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引 言

毫无疑问，当代人类的知识先锋早已认识到，全

球少数民族语言是人类语言多样性的核心组成部分

和最为重要的表征，而语言多样性中珍藏着人类祖

先留给子嗣后代的历史记忆和实践智慧。但是鲜活

的社会事实———许多少数民族语言正像生物物种

一样在灭绝或濒临灭绝，在重复昭示着认识与行动、

理论与实践之间的鸿沟就横亘在当代人类的面前。

在一份由像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佴vi-Strauss，
1908~2009）这样的人类学巨擘出任名誉委员的世
界文化与发展委员会的报告中称，当前全世界仍在

使用的 5 000~20 000种语言在 21世纪将有 90%会
消失［1］。

裕固族有两种本族语言，是亚洲，这一世界上语

言多样性最丰富地区的至少两千余种语言中的两种

语言［2］，分别被称作西部裕固语和东部裕固语。目

前，这两种语言都已成为濒危语言，发展前景不容乐

观。面对本族语言濒危的状况和情势，裕固族地区先

后进行了 3次语言教育试验，力图为本族语言的传
承和振兴探索行之有效路径。

本研究将在使用笔者自 1996年以来数次在甘
肃省张掖市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和酒泉市肃州区黄泥

堡裕固族乡田野调查所获资料的基础上，通过描述

3次裕固族地区基础教育领域的裕固语教育试验，
来勾勒裕固族作为中国人口较少民族之一，不断追

求语言公平传承的历程。更具体地说，本研究将采用

本质性个案研究（intrinsic case study）［3］的策略，以

“过程－事件分析”（process-event analysis）［4］为基

本视角，对裕固族在追求语言公平传承的社会过程

进行教育人类学研究。

二、作为社会事件的 3次裕固语教育试
验的描述

截至 2010年，在裕固族聚居区学校教育中共开
展了 3次裕固语教育试验，其中前两次教育试验以
失败告终，第三次教育试验仍在进行中。兹将这 3次
语言教育试验的背景、过程、结果，以及简要的归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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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分述如下。

1. 第一次裕固语教育试验
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标

志着国家生活的拨乱反正，从“阶级斗争”全面转向

“四化建设”，受到之前诸种社会政治思想和运动影

响而搁浅、扭曲甚至取消的民族政策得到了全面恢

复和创新发展。特别值得一提的，一是 1980年 10月
9日，教育部和国家民委在《关于加强民族教育工作
的意见》中重新肯定了教育对少数民族和少数民族

地区发展的重要性，指出“少数民族地区的四化建设

和繁荣发展，需要大批建设人才，必须发展各类学校

教育。……我们帮助少数民族，最有远见的办法，就

是要从办好教育，大力培养人才做起”，同时针对语

言文字教学问题指出“凡有本民族语言文字的民族，

应使用本民族的语文教学，学好本民族语文，同时兼

学汉语文”，“没有本民族文字而有独特语言的民族，

应以本民族语言辅助教学”；二是 1981年 2月 16日
至 25日在北京召开的第三次全国民族教育工作会
议上则更加明确地指出，“民族学校是发展民族语言

文字的重要阵地”［5］，“我们应积极提倡，少数民族学

生在小学和中学阶段首先学好本民族语文，同时学

习汉语文”［5］。

正是在上述的宏观背景下，第一次裕固语教学

试验出现在裕固族的聚居区之一———酒泉地区酒泉

县黄泥堡裕固族乡（现为酒泉市肃州区黄泥堡裕固

族乡）。该乡的前身是成立于 1954年 4月 11日的黄
泥堡裕固族自治区（乡级），隶属酒泉专属，下辖 5个
行政村，1955年 11月，撤区并乡成立隶属于酒泉县
直接管辖的黄泥堡裕固族乡。从 1958年政社合一，
与邻近的汉族聚居的漫水滩合并成立黄泥堡人民公

社开始，直至 1981年 7月落实民族政策重新成立黄
泥堡裕固族公社，中间黄泥堡的行政隶属多有变更，

其民族乡的身份也不复存在。1983年 8月 27日，按
照体制改革的要求，将其名称改为黄泥堡裕固族乡

沿用至今。

当地的裕固人的先民主要操西部裕固语，但从

户族姓氏和民间记忆看，也有操东部裕固语原居祁

连山中的少数部众融入其中，由于与汉族农业村落

邻近，加之生产方式由以畜牧业生产为主逐渐转变

为以农耕生产方式为主，在与汉族文化的接触和互

动中，本族语言逐步衰退，汉语汉文逐步兴起，在 19
世纪中后期就出现了裕固族秀才，甚至还出现了在

附近汉族地区开学授课的秀才［6］。至 1949年解放前，
至少在公共领域已经普遍使用汉语文，能以本族语

言进行日常会话交流的民众已属凤毛麟角。新中国

成立后，随着以汉语文为载体和工具的学校教育的

进一步发展，汉语文的使用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在

1978年之后，自 1957年开始的在历次激进社会政
治运动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意识形态氛围中受到

压制的、以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为主的身份政治话

语开始活跃起来，终于以本族语言教育试验为主要

载体展演出来。

1983年 11月至 1984年 7月间，黄泥堡裕固族
乡中学开展了裕固族地区第一次普及西部裕固语的

课堂教学活动。按学校教育活动的基本要素可分述

为：1）教师：聘请了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原明花区明海
乡（现明花乡明海片）人安翠花任教，她当时是高中

毕业生，能熟练使用西部裕固语，但是没有受过专门

的师范教育和少数民族语言教学培训；2）学生：在校
的裕固族、汉族学生都接受西部裕固语教育，分成 3
个大班，其中小学生一、二、三年级为一个班，四、五

年级为一个班初中生一、二年级为一个班；3）教学内
容：当时没有裕固语教材和可以参考的资料，只能采

用口耳相授、汉字注音的方法，教学内容以教计数体

系、亲属称谓和日常用语等为主。这种教学活动的难

点是学生普遍发音不够准确，需要反复教。但学生学

习态度认真，年龄越小的学生掌握得越好。从总体上

讲，获得了较好的教学效果。但是，由于学生学习西

部裕固语影响了年龄较小的学生对汉语文的学习，

而且在校的裕固、汉两族学生都学习西部裕固语，由

此引起了一些汉族学生家长的反对，再加上缺少语

言环境，无法巩固学习成果等原因，最后只好停止了

西部裕固语课堂教学活动［7］。

这次课堂教学活动，在裕固族其他地区引起了

一定的反响。起初，在那些本族语保持较好地区的裕

固人看来，这只是黄泥堡裕固族乡已经“汉化”的裕

固人为了证明自己的民族身份而作的一次努力，只

有极少数的人开始意识到本族语的保持已经成为一

个值得思考的社会问题。直到 1990年代中后期，随
着裕固语使用范围的萎缩、使用频率的减少，产生了

“本族语言危机”。在此之前，根据日常生活得出的

“只要裕固人存在，裕固语就会保持下去”的常识弥

漫乡野草滩上裕固人中，这时的裕固人才逐步认识

到，情况未必如此，很可能将来会出现“裕固人还存

在，裕固语却消亡了”的局面。于是，对这次教学活

动的积极评价越来越多，甚至成为 2004年始的裕
固族地区第一次开发本族文化课程和编写第一本裕

固族乡土教材———《裕固家园》时的灵感源泉和行动

示范［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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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第二次裕固语教育试验
1992年 10月 12日，中国共产党十四大报告正

式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体制”，次年 11月 14日，中国共产党十四
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于是，波澜壮阔的经

济体制改革和市场经济活动在中国大地上展开了。

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原本在“两个大局”的第一

步“东部地区先发展”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思想指导

下造成的东西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越来越严

重，至 1990年代末期，其弊端，例如资金、技术和人
才一味地“孔雀东南飞”等已经充分显露出来。为了

全面贯彻“两个大局”的战略思想，面向新世纪全面

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1999年 11月，中央经济
工作会议做出了进行西部大开发的战略决策，次年

1月，国务院成立了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同年 10
月，中国共产党十五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

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

议》，把实施西部大开发、促进地区协调发展作为一

项战略任务，强调“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加快中西

部地区发展，关系经济发展、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关

系地区协调发展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是实现第三

步战略目标的重大举措”［9］。西部地区多为民族自治

区域和少数民族聚居区，如何在促进其经济社会快

速发展的同时，保护好该地区的生物多样性和文化

多样性这一问题，迅速成为备受国际国内社会各界

关注的现实问题。为了应对这一挑战，2003年 3月，
“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正式启动。

正是在上述宏观背景下，第二次裕固语教学试

验出现在现在裕固族的另一个聚居区———张掖市肃

南裕固族自治县。该自治县的前身是成立于 1954年
2月 14日的肃南裕固族自治区（县级），隶属酒泉专
属，1955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改称
为肃南裕固族自治县，自治县人民政府改称为自治县

人民委员会，同年 10月，改属张掖专属，1981年，自
治县人民委员会改称为自治县人民政府，直至今日。

自治县境内的裕固族操 4种语言：操西部裕固
语的裕固族主要分布在皇城镇、红湾寺镇、明花乡和

大河乡，操东部裕固语的裕固族主要分布在皇城镇、

红湾寺镇、康乐乡，操汉语的裕固族主要分布在明花

乡和大河乡，少数操藏语的裕固族主要分布在皇城

镇。历史上，自 17世纪末期，本族文字———回鹘文最

终退出历史舞台以来，在宗教界和世俗部落联盟制

政权上层曾使用藏文和汉文。这里是裕固族现代学

校教育的兴起之地，早在 20世纪 30、40年代，祁连

山北麓的藏传佛教宗教领袖顾家堪布七世在中华民

国南京政府蒙藏委员会驻酒泉调查组的帮助下，先

后在裕固族聚居区兴办了 4所学校：莲花寺小学、明
海寺小学、红湾寺小学和慈云寺小学。1949年新中
国，随着教育发展，特别是 1958年“教育大跃进”之
后，汉语文迅速进入了裕固族聚居区的日常生活中。

改革开放以来，汉语文的使用地位得到了进一步的

巩固，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本族语言使用人口占

本族总人口的比例逐渐下降，代际断裂特征越来越

明显，使用频率逐渐降低，汉语借词增多，与汉语的

“混合化”程度越来越高。1997年，裕固族全民族实
现“基本普及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目标。

这次裕固语教学活动肇始于一次教师节座谈

会。2003年 9月 8日，中国共产党肃南裕固族自治
县委员会书记阿布带领自治县 4套班子在教师节前
夕慰问教师，召开了一个座谈会。自治县人民医院医

生巴战生作为家长代表发言，提出：肃南是一个以裕

固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县，学校教育中没有任何少数

民族文化内容是不应该的；学校应该在不影响学生

升学的前提下，以多种形式开展以少数民族文化为

主要内容的教育教学活动，特别是学校教育中应该

鼓励裕固族学生学习裕固语，最好以兴趣小组的形

式开展学习裕固语的活动。他的主要理由是，一方

面，裕固族人口少，没有文字，熟练使用裕固语的人

数在不断下降；另一方面，学习裕固语能使裕固族学

生增强民族自豪感和学习动机，还可以整合被闲置

的教育资源，促进学生全面发展。这一建议立即得到

了自治县人大副主任白忠诚和裕固族文化研究室主

任、著名作家铁穆尔的赞同，经过讨论，座谈会上确

定由自治县教育局具体落实这一建议。9月 11日，
自治县教育局下发了文件，指出“为继承和发扬我县

少数民族优秀文化、传承民族文明，要求全县少数民

族聚居地所在学校以兴趣小组的形式积极开展民族

语言第二课堂活动”，并作了具体安排［9］。

文件下发后，实际上只有坐落于红湾寺镇中心

区的自治县红湾小学落实文件精神，于 2003年 9月
至 2004年 7月间开展了西部裕固语兴趣小组的第
二课堂活动。按学校教育活动的基本要素可分述为：

1）教师：由该校体育教师钟玉琴担任，她是原明花区
莲花乡深井子村人，大专学历，能熟练使用西部裕固

语，但是没有接受过少数民族语言教学培训；2）学
生：该校自愿报名参加的学生，人数一度在 26~43人
左右；3）教学内容：兴趣小组的学习内容主要以亲属
称谓、常见事物名称和日常用语为主，教师的参考资

料也十分有限，只有《西部裕固语简志》和《裕固族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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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等数本学术研究和文化知识书籍。2004年 9月，
只有高年级学生 8人报名参加兴趣小组，学校认为
小组人数太少，停止了兴趣小组的活动。笔者通过各

种途径了解到的该兴趣小组的实际情况和停办原因

主要有：一是，低年级学生语言学习成果巩固率较高

年级学生为差；二是，部分学生家庭使用的语言为汉

语，而且整个社区语言以当地汉语方言为主，学生缺

乏学习西部裕固语的家庭及社区语言环境，影响语

言学习成果的巩固；三是，部分学生参加兴趣小组，

不是出于自己的兴趣，而是出于家长的意愿，这些学

生不参加或退出兴趣小组也是出于家长的意愿；四

是，部分主课任教教师认为，学习西部裕固语影响学

生学习汉语文、英语文，因此对学习西部裕固语持反

对，至少是不赞成的意见；五是，个别家长除不让自

己的子女参加兴趣小组的活动，还在社会上散布“少

数民族语言无用论”和“少数民族语言落后论”，破坏

了兴趣小组的社会支持性环境［10］。

这次兴趣小组活动的失败，不仅在裕固族地区

引起了关注和思考———为什么裕固语教学不能顺利

在学校教育中开展并保持下来，而且引起了国际国

内学术界的关注和思考———裕固语教学实验的经验

在当下的全球化时代意味着什么。笔者也曾应邀参

加 2006年 3月在中国北京大学召开的“北京大学首
届教育社会学国际研讨会”和 2006年 4月在美国迪
金森学院召开的“少数族群教育肯定性政策国际研

讨会”，发表了两篇论文分别从学校教育功能和民族

政策过程的角度描述和分析前两次裕固语教学实验

活动基本情况和失败原因，引起了与会专家学者的

兴趣和关注［11-12］。

3. 第三次裕固语教育试验
在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中，“三农问题”一直占据

着极其重要的地位。2005年 10月，中国共产党十六
届五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指出“建设社会

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

并要求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

洁、管理民主”的要求，坚持从各地实际出发，尊重农

民意愿，扎实稳步推进新农村建设。之后，中国政府

连续出台一系列“惠农新政”，使广大农村地区的面

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随着

中国现代化进程全面展开和纵深推进，包括裕固族

在内的“人口较少民族”的生存与发展问题从学术研

究进入了国家公共政策的视野和议程。根据国务院

要求，国家民委、国家发改委、财政部、中国人民银

行、国务院扶贫办 5部门联合编制了《扶持人口较少

民族发展规划（2005~2010年）》；2005年 5月 18日，
温家宝总理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该

《规划》；2005年 8月 29日，国务院召开“全国扶持
人口较少民族发展工作会议”部署实施，就目前情

况而言，该项政策取得了显著的发展成果和社会效

益［13］。在基础教育方面，面对区域发展差异和社会

多样需求，以及学校课程“大一统”和“一刀切”所产

生的种种弊端，2001年 6月，经国务院同意，由教育
部颁布《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开始实行

国家、地方和学校三级课程管理体制。另外，于 2010
年 7月 29日国家正式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
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在“第九章 民族

教育”中规定，“国家加大对人口较少民族教育事业

的扶持力度”，这就明确了国家在改革和发展人口较

少民族教育事业上的责任和义务［14］。

正是在这样的宏观背景下，第三次裕固语教学

试验拉开帷幕，目前仍在持续发展中。这次教学试验

不是在九年制义务教育制学校，也不是六年制初等

教育学校开展，而是在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幼儿园中

进行。该幼儿园创办于 1980年 4月，截至 2011年 3
月，共有幼儿 318人，分属裕固、藏、回、满和汉 5个
民族，其中城镇幼儿占全园幼儿总数的 54%，少数民
族幼儿占全园幼儿总数的 65%，裕固族幼儿 139人，
占全园幼儿总数的 44%。
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幼儿园的裕固语教学试验是

于 2007年秋季学期开始，针对中班和大班的裕固族
幼儿开展的。是年 9月，该园开展了东部裕固语教
学，第二年 3月，西部裕固语教学也开展起来了，于
是，该园就成为目前全世界惟一在进行两种裕固语

和汉语教学的双语教育机构。这次教学试验活动，按

学校教育活动的基本要素可分述为：1）教师：西部裕
固语的授课教师分别是杨爱玲和索蕊，都是肃南裕

固族自治县明花乡人，杨爱玲毕业于张掖市体育运

动学校柔道专业，中专学历，索蕊毕业于甘肃民族合

作师范专科学校汉语言文学专业，大专学历；东部裕

固语的授课教师是高玉梅，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康乐

乡人，毕业于张掖师范学校幼儿师范专业，中专学

历。3位教师都能较为熟练使用自己所教的裕固语
和汉语，但至今 3位教师都没有接受过少数民族语
言教学的专门培训；2）学生：该园中班和大班的裕固
族幼儿；3）教学内容：因为没有教材，教师在教授语
言时更多地采用口语发音和肢体语言来进行示范，

教学计划基本上遵循由简到繁，由易到难的原则，教

学内容从学习基本词汇，例如数数字、动植物名称、

亲属称谓等开始，慢慢过渡到简单句的学习。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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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秋季学期前，两种裕固语都是隔天教学，每次课

30分钟，其中：星期一和星期三教西部裕固语；星期
二和星期四教东部裕固语；星期五放学前，即下午

2：30~2：40，每次邀请 3~4名精通东部或西部裕固语
（两种语言交替轮换，如第一周为东部裕固语，第二

周即为西部裕固语）的家长到园和东部或西部裕固语

班的幼儿进行分组交流，以口头对话为主。2009年
秋季学期起，两种裕固语的教学是每天 16：00~16：30
进行，同时取消了邀请家长到园进行语言交流的活

动。在社会各界的帮助下，该园正在文丽华园长的带

领下，汇聚力量，争取资源，自主开发校本教材，包括

光盘和磁带等辅助性教学资料。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009年 3月 20日，该幼儿
园邀请了自治县领导、裕固族文化研究室研究人员、

精通裕固语的部分幼儿家长召开了有史以来第一次

“裕固族语言课教学研讨会”。会议对开展裕固语教

学的意义、方法和教材开发等教学资料建设进行了

热烈而富有建设性的讨论，还邀请 6名精通裕固语
的家长作为幼儿园裕固语课（校）外辅导员，每周轮

流到幼儿园与幼儿进行语言互动、交流和辅导，以激

发幼儿学习本族语言的兴趣，为幼儿创设一个学习

语言的良好环境，达到延伸教学活动，巩固教学效果

的目的［15］。

从上述 3次教学试验活动看来，越来越多地体
现了“学习裕固语，从娃娃抓起”的理念。其中，共同

存在的问题是：1）裕固语课程没有形成体系，幼儿教
育、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之间的衔接问题还未被正

式提出；2）没有制定课程标准和进行系统的教学设
计；3）教师都没有接受少数民族语言教学和裕汉双语
教学的培训；4）没有适宜的教材等教学资料和课外读
物等巩固性学习资料；5）家庭和社区语言氛围较差；
6）以基础教育教学促进裕固语的保护，目前还没有
形成完备的政策、法律与社会支持体系［16］。

三、裕固族在学校教育中追求语言公平
传承的社会过程的分析

自从 20世纪 20年代以英国社会人类学家马凌
诺斯基（B.K.Malinowski，1884~1942，又译马林诺斯
基、马林诺夫斯基）和拉德克利夫·布朗（A.R. Rad-
cliff-Brown，1881~1955）为理论旗手的“功能主义人
类学”崛起以来，人类学抛弃古典进化论和古典传播

论对人类历史宏观社会过程的想象和探讨，“过程”

的视野悄然退出了人类学理论研究主流。第二次世

界大战后，在社会文化人类学的分支领域和学

科———仪式人类学和政治人类学等领域重新燃起了

对社会文化过程探究的热望，以 1954年“斯坦福大
学教育与文化学术研讨会”的召开为确立标志的、文

化取向的美国教育人类学也处在这一学术潮流中，一

度把教育视为文化过程，被称为“美国教育人类学之

父”的斯宾德勒（G.D.Spindler）还曾主编了富有时代
特色且拥有高引用率的文集———《教育与文化过程：

人类学的路径》［17］。

依照社会人类学，特别是其分支学科———以社

会分析为核心的政治人类学的传统，可以将学校教

育看作是一个多元主体参与其中的、多元话语竞争

的社会过程，但实质仍然是权力博弈的社会过程。在

对田野研究所获民族志资料进行梳理分析的基础

上，兹将裕固族在学校教育中追求语言公平传承的

社会过程分析如下：

1.该社会过程是多元社会行动者互动的过程
3次裕固语教学试验是 3个表面孤立，内里连

续的社会事件。就 3个社会事件勾勒出的社会过程
的现实情况而言，参与其中的作为群体的主要社会

行动者有：

（1）政治精英 根据著名以色列社会学家艾森斯

塔德（S.N.Eisenstadt，1923~2010）的洞见，政治精英
“几乎直接致力于社会上的权力调节”［18］。用田野报

道人的话说，政治精英“手里有权力呢。他们在其位，

谋其政，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一个事情，他们说行，

那就行，他们说不行，那你还得争取”。这里所谓的

“政”，对于地方社会的政治精英来说，是指对公共领

域中的权力、资源和价值的再分配。在地方政治精英

中，党委和政府“一把手”的立场、态度和观点常常更

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对此，地方党委领导者也不讳

言，在公开讲话中认为确实存在“在宗旨观念上小团

体利益和个人利益至上，把公共权力部门化、把部门

权力个人化，把管理服务的职能变成管制卡死的手

段”的现象［19］。另外，政治精英不仅拥有对社会舆论

的强势的影响力，而且常常有公共话语的优先权和

主导权。

（2）文化精英 文化精英，根据艾森斯塔德的观

点，他们“创造了文化秩序的模式，主要从事意义的

创造”［18］。自 1939年祁连山北麓藏传佛教领袖七世
顾嘉堪布创办现代学校教育以来，裕固族地区的学

校已经成功地替代了藏传佛教寺庙，培养的具有现

代学校教育背景的、以钟进文（中央民族大学教授）、

贺卫光（西北民族大学研究员）、铁穆尔（甘肃省作家

协会副主席）等为代表的本族文化精英取代了藏传

佛教喇嘛僧人和萨满教从业者“也赫哲”（西部裕固

语，意味沟通神、鬼、人三界的“使者”，东部裕固语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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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勒齐”）［20］，他们关心本族文化的保护、传承和发

展，通过他们的学术和文艺作品，有时甚至直接通过

对党委和政府官员提“政策建议”的方式影响“干部”

和“群众”。

（3）学校教师 学校教师，在教育学中常常被看

作是向学生传递文化知识的职业人群，但是从教育

人类学的角度观察，学校教师常常扮演着沟通学校

组织与“大社会”和“小社区”的社会角色，尽管在更

多的时候，他们是“决策”的执行者，但是他们则主要

通过对教育质量的控制来反作用于其他社会人群。

在 3次裕固语教学试验中，教师都是裕固族中具有
一定教育背景的女性，这是一个巧合吗？在田野调查

中，绝大多数报道人都认为在裕固族传统社会中，在

儿童青少年学习本族语言，甚至整个教育问题上，母

亲的作用远比父亲的作用大。至于在从“传统”向“现

代”的社会变迁中，是否发生了“母亲”的家庭角色向

女性教师的社会角色的显性或隐形的转移，还有待

今后更进一步的调查研究。

2. 该社会过程是一个多元话语竞争的过程
纵观世界，教育人类学研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

后完成了两个转向，第一个转向是从规范分析转向

实践分析，第二个转向是从实践分析转向话语分析。

规范分析取向的教育人类学研究的核心问题是教育

的抽象的普世价值是如何适用于具体的教育的社会

文化事实的，实践分析取向的教育人类学研究的核

心问题是教育是如何在一定社会文化脉络（con-
texts）中真正运作的，话语分析取向的教育人类学研
究的核心问题是在教育的社会文化过程中什么被认

为是真实发生了。下文以话语分析为取向，展开具体

的分析和阐释。

法国思想家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
在其著作《权力 /知识：访谈和其他作品选集》中曾
一针见血地指出，“如果没有话语的生成、积累、循环

和运作，权力关系自身就无法建立和巩固，同时也无

法实现”；“话语以微妙的、隐含的方式行使权力，

……话语的力量在于它既是斗争的直接目标，又是

进行斗争的工具”［21］。裕固族在学校教育中追求语

言公平传承的社会过程中，主要有以下 4种类型的
话语：

（1）“社会进步”话语 这种类型的话语，主要有

3种代表性观点：1）包括裕固语在内的裕固族传统
文化是一种落后的文化，社会进步就是要优胜劣汰，

这种落后的文化必然被淘汰，而且语言使用与生产

生活方式和整个社会环境有密切关系，随着社会流

动和文化交流的日趋频繁、学生考试升学和工作就

业的压力越来越大，裕固语必然要退出历史舞台，裕

固族最终也会被汉族同化，这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规

律决定的，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所以学校教

育没有必要开展裕固语教学活动；2）目前在裕固族
地区开展裕固语教育包括教师教育、课程资源和经

费支持等在内的客观条件还不完备，但是随着社会

的发展进步，将来人们会有办法解决裕固语的保持

问题，所以不用急于在学校教育中开展裕固语教学

活动；3）能认识到民族文化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
的巨大作用，本身就是社会进步的结果，所以，现在

就要大胆探索在学校教育中传承本族语言的路径和

方法。

（2）“民族政策”话语 这种类型的话语，主要有

两种代表性观点：第一种观点更强调作为文本的民

族政策，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作为中国的根

本大法，规定各个民族一律平等，赋予了少数民族在

政治上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有权利在社会主义

制度框架内自主发展本族文化教育，而且于 2010年
7月 29日甘肃省第十一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
议审查通过，由肃南县人大常委会颁布于 8月 10日
起施行的《甘肃省肃南裕固族自治县自治条例（修

订）》第六章第四十六条规定：“自治县在幼儿园和小

学开设民族语言文字教学课目。”第四十九条规定：

“自治县继承和发扬民族传统文化，发展具有裕固族

和其他民族特点的民族文化事业。加强乡村文化设

施建设，促进民族文化产业的发展。自治县加强对裕

固族语言的研究、传承和保护工作。自治县加强对少

数民族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救、挖

掘和保护工作，重视保护地质遗迹、古文化遗址、名

胜古迹、珍贵文物和其他重要历史文化遗产。”而且

肃南裕固族自治县教育局曾于 2003年和 2010年两
次下文要求裕固族聚居区学校开展裕固语第二课

堂教学活动［9，22］，现在裕固族聚居区各学校不执行

法律法规和政府决策是不应该的，甚至可以说是违

反法律和政策规定和要求的。第二种这种观点更强

调作为实践的民族政策，认为虽然法律和政策上有

各种规定和要求，但是如何落实这些规定和要求，首

先需要一个实践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其次是需要

认真考虑裕固族地区的多民族、多语言、多文化的实

际情况，民族团结的局面来之不易，而且是裕固族地

区发展的现实基础，所以，在裕固族自治县和民族乡

都要慎重考虑过于强调裕固语的传承和教学所可能

引起的负面反应。

（3）“身份政治”话语 这种类型的话语，主要是

认为使用裕固语是裕固人民族身份的最重要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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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也是裕固族最重要的文化特质，裕固语的消失会

使裕固族失去构建文化边界的凭借，进而使裕固人

的身份认同失去可资利用的文化资源，用田野调查

中一位乡村“意见领袖”的话说，就是“我们说，既然

有裕固族这个民族，我们就得有特色，就得有个明显

的标志。我们说，语言、风俗习惯，特别是婚丧事情，

还有宗教是一个民族的 3个特色。语言很重要，没有
语言，我们这个民族就没有特色了”［23］。所以，裕固

语保持要“从娃娃抓起”，要在学校教育中开展裕固

语教学活动。在普通民众中，流传着“裕固语是裕固

族最后一把金钥匙”的说法，而且大多持有一种朴素

的“语言民族主义”的观点，这种观点最常见的逻辑

是：“如果你不会说裕固话，你就不是裕固人。”在田

野调查中笔者还发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在

乡村社会中许多裕固人把肃南裕固族自治县“裕固

族文化研究室”称作“裕固族语言研究室”。

（4）“文化遗产”话语 这种类型的话语，主要是

着眼于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语言虽然不是一个

民族文化的全部，但是它却是一个民族最重要的文

化特质和社会财富。裕固族现在没有本族文字，以裕

固语为载体的口头传统，正在随着裕固语使用频率

的下降、使用范围的萎缩，文化传承人的遗忘或去世

而飞速消亡。“一个老人的去世就是带走了一座图书

馆”，目前裕固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正在面临着

巨大的挑战。虽然裕固语并不是裕固族非物质文化

遗产的惟一载体，但却是最主要的载体，同时，裕固

语还是裕固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之一。假如没有对裕固语的保护，对裕固族非物质

文化遗产的保护将是事倍功半，甚或可说是徒有其

表的［22］。随着裕固族地区寄宿制学校教育的发展，

家庭和社区在儿童青少年教育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都降低和减小了，所以，要保护裕固语，当务之急就

是要在学校教育中开展裕固语教学活动，传承本族

语言。还有裕固族文化精英指出，当前裕固语作为裕

固族优秀文化遗产，已经以“肃南裕固族口头文学与

语言”的名称列入第一批甘肃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

录，其在学校教育中的传承受到于 2011年 2月 25
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

会议通过，6月 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
质文化遗产法》的支持，其第一章第二条规定非物质

文化遗产包括了“传统口头文学以及作为其载体的

语言”；第四章第三十四条规定：“学校应当按照国务

院教育主管部门的规定，开展相关的非物质文化遗

产教育。”

第一次裕固语教学实验的开展过程中，主要是

“社会进步”、“民族政策”和“身份政治”三种话语间

的博弈，但是在第二次、第三次裕固语教学实验的开

展过程中，“文化遗产”的话语参与进来，开始了 4种
类型话语间的博弈。如果将作为社会事件的 3次裕
固语教学试验所勾勒的社会过程看作“整体性社会

事实”，那么就会发现，实际上人们在社会过程中不

断吸纳有利于自身利益的立场观点、事实依据，不断

审时度势做出策略选择和调整理性预期。也就是说，

每一类型话语的具体观点，都处在不断的变化中，都

在纷纷扰扰的社会政治争议中被改变着。在田野研

究的参与观察中，笔者发现不同类型话语间的竞争

更可能是“情境性”的，在不同的情境中，人们主要根

据自己的社会地位和身份认同，以及场域氛围和实

际效果来选择性地述说、肯定或反对某种主张，甚至

采取“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姿态，或表示出“无所

谓”、“走一步看一步”等等随波逐流的态度。另外，每

一类型话语对于特定情境中的持有者来说，都是富

有特定的社会文化意义的，同时，每一类型话语的建

构对于问题的最终解决都会产生影响，因为其中都包

含或暗示了某种问题解决方式和办法，正如福柯所指

出的，“每种话语都包含着一整套具有一定一致性的

关于行为的范畴和理论：用于命名事件和人物的一系

列词汇以及用于解释行为和关系的某种理论”［21］。

教育人类学是研究一定社会文化脉络中的教

育，中国教育人类学研究已经将地方政治的权力网

络与少数民族学校教育的改革发展之间的关系纳入

了探究视野，产生了数项有较大学术影响的研究成

果，例如人类学家陈志明和袁同凯“通过比较马来西

亚地方政府和中国大陆地方政府对少数民族学校教

育的行为态度”指出，“探讨弱势族群学校教育的成

败，避开地方政府、地方权力等关键性问题，就难以

发现问题的真正症结”［24］。笔者多年来在裕固族地

区的田野调查表明，裕固族地区的社会政治过程相

当复杂，至少受到党政科层制、公共政策、民族关系、

亲属关系、受教育程度、身份认同和文化差异等因素

的综合影响，但就其实质而言，常常是各社会行动者

围绕党政科层制所提供的权力和资源展开争夺的过

程，这个争夺的过程是多元话语竞争博弈的过程，常

常以某种话语或在形式上或在实质上接纳其他话语

的合理之处，通过权力运作再分配获得相应的资源

和价值从而占据主导社会地位为结束。

3. 该社会过程是儿童青少年主位“声音”缺失
的过程

认真检视裕固族在学校教育中追求语言公平传

承的历程，一个较为突出的问题即儿童青少年主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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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音”的缺失。直至今日，包括笔者的研究在内的对

裕固族儿童青少年及其教育的研究中，均未对这一

现象进行必要的反思，在数量不多的研究中也只是

把他们当作研究客体加以对待，落入了传统的儿童

青少年及其教育研究的窠臼［25-26］，相对而言显示出

“成人”对“儿童青少年”的文化霸权。不过，这一现象

也存在于国际学术界，正如印度社会人类学家比赫

拉（Deepak Kuma Behera）指出的，“细细查阅几十
年来众多著名的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我们会发现

明显缺乏儿童的声音”［27］。

中国是法治国家，依法尊重保护和贯彻落实儿

童权利，为儿童创造良好的成长环境势在必行。联合

国《儿童权利公约》（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the Child）由 1989年 11月 20日第 44届联合国大
会第 25号决议通过，1990年 9月 2日生效。中国自
始积极参与了该《公约》的起草和制定工作，1991年
12月 19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中
国加入该《公约》，1992年 4月 1日，该《公约》正式
对中国生效［28］。由于该《公约》对所有签署国都有约

束力，比赫拉指出：“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新的全球性

事实，因为公约及其神圣原则可以约束国家党派

（States Parties），优先于国家法律。”［27］值得一提的

是，该《公约》第二十九条第一款规定：“缔约国一致

认为教育儿童的目的应是：（A）最充分地发展儿童
的个性、才智和身心能力；（B）培养对人权和基本自
由以及《联合国宪章》所载各项原则的尊重；（C）培养
对儿童的父母、儿童自身的文化认同、语言和价值

观、儿童所居住国家的民族价值观、其原籍国以及不

同于其本国的文明的尊重；（D）培养儿童本着各国
人民、族裔、民族和宗教群体以及原为土著居民的人

之间谅解、和平、宽容、男女平等和友好的精神，在自

由社会里过有责任感的生活；（E）培养对自然环境的
尊重。”第三十条规定：“在那些存在有在族裔、宗教

或语言方面属于少数人或原为土著居民的人的国

家，不得剥夺属于这种少数人或原为土著居民的儿

童与其群体的其他成员共同享有自己的文化、信奉

自己的宗教并举行宗教仪式、或使用自己的语言的

权利”［28］。

《儿童权利公约》确立了“四项基本原则”，即非

歧视性原则，儿童的最大利益原则，确保儿童生命

权、生存权和发展权完整的原则和尊重儿童意见的

原则。为了保障儿童权利，专家学者有义务模范遵守

该《公约》的“四项基本原则”［27］。在人类学界，为了

通过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来保障儿童权利、促进儿

童福利，2001年 7月 19日，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

合会常任理事会正式批准成立“儿童、青少年与童年

人类学委员会”，并授权其开展工作。作为该委员会

主席，比赫拉说：“我们的初衷之一，也是最重要的目

标和意图，就是鼓励那些把儿童作为主动参与者的

研究，而不是像过去常常出现的那样，仅仅把他们作

为研究的对象。”［27］

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到，裕固族儿童青少年同世

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儿童青少年一样，他们是有独

立尊严的人和正当权利的享有者，是社会文化建设

的积极参与者，他们可以为对他们自己生活有影响

的活动和决策提供意见和建议，而且他们的意见、建

议和体验对裕固族在学校教育中追求语言公平传承

的成败至关重要。对于研究者来说，我们应当尽力从

多学科、跨文化的角度提供关于儿童青少年及其与

社会文化的关系的全面知识，“适当考虑到每一民族

的传统及文化价值对儿童的保护及和谐发展的重要

性”［28］，帮助他们作为积极参与教育及社会过程的

主体，发出他们自己的“声音”，以便实现权利、改善

生活和谋求公正。

四、结 语

自人类进入现代社会以来，其社会政治制度最

重大的变化是民族—国家（nation-states）的兴起，“民
族建构”（nation-building）和“国家建设”（state-build-
ing）成为现代人类历史的关键词。直到今天，在世界
范围内的少数族群教育中，在理论和实践上如何处

理学校教育与语言 /文字的关系一直是一个争议颇
多且操作困难的问题［20］。正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意

见书———《多语并存世界里的教育》中指出的，“语

言，特别是教育中教学语言的选择就是这样一个问

题，而且经常引发截然不同的观点，大家各持己见。

个人的属性、国家的地位与权力都与教室里使用什

么语言密切相关。而且，语言本身也有其自身的规

律，既有连续性又会不断变化，并在这一过程中对不

同社会的交流方式产生影响。教育政策制定者在语

言、教育与课程方面的决策很不容易，因为技术和政

治因素常常交织在一起。虽然，从教育的角度看，用

母语（或第一语言）教学的理由很充分，但是，必须兼

顾用本地语言学习和通过教育掌握世界上其他语言

进行交流这两个方面”［29］。

裕固族的现实是有两种本族语言，但本族文字

在历史进程中已经失传了。新中国成立后，政府曾先

后给多个民族创制或改进过文字。有学者曾指出裕

固族没有创制本族文字的要求［30］，根据笔者的田野

调查，这不是事实，实际上至今裕固族中仍有部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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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创制本族文字的要求。值得一提的是，解放后，在

学术研究中，大多数语言学专家使用国际音标来转

写东部裕固语和西部裕固语，部分其他学科专家用

汉字来转写部分裕固语名词。1983年至 1987年间，
裕固族青年安冬等人用拉丁字母创制了一套记音符

号，试图用来同时拼写两种裕固语，但是没有得到推

广和使用。2003年 6月在肃南裕固族自治县成立的
裕固族文化研究室在世界少数民族语文研究院东亚

部的帮助下，于 2004年创制了一套以拉丁字母为基
础的记音符号，试图用来同时拼写两种裕固语，这套

记音符号是否能得到认可和推广，目前尚未可知［20］。

但是，面对现在没有文字的实际，裕固人仍克服种种

困难，积极学习汉语文，这种热情和态度至今没有变

化，变化的只是对本族语言的态度。整体来说，随着

社会文化的变迁，裕固人的真实诉求是在学好汉语

文的基础上，保持自己的本族语言，希望本族语言在

学校教育中能被公平地对待和传承，从双语教育的

类型学上分析，属于保持型双语教育，而不是过渡型

双语教育。

综上所述，3次裕固语教育实验是当代人类为
保护文化多样性而作的卓绝努力的缩影，无论怎样

分析和评价，其背后的文化精神和社会价值都是值

得积极肯定的。但是，真正值得忧虑和反思的是，被

“进步”的思想观念和“发展”的意识形态过分束缚和

过分鼓荡的当代人类，自己为自己制造了一个文化

牢笼，在这个文化牢笼中，不断上演的是为了争夺

“财富、地位和声望”而在文化上进行“骨肉相残”的

社会悲剧。这个问题在中国，正如对中国的历史与社

会有着精深洞见的新加坡国立大学莱佛士（Raffles）
人文教授、美籍印度裔历史学家杜赞奇（Prasenjit
Duara）所指出的：“我们需要寻找发展和生活之间的
平衡。目前中国的问题似乎是很难控制，如同普罗米

修斯被解开了锁链，一切都被发展所驱动，释放出来

追求利润的力量很难被收回，这是最大的挑战。”［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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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ocess of Pursuing the Fairness of Linguistic Inheriting in Schooling
———An Intrinsic Case Study on Three Yugur Linguistic Educational Trials

BA Zhan-long
（School of Social Development & Public Policy，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Beijing 100875，China）

Abstract：Yugur is one of the ethnic groups with small population in China. Their two native languages have become
endangered languages in this day and age. Since the reforming and opening up，there was a social process including three
educational trials successively in Yugur region aimed at pursuing the fairness of Yugur linguistic inheriting in the schooling.
This article，based on the description of that social process，firstly clarified that，below the surface，that process was actu-
ally a discourse competition by number of social actors in a certain social and cultural contexts；and then reflected on the
ignoring of the emic voices of the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further pointed out that，one noteworthy characteristic in con-
temporary China is being over restricted and agitated by the so called concept of advanced and the ideology of develop-
ment.

Key words：Yugur ethnic group；Yugur language；linguistic education；intrinsic case study；anthropology of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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