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３７卷第６期

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Ｖ０１．３７，Ｎｏ．６

＝垫！！篁！！！』：＝＝＝＝一：：：坠：堡茎！垫呈！些呈塑垒！』些ｌ塑！！！！！呈！圣曼型量些型！堂些呈垒：塑垒尘呈上：：：：一：：！垒呈坚；呈垒！！

语言·语文·语文教育

徐林祥
（扬州大学文学院。江苏扬州２２５００２）

［关键词］语言；语文；语文教育
［摘要］

叶圣陶先生所说的“语文就是语言”，已经包容了“语言文字”、“语言文章”、“语言文学”、

“语言文化”的含义。语文教育既包含口头语言的学习，又包含书面语言的学习；既包含语言形式的掌握。又
包含语言内容的理解；既包含语言系统和规则的学习，又包含言语行为的训练和言语作品的学习。语文教育
就是关于祖国语言的教育。汉语是中华民族的通用语，也是绝大多数中国人的母语。中国语文课程教材要
体现汉语言教育、母语教育的特点；中国语文教学应按照汉语言教育、母语教育的规律来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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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１９４９年叶圣陶先生提议以“语文”取代原

语就是在特定的环境中为完成特定的交际任务而

先的“国语”和“国文”，作为中小学课程和教材的

对语言的使用。同时，“语言”与“言语”又是相互

名称以来，人们关于语文与语文教育的讨论，一直

依存的。一方面，语言对每个人的言语具有强制

没有停止过，且至今仍未达成共识。古人说：“名

性的规范作用，每个人必须按照约定俗成的语言

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为使语文教育

规则进行交际，否则就不能被他人理解、被社会接

健康地发展，有必要重新审视“语言”、“语文”和

受；另一方面，言语是语言产生的土壤，语言在孤

“语文教育”的含义。

立的每个人那里都是不完备的，只有在某一个社
会集团哩的全体成员中才能获得语言的完整痕

一、语言

迹。索绪尔以下列公式来展示语言的存在方式：

语言是人类思维的载体，它与人的生理和心

理同时相关，具有社会交际的职能。自然形态的

１＋１＋１＋……＝１（集体模型）【３

语言是口语，也就是有声的语言。有了文字以后，
利用文字这种视觉符号系统，可以把口语加工为
书面语。所以，一般说来，“语言”应是口头语言

和书面语言的总称。但“语言”有时也专指口头
语言。《现代汉语词典》解释“语言”时即指出：
“‘语言’一般包括它的书面形式，但在与‘文字’
并举时只指口语。”…

语言学家发现了“语言”与“言语”的区别和
联系。索绪尔说：“语言既是言语的工具，又是言
语的产物，但是这一切并不妨碍它们是两种绝对
不同的东西。”【２Ｊ一般说来，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

交际工具，是音义结合的词汇和语法的体系，而言

这个公式的等号左边的ｌ代表个人的言语，

等号右边的ｌ代表公共的语言。二者是共性和个
性的关系：语言是对社会交际中众多个人言语共
性的概括和抽象，个人言语又都是在交际中对全
民语言的具体运用。
“语言”是一个多义的术语，它也可以指包括

上述“语言”与“言语”在内的更高层次的语言系
统。索绪尔把复杂的人类语言现象区分为语言
（１ａｎｇｕｅ）、言语（ｐａｒｏｌｅ）和语言（１ａｎｇａｇｅ）三个层

面，其中“语言”（１ａｎｇａｇｅ）即是指包括语言（１ａｎ－
ｇｕｅ）与言语（ｐａｒｏｌｅ）在内的大系统。这三个层面

’

［收稿日期］２０１ｌ旬ｌ－２８
［基金项ｔ１］本文系全国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重点课题“中国语文教育史研究”（批准号：ＤＡＡ０８００７９）和江苏省教育科学“十
一五”规划重点课题“中圃语文教育史研究”（批准号：Ｂ—ｂ／２００８／０Ｉ／０２８）阶段性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徐林祥，男，江苏兴化人，扬州大学文学院教授，文学博士。

万方数据

的关系，他用下图来表示：

文字”并称其实未超出“语文就是语言”（包括口
头语言和书面语言）的范围。

关于“语言文章说”。根据《现代汉语词典》，
“文章”有四个义项：“①篇幅不很长的单幅作
品”，“②泛指著作”，“③比喻暗含的意思”，“④
关于事情的做法”。除③④两项为比喻义和引申
其中的ｌａｎｇａｇｅ，也可根据上下文理解并译

为：１．“人类语言”、２．“语言能力”、３．“言语活
动”或“言语行为”Ｈ Ｊ。也有学者将ｌａｎｇａｇｅ译为

义外，①②两项均指向书面语言。由“语言文字”
类推，“语言”与表示书面语言的“文章”并举时应

“言语体系”。【５１在屠友祥译《索绪尔第三次普通

该指口头语言；“语言文章”并称也未超出“语文
就是语言”（含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的范围。

语言学教程》中，Ｌａｎｇｕｅ、ｐａｒｏｌｅ、ｌａｎｇａｇｅ，则分别译
为：“整体语言”（被动和集体固有的）、“个体语

关于“语言文学说”。将“语文”解释为：“语

言”（主动和个体的）、“群体语言”∞Ｊ。

言文学”的情况比较复杂。我们如果把“语言文
学”中的“文学”理解为“文艺学”的话，则这里的

总括前贤的理解，我们可将这三者的关系简

“语言”应相应地理解为“语言学”，那么，“语言文

化为下列公式（采用公式只是为了理解的方便，

学”就是指“语言学”与“文艺学”两门科学。然

事实上，语言世界的情况要复杂得多，狭义的“语
言”与“言语”既相互区别又相互依存，并非简单

而，我们如果把“语言文学”中的“文学”理解为
“文学作品”的话，而“文学作品”只是“文章”的

的相加）：

特殊样式，则这里的“语言”仍然可以理解为口头
语言，“语言文学”并称仍然未超出“语文就是语

语言（１ａｎｇａｇｅ）＝语言（Ｌａｎｇｕｅ）＋言语（ｐａｒｏｌｅ）

言”（包括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的范围。

关于“语言文化说”。“文化”根据《现代汉语
ｌａｎｇａｇｅ是广义的或宽式定义的“语言”；ｌａｎ·

词典》的解释为“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

ｇｕｅ是狭义的或严式定义的“语言”；ｐａｒｏｌｅ是“言
语”，即言语行为和言语作品。

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特指精神财

二、语文

类文化的形式（或载体），而且语言本身也是人类

富，如文学、艺术、教育、科学等。”语言不仅是人

“语文”这一广泛使用的词语，在我国大型工

文化的内容（或组成部分）。“语言”与“文化”是
种概念（或下位概念）与属概念（或上位概念）的

具书《辞海》中竟然没有这个词条；在中型工具书

关系。“语言文化”并称，只是强调语言（包括口

《现代汉语词典》中，被解释为：“①语言和文字”；

头语言和书面语言）的人类文化属性而已。

“②语言和文学”。“语文”一词在实际使用过程

针对“语文”的种种解说，叶圣陶曾多次指

中，还有“语文就是语言”、“语言和文章”、“语言
和文化”等不同解释。现试分析如下：

出：“语文’ｊ名，始用于一九四九年之中小学语

关于“语言说”。“语文”一词的基本含义是

文课本。当时想法，口头为‘语’，笔下为‘文’，合

指口头语言（语）和书面语言（文）。即叶圣陶所

成一词，就称‘语文’。自此推想，似以‘语言文
章’为较切。‘文’谓‘文字’，似指一个个的字，不

言：“什么叫语文？语文就是语言，就是平常说的

甚惬当。‘文’谓‘文学’，又不能包容文学以外之

话。嘴里说的话叫口头语言，写在纸面上的叫书

文章。”¨¨其后有人释为‘语言文字’，有人释为

面语言。语就是口头语言，文就是书面语言。把

‘语言文学’，皆非立此名之原意。第二种解释与

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连在一起说，就叫语文。＂【列

原意为近，唯‘文’字含义较‘文学’为广，缘书面

关于“语言文字说”。根据《现代汉语词典》

之‘文’不尽属于‘文学’也。课本中有文学作品，

的解释，“文字”有三个义项：“①记录语言的符

有非文学之各体文章，可以证之。第一种解释之

号”，“②语言的书面形式”，“③文章（多指形式方

‘文字’，如理解为成篇之书面语，则亦与原意合
矣。”【９１吕叔湘认为：“语文这两个字连在一起来

面）”。这三个义项都指向书面语言。该词典指
出：“语言’一般包括它的书面形式，但在与‘文

讲，可以有两个讲法，一种可理解为语言和文字，

字’并举时只指口语”。这就是说：“语言”与表示

也就是说口头的语言和书面的语言；另一种也可

书面语言的“文字”并举时专指口头语言；“语言

理解为语言和文学，那就不一样了。中小学这个

１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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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的名字叫语文，原来的意思可能是语言文字，

但是很多人把它理解为语言文学。”¨０‘这里，叶圣
陶不同意“语言文字”、“语言文学”的解说，而较

为赞同“语言文章”的解说；吕叔湘比较“语言文
字”说与“语言文学”说，赞成前者，反对后者。其
实并不矛盾，他们都将语文教育中的“语文”理解

ｒ口头的语言和书面的语言
语文——语言Ｉ狭义的语言和言语
Ｌ语言的形式和语言的内容

语文作为语言的第一个维度的意义指向。包

括口头的语言和书面的语言。这在叶圣陶对“语

为“口头的语言和书面的语言”，即都是张志公的

文”的解说中已经讲得很清楚。叶老提醒人们：

归纳：“这个‘语文’就是‘语言’的意思，包括口头

“此学科‘听“说“读“写’宜并重，诵习课本，

语言和书面语言，在口头谓之语，在书面谓之文，

练习作文，固为读写之事，而苟忽于听说，不注意

合起来称为‘语文’。”¨ｕ

训练，则读写之成效亦将减损。”［１纠

本文认为，叶圣陶所说的“语文就是语言”，

语文作为语言的第二个维度的意义指向，包

实际上已经包容了“语言文字”、“语言文章”、“语

括狭义的语言和言语。叶圣陶所说的“语文就是

言文学”、“语言文化”的含义。也就是说，文字、

语言”中的“语言”，宜理解为广义的或宽式的定

文章、文学、文化均是语文的有机组成部分，虽然

义的“语言”。这就意味着：语文学习不仅包含

语文与文字、文章、文学、文化都不是等同的概念。

“言语”的学习，言语能力的养成；而且还包含了
狭义的或严式定义的“语言”学习，即包括语言学

三、语文教育

家们所说的“以语音为物质外壳，以语义为意义

新中国成立后，“语文”无论是作为课程名

内容的，音义结合的词汇建筑材料和语法组织规

称，还是作为教材名称，其指导思想均可明确表述

律的体系”¨４１的语占知识的教学。事实上，言语

为：“语文”即“语言”，包括“口头语言”（语）和

能力的养成，离不开语言规则的教学。离开了语

“书面语言”（文）；“语文教育”即“语言教育”，包

言规则的教学，语文教学势必要退回到３０年多前

括“口头语言”（语）和“书面语言”（文）的教与

叶圣陶、吕叔湘等人批评的“少、慢、差、费”的老

学，也就是听话、说话、阅读、写作的教与学。

路上二去。从上世纪９０年代“淡化语法教学”的议

既然语文教育中的“语文”应理解为“语言”，

论，到本世纪初提出“不必进行系统、集中的语法

那么为什么这门课程不叫“语言”而称“语文”呢？

修辞知识教学”的要求，割裂言语与语言、语感与

这主要是因为“语言”有时仅指口头语言，叫作

语理的联系，实在是一种矫枉过正的行为。

“语文”，是为了强调这门课程的教学不但包含口

语文作为语言的第三个维度的意义指向，包

头的“语”，而且包含书面的“文”。叶圣陶解释

括语言的形式和语言的内容。语言是人类用于思

说：“一九四九年改用‘语文’这个名称，因为这门

维和交际的最重要的符号系统。语言符号形式总

功课是学习运用语言的本领的。既然是运用语言

是承载着人们各式各样的思想观点、表达着人们

的本领的，为什么不叫‘语言’呢？口头说的是

丰富多彩的情感态度、反映着大干世界的种种事

‘语’，笔下写的是‘文’，二者手段不同，其实是一

实，这螳思想）１１５ｌ点、情感态度、种种事实，正是语言

回事。功课不叫‘语言’而叫‘语文’，表明口头语

的内容所在。在人们的实际使用过程中，语言的

言和书面语言都要在这门功课里学习的意思。

形式与语言的内容总是如影随形、无法割离的。

‘语文’这个名称并不是把过去的‘国语’和‘国

我们说语文本体为语言，当然涉及语言的形式与

文’合并起来，也不是‘语’指语言，‘文’指文学

语言的内容。语文教学理应负有语言形式方面教

（虽然教材里有不少文学作品）。”¨引

学与语言内容方面教学的双重任务（这是语文教

本文认为：语文教育就是语言教育，不仅口语

学与除外语之外其他课程教学最根本的区别，政

交际的训练是其应有之义，而且文字的认读与书

治、历史、地理、数学、物理、化学等课程的教学都

写、文章的阅读与写作也是其应有之义，并且文学

偏重于对语言所表达的内容的理解与掌握，而外

教育、文化熏陶同样是其应有之义。语文教育所

语则更偏重语言形式的理解与掌握）。语文学科

指可以概括为“一体三维”：“一体”即语文本体为

所谓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其实就是语言形式

语言；“三维”即这个语言包含三个维度的意义指

教学与语言内容教学的统一，语文知识、能力教育

向（口头的语言和书面的语言、狭义的语言和言

与情感、态度、价值观教育的统一。

语、语言的形式和语言的内容）。如图所示：

我们的理解：“语文”，作为学校教育的一门
１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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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既包含口头语言的学习，又包含书面语言的

祖国语言教育作为国民基本教养的基础，在

学习；既包含语言形式的掌握，又包含语言内容的

文明传承、民族发展、母语延续过程中的作用是巨

理解；既包含一个民族的语言系统和规则（即狭

大的，其重要性无论怎么强调也不过分。德国语

义的语言）的学习，又包含按照这一语言系统和

言学家洪堡特认为：“语言仿佛是民族精神的外
在表现，民族的语言即民族的精神，民族的精神即

规则所进行的言语行为（读、写、听、说）的训练以

民族的语言，二者的同一程度超过了人们的任何

及按照这一语言系统和规则形成的言语作品的学
习。从语文教学的实际情形来看，语文教学的基

想象。”［１列我们应当理直气壮地将祖国语言教育
列为语文教育的基本内容，激发学生热爱祖国语

本过程，就是由个别的感性的言语感知积累，到一
般的理性的语言规则掌握，再落实到学生自己的
言语实践的过程，也就是让学生从他人成熟的、典

言的情感、促其养成正确理解和规范使用祖国语

范的言语行为和言语作品人手，进而把握语言规

则，最终养成自己生存和发展所必需的言语能力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汉语是中华民族
的通用语，也是绝大多数中国人的母语，所以，中

和习惯的过程。即由言语（ｐａｒｏｌｅ）到语言（１ａｎ—

国语文教育主要是汉语言教育、母语教育。中国

ｇｕｅ）再到言语（ｐａｒｏｌｅ）的过程，由具体到抽象再
到具体的过程，由特殊到一般再到特殊的过程，由

中小学开设的语文课程，从根本上说，就是要让中

言的能力和习惯。

国的中小学生热爱祖国语言，正确理解并规范使
用中华民族的通用语——汉语，就是要通过语文

实践到认识再到实践的过程。
笔者还认为：语文教育就是关于祖国语言的

教学，使学生获得基本的语文素养，为学生的全面

教育。任何国家在基础教育阶段开设的本国语文

发展和终身发展奠定基础。中国语文课程教材要

课程，究其本意，都是为了让本国的下一代热爱祖

体现汉语言教育、母语教育的特点，中国语文教学

国语言，正确理解并规范使用祖国语言。

要按照汉语言教育、母语教育的规律来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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