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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字是處於不斷發展變化過程中的符號體系。從清末開始的切音字運動拉開了中國近百
年文字改革的序幕。這期間文字改革與社會變革、政治運動、政府引導等因素密不可分。譬如，現
今已很少有人提及漢字的發展方向是走拼音化道路，但在之前的百餘年間這一直是一個爭論不休的
話題。通過考察盧戇章的切音字運動、新文化運動期間的國語羅馬字運動以及建國後漢字簡化方案、
拼音方案等文字改革的歷史軌跡，可以更為清晰地認識文字發展的規律與其影響因素，也可為以後
漢字的發展與規範提供更為科學的理論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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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代，漢字被認為是神聖的。
《淮南子·本訓》說：“昔者倉頡作書，而天雨粟，鬼夜哭。”漢字
的發明是驚天動地的大事。在之後的幾千年裡，中國人一直尊崇漢字與認識習得漢字的讀書人。但
到了晚清，伴隨著西方強大的科技技術展示以及中西在戰爭中的勝負懸殊對比，西方先進以及中國
落後成為當時的一種普遍觀念。在這種大背景下，中國語言文字也被認為是落後的，需要改革或者
改良。
此後的一百多年裡，中國人在漢字改革方面進行了各種嘗試。這一百多年間的文字改革有兩種
不同的意見：一種意見主張從制度上改革，廢除漢字，實行拼音文字；另一種意見只贊成進行文字
的調整和改進包括簡化漢字和整理漢字，推廣普通話，以中文拼音方案為漢字的輔助工具。我們從
百年歷史中提取三個重要時段的改革方案來加以回顧與分析，即盧戇章的切音字運動、新文化運動
期間的國語羅馬字運動以及建國後漢字簡化方案和拼音方案。通過考察這三種不同類型文字改革的
歷史軌跡，希望可以更為清晰地認識文字發展的規律與其影響因素，也可為以後漢字的發展與規範
提供更為科學的理論指導。

一 盧戇章的切音字運動
“中國人民很早就要求把他們自己的文字改稱更容易認、容易記、容易些、容易讀。……近六十
年以來，隨著中國民主革命運動的產生和發展，文字改革這一問題也就提到議事日程上來了。”①清
朝末期，正是中國舊民主主義革命第一次高漲的時期，這個問題自然為了適應社會革命的需要而突
出起來。
正是在這樣的社會環境下，盧戇章提出第一種切音字方案。盧戇章指出：“溯自黃帝時倉頡以象
形、指事、會意、轉注、形聲、假借造成為字以來，至今已有四千五百餘年之遙，字體代變；……
皆趨易避難也。”②他希望利用“字劃一律”“筆劃簡易”的拼音文字來節省學習文字的時間，使全國“男
女老幼”都能“好學識理”，從而研究“算學、格致、化學以及種種之實學”，求得國家的富強。③經過
10 年的潛心研究，盧戇章創造了一種拉丁字母筆劃形樣的“切音新字”，並編撰了歷史上第一部專門
研究“切音字”的著作《一目了然初階》
。在該書中，盧戇章擬定了中國第一套切音新字的拼音方案，
並提出了進行漢字改革的主張，提倡漢字拼音化。
盧戇章系統地論證了切音文字的優越性，即：1、容易學，“字母與切法習完，凡字無師能自讀”；
2、容易識，“字話一律，則讀於口遂即達於心”；3、容易寫，“字畫簡易，……亦即易於提筆”。④這
裡，在中國近代漢字改革的歷史上，他頭一次明確地提出了中國文字國際化的思想。1892 年 5 月，
該書在廈門出版發行，不僅得到了當時教育界的積極支持，還深受旅居福建的外國人的喜愛，將其
① 吳玉章：
《文字必須在一定條件下加以改革》
，1955 年 10 月 15 日在第一次全國文字改革會議全體會議上的報
告，
《新華月報》1955 年 11 月號。
② 盧戇章：
《中國第一快切音新字原序》
，
《一目了然初階》
，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1956 年“拼音文字史料叢書”
影印第 1 版，第 2 頁。
③ 盧戇章：
《中國第一快切音新字原序》
，
《一目了然初階》
，第 3 頁。
④ 盧戇章：《中國第一快切音新字原序》，《一目了然初階》，第 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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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為學習廈門話的必讀本。基於此，1892 年被視為中國切音字運動的起始年，這說明了盧戇章在中
國漢字改革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1898 年，在維新運動的影響下，當時社會掀起了“除舊佈新”的高潮。為此，清政府頒佈了獎勵
新著作、新發明的法令，以迎合當時“除舊佈新”的呼聲，進而達到穩定統治的目的。此時，盧戇章
所推崇的切音字得到了清工部林絡存的欣賞，他上奏請求在全國推廣切音字，並對盧戇章予以嘉獎。
此奏得到了光緒皇帝的重視，下令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調取盧戇章所著之書，進行詳細考究，並據實
上奏。對於盧戇章來說，這是在全國推廣切音字的好機會，但可惜的是，戊戌政變爆發，推廣切音
字沒有了下文。時隔 7 年之後，盧戇章依據當時皇帝的諭旨，親自從廈門趕赴北京，向當時的外務
部呈交了切音字著作《中國切音字母》
，請求其在全國推廣切音字。但頗多波折之後，經譯學館一番
考察之後，認為盧戇章的《中國切音字母》一書有多處瑕疵，不宜在全國推廣。
盧戇章是中國近代漢字改革的第一人，是清末切音字運動的先驅，可以說，沒有盧戇章，就沒
有清末的切音字運動，更沒有中國近代的漢字改革。在《中國語文現代化百年記事》一書中，中國
語文現代化就是以 1982 年盧戇章的《一目了然初階（中國切音新字夏腔）》的出版為開端的。①一
方面，盧戇章創立了我國歷史上第一個拼音方案，極大地推進了漢語的推廣進程。清末時期是中西
文化激烈碰撞的關鍵時期，正是盧戇章所創立的拼音方案，為外國人學習漢字提供了便捷條件。另
一方面，盧戇章編寫的多本切音字專著，為當時的切音字運動提供了最可靠的理論支撐。他的切音
字專著問世之後，引起了學術界的高度重視，使得他們深刻認識到漢字改革迫在眉睫，他們以盧戇
章的切音字專著為藍本，開始編寫各種類型的切音字專著，共同推進了切音字運動的發展。

二 國語羅馬字運動
作為一次“反傳統、反孔教、反文言”的思想文化革新運動，新文化運動的主要成員在對待漢字
的態度上大抵相似。他們大都認為中國的未來必將廢除漢字。魯迅說：“漢字也是中國勞苦大眾身上
的一個結核，病菌都潛伏在裡面，倘不首先除去它，結果只有自己死。”②《新青年》4 卷 4 號的通
訊欄曾討論清末語言學領域提出的漢字存廢問題，錢玄同給陳獨秀寫了一封長信，在信中，錢玄同
提出：“欲廢孔學，不可不先廢漢文；欲驅除一般人之幼稚的野蠻的頑固的思想，又不可不先廢漢
文。”③陳獨秀回信說：“中國文字，既難傳載新事新理，且為腐毒思想之巢窟，廢之誠不足惜。”但
漢字廢除非常困難，阻力非常大，作為過渡，“先廢漢文，且存漢語，而改用羅馬字母書之。”④胡
適的回答是：“我以為中國將來應該有拼音的文字，但是文言中單音太多，決不能變成拼音文字，所
以必須先用白話文字來代文言的文字，然後把白話的文字變成拼音的文字。”⑤由此可見，新文化運
動的發起者和領導者們其實是認同清末民初語言學家提出的改革或改良漢字的觀點，但他們認為這
種改革非常困難，應有更具有操作性的、過渡性的、妥協性的方案，即，保留漢字，但放棄文言文，
發展白話。
1923 年，國語研究會所編《國語月刊》出版特刊《漢字改革號》
，使漢字改革的討論達到高潮。
特刊發表了錢玄同的《漢字革命》
、黎錦熙的《漢字革命軍前進的一條大路》、趙元任的《國語羅馬
字母的研究》
、蔡元培的《漢字改革說》等。錢玄同批判清末開始的切音字運動不主張廢除漢字是“灰
色的革命”。其他論文也都主張廢除漢字，採用拉丁字母，為制定國語羅馬字和開展國語羅馬字運動
在理論上和技術上打下了基礎。
同年，在國語統一籌備會第五次常年大會上，錢玄同提出《請組織國語羅馬字委員會方案》
，黎
錦熙、黎錦暉、汪怡連簽署。後來，大會決議組織了“國語羅馬字拼音研究委員會”，錢玄同、黎錦
熙等 11 人為委員。⑥從 1925 年 9 月至 1926 年 9 月，經過 22 次討論之後，《國語羅馬字拼音法式》
① 費錦昌主編：《中國語文現代化百年記事》，北京：語文出版社，1997 年。
② 魯迅：《關於新聞自——答問》，《魯迅全集》第 6 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 年，第 165 頁。
③ 錢玄同：《中國今後之文字問題》，《錢玄同文集》第 1 卷，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9 年，第 162 頁。
④ 陳獨秀：《四答錢玄同〈中國今後之文字問題〉》，《陳獨秀著作選編》第 1 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410 頁。
⑤ 胡適：《答錢玄同》，《新青年》第 4 卷第 4 號，1918 年 4 月 15 日。
⑥ 費錦昌主編：《中國語文現代化百年記事》，第 3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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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國語羅馬字拼音研究委員會決議通過，呈交當時的教育部。1926 年 9 月，教育部國語統一籌備會
發出佈告，確定印發《國語羅馬字拼音法式》
，並宣佈“定此國語羅馬字拼音法式，與注音字母兩兩
對照，以為國音推行之助。”這是第一次由政府正式公佈國語羅馬字。①
國語羅馬字運動以批判漢字為出發點,主張採用羅馬字母制定拼音文字以取代漢字,是新文化運
動思潮在文字改革領域的延伸。國語羅馬字運動主要從這幾個方面批判漢字：一、漢字是封建文化
的象徵。要想廢除以孔學為代表的封建文化就必須首先廢除漢字；二、文字力求簡便，漢字難學；
三、漢字野蠻。
在批判漢字的同時，提倡國語羅馬字運動的學人也批判切音字運動在文字改革中未能徹底否定
漢字。在字母選擇上，國語羅馬字運動也反對清末切音新字以及注音字母等漢字筆劃式字母，主張
採用羅馬字，認為“採用羅馬字是採用拼音文字最自然的一個辦法”。②此後又出版發行了一些說明
國語羅馬字拼法的書刊，如《國語羅馬字常用表》等。
與切音字運動相比，國語羅馬字運動已開始注重學理上的思考，如借漢字的歷史演變證明拼音
化具有內在的歷史基礎——“漢字是由象形而表意，由表意而表音；到了純粹標音的假借方法發生，
離開拼音，只差一間了”。③並從拼寫單位的確定、如何減少同音詞等技術層面為國語羅馬字方案的
制訂進行了實踐探索。但是，與切音字運動一樣，國語羅馬字運動也不僅僅是一場文字變革運動，
其根本目標在於摧毀以孔學為代表的封建文化，將漢字視為專門記錄封建文化的野蠻符號而加以無
情地批判、拋棄。事實上，文化的性質並不等同於文字的性質，漢字既可以用來記錄傳統舊文化，
也可以用於宣揚新文化，不能以文化的先進與否作為判定文字先進與否的標準。

三 建國後漢字簡化、拼音方案等改革措施
1940 年 1 月，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就指出:“文字必須在一定條件下加以改革，言語必
須接近民眾，須知民眾就是革命文化的無限源泉。”在中共中央的支持下，抗戰時期拉丁化新文字在
陝甘寧邊區進行了推廣試驗。但受戰爭環境所限，也由於新文字本身不標聲調等缺陷以及新文字運
動幹部的缺乏，1944 年拉丁化新文字運動宣告暫停。
1949 年 10 月 10 日，中國文字改革協會成立。1952 年 2 月 5 口，中國文字改革研究委員會成
立。會上，馬敘倫主任傳達毛澤東主席的指示：“文字必須改革，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形式
應該是民族的，字母和方案要根據據現有漢字來制定。”因此，“研究並提出中國文字拼音化方案”就
成為文字改革的中心工作。值得注意的是，在擬訂拼音化方案過程中，拼音文字的形式、作用都發
生了根本變化。
新中國初期，以吳玉章等人為代表的拉丁化文字宣導者認為“漢字可以立即用拼音文字來代替”，
因而在各地開展了試行拉丁化新文字的活動。後來吳玉章等人認識到拼音化需要一個過渡期，於是
在 1955 年 10 月，全國文字改革會議提出:中文拼音文字方案“首先作為普通話的教學工具，不作為
拼音文字”。④可見，拼音文字的功能已發生了根本改變。
歷經幾番周折，1958 年 2 月 11 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一屆五次會議通過《關於中文拼音方案
的決議》
，決議說：“《中文拼音方案》作為幫助學習漢字和推廣普通話的工具，應該首先在師範、
中、小學校進行教學，積累教學經驗，同時在出版等方面逐步推行，並且在實踐過程中繼續求得方
案的進一步完善。” ⑤中文拼音方案，這是我國首次由國家立法機關頒佈的文字改革方案。它具有
絕對的法律效力。很多人注意到這套草案的名稱發生了變化，原來的“拼音文字方案(草案)”中的“文
字”二字被刪掉了。這樣就由“《拼音文字方案》”改變為“《中文拼音方案》”。其實，這一名稱的變
化，隱含的是拼音在文字改革理論和實踐中作用的根本轉變。我們可以看到決議裡是說該方案是幫
① 費錦昌主編：《中國語文現代化百年記事》，第 43 頁。
② 林語堂：《國語羅馬字拼音與科學方法》，《林語堂名著全集》第 19 卷，長春：東北師範大學出版社，1994 年，
第 188 頁。
③ 錢玄同：《漢字革命》，《錢玄同文集 3：漢字改革與國語運動》，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9 年，第 68
頁。
④《全國文字改革會議檔彙編》，北京：全國文字改革會議秘書處編印，1955 年，第 117 頁。
⑤ 鄭慧生：《中國文字的發展》，洛陽：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 年，第 37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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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學習漢字和推廣普通話的工具，而且周恩來總理於 1958 年 1 月 10 日在向全國政協所做的《當前
文字改革的任務》的報告中也明確說明，中文拼音方案“並不是用來代替漢字的拼音文字”。但當時
的一些執行者卻非要用此拼音來代替漢字，一時大街小巷出現的是拼音招牌、路標，在一些少年兒
童報紙、雜誌上還出現了不用漢字的拼音字文章。然而以拼音代替漢字的作法是行不通的，想用拼
音來代替漢字的做法很快就偃旗息鼓，上世紀 60 年代以後，文字拼音化的改革呼聲漸弱。
新中國建立後不久，政府有關部門就著手進行漢字的簡化。1951 年教育部社會教育司擬出了《第
一批簡體字表（初稿）
》
，收簡體字 555 個。1952 年 2 月中國文字改革研究委員會以《第一批簡體字
表（初稿）
》為基礎進行增刪，擬出《常用漢字簡化表草案》第一稿，收簡體字 700 個。後經過多次
討論和修改，於 1954 年 9 月形成了《常用漢字簡化表草案》第五稿。1954 年 11 月文改會對第五稿
再做修改，形成《漢字簡化方案草案》
。1955 年 2 月《漢字簡化方案草案》在中央一級報刊上發表，
向全社會徵求意見。到同年的 7 月，文改會收到各界群眾的意見 5167 件，其中 97%表示贊成。1955
年 10 月在北京召開了全國文字改革會議，會議批准了漢字簡化的方針是“約定俗成，穩步前進”，通
過了《漢字簡化方案修正草案》
。修改後的草案又經國務院漢字簡化方案審定委員會的審定。1956 年
1 月 28 日國務院第 23 次會議通過了《關於公佈<漢字簡化方案>的決議》。1 月 31 日《人民日報》
發表國務院的《決議》和《漢字簡化方案》
。該方案收 515 個簡化字和 54 個簡化偏旁。
《漢字簡化方
案》公佈後，分四批推行，推行十分順利。1958 年 1 月周恩來總理在《當前文字改革的任務》的報
告裡指出：“方案公佈後，兩年來，簡字已經在報紙、刊物、課本和一般書籍上普遍採用，受到廣大
群眾的歡迎，大家稱便，特別是對初學文字的兒童和成人的確做了一件很大的好事。”1964 年文改
會根據國務院指示的精神，編輯出版了《簡化字總表》
，收錄了《漢字簡化方案》裡的簡化字和在《新
華字典》的範圍內通過偏旁類推簡化得到的簡化字，作為使用簡化字的統一規範。根據 2004 年公佈
的中國語言文字使用情況調查得到的資料，平時主要寫簡化字的占 95.25%，寫繁體字的占 0.92%，
繁簡兩體都寫的占 3.84%。簡化字在民眾中已經紮下了根，漢字進入了簡化字時代。
《通用規範漢字
表》堅持了漢字簡化的方向，按照《簡化字總表》的規定，凡是應當簡化的都做了簡化。

四 近代百餘年文字改革的影響因素與反思
近代以來的中國文字改革思潮和實踐，自清末切音字運動，到五四新文化時期的國語羅馬字
運動，再到建國後的文字改革方案制定等，可謂此伏彼起。每個階段的改革方案都有其特定的背
景與成效。漢字改革是一個極其複雜、困難的課題，它的行止成敗也絕不是某些個人、某個黨派
團體或某個政府的主觀意願所能簡單決定的。當某個政府明令禁止簡化字時，幾百年來民間形成
的簡筆字卻仍在人們手頭流行。當某個政府明令要求推行某個簡化漢字方案時，卻遭到人們的拒
絕，並導致流產。只有把漢字作為一門科學的物件來加以審慎、全面、深入的研究，才能理性、
科學地對待漢字改革。
切音字運動是個人奮鬥、朝廷路線和民間推行三者結合，具有改良主義政局中切音字運動的實
踐活動的特點。其中，在戊戌變法之前，主要是盧戇章的個人奮鬥為主；後來切音字運動進入朝廷，
朝廷路線與個人奮鬥相結合；再後來，民間設立“官話字母義塾”，主要是民間推行了。個人奮鬥在
當時的封建社會，很難有實際成效。而朝廷路線由於當時的政府岌岌可危，也不能奏效。而民間推
行，從今天來回顧歷史，可以說造成了切音字運動後十年的一個空前景氣的局面。但運動的最後結
局是清攝政王載灃查禁了官話字母。從方案上看，當時的運動還處於語言科學的不成熟階段。如字
母形體過於複雜奇怪，難以記憶。
國語羅馬字運動是新文化運動的文字改革領域的延伸，提倡、制定、推廣基本上局限於知識份
子的小圈子，由於當時的政府對推行並不真正熱心，加上該方案拼寫規則繁瑣，國語羅馬字始終沒
有越出知識份子的圈子。1934 年以後，推行活動走向低潮，國語羅馬字的社會影響並不大。
清末的切音字運動和國語羅馬字運動總體上是失敗了，在那個時代，要有領導、有組織地進行
中國文字改革，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只有在政權穩定，人們豐衣足食的情況下，通過國家在經濟、
制度各方面都大力支持下，才有可能完成文字改革。經過百年的反復探索和實踐，清末關於漢字改
革的目標在當今都可以說實現了，漢字簡化並推行了中文拼音方案。
從百年漢字發展與改革的歷史縮影來看,影響漢字發展的因素可以分為內部因素和外部因素。
內部因素是語言文字的自身發展規律，外部因素是社會的影響。
文字是記錄語言的書寫符號系統，它的特點必須以適應語言為前提。一種文字如果不適應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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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語言，那麼它早晚都會被改造或者拋棄。這是影響文字的內部因素。在清朝末年,漢字的改革首
要原因就是它已不適應當時通用語的發展需要。
有人會說文字的發展規律遵循著表形—表義—表音的方向發展。印歐語自不必提，包括日
語、獨立後的越南文字都變成了表音文字。而漢字在漫長的發展演變過程中，也有“表音化”趨勢。
這是指這樣一種觀點:漢字的造字方法從象形、指事、會意向形聲發展，形聲之前的幾種造字方法
都是純表意的方法，而形聲方法中出現了表音因素，形聲方法的產生並大量用來創造新字，顯示
了漢字從表意向表音進化的規律。當今世界除漢字外幾乎所有文字都採用拼音制度，正表明了這
一規律。基於上述觀點，在過去一個較長的時期裡，要求對漢字進行徹底改革、走世界文字共同
的拼音方向成了我國文字工作唯一正確的指導方針。那麼漢語為什麼走拼音化的道路沒有成功？
在世界文字發展的歷史進程中，可以發現有兩類不同發展軌跡的文字：“自源文字”和“借源文
字”。①“自源”文字發展的語言環境沒有發生劇烈的變化，文字發展是漸進式的前進進化，如我國
的漢字。周有光先生總結“自源”文字發展有三個階段：見形知義，見形知音，見形知音義。②漢字
的發展正是經歷了這三個階段。當“自源”文字向外傳播，語言環境的劇變使字形與字義的聯繫脫
節，於是“借源”文字突變為表音文字是必然的。在“借源”文字突變為表音文字之後，它的發展規律
如同“自源”文字一樣遵循著漸變式的前進進化。所以表音系統的簡化和規範化發展的結果是，詞彙
構成方式趨向一致，就是詞根與詞綴的搭配。從世界文字發展歷史上看，文字的意音制度與拼音
制度，是跟文字的自源性與借源性嚴格對應的，也就是說，文字的發展方向取決於文字的自源性
與借源性。
綜而言之，由於民族傳統的力量，所有自源的也即意音制度的文字都與本源民族社會保持共存
的關係，因而總是相對穩定、不易變革的，所有借源的文字，由於缺乏民族傳統的支持，因而是易
變的，並且幾乎是全無例外地要向表音制度變化。這就是決定文字發展方向的最根本原因。
當文字不適應記錄語言，需要進行文字改革時，這時的外部因素就會發揮巨大的作用，如專家
制定、政府推動、民間配合等。胡范鑄教授曾經提到，語言文字是一種社會制度，根據制度經濟學
的基本觀念，任何社會制度的變革都有一個“路徑依賴”的問題，所謂“路徑依賴”是指“事物一旦進入
某一路徑，就可能對這種路徑產生依賴。人們一旦選擇了某個體制，由於規模經濟、學習效應、協
調效應以及適應性預期等因素的作用，會導致該體制沿著既定的方向不斷得以自我強化。路徑依賴
意味著人們過去的選擇決定了他們現在可能的選擇，任何體制都離不開一定的歷史社會環境。” ③語
言文字的社會應用性很強，如果進行改革，那麼就要考慮改革帶來的巨大成本。所以，反思百年文
字改革，只有在建國後國家穩定並在經濟、制度各方面都大力支持下，才能完成最終的文字改革。
從以上分析我們可以展望未來漢字發展的方向，作為“自源”文字，漢字不僅能夠很好地記錄漢
語，而且便於貫通古今漢語、溝通各地方言，對保存和傳承歷史文化、保持漢語和國家的統一以及
社會的穩定具有重要的促進作用。從這些方面來看，漢字的發展在可預料的未來不會走拼音化的道
路。社會制度上的路徑依賴也在漢字繁簡之爭上給出答案，漢字如果在上世紀 50 年代沒有實行簡化
方案，固然在文化傳承、兩岸交流等方面具有種種便利，但是，如果因此而在“一簡”已經使用幾十
年的情況下，廢止“一簡”，那無疑是一場災難。所以“棄簡識繁”的思想也萬萬不可取。而且，資訊
化時代給我們漢字的使用帶來了極大的便利，如海峽兩岸文字制度雖然不同，但在電腦上漢字簡繁
文本智慧轉換系統已經比較成熟，並在社會上廣泛應用。
21世紀的中國社會語言生活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社會用字的範圍發生了很大的變動，每個人
都有不同的文字觀念和需求，出現了多元化、開放性的特點。如1990年開始大量的字母詞出現，
有專家就呼籲要限制字母詞，維持漢語的純潔性。事實證明，隨著時間的推移，字母此並沒有呈
井噴式增長，反而一直是一個穩定的數量，說明語言文字自有其發展規律，當需求達一個飽和的
階段，自然不會增加。現在，資訊化的快速發展不僅使我們的用字範圍比以前擴大，而且還有一
個實現標準化的要求。標準化的要求在各個領域都能體現出來，比如，新聞出版、廣播影視廣泛
使用電腦，出現許多新媒體，這都需要文字實現數字化。漢字實現數字化以及繼續推進規範化，
① 李葆嘉：《論語言類型與文字類型的制約關係》，《南京師大學報》1990 年第 4 期。
② 周有光：《世界文字發展史》，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 年。
③ 胡範鑄、陳家璿：《專家筆談-關於<通用規範漢字表>研製及相關問題的討論》，《長江學術》200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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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未來語言文字工作者所需要面對的重要任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