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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周刊
追踪国际教育 服务留学需要

在今年的国际母语日，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设定的主题是，“语言
多样性和多种语言：可持续性与和
平的基石”。

语言是音、形、义三者高度融
合的结晶，最为深刻、精细和丰富
地表达、诠释、记载着特定地域的
种族群体对自然、社会和精神的
理解。民族的本源性语言作为对母
语最初的释义，极其深刻地创造着
一个民族的主要文化产品，成为民
族文化的第一生产工具甚至创新载
体，值得我们予以深度审视。

母语是民族凝聚的力量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早在 1951
年就对母语提出比较确定的一种定
义：“母语是指一个人自幼习得的
语言，通常是其思维与交流的自然
工具。”这个定义，概括了母语的
基本特点。就功用而言，母语是内
部语用 （思维） 与外部语用 （输入
与输出、接受与表达） 的最常见工
具；就来源而言，母语是自幼习得
而非单一化“学得”。

它是一个民族的精神乳汁，滋
养着该民族新人的成长和壮大，而
不仅仅是给学习者提供信息和知识
的认知符号。母语充满了情感的魅
力，是最温馨、感人至深、安栖心
灵的“家园”，是最蕴含精神营
养、最能促进心智健康生长的“母
乳”，是孕育灵魂、唤醒思想的唯
一“摇篮”。正如德国语言学家洪
堡特所阐述的那样：“民族的语言
即民族的精神，民族的精神即民族
的语言。”天赋情感和精神特色的
母语，对民族的成长与深远发展具
有不可替代的决定性作用。

而且，正是因为母语这一超越
单纯认知元素和技术层面的情感特
质，赋予青少年个体对自己民族深
切的认同感、归属感和自豪感。人
的一生可以远走他乡、漂泊天涯，
但是心灵最后总是寄寓在母语所构
建的精神家园中，所谓“叶落归
根”的“根”，其实就是乡音俗语
所构建的一种熟悉而亲切的“母语
文化”。思想可以向世界开放，情
感总是在熟悉的乡音中获得亲切感
和满足，尤其是由母语所承载的民
族生活方式、文化传统，催生了对
民族文化和民族存在价值的自信
心。这样，母语成为一代又一代民
族新人们悠远生长与发展的“精神
脐带”。因此，一个失去了母语的

年轻人，就是失去了存在和发展的
基本资质。母语消解之日就是民族
灭亡之时，母语强盛之日就是民族
兴旺之时。

正如 2018 年国际母语日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官网上的表述：“母
语：凝聚的力量。”这种“软实
力”可以制胜一切有形物质的“硬
实力”，当然远远超越了所谓的认
知符号，升华为民族生长和文化繁
荣最坚固的“凝聚的力量”。

多种语言是多元文明
的根本保障

2008 年是“国际语言年”，当
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总干事松浦
晃一郎表示：“语言消逝时，世界
上丰富多彩的文化多样性也在逐渐
消退。此外，我们也遗失了确保更
美好未来所需的各种宝贵资源——
机遇、传统、记忆、独特的思维和
表达方式。”

新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
奥德蕾·阿祖莱在今年的国际母语
日致辞：“语言积淀着我们的价值
观、信仰及身份认同；语言传递着我
们的经验、传统与知识。语言的多

样性反映了我们丰富多彩的想象力
和生活方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
语言多样性所具有的战略眼光，给
我们带来宏大而深邃的思考。

这些致辞，表达了母语与社会
文明发展之间的深度关联。可以
说，母语蕴藏着文明延续的全部秘
密和文明发展的未来希望。教科文
组织承诺确保语言的多样性，其实
就是维护文明存在和发展的多元
化，保障地球文明形态和品格繁富
持久、灿烂多姿，保障人类各个种
族、国家、区域所有群体的精神创
造之多种途径和深远空间。奥德
蕾·阿祖莱表示：“不同层次级别
的生命，都是根据宇宙向上发展的
需要而被不同层次级别的创造者创
造的，都有着各自的职责与义务。”

智慧生命服务于宏伟宇宙，就
是以独特的母语创造个性化的文
明。就此而言，母语其实是人类非
物质遗产的核心“年轮”，保护母
语就是促进人类非物质遗产的核心

“年轮”，进而确保地球文明的可持
续发展。

因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捍卫
语言的多样性，尤其支持多语言国
家重视母语及本土语言的开放语言

政策，并始终着力推广以母语为核
心的普及化语言教育。各种族人口
不应有优劣之别，各种族、各国家
的母语亦一视同仁，从而开辟各种
形态的文明朝着特色化的方向自然
发育、生长和繁荣。地球文明的未
来命运就取决于这种语言的多样
性，特别是取决于母语教育的实质
性推进。

奥德蕾·阿祖莱认为，“儿童
用母语学习的效果是其他方式难以
企及的”。这样，各国母语教育作
为其他课程内容教学的先行者，在
一个民族或国家的文化发展战略中
具有基础性的地位——不妨说，母
语教育是落实整个教育体系的“伟
大奠基礼”。

新时代中国母语教育
的发展战略

正值新的历史时期，中国政
府在世界语言大会所发布的“国
家 语 言 能 力 建 设 ” 这 一 战 略 任
务，已经成为五大建设中“文化
建设”的要义所在。“国家语言能
力”是一个庞大繁富的体系，其
中核心部分就是汉语母语教育的

优化与全民母语能力的提升——空
前增强中华民族通用语 （这是母语
概念的派生定义），即汉语的表达与
创新能力，并使之升华为中国文化
软实力的最坚实根基。

环顾全球，展望未来。作为打造
文化创造力的中国母语教育，无疑成
为“基础教育”之基础。正如 《国家
中长期语言文字事业改革和发展规划
纲要》 所提出的：“增加国家语言实
力，提升国民语言能力。”近年来，
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作为国家语言文
化发展战略的“语言能力建设”，他
面向世界强调“一个国家文化的魅
力、一个民族的凝聚力主要通过语言
表达和传递”。

特别是伴随中国走近世界舞台的
中心，中国的母语教育亟须面向全球
高瞻远瞩地规划汉语发展的蓝图。奥
德蕾·阿祖莱在致辞中表示：“语言
财富是我们这个世界最为鲜活宝贵的
财富。”其实，这种语言财富功能，
不仅仅体现在对传统文化简单的消费
和享用上，更表现在通过母语而生产
出甚至创造出新的文化。强大的汉语
能力就是中华民族文化繁荣的象征；
而母语教育的改革与创新更是中华民
族打造汉语精品、再发盛唐之音、重
塑文化高峰的必备前提。

人的母语表达欲和创造欲与生俱
来，需要通过后天的母语教育予以充
分的释放。母语教育的根本宗旨在于
激发出青少年语言天赋的潜智潜能、
习得可持续发展的母语能力——这就
是基于输入型语用 （如对语言认知、
理解和鉴赏行为） 的输出型表达能
力，即以母语来进行书面写作与口语
交际的行为，并在特定语境中收到积
极的表达效应，最终这种母语表达能
力发展为语用主体创新文化的主要载
体和工具，升华为母语的重要创造
力。如是，母语教育改革的聚焦点则
在于尊重学生主体的表达欲求，寻找
和开发其表达行为的内在动力，以求
培育中华民族未来人才强盛的表达力
和创造力。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母语日的
一贯宗旨就是发展以母语为核心的多
语教育，推动全人类的可持续发展。
这种指导思想构成了地球文明和平永
续的基石。在此背景下，改革母语教
育的范式、提高年轻人的母语表达和
创新能力，既是与时俱进的全球化逻
辑，也构成了新时代我国语言能力建
设的重中之重。

（作者单位：浙江师范大学教师
教育学院）

母语：民族文化的象征
潘涌 李熹

国际观察

语言政策是多民族国家政策的
重要组成部分，在调节民族关系、
维护社会稳定和国家统一中发挥重
要作用。

俄语是世界上使用最广泛的语
言之一。作为第四大国际通用语
言，在苏联解体前，俄语不仅是苏
联 15 个加盟共和国的官方语言，
同时在东欧及巴尔干国家广为普
及。苏联解体之后，伴随着俄罗斯
国际地位的变化，俄语的地位也相
应发生了变化。

近几十年来，随着全球经济形
势的改变，世界各国越来越认同文
化软实力的地位和重要性，语言作
为文化的主要载体，其重要性日益
受到重视。出于国家战略的需要，
俄罗斯也逐步不断对其语言政策做
出相应的调整和完善。

21 世纪以来，俄罗斯在保障
各联邦主体民族语言平衡发展的同
时，不断强化俄语的国语地位和国
语功能，提高俄罗斯民族文化素
养，在各个领域对俄语进行保护和
发展。

俄语的国语地位被写入
《俄罗斯联邦宪法》

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社会动
荡，统一的政治、经济、文化、语

言空间遭到破坏，独联体国家实行
的“去俄罗斯化”政策、俄罗斯联
邦境内此起彼伏的地方民族主义运
动和西方语言文化的冲击与影响等
因素，大大削弱了俄语的联邦国语
地位和作用，俄罗斯的国语安全受
到了威胁。

俄语首次被定为俄罗斯联邦国
语的文字表述见于 1991 年出台的

《俄罗斯联邦民族语言法》，1993
年“俄语作为俄罗斯联邦国语”被
写入 《俄罗斯联邦宪法》，联邦国
语 （俄语） 具有了法律依据和保
障。

进入 21 世纪，随着国家综合
国力的增强，俄罗斯巩固了俄语作
为联邦国语的法律地位。2005 年
俄罗斯联邦颁布 《俄罗斯联邦国家
语言法》（以下简称 《国语法》），
旨在保障俄语在俄罗斯全境的使
用，保障公民使用联邦国语的权
利，保护和发展语言文化。该法强
调了俄语作为俄罗斯联邦国语的重
要作用和意义，对国语的使用领
域、保护和支持国语的措施、保障
俄罗斯公民使用国语的权利和违反
国语法应承担的责任等做出了明确
规定。

《国语法》 指出，俄罗斯联邦
国语能够增进各民族间的相互理
解、加强民族间的联系，保护和支
持俄语有助于丰富俄罗斯联邦各民
族的精神文化。在保护和支持国语
的措施方面，《国语法》 强调国家
权力机关负责制定并实施保护和支

持国语的专项规划纲要，完善教育
体制，保障公民在国家和地方教育
机构接受俄语教育。《国语法》 的
颁布，标志着俄罗斯联邦国语的文
字工作已纳入法治化轨道，为俄语
在社会生活中更好地发挥作用提供
了有力保障。

尊重、保护少数民族的母
语权利

虽然俄语是俄罗斯联邦所有主
体唯一的官方语言，但 《俄罗斯联
邦宪法》 中也规定共和国有权规定
自己的国语，俄联邦自治主体也有
各自的法律法规规定本民族语言的
官方地位。

《俄罗斯联邦宪法》 第 26 条规
定：每个人都有使用母语，自由选
择交际、教育、学习和创作语言的
权利。第 68 条规定：共和国有权
规定自己的国语。在共和国的国家
权力机关、地方自治机关和国家机
构中，共和国国语和俄罗斯联邦国
语一起使用；俄罗斯联邦保障俄罗
斯各族人民享有保留本族语言、建
立学习和发展语言条件的权利。

1991 年颁布的 《俄罗斯联邦
民族语言法》 中规定，俄罗斯联邦
各民族的语言是俄罗斯国家的民族
财富，各民族语言均受到国家的保
护，国家在联邦范围内促进民族语
言、双语制和多语制的发展。其中
第 9 条规定：俄罗斯联邦公民有自
由选择教育和学习语言的权利；对

少数民族，不论其人数多少，按照
其需要，国家对该民族语言教学提
供帮助。

此外，有不少学者充分意识到
俄罗斯境内民族语言所面临的消
亡危机，俄罗斯编订了 《俄罗斯
濒危语言红皮书》。2012 年签署的
俄联邦总统令 《2025 年前俄罗斯
国家民族政策的战略》 也充分体
现了俄罗斯对民族语言的扶持政
策。它赋予每个公民自由选择交
流语言、学习母语、接受母语教
育、传播民族语言印刷品和音像
制品，甚至将俄语文学作品翻译
为民族语言的权利。

实施积极的语言教育政策

俄罗斯在民族地区的学校教育
中一直推行和谐的双语制 （民族语
—俄语，俄语—民族语） 教育。据
不完全统计，在俄罗斯教育系统中
共使用 89 门语言 （其中教授 30 门
语言，另外使用 59 门语言讲授知
识课程），可见俄罗斯非常重视保
护公民的语言与文化的多样性。

2012 年俄罗斯新修订的 《教
育法》（2013 年 9 月 1 日生效） 强
化俄语在联邦教育教学活动中的主
导地位，加大俄语的普及力度。根
据新教育法，俄罗斯联邦国语和共
和国国语的教授和学习必须按照联
邦国家教育标准和国家批准的教学
大纲执行，俄联邦境内民族地区的
公民有权选择使用母语 （包括俄

语） 接受教育，各共和国的国语不
再是必修课程。此外，自 2008 年
起，俄罗斯就开始实施国家统一中
考考试制度，2009 年起，又开始
实施国家统一高考考试制度，其中
俄语是统考 （中考和高考） 的必考
科目之一。

该政策有助于进一步推动俄语
的发展与普及，加强俄语在民族地
区教育中的地位，提高公民的俄语
水平，发挥俄语向心力的作用，促
进民族团结，增强相互交流、相互
理解，营造健康和谐的多民族多语
言融合的环境。

国家语言是国家认同的“语言
纽带”，是构建和强化国家认同的
有力工具。国家认同需要政府对统
一文化和语言 （国语） 的推广和特
殊扶持，构建民族国家精神，增强
民族间的包容性，树立公民的国家
认同感，淡化民族间的差别，夯实
认同的基础，维护国家的凝聚力和
公民的整体归属感。

通过对 21 世纪俄罗斯语言政
策的考察，我们深刻意识到，国
家认同的危机和语言民族主义的
滋生是俄罗斯语言政策调整的两
个主要因素。语言政策是维护国
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重要基础和
有力保障，是构建国家认同的重
要手段。纵观俄罗斯语言政策的
演变历程，其成败得失对我国制
定国家语言政策具有一定的借鉴
意义。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

语言政策构建国家认同
——俄罗斯语言政策的调整及启示

董晓波

环球快报

本报讯（白梦佳）美国双语教育协会第 47 届大
会近日在美国新墨西哥州阿尔伯克基市举行，全美
教师联盟 40 多位代表就公立学校中英语学习者和
多语言学习者如何受教育的问题发表了观点。

全 美 教 师 联 盟 主 席 兰 迪 · 温 加 滕 （Randi
Weingarten） 作主旨演讲时表示：“我们希望每
一个孩子都有权利进入一所好口碑的、安全的公立
学校，并能在学校教师和各种教育资源的帮助下茁
壮成长，然而事实上，大多数孩子被剥夺了这项权
利。因此，捍卫孩子们的这些权利是教育工作者共
同的目标。”她还指出多语言能力在认知、社交和
情感方面存在许多好处。

全美教师联盟副主席玛丽·凯瑟琳·里克
（Mary Cathryn Ricker） 强调了教师工会在促
进多样性方面的作用。她在任明尼苏达州圣保罗教
师联盟主席时，曾提出一项未来的教师项目，即通
过提供奖学金、学分和教育实习机会来鼓励更多的
多样化学生和专业人员进入教师队伍。此外，科罗
拉 多 大 学 代 表 玛 格 丽 塔 · 比 安 科 （Margarita
Bianco） 说：“教师不仅需要了解他们自己的文化
特征，同时还要了解不同文化的差异，以便在不同
背景下教学和面对多样化的学生群体。”

本届大会主题为“反对不平等：语言的力量和
权利”，表示双语教育协会支持那些母语为非英语
的学生和家庭，并希望找到一种最佳途径为这些学
生和家庭提供高质量的教育。

据悉，全美教师联盟除了承诺向英语学习者提
供免费资源之外，还倡导为那些没有身份的移民提
供培训，以缓解移民家庭的焦虑和压力，温加滕
说：“我们关心每位公民的权利，并愿意为保护求
学者及其家人而战。”

美国双语教育者认为
语言教育是一种权利

本报讯（王静）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以
下简称经合组织）近日发布第59份教育指标专题报
告——《儿童早期教育服务如何影响女性进入劳动
力市场》。该报告指出，过去几十年来，由于儿童早
期教育与保育服务质量的提高，越来越多的女性进
入劳动力市场，女性的就业比例持续增长。

该报告显示，影响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就业的
因素有以下几点：

第一，儿童早期教育与保育服务的质量是影响
女性就业的关键因素。在经合组织成员方中，日趋
完善的儿童早期教育与保育服务，增加了女性就业
的概率。据统计，在 1985 年到 2015 年这 30 年间，
女性的就业率从56%上升到73%。

第二，带薪育儿假等政策对女性就业产生了积
极影响。带薪育儿假对妇女就业的积极影响，很大
程度上取决于国家对女性的就业保护以及父亲为抚
养子女做出的努力，不同的家庭政策相互作用以及
适当结合，有效地提高了女性的就业率。

第三，儿童接受早期教育的时间长短，对女性选
择全职或兼职工作有很大影响。从劳动力市场的角
度看，儿童全日托管对父母能够全职工作并确保更
高的收入和更好的职业机会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对于 3 周岁以下无法全日托管的儿童而言，其母亲
选择兼职工作的概率更高。

第四，贫困家庭的儿童在接受早期教育时面临
更大的障碍，其母亲在就业时也存在困难。在大多
数国家，条件优越或母亲学历较高的家庭，其3岁以
下儿童接受早期教育的概率更高。例如，在奥地利，
母亲具有较高学历的儿童接受早期教育的概率为
31%，而母亲学历较低的儿童接受早期教育的概率
仅为11%。

儿童早期教育与保育在各国都受到关注，尽管
存在较大差异，但是早期教育与保育对儿童学习、发
展产生的积极影响得到了广泛的认可，这些认可也
使更多的女性返回工作岗位。

经合组织专题报告指出
保育服务影响女性就业率

奥德蕾·阿祖莱认为，“儿童用母语学习的效果是其他方式难以企及的”。 CFP 供图

本报讯（余海婴）英国一所负责提供线上评估及
教学的机构近日发布的《孩子们在读什么》报告显
示，许多 16 岁苏格兰青少年的阅读能力仅相当于
13岁或以下水平。

该报告数据涉及苏格兰地区 29524 名中小学
生。报告指出，苏格兰许多中学阅读的书籍难度基
本与小学难度持平。总体而言，苏格兰小学毕业生
阅读能力相当于低一年的平均水平，但在中学一年
级时，该差距增加为 2 年，至中学二年级，苏格兰青
少年的阅读能力则至少落后 3 年，这也意味着进入
国考第四或第五阶段的 16 岁苏格兰青少年仅有相
当于13岁及以下的阅读能力。此外，该研究显示阅
读能力的下降没有性别差异，而且英国普遍存在。
每天阅读15分钟便有可能改变现状。

邓 迪 大 学 教 育 与 社 会 研 究 教 授 肯 斯·托 平
（Keith Topping）建议，应鼓励并促进青少年阅
读更多的有一定难度的书籍。苏格兰保守党影子教
育大臣利兹·史密斯（Liz Smith）认为，该项研究
结果令人深感焦虑，教育应将重点重新放在阅读、写
作及计算能力的培养和训练上，并确保所有教师具
备足够的教授能力。苏格兰工党教育发言人指出,
当人们考虑到学生间的贫富差距，数据背后的结果
很可能比想象的更糟糕，而这则是苏格兰民族党十
年来不断削减教育经费所造成的后果。

苏格兰青少年
阅读能力令人担忧

他山之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