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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须知 

《普通话和北京话》电子文本是为了教学的需要而制作的，并未

经任何授权。因此，任何收存和保管本电子文本的单位和个人，未经

著作权人和版权人的同意，不得以任何方式传播。否则，引起有碍著

作权和版权之问题，将可能承担法律责任。 

 

普通话和北京话 
 

林  焘著  语文出版社 2000 年 

 

一  从雅言到官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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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北京话——最开放的汉语方言 

五  普通话和北京话得关系 

六  推广普通话 

 

一  从雅言到官话 
 

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幅员辽阔、方言复杂的大国。远在春秋战国时

期，方言之间的分歧就已经相当明显。孟子在说明环境对人的影响的

时候，就曾经以当时方言的分歧作为例证：“有楚大夫于此，欲其子

之齐语也，……一齐人傅之，众楚人咻(喧扰)之，虽日挞而求其齐也，

不可得矣；引而置之庄岳(齐国闹市名)之间数年，虽日挞而求其楚，亦

不可得矣。”(《孟子·滕文公下》)要想让楚国的孩子学会说齐国方

言，必须把他送到齐国去住几年才行，可见当时齐国方言和楚国方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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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的差别有多么大了。《左传》宣公四年：“楚人谓乳毂，谓虎於菟

(w[t{)”，更明确地记载下了楚国人把“乳”称作“毂”、把“虎”称

作“於菟”的特有方言词。当时各诸侯国之间交往频繁，并不是各说

自己的方音，各用自己的方言词汇，而是有一种共同使用的语言，就

是所谓“雅言”。“雅”是“正”的意思，“雅言”就是正确的语言，

是大家都应该遵循的语言。孔子非常重视这种雅言，《论语·述而》

里记载：“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可见孔子在他诵读

诗书和执行典礼的时候并不是说他自己的家乡话鲁国方言，而是用各

地都通行的雅言。 

从周朝到秦朝，王室每年秋天都要派官员到全国各地去搜集地方

歌谣和方言，集中保存在朝廷的“密室(档案室)”里，可见当时的统治

者是十分重视方言的，可惜这些宝贵的资料在秦末战乱中全部散失

了。西汉末年，著名的文学家扬雄见到了一些残存的资料，就以这些

资料为基础，向全国各地到长安来的人作广泛的方言调查，用 27 年

的时间编成《方言》一书，记录下了大量的各地方言词语，而且一一

加以解释。全书的第一条：“党、晓、哲，知也。楚谓之党，或曰晓；

齐宋之间谓之哲。”“知”是对所收方言词“党、晓、哲”的解释词，

书中每一条都有这样的解释词，这些解释词应该是各地都能通行的词

语，而不会是一个地方的方言词。《方言》还多次使用“通语”“凡语”

“通名”这些名称，例如卷一：“汝颍之间曰怜，宋鲁之间曰牟，或

曰怜。怜，通语也。”“嫁、逝、徂、适，往也。………逝，秦晋语也；

徂，齐语也；适，宋鲁语也；往，凡语也。”“通语”“凡语”这些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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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显然指的是当时各地都能通行的语言。 

“雅言”和“通语”这些名称的出现，说明中国至少从春秋战国

起，在正式交际场合就已经形成了一种大家都要遵循的共同语，写在

书面上就是大家都能看懂的书面语言。这种共同语在形成的时候也可

能还没有十分严格的语音标准，但是，既然说话和写文章都要遵循，

就必然有一种具有权威性的方言作为各地方的人学习的基础。在古

代，只有能成为全国政治中心的都城方言才有可能具备这样的权威

性。中国从商周直到北宋的两千年时间里，都城一直在中原地区，而

且主要是在长安(西安)和洛阳两地。因此，这种全国都能通行的共同

语的基础方言应该就是以长安和洛阳为中心的中原地区方言。在这两

千年里，中间虽然经过晋室东迁建康(南京)的二百多年，形成南北朝

的分裂局面，中原地区被入居内地的各族所统治，但是，统治北方的

少数民族政权不断更替，始终没有形成巩固的政治力量，而且最终被

汉族所同化。偏安于南方的汉族政权和人民一直把这种分裂局面看成

是暂时的现象，仍旧认为中原地区是中国的中心。因此，在这二百多

年的南北分裂时期，中原地区方言在全国的权威性地位并没有动摇。 

到了公元十世纪左右，这种权威性地位才受到挑战。北宋时期，

契丹族已经在中国北方广大地区建立起了巩固的辽政权，但还没有占

领中原地区，为了加强和北宋的对抗力量，辽把毗邻北宋边界的燕京

(北京)定为陪都，是辽国的五京之一。女真族灭辽建立了金政权以后，

占领了中原地区，并于 1153 年正式迁都北京。从此北京成为一国的

首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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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金统治的中国北方广大地区内，长安和洛阳已经不再是政治中

心，这个地区的方言也就逐渐丧失了原来的权威性地位。到了元代

(1206—1368年)，蒙古族统一了中国，在北京地区兴建起了世界闻名

的元大都，取代了过去的长安和洛阳成为全国惟一的政治中心，元大

都话也就逐渐取代以长安和洛阳为中心的中原方言，成为具有新的权

威性的方言。这个时期，元杂剧的盛行也对大都话的普及起到重要的

推动作用。元杂剧初期主要在大都等几个北方城市演出，元杂剧的四

大作家中，除白朴外，关汉卿、马致远和王实甫都是大都人，他们的

作品应该能够反映出当时大都话的面貌。元周德清的《中原音韵》是

根据元杂剧的用韵编写的，书中所归纳出的声韵调系统已经相当接近

现代的北京话。这部书的书名虽然仍旧沿用“中原”这个名称，实际

上已经不是只指长安、洛阳一带，而是包括了以元大都为中心的广大

北方地区。 

到了明代中叶，出现了“官话”这个名称。“官话”名称的出现

是现代汉民族共同语已经形成的主要标志。从字面上看，“官话”是

指官吏所说的话，也就是官场上通行的话。当时的官吏无论是在京城

还是到外省做官，都不可能说京城人和外省人听不懂的家乡话，客观

的需要迫使他们必须学说官话。这些官吏也许并不十分明确这种官话

是以什么方言作为标准的，反正不说自己的家乡话，改说官场里通行

的话就算是说官话。实际上在明代中叶的时候，官话已经不限于只在

官场上应用，说官话已经成为当时文人的一时风尚。明嘉靖年间的著

名学者何良俊在《四友斋丛说》里提到当时的大书画家雅宜山人王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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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喜作乡语，每发口必官话”，王宠是今苏州一带人，一生未作官，

也那么爱说官话，可见当时的官话已经不是只在官场上流行。差不多

同时代，身居高官的张位在《问奇集》里说：“江南多患齿音不清，

然此亦官话中乡音耳”。今天江浙人说普通话往往分不清 j，q，x 和 

z，c，s，大约就是张位所说的“齿音不清”，原来江浙人说普通话常

出现的毛病在四百多年前就已经存在了。张位能够分辨出“齿音不清”

是“官话中乡音”，可见他的心目中一定有一个全国都能通行的官话

语音标准，能成为这个语音标准的方言只可能是当时最具有权威性的

都城方言北京话。自然，当时人也可能还没有如此明确的认识，因此

往往把比较接近北京话的其他方言也看成是“官话”，于是有所谓“西

南官话”“西北官话”和“下江官话(即江淮官话)”等等说法，这些

名称在客观上相当符合汉语方言区划分的实际情况，因此一直沿用下

来。到今天，“官话”这个名称仍然在使用，但并不是指以北京话为

语音标准的汉民族共同语，而是汉语北方方言的统称。 

官话的普及起初只是官吏们自发的行为，至于一向不出乡里的平

民百姓，并没有感觉到有说官话的需要，自然就没有兴趣去学，尤其

是远在福建、广东一带的居民，自己的方言和官话的差别是那样的大，

学起来困难重重，更是很少有人愿意去学。到了清雍正年间，福建和

广东两省的人还是不大懂官话，语言的障碍影响到政令的推行，于是

在雍正八年(1730 年)下了一道谕旨，要求八年以内在福建和广东推

行官话，首先在福建省城四门设立“正音书院”，教当地人说官话，

并且规定，八年以后凡是举人、秀才、贡生、童生不懂官话的一律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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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参加考试。但是，这项相当严格的命令并没有能够长期实行，到乾

隆十年(1745 年)，福建省城四门的正音书院就被裁撤了，举人、秀

才们也并没有因为不会说官话不准参加考试。尽管如此，雍正的这道

谕旨对官话的推行和普及仍然是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二  国语运动 
 

十九世纪末甲午战争之后，中国从惟我独尊的泱泱大国沦为向列

强割地赔款的战败国，民族危机空前严重，有识之士忧心忡仲，纷纷

向西方国家，尤其是明治维新后强盛起来的日本寻求富国强民的道

路。1898 年，在戊戌变法维新的浪潮中，成立了北京大学的前身京

师大学堂。1902 年，桐城派古文大家、京师大学堂第一任总教习吴

汝纶去日本考察学政，深受日本教育普及和国语(东京语)统一的影

响，回国后写信给管理大学堂事务大臣张百熙，建议学习日本的经验，

推行以北京话为标准的“国语”，认为“此音尽是京城口音，尤可使

天下语言一律”。张百熙采纳了他的意见，在第二年和荣庆、张之洞

一起奏定学部章程时，明确规定“兹以官音统一天下之语言，故自师

范以及高等小学堂均于国文一科内附入‘官话’一门”。到了宣统元

年(1909 年)，清政府资政院开会，议员江谦正式提出把“官话”正

名为“国语”，在当时，这是非常大胆的建议，因为清朝一直是把满

语称为“国语”的。这时清政府已处于崩溃前夕，只能采纳了这个建

议。1910 年，学部召开中央教育会议，通过了“统一国语办法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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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在京城成立国语调查总会，各省设立分会，准备审定“国音”标

准，编辑国语课本和国语词典等。这些决定还没有来得及实行，清政

府就被推翻了。 

1912 年初中华民国成立后，当年 7 月在北京召开的“临时教育

会议”上肯定了“国语”这个名称，并决定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国语。

次年 2 月召开了有各省代表参加的“读音统一会”，议定汉字的国定

读音(即“国音”)和拼写国音的字母“注音字母”，由于与会代表意

见分歧，会议一直开到 5 月底才结束。在过去的“官话”时期，大

家对官话的认识和理解并不一致，现在要议定汉字的国定读音，各省

代表自然是根据自己的理解提出意见，北方的代表主张以北京语音作

为标准音，遭到南方一些省份代表的强烈反对，双方展开了非常激烈

的争论，互不相让，最后以投票的方式议定，“国音”应该以北京语

音为基础，但同时要吸收其他方言的一语音特点，其中最主要的是要

区分尖团音和保留入声。所谓区分尖团音，就是要把“尖”“墙”“小”

“需”等在一些方言里读成尖音的字读成 zi`n，ci1ng，si2o，s= 等，

不能像北京话那样，和团音字“坚 ji`n”“强 qi1ng”“晓 xi2o”“虚 x[”

等读成同音。所谓保留入声，是因为北京话的入声早已消失，“屋 w[，

国 gu9，尺 ch&，玉 y]”这些古代的入声字在不少方言，尤其是南

方方言里仍旧保留入声的读法，在北京话里，这些入声字已经分别读

成阴平、阳平、上声和去声了。国音是否应该保留入声，是“读音统

一会”代表争论的焦点，最后虽然议定保留入声，但是入声字应该怎

样读，并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当时正值袁世凯篡权，政局动荡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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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音统一会议定的这条议案一直被悬置起来，并没有公布实施。 

1916 年，北京的一些知名学者为了促进推行国语，组成了“国

语研究会”，推举蔡元培为会长。准备调查各省方言，选定标准音，

编辑国语教科书等。在社会的强烈要求下，北洋政府教育部在 1918 年

正式公布了注音字母，并决定在全国高等师范附设“国语讲习所”，

讲授注音字母和国语，出版国语教科书和留声片。当时的国语自然仍

旧保留入声，一般都只是把入声字读得比其他字短一些而已。 

“读音统一会”在 1913 年议定出来的“国音”标准实际上是一

种南北方言混合的杂糅音，后来被称为“老国音”。这种老国音完全

是生造出来的，全国没有一个人用这种语音标准说话，自然很难真正

推行。1918 年正式公布后不久，就遭到强烈反对，许多人主张应该

从实际出发，改为以北京语音为标准，于是又引起了一场“国音”和

“京音”的辩论，辩论的焦点仍旧在是否应该保留入声。在中国传统

诗词的平仄格律中，入声属于仄声，北京话把一部分入声字如“八 b`，

黑 h4i，白 b1i，独 d{”等等读成平声，打乱了传统诗词的平仄规律，

也影响到朗读古文时的节奏感，这是当时主张保留入声的最主要依

据，受到不少文人的支持。在传统诗词和文言文仍旧占统治地位的时

候，要想取消入声，对老国音进行彻底的修订，自然是很难真正做到

的。 

1919 年爆发了五四运动。在五四运动中形成的文学革命和白话

文运动大大促进了国语运动的发展。五四运动的前一年，胡适发表了

著名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一文，提出“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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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口号，并且作出如下的解释：“我们所提倡的文学革命，只是要替

中国创造一种国语的文学。有了国语的文学，方才可以有文学的国语。

有了文学的国语，我们的国语方才算得真正的国语。”在这种思想的

影响下，国语的推行和五四以后席卷全国的白话文运动密切地结合在

一起，形成了很有声势的国语运动，“国语研究会”的会员很快就达

到一万多人，北洋政府教育部也在 1919 年正式成立了“国语统一筹

备会”，作为教育部的一个附属机构，专门负责推行国语的行政事务，

并且把全国国民学校的“国文”科改为“国语”科。1924 年，“国语

统一筹备会”对过去公布的老国音和注音字母进行修订，这时白话文

运动已经取得全面胜利，字音的平仄问题已经不像过去那样重要了，

在这种新形势的促进下，会议相当顺利地通过了取消入声的决定，彻

底放弃“老国音”，改为以北京语音作为国音的标准，后来就被称为

“新国音”。新国音以实际存在的口语语音作为标准，明确了必须以

北京语音作为标准音，这是国语运动的一项很重要的贡献。 

1928 年北伐成功以后，国民党国民政府把“国语统一筹备会”

改名为“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聘请一些知名学者和语言学家担任

委员，负责筹划国语的推行和统一工作。国语运动从此成为一项长期

持久的工作，直到 1937 年抗日战争爆发才被迫停顿。从 1919 年成

立“国语统一筹备会”算起，在这将近二十年的时间里，培养了大批

国语师资，出版了国语辞典、国语留声片，发表了大量的研究和宣传

国语的文章，为汉民族共同语在全国范围内的推行积累了相当丰富的

经验，打下了比较坚实的基础。抗日战争胜利后，为了尽快扫除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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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和大陆同胞之间的语言障碍，在台湾刚刚光复不久，就从大陆派

学者专家去开展国语运动，由于过去已经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也

由于台湾人民对回归祖国充满了热情，只用了不到十年的时间，就在

台湾全省完成了国语的普及工作。 

 

三  普通话 

——现代汉语的标准语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在 1955 年 10 月召开了“全国文字

改革会议”和“现代汉语规范化学术会议”，会议确定以“普通话”

作为汉民族共同语的正式名称，并且对普通话的内容和推广普通话的

具体措施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讨论。1956 年 2 月，国务院发布《关于

推广普通话的指示》，正式规定普通话的内容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

音，以北方方言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

这个定义式的规定除了继承新国音的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外，增加

了“以北方方言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

这两项内容，对普通话作出了全面的、明确的解释。 

“普通话”这个名称早在清朝末年就已经存在，和“国语”差不

多是同时出现的，社会上也一直有人使用，但是当时所指的内容并不

十分明确。鲁迅曾经不只一次提到普通话这个名称，1934 年在《门

外文谈》一文里这样说：“现在在码头上，公共机关中，大学校里，

确已有着一种好像普通话模样的东西，大家说话，既非‘国语’，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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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京话，各各带着乡音，乡调，却又不是方言，即使说的吃力，听

的也吃力，然而总归说得出，听得懂。如果加以整理，帮它发达，也

是大众语中的一支，说不定将来还简直是主力。”(《且介亭杂文》)

这是当时对普通话很具有代表性的看法。三十年代，上海一些文化教

育界人士正在倡导所谓“大众语”，形成颇有声势的大众语运动。运

动号召向大众学习语言，强调大众语不等同于“国语”，应该以北方

话为主流，逐步发展成为“话文合一”的现代中国普通话。大众语运

动还介绍了北方话拉丁化新文字，认为这种新文字是大众语最理想的

书写工具。 

二十年代末，在当时苏联倡导的文字拉丁化运动的影响下，正在

苏联的中国共产党员瞿秋白、吴玉章等人和苏联的汉学家一起拟定了

“中国的拉丁化新文字方案”，方案中的一条原则明确指出：“这种拼

音文字拼写的不是文言，也不是以北京一地方言为标准的‘国语’，

而是各大方言区的大众口语。”当时计划为各大方言区都拟定拉丁化

方案，但公布和推行的只是北方话的拉丁化方案，语音标准相当接近

“老国音”，区分尖团，但不标声调，因此不存在入声问题。这个方

案先在苏联远东地区的中国工人中推行，取得很大成绩，三十年代初

传入中国，很快就在青年学生和青年职工中产生广泛的影响，也得到

以鲁迅为首的文化界知名人士的大力支持，各地纷纷成立拉丁化新文

字的团体，开办学习班，形成了和国语运动并行的北方话拉丁化新文

字运动。抗日战争时期，在全国各地，尤其是陕甘宁边区，有成千上

万的人学习这种拉丁化新文字，声势大大超过当时已基本陷于停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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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语运动。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这种拉丁化新文字仍然有相

当广泛的影响。 

1955 年的两个会议认真总结了过去几十年国语运动和拉丁化新

文字运动的经验教训，确定以“普通话”作为汉民族共同语的正式名

称，代替了过去通行的“国语”，同时确定普通话应该以北京语音为

标准音，在过去几十年国语运动和拉丁化新文字运动的不同思想基础

上取得了共同的认识，这是两个会议非常重要的成就。从此汉民族共

同语有了明确的规范，普通话作为现代汉语的标准语在全国范围内通

行。 

明代的官话实际上就已经是以当时的北京语音作为学习的对象，

清雍正时在福建省城设立的正音书院也是由能够说纯正北京话的驻

地八旗军担任教习。但是，在明清两代，始终没有正式明确认定应该

以北京语音作为官话的标准音。国语运动时期，从南北杂糅的“老国

音”改定为以北京语音为标准的“新国音”，整整用了十年的时间。

到了三十年代，大众语运动和北方话拉丁化运动强调大众语的作用，

又提出了不应该以北京一地方音作为大众语标准的主张。一直到 

1955 年召开的两个会议上，才在“普通话”的正式名称下对民族共

同语的语音标准取得各方面都同意的认识。从官话到普通话，经过几

百年时间才真正取得共识，这个过程应该说是相当漫长而且曲折的。 

在传统古诗文独霸文坛的时代，要想把已经没有入声的北京话正

式确定为标准音，不可能不遇到十分强大的阻力。但是，在五四运动

以后，白话文和新诗已经居于文坛的主导地位，仍然有许多人不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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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北京音为标准，这是有多方面的原因的，有的是由于政治思想不同

导致语言观的不同，也有的是由于传统的安土重迁、热爱乡土思想的

影响，对自己的乡音有所偏爱，此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当时

还没有能够明确认识到标准音和北京方音的区别，把标准音和所谓

“京油子话”混同了起来。 

普通话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指的是把北京话的语音系统作为普

通话的语音标准，包括北京话的声母、韵母和声调以及它们之间的配

合关系等等，其中并不包括北京方言土语里的一些语音成分，这些听

起来有浓厚地方色彩的成分自然不能作为普通话的语音标准。例如，

北京话的儿化和轻音特别多，其中大部分都不能被吸收到普通话里

去；有一些土语词如“ (打碎) c7i，拽(扔) zhu`i，挼(皱) ru1”等语音结

构比较特殊，也不能进入普通话的语音系统。 

普通话是高于汉语一切方言的现代汉民族标准语，并不等同于北

京方言或其他任何地方方言。普通话是以中国使用人数最多、范围最

广的北方话作为基础方言的。 

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以长安、洛阳为中心的中原地区方言就已

经是“雅言”和“通语”的基础方言，由此形成的书面语言成为历代

古文的规范。到了宋元时期，这种由规范逐步变僵化的书面语言已经

严重脱离当时的口语，出现了接近于口语的宋元话本。宋元话本原来

是当时的民间说书艺人讲故事所用的底本，以当时广大群众都能听懂

的北方话作为基础，语言通俗流畅。宋元以后白话小说盛行，主要就

是在话本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所用的语言也都是北方话。五四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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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起的白话文继承了这个书面语言的传统，并且不断吸收外来词和方

言词来充实自己。书面语言经过这几百年的变化，用词造句都远远超

出一地方言的局限。对口语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普通话继承了这

个传统，以北方话为基础，并且不断充实和锤炼，超越北京方言和汉

语其他方言之上，成为现代汉语的标准语。作为标准语，普通话在语

音、词汇、语法各方面都必须具有很强的规范性。在口语里，语法结

构比较灵活松散，除了少数方言区的人有可能说出带有明显方言色彩

的“我说不来普通话”“你有看电影没有”之类不规范的句子之外，

一般以汉语为母语的人不大会在口语里出现完全不合乎语法规范的

句子。书面语言是在口语的基础上经过加工提炼形成的，用词造句必

须严谨完整，目前一般的书面语言还不能说是已经达到了这样的要

求，语法不通、句子结构支离破碎的现象在文章里仍然屡见不鲜。为

了使书面语言达到语法规范的要求，并由此引导口语向这个方向发

展，就必须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作为书面语言的语法规范。所谓

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主要是指现代一些名家的著作和政府公告以

及重要政论文章等，这些著作和文章在写作过程中都经过了反复的推

敲锤炼，是可以作为普通话的语法规范的。 

 

    四  北京话 

——最开放的汉语方言 

北京话，指的是住在北京城区一带的本地人所说的话。以北京城

区为中心，东至通县，西至门头沟，南至丰台，北至怀柔，说的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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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话。在这个只占北京市总面积三分之一左右的区域内，当地人所

说的北京话的语音系统就是汉民族共同语普通话的语音标准。 

北京是千年古都，北京话也经历了千年以上的发展和变化。至少

从隋唐时期开始，北京一直是汉族和少数民族冲突和融合最频繁的地

区之一，当地的汉族人和少数民族长期居住在一起，人口也不断大量

流动。一千多年来，北京话始终处在这种开放的环境之中，既和当地

少数民族语言(主要是阿尔泰语系的语言)不断交流，也和各地的汉语

方言有频繁的接触。语言是社会的产物，越是封闭，发展变化就越慢；

越是开放，和其他语言和方言不断接触，发展变化就越快。现代的北

京话和汉语其他方言比较，可以说是最开放的语言；现代的北京话保

留的古音成分少，语音结构简单，也可以说是发展变化最迅速的汉语

方言。 

北京在唐代属幽州，公元 936 年，石敬瑭把燕云十六州割让给

契丹，幽州地区从此脱离中原汉族的统治，北京也就成为辽金两代少

数民族政权的南方重镇，政治经济地位迅速上升，到公元 1153 年成

为金代的国都燕京。从辽至金，大量的北方少数民族涌进北京地区，

原住在北京地区的汉族人民被迫或自愿和他们居住在一起，加强了和

他们的联系，和宋朝统治的中原地区广大汉族人民反而在政治上完全

分离，交往也受到严重的阻碍，这种情况一直延续了三百年之久。和

外族语言长期密切接触，和广大中原地区的本族语言反而关系疏远，

北京话从一千多年以前就开始处于这种和其他汉语方言完全不同的

语言环境中，这种语言环境对北京话的发展变化起了非常重要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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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很可能早在辽金时期，北京话就已经成为发展最快、结构最简单

的汉语方言。 

在辽金两代，契丹族和女真族多次入侵中原，不断俘虏汉族人到

东北去，次数之多和数量之大是十分惊人的，其中以幽燕地区的汉族

人占绝大多数，他们所说的方言自然就是以北京话为中心的幽燕地区

方言，这样就把当时的北京话和北京附近的方言扩展到了东北地区。

汉族人文化高，以所掌握的文化和生产技术影响当地的少数民族，汉

语在东北各族语言里也就逐渐占了优势。当地少数民族中有不少人在

汉族的长期影响下逐步汉化。最终甚至放弃了自己民族的语言。金在

迁都到燕京的时候，女真贵族就已经不大能说本民族的语言了。 

蒙古族统治者灭金后统一了中国，建立了元朝，把原来的燕京改

建成元大都。大批的蒙古人来到大都，和当地的汉族人生活在一起。

元朝的统治者强迫汉族人学蒙语，有少数蒙语词汇如“胡同”等确实

也被大都话所吸收，并且一直流传到今天。但是，蒙古族在入主中原

以前和汉族的接触远没有契丹和女真族那样频繁，而且统治中国还不

到一百年，因此，蒙语对元大都话的影响估计并不很大。所谓元大都

话，主要是辽金两代居住在北京地区的汉族人和契丹、女真等族经过

几百年的密切交往逐渐形成的，随着元大都的建立而趋于成熟，成为

现代北京话的源头。元大都话在形成的过程中虽然会受到当时少数民

族语言的影响，但由于这期间汉族的人数和文化始终处于优势的地

位，汉语始终是最通行的语言，因此估计直接的影响不会很大，但是

这些少数民族语言在客观上确实对汉语本身的发展起了很重要的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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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作用，元大都话中入声已经消失就是一个明证。 

到了明代，北京地区脱离了四百多年的少数民族的统治，重新归

属于汉族统治者建立的政权。经过元末的大动乱，大都城已经残破不

堪，明初在元大都的西南建起新的北京城，并且采取大量移民的政策

充实北京及其附近地区，移民范围从山西、山东直到江浙一带。永乐

十九年(1421 年)迁都北京后又有大批高级官吏和他们的家属从南京

移居到北京。北京的人口结构在这时产生了很大的变化，和北京话接

触最频繁的已经不再是契丹、女真等少数民族的语言，而是来自中原

和长江以南的各地汉语方言。方言之间虽然有分歧，但同是汉语，差

别究竟不大，再加上当时方言来源不一，五方杂处，不可能只向某一

地区的方言靠拢，这可能就是中古以后发展迅速的北京话到明代趋于

稳定的主要原因。据现存的明代记录当时北京话的资料看，明代的北

京话已经和现代相当接近了。 

自然，在明代的二百多年中，北京话不可能毫无发展变化，在发

展变化的过程中也必然要受到所接触的各地方言的影响。明沈榜《宛

署杂记》记录了明万历年间(1573—1620 年)北京的风土人情，卷十

七“方言”条下共收集当时北京方言词语八十多条，至今仍保存在北

京话里的还有一半左右，值得注意的是父亲的称呼当时竟有三种之

多：“父曰爹，又曰别平声，又曰大”，其中“爹”大约是当时北京话

原有的，“别平声”可能来自江淮一带，“大”可能来自山西，至今这

些地方仍有这样称呼父亲的。至于今天北京话最常用的“爸”在当时

反而没有出现。从《宛署杂记》所记录的父亲称呼正可以看出当时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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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言对北京话的影响。 

到了清朝，北京话又处在另一种特殊的语言环境中。清朝是倾八

旗兵力入关进占北京的。清太祖努尔哈赤初建八旗时，满族人在八旗

中占绝对优势，随着军事活动的需要，八旗组织迅速扩大，已经不可

能只依靠人数有限的满族人的力量，于是陆续增加了汉军八旗和蒙军

八旗，大批投满的汉族人就这样被补充了进去。到清军入关时，八旗

成分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汉族人的数量大增，根据历史档案的

记载，在初建八旗时汉族人只占 4％，到入关时迅速上升到 76％，

在八旗中占了绝对优势。这些在旗汉人中的大多数原来都是世代居住

在东北地区的汉族人，他们所说的汉语方言就成为八旗的通用语言，

这种方言本是辽金时代随着被掳掠的大批汉族人带到东北地区的，它

的基础是以当时的北京话为中心的幽燕方言，在六七百年的漫长时间

内和当地的少数民族语言密切接触，这时又随着八旗兵进入了北京，

和直接由元大都话继承下来的当地北京话同时并存在当时的北京城。 

明代兴建的北京城分为内城和外城两部分，内城是皇宫所在地，

外城在内城之南，起拱卫内城的作用。清军进入北京后，为了保卫皇

宫，把内城全部划归八旗驻地，所有原住在内城的汉族人除了已经投

充满族的以外，一律强迫迁居到外城去住，内外城居民界限分明，内

城主要是新从东北移居来的八旗军，外城则是原来住在北京的汉族人

和其他民族的人。一直到清朝中叶，满汉分居的规定仍然执行得相当

严格，外城的汉族人口骤增，各地来京的官宦、商贾以及历年的应试

举子也都只能居住在外城，人口密集，各省设立的会馆林立，很快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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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成为北京的商业和文化中心。乾隆以后，满汉分居内外城的规定

执行得不十分严格了，但人口的基本结构并没有改变，直到本世纪初，

八旗人口在内城仍占一半以上，在外城则不足 5％。外城二百多年来

一直是汉族人占绝大多数，其中除了历代居住在北京的本地人以外，

还包括许多从全国各地来京的说各种方言的汉族人。 

现代的北京话就是在三百多年来内外城人口结构完全不同的条

件下逐渐形成的。外城汉族人说的是土生土长的北京话，这种方言在

元代以后一直和汉语各方言有密切接触。内城八旗人说的是从东北带

来的汉语方言，源头是辽金时期以当时的北京话为中心的幽燕方言，

一直和东北的少数民族语言有密切的接触。两种方言来源相同，但所

处的地区和所接触的语言不同，自然会产生一些差异，不过，从辽代

直到明代，由于战争、俘虏和移民等原因，两地区的人口始终在不断

大量流动，两种方言也始终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因此并没有产生重大

的分歧。到了清代，两种方言在北京汇合，一在内城，一在外城，相

互之间的差别本来就不大，再经过长时间的密切交流，就逐渐融为一

体，成为现代的北京话。由于内外城人口结构在清代一直没有重大的

改变，这个融合的过程是相当缓慢的，本世纪初，内城满族人和外城

汉族人的口音还有明显的区别，例如，当时满族人的儿化词语就比汉

族人少，“兔儿爷”要说成 t] er y5，并不像汉族人那样儿化成 t]r y5。

随着城市交通不断发达，人口经常大量流动，内外城的口音差异今天

已经消失，从现在年轻的北京人嘴里，已经完全听不出内外城的北京

话还有什么区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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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普通话和北京话的关系 
 

在汉语各方言中，北京话和普通话的关系最为直接，最为密切。

普通话不但是以北京语音作为语音标准，它的基础方言北方话也是以

北京话作为中心的。普通话是规范化的汉民族共同语，发音、用词、

造句都要求有比较强的规范性，这种规范性在书面语言里表现得尤其

明显；北京话只是汉语的一种方言，有浓厚的地方色彩，一般并没有

规范的要求，发音、用词、造句都比较自由随便，显得活泼有生活气

息，但是写在书面上，也必须符合书面语言的要求，向规范化的普通

话靠拢。老舍是在书面语言里运用北京口语的大师，试看他的名著《茶

馆》第一幕里茶馆王掌柜看见房东秦二爷进茶馆时的几句对话： 

    王利发: 哎哟，秦二爷，您怎么这样闲在，会想起下茶馆来

了？也没带个底下人？ 

    秦仲义: 来看看，看看你这年轻小伙子会做生意不会！ 

    王利发: 唉，一边作一边学吧，指着这个吃饭嘛。谁叫我爸

爸死的早，我不干不行啊！好在照顾主儿都是    

我父亲的老朋友，我有不周到的地方，都肯包涵，

闭闭眼就过去了。在街面上混饭吃，人缘儿顶要紧。

我按着我父亲遗留下的老办法，多说好话，多请安，

讨人人的喜欢，就不会出大岔子！您坐下，我给您

沏碗小叶茶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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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话剧脚本里的几句对话，其中只有“闲在”一个词没有收进

规范性的《现代汉语词典》，可以算是北京方言词语，其余都是相当

规范的普通话，但仍旧能够从对话的内容明显地感觉到北京的地方色

彩。这正是语言大师运用语言高超之处。舞台和电影是直接用口语的

形式来表现的，为了把北京的地方色彩在口语中更充分地表现出来，

对原著所用的语言作了不少改动。下面是电影《茶馆》里的这几句对

话： 

    王利发: 哎哟！我秦二爷，您今儿怎么这么闲在呀，想起坐

茶馆儿来啦？哎哟，您看您，也没带个底下人哪？ 

    秦仲义: 来看看，看看你这年轻小伙子会做生意不会！ 

    王利发: 我这儿就是——一边儿作一边儿学吧您，指着这个

吃饭嚜(mei)。谁叫我爸爸死的早，我不干也不行啊！

好在呀，照顾主儿都是我父亲那辈儿上的老朋友，

有个周到不周到的都肯包    涵，闭闭眼儿也就都

过去了。反正啊，在街面儿上混饭吃，人缘儿顶要

紧。我就是一切呀，都按着我父亲那会儿的老规矩，

多请安，多说好话儿，讨个人儿人儿喜欢呢就不至

于出大岔子。二爷，您这儿坐坐，我给您沏碗小叶

儿茶喝! 

这几句对话用的是地地道道的北京方言。和原著比较，最明显的

改动是大量增加了儿化词。原著只有“主儿”“人缘儿”两个儿化词，

在《现代汉语词典》里都是作为普通话词汇收进去的，这两个儿化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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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儿化，也确实很难读上口。在经过改动的对话里，新增加的儿

化词多达 14 个，还出现了“我这儿就是一边儿做一边儿学吧您”这

种在普通话不能出现的不规范句子。这些改动用口语说出来，给人的

感觉是更贴近北京人的生活，更具有北京方言土语的色彩，还透着有

一种北京人特有的“油”劲儿，把王掌柜八面玲珑、善于逢迎的性格

更加生动具体地刻画了出来。此外，像把“好在照顾主儿都是我父亲

的老朋友”改成“好在呀，照顾主儿都是我父亲那辈儿上的老朋友”，

把“我按着我父亲遗留下来的老办法”改成“我就是一切呀，都按着

我父亲那会儿的老规矩”，都是为了显现出更加浓郁的北京方言土语

的气氛。老舍对这种气氛其实是最为熟悉的，但是他没有这样写下来，

道理很简单，作为正式的话剧剧本，他必须要尽量用规范的普通话来

写。 

普通话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具有规范性。语言是否合乎规范，从

根本上说，是约定俗成的。规范的内容也并不是僵死的，要随着语言

的发展而不断变化。每个人的经历和语言背景不同，对一些语言现象

是否算是已经约定俗成，已经规范，会有不同的看法。例如：“好冷，

好漂亮”是大家公认的普通话说法，可是“好高兴，我好进来吗”里

“好”的用法是否也可以算是普通话？目前新闻媒体常出现“按揭”

“收入不菲”之类的词语，商店餐馆常贴出的“本店有售”“生猛海

鲜”之类的招贴，这些词语是否应该仍旧算是方言词语?“打的、面

的”现在已经是北京市民最常用的词语，“的”字还由此增加了一个

过去没有的阴平读法 d%，这种用法和读法算不算是已经进入了普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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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类似的问题还可以举出很多，不同方言区的人或是不同社会阶层

的人，回答肯定不会相同，要想取得完全一致的意见，至少在目前恐

怕还是不大可能的。 

普通话虽然是超越各方言之上的汉民族共同语，但是必须植根于

各方言之中，否则就会僵死，就会失去生命力。普通话和方言的区别

是显而易见的，但是要想在普通话和方言之间划出一条十分清楚明确

的界限，又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条界限本来就是模糊的。处在这

条模糊界限上的语言成分是不稳定的，有的渐渐被普通话吸收，有的

最终被普通话排斥，这要看社会是否共同有需要。在吸收和排斥的过

程中，书面语言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经常出现在书面语言里的语言

成分有比较广阔的社会接触面，就比较容易被普通话所吸收。在这方

面，北京话可以说是得天独厚。 

明代时官话的名称出现，说明北京话在这个时期的口语里已经取

得了标准音的地位。也同样是在这个时期，白话小说兴起，口语对书

面语言的影响逐渐扩大，北京话也随着在书面语言里逐步占据了优

势。从白话小说的发展过程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一种趋势，那就是不断

抛弃文言成分和当时北方地区的方言词语，向北京话靠拢。到了《红

楼梦》时期，曹雪芹纯熟地把北京话引进书面语言，这是在书面上运

用口语的一大突破，为后来的《儿女英雄传》等更接近北京口语的作

品奠定了基础。五四以后，北京话更常出现在现代各种文艺作品中，

在这方面作出突出贡献的自然是老舍。老舍的作品对北京话在书面语

言里的运用起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北京话通过老舍的作品介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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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甚至国外。在老舍的影响下，近年来还出现了不少所谓京味小说。

北京话早已成为书面语言里最常出现的方言，也是各方言区的人能够

直接从书面上学习理解、因而都很熟悉的方言。在这种得天独厚的条

件下，北京话特有的方言成分也就最容易被普通话所吸收。这里所说

的特有，是就总体而言的，并不排斥其中有些成分也在其他方言里出

现。各方言之间的关系是错综复杂的，界限也同样是模糊的，北京话

里的一些方言成分在其他方言里，尤其是邻近北京的方言里，也完全

有可能存在，但这些方言成分主要是通过北京话才被普通话所吸收。 

北京话的一些说法被普通话吸收后，一般都仍然保持原来的活泼

生动的口语风格，试比较下面的几个例子： 

    我跟你——我和你 

    挺高兴——很高兴 

    总共十五块七毛——一共十五元七角 

    让人给揍了——被人打了 

    咱们一块儿去——我们一起去 

左边的说法只能用在口语化的文章或日常随随便便的谈话中，写

出来或是说出来大家都能懂，也都会用，只不过是有些人并不一定愿

意用，这丝毫也不会影响到这些说法进入普通话。还有一些北京话的

说法也常出现在书面语言里，大家也都能懂，可是主要作用在于表现

北京方言土语特色，例如“甭(不用)”“旮旯(角落)”“今儿个(今天)”“瞅

见(看见)”“糊弄(欺骗)”“腻歪，腻味(腻烦)”，这些词语可以认为是正处

在普通话和北京话之间的模糊地带，有的可能逐渐会被普通话所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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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像“(孩子这么闹，)你甭想清静”已经和“你不用想清静”的轻

重程度和修辞色彩不完全相同；如果把“墙旮旯”说成“墙角落”，

也似乎显得有些文绉绉的。至于像“今儿个”“瞅见”，至少在今天还

看不出有被普通话吸收的可能。北京话里还有大量的说法很少在书面

语言里出现，例如，把“书、报、杂志等等”说成“书、报、杂志伍

的”，把“在北京住”说成“挨北京住”或“跟北京住”，把“什么时

候去”说成“多咱去”，把“我根本就不认识他”说成“我地起根儿

就不认识他”。这些说法带有十分浓厚的北京方言土语色彩，就更没

有资格进入普通话了。 

前面已经提到，普通话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是就语音系统而言

的，并不是北京话里的语音现象都能成为普通话的语音标准。普通话

和北京话语音最明显的不同是儿化韵和轻音音节。北京话的儿化和轻

音词语特别丰富，成为十分突出的方言特色，普通话也有儿化韵和轻

音音节，发音也以北京语音为标准，但儿化和轻音词语要少得多。儿

化词语在书面上的写法很不规范，例如“小孩儿、一点儿、花儿、玩

儿，”以及“冰棍儿、馅儿饼”等等，在说普通话的时候也是需要儿

化的，可是在书面上写不写出这个“儿”字则是完全随意的，甚至是

不写出的时候居多。至于在口语里第二音节必须轻读的普通话词语如

“太阳、先生、喜欢、干净、知道”等等在书面上根本就无法表现出

来。这种在书面上没有规范和无法表现的语音现象给方言区的人学习

普通话带来一定的困难。 

还有一些北京话的儿化和轻音词语在普通话里的读法是两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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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化的如“(有)事儿、(树)根儿、(左)边儿、(进)门儿、(一百)分儿”，

轻读的如“春天、办理、出路、界限、批评”。这类词语在普通话里

是否需要儿化和轻读，要看语言环境，正式场合一般不儿化和轻读，

比较随便的谈话儿化和轻读的比较多。此外，社会阶层和文化程度比

较高的人在说这类词语的时候儿化和轻读的也比较少。这类词语的儿

化和轻音读法能表现出明显的口语风格，至少在目前还不能认为是已

经被排斥在普通话之外，也可以认为是正处在普通话和北京话之间的

模糊界限上。 

普通话里有一些不能儿化和轻读的词语在北京话里是可以儿化

和轻读的。儿化的如“时候儿、记性儿、花样儿、东西儿、  (冒)烟

儿”，轻读的如“自然、艺术、时间、规模、高明”。这种读法带有明

显的北京方言土语色彩，在正式场合讲话，或是社会阶层和文化水平

较高的北京人，一般也不这样读，实际上这时已经是在说普通话了。 

北京话里还有相当多的没有被普通话吸收的方言词语要读儿化

和轻音，儿化的如“今儿(今天)、天儿(天气)、末了儿(最后)、老爷儿(太阳)、

立马儿(立刻)”，轻读的如“赶罗(催促)、二乎(畏缩)、待见(喜爱)、真着(清

楚)、捏咕(捏)”，这些词语最能反映北京方言的地方色彩，没有能进入

普通话，自然根本不存在普通话里是否应该儿化和轻读问题。 

北京话只是汉语的一种方言，并没有严格的规范要求，存在着明

显的内部分歧，这种分歧也是北京话发展变化的动力之一，现代的北

京话在清代内城话和外城话分歧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就是明显的例证。

现代北京话由于使用人的结构层次交错复杂，形成了多种的语言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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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不同社会阶层、不同文化水平、不同生活区域、不同年龄、不同

职业、不同性别都可能有各自的用词造句以及表达方式的特点，甚至

语音也存在着明显的分歧，普通话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应该如

何对待标准音内部的这些语音分歧呢？ 

有一些语音分歧属于词语读音的不同，例如“在 z3i 北京住”

也可以说成“在 z2i 北京住”，“把 b2 自行车丢了”也可以说成“把 

b2i 自行车丢了”， 

“折腾 teng”也可以说成“折腾 deng”，“耕 g4ng 地”也可以

说成“耕 j%ng 地”，“学 xu5 鸡叫”也可以说成“学 xi1o 鸡叫”。

这类语音分歧在北京话里很常见，普通话已经有规范的读法，界限十

分分明，不存在如何对待的问题。 

比较复杂的是北京话的声母、韵母和声调的读法也存在分歧现

象。有的分歧很细微，例如，有的人说声母 l 时舌尖抵住齿龈，有

的人舌尖翘起抵住硬腭；有的人说 iong 时 i 要圆唇读成 _，有的人

并不圆唇。这种细微的差别一般人并不见得能够察觉，是应该也允许

在普通话里存在的。 

有的分歧比较大，也比较明显，例如，有的人说 w 时用双唇，

有的人用唇齿，读成 v 或和 v 类似的声音，“新闻 w5n”读成“新

闻 v5n”，“袜 w3 子”读成“袜 v3子”；有的人把“(刀)把儿 b3r—

—(花)瓣儿 b3nr”“(树)叶儿 y7r——(玩)意儿 y*r”“(这)儿 zh7r——

(一)阵儿 zh7nr”读成同音，有的人并不读成同音，甚至“(眼)镜儿 j*ngr

——(有)劲儿 j*nr”“(花)瓶儿 p^ngr——(粉)皮儿 p^r”都有人读成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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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 

根据近年来的抽样调查统计，目前把 w 读成 v 的北京人已占

一半以上，尤其是文化水平较高的青年人，已经有近 70％的人把 w 

读成 v。儿化韵进一步合并的趋势也相当明显，以 ar=anr 一类合并

率最高，达到 90％以上，yer=yir 一类接近 70％，er=enr 一类接近 

60％，ingr—inr，ir 一类也有 10％以上的人读成同音。语音的发展

变化是极其错综复杂的，不能只根据这些调查统计结果就完全肯定未

来的发展方向，现在虽然有 70％的北京青年人把 w 说成 v，但是

目前还很难确定这是代表北京话 w 读音总的发展趋势，还是只代表

北京青年人发音的特性。近些年来儿化韵确实有很明显的合并趋势，

但合并到一定程度是否就会停止，目前更是难以预料。 

北京话内部的这种语音分歧在普通话里也应该允许存在。这不仅

仅是因为难于确定哪一种读音更能代表发展的方向，更重要的是普通

话本身也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普通话无疑应该有比较强的规范性，

但规范并不等于把语言限死不许变化，变化就有可能产生分歧，也可

以说，分歧是变化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现象。允许北京话里的一些语音

分歧在普通话里存在，有可能对普通话的语音发展起到促进作用。 

普通话比北京话的使用范围广泛得多，所包含的语言变体也比北

京话丰富得多，不同方言区、不同社会阶层、不同文化水平、不同年

龄、不同职业、不同性别的人说普通话都会有各自的特点，同是一个

人，日常谈话和正式发言时所说的普通话用词、造句甚至发音都会有

相当明显的差别，这些差别形成普通话的多种语言变体，有的和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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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比较接近，有的距离就远一些。以儿化和轻音为例，社会阶层和文

化水平高的人说普通话的时候，儿化和轻音一般都用得比较少，如果

是在正式会议上的发言，就更会有意避免用儿化和轻音，但是不能由

此认为儿化和轻音用得越少就越像普通话，用得多还是少，要看是普

通话里的哪一种变体。在普通话的各种变体中，应该以初中文化程度

以上的北京人在比较正式场合所说的普通话作为核心，其他的变体环

绕着这核心，既不断受核心的影响，又不断给核心以影响，共同组成

了丰富多彩的汉民族共同语——普通话。 

 

六  推广普通话 
 

每个国家和民族都有自己的民族共同语，共同语普及的程度是衡

量这个国家和民族现代化发展水平的一个重要标志。西方发达国家早

在二百多年以前，日本也在一百多年以前就已经基本上完成了这项任

务。中国的推广普通话工作如果从二十年代开始的国语运动算起，也

已经有了七八十年的历史，但是至今仍然距离普及的要求很远。地域

辽阔、方言复杂固然是重要原因，但更重要的是二十年代以后政治长

期动荡不安，导致经济文化严重落后，影响到普通话的普及。在新中

国成立之前，除了沿海几个大城市以外，其他地区基本上还属于封闭

型的社会，各地人民之间很少交往，在这样的社会里生活，是不会对

学习普通话有迫切的要求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随着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在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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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指引下，推广普通话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绩。1956 年 2 月，国

务院向全国发布《推广普通话的指示》，成立了中央推广普通话工作

委员会，由陈毅任主任委员，领导全国的推广普通话工作。各省、自

治区、直辖市也相继成立了各地的推广普通话工作委员会。1958 年，

几经修订的《汉语拼音方案》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代替了已经

推行了四十年的注音字母，普通话有了更为理想的拼音方案。《汉语

拼音方案》在全国范围内的推行大大促进了普通话的推广工作。同年，

周恩来总理在政协全国委员会上所作的《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报告

中明确指出：“在我国汉族人民中努力推广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普

通话就是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毛泽东主席也向全国干部提出了“一

切干部要学普通话”的号召，在全国范围内很快就形成了学习普通话

的热潮。 

从 1956 年到 1966 年的十年中，推广普通话的工作进展得相当

顺利。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都培训了大批的普通话师资，汉语方言

普查工作也在各地顺利展开，在方言普查的基础上编写出了许多种方

言区的人学习普通话的手册，对普通话的普及和推广起了很重要的作

用。普通话里有一些词语过去不只有一种读法，例如“卡 k2 片”也

可以读成“卡 qi2 片”，“供给 j&”也可以读成“供给 g6i”，一些地

名也有不同的读音，例如当地人读“济 j& 南”，外地人往往根据汉字

读成“济 j* 南”。为了统一普通话异读词的读音，1956 年成立了“普

通话审音委员会”，对一千八百多条异读词和一百九十多个地名的读

音进行审议，于 1963 年公布了《普通话异读词三次审音总表初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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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十年中，教育部、共青团中央和文字改革委员会还联合召开过 4 

次“全国普通话教学成绩观摩会”，在全国许多地区，学习普通话可

以说是已经蔚然成风。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推广普通话工作完全陷于停顿，各地讲当地

方言的风气明显抬头。十年浩劫之后，推广普通话工作得到逐步恢复，

1978 年，教育部发出了《关于加强学校普通话和汉语拼音教学的通

知》；1979 年，召开了第 5 次“全国普通话教学成绩观摩会”；1982 

年，恢复了普通话审音委员会，1985 年通过了《普通话异读词审音

表》，由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国家教育委员会和广播电影电视

部正式公布。1985 年 11 月，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

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 19 条规定：“国家推广全国通用

的普通话”，在此以后发布的义务教育法、教育法等多种法律法规都

列入了推广普通话的内容，从此推广普通话有了法律依据，成为国家

的任务。1986 年，召开了“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把大力推广和

积极普及普通话作为今后语言文字工作的重要任务，推广普通话的范

围更加广泛，由重点在南方方言区推行发展到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此

外，根据推广普通话工作日益深入的需要，制定了《普通话水平等级

标准》，为衡量普通话水平提供了较为客观的量化手段。推广普通话

工作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蓬勃发展阶段。 

1986 年以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迅速发展，并且日趋完善，

全国人民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意识都有了很大的变化，商品流通空前活

跃，人员流动日益频繁，有将近一亿的人离开自己的家乡到全国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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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沿海各大城市去工作或谋生，他们中的大部分需要用普通话和

当地人交往，这就为推广普通话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在这种大好形势下，回顾已经取得的推广普通话的成绩，还不能

说是十分理想，还不能满足目前经济建设和生活发展的需要。除了推

广普通话工作的阶段性任务还不够明确，宣传力度还不够强以外，更

重要的是社会上对推广普通话还存在一些片面的认识，例如，一些人

把普通话和方言对立起来，误以为推广普通话就是要消灭方言；一些

人还有方言优越感，误以为自己的方言最生动，表现力最强，不愿意

学普通话；另外还有一些人虽然会说普通话，但是在公共场合不愿意

说，或者是不好意思说。这些思想障碍都影响到了普通话的进一步推

广和普及。 

普通话虽然是超越汉语各方言之上的汉民族共同语，但和汉语方

言并不是对立的，而是相辅相成的。普通话要不断从各个方言甚至外

语中吸取有用的成分充实自己，各方言更要在普通话的影响下改善自

己，逐步向普通话靠拢，但仍旧保持着自己方言的特色，否则就不成

其为方言了。普通话是现代汉语的主体，并不排斥主体之外还存在方

言。有了主体，才能够克服方言隔阂，促进社会交往；存在方言，才

能够表现出语言的多样化色彩。推广普通话并不是要求十亿多的汉族

人都只会说纯正的普通话，不再会说方言；如果是那样，全世界使用

人口最多的汉语也就未免过于单调平板了。 

为了进一步明确今后推广普通话的任务，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

会在 1997 年底再度召开了“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会议重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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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一个阶段推广普通话的任务是“大力推行，积极普及，逐步提高”，

争取在第九个五年计划期间，中心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区能够初步普及

普通话。会议还确定了跨世纪的推广普通话目标，争取到 2010 年能

够在全国范围内初步普及普通话，交际中的方言隔阂能够基本消除；

在下世纪中叶以前能够做到在全国范围内普及普通话，交际中不再存

在方言隔阂。1998 年，经国务院批准，决定每年 9 月份的第三周为

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周，这是非常适时的正确决定，今后推广普通话

工作无疑将会更加深入持久地在全国范围内展开。 

[全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