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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自 1956 年公布了漢字簡化方案，二十多年來一意孤行地推廣簡化字， 1977 年 12

月又公布了第二次簡化方案。改革開放以後，中國政府很快就意識到文字改革應該是十分慎

重的事情，終于於 1986 年廢止了第二套方案。然而第一套簡化方案在 1986 年經修正後公布

了《簡化字總表》，繼續推行。近年來學界對於簡化字的缺點和弊端也有一些討論，但還很

少有建議廢除簡化字，恢復使用繁體字的倡議（本文在有的地方將繁體字稱爲正體字，到不

是因爲臺灣這樣稱呼，而是爲了表述的方便）。我在這裡提出這一問題，希望引起大家的注

意和思考，共同將這一話題深入討論下去，也許能夠對中國的文化建設產生一些積極的作用。  
 

我先表明我自己的觀點。我讚成恢復使用繁體字。文字改革（現在好像不怎麽提文字改

革了）包括三大任務：推行簡化字、普通話和拼音方案。對於推廣普通話和拼音方案，我大

體上是讚成的，但不同意漢字的拉丁字母化或拼音化，這在學界已取得共識。拼音作爲識字

讀音的輔助工具有其合理性和優越性，也便於國際交流，但還需要做小的修正。本文對於普

通話和拼音問題不予討論。  
 
我想可以從五個方面來闡述我的觀點——恢復使用繁體字。  

 
一、簡化字的弊端。  
 
（一）、簡化方案中以一字合併多字易引發歧義。  
 

在簡化字方案中，常見的一種情況是將很多意義相差很大甚至毫不相關的兩個字或多個

字合併爲一個字，因爲這些不同的字形往往都有各自使用的範圍和語境，表示不同的意思，

使人在閲讀時很容易產生歧義。比如，餘余、雲云、後后、里裏、松鬆、谷穀、斗鬥、几幾、

徵征、曲麯、豐丰、表錶、衝沖、葉叶、種种、盡儘、發髮、划劃、朴樸、歷曆、屍尸、鍾

鐘（我一直不明白爲什麽簡體本中钱钟书三字要印成钱鍾书，就是因爲錢先生害怕別人將“钟

书”二字認作“鐘書”嗎？）、干幹乾、復覆複、雕凋彫等。其中有些字如朴樸、歷曆等，

古時偶也有混用的情況，但一般還是有所區分。雖然有時候我們也能根據上下文來確定某一

字的意思，但多保留幾個字形以減少文字上的歧義，我認爲是值得的。當然，很多不必要的

纍增字、異體字確實應該規範和合併，如群和羣、裏和裡，爲和爲，曆和暦、卻和却、峯和

峰、怪和恠，亞和亜、回和囬囘、舉和擧、迴逥廻廽等等。但這項工作應十分地小心謹慎，

以免再出現上面提到的那類問題。合併異體字、纍增字只是爲了今天印刷和書寫上的規範明

晰，減少不必要的繁複（簡化字方案 初也有這個考慮，但結果很不理想，合併過多反而引

起歧義）。至於很多民間已經沿用已久的異體字、俗體字寫法，經研究論證後可以在現今出

版的書籍中採用，如制造不必寫作製造，缺失不必寫作闕失等等。但在古籍整理時必須保留

其字形原貌（但類似“說説”、“戸戶户”、“没沒”、“俞兪”、“吳吴”、“亙互”這樣的字形當

然應該統一。字形统一也是文字整理規範的重要内容）。簡化漢字和字形不統一都使得電腦

檢索成爲問題。比如在簡體字文本中，檢索“說”字不會有結果，而必須用“说”字來檢索，

而繁體文本中，可能檢索“説”字沒有而得檢索“說”字。如果在簡體文本中，本來只想檢

索“雲”字，但檢索結果云字也大量參雜其間，需要人工再進行區分，增加了工作量。這些



都是計算機漢字處理技術中出現的新問題，我們在文字整理工作中必須注意。  
 
（二）、推行簡化字後增加了成本，帶來極大的浪費。  
 

八十年代以前我們關起門來搞建設，簡化字差不多可以一統天下，只有少數古籍使用繁

體字。但八十年代以後隨著國際交流的增加，由於港澳臺以及海外漢學界仍然使用繁體字，

一些中國大陸出版的書籍還需要再出版一個繁體本面向海外，而引進的一些繁體字書籍又須

改印爲簡體字。這時候開始感到問題存在。第二套簡化方案的廢止正是在開放之後。現在香

港、澳門迴歸祖國以後，大陸與港、澳地區的交往更趨頻繁，信件、公文、合同、章程等文

書都增加了處理難度。請想想，《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該印成什麽字體呢？還是兩種字

體各印一套？另外， 近十年來網絡興起，網站紛紛出現，但很多網站不僅制作簡體網頁，

還需制作繁體網頁。我們只要看過一些網站就知道這一點，如 CHINA 中華網（大陸很多網

站的繁體版是直接轉換生成的，錯誤不少。 明顯的就是大多數網站的日期“農曆”都寫成

了“農歷”）。這些都已經造成而且正在繼續造成極大的浪費。大陸和臺灣本來是同文同種，

但現在卻搞成不同文，其過錯在於我們自己。就大陸來説，由於事實上不能完全廢除繁體字，

簡化字和繁體字同時使用，大的字庫中既要包括簡化字又要包括繁體字，於是字庫大大增加

其字數。如 GBK 中既有国又有國字，既有钟字又有鍾鐘二字。不僅 GBK 如此，GB2312-80
也增加了字。由於餘字在 1986 年的《簡化字總表》中取得了合法地位，GB2312 根據類推

的方法造出了馀字，這樣在 GBK 中便有了餘余馀三個字。GBK 中還有锺字，不知爲什麽要

恢復鍾字而不恢復鐘字？鍾與锺作爲兩個字符同時存在，和馀字一樣都是增加字庫。簡化字

帶來的電腦操作上的弊端還不止這些。很多做過文字處理的人常會遇到簡體字轉化爲繁體字

的問題，由於一個簡化字有時對應多個繁體字，加上軟件設計上的缺陷，把云一概轉爲雲，

余一概轉爲餘，里一概轉爲裡的事情屢見不鮮，令人哭笑不得。繁體字轉換爲簡體字雖然沒

有上述問題，但一些僻字因爲不能識別而變爲空格也經常發生。像東方快車、Word2000 都

有類似的缺點。此外，GB2312 中也包含了後、於、锺等不在《簡化字總表》中的字，繁體

本的後字轉爲簡體仍然作後字而不是后。不知道算是折中和進步還是自亂其例？如果沒有兩

套文字系統，就不會有這些轉換帶來的煩惱了。  
 
（三）、簡化字破壞漢字結構、割裂傳統文化。  
 

簡化字 主要的缺點就是破壞漢字的字形結構，以及由此帶來的一系列弊端。歷史上漢

字的字形也屢經變化。如漢字由小篆變爲隸書再楷化，其間字形都有較大變化，但這些比起

簡化字來説已經算是較小的了。歷史上人爲地進行文字改革，較大的只有兩次——秦始皇時

期和共產黨執政時期。但秦始皇是爲了統一戰國時期各國不同的字形，以適應國家統一的需

要。共產黨將文字簡化主要則是出於一廂情願的想法，即將漢字筆劃簡省後便於學習和使用，

而忽略了漢字文化的傳統，這其中也包括漢字造字和字形構成的基本規律。很多漢字在簡化

時沒有考慮字形，常常僅是將其視爲一個符號。這樣做的結果就使的一些字不再適用於六書

的規律。比如鷄字左邊原本表聲，簡化爲鸡字，左邊的“又”完全是一個符號，讓人摸不著

頭腦。如果說“又”就等於奚，但同樣這個“又”，放在漢字里寫作汉，在歡字作欢，在僅

字作仅，在鳳字作凤，在鄧字作邓，在戲字作戏，在樹字作树，在對字作对，在轟字作轰。

再比如乂，在趙字中等於肖，在風字、岡字、區字、網字、鹵字中又是什麽呢？“文”字在

這（这）字中表示言，在劉（刘）字中又是什麽呢？團字中專是聲符，簡化成团，方框裏的

“才”是什麽意思呢？很多按照草書筆意原則簡化的字都存在這問題。如長（长）、書（书）、

專 （专）、楊（杨）、東（东）、車（车）等字。至於一些新造字如灭（滅）、丛（叢）、导（導）、



卫（衛）等更是不知所云。  
 

有人說簡化字寫起來方便，一些港臺人也樂於使用，而且新加坡還採用了簡化字呢！但

是請仔細想想，簡化字中仍有很多字的筆劃太複雜，如果完全按照書寫簡便的原則，我們還

可以將很多字繼續簡化下去，也就會更進一步地破壞漢字的結構、脫離漢字的歷史。1977
年的第二套簡化字方案也正是在這一指導思想下出臺的，結果呢？雪寫作彐（這和電寫作电，

雲寫作云，有什麽分別？——我們現在只是因爲看慣了第一套簡化字纔不覺其怪）信寫作伩，

餐寫作歺，煤寫作火乚，稻寫作禾刀，展寫作尸下加一橫，圓寫作元，蛋寫作旦，“元旦”

二字則不知所謂。這樣還能算是漢字嗎？還需指出的是，簡化字對筆劃的精簡並不如想像那

樣多。根據對掃盲 2000 字繁簡不同書寫的統計，筆劃減少僅 12.5%。要知道這 2000 字很多

都有簡化寫法，如果以 GB2312-80（《信息交換用漢字編碼字符集：基本集》）來統計，筆劃

減少的比例還將大大降低。  
 

破壞漢字結構還引出部首歸類的問題。漢字是音意文字，字體結構中往往包含構了聲和

意符。現在的簡化字因爲破壞了很多漢字的結構，也就使得多漢字不倫不類，一些簡化符號

既不能表音又不能表意。如上文所說的“又”、“乂”等。傳、摶、轉、團字原來都是同一聲

符“專”，現在卻變成传、抟、转、团，團字和其他字之間在也看不出有什麽聯繫。更爲荒

唐的是愛字寫成爱，連心都沒有了還怎麽去愛？雖然說世界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愛，但愛由心

生總不錯啊？愛原屬心部，現在竟然屬爪部！聲字原屬耳部，声現屬士部，真不知道聲和士

有什麽關係？鳳字當然應屬鳥部，現在凤屬几部。這些都很難讓人能理解和接受。  
 
漢字簡化的另一弊端是產生了一批形近字，讀寫上容易出錯。漢字原本就有一些形近字，

如己已巳等。但簡化字更增加了形近字的數量，如厂广、泸沪、远运、从丛、汇江、仑仓、

厉历、义乂、风凤、归旧、设没、划刬（正體作剗）等等。這更增加了排印和閲讀上出錯的

幾率。  
另外，許多簡化字其字形與其他原有的正體字相同或相近，也造成很多混亂。如，種的

簡化後寫作种，而在古代种（chóng）只作爲爲姓氏用字，如种師道、种放等。類似的情況

還有一些。廠簡化作厂，而古代厂（hǎn）表示山崖；廣的簡化字寫作广，古代广（yǎn）多

用於表示依山崖所建之房屋；寧簡化作宁，而古代宁（zhǜ）表示宮室門屏之間或佇立之義；

僕簡化作仆，而古代仆（pū）表示撲倒；適字簡化作适，而古代适（kuò）字多用於人名，

如南宮适、李适（唐德宗）、洪适等。由於這些簡化字與原有的表示不同意義的整體字字形

一樣，使得今人在閲讀古籍時常常發生錯誤。  
 
不管當初搞文字改革的那些人想到過沒有，簡化漢字的實際後果就是讓現代中國人遠離

我們的傳統。五十年代以後出生的中國人已經習慣了簡體字，而看不慣繁體字，會寫的就更

少。中國的傳統文化也就是這樣被人爲地隔開了。我們常常責備青年人不注重學習傳統文化，

他們看到繁體排印的古書就自然產生生疏隔膜的感覺，怎麽可能去學習呢？一些優秀的古典

著作也有簡化字排印本，他們仍然不會用心去讀，究其原因也與我們的語文教育有關。我們

建國以來太過忽視文言文教育（過去反傳統，批判“封建糟粕”，那就不用説了。）如今終于

嚐到了惡果。幸好，現在的中小學語文教育已經注意到這一問題而且正在改變。  
 
（四）、簡化字給兩岸三地交流以及國際交流帶來不便，更加破壞了漢字文化圈的統一性。  
 

現在港澳臺三地仍然使用正體字，漢外華人讀寫也以繁體字爲主，歐美、日本、韓國等



地區的漢學界，在用漢字書寫時，也大多是繁體字。日本漢字雖然也有一些簡化，但多數更

接近繁體字的字形。韓國初中學生學習 900 個漢字，高中文科學生再學 700 個漢字，也是以

繁體字爲準。這樣一些群體經過簡單學習和適應，雖然也能認得簡化字，但與大陸人士在交

流時也有很多不便之處。中國大陸的人如果到了港臺地區生活工作，則須學會繁體字的認和

寫。反之，港臺地區的人到了大陸也須學習認和寫簡體字，不過要比前者容易一些。一個海

外留學生到大陸學習，如果要進一步了解中國文化或是去港臺地區生活工作，也須再學習繁

體字。這實際上是加重了外國人學習漢字的負擔，很不利於向世界推廣漢語。  
 
再説漢字字形統一的問題，也是漢字文化圈的統一問題。我國的近鄰日本、朝鮮（韓國）、

越南都有很悠久的借用漢字的歷史。日本現在仍使用一些漢字，1981 年公布的 《常用漢字

表》有 1945 個漢字，小學生要學 996 個漢字。韓國也能見到漢字使用，尤其在一些商標上

面，如我們熟悉的“現代”、“朝鮮日報”等。韓國的初中生要學習 900 個漢字，高中文科生

再學 700 個漢字。而漢字在這些國家 大的使用是，他們的很多古籍都用漢字印刷，當然都

是繁體字。這些國家的人要了解自己的歷史以及傳統則必須學習漢字，而且必須是繁體字，

否則學了簡化字之後還是得學繁體字，才能讓他們了解自己的歷史和文化。現在日本漢字中

也有一些簡化，但不如中國大陸多，也不太一樣。漢字也由於歷史上的異體字以及寫法差異

等問題，本來就有字形混亂的問題。整理合併異體字和規範統一字形纔是現在的當務之急，

這也就是學界正在討論的漢字統一問題，我很難想像用簡化字去取代它們的漢字，也很難想

像用簡化字去取代香港、澳門、臺灣地區的繁體字。難道將來兩岸統一了，還是實行兩套文

字嗎？  
 
簡體字當然也有一些優點，我以爲主要是寫起來快一些，還有電腦的分辨率較高，屏幕

上看起來清楚一些（電腦技術將來也會解決這些問題的）。但是比起上述的諸多弊端來説，

這些優點確實微不足道。  
 
二、恢復正體字，很多擔心是不必要的。  
 
（一）、有人說，恢復使用繁體字會讓中國人變成文盲，現行的語文教育成果化爲烏有。其

實並非如此。  
 

恢復繁體字只涉及讀寫問題，不涉及聽説問題。這裡先說讀的問題，也就是閲讀、認字

的問題。儘管現行語文教育實行的是簡化字教學，但事實上多數人能夠認識大部分繁體字。

很多人是通過看 VCD（包括錄像和 DVD 等影視作品）認識繁體字的。港臺以及多數盜版的

歐美電影，字幕都是繁體字。此外，一些從港臺引進或走私的電視節目、小説（如武俠、言

情等）、動漫也都是繁體字。除了部分繁體字印刷的古籍和專業著作外，書法作品、古玩字

畫、名勝古跡、老字號的商標店招等也常常使用繁體字。在歌單、廣告、海報、遊戲等載體

上，繁體字也是隨處可見。在這樣一個事實上的簡繁混用的文字環境中，多數人原本已經能

認識繁體字了。當然，多數的人並不習慣閲讀繁體字書籍（其中部分原因是不習慣豎排。我

讚成普通新書用橫排，古籍及部分專業書籍仍用豎排。）更不習慣寫，甚至不會寫。解決的

辦法是，在正式出版物中規範地使用正體字，但允許在非正式的環境中（如私人書信、筆記

等）繼續使用簡體字。1935 年民國政府頒布了“第一批簡體字表”共 324 個俗體簡化字（次

年廢止），1980 年臺灣中華文化復興運動委員會之標準行書研究委員會出版了《標準行書範

本》，其中也有一些就是我們現在使用的簡體字（但不爲官方承認），可以參考這些經驗。我

也同意在不產生歧義的情況下，通過專家研究論證後，用一些筆劃較簡的異體字取代較繁的



異體字。另外，隨著電腦的普及，在有些地方打字替代了寫字，也使得書寫不再成爲問題。  
 
（二）、還有人說，繁體字結構複雜、筆劃多，小學生在學習中感到困難。這也不正確。  
 

小學生的記憶力十分強，繁體字並不增加其學習難度。這是有實驗證明的，由港臺的教

育事實也可知道這一點。更何況很多基本的字並不存在繁簡問題，如天地山川、日月星辰、

人口手等等。繁體字在學習上的難度並不如我們想像的那樣大。而且繁體字字形更符合漢字

的造字規律，老師在教學中還可以通過講解其字形來幫助記憶。像上面提到的那些破壞字形

結構的簡化字難道更有利於教學嗎？總之，採用繁體字不會增加學生的負擔，至少不如想像

那樣嚴重。雖然正體字教學對於學生不是問題，但對我們的教師隊伍卻提出了要求。不止是

語文老師必須會認會寫，其他科目的老師也要求在書寫漢字使用繁體字。這就意味著絕大部

分教師需要自修或培訓。這是我們所要付出的代價。幸好，學習繁體字並不是太困難的事情，

困難的是糾正多年以來形成的習慣。尤其是語文老師，決不允許在教學中使用簡化字。  
 
（三）、簡化字是必然趨勢嗎？  
 

有人說，歷史上漢字字數不斷增加，一些字產生了簡化寫法，正是因爲大家在私下書寫

時爲了簡便而不斷產生俗體字或手寫體字，不斷生造新字和纍增字。其實暗自裏大家都有對

簡化字的要求。所以就算是恢復了正體字，但將來還會往著簡化的方向發展。這説法也不對。

歷史上漢字增加和部分漢字的筆劃簡化，確實有上述的原因，但還有語言變化以及方言、外

來語等方面的原因。而且歷史上的漢字演變，除了簡化的趨勢外，也有繁化的趨勢。 常見

的情況就是在原字上增加意符聲符。比如然變爲燃，莫變爲暮，梁變爲樑，取變爲娶。這也

就是很多異體字、區別字、纍增字出現的原因。單就不規範的俗體字、簡體字來説，在現代

社會可以避免其繼續產生。古代社會由於信息傳播不夠發達，出版物的用字也常常不統一，

寫書的人遇到自己不會或不清楚的字常常任意而爲。現在社會有極其發達的信息交流，有全

國統一的語文教學體系，有權威的語言文字委員會來規範文字寫法，再加上傳播媒體（包括

語文教材、出版物、影視等）用字規範統一，人們便不會像過去那樣任意寫字。現在有些不

規範的寫法如伩（信）、氿（酒）、付（副）、卩（部）等，很多是第二批簡化字留下的後遺

症。而且，也不能說民間出現了什麼樣的俗體寫法，我們的文字就要亦步亦趨地變化。很多

新俗字的產生有極大的隨意性，也很少科學性，像韮字寫成艸頭下加九字，工字爲了寫起來

好看中間一豎要彎一下，我們爲什麽總要根據它來制定統一規範的文字標準呢？因此認爲簡

化字是必然趨勢，恢復繁體字將回潮的説法是站不住腳的。  
 
三、近五十年來簡體字印刷的書籍會作廢嗎？  
 

中國推行簡化字近五十年，其間印刷的書籍報紙很多（原來即以繁體字排印的書籍不在

討論之列），是不是恢復繁體字它們就變成廢紙了呢。不是。必須承認，在簡體字印刷的書

籍中確有很多優秀的作品，比如商務印書館的“漢譯世界學術名著叢書”，三聯書店的“新

知文庫”、“學術文庫”，江蘇人民出版社的“海外漢學研究叢書”，四川人民出版社的“世界

宗教與文化叢書”等等。這一類的好書將來不得不重新排印成繁體字。這是我們必須付出的

又一重大代價。但好在其數量不多。如果將圖書分爲人文科學、社會科學、自然科學三大類，

在八十年代以前出版的人文、社科類書籍中，因爲受當時意識形態的影響，多數沒有重印的

必要，只有作爲歷史研究資料的價值。而且事實上八十年代以前出版業並不發達。（但如果

不儘早恢復正體字，將來這一代價會越來越大！）至於自然科學，包括理工農醫等方面的書



籍，因爲學科本身不斷發展，很多書原本就需要不斷更新。比如哈工大的《理論理學》教材，

西北工大的《機械原理》教材（均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現在使用的都是第五版，在下

一次修訂排印時改爲繁體字並不增加成本多少。自然科學的學科性質決定了它的很多書籍隨

著時間流逝便逐漸喪失其價值（這一點恰恰和人文書籍相反），看看這十多年來的計算機書

就知道此言不虛。當然計算機領域發展日新月異，這是一個極端的例子。但應該說以上的判

斷大體上是不錯的，即自然科學領域過去出版的大部分書不須重印，也就不存在浪費的問題。  
 
四、恢復正體字會引起混亂嗎？  
 

中國現在實際上是簡繁混用，早已出現了混亂狀況。1956 年至 1964 年之間出版的一些

書籍，很多只採用了第一次簡化方案第一部分的 230 個簡化字，如国学献会对价汉庄术历义

阶齐广关与东等字，書如《中國思想通史》、《詩學》、《歐里庇得斯悲劇集》等，在今天看來

也可以説是簡繁混用。今天很多使用繁體字的地方，又常常出現錯字。比如街上隨處可見的

“發廊”、“美發”的招牌，廣告上也常有“某某花園距某地 3 公裏”的説法，中華網繁體版

的“農曆”寫成了“農歷”，天台山、天台宗也常被一些質量不高的繁體排印的書印作天臺。

而一些較規範負責的簡體書在印古人名號時，又常常用繁體字，如穀梁、徐稺、楊（杨）脩、

魏徵、高適、劉（刘）知幾等等。在一些工具書以及涉及古代的書籍裡，繁簡混用的情況更

爲常見。如 權威的《漢語大字典》、《漢語大詞典》，字頭以繁體爲準，但内容則繁簡混用。

四川人民出版社的《詩經詞典》和《簡明古漢語詞典》都是不錯的工具書，但僅字頭用繁體，

内容用簡體。由於繁體字無法取消，這種混用狀況還會持續下去。唯一的辦法就是將實行了

不到五十年的簡化字方案廢止，恢復正體字。只有這樣才能真正消除文字上的混亂。  
 
毫無疑問，恢復使用正體字，在一段時期内將在社會上引起文字書寫的混亂。這主要是

因爲大部分人不會書寫繁體字，尤其是對於里裏、松鬆、谷穀、斗鬥、几幾、徵征、盡儘、

發髮、歷曆、鍾鐘、制製等字不知道怎樣使用，因爲在一般人熟悉的簡體字中這些字本來是

沒有區別的。解決的辦法是，在恢復正體字之前，除了在媒體上廣泛宣傳之外，要對很多文

字工作者，如出版人員、記者、編輯、秘書以及教師等進行培訓。而出版社也須出版一些有

鍼對性的小冊子，以教育大眾正確地書寫正體字，報紙、電視上也應開闢專欄，幫助大衆糾

正書寫習慣和常見錯誤。大學中文系尤其要加強這方面的教學，保證中文系本科生能夠準確

無誤地書寫正體字，畢業後充實到社會上的文字工作部門，逐漸掃除書寫中的錯誤， 終結

束這種混亂狀態。對於這樣一種混亂，不必估計過高，但也不能掉以輕心。我們必須有計劃

有步驟地推行正體字，並且堅信將來混亂期結束以後，我們將有一個良好規範的文字環境，

再也不會有簡化字帶來的種種弊端以及簡繁混用帶來的諸多煩惱。  
 
五、餘論。  
 

有人說簡化字是有這樣那樣的缺點，對他進行修訂不更好嗎？我也曾考慮過這一方案。

可是不行。首先，修訂後的新字必定帶來新的混亂，比如假設大家深以爲憾的後、雲、裏、

徵（征）等字恢復了，就會讓很多人不適應，和前面所說的“對於里裏、松鬆、谷穀、斗鬥、

几幾、徵征、盡儘、發髮、歷曆、鍾鐘等字不知道怎樣使用”一樣。很多人也不習慣恢復了

的字。就好比現在本來已恢復餘（馀）字，但很多人在書寫時、很多書在排印時仍不與“余”

字做區分。如果是修改現有簡化字字形，寫法筆劃有所調整，則勢必產生更多的混亂。其次，

與其讓人們學會正確書寫一些恢復使用的字和新的字形，不如去學原來的正體字，兩者的難

易程度也很接近。總之，僅對現有簡化字進行調整，並不能徹底結束繁簡混用的狀態，反而



會引起新的混亂，不是解決問題的好辦法。爲了解決目前的文字使用的混亂狀態，爲了方便

國際交流和將來的兩岸統一以及漢字字形統一，爲了中國民族文化的復興，只有恢復使用正

體字纔是唯一出路。  
 
很多人反對恢復正體字，主要不是在學理上有多少站的住腳的證明和道理，而是習慣使

然。畢竟簡體字在現實生活中還是基本能表達我們的語言，要放棄使用了幾十年的簡化字去

寫繁體字確有很多的不適應。但是請想想，不到五十年的簡化字比起近兩千年的繁體字來説

（如果以小篆隸化開始算繁體字的歷史的話），又顯得歷史太短。爲了中國傳統文化不至斷

送在我們這一代手上，解決上文所說的簡化字的種種弊端和簡繁混用的狀況，只有恢復使用

正體字，雖然我們將經歷一個短時間的不適，做出一點犧牲，總比將來給子孫後代造成的不

適和犧牲要小得多。有些人認爲恢復繁體字就是復古倒退，將其與恢復八股文、甲骨文等同，

這是很幼稚的觀點，我也不用在這裡多說。  
 
恢復正體字的確有許多困難，但事實上 大的困難並不是上面所說的那些，而主要來自

政府，取決於政府有沒有這個勇氣和決心。雖然這意味著對自己一段歷史的否定，但總比對

我們幾千年文明的否定要好吧！大躍進、文化大革命都可以否定，簡化字爲什麽就不能否定

呢？回顧簡化字推廣近五十年的歷史，前二十多年因爲自我封閉、缺少與海外的交流、不重

視傳統文化，尚可一意孤行不至發生很大弊端。但近二十年來的文字使用混亂和簡繁混用的

問題越來越突出，雖然 近公布了《國家語言文字法》，可以預料將仍然不能改變目前的混

亂狀況。現在到了我們勇敢地面對這一問題並加以解決的時候了，而唯一可行的方案就是恢

復使用正體字。這五十年來我們國家在語言文字政策上犯過很多從錯誤，如六十年代推行拉

丁化的新維文、新哈薩哈克文，雖然比原有的阿拉伯字母的文字更具科學性（簡化字主要是

簡省了一些筆劃，也談不上科學性）但 終不免失敗的命運，於 1982 年廢止。第二次簡化

字方案的出臺更是一個錯誤，我們 終也廢止了。那爲什麽不能考慮廢止第一套簡化方案

呢？  
 
現在是政府採取行動的時候了。政府應該認真地面對建國以來文字政策上的失誤，仔細

考慮恢復正體字的問題，廣泛徵求專家學者們的意見，積極穩妥地恢復中國人使用了近兩千

年的繁體字。這是涉及到中國的文化建設和民族文化復興的大事，也是有利於我們子孫後代

的大事，這項工作實行的越早越好，而實行越晚越不利於漢字的統一和傳播。今後國家在文

字方面的工作主要應是整理和淘汰異體字，規範統一字形，建設現代漢語基本字庫和較全備

的漢字字庫。這纔是跟重要和更急切的工作。也希望我們的專家學者勇敢地站出來表達自己

的想法，提出自己的建議，並且嚴肅認真地進行漢字的整理和規範工作，推進字形統一（尤

其是大五碼和國標碼，甚至包括日語漢字等），讓人們感受到中國知識分子身上的良知，看

到中國知識分子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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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記：希望朋友們仔細閲讀全文，認真思考我的觀點和論述，提出有價值的負責任的批評

性（或建設性）意見。這只是我個人不成熟的想法，也歡迎學界的專家從專業角度批評指正。

更希望全社會的有識之士都來認真地思考和討論這一話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