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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言和白話 
 
中國幅員遼闊，自古就有方言分歧，而且相當嚴重，古代文獻

資料就有記載：「五方之民言語不通」（《禮記‧王制》）。但同
時也存在著共同語，先秦兩漢時期古書中提到的「雅言」、「通語
（凡語）」等，指的就是一種通用語。當然它跟現代隨民族的形成
而逐漸產生的民族共同語性質並不相同，由於社會原因，方言當時
還不可能出現統一的勢頭，通用語對方言本身的發展也無多大的影
響，但它確實具有溝通大範圍交際的作用。否則，春秋戰國時期，
諸侯聘使往來，宣辭達命，孔孟周游列國，講學傳道，就是難以想
像的事了。所以，當時的「雅言」，「通語」就是在華夏區域內起
溝通作用的共同語。從先秦兩漢時期一直流傳下來的古代漢語的書
面語現在稱之為「文言」或「文言文」。 

 
早期的文言文跟先秦的口語基本上是一致的，如《論語》、《孟

子》中記錄的對話大體上就是當時的口語，《左傳》、《史記》也
是在先秦口語基礎上形成的。後來，口語不斷地發展創新，而用漢
字記錄的不與統一的讀音相聯繫的文言文仍然沿用千百年前的古
代句式和詞語，並按書面語固有的傳統向前發展。最後終於導致與
口語完全脫節。比如，口語裡早就用「的、嗎、了、呢」了，文言
卻仍然用「之、乎、者、也」，口說的和手寫的完全成了兩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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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到了公元 6世紀前後，人民群眾根據當時的口語開始創造一
種全新的書面語言，現在稱之為「古白話」它就是現代白話文的主
要源頭。 
 
二、從官話到國語 

 
19 世紀末在甘肅敦煌千佛洞發現的被塵封了好幾百年之前的

文獻資料、經卷書籍中，我們可以看到至遲在晚唐五代，即公元 9
世紀時，古白話已經用於文學作品的寫作了。這種叫作「俗講」的
作品，內容主要取材於歷史故事和民間傳說，用於向平民百姓宣傳
善惡報應，生死輪迴，勸人信佛。「俗講」的語言生動活潑、通俗
易懂，口語化程度很高，是一種完全不同於文言文的新的書面語言。 

 
早期的白話文由於是和活的口語緊密聯繫的，富有生命力，發

展極快，越來越成熟。宋元之後，這種在北方話基礎上形成的白話
文，產生了大量的優秀的文學作品，其中有些後來成為聞名世界的
文學巨著，如《西遊記》、《水滸傳》、《儒林外史》、《紅樓夢》，
等等。這些文學作品膾灸人口，風靡全國，促進了口語的發展，對
民族共同語的形成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1919年「五四」運動中，
經過新舊文化的激烈鬥爭，白話文終於取代了文言文，成為通行於
社會各領域的正式的書面語，即現代漢民族共同語的書面語言。 

 
民族共同語包括書面語和口語兩個方面，漢民族口語共同語的

形成晚於書面共同語。自從秦始皇「書同文」以後，漢字的形和義
大體上是統一的，書面語可以通過「看」的方式進入各個方言區，
得到傳播和使用，而口語的交流則會受到各種因素的限制。但是，
從書面的文獻資料來看，由於社會發展的需要，元明以來，在全國
使用地區最廣的北方話的基礎上，一種後來被稱之為「官話」的共
同語也已經開始萌發起來了。到了清朝中葉，這種原本是通行於官
吏之間的官場「雅語」已經發展成官民之間的交際用語。鑒於全民
公共語言的重要性，清朝雍正皇帝曾親自下詔訓諭官員必須掌握
「人人共曉之語言」，還責令閩廣兩省設立正音書院，專門教授官
話。之後，這種官吏之間、官民之間交際用語又進一步被社會公眾
用來溝通地區之間的語言隔閡，從而逐漸發展成為民眾之間的共同
語，雖然它的使用範圍並不太廣，而且也還沒有成為大多數人的交
際用語，然而這確實是一種客觀存在，就其性質來說，它已經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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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超越方言之上的民族共同語了。 
 
官話是民族共同語的初級形式，它是社會群體在口頭交往中自

然形成的，所謂說官話大體上就是在書面語的基礎上使家鄉話盡量
向以京音為中心的北方話靠攏，因為北方話一直是流通範圍最廣的
漢語。當時的官話各自帶有濃重的地方口音，如「北京官話」、「天
津官話」、「山東官話」、「南京官話」乃至「紹興官話」、「廣
東官話」等。這種被稱為「藍青官話」（「藍青」比喻不純）的共
同語，顯然並沒有而且也不可能有統一的明確的語音標準，因為它
在社會群眾的一部分人中間自發地形成的。使官話這種初級形式的
民族共同語成為有明確的語音標準，並有意識有組織地向全社會推
廣的是民國初期的國語運動。 
 
三、國語運動和國語注音符號 

 
19世紀末 20 世紀初，在西方政治文化的影響下，在「開發民

智」、「教育救國」的社會思潮中，先後湧現了三大語文運動：白
話文運動、國語統一運動和漢語拼音運動。之所以稱之為「運動」，
因為語言文字問題關係到整個社會、整個國家，這種變革在當時具
有廣泛的群眾性。 
 
國語統一運動的發端可以追溯至 1903 年，當時清政府的《學

堂章程》開始規定：「各國語言，全國皆歸一致⋯⋯中國民間各操
土音，致一省之內彼此不能通語，辦事多扞格。茲以官音統一天下
之語言，故自師範以及高等小學堂，均於國文一科內，附入官話一
門」。因為「此種官音，即數百年來全國共同遵用之讀書正音，亦
即官話所用之音。」到了 1911 年滿清王朝的最高教育機構——學
部在清政府即將崩潰的前夕，召開了中央教育會議，通過了「統一
國語辦法案」，並建議成立「國語調查總會」，審音標準以京音為
主。從此，「國語」這一名稱開始取代了「官話」這一名稱。 

 
1913年教育部召開讀音統一會，確定國語標準音：以京音為主

而兼顧南北，吸收了江浙話的濁聲母、尖團音、入聲等。這種國音
後來被人稱為「人造國音」，實際上是沒有人說的，因為它不存於
任何一種自然語言中。所以，建立在這種「聯合音系」上的注音字
母正式公佈（1918）之後，不久就發生了「京（音）國（音）」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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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有人要求當時的教育部重新制定字母，以受過中等教育的北京
本地人的話為國語的標準音，也就是採用單一的北京音系。這一主
張經過大討論，歷時五年之久，最後終於取得大多數人的共識，並
在 1926 年召開的「全國國語運動大會」的《宣言》中得到確認：
「（國語）這種公共的語言並不是人造的，乃是自然語言中的一
種；⋯⋯還得採用一種方言，就是北京的方言⋯⋯北京的方言就是
用以統一全國的標準國語。」自此之後，國語注音全部改用北京音，
叫「新國音」，以別於 1913年由各省代表投票表決的「老國音」。
注音字母也隨之作了相應的修改。 

 
作為全民標準語的國語，它的語音系統體現在注音字母中。注

音字母雖然採用漢字筆劃式的形體，但也是一種拼音字母，而且是
中國第一套由國家正式公佈的法定的拼音字母。從歷史發展的角度
來說，注音字母是晚清至民國初期漢語拼音運動（切音字運動）的
階段性的小結。當時為「使男女老幼皆能讀書愛國」而設計的拼讀
漢字的切音方案將近三十種，其字母形體以漢字筆劃式為多（13
種），採用拉丁字母的是少數（5 種）。早期的切音方案多為拼寫
某種方言而設計的，國語統一運動掀起後，在拼甚麼音的問題上意
見漸趨一致。大家認識到「語言必歸劃一，宜取京話⋯⋯京話推廣
最便」（王照語）。之後，拼音運動與國語統一運動彼此配合，互
相促進。當時，拼音是洋玩意兒，國語採用洋而不失漢字之本的簡
單的筆劃式的字母作為注音工具，是符合民國早期的社會民情的。 

 
現代漢民族共同語從清末的「官話」到民初的「老國音」，到

二十年代中期的「新國音」，經過三個發展階段，歷時幾十年，終
於確立了自己的標準音——北京語音，從而開始向民族共同語的高
級形式——民族標準語的方向發展。 

 
四、普通話和漢語拼音方案 

 
1955年 10 月中國社會科學院主持召開了全國性的「現代漢語

規範化學術會議」，會議的主要內容集中在一點上說就是：對民族
共同語加以明確的全面的規範並在全國範圍內大力提倡、逐步普
及。會後就開展了漢語規範化運動和推廣普通話運動，前一個運動
要求對民族共同語內部語音、詞匯和語法方面的分歧加以整理、加
工，明確各方面的規範，盡量減少內部分歧；後一運動則在各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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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掀起了學習普通話的熱潮，使學習普通話在全國蔚然成風。同
時，為了配合推廣普通話，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加快步伐，研製給
漢字注音和拼寫普通話語音的方案，1956年發表了供討論的《漢語
拼音方案（草案）》，經修訂和反復審議後，1958年被批准作為正
式方案推行。 

 
漢語規範化運動、推廣普通話運動跟過去的國語運動是甚麼關

係？國語運動的宗旨從來就是十分明確的：「國語統一」和「國語
普及」，到了二十年代中期正式以北京音為標準音，以北京話為標
準國語。因此，從運動的性質和目標來說，國語運動和漢語規範化
運動、推廣普通話運動都是民族共同語從初級形式向高級形式（標
準語）轉化過程中的不同發展階段，其目的都是為了推廣民族共同
語並使之走向規範化，成為全國各地區大多數人都能使用的民族標
準語。 

 
五十年代的現代漢語規範化學術會議顯然把民族共同語的發

展推向一個更高的階段。這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 
 
1. 正確闡明了民族共同語與地域方言的關係 
 
「全國國語運動大會」正式宣告以京音為標準音，這是它的歷

史功績，但《宣言》中說：「北京方言就是標準方言」，「就是用
來統一全國的標準國語。」這種說法至少在字面上把方言和共同語
等同起來了，其後雖然在《國音常用詞匯》（1932）的序文裡說明
以北京語音為標準音，係用其音系，而非字字悉從其土音，但為時
已晚，以至於在六十年代台灣學者董同龢先生還為此對台灣小學課
本的注音提出了意見。而現代漢語規範化學術會議則對這一問題有
了明確的闡述：普通話是經過規範和加工的民族共同語，它是為全
國各個地區服務的全民交際用語，普通話不等於北京話。推廣普通
話也不是要取代地方方言，而是要求在使用家鄉話的同時，學會一
種可以通行各省各地區的共同語，以利全社會的發展和建設。 

 
2. 全面闡明了語言規範化的內容 
 
現代漢語規範化學術會議上對民族共同語的語音、詞匯、語法

等各方面的規範作了廣泛、細緻的討論。僅就語音方面來說，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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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音標準外，還討論了異讀字、輕聲、兒化等許多語音規範問題。
會議明確地指出，規範的總原則是以北京語音為標準音、以北方話
為基礎方言、以典範的白話文著作為語法規範。之所以對語音作了
明確的規定，那是因為不這樣，就不便於大家學習，民族共同語的
口語形式就難以統一；之所以不對詞匯、語法作出明確的規範，那
是因為這兩方面無論就它們和方言的關係或自身的性質而言，都是
無法具體限定的，只宜於定出一個寬泛、大致的範圍，然後隨語言
的發展而隨時加以規範。會議對民族共同語規範化的討論以及會後
展開的工作，其內容顯然比過去全面深入得多。 
 
在這次會議上，現代漢民族共同語正式獲得了「普通話」這一

名稱。從歷史上看，「普通話」和「國語」這兩個名稱早在清末都
已出現了。1906年朱文熊在「切音運動」中提出「普通話」這個名
稱，他的解釋是「各省通行之話」，民國時期國語運動代表人物
之——黎錦熙先生對「國語」的解釋也是「北京受過中等教育的人
交際、講學所用之普通話」，可見這兩個名稱所指相同。普通話這
一名稱一方面包含著對國內少數民族語言文字的尊重，另一方面也
是為了強調其普遍性，以便推廣。目前，「國語」這一名稱仍在台
灣使用，而實質性的問題則是大陸的普通話與台灣的國語究竟是什
麼關係？國外有學者在台灣考察了實際情況後，把用於正規書面語
言以及電視廣播上的國語稱之為「標準國語」，並定義為「基本上
是北京方言減去帶極端口語味道的地方特徵」，「是大陸與台灣都
作為國語來推廣的言語形式」。此外，又把日常生活中通行的主要
受閩南話影響的國語稱之為「台灣國語」，它「是一種具有明顯過
渡性質的國語變體」。這種看法是切合實際的，這樣，台灣的標準
國語相當於大陸的標準普通話，而作為標準國語變體的台灣國語則
相當於標準普通話的地方變體，如上海普通話、福建普通話等等。
總起來說，都是統一的民族標準語的不同變體。 

 
最後，如何看待普通話漢語拼音方案和國語注音符號？首先，

從發展上說，它們都是三大語文運動之一——漢語拼音運動的歷史
產物，其次，它們都是依據北京語音設計制定的，都是為漢字注音
和推廣民族共同語服務的，所不同的只是字母形體。當初，注音字
母公佈時就有人對採用漢字筆劃式的字母形體提出了意見，認為
「採用羅馬字是採用拼音文字最自然的一個辦法」，「凡去羅馬字
而他求別種拼音文字的⋯⋯是捨大道而弗由⋯⋯」（林語堂語）。



從官話到國語和普通話──現代漢民族共同語的形成及其發展 

 211 

之後就設計了「國語羅馬字拼音法式」，作為「國音字母第二式」
公佈（1928）。三十年代，又出現過「拉丁化新文字」運動，在工
農群眾中傳播時間相當長。可見，漢語拼音方案直接採用拉丁字母
是符合漢語拼音運動的發展趨向和世界潮流的，而且方案的設計和
制定又充分吸取了包括注音符號、國羅和北拉在內的各種拼音方案
的優點。所以，這個方案是半個多世紀以來漢語拼音運動的歷史產
物，是中國人民創制漢語拼音字母的歷史經驗的總結。最近，據香
港報紙的報導，台灣教育部已宣佈擬於兩年後，即 2001 年將採用
大陸的漢語拼音法，並把它列為小學必修課程。可見，海峽兩岸對
漢語拼音方案是有共識的。 

 
五、21世紀的民族標準語 

 
從官話到國語和普通話，現代漢民族共同語從初級形式走上了

向高級形式民族標準語發展的道路。目前，我們的民族標準語
雖然已經存在，但普及的程度還遠遠不夠，要達到全國範圍的推
廣、方言區大部分人都會使用的地步，還有相當長的距離。另外，
標準語自身也還有不少規範不明確的地方需要逐步去完善。 

 
二十年代的國語普及使國語完全佔領了廣播、電影、話劇等領

域裡的陣地，並在城市小學語文教學中得到了初步的一定程度的普
及。五十年代中期至六十年代中期的推廣普通話運動進一步在學校
裡和社會上擴大了普通話的使用範圍，加深了普及的程度，湧現了
不少縣一級學習普通話的先進單位和模範人物，並在政府主管部門
的領導下多次召開了全國性的普通話教學成績觀摩大會，推廣學普
通話的先進經驗。八十年代起，推廣普通話的工作更隨著全國政
治、經濟、文化的發展進入一個新的歷史時期。新時期推廣普通話
的工作有一個前所未有的重大舉措，就是頒佈了《普通話水平測試
大綱》和《普通話水平測試等級標準》，並於 1994 年起在教育系
統和廣播電影電視系統中率先開展普通話水平測試工作，對這些領
域中的教師和工作人員要求持普通話等級合格證書上崗。1996年測
試工作擴展到香港，推動了香港中小學的普通話教學工作，擴大了
普通話的社會影響。普通話水平測試工作的實施使民族標準語的推
廣工作大大地加快了步伐，並進入科學化、規範化，制度化的階段。 

 
21世紀的民族標準語將繼續向規範化的方向邁進，並通過書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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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的渠道，在北京話的基礎上，對地區語言（包括北京話自身）繼
續發揮巨大影響，同時地區語言特別是經濟、文化、科技較為發達
的方言，如吳語、粵語等，也將通過書面語言對民族共同語發生較
大的影響，從而使最終將在全國通行的共同語成為更加優雅、更加
精煉、表達力更為豐富的全民標準語。 

 
21 世紀的民族標準語將成為通行於全社會各領域的為大多數

人掌握使用的教學用語、工作用語、宣傳用語和交際用語。 
 

 

（本文應香港教育署的約請，在香港中文大學三
次學術報告的基礎上修改補充而成，供香港教育
署發給本地區中小教師參考閱讀。1999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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