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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何谓裕固族教育研究？

裕固族教育研究（Yugur education research or
Yugur education studies），是一个新兴的学术领域，
无论是从详细记述“锡喇回鹘儿”现代学校教育活动

的《祁连山北麓调查报告》［1］，还是从高水平教育传

记《顾嘉堪布传———祁连山藏民教育之创办者》［2］算

起，至今也不过 70年的历史，况且由于诸多原因导
致研究时断时续，至 2004年前，除一本教育志和数
篇调查研究报告外，多数所谓“研究”实际上只是“简

单记述”，缺乏明确的学术主题、细致的研究设计和

透彻的理论阐释［3］。从 2004年起，裕固族教育研究
在将近 10年的时间里围绕着“文化传承”这个核心
主题，在“教育功能”、“课程改革”和“族语教学”三个

具体领域，产生了一批有较大社会影响与较高学术

价值的研究和实践成果［4-8］。

笔者 2007年在接受裕固族学者铁穆尔访谈时
曾明确提出把“裕固族教育研究”构建为“一个现代

学术领域”的文化—知识发展目标［9］。随着裕固族教

育研究探索和实践改革的迅速发展，一个最为基本

但又难以回答的问题———“何谓裕固族教育研究”开

始浮出水面，横亘在研究者和实践者面前。按照现代

学术研究的一般原理，对一个问题的观察与探索、分

析和阐释以及应答与解决，常常可以从多种视角、多

条路径和多个层面展开。笔者拟陆续从裕固族教育

研究的对象与功能、方法与伦理、学科基础与理论渊

源等方面展开研究，为裕固族教育研究的“领域构

建”做些基础研究工作。本文以教育人类学视角为隐

性但却是基本的视角，尝试从对象和功能两个层面

尽量简洁地展开论述。

二、裕固族教育研究的对象

纵观古今中外，学术研究与经济、政治、社会、文

化及教育之间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复杂关系。一

方面，作为一个学术领域，裕固族教育研究的确立和

发展，不仅与包括教育在内的裕固族整体发展密切

相关，更与中国及世界的整体发展密切相关，它是裕

固族现代性发展历程中的必然产物。另一方面，裕固

族教育研究对象的界定，不仅是一个循环往复的知

识生产过程，也就是说“对象”是从众多具体的研究

成果中不断归纳、概括和抽象出来的，而且也是一个

争议不断的社会政治过程，亦即“对象”是众多的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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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相关者依照一定程序，通过辩论、协商和反思不断

构建出来的。再者，裕固族教育研究对象界定的清晰

度与准确度高低，无疑与该领域本身的发展状况和

成熟程度密切联系在一起。笔者认为，目前可分别从

以下两种较为基本的解说中去探索和把握裕固族教

育研究的对象。

1.“活动说”
这种解说认为，裕固族教育研究的对象是裕固

族及其聚居区的教育活动。关于为什么不是教育现

象、教育过程、教育群体、教育组织、教育结构、教育

制度等等，而是教育活动，教育社会学家谢维和曾对

此进行了系统的论述：1）“教育活动显然是一切教育
现象和教育过程中共有的成分或要素”，即“教育中

的各种概念范畴，各种教育关系，以及教育的群体、

组织和教育结构、教育制度等，都可以看做教育活动

的不同表现形式”；2）“由于各种教育现象和教育过
程中所特有的成分或要素之间的关系实质上也就是

一种互动，因此，这也恰恰是教育活动的本质”，即

“各种不同的教育现象与过程之间的互动，正是教育

活动的最基本的表现方式”［10］。

2.“关系说”
这种解说认为，裕固族教育研究的对象是裕固

族教育与自然世界、社会世界和人文世界的关系。这

种关系又可从微观至宏观分为 3个层次：1）裕固族
教育与裕固族及其聚居区的生态基础、生计方式、社

会组织形式及各种典章制度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关

系；2）裕固族教育与区域或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
和文化之间的关系；3）裕固族教育与全球的政治、经
济、社会和文化之间的关系。

公允地说，“活动说”和“关系说”都有一定的道

理，它们的关系，既不是相互对立、彼此不容的关系，

也不是相互补充，简单整合的关系。从教育人类学的

研究风格和学术理路出发，裕固族教育研究最核心

的对象是教育活动，但是专家学者又常常不能止步

于对教育活动的分析，而是需要更进一步通过对教

育活动的分析来透视各种“关系”，例如国家与社会、

制度与行动的关系等等。

三、裕固族教育研究的功能

何谓功能，不同的学科从不同的传统和视角出

发有着不同的理解和定义。例如，社会学家可能会把

功能理解为“社会活动中有助于适应和调节它的组

成部分的特定结构的效果”［11］，而人类学家则可能

会解释道，“功能的概念决不能与某一个体或群体的

自觉目的或一种特质对人们的明显有用性混为一

谈。而毋宁说功能是一种习俗的社会效用，一种除社

会科学家外任何人都不会去深思熟虑的东西，对绝

大多数人而言是陌生的”［12］。从以上两种理解中不

难看出，当谈论“功能”时，“系统”是如影随形的，或

者说，系统与功能必须被同时谈论，才能回答何谓功

能这一问题。

裕固族教育研究，无疑是一种学术活动及其成

果分类的标签，把它放在哪一个“系统”中看待，对分

析裕固族教育研究的功能是至关重要的。裕固族教

育研究，作为一个学术领域，它自身也包含着若干个

更为细致的“小领域”，同时它也从属于更大的学术

领域。例如，裕固族教育研究不仅是裕固族研究的一

个亚（子）领域，它还分别是教育研究和民族研究的

一个亚（子）领域，总之，裕固族教育研究是社会科学

的一个亚（子）领域。这里，笔者更多地从作为社会科

学的一个亚（子）领域的一般性角度出发，对裕固族

教育研究的两种主要功能进行解说。

1. 学术功能
学术功能是裕固族教育研究的本体功能。我们

知道，“知识是累积的，继承已有的信息和知识体系，

正是发展更多知识的起点”［13］。因此，裕固族教育研

究活动其实质是一种以知识的生产和再生产为主旨

的专业的社会活动。

从专业的知识（再）生产活动的一般过程来看，

裕固族教育研究的学术功能可以进一步细分为 3种
环环相扣的功能：1）描述功能，即对所研究的教育活
动及其情境或脉络（context）的“书写”，在量化研究
（quantitative research）中常常追求“提纲挈领，忠实
再现”，在质性研究（qualitative research）中常常追求
“细致入微，栩栩如生”；2）分析功能，即对就某种
（个）研究问题所收集整理的各种数据或资料中的因

果关系或意义模式进行探索并使其明晰化，在量化

研究中常常探查因果关系，在质性研究中常常发掘

意义模式；3）理论功能，即构建对所研究的问题进行
系统回答的一套逻辑，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有时是

应用既有的理论对所发现的“事实”和“意义”进行深

入阐释，有时是从所发现的“事实”和“意义”中进行

抽象概括出新的理论，有时是通过呈现所发现的“事

实”和“意义”，指出既有理论的不足和局限，或者对

既有理论进行“修正”，或者指出发展新的理论的可

能性。

学术研究的最终目的就是发展理论［14］，但在当

代社会，人们常常用一种过于泛滥的功利的标准和

尺度来要求和质询学术研究，常常提问某种（个）研

究的实用性如何。实际上，对于应用性的研究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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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用性”是显性的，而对学术性的研究而言，其

“实用性”则是隐性的。

2. 咨询功能
咨询功能是裕固族教育研究的附属功能，也是

一种服务性和控制性兼具的功能。通过细致而周全

的分析和思考，我们发现对于不同的组织和群体而

言，裕固族教育研究的咨询功能是不同的：1）对于不
从事裕固族教育研究的专家学者来说，裕固族教育

研究可发挥学术咨询功能，即为他们提供与裕固族

教育相关的各种知识，甚至有可能为他们 /她们的
研究提供有用资料，或者方法镜鉴和理论启示；2）对
于社会公众而言，裕固族教育研究可发挥知识咨询

功能，即他们 /她们可通过裕固族教育研究的具体
成果，或者了解裕固族教育的历史沿革和现实状况，

或者有选择地了解某种（个）教育活动的效益、某种

（个）教育现象的解释、某种（个）教育问题的应对思

路和解决方案；3）对于学校组织而言，裕固族教育研
究可以发挥实践咨询功能，即学校组织成员可以通

过了解裕固族教育研究的相关成果，为他们采取一

定措施和手段坚持和改革教育活动，提供一定的，特

别是知识上的合法性基础；对于国家政府的各级组

织机构而言，裕固族教育研究可以发挥政策咨询的

功能，即国家政府可以组织政策研究专家就特定的

改革议题和实践问题，对相关裕固族教育研究成果

进行甄别和筛选，通过政策研究的特定路径和技术

将其中的“证据”（evidences）进行提炼和合成，通过
工程化思维和操作化技术构建出政策建议或改革方

案。实际上，裕固族教育研究不仅能对裕固族及其聚

居区教育和中国人口较少民族教育的发展和改革，

而且能对世界小民族教育的发展和改革都可以作出

程度不同和效益不等的贡献。

值得一提的是，裕固族教育政策研究本身是裕

固族教育研究的有机组成部分，目前该领域的研究

还处于极其薄弱的状况，这与裕固族现实发展对教

育政策的需求极其不相适应。自 19世纪末期以来，
教育政策研究已经经历了“科学化”和“学科化与制

度化”两个发展阶段，成为一门专门研究领域和一种

专业实践活动，在教育的发展和改革中扮演着越来

越重要的角色［15］。因此，加强裕固族教育政策研究，

不仅是现实所需，也是大势所趋。

四、结语：创造裕固族教育的文化价值
和实践改进的无限可能

自 1939年祁连山北麓藏传佛教宗教领袖七世
顾嘉堪布创办第一所裕固族学校起，在短短 70余年

间，裕固族教育已经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并取得了惊

人的成就。其中最主要的一项成就是，裕固族已经形

成“尊师重教”的浓厚文化氛围，并且能持之以恒、身

体力行地实践“百年大计，教育为本”的时代箴言。正

是这 70余年间的实践及其成效为裕固族教育研究
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基础、资源和氛围。

2010年，笔者在专著《学校教育·地方知识·现
代性：一项家乡人类学研究》中根据 2008年以前裕
固族教育研究的实际情况论道：“裕固族研究是一个

综合性的研究领域，其中，历史研究、语言研究和民

俗研究的成果最多，尤其是西部裕固语研究最为国

际化，学术水平逼近国际一流水平。相对而言，‘裕固

族教育研究是裕固族研究的一个薄弱领域，也是一

个蕴含着无限潜力的领域’。所以说，选择在这个领

域工作，就是选择了一项富有挑战性且又‘青春常

驻’的事业。”［16］在之后的几年中，裕固族教育研究

迅速发展，目前已经成为裕固族研究中最活跃的分

支领域，尽管其研究水准和学术质量还亟待提高。

“教育是一个民族的‘神经系统’，是一个民族的

传统和期望的最好的表达”［17］，教育研究则是一个

民族对教育的深刻内涵和延伸意义的认识，其学术

水准的高低标志着一个民族对其教育的文化自觉程

度的高低。因此，裕固族教育研究质量和水准的提高

对裕固族教育的整体发展将会产生一定的促进作

用。再者，学术文化是裕固族当代文化的有机组成部

分之一，裕固族教育研究的进一步发展繁荣，也是裕

固族当代文化发展繁荣的一个表征。笔者认为，裕固

族学生在教育上的成功，将增强裕固族作为中国 28
个人口较少民族之一的自尊自立自强和对自己文化

未来地位的确定性的信心，进而使中国可以裕固族

为个案为世界小民族（ethnic minority with small
populations）的持续发展提供经验支持和现实范例，
而这一切都需要我们以认真谨慎的态度、求真务实

的精神切实推进当下的裕固族教育研究。

实践产生意义，意义推动实践。从文化人类学的

角度观察和分析可以得出，裕固族教育研究固然是

以探究裕固族及其聚居区的教育活动及其文化价值

为要旨的学术领域，但是推动教育改革、提高教育质

量、促进学生全面健康发展也是“题中应有之义”，更

值得注意的是，裕固族教育研究本身就是一种实践

活动，它的确立和发展、观察和行动、叙说和议论本

身就有赋予裕固族及其聚居区教育以文化意义的功

能。也可以概括地说，裕固族教育研究与裕固族教育

实践之间是唇齿相依、相辅相成的关系。

“任何一件事情的发生，都可能提出不同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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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提供不止一种研究机会。”［18］对于一项具体的

研究课题而言，它有自己特定的研究对象和实际功

能，对于作为一个学术领域的裕固族教育研究亦如

此。但是本文只是试图厘清裕固族教育研究的对象

与功能的一种努力和尝试，而不是定论，我们对这个

主题的探索应该持一种开放的态度，在不断的争议、

协商和反思中逐步达成学术共识，把裕固族教育研

究真正建设成一种“反思性的社会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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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Object and Function of Yugur Education Research
———A Perspective of Anthropology of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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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Yugur education research is a new academic field, although his history is short, it obtained rapider develop-
ment in the past ten years.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research exploring and practice reform，one question basic but
difficult to answer，what is Yugur education research，has harassed people. Aiming at the problem，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object and func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nthropology of education which is recessive but basic persp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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