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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语文教学与标准汉语
石 定 栩
对于香港社会来说, 回归祖国带来的显著变化之一, 是汉语地
位的不断上升。而今年起开始实施的母语教育, 则进一步确立了
汉语在学校教育中的地位。在这种形势之下, 如何提高汉语教学
的水平, 就成了香港教育界的当务之急。目前香港所谓的母语教
学, 还只是以粤语取代英语, 短期内无法采用普通话。所以, 怎样
处理现代标准汉语同粤语的关系, 是今后香港语文教学和研究中
的一个重大课题。从本质上说, 这个问题牵涉到书面语和口语的
关系, 也牵涉到标准语和方言的关系。具体地说, 问题的核心在于
粤语是否可以用作书面语; 如果答案是否定的话, 就要考虑能否容
忍学生写作中的某些粤语成分; 如果答案也是否定的话, 就必须研
究如何处理书面语中夹杂的粤语成分。本文试图从语言学的角度
进行探讨, 找出解决这些问题的合理途径。
一

两种文体并存

对于能否允许学生用粤语写作, 或者在书面语中使用粤语成
分, 香港语文界向来有两种意见。一种观点主张/ 我手写我口0, 让
学生完全按照粤语的句法, 用粤语的词汇进行写作, 理由是不必劳
民伤财, 费时费力去另学一套句法规则和词汇。而且用粤语写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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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文章容易为本地民众接受, 具有实用价值。另一种看法是书
面语必须规范化, 应该采用现代标准汉语的词汇和句法, 理由是只
有标准汉语才能为大多数中国人所接受, 才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力。
学校的任务应该是帮助学生掌握标准汉语, 融入中国社会。
这两种观点其实反映了目前香港社会上两种文体并存的 现
实, 因而具有各自的理据。解决这一矛盾的关键在于从实际情况
出发, 处理好这两种文体的关系。带有某些粤语的特点, 甚至利用
香港粤语的特定符号, 使用香港粤语的词汇, 按照粤语句法写作的
文章, 在香港社会流传已久。这种 文章通俗易懂, 在描写日常 琐
事, 声色犬马等方面十分传神, 在本地民众, 特别是劳工阶层中有
着广泛的读者基础。用标准汉语来叙述这些事情, 很难得到特定
读者群的认同, 从商业角度来看不可取, 因而在短期内就行不通。
不过, 正因为这种文体带有强烈的香港粤语色彩, 要在粤语区 之
外, 甚至香港之外的粤语区运用, 就不可能有很多读者, 也就会失
去实用价值。
另一方面, 用现代标准汉语写作的各种文章, 在香港存在的历
史也很长久, 受过一定教育的人都能接受, 就是教育程度不高的人
理解起来问题也不大。只是对于以粤语为日常交际工具的人 来
说, 标准汉语的文章读起来不够亲切。这虽然不影响交流, 却影响
使用标准汉语的积极性。
然而, 亲切感的损失是我们不得不付出的代价。如果写文章
只是给自己看, 当然怎么写都可以, 用只有自己才认识的特殊符号
或按照自己创造的规则来写也无可厚非。可是, 随着回归, 香港和
全国各地的交流会越来越密切, 香港人写的文章就不可能只是给
自己看了。如果要写给所有说汉语的人看, 香港人就必须遵守所
有方言的共同游戏规则, 使用现代标准汉语, 而不能把自己的喜好
强加于人, 硬要别人接受难以理解的粤语符号、
词汇和句法规则。
从香港的现实出发, 应该允许粤语文体和标准汉语文体并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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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各自的读者服务。不过, 两者之间的界限应该分得很清楚, 标准
汉语文体里不应该夹杂粤语成分。学校的语文教学则应该面向未
来, 面向全国, 以培养学生正确使用标准汉语的能力为主要目标。
应该明确告诉学生两种文体的区别和不同用途, 让他们按照场合
和读者选择适当的文体, 并加强标准汉语写作的训练。语文课除
了让学生大量阅读和理解标准汉语的范文之外, 还应该教会他们
识别标准汉语里没有包括进去的粤语成分, 在应用时避免混淆。
二

语法错误和语病

为了有效地提高学生使用标准汉语的能力, 应该严格区分整
个汉语里都没有的成分和只有粤语里才有的成分。如果有人生造
谁都不认识的怪词, 替某些词汇编造汉语任何方言里都没有的用
法, 或者乱用汉语里根本不存在的结构, 就应该作为语法错误或语
病指出来, 坚决加以纠正。另一方面, 如果学生在书面语中使用了
粤语特有的词汇或结构, 不要简单地作为语法错误或语病来处理,
而是应该告诉他们这些是不能通用的方言成分, 不应该在标准汉
语的文章中出现。
将粤语特有的成分和语法错误分开处理, 可以集中精力解决
主要矛盾, 从而减轻教学双方的压力, 做到事半功倍。而纠正语法
错误和语病的着眼点, 应该是提高学生的辨别能力, 从香港目前的
情况来看, 这一任务还包括教会学生识别大众传媒中出现的错误,
特别是生造的怪词。例如有家大报在报道某明星与有夫之妇有染
时, 制造了一个谁都没有见过的新词/ 不伦0。按照汉语构词的一
般规律, 这似乎是个与/ 不孝0或/ 不法0相似的偏正结构, 以/ 不0表
示否定或缺乏, 但是这里的/ 伦0表示什么, 却难以理解。如果按常
见的/ 乱伦0推论, 这里的/ 伦0应该由/ 伦常0缩略而来, 但是这事显
然与/ 伦常0无关。还有一个可能是/ 不伦0由/ 不伦不类0 简缩而
成。可是, / 不伦不类0是个并列结构, 表示什么都不像。缩略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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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伦0以后, 意思应该不变。所以这个表示不道德的 / 不伦0, 只
能是记者生造的, 除了他自己谁都不懂的怪词。
商业广告的影响也不容忽视。有一家大公司开办了一个货仓
中心, 在同一地点供应各种家具、用具、
装饰用品和提供相应的装
修服务。为了介绍这种综合性的新行业, 该公司制作了一大批精
美的广告和小册子, 用醒目的大字标语来宣传他们的服务概念/ 为
您拼凑时尚家居每个细节0。做广告当然是要为公司创造美好的
形象, 可是撰写口号的人却错误地挑了个贬义词。/ 拼凑0虽然也
有配套的意思, 但确切的含义是用质量不好或者是数量不足的产
品勉强配成一套, 所以这句口号实际上是往公司的脸上抹黑。对
语文教学来说, 其危险性在于广告的错误重复率很高, 而且广告的
影响面极大, 学生很有可能受影响而接受这种错误用法。
如果以造成的影响来衡量的话, 句法结构的错误比词汇方面
的错误更值得警惕, 因为结构的误用往往会重复出现, 影响面 较
大。这方面的一个典型例子是动宾式复合词的误用。动宾式复合
词在标准汉语和粤 语里都很常见, 如标准汉 语里的/ 报关0、
/报
失0、
/ 报喜0和粤语里的/ 扮鬼0、
/ 扮马0( 都是出洋相的意思) 、
/扮
靓0等等。标准汉语也好, 粤语也好, 绝大部分的动宾式复合词都
只能当不及物动词用, 也就是不能再带任何宾语。所以只能说/ 向
警察报失0, 而不能说/ 报失警察0。这是由汉语的句法结构所决定
的( L i 1990, 邢公畹 1997) , 不能随意改变。当然, 有极少数的动宾
复合词可以带宾语, 一种是/ 出口转内销0的日语借词, 像/ 出口0和
/ 进口0, 还有一种是整体意义已经发生了变化的转义词, 如/ 列席0
和/ 关心0。这些词的实际意义与内部语素的关系不大, 因而不再
像复合词那样受限制了。
不知道为什么, 香港学生和某些传媒似乎热衷于乱用动宾复
合词, 而且乱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这里举两个从传媒中信
手拈来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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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乔石已经卸任中央委员会。
0
/ 荷兰接壤比利时。
0
据说这种用法有上升的趋势, 但是这种结构既不属于粤语的
固有用法, 又不符合标准汉语的规则, 不应该在书面语中占一席之
地。语文老师要向学生解释清楚动宾结构不能带另一个宾语的原
因, 把不合乎规则的用法从学生习作中剔除出去。
另一个常常被误用的结构是/ 其中0。这本来是个同/ 其余0、
/ 其间0类似的仿古结构, 保留了文言文的用法, 即以/ 其0为代词,
/ 中0为方位词, 整个结构表示上文提到的人或事中的一个或几个。
例如/ 警方在西贡附近水域截获十一名非法入境者, 其中六名是孕
妇0。据说为了翻译的需要, 香港粤语现在形成了一种独特的/ 其
中0用法, 将/ one of my teachers0译成/ 我其中一位老师0。这种结
构违反了汉语句法的基本要求, 将代词/ 其0放在所指名词/ 老师0
的前面, 在粤语和标准汉语里都说不通( Matt hew s and Yip 1994,
Li and T hompson 1981) 。可惜的是此用法不断蔓延, 凡是说到几
个事物中的一个或几个, 都一概用/ 其中0, 如/ 访问欧盟其中一个
国家0, / 出售凤德村其中三百个单位0等等。最糟糕的是在翻译英
语句子时照搬原句的词序, 随意乱用/ 其中0, 下面是几个电视节目
和报纸上的例子:
/ 希腊是其中一个欧洲车祸死亡率最高的国家。
0
/ 特瓦拉岛是其中一个亚马逊河口最大的岛屿。
0
/ 这是东南亚发生的海难其中最严重的一次。
0
这些句子, 恐怕大部分的香港居民都会觉得不可接受, 更不用
说香港以外的中国人了。要纠正对/ 其中0的误用, 就要向学生说
明/ 其中0的内部结构以及代词同前指的关系, 也就是将正确的用
法告诉他们, 并且说明那些误用在汉语中不可接受的原因。另一
方面, 也要告诉他们/ one of the f riends0 之类的英语句子有相应的
标准汉语表达方式, 如/ 朋友之一0 、
/ 朋友中的一个0等等, 让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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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改掉错误之后马上有正确形式可用。
三

书面语中的粤语结构

要提高香港学生使用标准汉语的能力, 最耗时费力的是引导
学生分清粤语和标准汉语的特点, 逐步从书面语中除去粤语特有
的成分。要达到目的, 必须循序渐进, 先易后难, 一步一步地解决
问题。在具体做法上, 应该遵循的原则是结构从严, 词汇从宽; 虚
词从严, 实词从宽。
从句法的角度来看, 词是句子的最小组成单位, 误用的影响范
围不会很大。而结构的牵涉面比词汇大得多, 误用造成的影响自
然要大一些; 另一方面, 句法结构的复现率比词汇大得多, 误用的
结构很可能会在许多句子里重复出现, 影响面就会广一些。
粤语有不少特殊结构, 如果用在书面语中, 小则表达不清, 大
则会造成误解。有些常见的特殊结构, 如直接宾语和间接宾语的
次序, 不必在这里重复讨论。要特别注意的是一些常常被忽略的
粤语特有结构。例如现代标准汉语在进行比较时, 主要用/ 比0 字
句, 如/ 香港的人口比上海少0; 而粤语则多半用/ 过0字句, 如/ 香港
的车多过上海0。当然, / 过0字句作为动补结构的一种, 在标准汉
语里偶尔也会用到, 所以在书面语里用/ 过0字句来表达比较理应
可以接受。问题在于粤语的/ 过0字句有个非常特殊的用法, 就是
把/ 过0字后面的成分放到前面去, 形成/ 我打你唔过0( 唔: 不) 这样
的句子, 还可以说/ 我追你唔到0, / 我顶你唔顺0( 我拿你没办法) 等
等。事实上, 这是粤语动补结构的特点之一, 即在动词和补语之间
夹进一个宾语。由于标准汉语的动补结构不允许宾语夹在当中,
就要明确指出两者的差别, 告诉学生不能在书面语里这样用动补
结构。
粤语还有一个特点, 就是有相当一部分的形容词可以直接带
宾语, 如/ 多0、
/ 少0、
/ 够0等都可以这样用。标准汉语里用/ 我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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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多0, 粤语里则说/ 我们多学生0。这不是一个纯粹的词类转化
问题, 也不能简单地以形容词和动词同形来解释。现代标准汉语
也可以说/ 今天多了一个人0或者/ 浦东多了许多新楼房0, 前者表
示比预定的数量多, 后者表示数量的增加。这种用法的/ 多0、
/ 少0
可以看作特殊动词, 意思和形容词不完全相同, 而且后面的宾语一
定是数量词。粤语的这类形容词带宾语时, 意思并没有发生改变,
宾语的性质也不受限制, 整个句子表达的意思同形容词单独作谓
语时十分相近, 最简单的解释就是粤语的部分形容词可以带宾语。
这种特殊的粤语结构常常在香港学生的习作和传媒中出现, 连教
小学生语文的电视节目里都出现过这样的句子: / 那里很少生物的
痕迹0。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当然在于告诉学生标准汉语形容词
的性质与粤语不同, 不能带宾语。不过, 要让学生真正养成正确使
用形容词的习惯, 还要经过反复练习才行, 因为粤语形容词带宾语
的情形实在太普遍, 重复率实在太高了。
四

书面语中的粤语词汇

对于书面语中的粤语结构要严加防范, 而对粤语词汇则可以
相对放宽一些。放宽当然不是放手不管, 而是有宽有严, 区别 对
待。对虚词要严, 因为虚词多半担负一定的句法功能, 复现率高,
影响面大。对实词则可以放宽一些, 原因之一是实词表达实在的
意思, 复现率低, 影响面小。更重要的原因是很多粤语实词在标准
汉语里也会用到, 只不过往往不是首选, 或者已经作为文言词退居
二线了。比如粤语说/ 饮茶0, 标准汉语是/ 喝茶0, 粤语说/ 食饭0,
标准汉语则是/ 吃饭0。/ 饮0和/ 食0实际上在标准汉语里也用, 不
过带有较重的书卷气, 用途不如/ 喝0和/ 吃0那么广泛罢了。
另一方面, 汉语多音节词的结构与意义关系密切, 词的整体意
义往往可以由 个别语素的意义 按结构关 系推导出 来。比如/ 鸡
公0、
/ 鸡仔0、
/ 质素0这些词, 虽然标准汉语里找不到, 但意思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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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字面上猜出来, 一般人都能够理解, 不至于给交流造成太大的问
题。
还有一个原因是不少粤语实词表示香港特有的社会现象, 标
准汉语里难以找到相应的词汇。比如香港民众喜欢跑马, 许多报
纸有几大版的/ 马经0, 还有好几份专业马报, 有一套专门的/ 马经0
词汇。从比较易于理解的/ 买马0( 买跑马彩票) 、
/ 造马0( 人为安排
跑马结果) , 到较为特殊的/ 晨操0( 马匹清早练习) 、
/ 加磅0( 在较轻
的马身上加重物以拉齐参赛马匹的重量) , 一直到圈外人士无法理
解的/ 马胆0( 预测一定会进入前几名的马) 和/ 配脚0( 可能与/ 马
胆0一起进入前几名的马) 。标准汉语里根本没有与此对应的 词
汇, 一旦要讨论跑马, 就只能从粤语里借用。
不应该进入书面语的是完全由粤语特有语素构成的词汇, 或
者是香港特有的英语借词。像/ 倾0( 交谈) 、
/ 乜0( 没有) 、
/ 睇0( 看)
这些单音节词, 以及/ 企理0( 整齐) 、
/ 搅掂0( 办妥) 之类的多音节
词, 因为在大多数方言里都不使用, 粤语区之外的人很难理解, 就
不应该让学生在习作里使用。
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香港特有的英语借词。由于众所周知
的原因, 香港粤语的英语借词特别多。有些在书写时仍然使用英
语拼写, 如/ 至 in0( 最合潮流) 、
/ 李 Sir0( 李老师) 之类; 有的则按照
粤语习惯用汉字转写, 如/ 燕梳0( insurance, 即保险) 、
/ 贴士0( t ips,
即小费, 有用的消息) 等。最奇特的是进入粤语后发生音变, 然后
再用汉字转写的借词。有一家香港公司在内地做产品广告, 有一
项是/ 快劳文件0。当地人看不懂, 连会说粤语的人也不知所云, 只
好望文生义, 当成能节省劳力的文件。这个怪词只有熟悉香港语
言状况的人才知道究竟, 英语的/ f ile0( 档案) 借到香港粤语以后成
了/ f ilo0, 再按汉字的粤音转写就成了/ 快劳0, 两个弯子一转, 外地
人可就真是摸不着头脑了。从这家公司的角度来看, 在广告中用
了个怪词, 达不到宣传目的, 浪费了人力物力。从语文学习的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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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看, 这类英语借词不应该在书面语中有一席之地, 要全部清除出
去。
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有些实词在粤语里的意思跟标准
汉语的不同, 或者不完全相同, 教师要逐一向学生交代清楚, 不然
学生会误用, 别人看了也会误解。例如香港学生 有时会说/ 入 班
房0, 要是写在文章里让内地的人看了, 意思当然也很清楚。只可
惜双方的理解完全不同, 该词的粤语意思是/ 进教室0, 但按标准汉
语来理解则是/ 进监狱0, 真是会闯大祸。又比方说, 香港人常常说
/ 我好辛苦0, 这句话在标准汉语里也说得通, 似乎可以进入书面语
了。问题在于标准汉语里/ 辛苦0的语义范围比粤语狭窄得多, 只
用来形容工作的劳动强度很大, 因而带来身心方面的不适; 而粤语
的/ 辛苦0则泛指身体的不适, 所以/ 我好辛苦0可能是天气过热或
是生病所造成的。如果学生照粤语的用法写在文章里, 别人按标
准汉语理解, 就会造成不小的误会。
最需要老师把关的当然是虚词, 如助词、
介词、
连词、叹词等。
这些词的数量很少, 能量很大, 一个词往往有很多用法, 而且粤语
助词和标准汉语助词的对应关系不很整齐, 不加以注意很容易出
错。比如粤语可以在句子里加上个虚词/ 有0, 标准汉语的/ 我在大
学教写作课0, 粤语可以说成/ 我在大学有教写作课0。可是/ 有0在
标准汉语里是个实词, 虚词用法只在跟/ 了0对应的/ 没有0里才能
找到。所以表示肯定的虚词/ 有0不应该在书面语里出现。
有一些虚词在粤语里和标准汉语里同形, 意思和用法也很相
近, 但又有细微而重要的差别, 这些虚词最难掌握, 需要老师逐个
反复指导才行。一个很典型的例子是连词/ 及0。香港学生和传媒
似乎偏爱/ 及0, 常常用/ 及0来取代标准汉语里的/ 和0。问题是标
准汉语里的/ 和0不带偏向性, 而/ 及0虽然也表示并列, 连接的成分
却有主次之分, 主要的在/ 及0前面, 次要的放在/ 及0 后面, 这就会
带来意想不到的问题。例如董建华去上海参加全运会开幕式, 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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泽民会见了他和上海市长, 很多香港报纸都这样报道: / 国家主席
江泽民会见特区行政长官及上海市长0。按香港人的用法, 这句话
十分得体, 因为特区首长和上海市长的地位相等, 用并列连词正合
适。从上海读者的角度来看, 问题可就大了。上海市长放在/ 及0
的后面, 成了次要成分, 也就意味着上海的地位比香港低。这当然
不是香港报纸的原意, 但是连词/ 及0在标准汉语里的确是这个意
思, 一字之差带来了很多麻烦。语文老师应该以这类句子为例, 向
学生解释/ 和0同/ 及0的差别, 告诉他们正确的用法。
五

粤语所缺乏的标准汉语成分

要提高香港学生运用标准汉语的能力, 还必须教会学生使用
粤语所缺乏的标准汉语成分。这一过程中所要遵循的基本原则也
应该是先结构, 后词汇; 先虚词, 后实词。实词的影响面较小, 可以
缓一缓; 而虚词的影响大一些, 要尽快解决。结构的影响最大, 漏
了一个就会妨碍表达能力, 必须首先解决。
这方面的一个突出例子是带/ 地0字的状语。在标准汉语里用
带/ 地0的词组作状语是天经地义, 再普通不过了。而粤语里却恰
恰没有这种用法, 勉强能跟/ 地0字词组对应的是带/ 口甘0的词组。
香港的电视台在念用标准汉语书写的文章时, 一般都会把/ 慢 慢
地0读成/ 慢慢口甘0。问题是带/ 口甘0的状语在粤语里实际上很少用
到, 要用表情态的状语时, 香港人常常把句子拆成两截, 把状语变
成谓语或是定语。如一家香港报纸转引新华社的新闻稿时, 就把
/ 暴徒们肆无忌惮地大肆抢掠0拆开, 变成/ 暴徒们肆无忌惮, 大肆
抢掠0。如果养成习惯, 我们的学生就很少会在动词前用情态 状
语, 因此少了一个非常有用的表达手段。
/ 把0字句与粤语的对应情况比/ 地0字结构好一些, 但仍存在
不少问题, 需要加以注意。粤语里同/ 把0 字句相对应的是/ 将0 字
句, 两者的意义相近, 用法也很类似, 香港人在书面语中使用/ 把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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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句理应不成问题。但是, 粤语/ 将0字句的使用频率远远低于标
准汉语的/ 把0字句, 而且并非所有/ 把0字句都能用/ 将0字句来表
达, 像/ 把你奶奶咬坏了腿0这种动词后带宾语的/ 把0字句, 粤语就
多半不能说。如果不在教学中强调这个问题, 学生使用/ 把0 字句
的能力就会达不到要求。
为了让学生掌握这些标准汉语的结构, 首先要告诉他们粤语
中没有相应的结构或是对应不好, 所以必须从头学起。然后要提
供足够的练习, 并在修改习作时注意指出可以使用这些结构的地
方。这当然非常困难。不过, 跟上面所说书面语里的粤语成分一
样, 正因为有问题, 才需要我们努力去解决。随着母语教学的 普
及, 问题也一定可以逐步得到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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