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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音里的中国

“宝贝呀宝贝，妈妈把你放在摇篮
车里摇啊摇，宝贝啊宝贝……”中国语
言资源保护工程宣传片中，镜头前的老
奶奶唱起了满语摇篮曲；“摇啊摇，摇
到外婆桥，外婆喊我好宝宝；糖一包，
果一包，买条鱼来烧烧”——这首传唱
甚广的童谣用无锡话吟唱起来，轻轻软
软，好似到了江南水乡……

这些经过岁月沉淀下来的乡音是文
化的标记，是承载着乡愁的文化记忆。
在这些动听的乡音里，有人听到的是母
亲的呼唤，有人看到的是老屋上的袅袅
炊烟。

但不容忽视的现状是，随着现代化

进程的推进，许多语言、方言趋于濒危
或面临消亡的危机。数据显示，在我国
现存的 130多种语言中，有 68种语言的
使用人口在万人以下，其中有25种语言
的使用人口在千人以下。

以赫哲语为例，据 《中国语言地图
集 （第 2 版）》，我国使用赫哲语作为
母语者约为 15 人。在中国语言资源保
护工程宣传片中，赫哲族伊玛堪国家级
传承人吴明新表达了自己对赫哲语传承
的担忧。

相关语保专家表示，语言多样性是
人类最重要的遗产，每一种语言都蕴藏
着一个民族独特的文化智慧，任何一种
语言的消亡都将是整个人类的损失。语
言一旦消亡，以它为依托的思维方式、
口传文化、民俗民风都将随之消失。

语言资源保护进行时

在此背景下，2015 年 5 月，中国教
育部、国家语委启动“中国语言资源保
护工程”，计划用5年时间，开展1500个
地点的田野调查，其中少数民族语言
300个点，汉语方言900个点，濒危语言
方言 200个点，语言方言文化 100个点。
这标志着中国政府从国家层面开展语言
资源保护工作。

作为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大规模的语
言资源保护项目，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
程自启动至今，已完成全国 130 多种语
言中的近百种，占全国语言种类的 80%
左右；完成总体规划1500个调查点中的
1073 个，占规划总量的 72%，国家已投
入资金 1.27亿元。这些成果的背后是专
业团队的努力：全国共有超过 250 所高
校和科研机构参与工程建设，组建的专
家团队近 500 个，参与的专业技术人员
1500多人。

此外，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已建
成“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采录展示平
台”和“中国方言文化典藏多媒体资料
库”两大多媒体语言资源库，持续在线收
集和汇聚展示中国语言资源。

旨在协同并汇聚各方力量推动语保
事业发展、被称为“语保大趴”的南山会
讲已举办两讲，不仅让语言保护纳入更
多人的视野，而且带动了越来越多的人
参与语保事业。“语保事业的使命是保护
传承。保护的目标就是传承，传承就是最
好的保护，语保人的南山之路不在象牙
塔里，而在社会大众中间，在每一位语言
使用者中间。”中国语言资源保护研究中
心如是阐述南山会讲的理念。

“保护不只是学者的工作”

今年 7月 17日，南山会讲“语保世界
观”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球说“多语
言冠军挑战赛”启动仪式上，著名节目主
持人汪涵被授予“多语言冠军挑战赛推
广大使”。作为会讲嘉宾，汪涵代表的是
民间语保声音。在语保领域，他被大家更
熟知的是主持人之外的身份——“響應”
计划发起人、中国语言资源保护研究中
心顾问。

南山会讲嘉宾对谈环节，汪涵指出
“语言保护不只是学者的工作，而更需
要多引擎共同推动”，引起与会嘉宾的
共鸣。

北京语言大学副校长、中国语言
资源保护研究中心主任曹志耘表示，
要跨越学者和社会大众之间的鸿沟，
去触发社会大众的语言自觉和保护意
识，引发社会大众的保护行动，包括
通过明星呼吁、网络视频制作、发起
社会活动、推出方言文化艺术产品等
方式去推动。

“‘響應’计划开展方言调查、
‘全球说’公司开发语言在线学习平
台、茂德公集团发起‘足荣村方言电影
节’等都是很好的尝试。”曹志耘说。

曹志耘坦言，目前我国从事语言资
源调查保护的专业力量有限，由于各方
面条件限制，调查保护的速度远远赶不
上语言资源衰亡和流失的速度，“和时
间相比，我们注定是输者”。这不仅是
曹志耘的感受，也是很多语保人的共
识，但他们仍然选择攀登“语保事业”
这座“南山”，理由简单——“只因山
在那里”。

本报电 （记者刘
菲） 日前，由河北阅
读传媒有限责任公司
旗 下 的 《快 乐 作 文》
杂志发起组织，中国
侨联、全国台联、人
民日报海外版、中国
国际广播电台等单位
共同主办的第十八届
世界华人学生作文大
赛结果揭晓，并在京
举行颁奖典礼。

颁奖典礼上，来
自 中 国 、 英 国 、 德
国、美国、法国、荷
兰 、 阿 联 酋 、 缅 甸 、
加拿大等国家和地区
的百余名获奖学生和
教 师 代 表 欢 聚 一 堂 ，
共赏美文佳作，感受
中文魅力。第十八届
大 赛 以 “ 家 国 之 思 ”

“阅读之趣”“友善之
举”“满意之作”为主
题，旨在凝聚华人学
生的家国之情，提高
阅读兴趣，增强人文
关怀，进而提升海内
外 学 生 的 文 学 素 养 。
大赛共吸引了来自 22
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多
万名学生参加。经过大赛专业评审团队的评
定，最终 15篇佳作胜出，荣获特等奖。大赛还
针对学校设有组织奖、针对教师设有辅导奖。

在颁奖典礼上，来自阿联酋中华文化语言
教育交流中心的李偲嘉同学朗读了她的 《“美
食精品”蟹黄包》；缅甸曼德勒新世纪国际高级
学校的张继代老师代表海外组织奖获奖单位发
言，介绍了组织学生参与作文大赛的心得；英
国中文教育促进会的李琳老师获得辅导奖，她
在发言中交流了在海外教授中文的经验体会。

作为一个华文教育项目，世界华人学生作
文大赛至今已成功举办 18届，是目前参与人数
最多的海外华文教育活动之一，已成为推动华
文教育在海外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兴盛发展
的一个重要载体。

颁奖典礼上，第十九届世界华人学生作文
大赛同时启动。

葡萄牙里斯本孔子学院开课是在去年 10月
10日，我接手了3个班：高级一班、二班和“超级”
班。这几个班的学生或是学汉语多年，或是去中
国留学和旅游过，甚至还有人曾在中国居住、生
活过。

这三个班的学生中，有 3人是在校大学生，
有几位是上班族。结束一天的工作之后，他们
再匆匆忙忙从公司赶到学校上汉语课，并且他
们的工作和汉语也没有太大关系，只是出于对
汉语和中华文化的喜欢和热爱。3个班里占多半
的学生是退休离职人员。他们对知识的追求和
认真执著的好学精神让我感动，我时常和他们
交流沟通，以了解他们的学习需求和对课程的
要求和愿望，据之适时调整，满足他们的愿
望，真正地为他们服好务。是他们的好学精神
和人格力量感动了我，让我愿意倾尽自己所学
所知，促进他们的汉语学习。

保罗先生是里斯本大学的退休数学教授，他
曾去天津南开大学开设过 3次学术讲座。里斯本
大学在葡萄牙的地位相当于清华大学在中国的
地位。提到南开大学的数学专业，大家都会想到
陈省身先生。我问保罗，您知道陈省身吧？他说：

“当然，当然。”
这位令人尊敬的老先生选择上超级班。但这

学期，超级班的《博雅汉语·飞翔篇》太难了。上课
两周左右时，我提醒他可以选择高二或高一班的
课程来上。老先生坚定地说，他现在能听懂30%，
但是他要努力，希望到期末能听懂 80%。后来我
发现，每次上课前，他都会把所用的材料全部复
印，查字典，翻译成葡语或者英语。他也会把完成
的作业扫描给我，让我批改后再返还给他，再纠
正，再学习。在他身上看到的是真正的“钻研”精
神、“啃骨头”精神。

高一班的法蒂玛可能是我教的年龄最大的
学生，他是一位退休的科学家，学起汉语来也
是带着科学家所特有的韧劲儿，令人钦佩。还
有班上的高思龙先生，上世纪 90年代，他曾在
驻北京的葡萄牙公司工作过5年，现在仍然坚持
学习汉语。《新实用汉语课本 5》 已经学过一
遍，但他选择再学一遍，当我为他纠正发音
时，他总认真地模仿，学习态度积极，作业也
会认真完成。

这些学生都已退休，生活优渥，在自己的
工作领域有一定成就和地位。但他们还这么刻
苦地学习汉语是为什么呢？并且，到孔院学习
是要付学费的，每门课程一学年需要付 350 欧
元。年轻人是为了找工作、为生存、为生活，
他们呢？有人开玩笑说，他们学习汉语是为了
保持大脑细胞的活跃。但这执著的学习精神，
真令人敬佩，是真正的“活到老，学到老”。这
种好学精神和学习态度，让我感动，也提醒我
自己要努力工作，不断提升自己。

（作者系葡萄牙里斯本大学孔子学院汉语教师）

从出生后的咿呀学语到慢慢长大和周围的人交
流，我说的语言都是中文，好像一切都是理所当然，
从来没有想过这种语言有多么重要。直到多年前来到
英国，在一个全新的语言环境里，感觉自己竟又像个
婴儿一样咿咿呀呀地学起怎样和人们交流、表达自
己，才意识到我习以为常的语言其实是生命中多么重
要的一部分。它不仅代表我的身份和文化背景，还载
着我的乡愁，它就是我的乡愁。我怀念听到乡音及组
成乡音的字字句句，怀念用乡音表达自己时的感受。

初到英国时为了学习英语，当时和各国的同学们聊
天，大家互相问：“你睡觉做梦的时候，用哪种语言？”据
说如果是用英语做梦，那就说明真的是把自己浸在这个
新的语言环境里了，一定会把英语说得特别好。几年后，

“调侃”不知不觉变成了事实：用英语学习和工作，用英
语同其他人交流，用英语做梦……但当我晚上一个人在

家里时，会觉得脑袋里的每根神经都累，只是瘫坐在那
儿，让一切都停止下来。这静止中，我的乡愁渐渐地涌上
心头，于是去翻看仅有的几本读过很多遍的中文书，听
那些听过无数遍的中文歌。仿佛唯有母语才能化解思
念，但将自己置身熟悉的母语环境中，思念却更浓了。

每次回国，早上我都要在床上多赖一会儿，因为可
以静静地听楼下早市上人们参杂着浓郁的东北口音的
叫卖声和讨价还价声。我喜欢听厨房里爸妈在准备早饭
时的窃窃私语，喜欢和朋友聊天时听她用典型的东北话
讲我不在国内时她的生活，甚至喜欢听表弟们说话时不
经意地带出一句“东北粗语”——然后我深深地吸一口
气，好想把伴我长大的语言环境像空气一样吸进身体
里，这样在国外置身英语环境时就不会太想家。

还记得那年终于交上论文，完成了毕业答辩，手里
握着博士毕业证书——当时来英国的目的完成了，到了
要决定留下还是回去的时候了。尽管对这个生活了好几
年的国家和“那个他”留恋和不舍，可是回到说我的语言
的地方是我一直以来的想法。那时他真的急了，拉着我
的手说：“留下来吧，我一定会学好中文，用你的语言去
爱你！”—— 因为他知道乡音对我有多重要。看到以西
班牙语为母语的他那么认真努力地学习汉语，我真的不
能再说周围没有乡音让我想家了。于是我把摆在一旁让
自己发呆了很久的护照收了起来，把毕业证书放好，开
始了人生的另一段旅程。不同的是，旅程中有一个他用
中文陪伴 —— 他实现了当时的承诺，尽最大努力学好
了中文。我所感受到的幸福时刻不只是我们一起四处旅
游，看日出日落，还是在看到一段自己十分喜欢的中文
文字时，可以给他读出来，一起分享；是当我找不到最恰
当的英语单词表达自己的感受时，可以用中文跟他说出

来；是听他像模像样地给我哼上几句我最喜欢的王菲的
歌；是在医院里疼得语无伦次只想说中文的时候，他在
一旁一边握着我的手一边给医生翻译；是听他用中文和
老爸老妈开玩笑，偶尔夹着一些刚学来的东北话……现
在才发觉，以前自己对乡音的认识有多肤浅，它可以让
你在平凡小事中满足。

我曾在大学的国际社团里教中文，来学习中文的学
生大都和中国有些联系，学习中文的原因也大致一样，
比如有一方父母是中国人，但是因为小时候没有坚持和
父母说中文，便想重新再学。其理由不仅因为中文作为
一种语言很重要，更因为他们想找到自己的根。每次想
起他们的故事，我都会十分感动，让我禁不住地想如何
能让我的孩子们延续他们血脉里的中国语言文化，不用
等到长大后把中文作为一门新的语言从头学起，这也让
我坚定地要把我的乡音教给他们。

如今，我看到幼小的他们在3种语言之间有些挣扎地
前行，看到他们在讲中文的时候会突然停下，小脑袋在极
力地区分开英语和西班牙语，搜索着他们会说的中文单
词，我真有点心疼。但在他们能说出来后，我又十分骄傲
——我的宝贝们，也许妈妈能给你们的并不是很多，但
是妈妈很想一直用她的母语真切地告诉你们她有多爱你
们，也想听到你们用她的语言告诉妈妈你们也爱妈妈，让
你们能够通过中
文了解属于你们
自己的文化，听
姥姥姥爷用乡音
给你们讲他们的
故事……

（寄自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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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语言资源保护记
留下乡音 记住乡愁
□本报记者 赵晓霞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
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人事变化，乡音如故——唐代诗人
贺知章的《回乡偶书》从古至今，拨动了多少离人的心弦。

作为人类文明世代相传的载体，语言是相互沟通理解
的钥匙，是文明交流互鉴的纽带；乡音更承载着一个人的
乡愁。据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管理司、语言文字信息管理
司司长田立新介绍，“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多语种、文化多
元的国家，拥有汉藏、阿尔泰、南岛、南亚和印欧五大语
系的130多种语言、10大汉语方言，方言土语难以计数，是
当今世界上语言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之一”。

今年 6月，暨南大学詹伯慧教授在“古风之
美”方言吟咏雅聚上用客家话吟诵了 《相见欢·
林花谢了春红》等。

本文图片来源：语宝（yuyanbaohu）本文图片来源：语宝（yuyanbaohu）

第二届“足荣村方言电影节”海报第二届“足荣村方言电影节”海报

中国语言资源保护研究中心赴湖南实地调研以女书为
代表的江永方言文化的保护与传承情况。

图为女书传承人现场展示女书书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