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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说“国语”?
———基于1933年中国第一套说话教科书的分析

吴小鸥1,高千珊2

(1.宁波大学 教师教育学院,浙江 宁波315211;2.杭州市天杭实验学校,杭州310000)

  摘要:1933年由齐铁恨编辑、何炳松校订的《(新课程标准适用)复兴说话教科书(高小)》是中国第一套以“说
话”命名的小学国语教科书。这套教科书在目标要旨上,指导儿童练习运用国语,养成正确的听力和发表力;在内

容体裁上,集中衣食住行的日常会话,包含故事讲述、普通演讲、辩论练习;在形式体例上,标注音符号、新式标点,

插图少、练习短,课文以对话为主,前后连贯;在语言表现上,大量使用敬语、谦词以及语气词、儿化词,句子较短,多
为感叹句。这套教科书强调口语交际的准确性和清晰性,力行推广国语之使命;突出口语交际的应用性和时代性,

便于儿童活学活用;展现口语交际的互动性和情景性,使儿童获得多样体验;体现口语交际的思想性和情感性,养
成儿童爱国爱群等良好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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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是一个民族思想文化的载体,她的演变是促进一个民族思想文化转型的推动力。“国语”的历史可

以上溯到一千多年前,春秋战国时期的“雅言”、汉代的“通语”,都是指通行各地的共同语言。“到了元朝,蒙
古人在中国的北方做了中国的皇帝,就用当时北方的方言作为一种‘官话’。因为政治上的关系,这种方言很

占势力。明清以来,经过几次的淘汰,去掉许多很特别的话,加入其他各处较通行的方言,就渐渐成为近四五

百年中的普通话。这种普通话,就是俗称为‘官话’的,我们因为他有通行全国的能力,所以称他为‘国
语’”①。近代以降,中国人开始关注到语言统一对于民族凝聚力的增强、民族国家的建构意义重大。1907
年,中国第一套以“国语”命名的初等小学教科书由商务印书馆初版,“本书之著,以国语为统一国家之基”②,
这套教科书以新的形与质,践行“文言一致”与“国语统一”,成为新文化运动之先导③。1920年1月,教育部

通令全国“兹定自本年秋季起,凡国民学校一二年级先改国文为语体文,以期收言文一致之效”④,“国语”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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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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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158页。



立设科。
“说话”一词,本来是俗语,常用于白话小说,表示说书艺术或者进行说书的意思①。在现代汉语中,“说

话”指“用语言表达意思”②。叶圣陶指出:“说话教学的目标,在使学生有明确的思想,能够说完美的话。这

一种功夫做得好,给学生讲思想方法跟作文技术简直是多余的事了。”③1929年8月,教育部首次在小学国语

课程目标中提出用“标准语”进行“说话”之要求,口语教学正式成为国语教学的一个重要部分。伴随着1932
年10月教育部颁行《(幼稚园小学)课程标准》,1933年5月商务印书馆推出由齐铁恨编著、何炳松校订的

《(新课程标准适用)复兴说话教科书》4册,成为中国第一套以“说话”命名的教科书,并以其“主要侧重语言

的训练”④而深受欢迎,影响很大。虽然以往相关研究中对此略有提及⑤,但至今没有专题深入研究,也使得

这套教科书在口语交际训练方面的重要价值没有被挖掘出来。本文试初步探寻之,以求教于方家。
一 说话教科书的历史背景

伴随着晚清国语运动持续开展,开始出现拼音方案以推行国语,并持续至民国初年,不断修订,以期统一

读音。

1.从“拼音”创制到“国音”议定

汉语方言的分歧,严重地表现在语音上。1892年,卢戆章编写厦门腔读本《一目了然初阶》⑥,为中国第

一部有关汉语拼音方案著作⑦。1900年,王照以字母体裁“仿日本假名”⑧编写《官话合声字母》。1902年,京
师大学堂总教习吴汝纶考察日本学政时,关注到语言统一之重要性,在写给张百熙的信中指出:“今教育名

家,率谓一国之民,不可使语言参差不通,此为国民团体最要之义。日本学校必有国语读本,吾若效之,则省

笔字不可不仿办矣。”⑨1904年,清政府颁行的《学务纲要》明确规定:“兹拟以官音统一天下之语言,故自师范

以及高等小学堂,均于中国文一科内附入官话一门。”但因官话合声字母是“京音”,推行至各地时出现有

“宁音谱”“吴音谱”“闽广音谱”等。1909年,江谦指出:“中国官话既有南派北派之分,而南北之中,又相差

异,学部既谋国语之统一,编订此项课本时,是否标准京音?”1911年,学部通过《统一国语办法案》,但未实

施。1912年,教育部通过《采用注音字母案》,筹备“读音统一会”。1913年,读音统一会召开,最后通过了38
个由汉字古文字和偏旁组成的拼音方案,即“注音字母”,并以每省一个表决权的方式通过6500个汉字的国

定读音,称“国音”,于1918年11月公布。1919年4月,教育部成立国语统一筹备会,完善了国音字母的顺

序、数量、声调的标法等,推出《国音字典》。1920年,出现专门以“国音”命名的教学用书。由于《国音字典》
语音标准与北京语音标准产生的矛盾,爆发了“京、国之争”(京音和国音)的大辩论。1920年,张士一发表

《国语统一问题》,主张以北京音为“国音”标准,响应者众。1923年,国语统一筹备会第五次大会决定兼采二

者,使用标准国音中的京音声系,是为“国音京调”。1923年,国语统一筹备会成立“国音字典增修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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闫苹、张雯主编:《民国时期小学语文教科书评介》,北京:语文出版社,2009年,第2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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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语文教科书的启示》(《青年文学家》2014年第9期)一文中指出这套教科书是我国最早的说话分编型教科书,是专门的口语教科书,教
科书注重听说读写全面发展的理念,为我们当今的口语交际教科书编写提供了参考。
这套方案以拉丁字母及其变体为汉语拼音字母,以福建厦门等地的方言为拼音标准,并继承传统音韵之反切法,采用双拼制。参见:卢戆章

编:《一目了解初阶》,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1956年。
郑天挺、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大辞典》第1卷,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年,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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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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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作霖编:《国音读本》,上海:中华书局,1920年;黎锦晖、陆依言编辑:《新教育教科书国音课本(国民学校)》,上海:中华书局,1921年;黎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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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了“老国音”,将汉字读音改为“以北京的普通读法为标准”,即“新国音”。1932年5月,教育部正式公布

并出版《国音常用字汇》,为说国语的标准提供了范本。

2.从“官话”到“说话”的口语要求

口语是“谈话时使用的语言”①。1902年《钦定小学堂章程》首现“口语”,即寻常小学作文的功课教法第

一年“教以口语四五句使联属之”,第二年“授以口语七八句使联属之”②。显然这是为作文而训练的口语,不
是以日常说话为要求。1904年,《奏定初等小学堂章程》之“中国文字”科“要义”有“以为听讲能领悟、读书能

自解之助,并当使之以俗语叙事”③。《奏定高等小学堂章程》“中国文学”科“要义”有“并使习通行之官话,期
于全国语言统一,民志因之团结”④。1907年《奏定女子小学堂章程》首设“国文”⑤,“要旨”有“在女子初等小

学堂,初则正其发音,使知字之读法、书法、缀法,……又使之练习言语”⑥,首次强调女子教育要“正其发音”
并“练习言语”。1912年,“国文”科设立⑦,“国文要旨”有“初等小学校首宜正其发音,使知简单文字之读法、
书法、作法,渐授以日用文章,并使练习语言。高等小学校,首宜依前项教授渐及普通文之读法、书法、作法,
并使练习语言”⑧。民国之后,教授如何说话,成为语言教学的一个目标。1912年,庾冰在《言文教授论》中指

出:“教授语言,又当分为自语、听话、会话三种。”⑨1914年,杨鄂联在《说法教授之要素》中提出“话法”和“话
法教授”。1915年,教育部提出“国文科宜注意读法话法及姿势”。1920年,教育部令:“兹定自本年秋季

起,凡国民学校一二年级先改国文为语体文,以期收言文一致之效。”此后,以“会话”命名的教科书编撰出

版。1929年4月,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八十八次常务会议上,吴敬恒等提出“改定注音字母名称,改
称‘注音符号’”,获议决通过。国民政府随后训令行政院及直辖各机关遵照办理。在同年颁行的《(幼稚园

小学)课程暂行标准》国语科“目标”提出:“练习运用本国的标准语,以为表情达意的工具,以期全国语言相

通”以及“运用平易的口语和语体文,以传达思想,表现感情,而使别人了解”,“说话”列为“作业要项”第1
项。1932年,《(幼稚园小学)课程标准》颁行之后,以“说话”命名的教科书开始编撰。

3.齐铁恨:国语会话的积极推行者

齐铁恨(1892-1977),名勋,号铁恨,北京人,蒙古族。幼年读私塾,后入香山知方学社,毕业后再入清政

府官办筹边学堂学习满文、蒙文。他初任京郊第八小学教师,后升任第六小学校长,继改调西郊第三、第四学

校,又执教于北京城内第二十八小学、第十七小学、第八小学。业余时间参加北京教师国语训练班,结识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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怡、钱玄同、黎锦熙等。1923年,齐铁恨受聘于上海商务印书馆国文辞典委员会,参加《辞源》编纂工作,并任

商务印书馆函授学校国语科主任,编审国语书刊。1924年后,任上海国语师范学校教师,他把“教学会话的

课本”①编为《国语会话》于1925年出版,又因“国语统一筹备会里已经认定了国语的标准音”②,1927年修订

为《(依新标准订正)国语会话》。1928年,齐铁恨编《初级国语话》及《高级国语话》,是“经过几次国语讲习科

和师范科的使用”之后,“用交际会话的体裁”编撰的③。1931年,齐铁恨赴日讲学。1932年以后,在暨南大

学、大夏大学、清心中学讲授国语、国文等课程。1934年在南京铁道部编纂铁道年鉴。抗战时困留上海,在
大学、中学任教。1946年去台湾,任国语推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并在台湾大学、台湾师范大学、台北市教师语

文专修班兼课。1959年退休后,曾主持《国语日报》服务部工作,任常务董事。晚年著有《国语变音举例》、
《破音学讲义》、《同义异读单字研究》、《国语问题解答》、《北平俏皮话儿》等。

二 说话教科书的编撰特点

1932年1月,日军侵犯上海,并轰炸商务印书馆。在被迫停业半年后,商务印书馆以“为国难而牺牲,为
文化而奋斗”④为标语而复业,从1933年开始推出“复兴教科书”138种738册⑤。其中,1933年5月开始初

版的《(新课程标准适用)复兴说话教科书(高小)》,由齐铁恨编著、何炳松校订。翌年,改名为《复兴说话范本

(高小)》⑥,一直使用至1949年10月⑦。

1.在目标要旨上,指导儿童练习运用国语,养成正确的听力和发表力

中国土地广大,人口众多,“因为方音土话各地不同,个人的出门旅行,很不方便;国民的感情,也觉着隔

膜涣散,不易团结”⑧。民国之后,採定国语标准,以求国语统一。《(幼稚园小学)课程标准》对国语科“目标”
第一条要求是“指导儿童练习运用国语,养成其正确的听力和发表力”⑨。教科书的要旨就是教科书取材的

目的,围绕教育目标及课程目标而定。这套教科书“遵照教育部正式颁布的小学课程标准编辑,全书四册,供
高级小学两学年之用”。《复兴说话教学法(高小第1册)》明确指出:“国语教学的目标,有‘语文’和‘心意’
两方面,前者是‘形式的’,后者是‘内容的’”,其中“这形式上的目标,就是为教学‘说话’而定的”。因此,国
语科的说话教学是要“教练儿童的口耳,使他们在国语上得到实际的应用———听得明白,说得正确———以求

达到这总目标的条件。”

2.在内容体裁上,集中衣食住行的日常会话,包含故事讲述、普通演讲、辩论练习

《(幼稚园小学)课程标准》对国语科“作业类别”要求有两个方面:一是“日常谈话的耳听口说”;二是“演
说、辩论、报告、和讲述故事等的练习”。对于第五、六学年作业要项规定:“一、日常会话。二、故事的讲述

练习。三、普通演说的练习。四、辩论的练习。五、国音注音符号的熟习运用。”这套教科书每册20课,内
容包含“日常会话、故事讲述、普通演讲、辩论练习”。初步统计,日常会话(含日常谈话、交际会话、寓言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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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铁恨编:《(依新标准订正)国语会话》,上海:商务印书馆,1931年,第12版,“例言”,第1页。
齐铁恨编:《(依新标准订正)国语会话》,修订《国语会话》的附言。
齐铁恨编:《初级国语话》,上海:东方编译社,1933年再版,封三“高级国语话”广告语。
王云五:《苦斗第一年》,《王云五文集·陆 岫庐八十自述(上册)》,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11年,第223页。
吴小鸥、姚艳:《民族脊梁:1933年“复兴教科书”的启蒙坚守》,《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5年第4期。

1933年,商务印书馆没有推出专门的初小说话教科书,而是在同年7月推出黎锦熙等编的《复兴说话教本》8册,这是给初级小学教师用的

书。1934年10月,商务印书馆推出王向编著、王云五校订的《(新课程标准适用)复兴说话范本(初小)》8册。同年,《(新课程标准适用)复兴

说话教科书(高小)》改名为《复兴说话范本(高小)》,内容未变。
如《复兴说话范本(高小第3册)》于“公元一九四九年十月重版(修订本)”,但版权页上没有编著者与校订者的名字,只有出版者、印刷者为

“商务印书馆”。
齐铁恨、关实之编著:《(小学校高级用)复兴说话教学法(第1册)》,第4页。
教育部中小学课程及设备标准编订委员会编:《(幼稚园小学)课程标准》,上海:商务印书馆,1932年,第84页。
齐铁恨编著:《(新课程标准适用)复兴说话教科书(高小第1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年,第8版,编辑大意。
齐铁恨、关实之编著:《(小学校高级用)复兴说话教学法(第1册)》,“高小说话教学法概要”,第1页。
教育部中小学课程及设备标准编订委员会编:《(幼稚园小学)课程标准》,第84页。
教育部中小学课程及设备标准编订委员会编:《(幼稚园小学)课程标准》,第86页。
齐铁恨编著:《(新课程标准适用)复兴说话教科书(高小第1册)》,编辑大意。



话、旅行谈话)58课,占72.5%;普通演讲(含演讲练习、应用演说、演说故事、演说小令)11课,占13.75%;故
事讲述4课,占5%;表演话剧4课,占5%。其中,日常会话主要是围绕衣食住行展开,有《家庭状态》、《吃饭

问题》、《好吃零食》、《一间住屋》、《留客便饭》、《制作衣服》、《国货材料》、《行路姿势》、《出门问路》、《旅行出

发》、《乘车进京》等,通过对儿童耳听口说的口语交际教学,提高学生应对社会生活的能力。

3.在形式体例上,标注音符号、新式标点,插图少、练习短,课文以对话为主,前后连贯

这套教科书封面设计七个儿童在搭积木,全书文字从左至右横排,文字上方标注音符号(文中“甲”“乙”
称谓上未标注音符号)。课文没有专门的拼音、生字编排,以对话呈现为主(有63课),“甲、乙”角色最多,每
个角色文字单独起行编排。在3-4篇对话呈现的课文中穿插故事讲述、演说练习等。一些课文编排时呈现

连贯性,通常延续为两课,如第1册1-2课《国语标准》《注音符号》,第2册第3-4课《国货材料》《制作衣

服》,第3册第9-10课《辩论问题》《覆辩驳论》,第4册第1-2课《访问朋友》《拜望先生》。各册教科书最后

一课是舞台剧,小字印有“地点”“脚色”“设备”,表演内容在“开幕”“闭幕”中呈现,角色的动作描述用文字写

出(小字标注)。这套教科书使用新式标点,有19幅简笔画(第1册5幅,第2册4幅,第3册6幅,第4册4
幅),用长方形框呈现于课文标题下方。课后有练习,也用长方形框呈现,题数较少。在第1册后附“开口呼

拼音表”等4个表格。

4.在语言表现上,大量使用敬语、谦词以及语气词、儿化词,句子较短,多为感叹句

敬语与谦词是人们在交往中,表示尊敬、礼貌、问候、祝颂的日常用语,是谈吐文雅的重要体现。如问别

人姓氏,用“尊姓”“贵姓”等敬语,问名号用“台甫”“大号”,自己姓氏用“敝姓”“贱姓”,自己名号用“名字”“草
字”,问别人家住何处用“贵省”“贵处”,说自己地方用“敝省”“敝处”等。“您”是在对话时称呼对方的敬语,
“请教”是向别人请求指教时应用的敬语,长辈问晚辈的父亲用“令尊”,朋友的父母用“老伯”“伯母”,称朋友

的长辈用“大人”,长两辈用“老大人”,探问老人的岁数用“高寿”等等。在这套教科书中,大量出现“请问”“请
教”“您好”“劳驾”“拜托”“打扰”“尊姓”“贵处”“贵府”“令尊”“敝姓”“舍弟”“舍妹”等敬语与谦词。为表现口

语交际的活泼,在句子停顿或句尾处,大量使用语气词,初步统计,“了”195次、“呢”157次、“的”136次、“吧”

77次、“啊”46次、“吗”39次、“呀”39次、“哇”23次,还有“哈”“哎呦”“嚇”等。为增加语言表现力,还大量使

用了儿化词,如“这儿”、“那儿”、“哪儿”、“词儿”、“话儿”、“话头儿”、“今儿个”、“明儿个”、“一点儿”、“有趣

儿”、“人样儿”、“笑话儿”、“老伴儿”、“俗语儿”等。这套教科书的语言以短句为主,多感叹句。
三 说话教科书的口语交际训练分析

口语交际是在特定的语境里,为了特定的目的,运用语音手段,传递信息、交流思想和感情的一种言语活

动。口语交际是人们社会生活中最直接、最常用的交际形式之一,也是衡量人的综合能力和素质的关键性指

标之一。叶圣陶曾说:“在语言文字的训练‘听、说、读、写’四个字中间,‘说’字最基本,说的功夫差不多,听、
读、写三项就容易办了。”①由于文字和语言是两种不同的符号系统,由字而生句、章、篇,和张口说出一句话、
一番话,其生成机制有着一定的差异。《(新课程标准适用)复兴说话教科书(高小)》呈现国语教学中如何对

儿童进行专项口语交际训练。

1.强调口语交际的准确性和清晰性,力行推广国语之使命

“同一领土之语言,皆国语也”②。由于各地存在方言土话,所以这套教科书一开篇就明确了在口语交际

训练时要用标准语,第1册第1课是《国语标准》、第2课是《注音符号》,呈现了这门课程的知识基础。《国语

标准》一课写道:

  甲 请教,这“国语”一个词儿,到底是甚么意思呀?
乙 啊! 这一个词儿,您还不知道吗?
甲 因为不大明白,所以向您请教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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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至善等编:《叶圣陶集》第13卷,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191页。
《中华民国国语研究会征求会员书》,高平叔编:《蔡元培语言及文学论著》,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59页。



乙 先把这一个词儿分开来讲。“国”是“国家”的“国”,“语”是“语言”的“语”。再合起来讲,就是一

个国家里的标准语呀。
甲 在咱们这么伟大的国家里各地的土话,多得很呢。这一个标准,可由哪儿定啊?
乙 我国政府,早先公布过《国音字典》,近年又公布了《国音常用字汇》,这字汇里,就是“以现代的

北平音为标准的。”
甲 那好极了,咱们就遵照着标准练习罢。①

在第2课《注音符号》中呈现24个声母和16个韵母,并且指出“只要先把这四十个符号读得正确,那‘结
合韵母’和‘声调’,‘拼音’,就都容易练习了”②。这套教科书共计66个课后练习,围绕拼音(填韵母、声母或

找出同声母的字)、翻译(拼音与汉字互译)、读音(一个字的多种读音、音调)、说法(如某一词语的北平话)等
展开。为了使儿童准确区分一些难以分辨的读音,这套教科书还编有《绕口令儿》、《学绕口令》、《急口令儿》,
专门对容易混淆的读音进行训练。如《绕口令儿》一课通过“姪子撕字纸、厨子吃柿子”③来区分翘舌音和平

舌音,课后“练习”如下:

  姪子 池子 狮子 柿子

自治 支持 司事 辞职

姓张的 姓藏的 陈先生 岑先生

三哥上山唱山歌。
人作商业,蚕吃桑叶。
我抱定宗旨,绝不中止。
床上铺着毡子,头上戴着簪子。
常言道:“宁买不值,不买吃食。”④

这套教科书各册的最后一课舞台剧就是针对发音准确性和推广国语展开,如《丢鞋趣剧》中“鞋子”与“孩
子”的混淆,《厨子趣剧》中“竹竿”与“猪肝”的混淆,《言差语错》中“黄先生”与“王先生”、“河南省”与“湖南省”
的混淆、“大家”与“打架”的混淆,因为不标准发音让交流双方陷入尴尬的境地,而明白之后让人捧腹大笑。
在这套教科书的最后一课《自投陷阱》,更是用舞台剧的形式再次强调推行国语教育的重要性。这一课先是

几个儿童在山上设陷阱以捕猎,担心有人误入就在边上写有告白,一个“山里人吴知识”因为不识告白上的汉

字和注音符号而跌入陷阱,课文最后写道:

  ……
李(指着告白):这儿有告白,你既不是瞎子,怎会没有看见?
吴:天哪! 我是不识字的呀!
赵(指着告白):这上面还写着“注音符号”呢! 难道你也不认得吗?
吴:写的是什么?
张:写着(注:注音符号,此处略)
吴(哭着):天哪! 可怜我这个睁着眼睛的瞎子啊!
闭幕⑤

这套教科书除了强调平时日常会话要准确与清晰发音,还强调在练习演讲时,“演述的声音,必用正确的

国音国语,不可夹杂方音土话;要把字音说得清楚,不可含糊过去;必要说得自然,不要慌忙,也不可板滞”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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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铁恨编著:《(新课程标准适用)复兴说话教科书(高小第1册)》,第1-3页。
齐铁恨编著:《(新课程标准适用)复兴说话教科书(高小第1册)》,第5-6页。
齐铁恨编著:《(新课程标准适用)复兴说话教科书(高小第2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年第28版,第32页。
齐铁恨编著:《(新课程标准适用)复兴说话教科书(高小第2册)》,第33页。
齐铁恨编著:《(新课程标准适用)复兴说话教科书(高小第4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年,第24版,第55-56页。
齐铁恨、关实之编著:《(小学校高级用)复兴说话教学法(第2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第28页。



如《虚心请教》一课在表扬演说者之后,指出:“不过有几个字眼儿,说得差一点儿。以后预备稿子的时候,查
查字典,注上国音,就不会再差了!”①教科书反复引导儿童练习正确的读音,且无论在何种场合说话都要表

达清晰。

2.突出口语交际的应用性和时代性,便于儿童活学活用

口语是紧密地深嵌在日常生活和交际之中,一个人的口语能力总是在他的生活中与成长同步。这套教

科书通过《家庭状况》、《见面话儿》、《俩人谈天》、《能者多劳》、《报告假期》、《出门问路》、《晚间谈话》、《探问病

人》、《口头语儿》、《往来带信》、《留客便饭》、《祝贺新年》、《访问朋友》、《拜望先生》、《虚心请教》、《约请演讲》、
《社会应酬》等课文,展现了初次会见、招待客人、走亲访友、出门问路等必需的口语表达方式、接待宾客的礼

貌和应对的语言等。如初次见面要询问姓名、籍贯,访友先报上自己姓名及访问目的,互相问安要并及家人,
慰劳劳动的人要先道辛苦等等。如《初会谈话》一课写道:

  甲 尊姓?
乙 敝姓黄。您贵姓?
甲 华。台甫?
乙 童子无字。名叫自强。请教大号?
甲 名叫世昌。
乙 贵处?
甲 广东,中山县。您呢?
乙 浙江,杭县。
甲 好哇!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西湖风景,更是有名的。
乙 您到西湖游历过罢?
甲 读过几篇游记,羡慕极了。
乙 便当的很,坐京沪沪杭甬两路通车,十三四个钟头就可以到了。
甲 好! 得着机会,到贵处瞻仰瞻仰去。②

这套教科书特别关注口语交际的时代性,课文中不仅有国民、国语、国音、国货、国耻、国术馆、国货陈列

馆、学生装、公共卫生、识字运动、种树运动、灭除蚊蝇运动、服务精神、消除文盲、帝国主义、欧洲大战、电气风

扇等等明显具有时代气息的名词术语,且话语表达也体现时代精神,如:“好! 真有服务精神”③;“咱们也是

乡民的一分子,改进的责任,是不可放弃的”④;“身体康强,精神快乐”⑤;“不得自由毋宁死”⑥;“这是咱们在

社会上应尽的义务哇”⑦。不仅如此,这套教科书明确“要矫正这种社会相沿的不良习惯,应该以现代的劳动

生活为背景,采用相当的语词,不要再往下沿习那腐败社会的老调了”⑧。如《见面话儿》一课写道:

  甲 午饭吃过了?
乙 吃过了。您吃过了吗?
甲 吃过了。
乙 哈哈! 咱们这一天里的见面话儿(,)问了喝茶问吃饭儿(。)光在饮食上头作问答(,)未免太没

意思了。
甲 据我看起来,倒有两种意义:“一是把好吃懒作的心情表现出来的;二是生计艰难,恐怕没有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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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的(,)所以开口离不了吃饭问题。”
乙 我看倒不关什么问题,只是流露出来那贪吃贪喝的习惯罢了。
甲 我听西洋人见面先问“早安”,“晚安”。东洋人先问“今日”,“今晚”。只有咱们的习惯是先问

“喝茶”“吃饭”的。
乙 也不尽然(,)咱们普通问“好”,早晨问“早”,劳动者道“辛苦”,这不是很好的见面话儿吗?
甲 是的! 咱们以后见面就用这些词儿好了。①

这套教科书突出引导儿童练习国语应用的耳听口说能力,呈现了不同场合口语交际的要领,使儿童能够

活学活用,通过口头语言文明地进行人际沟通和社会交往。

3.展现口语交际的互动性和情景性,使儿童获得多样体验

口语交际是一个双向的言语传输活动,是在特定的情景中发生的一种现象,其所谈的话题、交际的场合

都是特定的,并受情景的控制。《(幼稚园小学)课程标准》在国语科“教学要点”中提出:“说话要自然(不可拘

泥于文字的斟酌而受文字的束缚),并且要注意儿童语和成人语的不同。且说话要生动而有情景;教学和动

作,要结合表现;已经讲过的故事,最好要使儿童表演”②。为了让儿童在不同的情景中练习口语交际,这套

教科书中说话者角色设定30个人物和4个动物,人物有“甲、乙(或丙)”,“客人、儿童”,“水夫、清道夫、更
夫”,“北方人、南方人”,“都市人、乡下人”,“先生、厨子”,“老人、小孩”,“主人、客人”,“师、生”,“旅客、脚夫”,
“张、王、李、赵、吴”,“老先生、轿夫甲、轿夫乙”;动物有“青蛙、蜻蜓”,“白鸽、乌鸦”。其中“甲、乙(或丙)”角色

50课,其他角色出现皆为1课。儿童通过表演这些现实或想象中的角色,不仅可以满足儿童幻想和表现欲

望,也极大地丰富了他们对不同情境中口语交际的体验。如《一首歌谣》一课写道:

  甲:听说您会的儿歌很多呢! 请消遣一段罢!
乙:哪儿的话呢! 不过记得几首很普通的罢了!
甲:就请唱给大家听听罢!
乙:我记得一首问答体裁的张果老。
甲:好极了! 我也听人家讲过的。那么,就请您拍门当张果老,我在门里问话罢!
乙:ㄆㄚ———! ㄆㄚ———! ㄆㄚ———!
甲:谁呀?
乙:张果老哇。
甲:你怎么不进来呀?
乙:怕狗咬哇

甲:你胳肢窝里夹着什么哪?
乙:破皮袄哇

甲:你怎么不穿在身上啊?
乙:恐怕虱子咬哇。
甲:怎么不叫你老伴儿给拿一拿呀?
乙:老伴儿死了。
甲:死了 你怎么不哭哇?
乙:盆儿啊! 罐儿啊! 我的老蒜瓣儿啊!③

齐铁恨认为:“‘表演’在国语教学上最关紧要,实在是读法的‘应用’了。只要可能,什么教材都应该表

演。”④为了使儿童获得真实的体验以及口语交际的经验,这套教科书明确要求进行口语交际教学时的多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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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动与表演,“儿童的说话,或指定个人,或分行分组,或大家同声齐说,要随时活动,不拘一式”①。对于以对

话体裁呈现的课文,“原拟的‘甲’‘乙’两方,正好指定两个儿童,各个认定一方,参照课文,表演谈话,以助练

习的兴趣”②。由于同样的话题在不同情景下可以有不同的表达方式,传递不同的情感及语言信息,得到不

同的效果,这套教科书对于一些不礼貌的表达会引起听者的反感也有呈现,以明确在口语交际中态度不端

正、没有礼貌等,都会影响口语交际的效果。如《不懂礼数》一课写道:

  甲:喂! 由这儿到大华农场,还有几里路呢?
乙:三亩!
甲:奇怪! 此地的长度,怎会论起来“亩”来呢?
乙:怕你不懂“里数”吗!
丙:得罪先生! 刚才我的朋友失礼了! 我们是要上大华农场里参观去的。
乙:从这儿朝东北走,再有三里就到了。
丙:谢谢先生!
乙:不要客气!
甲:惭愧地很! 我真失礼了。
丙:凡是向人有所请求的时候,必要行礼打个招呼。说那“借光”“辛苦”“请教”“谢谢”的客气话儿,

才对呢!
甲:那么,我先谢谢您哪! 以后再不至于碰钉子了。③

这套教科书通过各种角色的对话,体验说话时根据不同的情景采用不同的表达方式,才能收到良好的效

果;并且让儿童感受到说话者自身状况以及外部环境等因素会直接影响到口语交际的质量,获得口语交际的

丰富体验。

4.体现口语交际的思想性和情感性,养成儿童爱国爱群等良好品性

当时,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规定:“发展儿童身心,培养国民道德基础及生活所必需的基本知识和技

能,以养成知礼知义爱国爱群的国民。”④培养儿童口语交际能力,是为了适应时代发展,所以这套教科书不

仅仅传授给儿童口语交际的相关知识与技巧,也广泛联络各学科知识,以促进儿童精神成长。这套教科书课

文与公民科、社会科、卫生科、体育科等广泛联络,其中最多的是公民科,特别是联络《小学公民训练标准》以
及“三民主义”的内容。初步统计,与《公民训练标准》联络的有《招待客人》《打破难关》《实事求是》等18课,
与三民主义(党义)联络的有《国庆纪念》《新年演说》《国货材料》等10课,与社会科联络的有《识字运动》《假
期报告》《制作衣服》等5课,与史地科联络的有《国耻纪念》《循环报复》《乘车进京》等4课,与卫生科联络的

有《好吃零食》《探问病人》《扑灭蚊蝇》等5课,与体育科联络的有《中国武术》《比赛兵乓》《有益无损》等4课,
与自然科联络的有《俩人谈天》1课,与劳作科联络的有《参观工厂》1课。这些课文的内容从多方面强调了爱

国雪耻以及团结互助的重要性,《国庆纪念》《新年演说》《出门问路》《国货材料》《战胜求和》《国耻纪念》《循环

报复》等课文强调养成爱国雪耻观念、自强不息精神、推崇国货意识。如《新年演说》一课最后写道:

  诸位同学! 今天都穿着的焕然一新,前来庆祝新年,大家都高兴极了,快乐极了。
吉日良辰,今天的日子再好没有了。五洲万国,所有采用阳历的民族,在这一年开始的今天,没有不

举行庆祝的。
在咱们中华民国,更是加倍的喜庆。因为这是咱们中华民国在元年元旦成立的一天。当日,孙中山

先生到了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宣誓倾覆满清政府,图谋民生幸福,使我民国,卓立在世界上。这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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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虽经许多的内忧外患,终使三民主义,见诸实行,大众团结,建设一切。
诸位! 咱们要庆祝这一个伟大的纪念日,不可忘记了过去的艰难,预备着将来的奋斗。
先由各个人的本身作起,进德修业,日新又新,那么“新年新禧”的祝辞,才不失其意义呢。①

这套教科书提倡团结互助的意识和服务民众的精神,通过《儿童节祝词》、《能者多劳》、《种树运动》、《比
赛兵乓》、《满架书籍》、《往来带信》、《识字运动》、《消除文盲》、《自投陷阱》等课文,启发儿童同情心和关怀情

感。如《狗咬穷人》更是启发儿童爱护人群并养成人类互助的精神,指出人不该有幸灾乐祸的心理,穷人衣食

不足,本已可怜,再不幸而遇到意外的祸害,吾人应本于人类互助的精神,加以援助或卫护才对。课文写道:

  ……
甲:试问,咱们对于穷困的人应该怎样呢? 对于急难的人应该怎样呢?
乙:应该表示同情,尽力帮助的!
甲:那么,现在眼见这一种不幸的事情,怎会袖手旁观,还要发笑呢?
乙:那是不对的! 我们应该设法解救,不该看着开心的!②

教科书提倡遵守社会秩序,养成诚实守信、文明礼貌的习惯。如《守信践约》一课写道:“既和人家约定时

刻,虽一分一秒都不该错过的。况且咱们这么小小年纪,前途远大,如果不养成确守信约的习惯,将来就没人

信用了。”③《实事求是》强调:“实事求是,莫作调人;黑白分明,不许混帐!”④《不肯赊账》陶冶儿童良好的品

性,“使儿童们晓得,一个人要时常留意自己品格的向上,而此种修养是要从小处做起的。欠一分或借一分虽

不是大事件,然而这种不良的习惯是要不得的。”《饿虎扑食》一课更是提出文明社会要遵守公共秩序,课文写

道:

  甲:您看(,)这些人向那儿拥拥挤挤地,是干什么呢?
乙:是看游艺会的。
甲:走进会场,也要这么拼命地恶挤吗?
乙:可不是吗! 这些没知识的人们,向来是不守秩序的(。)
甲:不守秩序,那还成什么社会呀!
乙:所以社会上常常发生危险的事情啊!
甲:那真不像话说!
乙:您还没看见那上下火车、电车和出入游戏场的时候呢:大家争先恐后(,)好像饿虎扑食一般,简

直不成人样儿了!
甲:这样的社会,岂不可耻!
乙:常听先生们讲过:在世界文明国里,是没有这一种怪现象的!
甲:是啊! 人家虽然遇到水火之灾,也能保持秩序,共谋避祸的方法,从来不会拼命恶挤的。⑤

教科书关注对劳动的态度和认知,如《能者多劳》《鸽与乌鸦》养成劳动的习惯,《三种工作》使儿童了解社

会上劳动生活(水夫、清道夫、更夫)的意趣:“这一课教材,是由一段北平的笑话儿编出的。这三种劳动者服

务社会,有益民生,所谓‘劳工神圣’,非此不足以当之;世俗崇尚‘高雅’,贪恋‘安逸’,而轻视一切的劳动而辛

苦的工作,那是绝大的谬误”⑥。教科书还通过《儿童节祝词》、《中国武术》、《野蛮体魄》、《有损无益》、《返老

还童》、《探望病人》、《留客便饭》等强调健康体魄,并在《鄙陋行为》《拒绝烟毒》等课文中宣扬讲究卫生,革除

不良生活习惯。

99

吴小鸥 高千珊 如何说“国语”? ———基于1933年中国第一套说话教科书的分析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齐铁恨编著:《(新课程标准适用)复兴说话教科书(高小第1册)》,第46-48页。
齐铁恨编著:《(新课程标准适用)复兴说话教科书(高小第3册)》,第6页。
齐铁恨编著:《(新课程标准适用)复兴说话教科书(高小第1册)》,第42页。
齐铁恨编著:《(新课程标准适用)复兴说话教科书(高小第2册)》,第35页。
齐铁恨编著:《(新课程标准适用)复兴说话教科书(高小第3册)》,第39-41页。
齐铁恨、关实之编著:《(小学校高级用)复兴说话教学法(第1册)》,第105页。



这套教科书以《公民训练标准》为核心,激励儿童的爱国自强、团结互助、坚忍负责的精神,提倡从小养成

文明礼貌的习惯,积极关爱他人,成为有着健康体魄、文化知识的新时代好公民。
四 余论

齐铁恨先生是民国时期国语会话的积极推广者,他明确指出:“世界各文明国里,没有不用自己的国语教

育国民的”①。要学习国语,必需要从准确发音开始,“了解注音符号,才能读得国音;会读国音,才能说得国

语”②。《(新课程标准适用)复兴说话教科书(高小)》的口语交际训练,内容上突出衣食住行的日常会话,方
法上强调情景中的角色表演,通过多种练习,以使儿童清晰发音、语调正确、礼貌表达,进而有效交流,开创了

国语教学中丰富多彩的口语交际训练之先河,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历史经验。当然,这套教科书也存在一定

的不足。比如读音的轻重,在教科书印刷上没有体现出来;教科书中大段的致词与演讲,无论是内容还是语

言,成人化色彩浓厚,超出了高等小学儿童的年龄特点。儿童的口语交际能力对其成长道路产生深远的影

响。新中国成立之后,吕叔湘(1962年)曾深刻指出:“强调说话教学,任何时候都有必要。”③20世纪90年代

之后,随着对素质教育的提倡,小学语文教学改革中逐渐重视口语交际能力的培养。2000年,教育部颁布的

《九年义务教育全日制小学语文教学大纲(试用修订版)》将“听”和“说”合称为“口语交际”,强调:“口语交际

要讲究文明礼貌。听人说话能领会主要内容。坚持说普通话,能用普通话清楚明白地表达自己的意思”④。

2001年,《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中提出:“具有日常口语交际的基本能力,在各种交际活

动中,学会倾听,表达与交流,初步学会文明地进行人际沟通和社会交往。”⑤面对现代社会高信息化,《义务

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年版)》明确提出:“具有日常口语交际的基本能力,学会倾听、表达与交流,初步学

会运用口头语言文明地进行人际沟通和社会交往。”⑥目前,小学语文教科书中关于口语交际的内容增加了

对话和模拟情境,但有研究指出,由于口语交际并未专题进行,特别是“教科书上的不重视,就使得教师把口

语交际当作在综合性学习中的某个部分而已,慢慢忽略它,从而使其在教学领域的地位逐步落后于其他领域

了”⑦。如何进一步重视口语交际训练的作用和功效,口语交际教学是否单独编撰出版教科书,亟待学界的

关注与重视。

[责任编辑:罗银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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