
著提高，它将与印地语、英语、西班牙语和阿拉伯语一起，
共同成为世界上使用最广泛的语言。格雷多尔还认为，亚洲
一些地区的雇主已经不再将会说英语作为雇员的唯一条件，
在下一个世纪中，汉语可能成为“一定要学”的语言。我们
有理由相信：在21世纪人类交往活动中，随着汉语地位的稳
步提升，我们的母语汉语必将不断增强语言自信，并在全球
范围内实现中华民族的语言复兴。（因此，我们更应重拾汉
语的母语自信，做一个文化根基牢固的中国人。）



母语认同

“每一个清醒的政府，都应该拿出切实的对策，
扩大自己的语言在世界信息传递中的份额。”

汉语正迎来一个最好的国际传播战略期

◎难得的历史机遇

◎旺盛的世界需求

◎应尽的国际义务

◎坚定的文化自信



母语意识的觉醒

1.《中国话》歌曲

2. 汉字听写大会

3. 中国成语大会

4. 百集纪录片《中国词儿》

5. 高考语文分数分数的变化

6. 电影《中文侠》的拍摄

7. 中华经典诵读工程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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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有一个底座”
—— 萨丕尔《语言论》

文化是语言的根基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文化的全息装置



语言是储存人类社会文化的“水库”；

社会上的一切“风吹草动” ，

都能在语言中得到“一五一十”的再现；

语言能折射出许多文化的“蛛丝马迹”；



从中西词语对比看文化差异

Eg1

汉语“嫂子”

英语“sisters-in-law”



Eg2

汉语 “ 吃了吗？”

英语 “ good   morning ”



Eg3

汉语的“拿”可细分为：持(枪)、执(剑)、秉
(烛)、操(刀)、握(笔)；英语只用“hold” 或“grasp” 

来对译。

汉语严格区分用体力负运东西的动作，不但谈

明负运的工具和方式，而且限定负运的事物，如荷
(锄)、挑(土)、担(水)、提(箱)、背(人)、负(重)、挎
(篮)、拎(包)等，而英语只用一个“carry” 来统称这
些动作。



“词语理据”

“结束”

漂亮 经常 小时 目的

商人 倒霉 厦门 里海

铁观音 大红袍 中山装

半斤八两 Chian 胡说八道



人名密码

钱钟（锺）书

袭人 焦大 紫鹃

宝玉———宝钗、（林）黛玉、妙玉



词语就如同是人类的一部大百科全书，无
论你翻阅哪一页，都能从中得到在某些方面所
得不到的文化史料。正因如此，我把它称之为

“词语档案”

语言学家格里姆所说：“有一种比骨骸、
武器、墓穴更为生动的东西可以说明民族的历
史文化，那就是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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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自信

先从文字的定义解读汉字价值



文字的定义

文字是记录语言的书写符号系统



文字是记录语言的书写符号系统

再两个关键词：语言、书写



语言：形式——声音
内容——意义

书写：阅读——看的



文字是记录语言的书写符号系统

英文 water

汉字 水



形声字：甲骨文中主要是象形字和会意字，形声
字所占的比例仅为20％，到了许慎《说文解字》，形
声字已占80％，今天汉字中的形声字所占比例更高达
90％以上。可以看出汉字的发展存在一个形声化的过
程。

以“氵” 部为例：江、河、洋、泥、清、泡、浪、

澳、涌、渡、涨、漠、洲、潮…… 



问题：汉字是“表意文字”？
汉字是“意音文字”？



右文说：《宋史》卷三百二十九称王圣美，太原

人。 在中国文字学史上，他是明确提出“右文说”的第

一人。“右文说”是指形声字的声符在表声的同时还表

意。沈括《梦溪笔谈》卷十四说：“王圣美治字学，

演其义以为右文。古之字书皆从左文。凡字，其类在

左，其义在右。如木类，其左皆从木。所谓右文者，

如戋，小也。水之小者曰浅,金之小者曰钱，歹而小

者曰残,贝之小者曰贱。如此之类，皆以戋为义也。”

这就是说凡从“戋”声的字都有小的意义在内，“戋”在

表声的同时还表意。



“象声会意”之说的是清代著名学者陈澧。他在

《东塾读书记》中云:“大字之声大,小字之声小,长字

之声长,短字之声短,说‘酸’口若食酸形,说‘苦’口

若食苦形,说‘辣’口若食辣形,说‘甜’口若食甜形,

说‘卡’声音突然止……”



再以表示人的感觉或感情活动的“喜、怒、笑

、骂”四字的读音加以分析。发“喜”音时唇形扁

平,嘴角呈笑意状,模仿人喜悦时笑嘻嘻的形状(“喜

”在古音系中声母属晓母字,在古音中读如

“hi”,“hi-hi”为人喜悦时发出的笑声,其模仿的

特点更明显,现代粤语仍读此音);发“怒”音时嘴唇

撅起,模仿人不高兴之状,与“努嘴”之“努”同属

一音;发“笑”音时不难感觉脸部肌肉是鼓起的,与

人笑时嘴角咧开、脸部肌肉鼓起形状无异;发“骂

”音时脸部是拉长的。



“音近义通”例如:“环、泉、圈、渊”等音节表示的客观物体
形状都有圆或可能是圆的意义,因此这些音节在发音时发音器官
嘴唇的形状都呈圆形。再如,小犬为“狗”,小马为“驹”。(古
文中“勾”即“句”,古语“高句丽”与“高勾丽”读音一致)

另外,钩、沟、构、枸、拘、朐,再到局、倨、锔、踞、据……

均为一个“家族”,都有弯曲义。

“肠”的读音是因为其状长而被称为“肠”。蛇被称为“
蛇”,是因为它的“舌”是最厉害的攻击器官,人们怕其舌而称

之为蛇。韭菜取“韭”的读音也是有原因的。《说文解
字》中说:“韭,菜名。久而生者也。”“久而生”是这种菜区
别于他种菜的典型特征,人们依据这种特征为其取名“久”。



汉字自信从文化上看



汉字是一种古老而具有独特文化价值的
文字符号

“历史的悠久”“丰富的内涵”“生动的符号”“文
化的使者” “和谐的形体”“魅力的书法”

“特殊的功能”（字谜、“福”“喜”字文化 、文化
高度统一）



汉字是“培养儿童智力的魔方”

汉字是中华文化的“活化石”

汉字是中国的“第五大发明”



汉字是中华文化的“活化石”

“兒 ”（儿）







“漆”、“七” 、“柒”



汉字文化小趣

学（學）、为（爲）、美、喜、取（得）

桌、凳、聪（聰）、凝、私、佛



穿越时空、耐人寻味

瑰丽多姿的一个个汉字

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

我们要格外敬重它

保护它

传承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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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语法结构类型看汉语语法的独特性

汉语属于孤立语——“缺乏形态变化”



形态：一个语言（词形）单位，
由于它所处的位置不同而发生变化。

I        love     her

She    loves    me



我 爱 她

她 爱 我

I        love     her

She    loves    me



“缺乏形态变化” 意味着汉语不需要过多的必要限制

Eg1

吃食堂、吃大碗、吃利息



Eg2

照明
烧火



Eg3

一个凳子坐三人

一匹马骑俩人



“缺乏形态变化” 意味着汉语组词造句简约、灵活

“ 叔叔，树不用再浇水了。”

“ 不浇怎么行，会死的。”

“ 你死了找我 。”

“ 我不相信。”

“ 骗你小狗。”



Eg5

打

△ 打屁股 ◎打酱油 ◎打电话◎打小抄◎打招呼
◎打点滴 ◎打主意◎打光棍◎打比喻

△打人◎打伞 ◎打的 ◎打卡◎打包 ◎打井◎打水
◎打更 ◎打滑 ◎打手 ◎打听 ◎打针 ◎打坐



“缺乏形态变化” 意味着汉语更富有表现力

元代马致远散曲小令《天净沙·秋思》：

枯藤老树昏鸦，
小桥流水人家，
古道西风瘦马，
夕阳西下，
断肠人在天涯。



“缺乏形态变化” 意味着汉语语法薄、语义（词义）
厚

Eg8

“我 明天 去北京”

（I'm going to Beijing tomorrow ）



“我不 给他写信”

“我 没 给他写信”



“缺乏形态变化” 意味着汉语要更加依赖语境

手（《新华字典》人体上肢前端拿东西的部分）

“手表”、“手心”、“手枪” 、
“手球”、“举手”



《牧马人》中，许灵均与李秀芝成婚之前有这样两句对话：

许灵均：秀芝，我 可是犯过错误的人。

李秀芝：犯过错误？我们以后不犯就是了。



顾城《一代人》

黑夜 给了我黑色 的眼睛

我却用它寻找光明



汉语是一种简约、灵活而富有表现力的语言

更是一种最“得意忘形”的语言



汉语是一种简约、灵活而富有表现力的语言

它的文化底座是什么？？



一个民族总有该民族特有的思维方式。

一般认为，中国人的传统思维方式则以直观综
合为基础，比较注重从整体方面来把握对象，比较

重视整体。

西方传统思维方式以逻辑分析和推理为基础，

注重认识活动的细节，比较重视个体。



语法底座

汉语重意 会 —— 重整体意义的把握，有弹性

英语重形 会 —— 重语法范畴的组合，有逻辑



语法底座

中国画：神似 毛笔：软

西洋画：形似 铅笔：硬

筷子：弹性有余硬度不足

刀叉：硬度有余弹性不足

中英文姓名、地址、时间顺序：从大到小和从小到大

中国人重家国情怀，西方人重个人表现



巧合的背后是文化的默契



语言：作为一种文化镜像

1“母语认同”

2“词语理据”

3“汉字自信”

4“语法底座”

5“谐音文化”

6“说话艺术”



“谐音文化”

鲤（李）鱼
枣（早）花（生）

桂（贵）圆 年糕（粘糕）
前不种桑后不种槐、商不关门船不言沉（陈）

吉庆有余（鱼）
箸（住、筷子）

玄武门（神武门）
孔夫子搬家------尽是书（输 ）

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田登）



语言：作为一种文化镜像

1“母语认同”

2“词语理据”

3“汉字自信”

4“语法底座”

5“谐音文化”

6“说话艺术”



语言是“迄今为止，人类创造出的一种最为先进和最
令人震惊的
符号设计” 。（ 苏珊•朗格，美国文学评论家 ）

可以肯定地说，语言的出现，即使不是人类历史上
最大的一件事，也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最惊天动地的大
事之一。

这是因为语言的产生，是人类摆脱动物界的决定性的
一步 ，其意义远远大于我们的远祖第一次的直立行走和
离开森林。



6 说话艺术



“人是宇宙之精华，万物之灵长”

—— 莎士比亚《哈姆雷特》

“人是理性的动物”

——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

“人是符号的动物”

—— 恩斯特·卡希尔《人论》

“说话的人，语言人”

——克洛德·海然热《语言人—

语言学对人文科学的贡献》



“语言是人进入社会的重要
通行证”

“语言是人的第二外表”



▲ 言语外化素养

▲ 一言知其贤愚

▲ 表达彰显魅力



古人云：

“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说话要格外“用心”

好话不是用“嘴” 说的，而是用“心”
说的；

“真心” 说出来的话，是“最动人” 的
话； Eg3



重视说话艺术的“技巧”

黑格尔说：艺术就是不一般，就是“这
一个”。

“与众不同” “耐人寻味”



▲ 表达没有艺术，思想不会闪光；

表达没有思想，艺术不会耀眼。



说话要有“知识”“文化”做支撑

口才——文才 语智——心智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说过：

“所有我认识的伟大领导人，几乎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

那就是他们都是伟大的读书者。”



善于引用“精美的话”

在2013亚太经合组织(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上，
习近平主席曾引用了汪国真的诗句：“没有比人更高的山，
没有比脚更长的路。”



《连战在北京大学的演讲》

连战：“互惠双赢，为民族立生命；

坚持和平，为万世开太平”



今天我和内人偕同中国国民党大陆访问团一

起来到北京大学，非常荣幸。在这里首先向各位

表示感谢。

北京大学的校址，刚才我了解到，就是当年

燕京的校址，我的母亲在三十年代在这里念书，

所以今天来到这里可以说是倍感亲切。



看到斯草、斯木、斯事、斯人，想到我母亲

在这儿年轻的岁月，在这个校园接受教育、进修

成长，心里面实在是非常亲切。她老人家今年已

经96岁了，我告诉她我要到这边来，她还是笑咪

咪的很高兴。台湾的媒体说我今天回母校，母亲

的学校，这是一个非常正确的报道。



Eg5《课不能停》（刘墉）

纽约的冬天常有大风雪，扑面的雪花不但令人难以睁
开眼睛，甚至呼吸都会吸入冰冷的雪花。有时前一天晚上
还是一片晴朗，第二天拉开窗帘，却已经积雪盈尺，连门
都推不开了。

遇到这样的情况，公司、商店常会停止上班，学校也
通过广播，宣布停课。但令人不解的是，惟有公立小学，
仍然开放。只见黄色的校车，艰难地在路边接孩子，老师
则一大早就口中喷着热气，铲去车子前后的积雪，小心翼
翼地开车去学校。据统计，十年来纽约的公立小学只因为
超级暴风雪停过七次课。这是多么令人惊讶的事。犯得着
在大人都无须上班的时候让孩子去学校吗?小学的老师也
太倒霉了吧?



于是，每逢大雪而小学不停课时，都有家长打电话去骂。妙的是，
每个打电话的人，反应全一样——先是怒气冲冲地责问，然后满口道
歉，最后笑容满面地挂上电话。

原因是，学校告诉家长：在纽约有许多百万富翁，但也有不少贫
困的家庭。后者白天开不起暖气，供不起午餐，孩子的营养全靠学校
里免费的中饭，甚至可以多拿些回家当晚餐。学校停课一天，穷孩子
就受一天冻，挨一天饿，所以老师们宁愿自己苦一点儿，也不能停课。

或许有家长会说：何不让富裕的孩子在家里，让贫穷的孩子去学
校享受暖气和营养午餐呢? 

学校的答复是：我们不愿让那些穷苦的孩子感到他们是在接受救济，
因为施舍的最高原则是保持受施者的尊严。



说话的更高标准

叙事 —— 仿佛目睹

说理 —— 心悦诚服

只言片语 —— 经久不忘

长篇大论 —— 听而不倦



▲ 说什么很重要，

如何说更重要！



“你听懂了吗？”

“我说明白了吗？”



说话要发挥好“副语言”的作用

自信的眼神、

说话的音调、

灵活的手势、

得体的服饰



《参考消息》2008年1月2日登载了《第一印象

好坏从何而来》的一篇文章，文章认为，在与人初

次交谈时，人们从对方那里所获取的信息很少来自

其口头语言，人们的第一印象大多是通过动作、姿

态、外貌、目光和表情等非语言方式来树立。

西班牙心理学教授玛丽亚·多洛雷丝·阿维亚

的话说：“较之口头语言，非口头语言能为我们提

供更多信息。例如衣着和体味能显示一个人的性

格。”因此，我们在与人初次交谈时应该重视彼此

的非语言符号（也称副语言）表达。





动作、表情是用来“说话” 的

服饰是用来“扬美”“展示” 的



语言是神奇的，

说话是有魅力的，

只要用心

我们都会成为名副其实的“语言人”！



祝愿大家成为一个
有文化的“语言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