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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简化 文字本质之必然
■

王开扬
上世纪

50

年代， 为了尽快提高国民素
质， 以发展经济、 建设现代化强国， 由
最高领导层亲自掌管， 调集顶尖级学者
专门研究， 发动广大群众积极参与， 进
行了轰轰烈烈的简化汉字、 推广普通话、

制定和推行 《汉语拼音方案》 这三大语
文改革运动。 上世纪

80

年代以后， 一批人
打着 “拨乱反正” 的旗号， 对上世纪

50

年
代的语文改革成果， 尤其是简化字和汉
语拼音进行所谓 “反思”， 意图整体否定
或者部分否定这两项成果。 《汉字文化》

杂志提出了 “识繁写简” 的口号， 引发
了十几年的大争论。

2000

年
10

月
31

日， 国家颁布了 《中华
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 规定
了简化字和汉语拼音的法律地位。 但是，

非语言文字专业的文化人既缺乏专业知
识， 又昧于国家法规、 政策， 仍前赴后
继地提出恢复繁体字的主张。 《南方周
末》

2004

年
3

月
11

日
C23

版 “视点” 栏发
表了茅于轼先生的文章 《建议在小学选
读繁体字》， 《齐鲁晚报》

2008

年
3

月
4

日
B3

版发表了王干先生的文章 《五十年内
废除简化字如何》。

2008

年的 “两会” 期
间， 宋祖英、 黄宏等

21

位文艺界的政协委
员联名递交了一份关于《小学增设繁体字
教育的提案》。

2009

年“两会”期间，又有全
国政协委员潘庆林提出“用

10

年时间，分批
废除简体汉字，恢复使用繁体字”的主张。

《南方周末》

2009

年
4

月
15

日连篇累牍地发
表朱大可《汉字革命和文化断裂》、对麦天
枢的访谈 《终将要回归繁体字》、 梁文道
《汉字、国家与天下》等文章。 这些文化名
人的惊人之语每每引起各类媒体爆炒，引
发大面积的思想混乱。

作为语言文字学工作者 ， 其社会责
任之一是澄清迷雾， 向社会说清楚汉字
简化的若干个 “为什么”， 使全社会在理
解的基础上， 自觉地执行国家的语言文
字政策、 法规。

语言文字的经济学
汉字简化的指导思想是什么 ？ 是语

言文字经济学。 语言和文字是人们传递
信息、 交流思想的工具。 从语言文字经
济学的高度研究中国的语言文字， 就是
对汉语加以引导， 对汉字进行改良和改
革 ， 使中国人有一套简便易学 、 省力 、

高效率、 方便机器处理的语言文字工具。

100

小时学
300

个汉字还是
500

个汉字， 一

分钟写
30

个汉字还是
50

个汉字， 这省力和
效率也是不同的。 “时间就是金钱， 效
率就是生命”， 把语言和文字改得简单易
学、 高效率了， 就是增加了财富， 就是
增加了中国在世界性经济战争中的竞争
力。 中国当今社会恢复用繁体字行不行？

当然也行； 不要说用繁体字， 就是用小
篆、 金文、 甲骨文也无不可。 但是， 难
易程度就不同了， 学汉字和用汉字的效
率也不同了， 为什么要放弃多快好省的
文字工具不用呢？

追逐思维的速度
汉字为什么向着简化的方向发展 ？

第一， 汉字和其他任何文字一样， 其基
本属性是记录语言的工具， 不是艺术品。

古汉字起源于原始图画 ， 但是它与
原始图画有着本质的区别。 图画是供人
欣赏的， 汉字则是用来记录汉语的， 只
要字形能够记录汉语的一个词就足够了。

例如 “人”， 从绘画方面说， 你可以从中
外绘画中看到各色各样的人物画， 中国
的四大美女， 西洋的蒙娜丽莎， 甚至还
有现代西洋的酷似于照片的画法， 等等。

但是作为文字， 甲骨文的 “人” 就是人
的侧面剪影， 把两个膀子从身体的阴影中
拿出摆到前方。 从这里，你看不出男女老
少，也看不出尊卑贵贱，更不必说喜怒哀
乐，可是它抓住了“直立”这个基本特征。

例如“马”，从绘画方面你可以去欣赏徐悲
鸿的“八骏图”，但是甲骨文的“马”字，首
先为了行款，“横物竖写 ” 了———马头朝
上，马背朝右，马尾朝下，但是在画出马的
轮廓的基础上， 突出了马的长脸和大眼
睛。 至于牛、羊，根本就不画出它们的全
身， 只画出它们的头部， 简直就分别是
“牛”和“羊”的身份证照片。

第二， 文字的书写速度比语言的表
达速度和作者写文章时思维的速度慢得
多， 为了追赶后者， 文字就要尽量省去
不需要的、 多余的东西， 以尽快提高速
度。 有人统计， 口说汉语的中等速度是
每分钟

160

个至
180

个音节。 思维的速度和
讲话的速度差不多 ， 甚至更快 ， 例如
“眉头一皱， 计上心来”， 几秒钟思索的
内容口说得好只需几分钟。 汉字的书写
速度平均每分钟写

30

来个字， 也就是说，

讲话的速度比书写的速度快
5

至
6

倍， 思
维的速度比书写的速度快多少倍简直没
法儿计算，开会、听课作记录、写文章打草
稿为什么龙飞凤舞，“胡子”、“眉毛” 连在
一块儿，道理就在这里。 我们现在听课、开

会时作记录，用简化字都跟不上，更不用说用
繁体字了。 文字的书写速度慢而语言和思维
的速度快这个矛盾， 决定了文字必须向简省
方向发展，它是文字发展的不竭动力。

尊重既有假定关系
汉字为什么能够向着简化方向发展呢？

因为汉字作为一种文字， 同世界所有文字一
样， 都是一种符号。 西北第二民族学院林涛
教授在给笔者的一封信里说： “任何符号都
有假定性。” 就像

26

个英文字母的读音， 东
西南北方向， 都是约定俗成的假定， 理论上
只要人们觉得有必要， 都可以在全社会重新
假定一遍； 假如我们教整个下一代学龄儿童
“哥哥” 读

dìdi

， “弟弟” 读
gēge

， 那么在整
个下一代就重新建立起这样两个新的假定关
系。 既然任何符号都是假定的， 那么不同的
假定关系就有简易程度和效率程度的不同；

是否建立新的假定关系， 关键是看新的假定
关系带来多大的简易程度提高和效率程度提
高。 汉字简化不过是在字—词 （语素） 关系
上重新进行了一次假定。 汉字简化以后， 学
起来易， 写起来快， 看起来明 （到了五号字
以下， 简化字明晰， 繁体字就成了黑疙瘩，

例如 “龙 ” “龍 ”、 “龟 ” “龜 ”、 “蚕 ”

“蠶”、 “继” “繼”）， 算一算利弊得失的综
合账， 这笔 “买卖” 是很划算的。

简化是汉字发展的规律
“汉语—汉字”的部分“字—词”关系为什

么能够重新假定一遍？ 因为汉字在秦汉经过
“隶变”，变成“不象形的象形字，不十分谐声
的形声字”以后，汉字的笔画不再是一笔一画
都有道理好说。 例如“魚”下面的四点本来是
鱼的尾巴的象形，但是变成“四点”之后，不像
鱼尾巴了，那么为什么不能把“四点”连起来
变成一笔呢？ “爲”

既

不像“母猴”（许慎《说文
解字》），也看不出“役象以助劳”（罗振玉说），

那么为什么不可以简化为“为”呢？ “學”的上
边的头并不能分析出什么理据性来， 那么简
化为“学”有什么不可以呢？ “灭”倒是比“滅”

理据度更高。

以上是从汉字的结构来讨论问题的。 如
果从汉字的形态发展来看， 甲骨文、 金文—

大篆、 小篆—秦隶、 汉隶—楷书， 每发展一
步， 都遵循这样两个规律： 一是必须保证记
录汉语的词； 二是在这个前提下， 书写越方
便、 越快捷越好。

总之， 我们反对恢复繁体字， 绝不仅仅
是从社会成本的角度来看， 更重要的是从文
字的本质和功用上看问题。

（作者为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汉字和其他任何文字一样， 其基本属性是记录语言的工具。 文字的书写速度比语言的表达速度和作者
写文章时思维的速度慢得多， 文字就要尽量省去不需要的、 多余的东西， 以尽快提高速度

第三届大学生
广告艺术赛评审结束
在陈列着平面作品的展厅里 ， 作品

按照不同选题摆放在不同区域里， 风格
多样 ， 细致考究 ， 有颇具 “包豪斯式 ”

之风的简约大方， 有 “盛世气象” 下最
为崇尚的纤巧繁杂， 有取材中国水墨的
意境高远， 也有耐人思考与回味的后现
代主义风格。 近日， 第三届全国大学生
广告艺术大赛总评审在京落下帷幕。

本次大赛包括商业命题和公益命题
两部分， 经过两阶段将近

10

天的紧张评选
工作， 共有五大类

12

个选题的各等级奖项
最终确定。 全国大赛组委会副主任兼秘
书长刘瑞武表示， 大赛中的选题涉及社
会的不同领域， 评委分为业界和学术界
两部分 。 由于广告学是新发展的学科 ，

历史比较短， 其教学方法大多承袭了理
论学科 。 在第二阶段策划类终评会上 ，

来自业界的评审指出， 很多广告策划作
品都花费大篇幅撰写前期理论分析， 而
到解决方式时却草草收尾。 “我们应该
自己建立起实践的平台， 教室、 校园处
处是实践场地， 创造出 ‘实战演习’ 文
化。” 刘瑞武说。 获奖名单将于近期在大
赛官方网站进行公示。

（黄朔范珊珊）

北京、 上海、 武汉三地小
学生抽样调查显示———

10岁以下网民增长迅速
专家提醒关注小学生“触网”

■

黄朔
“在过去的一年里，

10

岁以下的网民
从
0.4%

增长到
0.9%

， 总数大约在
300

万人
左右。” 近日， 全国政协委员、 中国传媒
大学调查研究统计研究所所长、 博士生
导师柯惠新在 《小学生互联网使用行为
调研报告》 的新闻发布会上如是说。

此次抽样调查在北京 、 上海 、 武汉
三地小学生和家长中展开， 由中国青少
年网络协会主办， 中国传媒大学调查统
计研究所实施， 北京第三纪信息技术有
限公司协办。 据调查， 网络已经成为小
学生最喜欢媒介中的第二选择。 小学生
“触网” 年龄段越来越早， 超过八成的小
学生在

9

岁前便已经开始接触网络。 在被
调查的小学生中，

42.5%

的被访者喜欢网
络， 而电视的受欢迎程度仅仅比网络高
出
5.7%

。 究其原因， 电视的胜出是因为其
有特定的内容。 网络作为出现时间较晚
的媒介， 正快速地逼近占据大众视野许
久的电视媒介， 其魅力不容小觑。

在小学生日常接触的媒介中 ， 广播
已经呈现了明显的边缘化状态， 超过七
成的小学生根本不接触广播， 而他们平
均每天接触课外读物和报纸杂志的时间
几乎都在

30

分钟以下， 传统媒介正在加速
淡出小学生的视野。

超过
3/4

的被访小学生最常上网的地
点是 “家”， 这是相对理想的上网场所。

由于家长们的限制， 他们中的大多数表
示其平均每日上网时间不超过

1

个小时。

小学生偏爱在网上建立起属于自己
的一片小天地，

48.7%

的小学生在网站上
拥有自己的 “个人空间”，

QQ

无疑是小
学生最为熟悉的网络工具 。 调查发现 ，

36.3%

的被访小学生拥有 “

QQ

空间”。

“门户网站” 是被访小学生提及最多
的网站， 紧随其后的是 “小游戏网站”、

“儿童社区” 和 “教育资源网站”。 玩网
络游戏是众多上网小学生的首选， 动画
片也紧紧抓牢了小学生的心。 同时， 看
电影、 下载音乐等娱乐也是小学生上网
的主要目的。

令人担忧的是， 调查发现， 有
7.1%

的
小学生是 “网瘾用户”， 另外， 有 “网瘾
倾向” 的小学生约占

5%

。 家里没有电脑
的学生成为 “网瘾用户” 的主力军。 因
为没有电脑， 他们能更频繁地出入于网
吧， 成为 “泡吧” 一族。 由于缺乏家长
监管， 他们更容易接触到各种网络游戏
和成人化的节目。

出乎意料的是 ， 对于父母给其电脑
安装 “绿坝” 等上网行为管理软件的问
题， 绝大多数的小学生保持着 “无所谓”

的态度， 对此也没有过太多的争议。

在面对小学生上网的问题上，

73%

学
生家长持同意的态度， 但孩子的学习成
绩则直接影响着父母的决定。

■

特别关注

还有谁在看儿童电影
■

本报记者 杨桂青
8

月
25

日，在青岛凤凰岛第十届中国国
际儿童电影节启动揭幕仪式暨中国赴美国
圣地亚哥国际儿童电影节获奖影片表彰会
上，中国儿童少年电影学会名誉会长、中国
第一代女摄影师陈锦俶说：“

28

年前， 于蓝
把我从中国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调到北京
儿童电影制片厂。 当时康克清大姐和邓颖
超大姐深情地对我们说， 儿童电影事业是
伟大的、光荣的，但也是艰难的，特别是经
济上会有很多困难， 你们就捧着金饭碗化
缘吧！ ”

从此， 两位杰出的女性为儿童电影
四处奔走， 用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
会副秘书长李启民的话说， 就是 “跑断
了腿， 磨破了嘴”。

而今， 于蓝
88

岁， 白发苍苍。 陈锦俶
76

岁， 头发花白。

在她们的努力下 ， 两年一届的中国
国际儿童电影节将于

9

月
9

日在青岛凤凰岛
开幕。 这个冠以 “国际” 字头的电影节，

见证了她们在儿童电影事业中的风雨历
程。 届时， 来自德国、 冰岛、 法国、 韩
国、 智利、 哥伦比亚、 泰国、 日本、 美
国等国家的影片和

10

余部国产儿童影片参
加展映， 角逐由近

400

名当地儿童评委选
择的 “最受欢迎的儿童电影奖。”

近日 ， 《鹤乡谣 》 、 《明星梦 》 、

《东方狮王 》 在美国圣地亚哥国际儿童
电影节获 “优秀影片奖 ” ， 《鹤乡谣 》

摄影师于小军获 “最佳电影摄影奖 ” ，

中国儿童电影再创佳绩。 国家广播电影
电视总局奖励每个剧组

35

万元。 《海洋
朋友》、 《少林四小龙》、 《亲亲鳄鱼》、

《隐形的翅膀 》、 《乌龟也上网 》、 《道
歉 》、 《小火车 》、 《棋王和他的儿子 》

获纪念奖。 中国儿童少年电影学会名誉
会长 、 著名表演艺术家于蓝笑吟吟地
说： “今天是个好日子， 每个人都在笑
着。 庆祝新中国

60

华诞之际， 大家怀着
热爱孩子、 关心下一代的共同心愿欢聚
在这里做着一件事， 那就是让电影伴着
孩子们快乐成长。”

美好童年， 人类共享
据中国儿童少年电影学会原副会长

石晓华导演介绍， 参加美国圣地亚哥国
际儿童电影节的共

175

部影片， 评出
15

部
优秀影片， 中国参展

11

部， 有
3

部故事片
获奖。 电影节主席博奈特说： “中国儿
童电影是这次电影节最大的亮点。” 中国
儿童电影吸引了不少观众， 有的是三代
人一起观看， 有的是开两小时车把孩子
送到电影院观看。

到底是什么打动了评委呢？

中国儿童少年电影学会会长刘军带
团参展， 他说， 从获奖影片看， 《鹤乡
谣》 所讲的动物与人之间的关系打动了
评委。 “保护家园是全球共有的价值观，

所以这个题材也能打动他们。”

亲情也是中国儿童电影打动国际评
委的一个方面。 《明星梦》讲的是三个母亲
抚养孩子的故事，刘军说：“刚开始我们不
理解，美国人为什么会喜欢这部电影？ 后
来我们发现，美国人非常关注单亲家庭是
怎样教育孩子、带大孩子的。 ”

《东方狮王》 中拍到中国少数民族的
孩子在梅花桩上舞狮子， 刘军说： “这
对他们来说是一种异域风情、 中国特色
的展示， 这是他们喜欢的。”

但刘军也强调 ， 仅有亲情 、 励志 、

保护家园、 传统文化还不够， 影片还要
让国际评委们觉得有共通的地方。 “儿
童电影节获奖影片都以儿童为视点， 童
真、 活泼， 富于想象和创新， 这是这些
获奖影片共有的东西。” 《明星梦》 的制
片人牛烟生说： “外国人看中国的儿童
电影是想了解中国的儿童， 了解现实中
的儿童为什么苦恼， 如何走自己的路。”

新中国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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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年里 ， 中国获国际
大奖的电影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儿童电影。

可以说 ， 童年是人类共有的一张名片 ，

而儿童电影是中国电影的一张名片。

打通儿童文学和电影的界限
现在， 把儿童电影看作 “小儿科 ”，

不看儿童电影的， 大有人在。 “如果有

一天， 大家改变这种观点， 达到一个 ‘拐
点’ 的时候， 才能真正说， 儿童电影成为
大家喜闻乐见的文化消费方式。” 刘军说。

儿童电影不仅是拍给儿童的， 也是拍给成
人的。

而要达到这个 “拐点”， 需要儿童电影
作好充分的艺术准备。 也许， 最终拯救儿童
电影的， 不是市场， 不是院线， 而是艺术。

电影 《哦， 香雪》 的成功是一个证明。

这部电影根据铁凝的同名小说改编， 似一首
清丽、 自然、 富有情趣的散文诗， 有大量的
细节描写， 但缺乏故事情节， 拍摄难度高。

据中国儿童少年电影学会顾问林阿绵回忆，

1990

年它初次被带出国门， 赴德国柏林电影
节参赛的时候， 他们还担心德国孩子会看不
懂， 但是， 结果完全出乎他们的意料。 放映
结束后， 有一位德国老人始终在门旁耐心等
着和他们交谈， 他说： “非常爱看这部影
片， 这样宁静， 这样美丽。 比起这些姑娘，

我们是贫穷的， 而她们是富有的。” 林阿绵
说，

1994

年 ， 德国做了 《哦 ， 香雪 》 的拷
贝， 作为德国中小学的影视教材。 在日本放
映后， 早稻田大学教授岩本宪儿说： “我研
究过二百多部中国电影， 《哦， 香雪 》 很
美， 很动人， 很有诗意， 在日本， 许久没有
这种有诗意的作品了。”

刘军说： “目前， 儿童电影面临方方面
面的困难， 不是几句话能说得完的 。 但首
先， 儿童电影要成为一个合格的艺术品。”

而在艺术上， 儿童电影需要依靠优秀的剧
本。 青岛凤凰岛第十届国际儿童电影节专门
设计了一场儿童文学推介会， 目的就是打通
儿童文学和儿童电影的隔绝， 让优秀的儿童
文学能转化为剧本。

而现在， 儿童文学并不是热门的文化形
式， 是亟待发展的文学领域， 文坛本身又正
在日夜期盼长足发展的契机。 儿童电影所面
临的困难何其多也， 它是一项系统的社会工
程， 需要一片更肥沃的土壤。

《小火车》 是一部根据苏童的小说 《小
偷 》 改成的电影 ， 艺术性是比较高的 。

“《小火车》 有些地方 ‘狠’ 了一点， 影片中
打孩子、 锁孩子， 对外国人来说是骇人听闻
的事。 对儿童不能形成创伤性的东西， 可以

表现得再委婉一些 。” 刘军为
《小火车》 没有获奖感到遗憾。

当然 ， 老外有老外的口
味 ， 中国人有中国人的实际 ，

儿童电影大可不必看外国人脸
色行事。

富有教育性的
人生顷刻
李启民， 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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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 新中
国成立时

10

多岁， 至今不忘在
还是个少先队员时儿童电影对
他的教育。 具有教育意义的儿童影片影响了
一代又一代人的成长， 这已成为一道人生景
观。 没有儿童电影， 我们的精神世界就缺少
了一份美好。

11

岁的牛孜若一脸直率 ， 一脸灿烂 ，

她
9

岁那年参加拍摄了 《明星梦》。 “我没
有想长大了之后当演员， 但是， 拍电影之
后， 觉得煅炼了自己。 以前特别不敢在别
人面前表达自己， 拍电影之后， 我觉得这
些都没什么可怕的。 我拍电影时

9

岁， 那时
什么都不会干， 做饭、 洗衣服都是父母的
事。 从那以后， 很多事我都会自己做了。”

孜若这番 “获奖感言”， 说出了儿童电影一
种特殊的力量。

当然， 更多的孩子没有孜若这样幸运，

他们是通过看电影获得这种成长力量的。 林
阿绵讲起 《天堂回信》 在美国放映时， 一位
有一半中国血统的

6

岁小男孩看完影片就催
促妈妈赶快回家看爷爷， 到了家就紧紧抱着
爷爷亲吻， 还一再对父母说， 咱们对爷爷要
好点， 别让他死。 在成长过程中， 有无数富
有教育性的人生顷刻， 这位小男孩一生中对
亲情的一次升华， 是在电影院完成的。 哪里
有好的儿童电影， 哪里有儿童电影的热情观
众， 哪里就有美好的人性。

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电影局局长童刚

说， 儿童是一个民族的未来， 世界各国无不
重视对儿童的文化和传统教育。 教育部基础
教育一司副司长王定华说， 教育部门正在努
力改变学校补课有时间、 看电影无时间的状
况， 而当前好莱坞大片充斥市场 ， 打打杀
杀， 电影分级、 科学管理已成为紧迫的时代
问题。

近日一项调查发现， 在过去的一年里，

10

岁以下的网民从
0.4%

增长到
0.9%

， 网络迅
速成为他们喜欢的媒体。 在这种情况下， 儿
童电影如何征服儿童观众， 把他们从电视
机、 因特网前拉出来， 过更加健康的生活，

显得尤为重要。

而与此同时， 我们也不断听到这样的消
息， 某儿童电影制片厂被迫缩小规模、 儿童
电影无法上城市院线放映……当一个社会对
下一代的重视只停留在口头上， 行为上做着
与此相反的事情时， 这个社会要为此付出多
么大的代价呢？

于蓝说： “现在是国家大力发展文化创
意产业的大好时机， 正在加强对青少年进行
文化素质教育， 为他们创造健康的成长环
境。” 陈锦俶说： “对儿童电影来说， 这是
一个更加宏伟、 更要发挥作用的时机。” 能
不能抓住这个时机， 对儿童电影的发展也许
是至关重要的。

“媒体是社会的
B

超， 可及时诊断问
题； 政府的举措是手术刀， 是中西医结
合的综合治理； 文化则是民间行之有效
的术后保健。”

日前 ， 《文化产业振兴规划 》 讨
论通过 ， 文化事业再次成为人们关注
的焦点 。 著名作家梁晓声在近日接受
采访时谈到当代文化生态 ， 他认为我
们国家的文化事业发展空前繁荣 、 丰
富 ， 但从文化功能来看 ， 缺少品质与
温暖 。

“重视不等于选文越多越好， 重视也还
要考虑语文教学的规律， 所以选文要充分照
顾学生的接受能力， 要适合不同学段学生的
认知水平。”

近一段时间以来， 鲁迅作品被选入中学
语文课本的数量有所减少， 北京大学中文系
教授、 人民教育出版社语文教材编审温儒敏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鲁迅是近百年来对
中国文化及中国人了解最深的思想者， 也是
最具独立思考与艺术个性的伟大作家， 教学
编写必须重视鲁迅。” （范珊珊辑）

□

儿童电影不仅是拍给儿童看的， 也可以是拍给成人看的
□

没有儿童电影， 我们的精神世界就缺少了一份美好
□

哪里有好的儿童电影， 哪里有儿童电影的热情观众， 哪里就有美好的人性

■

声音

▲

电影《鹤乡谣》 剧照

■

调查

音乐教师也可以成为人类学家
■

本报记者 杨桂青
卡姆·罗最早接受的音乐启蒙竟然

是： “不会唱歌是可怕的， 无法交朋友，

无法参加社交活动， 甚至也不能和女孩
们一起玩。” 瑞典伦德大学马尔默音乐学
院主任哈肯·伦德斯特勒姆曾和老挝卡姆
族的卡姆·罗在一起工作过很多年， 了解
到音乐对于卡姆族的重要性。 哈肯是国
际音乐教育学会主席，来北京参加第

29

届
世界音乐教育大会学术骨干培训暨全国
音乐教育课程培训研讨会。 在卡姆·罗的
家乡， 没有严格意义上的专业音乐家，他
在哥哥上学的学校偷听、偷看，学到各种
知识，如种田、表演等。 小时候，在节日活
动中，他坐在父亲膝上学唱歌，第二天父
亲问他：“你有没有听出来我们用的什么
歌？ 你认为我们为什么用了那些歌？ ”

哈肯说，这种口传心授，是在真正的
文化语境中的音乐学习，不同于在学校中
的音乐学习。 “按照教育学的观点，学校外
的学习是不正规的学习。 而按照音乐人类
学家的观点，学校教育只是特殊的形式。 ”

这背后所隐含的不同 ， 大致可以用
社会人类学家保罗·鲍哈楠对习惯渗透和
教育的区分来表现， 在习惯中， 人类学
会了除技能之外的文化内容。 而在教育
中， 他们被传授的是技能。

究竟是习惯还是技能更能保护一种
文化呢？ 这并非闲话， 它关系到， 当社
会发生变化、 音乐消失之后， 怎样去保
护这些声音遗产。

哈肯说， 音乐保护方式可以是 ， 将
唱片储藏在档案中， 并且可以以各种方
式使用音乐 。 另一种方式是语境再现 ，

如在舞台上表演传统音乐， 或者作为学
校音乐教育科目。 这些过程本无可厚非，

但音乐被抽离了语境， 失去了本真的含义。

父母教他们的孩子或和孩子一起哼唱摇篮曲
和儿歌， 儿童文化就在这种环境下存活下
来。 但学校音乐教育并没有做到这一点。

哈肯认为， 如果音乐教育与音乐人类学
结合， 很多事情可以做。 在这种前提下， 音
乐教师会发挥什么作用呢？

哈肯认为， 音乐教师要多才多艺， 会表
演音乐、 组织音乐活动， 教授各种音乐方
法， 等等， 但首先要激励学生发展自己的音
乐遗产。 一位教师不可能会教各种音乐， 但
是可以了解各种音乐， 把它带到教学中来。

音乐教师还要注意音乐的传播方式。 哈
肯说：“歌曲本身可能不会在记忆和传唱中保
持原貌， 当传统的音乐在学校得以语境再现
时，传播方式并没有得到关注。 ”儿童已经失
去了这种才能，应该设法教会他们这种才能。

新闻链接
全国音乐教育界积极
准备世界音乐教育大会

第
29

届世界音乐教育大会学术骨干培训
暨全国音乐教育课程培训研讨会于

8

月
23

日
至
27

日在中国音乐学院召开。 来自全国
29

个
省份的

131

所大中小学及幼儿园的教师 、演
员、编辑、心理治疗师近

500

人参加了会议。中
国教育学会音乐教育分会理事长杨瑞敏、中
国音乐学院院长金铁霖、 国际音乐教育学会
主席哈肯·伦德斯特勒姆等参加了开幕式并
讲话。

据介绍， 本次培训研讨会是为第
29

届世
界音乐教育大会作准备。 世界音乐教育大会
有
70

多个国家会员， 中国于
2005

年
2

月
8

日加
入， 第

29

届世界音乐教育大会将于
2010

年
8

月在北京召开， 由中国教育学会音乐教育分
会和中国音乐学院合办。

■

视点 按照教育学的观点， 学校外的学习是不正规的学习。 而按
照音乐人类学家的观点， 学校教育只是特殊的形式。

■

消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