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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江西招警考试申论试卷

满分：100 分时限：150 分钟

一、给定资料

1．语言文字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和信息载体，是文化的基础要素和鲜明标志，是

促进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文化根基，是民族文化传承

的重要工具。汉字是迄今为止唯一没有中断过的人类早期文字，是三千多年以来一直保留着

与拼音书写法显著不同的象形书写法的唯一文字。有了汉字，中华民族才有了辉煌璀璨的唐

诗宋词元曲汉章，才有了汪洋恣肆、或奔放或内敛的书法艺术，才有了记载正朔交替、王朝

变迁的百家史册；有了汉字，中华民族的文化魂魄才有所寄托与依归，数千年的文明才得以

薪火相传。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电脑日渐普及，目前，中国网民数量超过 6.2 亿，网民日

趋年轻化，平均每周上网时间超过 20 小时。电脑带给人们直接的改变就是书写。据民意中

国网的调查显示，对于“在什么情况下会选择手写”的提问，70.80/0 的人首选“签名”；

同时，68.8%的人表示有一年以上没写过一篇手写稿，其中 28.3u/o 的人“没有写过手写稿”

的时间为两年以上。种种迹象表明，随着电脑、打印机的普及，人们手写的机会越来越少，

提笔忘字或书写潦草已成家常便饭。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年轻人敲击键盘的速度越来越快，

但写字的水平却越来越退化，很多人提笔忘记甚至错别字频现也已是寻常事。由于电子技术

提供的输入便利、书写技术的容错能力，以及文字资料存储、处理和应用的全面电子化，对

很多人来说，除非刻意，用笔书写的机会越来越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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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一位名叫“天天向上”的网友在博客中写道：“最近突然发现，我竟然不会用笔写字

了。不仅一些复杂的字，就是看似简单的字，对我来说都成了生字。任你怎样抓耳挠腮，上

蹿下跳，就是写不出来。比如想写一个‘敷衍’的‘敷’字，写出来怎么看都不像。‘那是

什么？’我问自己。试着写了好几笔，还是不像，只好放弃，画了一个符号代替。”

拥有 2300 万微博粉丝的女星李冰冰，不久前发了这样一条微博：“额，打错字了。是

品位，不是品味，果然不能太依赖输入法。”这条误将“品味”当作“品位”的微博一语中

的，道出当下中国人过度依赖电脑、手机等科技产品编写汉字的实情和尴尬。犯此错误的远

不止李冰冰，日前武汉实验外国语学校展出了千余名学生对近百个名人微博、知名电视栏目、

报纸、期刊的“纠错”成果，共纠出 3000 多处，莫言、郭敬明、韩寒、杨澜、何炅、杨幂

等名人微博都纷纷出现错别字，汉字的规范化使用正遭遇严重挑战。

3.在电脑普及的今天，一些人认为汉字书写已经无足轻重了。

某大学机械工程学院大四学生小张认为，写字的好坏对他们而言，作用并不大。他们现

在的作业多是完成老师布置的论文，这些论文都是在电脑上完成的，写完后打印出来，然后

装订好交给老师就行。即使找工作时，简历也是用电脑打印的。

某会计师事务所工作的陈女士表示，目前多数办公室白领每天用电脑书写的时间都超过

8个小时，浏览网站、做搜集、写材料、用即时聊天工具与人交流、收发 Email 等等，电脑

的应用几乎涵盖了他们工作和娱乐的所有方面。现在实行“无纸化”办公,不但没有机会写

字，而且也不需要写字。在她看来,手写不但陌生，而且无用。

对于“手写无用”的观点,从事新闻宣传工作的佟先生并不赞同，他认为，电脑打字，

只是人们书写的一个辅助工具而已，书写的基本技能却不容忽视。中国历来有“文如其人”

的说法，写一手好字，不仅可以给人美感，而且也是个人文化素养的体现;更重要的是,作为

象形文字，汉字有着独特的文化功能，书写能让人深刻理解每个汉字的含义，提高自己的语

言能力、思考能力和创造能力。

重庆工商大学的熊教授将提笔忘字的现象称为“书写遗忘症”，并指出，书写训练对培

养思维,形成良好的行为方式十分关键,这是电脑无法取代的。用手一笔一画地书写文字，可

以在大脑的语言中枢系统形成特殊记忆，对人的意志、耐力、毅力和神经系统稳定有很大作

用，所以，应该多用手写字,这对协调开发小脑的控制能力有好处。

4.当前，网络语言的使用已经成为一种较为普遍和时尚的话语方式。许多人自觉或不自

觉地参与其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网络语言有的由符号组成,有的由汉语拼音字母、

汉语字母、日文字、韩文字组成,有的为繁体字、汉字拆分后的部分等等各种形式。在网络

里,人们常常把“悲剧”写为“杯具”、“同学”写为“童鞋”、“支持”写为“SP”、“目

瞪口呆”写为“（⊙O⊙）”、“拜托”写为（^人^）等等。

语言研究学会副秘书长 C 先生对网络上出现的随意造字等现象非常忧虑。在他的眼里,

汉字是人类最优秀的文字，是中华民族数千年文明的结晶，从形、音、意各个方面非常完美，

意音兼备。人们在网络上随意造字肯定会造成汉字的混乱，后果不堪设想。

西安外国语大学 D 教授表示，本来现在学生由于使用电脑打字，对汉字笔画就记忆不准

确，用笔写时容易出错,再故意用错别字，以后问题更多。

中国汉字网顾问 E先生认为，网络语言破坏了汉字的灵性，把汉字娱乐化，是在亵渎汉

字。看着事小没有什么，但潜移默化下去，可能一代人就产生一种文化割裂，形成一种定式，

认为错的东西是正确的。这种以错为荣的后果非常可怕。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兴起,汉字如何适应信息化成为大家十分关注的问题。由于计算机能

为汉字提供的编码数量的限制、汉字输入法的局限，产生了汉字能否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疑

问，甚至有人忧心忡忡,认为计算机或将成为汉字的“掘墓人”，“汉字落后论”“汉字危

机论”更是早有耳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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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文字是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而变化发展的。信息技术的发展确实给中国五千多年的汉

字文化带来挑战,浩如烟海的汉字如何进人只有 40 多个键位的现代计算机，汉语言文字和文

化如何跟上历史车轮驶入电脑时代，是我们需要认真思考和解决的问题。

我国在上世纪 80 年代初公布了第一批 6763 个基础汉字和汉字编码字符集的区位码，把

汉字和区位码对应起来,使汉字和 QWERTY 键盘链接在一起,汉字可以借助于区位码输入。

1983 年 8 月，王永民发明的二十六键五笔字型汉字编码方案将汉字进行结构拆分，在

世界上首破汉字输入电脑每分钟 100 字记录，成功解决了用英文键盘输入汉字的问题。“五

笔字型”输入法开创了汉字输入电脑新纪元，曾被国内外专家评价为“其意义不亚于活字印

刷术”。

然而，五笔字型输入法需要使用记忆大量字根在英文键盘上的文风，使用起来较为复杂，

在实践中拼音输入法渐渐成为主流。刚开始用拼音输入汉字非常麻烦，因为同音字非常多，

每次输入都需要选字,输入速度很慢。后来，周有光提出以词为单位进行汉字输入，这样同

音词相比同音字减少很多，大大提髙了输入速度。

6.汉字的演变离不开人类社会的文明与进步，从刻在龟甲兽骨上的甲骨文到铸在青铜器

皿上的金文直到用毛笔或类似工具书写在丝帛上的篆书，文字的形状无不与它的载体和书写

具有着密切关联。曾任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计算语言学研究室主任的冯志伟说:“如

果从半坡文化算起，中国汉字发展至今已有 6000 多年的历史。汉字也经历了‘甲骨文→金

文→小篆→隶书→楷书’的演变过程。但仔细研究不难发现，中国文字的演变与发展是与其

载体、书写工具、材料等高度契合的。”

随着汉字信息处理技术的解决，新技术的发展为汉语汉字和中华文化的传承发展提供了

前所未有的支撑。由原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组织的“中华字库”工程,预计可编码字符数在 50

万左右，包括汉字古文字约 10 万、楷书汉字约 30 万、各少数民族文字约 10 万，工程涉及

整理古籍文字量将达二三十亿之巨。同样，经国务院批准编築的巨型类书《中华大典》，收

人有两万多种古籍，共约 8 亿多字,是《永乐大典》的 2倍、《古今图书集成》的 4倍,超过

中国所有古代类书字数的总和。国际标准化组织术语语言专家周长青认为，如果仅仅用传统

手段，而没有图像处理技术、数据库技术和网络通信技术等计算机高科技手段的出现,像“中

华字库”、《中华大典》这样浩大的文化工程根本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完成，也很难让优秀的

传统文献实现“永久的保存和无限的传播”的目的。

7.《国家中长期语言文字事业改革和发展纲要(2012—2020 年)》（以下简称为《纲要》），

是 21 世纪我国第一个中长期语言文字事业改革和发展规划，是今后一个时期指导全国语言

文字工作改革和发展的纲领性文件。《纲要》明确指出，语言文字事业具有基础性、全局性、

社会性和全民性特点，是国家文化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历史文化传承和经

济社会的发展，事关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事关国民素质提高和人民的全面发展，在国家发

展战略中具有重要地位和作用，要全面贯彻《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尊重语言文字发展规

律，主动适应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新要求，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拓展视野，改革创新，大力

推广和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科学保护各民族语言文字，加强语言文字基础建设和管

理服务，增强国家语言实力，提高国民语言能力，构建和谐生活，服务教育现代化，服务社

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推进语言文字事业全面发展。

为贯彻《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精神，全面实施素质

教育，继承与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教育部制定了《关于中小学开设书法教育的意见》（以

下简称《意见》)。《意见》指出，当前，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以及电脑手机的普及,

人们的交流方式以及形式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小学生的汉字书写能力有所削弱。为继承

弘扬中华优秀文化,提高国民素质，有必要在中小学加强书法教育。中小学书法教育本应打

好技能基础，坚持循序渐进，注重书法修养，提高文化素质的原则，省级教育行政部门要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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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本地区中小学板书和教育的实际情况,对书法教育的课程安排、教学管理、教师任职条件

及资源配置等进行规划，稳妥推进书法教育;地方各级教育部门应有计划有步骤地安排书法

教师的培养和培训，逐步提高教师书法教学的能力和水平；各级教研部门要把书法纳人教学

教育研究工作的范围，研究中小学书法教育的教学规律和评价方法,安排教研人员指导学校

和教师开展书法教学工作；学校可根据需要聘请当地青少年校外活动中心、少年宫、文化艺

术团体的书法专业人员；根据中小学书法教学要求指导学生学习书法，鼓励社会各界及个人

为学校开展书法教育活动提供支持。

8.电脑时代，如何才能让汉字手写重新走进人们的工作和生活呢？据民意网的调查显示，

在“如何恢复汉字书写的传统”的问题上，76.5%的人认同将硬笔书法列为学校课程；53.4%

的人认同将毛笔书法列为学校课程；42.3%的人指出，国家应出台政策，鼓励手写输入设备

研发与销售。

与英语等表音文字不同，汉字自发明以来，一直走的实用性和艺术性相结合的路子，并

由此形成中华文化特有的艺术——中国书法。在电脑时代,要求人人都成为书法家,写一手漂

亮的好字，显然过于苛刻。但要求大家多坚持手写，尽量把汉字写正确、写规范，则绝不过

分。因为,作为现代中国公民，我们每个人都应具备一种文化自觉。这种文化自觉,起码体现

在他对民族“文脉”载体——汉字的态度上。

某市杨家坪小学一直都在开设书法课。该校校长周绪田认为，“重视汉字书写应该从中

小学生抓起”，在中小学课堂上开设书法课,不仅可以使学生从小写得一手好字,更重要的是

在练字的过程中历练人，陶冶性情，教育学生尊个性而张精神，堂堂正正做人。

中国语文报刊协会规范汉字书写专业委员会秘书长于先生表示，“加强书法教育，是拯

救汉字手写的一个重要手段。不过，只靠书法教育还远远不够”，“更重要的是书写在现实

中的运用,其一,社会应重视对书写的认知，在对人才考核等方面加人书写元素;其二,要通过

对汉字文化的宣传，让人们更加了解汉字丰富的内涵,从而对书写产生浓厚兴趣。”

厦门市教育局规定，小学低年级每周要开设一节写字课；每学期期末考试试卷上，将单

独设置卷面书写分,低年级不少于 5 分；中高年级不少于 3 分，其中作文书写不少于 2 分。

9.2013 年夏天,《中国汉字听写大会》在全国各地掀起一股强劲旋风。这台由央视科教

频道打造的青少年竞赛节目自播出以来反响强烈，收视率达到该台同时段平均水平 4 倍以上，

直逼同期收视冠军《中国好声音》，荣登微博话题榜榜首，其网络点击更突破 18 万次，百

度搜索高达 42 万条，成为人们街谈巷议的焦点之一。《中国汉字听写大会》的举办让很多

教育工作者看到了重拾汉字尊严的希望。周丽蓉表示，这档节目不仅令人震惊,也让人充分

见识了汉字的精深博大，“汉字的结构、字义、对传统文化的直接承载等等都被电视媒体放

大了，好像突然敞开了一扇尘封的大门，让我们看到了被放逐者回归的身影”。《中国汉字

听写大会》的制作人金越表示，“这是国内首创，不是一个秀场，呈现出来的状态可能非常

单纯、简朴，但却可以吸引观众在电视机前同步参与,在游戏中学习知识、领略汉字之美。”

与此同时,河南卫视与爱奇艺网联手打造的中国首档大型网台联动文化综艺季播节目

《汉字英雄》,也在与歌唱选秀类节目的混战中以黑马之姿脱颖而出，频频跻身全国收视前

十。爱奇艺网首席内容官马东则表示，当越来越多的同质化娱乐节目蜂拥出现，电视节目的

内容深度亟需提高，为此，河南卫视与爱奇艺网联手打造的大型文化益智节目《汉字英雄》

是一次积极尝试，以“寻找键盘里失落的汉字”为价值主张，让观众再忆笔尖书写的美丽。

在益智游戏竞技的外表下，该节目更关注青少年对汉字知识与文化传统的认知；《汉字英雄》

在整合了互联网与电视双重优势资源的同时,更在舞美、视频效果等方面加大投入，营造出

炫目的视听效果，大大增加了趣味性、娱乐性和观赏性。

10.日本的文化艺术深受汉字文化影响。5 世纪中叶，日本人开始用汉字作为标记日本

语音的音符。这是日本人创造自己本民族文字的起点。1872 年，日本发表了国定学制，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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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字”作为教育中的必要内容，把书法教育列为基础教育，设置独立的课程,开始了日本

的现代书法教育。目前，日本书法教育体系完备，分高、中、低三个层次。在正规教育中，

高层次包括教育大学(师范院校）本科四年制的书法课程培养，中等层次的为中学阶段的书

法教育,低层次的为小学的书法教育。另外,非正规的书法教育也遍及全日本,全日本书道联

盟和各种类型的书道会、书道教室遍地开花,为书法教育成为终身教育提供了条件。

据统计，韩语中 75%左右是汉字词汇。韩国小学国语课本内容的 55%、医学和哲学等领

域专业术语中的 95%都是汉字词汇。目前在韩国的汉语等级考试中，60%的考生为小学生。

不过，在韩国公共教育中，汉字已在小学教科书中消失长达 40 年之久。在初中和髙中，汉

语属于选修课。韩国负责制定教科书标准和指南机构一教育课程评价院日前进行的一项问卷

调查显示，89.1%的学生家长和 77.3%的老师赞成在小学进行汉字教育。他们认为汉字教育

有助于子女的学业,并能培养学生对词汇的理解和思考能力。教育课程评价院因此向教育部

递交报告，呼吁应该在国家教育课程和教科书政策中，对推行小学汉字教育进行明文规定。

韩国甚至要把书艺向联合国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2002 年，韩国申报汉字由韩国人发

明，虽未成功，但对我们却是一个警醒。

“汉字叔叔”查理德•西尔斯是一个美国人,他的中文名字叫斯睿德。他钟爱汉字，喜欢

汉字从象形文字演变的过程，每一个汉字对他来说都是一个故事，学汉字，就好像在阅读一

个个故事。他创建了一个汉字字源网站，网站对 6552 个最常用的现代中文字进行了字源分

析，其中，收集编列超过 96000 个古代中文字形、31876 个甲骨文、24223 个金文以及秦汉

的 11109 个大篆书、596 个小篆体。每个现代汉字，网站都给出了英文释义。在上面,你可

以搜到几乎每一个汉字的演变过程，甲骨文、小篆、金文、繁体字、简体字。2011 年，有

人把他的网站放到微博上，引起了广泛关注，网站的流量一度飙升了 4倍多，他也因此获得

了“汉字叔叔”的称号。为了“汉字字源”网站,斯睿德几乎投入了全部的时间和金钱,往返

中美的博物馆去看甲骨文,走遍大学图书馆查阅资料，在各处找书。20 年下来，他花光了自

己 30 万美元的积蓄。

11.汉字书写是接触中国文化核心的重要方式，也是最直接面对我们自己文化的一种有

效方式。汉字是中国文化的载体,是中国人用于表达思维的文字符号，丰富多彩且博大精深。

中华文明能够持续发展，从未中断,始终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和汉字文化的发展有密切的

联系。

目前，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经济社会的发展,综合国力的增强，国际地位的上升，

“儒学热”“国学热”不断升温。孔子学院在全球建立，汉字文化传播展现了可喜前景。2004

年 11 月 21 日，全球第一所孔子学院在韩国首尔揭牌。据统计,我国已在 120 个国家和地区，

建立了 440 多所孔子学院和 650 多所中小学孔子课堂。这已经超过歌德学院 60 年来的建院

总数。仅 2011 年，就开设各种层次汉语课程 2.4 万班次，注册学员达 50 万人，逾 700 万人

参加上万场次文化交流活动。中国文化从“走出去”到“走进去”，中国形象从遥远的神秘

到零距离的亲切，中国认知从经济发展到文化认可，孔子学院为不同肤色的人们提供了一个

交流、互鉴、合作的新平台。

某省社科联主席 F 先生表示，“汉字文化不仅要对内加强，使之规范严谨,还要不断对

外输出。如果汉语、汉字如英语一样成为国际通用的语言和文字，我们就无需担心汉字的继

承问题了！”某大学国学研究中心主任 G 女士说:“只有从国内基础文化建设开始，建立良

好的文化环境，从根本上获得人们对传统文化精神的认同，才能使本国文化声音不湮没,文

化精神不迷失。‘走出去’的文化离不开它的根源，缺乏肥沃土壤和优良生长环境的文化，

即使能‘走出去’，也一定‘走不远’。只有注重‘修内功’，从长远的、战略的意义出发，

从本国文化建设的自我完善做起，文化才有可能健康地‘走出去’，并且走得更远、更好。”

语言文字作为文化载体和交流工具，架起了文明间对话的桥梁。文化作为民族智慧和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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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特征的精神反馈，促进了国家间相互的了解,孔子学院蕴含着“语言”和“文化”两大特

征，使它不仅成为国际汉语教育与推广的重要品牌，更成为中华传播的重要载体和开展民间

外交的友好平台。

二、作答要求

问题一:根据给定材料 1~6,概括电子信息技术给汉字发展传播带来的挑战与机遇。（20

分)

要求:全面准确，语言简洁,不超过 300 字。

问题二:根据给定材料 9,分析《中国汉字听写大会》对做好汉字工作的启示。（15 分）

要求:观点明确，分析深入，条理清晰，不超过 200 字。

问题三:假如你是某市“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办公室”的一名工作人员，结合给定材料，

围绕“规范汉字书写”,给广大市民写一份倡议书。（25 分）

要求:联系实际，条理清晰，具有感召力，语言简洁，格式正确，400 字左右。

问题四：结合给定材料，以“汉字与中国文化传播”为话题,联系实际，自选角度，自

拟题目，写一篇文章。（40 分）

要求：

(1)中心明确，思想深刻。

(2)内容充实，有说服力。

(3)思路明晰，语言流畅。

(4)总字数 800~1000 字。

【参考答案】

2015 年江西招警考试申论试卷参考答案

问题一：根据给定材料 l—6，概括电子信息技术给汉字发展传播带来的挑战与机遇。

（20 分）

要求：全面准确，语言简洁，不超过 300 字。

【参考答案】

电子信息技术给汉字发展传播带来的挑战与机遇是并存的。

挑战：一是过度依赖科技编写汉字，手写的机会越来越少，提笔忘字成家常便饭，书写

水平下降；二是工作中的无纸化办公使人们对书写重要性认识不足；三是网络语言的随意造

字等混乱现象使汉字规范化面临挑战：四是汉字娱乐化的使用、以错为荣的观念，不但破坏

了汉字的灵性，更容易造成文化断裂。

机遇：通过汉字计算处理技术的解决，纠正计算机是汉字“掘墓人”的观念，为汉语汉

字和中华文化的传承发展提供了支撑；数据库技术和网络通信技术等计算机高科技手段的运

用，缩短了《中华大典》等文化工程完成的时间，使传统文献的永久保存和无限传播成为现

实。

问题二：根据给定材料 9，分析《中国汉字听写大会》对做好汉字工作的启示。（15

分）

要求：观点明确，分析深入，条理清晰，不超过 200 字。

【参考答案】

《中国汉字听写大会》对做好汉字工作的启示：

第一，创新宣传手段。根据当下人们的生活习惯，以人们容易接受的方式，开展汉字文

化教育，在社会中形成热爱汉字、学习汉字的良好氛围。

第二，创新娱乐形式。使人们在游戏中学习知识，领略汉字之美，重拾汉字尊严、传承

汉字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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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注重节目内涵。不同于当下蜂拥出现的同质化娱乐节目，而通过提高节目内容深

度吸引观众，传播汉字文化。

问题三：假如你是某市“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办公室”的一名工作人员，结合给定材料，

围绕“规范汉字书写”，给广大市民写一份倡议书。（25 分）

要求：联系实际，条理清晰，具有感召力，语言简洁，格式正确，400 字左右。

【参考答案】

规范汉字书写的倡议书

广大市民朋友：

汉字是中国文化的栽体。汉字的持续发展，源于汉字文化本身的博大精深，更依赖于历

代中华儿女的世代传承。但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已经习惯于以“打字”代替“书写”，提

笔忘字、汉字娱乐化等不良现象屡见不鲜。

在此，特向广大市民发出如下倡议：

一是养成尊重汉字的良好习愤。在工作和生活中，尊重汉字，正确规范书写，不随意造

字，不进行娱乐汉字的游戏等，做汉字文明的保护者。

二是热爱汉字，自觉宣传、保护汉字文化。在日常工作生活中尽量多提笔写字，积极学

习宣传汉字文化，遇到有损汉字传统文化的事情要及时制止。

三是汉字文化教育从娃娃抓起。中小学课堂要加强汉字文化教育，开设书法课、写字课

等课程，多给学生创造习字写字的机会；家长要给孩子创造良好的汉字学习氛围，提高孩子

的汉字学习意识。

汉字是中华民族的瑰宝，让你我共同努力，一起保护我们的汉字文化！

某市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办公室

××年××月××日

问题四：结合给定材料，以“汉字与中国文化传播”为话题，联系实际，自选角度，自

拟题目，写一篇文章。(40 分)

要求：

(1)中心明确，思想深刻。

(2)内容充实，有说服力。

(3)思路明晰，语言流畅。

(4)总字数 800～1000 字。

【参考例文】

避免文化之殇 传承汉字之美

从蔡邕到钟繇，从卫夫人到王羲之，从虞世南到欧阳询，从张旭到颜真卿，数千年来，

汉字作为中华文化载体代代相传。同时，汉字书写水平也被视为人格的标记，“横平竖直写

汉字”和“堂堂正正做真人”相提并论，而汉字书写更与“礼、乐、射、御、数”并称“六

艺”。

书为心画，字如其人。曾经，能写一手好字是竞争的资本，值得骄傲自豪。而今，时代

变迁，技术革新，无纸化办公流行，人们书写错误越来越多，网络用语对汉字的歪曲更是不

可胜数。传统汉字的尊严随着各种冲击而不断消解。随着电视节目《中国汉字听写大会》一

炮而红，人们惊觉，集千年的美丽和智慧于一身的汉字，竞被渐渐抛弃。面对文化之殇，政

府相关部门不可坐而论道，而应果断行动，传承汉字千年之美。

传承汉字之美，要加强宣传。伴随时代的发展，电脑取代了钢笔，打字替换了书写，工

作中人们为提高效率而有所牺牲，在日常生活中就要适当球补。文化宣传部门要通过创新宣

传手段，借助多媒体平台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传承和推广汉字文化，举办类似《中国汉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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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写大会》等电视节目。营造追求汉字书写之美的社会氛围，让更多的人参与其中，由此激

发国民传承汉字文化的责任与兴趣。

传承汉字之美，要落实教育。教育部门要在中小学乃至大学开设书法课，保证汉字书写

教育一以贯之。当前，我国学生课业压力日渐加大，书法课往往形同虚设。为解决这一问题，

我们应该紧紧把握教育体制改革的东风，落实传统文化教育政策，充分利用学生减负后的课

余时间，通过开设兴趣课程，培养学生汉字书写的兴趣。

传承汉字之关，要唤起自觉。当面临汉字危机时，大家第一反应的“罪魁祸首”即是电

子信息技术。其实，这无异于“酒醉伤肝归罪杜康，走路失足诿过道路”。汉字危机并非源

于今日，人们浮躁的内心早已装不下欣赏汉字的能力。政府要引导书法协会等社会组织，加

大文化推广力度，将传统艺术推向现代社区，号召人们放下手中的高科技，拾起遗忘多时的

笔。

每个汉字都是一条路，带领我们回到传统文化的故乡，我们要想回归传统文化，就必须

正视汉字危机，对汉字报以敬畏之心，传承汉字所蕴含的深厚文化，多一份对汉字书写应有

的珍视，多一份时传统文化应有的敬重。

只要全社会同心协力，定能确保汉字之美不断传承，中华文明长盛不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