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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兩文三語的語言政策適合香港多元

語言社會生活

•香港政府“兩文三語”的語言政策，爲香港

的中文、英文，普通話、粵語、英語做了很

好的定位。

•適合香港歷來存在的多元語言社會生活，是

“一國兩制”在語言政策上的具體體現，因

而受到社會各界的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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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英文和中文具有正式語文的同等地位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

（以下簡稱《基本法》）從法例上確定了英

文在香港的地位。《基本法》第一章總則第

九條裏規定：

“香港特別行政區的行政機關、立法機

關和司法機關，除使用中文外，還可使

用英文，英文也是正式語文。”

•中國其他地區英文便沒有這個條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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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粵語作爲香港最流通的口語一直處於

强勢

•最新人口統計資料爲我們提供了香港市民掌

握語言和方言的概况。

•按照香港的慣例，從1961年起，每十年進行

一次人口普查，並在兩次人口普查中間，做

一次中期人口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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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6月至8月期間政府進行了2016年中期

人口統計。2017年2月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統

計處公布的《2016中期人口統計簡要報告》

（以下簡稱《簡要報告》）裏披露，香港人

口總數約爲733萬人。

•政府統計處最新公布，2017年同期增至爲約

738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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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從香港人掌握的語言和方言方面看：《簡
要報告》披露：“廣州話是家中最常用的語
言。

•在2016年，88.9%的5歲及以上人口在家裏用
廣州話交談，另外有5.7%的人口報稱能說這
種語言。”“換言之，94.6%的5歲及以上人
口能說廣州話。”

•從這個數字看，生活在香港是徜徉於粵語的
海洋中，這個比喻不算是誇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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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普通話的流通量逐步上升

•《簡要報告》披露：“能說普通話的人口比

例，亦由2006年的40.2%增至2016年的

48.6%”。

•十年時間裏能說普通話的人口增加了8.4%。

•這裏，能說普通話是自己自報的，並無進行

什麽測試，可見香港市民對於自己普通話能

力的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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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普通話的流通量逐步上升

•和英語比較一下看，《簡要報告》指出：

“能說英語的人口比例，由2006年的44.7%，

持續增至2016年的53.2%。”

•十年間，能說英語的增長了8.5%，能說普通

話的增長了8.4%。

•二者增幅相當，說明市民對這兩種語言的重

視程度相若。由這兩個數字的比較，可以看

出普通話的流通量還會穩步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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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普通話教中文令香港學生一舉兩得

如虎添翼

•“普教中”這個話題在全世界是個公理，即

用標準的漢語口語教學標準的漢語書面語。

在香港現在却成了一個難解的死扣。

•真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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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普通話教中文通行全中國、全世界

•在中國內地，在臺灣地區，海峽兩岸上億中

小學生在不同的方言區學習中文都是普通話

教學。這且不說。我們看看世界上學習中文

的情况。特朗普總統的外孫女和英國喬治小

王子學習中文不是個案，目前近70個國家將

中文教學納入國民教育，學習中文的人數從

2004年的3000萬人，上升到一億人。十年翻

了三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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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普通話教中文通行全中國、全世界

•英國到2020年會有40萬人學習中文，美國將

中文列入第二外語，俄羅斯明年將中文納入

九年級國家期末考試。中文不是拼音文字，

這麽難學，爲什麽外國人趨之若鶩？他們說

的很明白，他們希望進一步瞭解中國，加入

中國的朋友圈，加入中國市場，他們希望爲

孩子的未來打開一扇新門，讓孩子將來有更

多更好的機會，增加自身的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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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給大家看一些數據。

•孔子學院2004年創辦，主要開展漢語教學，

傳播中華文化。至今覆蓋國家142個，建立孔

子學院516所，建立中小學課堂1076個。

•一帶一路沿綫有51個國家設立135所孔子學院，

130個中小學孔子課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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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世界學習漢語，學習中文，都是用普通話
教學。普通話本身就是標準中文，普通話的
定義是

“以北京話爲標準音，以北方方言爲基
礎方言，以典範的白話文著作爲語法規
範的現代漢民族的共同語”

•涵蓋了語言的三要素：語音、詞彙、語法。
有的香港朋友把普通話作爲第二語言來看，
這是不合學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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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可以例外嗎？有什麽根據可以例外？拿

一張世界地圖來看，不用普通話教中文的，

只有香港了。

•全世界的學習漢語的學校，海峽兩岸的中小

學校，都在“普教中”，這是不是給香港做

了試驗，就是在香港也有中小學堅持“普教

中”的多年試驗。

•還需要拿香港的公帑再做試驗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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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普教中”在香港實施刻不容緩

•香港政府教育局對“普教中”的態度、政策，

從2017年5月發布的《中國語文教育學習領域》

文件的1.4.4節，關於“課程的發展方向”裏

的一段闡述可以看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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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校本需要及條件推動用普通話教中文

學校可按本身的需要及條件，包括師資的準備、

學生的水平、校園的語境、課程的安排、學與

教的支援及家長的期望等考慮是否用普通話教

中文。現時已有部分學校嘗試以不同方式用普

通話教中文，他們的試行經驗，可供其他學校

參考。就用普通話教中文作爲遠程目標，現階

段未有具體的實施計劃和時間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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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這樣的政策，香港中小學的中國語文科用

普通話教學的問題，“現階段未有具體的實

施計劃和時間表”。說得很明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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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可以設想，香港中小學生如果實施“普
教中”，每天上語文課都會接觸普通話，而
不是只在普通話課的有限時間裏學習普通話。
那麽，他們可以在學習語言最佳的年齡段學
好普通話，說好普通話。

•哪一位家長不願意自己的孩子說一口流利的
普通話，增强自己孩子在職場上的競爭力？
所以，現在政府校本位的做法也給一些學校
自由發揮的機會。據說，有一百多所小學不
同程度上實施普教中，中學大概在50所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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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過得很快，再拖延“普教中”的實施，
就怕把孩子們耽誤了。希望不要讓香港的學
生聽著外國人講一口流利的普通話而瞠目結
舌吧！我想，大可不必擔心孩子在九成五的
人都會說粵語的環境下說不好粵語，還是要
趕快想辦法讓孩子們說一口流利的普通話吧！
我相信，校長，老師，家長會越來越認識到
普通話的重要，而提高學生學習普通話的效
率，提高他們普通話交流的水平，還有比普
教中更行之有效的辦法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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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漢語拼音教學要再上一個臺階

• 1958年中國政府公布了《漢語拼音方案》，

到明年整整六十年。

•《漢語拼音方案》是中西文化交融的成果，

是自明代以來中外學者三百多年來不斷努力

實踐的結果。

•以拉丁字母給漢字注音，解决了幾千年來我

們無法給漢字準確注音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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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公布時，漢語拼音最重要的功能是給漢

字準確注音。

•始料所不及的是，當我們進入互聯網時代以

後，發現用拼音輸入中文是個好辦法。

•當手機、電腦不斷更新，輸入中文的方法不

斷增多時，越來越多的人公認漢語拼音是輸

入中文漢字最快捷最便當的方法。

•現在中國網民有七億以上，大部分人使用拼

音輸入。所以我說，漢語拼音搭上了互聯網

的快車，發揮了更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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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字注音的每一個音節包括聲母、韵母、聲

調，一般輸入法省却聲調，打一個聲母，就

出現一系列同聲母的漢字讓你選擇，爲了避

免太多選擇的麻煩，可以將該字的聲母韵母

都打出來，最長也就是六個字母（聲母是雙

字母zh,ch,sh;韵母的韵尾是後鼻音韵尾ng），

例如：chuang（窗、床、闖、創）。

•這樣，同音字就有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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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是雙音詞，打兩個字的聲母，可能會出現

幾十個、上百個同聲母的雙音詞，爲减少選擇，

可將雙音詞的第一字的聲韵母都打出來，再打

第二字的聲母，所需詞可能就出來了。

•有時我也會打第一字的聲母，第二字的聲韵母，

例如“消息”，打xxi，就出來了。比打xiaox，

少兩個字母，提高了效率。

•最好的是打四字成語，打四個字的聲母，成語

就準確出現了。“狐假虎威”打hjhw四個字母

就出來了，幾乎百發百中。如果是多音節熟語、

俗語，或者常見詩句，文言名句，打每個字的

聲母就成了。準確度和成語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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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中小學，拼音教學也是一個難點。小

學學了，中學學，到了大學的普通話課堂，

再從頭教起。我曾和一位專家探討這個問題，

他的回答是因爲香港人的普通話說不好，所

以拼音不好。說得有道理。

•看來普通話和拼音的能力是相輔相成、互相

影響的。今年公布的新的《普通話課程綱

要》，改進了拼音教學的方法，希望老師們

在比較短的時間內教會學生整個的方案，令

他們利用拼音這個工具糾正自己的發音，讓

拼音成爲他們自學普通話的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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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建議老師教學生拼音輸入法，學生都有手

機，下載有關拼音輸入中文的軟件，拿出手

機來學，引起他們學習的興趣。

•拼音打錯，正確的漢字出不來，說明自己發

音不對，從新再來過，改正了就打對了，以

後就記住了。既輸入中文又糾正讀音，真是

一舉兩得的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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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識寫識認繁體字和簡化字令香港學

生左右逢源

•漢字是中華民族的瑰寶，秦始皇的“書同文”

政策被我們稱贊至今。漢代許慎所著《說文

解字》是中國第一部成系統的字典，收字

9353個，歸入540個部首。這用部首給漢字歸

類的體例，詞典字典至今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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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6月5日，國務院正式發布了《通用規

範漢字表》，這是在新時代、新形勢下公布

的，對提升國家通用語言文字的規範化、標

準化、信息化水平具有重要意義。《通用規

範漢字表》共收字8105字，對現代漢語語料

的覆蓋率達99.98%。

•實際上，一般人掌握2500—3000字，就可以

表達自己的思想感情，也可以掌握幾乎全部

的社會信息。(王宁，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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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樹立對繁體字和簡化字的科學認識

•首先，要明白，不是所有的漢字都簡化了。

1956年1月國務院公布《簡化字方案》，到

1986年10月國務院發布經過調整的《簡化字

總表》，簡化字共2235個。其中表一表二加

起來不足500個，表三是根據表二類推的簡化

字。所以繁簡字要學習起來，數量不多，十

分容易。

28



•漢字是人們交流的工具。漢字簡化歷來有之，

簡化字方案並非少數人閉門造車而來，大量

簡化字都有歷史軌迹可尋。簡化漢字推行了

半個世紀，大大方便了幾億人的識字寫字，

加快了中國教育的普及。

•現在外國人學習中文，說的是普通話，寫的

是簡化字。灰塵的塵，呼籲的籲，鬱金香的

鬱，烏龜的龜，都簡化得很好。

•簡化字在內地和國際上已經習慣成自然，已

經約定俗成了。所以，不可能再恢復已經簡

化的字爲繁體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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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內地，原有的繁體字，異體字，在一

定場合一定環境下，仍然可以使用，並沒有

廢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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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繁簡由之”是可行的辦法

•目前，在香港、澳門、臺灣出版的政府文書、

各類文件、教材、書刊、報紙等使用繁體字

（正體字），這是好現象。

•我認爲，有三千萬人在每天使用繁體字。這

套字就會長期流傳下去。

•這也是保留了中華文化的傳統。

31



•澳門大學程祥徽教授1984年就出了一本小册

子，叫《繁簡由之》。1988年也在臺灣印行。

這句話逐漸成了港澳地區處理漢字用字問題

的口號。

•程教授與我合著的《現代漢語》教材，也吸

收了“繁簡由之”的說法。

• 2013年，在澳門舉行了“兩岸漢字使用情况

學術研討會”，“繁簡漢字和諧共存”是两

岸很多學者的共識。論文集便以“繁簡並用，

相映成輝”爲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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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教育部門很早就委托大學的專家編制了

繁簡字知識的軟件發到中學，供語文老師教

學參考。

•香港考評局的一些考試，也允許寫簡化字而

不扣分。現在政府的文件，在網頁上有英文，

有中文，中文有繁體，有簡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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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嶺南大學任職教《實用中文》時，教材

裏列有簡化字表，學生學習後很受益。

•香港學生識簡寫繁，可以閱讀內地大量圖書，

開闊自己眼界。就是自己手下也難免不寫簡

化字。

•如果大家繁簡字都能掌握，運用得手，那就

左右逢源，長了本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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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完畢﹗

謝謝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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