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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ourse of our country's development, the problem of poverty has always been a very big problem, but 

in the view of economics, this study can better understand the influence of people's language on economy, and 

this paper mainly focuses on the influence of language diversity on economic growth and related factors, and 

the influence of language diversity on education and human capital accumulation, and also puts forward some 

strategies of language poverty allev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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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我国发展的过程中，贫困问题一直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但是在经济学视域下，对此进行研究，那

么就能够更好的理解人们的语言对于经济的影响，而本文就主要围绕语言多样性对经济增长及相关因

素的影响以及语言多样化对教育和人力资本积累的影响进行研究，同时也提出了一定的语言扶贫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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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语言扶贫事业 

1.1 语言扶贫 

语言扶贫主要是指提升语言文字的表达能力，以不

同类型的语言形成因素和相关的语言政策结合在一起

进行语言扶贫，并且语言扶贫是提高整体素质为主体的

活动。 

语言扶贫的发展属于一种内在的发展，国家对贫困

地区的居民通过制定相关语言文字的扶贫语言政策来

提高当地居民的语言文字表达能力的教育，使当地贫困

居民能够有机会接触到我国传统的语言文字，感受到语

言文字的魅力，进而提升我国整体教育。 

 

1.2 语言精准扶贫 

我国对于扶贫工作的展开战略的重心就是为了能

够精准扶贫，精准脱贫，语言精准扶贫就是指我国要利

用相关政策，采取正确的扶贫方式针对扶贫对象进行精

准脱贫。 

1.3 普通话推广 

普通话作为我国语言当中的核心内容，它具有较为

广泛的覆盖面，并且国家对于普通话颁布的相关政策，

更加触动了普通话在我国的语言当中的发展，有效的提

升了普通话在我国人民生活当中的语言表达应用。然而

对于贫困居民的语言扶贫，不仅仅是为了让贫困居民能

够感受到语言文字的魅力，提升贫困居民的语言表达能

力，进而使更多的贫困居民可以讲述普通话，更是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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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我国整体语言素质，以及教育。然而对于用普通话

进行语言扶贫，对我国经济发展具有一定的意义，因为

普通话的推广能够使我国的文字更加规范，也能够进一

步明确普通话在我国当中的法定地位，并且我国相关教

育、广播影视等电视台都是采用普通话进行表述。因此，

普通话扶贫的同时也能够利用扶贫来推广普通话，具有

非常远见的意义。 

2. 语言多样性对经济增长及相关因素的影响 

2.1 语言多样性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语言的多样性能够对经济产生非常大的影响，而这

种影响是非常多面的，同时这种影响的产生以及这种影

响的作用也是非常复杂的，而且语言多样性往往会阻碍

到经济的发展，而且其可能造成的影响具有非常强烈的

不确定性。以及语言多样性能够使交易成本大大提升，

并且不利于地区或者国家的经济发展，但是这并不意味

着语言多样性没有任何积极作用，在某种情况下，语言

多样性也具有其独特的积极作用，例如不同文化的交融

能够使得人力资本得到提升，同时也能够使得产业和就

业率得到提升。而当产业和就业得到提升，那么人力资

本就能够慢慢得到积累，也就能够变相的推动经济的发

展。会阻碍经济增长的因素是非常难以解决的，尤其是

方言的多样性，语言多样性自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对经

济发展作出促进的作用，而语言多样性不利于地区的经

济发展，尤其是方言多样性。对于经济的发展而言，具

备了非常显著的负面作用。如果受到语言多样性所带来

的影响，那么经济的发展就很难得到提升。而之所以中

国地域经济差异非常大，地理因素固然是一个非常关键

的因素，但是方言差异也是其中非常重要的因素。 

2.2 语言多样性影响教育和人力资本积累 

会对经济增长造成阻碍的就是语言多样性，而语言

多样性也会阻碍人力资本的积累，如果能够消除方言的

多样性，那么人均人力资本的积累都能够得以提升。而

且语言多样性对教育也有着非常大的影响，并且是负面

影响。例如方言多样性会导致文盲率提升，而且会抑制

地区的人力资本提升。同时如果地区方言统一，那么就

会对外来人口产生排斥心理，而这样不利于地区经济的

发展。但是如果我国的教育水平能够得到不断的提升，

那么语言都能形成负面作用，负面影响力会不断的削

弱。而这一点也说明教育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语言多

样性所带来的负面影响。那同时方言也会影响到人们的

就业情况，对于部分劳动力而言，很难跨区域进行工作。

而推广普通话教育，不仅仅是为了提高这部分人的区域

流动性，也是为了能够推动地区的发展，使劳动力市场

能够得到进一步的整合。 

表 1 语言多样性对经济增长及相关因素的影响 

对于经济的发展而言，

具备了非常显著的负

面作用。如果受到语言

多样性所带来的影响，

那么经济的发展就很

难得到提升。而之所以

中国地域经济差异非

常大，地理因素固然是

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

但是方言差异也是其

中非常重要的因素。 

例如方言多样性会导

致文盲率提升，而且会

抑制地区的人力资本

提升。同时如果地区方

言统一，那么就会对外

来人口产生排斥心理，

而这样不利于地区经

济的发展。但是如果我

国的教育水平能够得

到不断的提升，那么语

言都能形成负面作用，

负面影响力会不断的

削弱。而这一点也说明

教育可以在一定程度

上缓解语言多样性所

带来的负面影响。 

3. 在经济学视域下的语言扶贫策略 

3.1 开展语言扶贫需认识并遵循语言经济规
律 

虽然当前语言多样性会对语言能力以及经济发展

造成非常大的影响，但是实际上语言会对这些事物所造

成的影响也具备一定的规律性，如果能够正确的把握这

些规律，那么也能够找到正确的开展语言扶贫的途径。

而就现阶段而言，所体现出的语言经济规律有以下几

种。一方面不同的语言对于不同的个体的影响也存在一

定的差异，而主要会受到不同个体的受教育程度，性别

因素以及自身收入等个性特征的差异的影响。另一方

面，外语能力和普通话会对不同个体产生的影响也是存

在差异的，缺乏普通话能力不利于国内人员的流动，而

缺乏外语能力不利于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人员流动。因此

在这一点中也能够看出，语言扶贫时需要注意到对于不

同的个体而言有不同的需求，有不同的问题所在，所以

应该采取更加针对性的举措。同时语言会对经济发展所

造成的影响也会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因此如果其他因

素发生了变化，那么语言对于经济发展所造成的影响也

会发生变化，而这与大环境经济背景也有着非常大的关

系。 

3.2 开展语言扶贫需客观、全面地认识语言的
经济作用 

语言会影响到人力资本的积累，同时也会影响到劳

动力的流动以及技术的扩散。因此也可以看出语言对经

济的影响的范围是非常大的，而且语言对经济的影响会

直接深入到个体的收入情况，而且具有传导的作用。而

语言对于经济的影响是非常隐性的，往往不能马上就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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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其造成的负面的作用，需要过了一定的周期才能够发

现其负面作用，所以这也导致对于经济的影响往往会受

到忽略，但是语言其实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而且语

言会对经济造成的影响是伴随性的，还需要结合其他的

因素，才能够真正的显现出语言对经济的影响。例如语

言多样性并不是直接的影响人力资本的积累和劳动力

的流动，主要是因为方言的多样性导致人们之间的交流

和沟通产生影响，并且导致人们之间缺乏认同感。而因

为这些才渐渐的导致了劳动力流动和人力资本积累造

成影响。而这些因素本身就会影响到经济增长，语言多

样性对于经济是存在一定的影响力的，而同时人们的语

言能力也会对人们的收入情况造成非常大的影响。如果

人们不重视这种影响，那么对于人们的个人发展也会有

非常大的负面作用，而一种语言想要对经济起到促进的

作用，那么就必须达到普及的程度，只有具备一定规模

的语言统一才能够促进经济的发展。 

表 2 在经济学视域下的语言扶贫策略 

一方面不同

的语言对于

不同的个体

的影响也存

在一定的差

异，而主要会

受到不同个

体的受教育

程度，性别因

素以及自身

收入等个性

特征的差异

的影响。另一

方面，外语能

力和普通话

会对不同个

体产生的影

响也是存在

差异的，缺乏

普通话能力

不利于国内

人员的流动，

而缺乏外语

能力不利于

国家与国家

之间的人员

流动。因此在

这一点中也

能够看出，语

言扶贫时需

要注意到对

于不同的个

体而言有不

同的需求，有

不同的问题

而语言对

于经济的

影响是非

常隐性的，

往往不能

马上就发

现其造成

的负面的

作用，需要

过了一定

的周期才

能够发现

其负面作

用，所以这

也导致对

于经济的

影响往往

会受到忽

略，但是语

言其实是

一个重要

的影响因

素，而且语

言会对经

济造成的

影响是伴

随性的，还

需要结合

其他的因

素，才能够

真正的显

现出语言

对经济的

影响。 

如果人们

不重视这

种影响，

那么对于

人们的个

人发展也

会有非常

大的负面

作用，而

一种语言

想要对经

济起到促

进的作

用，那么

就必须达

到普及的

程度，只

有具备一

定规模的

语言统一

才能够促

进经济的

发展。 

要开展语

言扶贫，

那么首先

就要认识

到语言的

经济规

律，并且

把握好语

言经济规

律，在当

前的语言

扶贫工作

中，虽然

人们已经

初步的意

识到了语

言多样性

对于经济

发展以及

个人发展

所带来的

负面作

用，但是

还没能够

找到有效

的解决方

法，因此

还需要更

加深入的

对此进行

探索。 

所在，所以应

该采取更加

针对性的举

措。 

4. 结语 

综上所述，从古至今，贫困一直是人类发展过程当

中的阶段性产物，是所有国家都会面临的问题之一，也

是一直以来人类共同面对和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由于

贫困家庭受到经济状况影响，对于人们的成长，对事物

的认知以及心理健康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甚至对于人

们的语言表达能力也会产生影响，进而也影响了我国整

体经济的发展。目前，我国所实行的语言扶贫实践也正

是在为我国语言与贫困的研究提供了一次机遇。 

因此，要开展语言扶贫，那么首先就要认识到语言

的经济规律，并且把握好语言经济规律，在当前的语言

扶贫工作中，虽然人们已经初步的意识到了语言多样性

对于经济发展以及个人发展所带来的负面作用，但是还

没能够找到有效的解决方法，因此还需要更加深入的对

此进行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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