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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闻
同为一国人却不能自由交谈

普通话艰难诞生之旅
□ 华声

在割据于中国的南腔北调中，南京话、北京话，成为中国官定
“
标准音”的主要竞争者，而普通话的诞生和普及，正是一
个国家走向开放、流动、融合的重要工具。 下图左：京师大学堂总教丁韪良（中）在初来中国之时，还曾在宁波试图创造一种
汉字罗马化字母，以便于学习。 下图右：1956 年,国务院发布《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普通话。

中国语言割裂的谜底
1845 年 6 月 15 日， 英国传教士施美夫
在吴淞口， 目睹了戏剧性的一幕：“我的中国
男仆(宁波人)试图施展会话能力与船工、水果
贩子及其他人交谈， 却发现他的话有一半没
被听懂，不禁有些气馁。 ”相似的景象也出现
在其他通商口岸。 在宁波，施美夫看到“地方
政府的文官一般不任用本地人。 文官很少能
讲管辖地的方言，因而不得不雇用译员”。
这一年，距五口通商不过 3 年，施美夫所
看到的正是古老中国延续了数千年的语言割
裂状况。 尽管这个帝国绝大多数人口说的都
是汉语， 但长期的封闭隔绝使各地的方言变
得千差万别， 以至于同为汉族的异乡人完全
不能自由交谈。

施美夫此次旅行的目的是考察五个通商
口岸的自然地理和风土人情， 为英国圣公会
来华传教提供方便。 为了尽可能多地了解中
国，他利用一切机会深入通商口岸的腹地，在
那里，他看到了一个几乎停滞的社会，也在无
意间为读者揭开了中国语言割裂的谜底。
那里是小农经济的天下， 既没有大规模
的商品流通，也没有持续的人口流动，地方官
吏的数量极为有限。 官吏是这个乡土中国最
主要的外来人口， 他们只需要借助当地懂得
“
官话”(即首都方言，清代中后期为北京话)的
译员就可以实现与本地居民的沟通。 毫无疑
问，在这种静态的社会里，语言上的障碍对人
们的生活几乎不构成实质性的影响。因此，只

要中国的传统社会不发生变化，方言互相割裂的
坚冰就不可能被打破。
然而，在通商口岸的那一边，施美夫却看到
了完全不同的景象：百舸千帆的码头，南来北往
的商贾，一个个五方杂处的商业都会正蓬勃发展
起来。 初到上海，他看见吴淞河北岸“
商人居住的
洋房正在兴建”，那里将成为名扬世界的上海滩。
1853 年，太平天国定都南京，长江下游富庶
地区遭受战乱之浩劫。 十余年间，作为江南唯一
的安全区，上海租界人口由 1845 年的数百人，急
剧膨胀为 1862 年的 50 多万人。 人口的激增带来
了上海的繁荣，同时也带来了各地的方言，上海
滩俨然一个南腔北调(但主要是江浙吴方言)的大
杂烩。

形形色色的“官话”
随着西方列强的不断入侵， 被迫开放的
城市越来越多，从沿海到沿江，从中原腹地到
内陆边疆， 几乎所有重要的城邑都陆续成为
通商口岸。
方言的坚冰虽已破裂， 但通行全国的标
准音却迟迟未能诞生。 在相当长的时期里，还
有一种语言在局部地区担当着通用语角色，
它就是官话。
1845 年，施美夫在宁波发现：“由于地方
方言繁多，使得京城方言得以广为应用，成为
帝国各处政府机构之间交流的通用语言。 ”
但事实并不是这么简单。
同样是官话， 却各自带有浓重的地方口
音，如
“北京官话”“天津官话”“山东官话”“南
京官话”乃至“
绍兴官话”“广东官话”等。 这种

不纯粹的官话被称为“蓝青官话”，是京音同
方言融合的产物。 虽然存在一定的差异，但都
趋近北京话， 因而在沟通上不会遇到特别的
困难。
事实上，早在 1844 年，施美夫在广州学
习北京官话时， 就曾发现戏班里的演员说的
都是南京话(他以为这是旧官话)，听起来却没
有什么障碍。
然而，官话却不是人人都会说的。 由于汉
字不是表音文字，字音要一个一个地“死记硬
背”，学习的难度非常大，因此，在方言区，官
话基本上成了上层社会的专利。 占人口大多
数的底层老百姓面对差异较大的方言， 仍会
像施美夫的宁波男仆一样摸不着头脑。
受方言困扰的并不仅仅是普通百姓。 早

在 1728 年，雍正皇帝就因方言阻碍政令之传达，
下令在官员中推广官话。 他要求各地设立“正音
书院”，在方言最难懂的福建、广东等省率先推行
官话。 规定 8 年以后，福建、广东两省，凡是举人、
秀才、贡生、童生不懂官话的一律不准参加考试。
然而， 推行的结果不过是形成了不那么难懂，但
依然不知所云的福州官话、厦门官话、广东官话
而已。 在闽粤等省推广官话 100 多年后，科举出
身的维新派领袖梁启超(广东新会人)，还因为讲
不好官话无法与光绪帝正常交流。
从另一个角度看，在留声机、电话、广播等语
音媒体产生之前，文字仍然是信息传播的主要形
式。 清政府满足于汉字“书同文”的便利，自然无
意为统一语言做太大的努力。 如果没有新力量的
介入，官话的版图也不会有太大的变化。

老国音的诞生
然而，西方列强的侵略不仅打败了中国，
也使部分开明的中国知识分子开始了向西方
学习的历程。从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到
洋务运动的盛极而衰，再到维新思潮的兴起，
普及现代西方文化逐渐成为知识界的共识。
此时，繁难复杂、无法直接拼读的汉语无疑成
了普及新式教育的头号难题。
1892 年， 为解决汉字无法拼读的困难，
厦门人卢戆章出版切音字专著 《一目了然初
阶》，创制了第一套汉语拼音字母方案。 在该
书的序言中，他第一次提出了“语言统一”的
口号，主张以南京官话为汉语标准音。
南京官话指的是以南京语音为基础的中
国官方标准语。南京春秋时期属于吴地，本土
语音称为吴语。 晋代中原汉民衣冠南渡定都
南京以后， 中原雅音成为南京上层社会的用
语。此后，中原战乱，汉人多次南迁，使南京语
音中包含了较多的中原古音。
明朝建立时，朱元璋定都南京，南京话正
式成为中央政府的官方语言。 明成祖迁都北
京，从南京以及附近一带带去了 130 多万人

口，这就是明朝北京人的基础，他们主要居住在
内城，而将原在内城居住的本地居民迁出城外，
因此当时北京人说的仍是南京官话。
清朝初期，沿用前明旧制，仍以南京官话为
正音。直至 1728 年，雍正设正音馆，确立以北京
官话为国语正音， 南京官话才结束了作为中央
政府官方用语的使命。在 300 多年的时间里，借
助政权的力量，南京话得到广泛的传播，从而对
各地官话甚至方言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凭借汉字式拼音方案而蜚声海内的河北人
王照则提出反对意见， 主张以北京话为汉语标
准音。
满洲入关以后， 满语完全不能适应新的生
活需要，不得不学习和借鉴汉语。 但是，满族人
不能区分尖团音，也不会发入声，因此，满洲贵
族所说的北京官话是满族化了的汉语， 也被戏
称为
“五音不全”的汉话。
1728 年，雍正皇帝确定北京官话为官方用
语，其地位便迅速抬升。 到清末和民国初年，北
京官话的影响已经超过南京官话， 成为在全国
范围内流通最广的语言。

不仅如此， 浙江人章太炎认为湖北话接近
古夏声，主张以湖北黄陂话为标准音。
然而， 这场争论很快就超出了学术的范
围。 同盟会会员江苏人吴稚晖站在民族主义的
立场上，强烈反对“狗叫”式的京腔。 但同时也
反对以其他方言作为标准语，主张以“今人南
腔北调多数人通解之音为最当”。
民间争论如火如荼，清政府似乎也意识到
了语音统一的政治意义。 1911 年，满清王朝的
最高教育机构──学部召开了中央教育会议，
通过了“统一国语办法案”，并建议成立“国语
调查总会”，审音标准以京音为主。
至此，北京官话在政治上初步确立了汉语
标准音的地位。
但是，清王朝的覆灭使北京官话的标准音
地位受到了广泛的质疑。 为了尽快确定汉语的
标准读音，民国政府教育部 1913 年 2 月 15 日
在北京召开读音统一会。 经过一个多月的讨
论，会议依照清代李光地《音韵阐微》中的常用
字审定了 6500 多个字的标准读音， 这就是通
常所说的
“
老国音”。

直到新中国
普通话才得确立
“老国音”诞生之时，袁世凯正为
宋教仁案焦头烂额，顾不得推广国音。
不久后，二次革命爆发，再往后，又是
袁世凯复辟帝制， 更没人去理会国音
推广的事情了。 直到 1918 年，教育部
才正式公布了“国音”字母，1919 年出
版了吴稚晖编写的《国音字典》，1920
年国音字母发声唱片灌制成功。至此，
“
老国音”才正式在全国推广。
然而， 国音推行不到两年就爆发
了一场名为“京国之争”(指京音和国
音)的大辩论。 问题的起因就在于国语
标准音。
折中南北，牵合
“
老国音”是一个“
古今”的“
标准音”。虽然最大程度上照
顾了各地的方言， 但也因此成为一种
“
人造语言”。 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
以这种“国音”为母语的人群，也就没
有人实际上能够操此种
“国音”进行交
流沟通。
在推行国语的热潮中， 经常发生
京音教员和国音教员互相争吵的事。
他们的国语听起来很不一样， 很多字
的读音也不统一，教的人觉得难教，学
的人觉得难学。 就连灌制国语唱片的
语言学家赵元任也不无感叹地说：“在
13 年的时间里， 这种给 4 亿、5 亿或
者 6 亿人定出的国语， 竟只有我一个
人在说。 ”
由于“
老国音”基本上是以北京话
为标准音，因此，语言学家们主张用京
“老国音”。 这个主张得到许多
音代替
人的支持，但吴稚晖、刘孟晋等学者认
为“老国音”明确区分尖团音，阴阳上
去入五音俱全， 最能代表汉语的丰富
性。 双方争执不下。
“老国音”的推广恰逢五四运动，
此时全国舆论都倾向于全面西化，一
大批留学欧美的青年学生也参与到了
汉语改革的讨论中来。
随着文学革命的爆发， 留学生中
“
废除汉字”的言论也随之兴起。 1918
年钱玄同发表 《中国今后的文字问
题》，号召“废孔学不可不废汉文”，提
出以国语罗马字代替汉字的主张。 随
后，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陈独秀、胡适也
著文支持钱玄同。紧随其后，一大批留
过洋的知识分子， 诸如蔡元培、 黎锦
熙、赵元任、林语堂、周辨明、许锡五等
人，纷纷发表汉字拉丁化的文章，提出
罗马字拼音的方案，掀起了“国语罗马
字运动”的浪潮。
所谓国语罗马字，就是用 26 个拉
丁字母表示汉语的声、韵、调。 但这并
不是件容易的事，
“
老国音”的比较复杂
的语音成分就成了它的最大障碍。 因
此，主张国语罗马字的学者，要求简化
语音，以比较简单的北京音为标准，修
改国音，去掉“老国音”的尖音和入声
等语音成分。
在国语罗马字运动的推动下，“京
国之争”很快呈现一边倒的趋势。1924
年国语统一筹备会讨论《国音字典》的
增修问题时，吴稚晖放弃了维护“老国
音”的主张，代表国语统一筹备会宣布
“凡字音概以北京普通读法为标准”。
1932 年，政府公布《国音常用字汇》正
式确定“新国音”为标准读音。
“新国音”确立后，南京国民党政
府借助学校教育和电影、广播等手段，
大力推行国语统一运动， 取得了非常
显著的成绩。 然而，1937 年抗日战争
爆发， 沦陷区的国语统一工作陷入停
顿。抗战结束后，紧接着又是 3 年国内
战争。 因而，直到国民党败退台湾，统
一国语的目标仍远未实现。
1949 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后， 汉语的统一再次提上中央政府的
议事日程。 经过长达 6 年的反复研究
和群众讨论， 最终于 1956 年 2 月 6
日，国务院发布《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
示》，正式确定普通话“以北京语音为
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
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