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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且存在于语言生态环境之中。”（ 刘利民 2006： 1 － 2） 语言

日常生活中使用的语言与文字通常会影响公民的观

文字既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文化与文明的载体，又是文

念进而影响其行为，甚至会影响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和国

化和文明中最基本、最稳固、最持久的构成要素。相对于

家安全。随着社会经济和信息技术的发展，语言文字的

经济、政治、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等而言，语言文字更为持

使用范围、文化功能和社会地位都在发生变化，从而影响

久、更加稳定，因而它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一个民族、一个

人们的语言意识。语言意识常与族群意识相关，族群（ 语

国家的文化精神和思维方式。一旦这种文化精神和思维

言） 意识与国家认同相连，这可能引发一系列与语言安全

方式遭受破坏或侵蚀，这个民族和国家的文化或安全也

相关的政治问题。关注语言安全及其相关的政治问题，

将随之受到影响。

首先要从与语言安全相关的基本问题入手，才能清楚地
了解和把握语言安全问题的根本。
到底该如何定义语言安全； 它包括哪些内容、涵盖哪
些范围； 就该术语的使用而言，
又存在哪些问题？ 尽管中国

语言安全观与语言资源观紧密相连。语言是一种极
为重要的社会资源，具有特殊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科技
等价值，可供开发和利用，因而产生很多新兴的语言学交
叉学科和产业，如语言政治学、语言经济学（ 贾洪伟 2014，

学界开展有关语言安全的研究已有一定时日，但有关上述

姜国权 2009） 、语言生态学、语言规划学、语言教育学、语

问题的阐发，
尚未形成一致的见解。鉴于此，
本文就上述问

言测试学、语言矫治学、语言工程学、法律语言学、传播语

题加以系统的阐发，
以期为我国语言安全相关政策的制定

言学、广告语言学、语言培训、语言咨询以及语言工程等。

提供参考依据。

可能涉及的语言安全问题主要有： 对语言的重要性及其
战略意义把握不足； 对语言资源及其相关问题了解不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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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安全的概念

“人类及其历史不仅存在于自然界生态环境之中，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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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对语言资源的价值重视不够，如实行民族语言平等政
策、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和实施全民语言权等； 对语言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项目“认知语义学视野下的英汉谚语对比研究”（ 12YJA740034） 的阶段性成果。

2016 年

寇福明

语言安全界定之批判思考

第5 期

资源的规划和管理不善，如国家通用语言与民族语言的

民族间因语言地位、语言关系、语言观念、语言政策而发

关系、公民语言权的保障与维护、民族语言变化与民族语

生的语言障碍和引发的社会矛盾，或造成社会、民族、宗

言发展的关系、母语与外语的关系、外语的发展战略与规

教和教育等方面冲突的问题。语言安全问题涉及语言、

划、语言文字标准化与信息化、濒危语言与方言的保护、

语言使用、民族和谐及社会稳定等问题。就语言本身而

语言与宗教的关系以及语言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等。相对

言，除语言的语音、语法、语 义 和 词 汇 外，还 包 括 语 言 种

于传统上将语言视为交际工具以及语言是文化载体或语

类、语言地位、语言关系、语言功能、语言活力、语言声望、

言本身就是文化的观点而言，语言资源观涉及的范围要

语言规范、语言使用、语言教育、语言保护以及语言权利，

更宽泛，也更微观一些。

等等”（ 达·巴特尔 2011： 161） 。

从国家安全战略角度看，“作为国家文化安全之基本

综上所述，语言安全指一个国家使用语言文字的权

内容的语言文字安全，最基本含义首先指一个国家使用

利不受强权干涉和威胁，不因他国语言文字的侵扰失去

自己固有语言与文字的权利不受外部因素，特别是外部

其在国家政治、经济、社会、科技和教育等领域的主导地

强权的威胁和侵害； 其次指一个国家的语言文字本身不

位，不因各种内外因素的干扰而发生本质性变异（ 即保持

因他国语言文字的影响或侵入而失去在国家政治、经济、

纯洁性） ，不因语言地位、语言关系、语言观念和语言政策

社会、科技等领域的主导地位； 第三指语言文字在内外各

等因素而引发社会人群和民族间发生沟通障碍和社会矛

种文化和非文化因素的影响下保持合理的纯洁性； 第四

盾，或造成社会、民族、宗教、教育和信仰等方面的冲突，

指语言文字的改革与发展能够安全稳步进行，而不至于

以便满足国家和人民在经济、教育、科技、管理、军事和信

给国家和人民带来多于便利的不便、多于益处的害处”

息等领域发展的需要，维持社会文化与语言的和谐发展，

（ 刘跃进 2004： 146） 。

保护国家、民族权力不受侵犯，捍卫民族和睦 与 国 家 统

上述论述涉及语言文字的权利保障、通用语或官方

一。此外，语言安全还指日常生活中人们利用语言谈及

语言文字的地位、语言文字的纯洁性（ 语言规划） 和语言

有关健康、环境、人口流动、工作和出行安全等话题内容

文字的良性发展等层面。这些层面的安全不仅在战争时

及其对个人身心健康产生的影响。语言安全涉及国家语

期至关重要，在以文化宣传和文化渗透为主导的和平时

言规划政策的制定（ 李英姿 2016） 、语言文字权利保障、语

期或冷战时期也异常重要，这在全球经济技术一体化进

言文字的使用与管理、语言信息处理与安全、网络语言的

程加快、文化多元化意识不断加强的今天，表现得尤为突

使用与引导（ 刘和林 2012） 、语言种类及数量的确认、语言

出。就涵盖范围而言，该定义主要立足于从国家和国际

规范化、通用语与官方语言的确立（ 语言地位） 、通用语的

宏观角度探讨语言安全的内容，没有论及个体和族群层

作用及推广、通用语的教学与发展、全民语言文字素质的

面的语言安全，缺少民族和宗教等层面的内容。最后，该

提高、母语保持、民族语言的协调发展、弱势语言与方言

定义可适用于任何一个主权国家，缺少民族特殊性和文

的保护、跨境语言的对待、双语或多语的使用与教学、语

化多样性，也就是说它还不完善。

言的国际传播与影响、外国语的设置与教学和外语人才

从语言资源与语言问题的角度看，“语言文字及其使

的储备与培养等。

用能够满足国家、社会稳定发展的需要，不会出现影响国
家、社会安全的语言问题。语言安全的内容相当丰富，涉
及方面较广，具体包括语言文字本身状况和语言文字使
用与国家社会安全的关系。语言文字及其使用的状况与
国家、社会的安全稳定发展有密切的关系。就国家、社会

3

语言安全的范围

从安全的范围角度说，语言安全可以有国际和国内
两个层面。
国际层面又分为全球战略安全和区域安全 （ 地区性

方面来说，要求语言及其使用应当适应国家、社会稳定发

安全） 两个层面。全球战略安全指各国政府为保障国家

展的需要，同时为做好语言安全提供各方面条件，尽力避

利益、维护邦交和发展国际贸易而采取相关措施培养急

免因语言问题而影响国家、社会安全的事情发生。而国

需语种的人才，维护和监管网络安全与信息安全。区域

家、社会对语言安全也可能会有负面影响，如对社会语言

安全指各国或国际机构（ 如联合国、东盟等） 为协调各成

问题处理不当、语言关系协调不好、语言权利保障缺失、

员国之间的利益关系，发展区域贸易、促进全球或区域经

语言地位确定不妥、对重大语言问题重视不够、语言政策

济稳定健康发展，采取相关措施制衡各国在政治、经济等

乏力、语言规划不周、对语言安全缺乏敏感性 和 预 见 性

方面的力量，调节区域冲突。

等，都可能造成语言问题，并对国家、社会安全不利”（ 陈
章太 2009： 6） 。
从民族角度看，即着眼于族群和国家内部层面的语
言安全问题。“语言安全问题指一个国家在社会人群和

国内层面又分为国内安全和 局 部 地 区 安 全 两 个 层
面，主要表现是政府针对国家安全与边疆稳定，调查边疆
地区、少数民族地区的语言生活、族群（ 民族） 间的语言关
系和跨境语言关系，旨在维护和保障国家的安全与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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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群层面涉及族群（ 民族） 与国家之间两个维度，前者针

很严重（ 如赫哲语和鄂伦春语） 。同时，由于相当一部分

对族群语言的认可、使用和影响等，后者着重于各族在语

青少年对本族语的濒危表现冷漠等原因，一些处于封闭、

言使用、语言态度和语言权力等方面的行为与国家安全

半封闭地区的弱势语言的社会功能逐渐减弱，有些语言

之间的关系及其相互影响； 个人层面的语言安全主要体

或方言逐渐走向濒危，一些本来就处于濒危状态的语言

现的是公民权，即语言使用权和受教育的权利。

和方言 在 可 预 见 的 时 期 内 将 走 向 消 亡 （ 王 远 新 2008：

新中国成立六十多年来，我国的语言文字工作取得

113） 。从语言发展史上看，语言的消亡并非因其无法适

世界瞩目的成就，为教育、文化和科技等领域的建设奠定

应使用者的需要，更不是因其结构的贫乏，而是由社会文

坚实基础，做出巨大贡献。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出现

化因素造成，如强势集团的政治、军事压迫，或者经济、技

一些急需解决的语言问题。对此，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

术和意识形态等侵蚀。可见，少数民族语言文化是语言

员会负责人指出 5 点： 第一，普通话和方言的关系。很多

文化多样性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是维护国家“社会文化

人为使孩子讲好普通话，从小就禁止学习方言，方言传承

生态化境平衡”，保持社会和谐发展，促进国家安全的重

成为当今人们关注的一大问题。第二，一些少数民族语

要因素。

言濒危。濒危现象在历史上多有发生，而今大家提倡“语

上述情形均与国内语言文化安全相关。对这些问题

言资源观”，更加关注这一问题。造成语言濒危的因素很

的处理态度直接关系到国家安全问题。跨境地区的语言

多，当前重要的是要了解各民族语言的使用和学习状况，

安全问题是国内局部地区语言安全的重中之重。

找到有效解决的路径。第三，母语和外语的矛盾。当前

语言安全问题的性质

高等教育过于重视英语教学，却忽视汉语教学，甚至取消

4

语文这一必修课。第四，外语教育的语种过于单一，英语

就性质而言，语言文化安全问题不同于大众文化、消

独大，对其他外语的学习和应用，缺乏战略层面的规划。

费文化和流行文化，语言文化涉及到更高层面的安全，如

第五，互联网虚拟空间的语言问题。针对该问题，政府应

信息和思维向度问题以及更深层次的安全，即如何理解

采取各种有效措施，保证我国及国内各群体不被信息边

和看待世界问题（ 彭新良 2008： 484） 。目前的国际网络以

缘化。目前，互联网上的汉语资源已有大幅度的提高，但

英语为主导信息语言，许多有价值的信息资源均以英文

从互联网信息的比重看，英语信息仍占互联网总信息资

传送和传播，这不免将英语国家的思维模式、行为准则和

源的 60% 以上。这些矛盾需要通过科学的语言规划来解

价值观念等散播到非英语国家，经过长久的积淀，发生潜

决。据此，国家语委提出一种新理念———“构建和谐语言

移默化的影响，从而使非英语国家的传统文化受到影响。

生活”（ 李宇明 2007： 3） 。就汉语而言，其安全主要体现

可见，信息安全保障能力是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经济竞

在如下两方面： （ 1） 汉语在中国人思想与生活中的主导地

争力和生存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已引起各国的广泛关

位是否受到威胁，即汉语在国内的主流地位问题，如出版

注。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美国凭借电子信息技术，一跃

物行文中的外语词汇和国人口语中出现的类似洋泾浜语

成为信息大国，经济得以迅速发展，一度成为世界经济、

的现象； （ 2） 汉语的纯洁性能否得到保持，即汉语在世界

军事和信息的重要角色。这一事实说明，各国信息技术

的地位问题，如年轻人受媒体和外来文化潮的影响，采纳

的高下已成为界定国家实力，决定国家安全、国家地位和

的新奇汉语表述（ 如干物女、萌等） 。从国家的战略高度

国家主权的实质性依据。因而，信息技术的发展战略事

而言，汉语在国内的主流地位属于语言的主权问题，从语

关社会、文化、经济和军事等方面的核心问题，已成为语

言的个体角度而言，保持汉语的纯洁性属于语言的权力

言文化安全问题的重要内容之一（ 罗冰眉 2002： 14） 。就

保障问题。

语言文化安全而言，信息层面的安全主要涉及电信通讯、

每一种民族语言都是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每一种

软件技术、媒体信息、网络信息与技术、信息利润等与语

民族文化，不管它多么“原始”，与其相适应的语言就复杂

言文字相关，或使用语言文字的内容层面，如信息域的大

性和完善程度而言，足以与所谓“文明国家”和“发达民

小、信息内容和边界的安全，关涉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

族”的语言媲美。因此，每一种存在着并被使用着的语

危亡与兴衰。在以信息为主导的时代，一个国家的信息

言，都能满足其使用者的社会和心理的需求，都为人类社

获取能力、信息语言使用的决定能力和信息的发布与传

会和文化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也就是说，与存在的

播能力决定该国在国际生存与发展竞争中的安全系数。

所有生物一样，多姿多彩的民族语言都有其存在的理由

进而，一个民族的信息获取能力、信息发布能力和信息语

和价值（ 王远新 2002： 1） 。但是，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和

言的使用权力决定该民族的发展前景，同时也决定该民

地区经济发展速度的加快以及各类媒体和网络的普及，

族所在地区的安全与稳定。

而且由于本族语在传统社会生活中作用的逐渐丧失（ 如

语言安全还存在“个体”和“国家”两个层面，其英文

西部裕固语） 和母语使用者平均年龄升高，代际断层现象

分别为 language safety 和 language security，前者属于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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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面的语言安全，多关注个体的健康、福利、娱乐、语言态

危险”内容。针对这种局势，笔者认为中国外语工作者有

度和语言使用等议题； 后者属于国家战略层面的语言安

必要在完成育人工作的同时，以外语为工具“阐释中国特

全，多关注国家政策的制定、语言种类和数量的确认及其

色”、“传播中华优秀文化传统”、掌握国际新知和相关领

使用的规范化、通用语与官方语言的作用与推广、通用语

域动向，以便“增强中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中国话语体

的教学与发展、母语保持、弱势语言与方言的保护、民族

系，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增强（ 中国）

语言的协调发展、语言权利的保障、语言文字的使用与管

在国际上的话语权”，维护好中国形象（ 姜锋 2014： 15） 。

理、全民语言文字素质的提高、双语或多语的 使 用 与 教
学、外国语的设置与教学、外语人才的储备与培养、跨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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