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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主要以田野调查的具体事例为根据, 勾勒新疆地区的双语教育状况, 并对其发展作一定

的阐述。首先对新疆地区双语教育进行总体概括,然后以笔者田野调查得到的资料为依据,介绍新疆喀什地

区的双语教育现状,最后就新疆喀什地区在双语教育中存在的师资力量、教学方法、教材建设、民族母语作用

等问题提出一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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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双语教育概况

双语现象自古有之。根据考古资料, 早在几

百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中国境内就有不同族群

活动的足迹。摊开中国新石器时代以仰韶文化为

代表的各种考古文化分布图, 可以看到它与有文

献记载以来的中国各民族的分布十分相近。就是

说,有历史记载的民族分布与新石器时代的区系

文化大致相吻合。这说明中国多民族的分布格局

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经大体确定了, 各民族之间

的交往关系也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产生了。
[ 1]
由

此可见,有了不同民族之间的交往,就会有不同民

族语言的接触, 存在双语、多语现象。如公元 11

世纪由穆罕默德#喀什噶尔编撰的5突厥语词典6,

用阿拉伯文解释突厥语,是一本典型的双语工具

书。但是在各个历史时期,不同地域、不同族群的

双语,由于该地域的地理位置、民族人口、文化背

景、宗教信仰等因素而有所不同。

新中国成立以后,双语现象也有了新的发展。

在少数民族地区推行双语教育, 一方面是为了尊

重和保护少数民族享有使用和发展自己语言文字

的自由, 另一方面是通过学习族际语 ) ) ) 汉语

(以下统称为/ 汉语0)保证各民族之间的沟通交

流,以实现共同进步。

在各民族地区实施的双语教育模式, 基本上

是/民族语言+ 汉语0。但是各少数民族由于语言

文字和文化传统的不同,采纳的双语教学模式也

有所不同。这大致可分为两种。

第一种是基础教育阶段以少数民族语言(以

下统称为/母语0)教学为主,在适当年级开设汉语

课的教学模式。也就是说,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

双语教学。

第二种是以汉语教学为主, 基础教育阶段开

设本民族语言文字为辅的教学模式。

经过 50多年的发展,目前少数民族地区双语

教育体系基本形成, 在全国使用民汉双语教学的

学校有1万多所,在校学生达 600多万人, 使用 21

种民族语言在中小学不同层次地开展双语教

学。
[ 2]

11新疆地区的双语教育现状  新疆教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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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特点是以民族教育为主, 普通中小学采用维

维尔、哈萨克、柯尔克孜、蒙古、锡伯、俄罗斯等 6

种语言进行教学。据 2002年统计, 新疆地区使用

少数民族语言授课的中学有1 003所, 占全部中学

的 51157%, 小学有 4 161所, 占全部小学的

68186%,还有 561所民汉合校的中小学。在使用

少数民族语言授课的中小学中, 全区有维吾尔语

小学3 540所,中学 725所。
[ 3] ( P329)

以上学校除了汉

语课程以外,其余所有课程均用少数民族语言授

课(双语实验班例外)。

据教育部门最新统计,目前新疆地区学前、中

小学、中等职业学校在校少数民族学生数

2 346 864人,其中接受双语授课的学生257 040人,

占少数民族学生总数的 11%。民考汉学生

211 370人,占少数民族学生总数的 9%。少数民

族教师为144 780人, 具备双语教学能力的教师

18 342人,占少数民族教师总数的 1217%。
[3] ( P431)

到近年为止,新疆地区的双语教学主要是以

少数民族的第一语言 ) ) ) 母语作为教学语言, 汉

语为第二语言的双语教学模式。由于各地区的社

会语言环境、语言使用状况和使用范围等方面的

差异, 新疆地区双语教学模式可归纳为: ( 1)长期

单一存在的双语教学模式; ( 2)长期并行存在的双

语教学模式; ( 3)过渡双语教学模式等三种。

随着西部大开发的深入和经济一体化的加

速,新疆各民族对教育的要求也趋于多样化, 希望

子女上汉语学校或是双语实验班的家长日益增

多。自2004年起,各地区的双语师资队伍逐步壮

大,有足够条件的小学民语系从一年级起引入汉

语/语文0科目; 从三年级起, /数学0学科改用汉语

授课。乌鲁木齐市在 2006年秋季实现了小学民

语系三年级/数学0学科使用汉语授课基础上, 在

2007年秋季, 三年级/科学0学科也使用汉语授
课。预计到2008年秋季,小学民语系三年级除母

语文以外, 其他学科均使用汉语授课。预计到

2011年秋季, 小学各年级除母语以外, 各学科均

使用汉语授课。
[4]
根据目前新疆双语教育的发展,

有的学者认为, 新疆地区的双语教学模式将由以

汉语为第二语言教学的传统教学模式, 逐渐发展

到以汉语作为教学用语的双语教学模式。有条件

的学校,还将开设外语课, 实现/三语0教育的模

式。
[ 3] ( P449)

2. 新疆双语教育的地域差异  多民族、多语

言的新疆, 各地不仅自然环境不同, 而且生产方

式、社会环境、民族人口分布情况、语言使用状况

也有所不同。多民族杂居的大、中城市,不同民族

在交往中交替使用两种或多种民族语言。社会语

言环境就是自然双语或多语环境, 人们在日常生

活中,能自然掌握另一种语言。在有些地区,除本

民族社区以外的社会空间里汉语的使用频率较

高。另外, 也有民族结构以及社会语言环境单一

的地区,这里的人们要依靠接受学校教育才能掌

握第二语言。特别是在南疆的阿克苏、喀什、和田

三个地区, 维吾尔族人口占总人口的 80%以上。

在该地区维吾尔语是社区主要的交际工具,这三

个地区,其他少数民族也精通维吾尔语。当地居

民只能通过学校教育才能掌握第二语言。

社会语言环境对第二语言学习的影响也不可

忽视。社会语言环境单一的地区, 能与汉语接触

的空间和机会极少, 人们对学习语言重要性的认

识相对淡薄。在学校, 由于语言教学设备的不健

全,教师的汉语能力和汉文化知识不足等原因,学

生缺乏学习语言的积极性。虽然从小学四年级起

学习汉语, 但直到高中毕业也达不到/民汉兼通0

的要求。升到高等院校时,就是专门接受一年或

两年的汉语预科教育, 有一部分学生还是达不到

学校要求的汉语水平标准(以汉语水平考试为标

准) , 而不能进入专业学习。还有一部分学生,虽

然达到了汉语水平考试的标准, 但是进入专业学

习后因跟不上汉语授课的课程而中途退学。在大

中专院校, 因学生成长的社会语言环境的不同而

产生的汉语能力的差异,给教学和学生自身的发

展带来很多不便。

二、喀什地区的双语教育现状

喀什地区是维吾尔族聚居地区,维吾尔族人

口占总人口的 89% , 维吾尔语是通用语, 使用汉

语的机会少, 频率低。喀什在研究南疆乃至新疆

地区的社会文化动态时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笔

者在喀什市做了三个月的田野调查( 2006年 8月

到9月中旬, 2007年 8月到 9月中旬)。调查内容

主要是幼儿及中小学双语教育现状。下面笔者从

其教育现状出发, 为新疆双语教育研究提供一些

参考意见。

11学前#幼儿双语教育  为了推进学前双语

教育的发展,贯彻自治区5关于加强少数民族学前

)103)



双语教育6的决定, 遵循/ 以点带面,分区推行, 分

步实施,全面推广0的原则,自治区教育厅、财政厅

编制了52006~ 2010年自治区扶持 7地州开展农

村学前双语教育工作和经费使用方案6。这一方
案, 计划通过 5 年时间, 使 7 地州 56 个县、市,

85%以上的农村少数民族幼儿都能接受学前双语

教育。自治区落实拨付学前双语教育经费2 244

万元,使51 900名学前幼儿享受伙食补助和免费

双语读本, 1 296名学前双语教师享受工资补助。

2006年年底,自治区又追加 900万元,补助双语幼

儿学习。

喀什地区少数民族学前双语教育对象以农村

为重点,内容以汉语口语训练为主。有附设在小

学内的学前双语教育班和乡镇中心的幼儿双语教

育班。政府鼓励并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开办民汉合

园,推行民汉幼儿混合编班,以便与从小学一年级

起开设的双语教育相衔接。下面以 A 幼儿园为

例,介绍一下现行的幼儿双语教育状况。

A幼儿园是位于喀什市中心、规模比较大、建

园时间长、儿童人数较多、师资队伍相对健全的民

族幼儿园。笔者于 2007年 8月在这个幼儿园进

行调查时,在园儿童人数有 480名, 分 3个小班、4

个中班、3个大班、2个艺术斑。在园儿童中工薪

人员的子女比较多,也有农民和商人的子女。该

幼儿园在职教职工有 54名, 其中民考汉教师 4

名,民考民教师 28名(保育员也包括在内)。

A幼儿园自 1993年起以大班的幼儿为主,开

始实施双语教育。当时, 民考汉的 4名教师担任

教学, 主要教授汉语诗词、儿歌等。1995年起, 除

教授汉语儿歌外,还增加了生活用语、教室内用具

的名称。讲算术课时,教授数字的数法;给孩子们

读儿童故事时, 对故事里出现的小动物的名称等

也开始用汉语解说。在这期间, 4 名民考汉教师

每年培养一名民考民的教师, 以便尽快地适应双

语教学。为了落实自治区党委和政府的号召,自

2000年起在中班引进了双语教学, 自2001年起在

小班也开始推行双语教学。为了提高教师队伍的

汉语能力, 自 2002年起, 园长聘请喀什师范学院

的专家,利用星期六、星期天的时间进行教师汉语

培训,为使幼儿教师能适应双语教学。

  该幼儿园用少数民族语言教授的是各年级的

/品德0课、/艺术0课和/班会0,其他的课均用第二

语言 ) ) ) 汉语教授。小班根据需要灵活使用少数

民族语言。教材没有使用新疆教育出版社出版的

5少数民族学前双语教育6,使用的是5校本教材6。

主管幼儿园教学的副园长介绍说: /我们以前使用

过在北京、上海、浙江等地出版的教材。教材编得

相当好,但不适合我们的实际情况。备课时,教师

们也很辛苦, 孩子们也难以理解。考虑孩子们的

实际接受能力和地方特点, 使用5校本教材6后有

了很大的进步。0笔者通过在大中小班听课、访谈
教师和家长、观察孩子们的语言使用实况、与孩子

们谈话等方式对该幼儿园的双语教学情况进行了

考察。

为了提高孩子们的听力, 园内只播放汉语广

播。上课前,让孩子们背诵儿歌。各班的教学形

式大同小异:如教授的是语言课,教师先让孩子们

背诵儿歌, 之后用卡片让孩子们认数字、动物名、

蔬菜名、水果名、颜色等; 每个班都有录音机,教师

首先放磁带让孩子们听标准读音, 然后再领读;在

教学过程中使用汉语的比例较高, 孩子们对教师

的提问没有反应时用少数民族语言做解释;玩游

戏时,教师先用汉语解释游戏的方法,然后用少数

民族语言解释, 授课原则是尽量少用少数民族

语言。

少用少数民族语言, 多用汉语,对提高孩子们

的听力、理解能力有一定的帮助。但是教师们是

否有足够的汉语表述能力,孩子们是否有足够的

汉语听力、理解能力等都存在一定的问题。实际

上,除了民考汉教师以外,绝大多数教师使用汉语

都很吃力。虽然大家都经过了汉语培训,但是大

部分教师的语言表达能力仍不足, 声调变化等基

础知识也未掌握,发音和声调不准。如每天上下

课行礼时说的/起立 q�l�0,有些教师说成了/ q�l�0,

将/紫色 z�s�0, 说成/ z�s�0, 前鼻音/ n0和后鼻音

/ ng0的发音不准等。另外, 大部分老师说汉语时

喀什口音较重。

小班的孩子能用汉语背诵儿歌及数字, 能讲

简单的童话。有些孩子说的汉语比其母语熟练。

但是大中小班大部分的孩子都是死记硬背,不知

道自己背诵的儿歌是什么意思。问一些简单的生

活用语,很多孩子不能回答。特别是农民家庭的

孩子, 其发音、声调、理解能力相对差一些。因为

孩子们回家后没有机会复习在幼儿园学的内容,

父母自身的汉语能力偏低,无法辅导孩子。

2. 小学的双语教育  在 2006年的田野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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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笔者访问过喀什市的两所小学。一所是H 双

语小学,另一所是 K民族小学。遗憾的是, 在这

两所学校没能通过听课的方式, 而是通过访谈了

解双语教育的实际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在与 H

双语小学 C校长访谈时了解到, 希望入该校学习

的学生络绎不绝, 报名的学生超过了计划招收的

名额。由于学校规模有限,教师队伍不足等原因,

不能扩招新班。C校长介绍说: /有些学生的家长
一句汉语也不懂, 开家长会、访问学生家庭时,是

孩子为父母当翻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很高,但

是,因为家庭语言环境和社会语言环境中维吾尔

语占绝对的优势, 家长无法辅导孩子, 因此,部分

学生的成绩上不去。0C校长还对目前喀什地区的

双语教育作了如下结论: /包括我校, 现在喀什地

区极缺民汉兼通的双语教师。少数民族学生的学

习积极性很高, 家长虽然不能给予辅导,还是支持

自己的子女学习汉文。其实, 少数民族学生很聪

明,学起来进步也很快。在喀什使用汉语的机会

比较少,社会语言环境相对较差。我们的教师队

伍数量不足, 质量不高。为了全面提高少数民族

学生的汉语能力,急需既了解汉语和汉文化, 又了

解少数民族语言和文化的双语教师。0根据 C 校

长介绍,该小学所有的科目都用汉语授课,从三年

级起,增加维吾尔语科目。也就是说,该校采取的

是汉语教学为主的双语教学模式。

K民族小学是采取以少数民族语言教学为主

的双语教学模式。根据主管教学的 J教师介绍,

该小学每年招收一个少数民族学生双语授课实验

班。该班的汉语教学课时数比普通班多,数学课

用汉语授课。近两年希望入双语授课实验班的学

生在不断增加, 但是,因为能担任双语实验班课程

的教师极缺, 不能完全满足入学者的希望。自

2006年9月起,该校一年级增加了汉语/语文0科
目,三年级的/数学0改用汉语授课。

3. 中学的双语教育  喀什地区双语实验班起

步比较晚, 据 2003年的统计, 喀什地区招收双语

授课实验班的学校只有两所
[5]

,而且普及速度缓

慢。喀什地区首次实行双语实验班的Z 中学在实

行双语教育中遇到的难关也是教师的汉语能力问

题。有一部分少数民族教师的专业能力很强,有

丰富的教学经验, 但因不具备足够的汉语表达能

力,则无法担任双语实验班的课程。

2006年笔者访问该校时, 在校学生有3 500

名, 47个民族班,其中 17个双语实验班。教职工

有283名, 其中 80名是汉族教师, 140名是少数民

族教师。笔者在高中三年级的双语实验班听了数

学、物理、化学等课。数学和化学由汉族教师任

课,物理是民族学校毕业的少数民族教师任课。

在听课过程中, 笔者注意到,大部分学生没有

专心听教师的讲解,反而不停地翻阅教科书。为

此深感不解的笔者在下课时问了学生。下面是当

时用维吾尔语与他们进行的对话:

笔者: 你们是从高中一年级起进入双语实验

班的吗?

学生: 我们班的大部分同学从初中就上了双

语班。有少数同学是从高一才开始进入双语实验

班的。

笔者:数学、物理、化学用汉语授课能听懂吗?

学生:基本上能。初中在普通班学习的同学

有一定的困难。

笔者:用汉语上课时,你们觉得什么样的老师

讲课好呢? (笔者提问的目的在于搞清楚他们听

课时看教科书的原因)

学生: /民汉兼通0的老师。有些少数民族老
师的发音不是很准确,汉语表达能力有限,老师上

课也吃力,我们也听不懂。也有极少部分汉语方

言比较重的汉族老师,因为不知道老师在说什么,

只能看书自学。

听了学生的话,笔者了解到他们上课时翻阅

教科书的原因。双语实验班大部分学生希望自己

的任课教师是/汉语发音标准、四声分明、说话流
利、表达能力强的少数民族教师0。其理由是:用

汉语难以理解的内容可以用母语做补充解释, 可

以节省时间。汉族教师授课时,若有不懂的地方,

教师不能用学生的母语做补充性的解释,学生得

通过对照汉语课本和维吾尔语课本自己进行思考

理解。这样,虽然能巩固每一堂课学习的内容,但

是为复习一节课要花费过多的时间, 整体学习效

果不佳。

通过笔者的实地考察, 不难看出在新疆喀什

地区, 不管是幼儿双语教育, 还是中小学双语教

育,面临的难题都是双语教师/一缺二低0的问题。
据最新统计, 全区少数民族教师为144 780人, 其

中具备双语教学能力的教师18 342人, 仅占少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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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教师总数的 1217%。¹ 因此, 笔者认为今后

喀什地区普及和推广双语教学, 使双语教育得到

健康的发展,取决于/民汉兼通0的双语教师的师

资队伍建设工作的进展程度。

三、对于双语教学现状的分析

上述事例表明,喀什地区的中小学汉语教学

和少数民族学生双语授课实验班起步较晚,发展

较为缓慢。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克

服和解决喀什地区及新疆双语教育实践中存在的

困难和难题,逐步缩小双语教育的地域差异, 使少

数民族学生达到/民汉兼通0的目标。
1. 强化师资队伍建设, 培养/民汉兼通0的双

语教师  如前所述, 在提高双语教育质量的过程

中,提高教师双语能力至关重要。对汉语为非母

语的少数民族教师而言,不能仅满足于他们的汉

语语言能力 (发音、语法、语言表达能力、阅读能

力、写作能力等) , 而且还要鼓励他们熟悉与语言

相关的文化知识。汉语为母语的教师应该具备用

少数民族语言来讲解问题的能力。有个别地区不

考虑该地区的实际情况,在没有足够的师资队伍

的条件下,只是为适应群众的双语热情,就盲目推

进双语教学, 这是难以收到理想效果的。就学前

幼儿双语教育来说, 由于没有全面考虑到学前双

语的客观规律和实际办学条件,盲目扩大规模,给

管理、教学、师资都造成了极大压力, 同样也不能

保障双语教学的质量和效果。

2. 改进教学方法, 完善教学设施  20世纪 90

年代以来, 在政府的重视和支持下新疆的双语教

育有了很大的进步。但是在教学方法上还存在一

些问题。虽然针对少数民族的汉语教学也吸收了

一些外语教学的方法,但由于研究不够,缺乏比较

全面的理解。比如说, 在教学中普遍提倡用直接

教学法,而完全否定了翻译法等传统的教学方法。

对汉语基础差、词汇量少的学生来说,直接教学法

难以接受, 适当的使用翻译法反而有助于提高学

生的语言能力。

喀什地区的社会语言环境是出了教室能与汉

语接触的机会少,由于教师的发音不准等原因,就

是在学校接触的汉语也不够标准。在这种情况

下,应该尽量为学生提供语言教学设施,给学生创

造享受优质语言教育的条件。新疆中小学远程教

育的实施和普及或许能解决教学设施的难题。

3.重视教材建设, 根据学生的汉语基础选择

教科书  教材问题是现行的双语教育中需要解决

的难题之一。教材的编写和选用必须适合本地特

点和学生的认知能力, 要符合少数民族双语教学

的内在规律。因为新疆长期以来是用少数民族语

言授课,师生们的汉语水平限制在日常用语的范

围之内,大部分教师不具备使用作为教学媒介用

语的汉语的水平。因此,完全使用汉语编写的教

材,对教师来说是个很大的压力,也难以保障教学

效果。对汉语词汇量少、不熟悉专用汉语(如数学

用语、物理用语、化学用语等)的学生来说,会加重

学习压力,对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起负面作用。为

使双语教育健康发展, 要尽快解决双语教材的空

缺问题。

4. 不能忽视母语在第二语言教学中的作用  

在语言学习过程中, 母语的作用其实是不能低估

的。在第二语言教学上, 许多第二语言教学法,包

括一些最新的教学法大都重视母语在第二语言学

习中的作用。可以说, 肯定母语在第二语言教学

中的作用是有科学道理的。国外许多外语教学法

流派及第二语言教学理论也对母语在第二语言教

学中的作用给予了肯定, 如 Jim Cummins、Marcel

Danesi、中岛和子等。
[ 6]
国家语委副主任,教育部语

言文字信息管理司司长李宇明对母语的作用也表

示过明确看法,他说: /我们现在认为,中国人首先

要尊重自己的母语, 要学好母语,一个人能够创造

的最高点 ) ) ) 建立创新型国家,是要靠母语的训

练,没有母语的训练,一个人是不能达到素质的提

高的。爱因斯坦如果不是用母语 ) ) ) 德语来思

考,是达不到它的高度的。0 º

语言是人类思维的工具, 母语思维在第二语

言学习中的作用不容忽视。少数民族语言(母语)

完全形成后,语言学习者在学第二语言时,可以有

意识地把思维从母语的基础上转换到第二语言

上。就本文所涉及的内容来讲, 为使少数民族学

生学好第二语言,有必要打好第一语言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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¹

º 国家语委: /重视母语不是把母语和外语对立起来0 , 中国新闻网, http:PPcn. news. yahoo. comP07- 08P1063, 2007- 08- 16.

努尔#白克力: / 科学规划 开拓进取狠抓质量 促进学前-双语. 教育持续健康发展 ) ) ) 在自治区学前-双语. 教育工作现场会上

的讲话0 , 2007年 6月 27日。



四、结语

在强调多元文化的今天, 针对如何保护少数

民族语言文化, 保持语言多样性的问题时,学校教

育起着重要的作用。教育人类学认为, 学校教育

只是主流文化实现其社会目的的最重要的场所,

它不能代替其他文化适应过程, 而是使这些文化

适应获得升华,抽象为文化的现实方式。学校里

将始终存在着跨文化冲突,同时也存在着主流文

化对各种文化的整合。在民族学校, 由于多元文

化的复杂性, 这种冲突和整合就表现得尤为强

烈。
[ 7]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在中国,汉语是各民族

相互交际的族际语, 在社会文化、政治经济、科学

教育等领域内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对少数民

族来说,掌握和使用汉语的程度如何,已成为影响

其自身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不可否认,保护少

数民族语言文化, 以使中国文化的多元性得以弘

扬,也是社会和谐发展和人类总体进步所不可忽

视的。因此,如何科学地理解双语教育的目的,如

何为实现此目的采取合理方法等问题正在成为亟

待解决的课题。只有科学地解决了这些课题,才

能体现费孝通先生提出的/中华民族文化多元一

体0的思想, 克服双语教育中的偏见和狭隘,实施

和发展更为开放、合理、和谐的双语教育及多元的

文化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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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et Situation and Prospect of Bilingual Education in Xinjiang

) ) ) A Survey in the Perspective of Field Investigation

Guljanat Anatulla
( Faculty of Human- environment, Kyushu University, Japan 811- 0215)

[Abstract]  This paper describes bilingual educat ion and its development in Xinjiang based on field

investigations. The writer first makes a general introduction of bilingual education in Xinjiang, and then on the basis

of the materials obtained from field investigat ions, describes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bilingual education in Kashi of

Xinjiang. Finally, some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to deal with problems in bilingual education in Kashi such as

problems of teaching body, teaching method, teaching materials and the role of the mother tongue.

[Key words]  bilingual education; the Uygur language; Chinese; regional d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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