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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教语函〔2019〕4 号                                                        

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校语言文字工作
规范化建设的通知

各高等学校：

为贯彻落实《国家语言文字事业“十三五”发展规划》和教育

部、国家语委《关于进一步加强学校语言文字工作的意见》（教

语用〔2017〕1 号）精神，省语委、省教育厅印发了《关于进一

步加强学校语言文字工作做好达标验收的通知》（苏教语〔2017〕

1 号），明确各级各类学校分类推进、分步达标的工作目标。近

两年，各高校结合实际，不断完善语言文字工作机制和管理制度，

加大语言文字法律法规和规范标准的宣传推广，广泛开展推广普

通话和中华经典诵写讲活动，大力加强语言文字工作规范化建

设。截至目前，已有 93 所高校自主申报并被认定为语言文字工

作规范化建设达标。为按时完成“2019年底前高校全部完成达标

建设”任务，现就做好有关工作通知如下。

一、进一步提高对语言文字规范化建设重要性的认识

高校是语言文字工作的重要阵地，使用和推广国家通用语言

文字是高校依法办学的基本要求。各高校要进一步提高对语言文

字规范化建设重要性的认识，进一步增强工作责任感和紧迫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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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语言文字工作作为学校教育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围绕“打造

全社会语言文字规范化建设的示范标杆，提升师生语言文字应用

能力，增强师生自觉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自觉传承弘扬

中华优秀文化的意识”的总体目标，不断加强语言文字工作，积

极开展语言文字规范化建设，确保达标建设任务如期完成。

二、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加强高校语言文字工作

进一步完善语言文字工作机制。尚未成立学校语言文字工作

委员会的高校，要抓紧建立由校领导任主任、有关职能负责人参

加的学校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并设立语委办公室，明确工作职

责，落实责任到人。要建立健全学校相关部门、院系（单位）齐

抓共管的长效管理机制，明确考核要求，确保学校语言文字工作

有序开展。

进一步加大语言文字工作宣传推广力度。大力宣传党和国家

语言文字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积极普及推广语言文字规范标

准。策划组织好每年的推广普通话宣传周活动，培养学生的自觉

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意识，营造规范化校园语言文字环

境。积极开展全民阅读活动，建设书香校园。广泛开展中华经典

诵读、书写、讲解相关活动，促进中华优秀语言文化的传承和发

展，打造语言文字工作新品牌。

依法组织学生参加普通话水平测试。根据《江苏省实施<国

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办法》，为学生开设普通话培训课程，定期组

织师生参加普通话水平测试。已设有普通话水平测试考点的高

校，要进一步规范管理全校普通话水平测试工作，提高测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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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尚未设立考点的高校，学校语委办应集中组织有普通话水

平测试需求的学生报名，并委托临近高校考点代为测试，切实满

足学生测试需求。

积极发挥高校语言文字工作的社会服务功能。发挥学科、专

业、人才优势，组织开展语言文字相关科学研究，积极探索学校

语言文字工作新途径、新方法，组织师生志愿者送培训、送经典

下基层等活动。贯彻落实国家《推普脱贫攻坚行动计划

（2018-2020）》，将语言文字工作列入援助工作内容，组织 “推

普脱贫攻坚”暑期社会实践活动，赴省内外特别是“三区三州”地

区开展推普脱贫攻坚活动，助力精准扶贫。

三、及时报送高校语言文字规范化建设自查材料

   请 2018 年度未申报语言文字规范化建设达标的高校（附件

1），按照省语委、省教育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学校语言文字工作

做好达标验收的通知》要求，对照“主要目标”和《江苏省高校语

言文字工作考核要点》进行认真自查，对标找差，及时整改，报

送以下材料：①《江苏省高校语言文字工作基本信息表》（附件

2）；②《江苏省高校语言文字工作考核自评表》（附件 3），③自

评报告，包括学校概况以及语言文字工作制度建设、工作举措、

特色做法、取得成果等（不超过 2000 字）。

请于 7 月 15 日前，将上述材料纸质件（1 份）寄至省教育

厅语工处（地址：南京市北京西路 15 号，邮编 210024），电子

稿（word 格式）发至省语委办电子信箱 ywb@ec.js.edu.cn。联系

人：李倩南，联系电话：025-83335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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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2018 年未申报语言文字规范化建设达标的高校

2. 江苏省高校语言文字工作基本信息表

3. 江苏省高校语言文字工作考核自评表

      江苏省语委           江苏省教育厅

                         2019 年 3 月 28 日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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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18 年未申报语言文字规范化建设达标高校

南京大学

东南大学

河海大学

南京工业大学

南京师范大学

南京工程学院

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

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

南京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应天职业技术学院（民）

正德职业技术学院（民）

江苏卫生健康职业学院

南京城市职业学院

无锡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江阴职业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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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南洋职业技术学院（民）

太湖创意职业技术学院（民）

徐州医科大学

徐州工程学院

徐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徐州生物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常州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西交利物浦大学（中外合作）

昆山杜克大学（中外合作）

苏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苏州工业园区职业技术学院（民）

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沙洲职业工学院

苏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苏州健雄职业技术学院

苏州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硅湖职业技术学院（民）

昆山登云科技职业学院（民）

苏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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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理工学院（民）

南通职业大学

南通科技职业学院

连云港职业技术学院

炎黄职业技术学院（民）

盐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江苏医药职业学院

明达职业技术学院（民）

扬州环境资源职业技术学院

江苏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泰州职业技术学院

宿迁职业技术学院（民）

宿迁泽达职业技术学院（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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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江苏省高校语言文字工作基本信息表

学校：（盖章）                   填报人及联系方式：                                        
学校名称

学校地址 邮政编码

主管部门 建校时间 年   月

学校

规模

在校学生总数            人
上学年毕

业生总数
人

教职员工总数           人 教师总数 人

语言文字

工作情况

学校语言文字

工作委员会

校语委主任姓名：

学校行政职务：

校语委办主任姓名：

学校行政职务：

联系电话（手机）：

普通话水平

测  试  员

国家级：   人
普通话

水平测试

具体负责人姓名：

行政职务：

2016-2018 年参测人数：省级：     人

语言文字

课程和活动

课程及学时学分：   

学生社团数及活动：

社会语言服务

近年获得的

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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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江苏省高校语言文字工作考核自评表

学校：（盖章）                    填报人及联系方式：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考核要点 分值 自评分

1
制度建设
(20 分)

1-1       
工作机构

建立由校领导任主任、有关职能部门负责人参加的学
校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4 分）。语委办公室设在学校
相关职能部门（4 分），有专人负责日常工作（2 分）。

10 分

1-2       
长效机制

建立健全学校有关部门、院系（单位）齐抓共管长效
管理机制（2 分）。把语言文字工作要求列入办学相关
制度，明确考核要求（8 分）。

10 分

2
宣传普及
(30 分)

2-1        
法制宣传

加强语言文字方针政策、法律法规和规范标准的普及
宣传（4 分）。举办每年一度的推广普通话宣传周系列
活动（4 分）。

8 分

2-2       
语言环境

师生自觉规范使用语言文字的意识较强（3 分），校园
用语用字基本规范（4 分）。 7 分

2-3       
普及水平

为学生开设普通话培训课程并计入学时学分（5 分）。
依照《江苏省实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办法》组
织学生参加普通话水平测试，毕业生参测达标率不低
于 95%（10 分）。

15 分

3
文化传承
(25 分)

3-1        
课程讲座

加强面向全体师生的语言文字、语言文化、书法等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培训（3 分），积极为学生开设相
关必修课（7 分）。

10 分

3-2        
文化活动

广泛开展中华经典诵读、书写、讲解等活动（8 分），
培育一批语言文化类学生社团并经常举办活动（4 分），
抓好活动成果展示（3 分）。

15 分

4
社会服务
(25 分)

4-1
骨干培养

加强语言文字相关学科师资队伍建设（3 分）。承担地
方语言文字类培训项目（5 分），开展培训课程体系建
设研究（2 分）。

10 分

4-2       
科学研究

结合学科优势，开展语言文字本体、应用和信息化等
方面研究（3 分），有相关科研成果（2 分）。 5 分

4-3       
创新实践

积极探索学校语言文字工作新途径、新方法，形成可
供推广的经验（5 分）。组织师生积极参与国家通用语
言文字普及攻坚工程，为社会提供语言文字规范化咨
询服务（5 分）。

10 分

说明：满分为 100 分，70 分及以上为合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