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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inguistic theory comes from linguistic practice, which is the only source to enrich linguistic theory. Vice 

versa, language practice cannot be separated from the guidance of linguistic theory. Once leaving linguistic theory, its 

language practice will lose more than it gains and even cause serious losses, which is fully proved by language 

teaching practice. In recent years, Chinese teaching has abandoned the guidance of linguistic theories, resulting in 

unsatisfactory teaching results and certain irreparable losses. It is based on this point that, when reviewing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Chinese teaching, the author puts forward that the linguistic theory should not only be used to guide the 

practice of Chinese teaching, but also be used to solve the problems related to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On the 

premise of improving students' thinking ability and intelligence level, efforts should be made to improve their 

language 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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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摘要摘要：：：：语言学理论来源于语言实践，语言实践是丰富语言学理论的唯一源泉；反之亦然，语言实践离不开语言学

理论的指导，一旦离开语言学理论，其语言实践就得不偿失，甚至会造成严重损失，语文教学实践就充分证明了

这一点。近些年来，语文教学抛开了语言学理论的指导，致使教学效果很不理想，造成了一定的无法弥补的损失。

正是基于这点，在审视语文教学现状的当下，提出了不仅要将语言学理论运用于指导语文教学实践，还要用之于

解决与语文教学中存在的系列相关理论与实践问题，要在提高学生的思维能力、智能水平前提下，努力地提高他

们的语言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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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引言引言引言 

一般地说，高等师范院校的主要任务是为基础教育培

养师资的，其课程的设置应为基础教育服务；基础教育也

应以师范院校的课程理论为指导。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长期以来，师范院校课程的开设与教学在某种程度上同基

础教育存在严重脱节的现象，没有对基础教育起到应有的

指导作用，而基础教育也没有自觉地以师范院校课程理论

作指导，以之解决基础教育中的实际问题，如师范院校的

语言学理论课与基础语文教学就存在类似情况。有学者认

为：“中国语文教育的问题，很大程度上源于其语言学基

础落后和语用型语文知识缺失。”[1]语文教育效率低下的

问题，早已引起了专家学者的关注。不仅如此，他们还就

基础语文教育如何提高教学效果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真知

灼见。例如，上世纪末，张志公先生（1994）在谈到语言

学理论与语文教学的关系时，就提出了要在语言学基础知

识、基础理论和语文教学之间建立一种桥梁性学科的构想

[2]（第302页）。王宁先生（2000）一贯认为语言学对语

文教学有着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因为“有了语言学的指

导，语文教师的教学工作会自觉起来，办法会灵活起来，

程序会合理起来，效果的检验也将成为可能”[3]。苏宝荣

先生（2002）还着重阐述了语言学理论对提高语文教学质

量的重要性问题[4]。此外，郑振峰（2009）[5]、倪宝元

（1998）[6]、王建华（2000）[7]等学者对这一问题也作

了较为深入的分析，并为解决其症结问题出计献策。本文

论述的着眼点虽在于此，但主要就语言学理论运用于语文

教学实践中，如何在学生智能培养方面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作些探讨，这是学者们至今尚未论及过的。毫无疑问，语

言学理论对学生的智能培养是有重要作用的。 

2．．．．学校学校学校学校的的的的语言语言语言语言教育教育教育教育是是是是促使促使促使促使学生学生学生学生智能智能智能智能形成形成形成形成的的的的一条一条一条一条

基本基本基本基本途径途径途径途径 

语言学理论认为，语言是人的智能活动必不可少的要

素，是人们摄取外部信息进行信息加工不可或缺的手段。

对青少年进行语言教育，实质上就是对其思维进行优化，

这是促使他们智能形成的一个最重要的手段，也是一条行

之有效的基本途径。 

语文教学是语言教育的实践活动，也是培养青少年智

能的一项基本而重要的活动。在基础语文教学中，一个教

师如能运用语言学基础理论，自觉地把语言训练和思维培

养结合起来，这对青少年智能的形成是大有裨益的。对于

语文教育科学的研究，有学者主张：“今后教育科学的研

究方向，……一定要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8]其“理论”

就是语言理论知识，“实际”则是语文教学实践。只有将语

言理论知识与语文教学实际结合起来，语文教育才能更科

学，出成效。 

教育心理学原理告诉我们：“智力技能是借助内部语

言在人脑内部进行的认识方式，是以思维为核心的认识加

工的具体方式。……智力活动是靠内部语言及词的作用进

行的，是以词的形式在‘心里’完成的动作。”[9]（第194页）

其“内部语言及词”亦谓语言理论知识在人脑中的映像，这

些人脑中储存的映像给智力活动提供“能量来源”。而“能

量源”又与人的智力活动源成正比关系。也就是说，如“能

量源”贫乏，那智力活动源也贫乏；反之，其智力活动源

就丰富。由此可见，熟练掌握和运用语言理论知识，对于

人的智能培养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在智能培养有关研究中，国内外心理学家一致公认思

维是智能的核心。思维能力的培养，能使人的智能得到迅

速而有效的发展。 

尽管是语言决定思维，还是思维决定语言，是语言学

中至今最具争议的问题之一[10]，但是不论谁决定谁，人

们都可以看出语言与思维二者之间的密切关系。德国著名

语言学家洪堡特在《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

神的影响》里说到：“语言是构成思想的器官。智力活动

完全是精神的和内在的，一定程度上会不留痕迹地逝去，

这种活动通过声音而在言语中得到外部表现，并为感官知

觉到。因此，智力活动与语言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11]

（第65页）不论独自冥想还是与人交流，人们都要通过语

言进行思维，这是不容否认的。因为语言不仅是人类最重

要的交际工具，还“是思维的工具，也是认识成果的贮存

所”[12]（第14页）。思维过程离不开语言，需要借助语言

进行比较、分析、推理、综合等一系列活动，也需要借助

语言形成思想，并把它储存于大脑之中，进而将其表达出

来，传达给人。而且，人类思维的成果，必须通过语言中

的词语、句子才能固定下来。也就是说，思维活动离不开

语言，必须借助语言材料才能进行。同样，语言也离不开

思维，二者相互依存，共同发展。一句话，思维是智能的

核心，语言是思维的载体。要使人的智能得以形成，就应

提高思维能力；而要提高思维能力，就应提高语言能力。

所以，一个人语言能力的提高能促使他的思维发展，从而

有助于其智能的形成。王安石有句名诗：“春风又绿江南

岸。”诗中的“绿”字是在改了“到”“过”“入”“满”等字之后才

最后确定的。此处的“绿”既直接生动地描绘了江南两岸的

盎然春意，又间接隐晦地反映了作者仕途的光明前景，可

谓“一字双雕”。这样，诗句经过作者千锤百炼，融多种修

辞艺术于一体，使之成为千古名句，显然不是随意而作，

而是倾注了作者的心智所产生的成果。文学家是这样，那

一般的人（包括学生）就更是这样，只有多琢磨，勤思考，

不断地提高语言运用能力，才能极大地优化他的思维方

式，较快地促进他的智能形成与发展。 

3．．．．教师的教师的教师的教师的语言语言语言语言素养素养素养素养是影响是影响是影响是影响学生智能培养的学生智能培养的学生智能培养的学生智能培养的一个一个一个一个

重要重要重要重要条件条件条件条件 

在语文教学中，教师这个角色对学生的智能培养是很

重要的，因为他们不仅是主体，也是客体，具有双重身份。

语文课中的言语作品，教师和学生都要经过阅读、思考的

阶段，才能真正领会它的意义。当教师阅读、思考时，他

们就是作品的接受者，是客体；而当他们走上讲台给学生

讲授这些言语作品时，学生则为作品的接受者，是客体，

教师已经转换为作品的“代言人”，其所起的作用就是为学

生与作品之间架起一座连接的桥梁。当然，教学效果如何，

是由多方面因素决定的，如教学主导、教学主体、教学内

容、教学方式、教学环境等。在诸多因素之中，教师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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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始终是起至关重要的作用。一个好的教师不仅能娴熟地

驾驭教学内容，还能依据一定的教学主体（或教学对象）

以一种恰如其分的教学用语和非常有效的教学手段创造

性地组织课堂教学。这样的教师对其教学内容并非如复读

机一样仅仅满足于“照本宣科”地“复读”，而是将自己对教

学内容领悟、理解的精华以“自我”的语言进行再创造，其

内容涉及到字、词、句、段、篇、语法、修辞等语言内容。

诚然，其教学不论以何种手段，有一点是不容置疑的，那

就是离不开语言阐释。正因为这样，语言对学生的思维训

练和智能培养十分重要。可以这样说，不论授课内容还是

授课方式，教师必须运用语言，也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融入

语言学理论知识。有人说，在课堂教学中，教师对知识的

引导和传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教师的专业素养和知识

传播手段对学生最终获取语文知识，提高思维能力和智能

水平都有直接作用和重要影响[13]。大学语文是这样，而

对教师引导依赖性更强的基础语文教育就更是这样。在语

文教学（尤其作品教学）中，学生语言能力的强弱，决定

了他们理解欣赏水平的高低。所以，要提高学生的阅读鉴

赏能力和智能水平，就要不断地提高他们的语言能力。 

在语文教学与学习中，不少的人往往存在一种偏见：

认为语言学中的语法教学和学习对于提高一个人的语言

能力、思维能力和智能水平没有多大的作用，其实不然。

近些年来，由于基础语文完全淡化了语法方面的教学内

容，结果给语文教育造成了很大损失。不可否认，基础语

文教育淡化语法教学，一方面除了对语法的误解外，另一

方面还是语法教学的某些缺陷、失误造成的。尤其是仅局

限于静止地介绍孤立的语法知识，缺乏辩证观点所造成的

[6]（第34页）。在基础语文教学中，有的教师单纯而呆板

地讲解语法理论知识，结果把它讲“死”了；如果以灵活实

用的方式讲，就会产生柳暗花明的效果。所以，教师应将

语法等语言理论知识与现实生活实例结合起来，要使学生

感到语言理论知识是与人的生活息息相关的，这样就会学

得生动有趣、易懂实用，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如以课文

《鞠躬尽瘁》中的一个句子为例： 

那一年他才42岁。 

这里的状语“才”是由副词充当，表示一种时间关系，

它表达了人们对为人民鞠躬尽瘁的、党的好干部焦裕禄英

年早逝的悲痛惋惜的心情。如果去掉这一状语，句子就成

了： 

那一年他42岁。 

句子的语义就变得没有任何思想情感了，仅是一种纯

客观的叙述，而且对焦裕禄同志的生死不仅漠不关心，甚

至还是冷冰冰的。如果再换另一状语，其语义或思想情感

也许截然相反。例如： 

那一年他已经42岁。 

时间状语“已经”的语义，不仅没有表示说话者的痛惜

之情，似乎还嫌焦裕禄同志活得太长了。由此可见，状语

在语义表达方面是有重要意义的，并非可有可无。如是采

用恰当的方法教学，就能将枯燥的语法等语言理论知识变

得有血有肉、生动有趣，而且字里行间还充满着思想情感。

如此一来，学生不仅学会了语法知识点，还提高了语言运

用能力，他们的思维智能也得到了训练。 

又如，语法教学中，还可以设计这样一个场景：外面

刮着风，下着雨，甲学生坐在窗边。这时，乙问：“你感

觉冷吗？”丙说：“外面刮风下雨挺冷的。”然后，让其他

学生猜测乙的言外之意，要其回答，由教师点评，然后因

势利导地阐释陈述句、疑问句的句法结构特点。这样，不

仅会激发学生的兴趣，他们还会自觉地参与到有关的话题

中来，这既有利于他们的思维发展，也有利于他们的智力

开发，还能活跃课堂气氛，取得好的教学效果。 

不仅如此，在言语作品教学中，教师的解读能力也是

很能见其语言功底的。例如，唐代诗人韦应物《滁州西涧》

中有“野渡无人舟自横”这一诗句，其表层义不难理解：郊

野的渡口没见行人，仅有一条小船横漂在水面上。但其深

层义则深刻而丰富：郊野渡口十分荒凉，又不见一个人影

就更显得孤寂凄凉，唯有那独自横漂的小船，方显一点生

机。诗句寓情于景，情景交融，以潮涨春雨中的小舟任自

横泊之景来抒写诗人清闲自怜之情，实则表达了诗人忧虑

时局而无力请缨的无奈心情；面对豺狼多如麻的复杂时

局，诗人没有回天之术，惟有坦然地闲居于自己的一统世

界，不“管他冬夏与春秋”了。不容置疑，一个教师如有较

高的语言素养，不但能深刻地解读诗意，还能有意识地将

文学元素与语言元素有机地融为一体。这样一来，学生的

鉴赏能力一定会得到很大的提高，其潜在的智能优势也一

定会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4．．．．基础语文的基础语文的基础语文的基础语文的语境语境语境语境教学是教学是教学是教学是助推助推助推助推学生智能学生智能学生智能学生智能发展发展发展发展的的的的

一种一种一种一种有效有效有效有效方法方法方法方法 

语文教学是离不开语境教学，而语境教学也就是语用教

学。语境问题或语用问题则是语言学理论中的一个基本问

题。例如，在言语作品教学中，无论分析作品语义还是思想

内容，教师须要联系具体语境中的具体语用内容，而不能脱

离其具体语境或语用条件去空谈作品的言语意义或思想内

容，因为言语作品所具有的语义和思想内容是作家在具体语

境或语用条件下所传递的真实而准确的信息。正是基于这一

点，一个学生如要真正理解作品，只有将其置于真实的语境

或语用条件下才能得到深入而透彻的领悟，从而锻炼自己的

思维能力，发展自己的智力水平。在当今的语文教学实践中，

语用学理论正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有的学者甚至把语文

教学就等同于语用教学，当然这在学界尚存争议，但语文教

学中融入了一定的语用学理论，这应该是不容置疑的。在语

文教学中，如要自然地“获得语文核心素养各个层面的提升

绝非易事，语文教师只有掌握符合语文学科特性的语言学理

论，并原创性地运用于培养学生语文核心素养的教学实践，

才能真正走出语文教育的语言之惑”[14]，这正如吕叔湘先生

所说的，教师“更重要的是通过课堂教学培养学生自己观察

和分析语言现象的习惯，这不仅有利于他的语文能力的提

高，也有助于他的智力的开发”[15]（第152页）。诚然，这

并非短期内所能完成的，非要长期坚持不可。那么，如何提

高学生的语言能力，进一步发展他们的智力水平呢？语文教

育专家张志公先生认为：“语文课要搞语言训练，而文学作

品是‘语言的艺术’，优秀文学作品的语言是丰富的，运用的

一般是比较精到的，像曹雪芹的《红楼梦》，像鲁迅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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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还有许多其他作家的作品，在运用语言方面，都足以

作为学习的楷模。”[2]（第35页）所以，经典作品里的语言

是适应一定的具体语境的，是语言的典范与精华；学习经典

作品语境中的语言，不仅能规范学生的语言，更为重要的是

能丰富他们的语言，提高他们的语言能力，进而发展他们的

智力水平。 

事实证明，联系具体语境（即各种语场，无论感性的

还是理性的）进行语文教学，这不仅是学生智能形成、发

展的一个重要手段，还是助推学生智能水平提高的一个加

速器，因为一个人认知能力强弱与否，同其智能水平是有

密切关系的。如果其智能水平高，对事物的认知理解能力

就强；反之，认知理解能力就弱。教育心理学研究表明，

“智力的材料分为两类：一类是感性的材料，另一类是理

性的材料。……理性的材料，几乎所有研究智力的心理学

家，都主要强调为语言、数和形。……理性的材料，主要

是指概念，不少心理学家称其为符号，它是用语言对数和

形的各种状态、各种组合和各种特征的概括”[9]（第282

页）。所以说，在智力理性的材料中，语言是其重要的组

成部分，是形成概念必不可少的载体。而概念，不仅仅存

在于数、形之中，还存在于每个阶段的学科教学之中，而

基础语文教学尤为这样。 

5．．．．结语结语结语结语 

就目前的情况而言，语言学理论与基础语文教学之间

存在着诸多问题。而要解决这些问题，惟有采取标本兼治

的措施，方能取得实效。根据这一基本情况，应从以下几

方面着手解决问题： 

第一，要加强语言学理论对基础语文教学的指导，重

视用语言理论知识这把钥匙去开启学生的智能大门，即在

语文教育中强化语言理论知识的启迪与教学。长期以来，

学校的语文教育很大程度上仅重视人文性，而忽视工具

性，以致把开启学生智能的有效钥匙——语言理论知识也

给遗弃了，结果学生不只是语言能力严重下降，其思维能

力及智能水平也受到了极大的影响，因此语文教学必须抓

住语言理论知识这个“根本”。 

第二，要通过国培计划等途径，努力提高语文教师的

语言理论基本素养，惟有加强这个“源”的培育，才能保证

有“源”不断地“流”向语文教育这块实验“地”，并收获丰硕

果实。严格地说，当下的语文教师队伍中，部分教师还难

以承担语文教学这个重任，因为他们的语言学理论功底十

分薄弱，有的甚至还处于空白状态。一个教师如果没有系

统而扎实的语言学理论基础，是不适宜担任语文教学工作

的，这是有深刻教训的。 

第三，要加快语言学教材的建设步伐，组织编写具有

师范院校培养语文教育师资特色的教材，从根本上改变千

校同用一部教材的状况。毋庸讳言，迄今为止，师范院校

语言学教材使用的是研究型大学的通用教材，仅适合培养

研究型人才，而不具有师范教育实用性强的特点，更不适

应师范院校培养基础教育师资的实际需要。师范院校的语

言学教材，应以语文教材作品中的大量言语实例来阐述它

的基本理论与基本规律，使其真正把语言学理论与基础语

文教学对接起来，从而保证语言学理论指导语文教学、服

务语文教学的通俗性与实效性。 

总的一句话，语言学理论在语文教学实践中应占有一

席之地，它不仅可以提高学生的语言能力，还能提高他们

的思维能力，进而促使其智能的形成与发展。因此，作为

基础语文教师，要根据新时代的发展要求，熟练掌握语言

学基础理论，始终以语言学理论指导语文教学实践，努力

培养出新一代具有较强语言能力、思维能力和智能水平的

实践性基础人才；作为基础教育的母机——师范院校，所

开设的语言学理论课不单要适应培养研究型人才，更为重

要的是应面向基础教育，为基础语文教学服务，为大力培

养实践性教学人才作出应有的贡献。只有这样，才不偏离

师范院校的办学目标，不辜负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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