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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座双向桥梁

研究表明，使用学习者所熟悉的语言进行教学所取得的效果是最好

的。这一简单的事实可以从学习者由第一语言到第二语言的学习过程

中,对基本阅读和写作技巧的掌握程度得知。在多语教育项目中，低年

级的学习者使用自己的母语来学习知识，并将官方语言当作其中的一

门学科来学习。当学习者具备了相应的听、说、读、写官方教育语言

的能力后，教师就开始使用它进行教学。这种社区用语与社会更广泛

交流用语之间的教学桥梁，对学习者（儿童和成年人）的当地语言和

文化进行保存的同时,也能满足他们更广泛的多语言目标的需求。

多语言教育为儿童和成年人今后的终身学习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让我们来听听一位年青的东南亚女子的心声：“在学校的学习很困难，

因为我不知道如何使用通用语言来表达。”通过共同的努力，我们可以

帮助她和数百万像她一样想要在学校取得成绩，想要坚固其民族文化身

份，想要融入更广泛世界的人。

世界少数民族语文研究院与当地社

区共同致力于其社区内外多语言教

育的倡导工作，为每一个社区提供

资源支持，并帮助他们发展多语言

教育项目。          

              www.sil.org/literacy

多语言教育

这本册子主要强调多语言教育几个重要方面的问题：

经常听不到少数民族语言社区的诉求。因此，倡导使用民族语言可以

帮助这些社区居民认识到他们自身对多语言教育的需要。   

传统的教学方法已不能够满足多语言教育项目的需要。因此从国家到

民族地方的教育工作者都需要提高设计和实施多语言教育项目课程的

能力。

为一种非主流语言开发书写系统是一项富有挑战性的工作，但这也是

一个多语言教育项目早期的重要步骤。

多语言教育不仅需要当地社区的参与及资源，而且也需要政府机构、

非政府组织或者其他机构提供有效的资源以及专业知识作为支持。多

方面资源的需求将每个拥有专门资源的合作伙伴联系到了一起。



持续性多语言教育项目的组成部分包括：

（图表内容由苏珊•E•马龙博士提供， www.sil.org/literacy/graphics/MLE_Chart.pdf）

多语言教育项目需要创新

的思维以及机构、组织、

社区与个人之间的合作。

此图所显示的是一个成熟

项目的基本构成要素。 



如果你不懂得沟通的语言，如何寻求帮助？

世界少数民族语文研究院支持那些自己的声音很少为人听到的民族语言社区－那些

期望把自己的教育需求传达到能够帮助他们实现教育目标的个体或机构的民族。

世界少数民族语文研究院的促进工作分为很多层次，从提高那些支持机构对多语言

教育目标的意识，启动示范项目，到与多语言教育的毕业生保持联系等。 

巴布亚新几内亚 (PNG) 的倡导工作

“我们有几本书是用我们的母语写的，你们为什么不读它们呢？我该

怎样鼓励我们的孩子用母语来阅读和书写？”

   这些问题表达了占仕•瓦勒布 (James Warebu) 的疑虑，也促成了

他的设想－白天教孩子们阅读和书写乌萨茹法语 (Usarufa)，晚上开展

成人识字班。

   瓦勒布先生 (Mr.Warebu) 知道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渴望小学生先

以母语接受教育后，再跨越到官方国语的教育。但是他知道他需要帮

助才能把这机会带给乌萨茹法的孩子们。他咨询了许多世界少数民族

语文研究院的顾问，也参加了几个由世界少数民族语文研究院主持的研

讨会，得到的结论是：提高乌萨茹法语读写能力的阻碍之一，是这个语

言需要修订它的字母。

   受他的热情所感染,亲戚朋友们共同为挽救母语免于灭绝而努力。有

几位亲友参加了一个由世界少数民族语文研究院主办的字母绘制课程，

接着又上了一次字母测试课，然后就制作了识字课本。随着母语课程

的进展，成年人对年轻一代能讲流利的母语深感喜悦。于是越来越多

的成年人参加了母语学习班。

   通过一个世界少数民族语文研究院与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合作项目，一

名顾问一般会用18个月的时间与国家及国际民间组织倡导乌萨茹法母

语，以便确定发展母语的目标。被同民族人们的热情与承诺所鼓励，再

加上世界少数民族语文研究院的倡导，并获取重要资源的方法，瓦勒布

先生的梦想终于实现了。

一名乌萨茹法人正在
阅读扫盲项目的开幕
庆祝程序。

占仕•瓦勒布与世界
少数民族语文研究院
的倡导者大卫•维克
（David Wake）正在
庆祝乌萨茹法扫盲资
源中心的奠基仪式。

倡导



中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

及省级政府官员出席了石

龙白族学前双语教育的开

幕庆典，此项目是成人母

语扫盲教育课程的延伸。世

界少数民族语文研究院协助

把现代教育方法应用于这

个过去只有口语的乡村。

孟加拉国

世界少数民族语文研究院开展研讨

会，以便协助孟加拉非政府机构与

当地语言社团开展合作。这系列的

研讨会鼓励非政府机构人员在自己

活动的社区内开展一个多语言教育

的示范项目。2006年，5个非政府

机构与它们的社区合作伙伴参加了

4次研讨会。



当人用自己能掌握的语言来学习时，效果是最佳的。

多语言教育能确保高质量的教育，因为它对传统教学手段及教材作了适当调整以

适合当地文化。它突破了少数民族文化和语言的障碍，让少数民族人士能够在

更广泛的语言及文化里学习与生活。多语言教育的课程需要精心设计和培训，为

此，世界少数民族语文研究院提供顾问以协助培训及提升社区教育工作者和国家课

程设计人员的能力，设计高效率的多语言教育课程。

少数民族语言的发现

“我认为我的语言（克丘亚语）与大多数人使用的语言（西班牙语）不

平等；我一直这么认为，直到我与其他国家的人一起学习我的文化和

语言以及如何进行书写。当我开始发现我需要的字母并进行语法分

析，我意识到我的语言与其他的语言一样的美好。我的语言有形

态、句法以及语义结构。”这是一位秘鲁学生 Édison Convercio Ibarra发

自内心的表达。

    其他17个学生对于自己的语言也有类似的发现。这些到秘鲁首都

利马的里卡多帕尔马大学参加西班牙语课程的学生分别来自厄瓜多

尔、危地马拉、墨西哥和秘鲁的16个不同的语言社区。

   这是他们第一次专心地对他们的语言进行语法分析。为期10个月的

培训课程为这些少数民族语言的使用者打下了应用语言学的坚实基

础，使其在参与本社区的语言发展活动中对语言能有深刻的理解。目

前，这17个学生中有一些已经是双语教育学校的教师或者是学校的主

任了。

 另一位来自米斯特卡语语言社区的学生 Bibiana Mendoza Garcia                          

对这个应用语言学计划的目标进行了描述：“我和我的同学都看到这

种培训的必要性，我们正在考虑如何以这种方式将我们所学的传递给

那些从来没有机会学习的人。”

当参与者能够主导记
录与保护他们的语言
及文化遗产时，他们
便能自信地向他人传
授他们的认知。

师生每天都学到新知
识。

提高学习能力



埃塞俄比亚

在埃塞俄比亚地区文化局5年的试点项

目中，世界少数民族语文研究院主办了

一次多语言教育项目策划研讨会。试

点项目包括了编写识字课本、教师培

训、监测及小学课程评估，并对奔尼

陕故－谷木兹 (Benishangul-Gumuz)
地区的5种语言做出进一步建议。

泰国

玛希隆大学(Mahidol University)与世

界少数民族语文研究院在泰国曼谷市合

办了培训研讨会，有60名来自政府、

民间组织、大学及语言工作界的与会

者，为12个国家策划多语言教育的课

程。研讨会得到了联合国教科学文化

组织及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赞助。

危地马拉

危地马拉的孩子们看着一部伊西尔 (Ixil)
的视频短片“我的心语”，此片是一个

由伊西尔人组成的拍摄组自编自导的。

短片是为了教导伊西尔人学习自己的语

言。这个拍摄组已经能夠自行编写、自

行拍摄视频，并乐意把这些知识传授予

他人。



许多方言社区实际上是多语言的。此外，有些社区则希望以官方国语及国际语言

进行沟通。多语言教育课程首先提倡第一语言的识字技能，为达到更广的多语言目

标奠定基础。

多语言教育的桥梁

成功的多语言教育体系首先赋予非主流语言为母语的人群一个适当的文化和母语

教育基础，然后他们就能成功地跨越这个语言桥梁，去学习一种或多种其他的语

言。多语言教育让用当地语言、国语以及国际语言进行终身学习成为可能。



图片及概念由丹尼斯 •  L • 马龙博士提出

www.sil.org/literacy/graphics/MLE_Bridge.pdf

多语言教育的桥梁



书写系统的设计

正字法设计研讨会

任何一种语言能够在课堂上使用的前提是它必须有书写的形式。任何一种语言书

写系统（正字法）的发展都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任务：它要求对语言结构进行仔

细的分析，包括该语言所使用的多种发声方式以及如何更准确的描绘它们；文字

系统的选择与使用。为了找到这些问题以及其他问题的答案，语言学家和扫盲顾

问与各语言社区、高校及政府部门在这一环节中共同努力。

研讨会的学员正在使
用他们学习的语言知
识进行分析训练。

以社区为基础的研讨会以及专家辅导，对培养个人进行语言分析及社会语言学研究、

提供书写系统的设计及标准化问题而言都是有效的手段。这种参与式开发书写系统

的方法能够培养其社区的兴趣以及拥有感，这是书写系统的设计以及语言的发展

计划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

“正字法的开发就好像开采黄金。它需要大量的工作，但当你终于挖

掘到时，你就得到了真正的财富。”这是一位研讨会出席者的心声。 

书写系统的设计

 一位Simbiti语言的使用者看到自己的语言被印刷出来时大声地说

道：“在我眼中语言的面纱被揭开了，它是这么的美妙！”

  相关的语言使用者也出席了研讨会。与会者相互交流和学习，并

从他们所取得的成就当中受到鼓舞。因为Simbiti语言与Kuria语言相

近，于是Kuria语言正字法就成为发展Simbiti语言书写系统的起点。

 在坦桑尼亚，Kuria文字的印刷材料没有被广泛地进行使用。一次

正字法研讨会上，Kuria文字的书写系统受到了审查。当地团队发现

拼写法本身没有问题，问题在于，读者认为Kuria文字与用于贸易的

Swahili文字的构造差不多。然而，研讨会的与会者发现了Kuria文字

与Swahili文字之间的书写系统存在几个明显的差异。有了这一认识以

及最小的指导，他们现在可以更轻松地使用他们的母语阅读。



世界少数民族语文研究院在世界各

地已经开发出了多种适用于计算机

的罗马字符和非罗马字符，以保证

有关的字体不会对语言社区的材料

制作产生影响。相关资料可以从网

上下载：http://scripts.sil.org

巴布亚新几内亚

召开为期两周的字母表设计研讨会，

为当地的语言教师、培训者以及社区

成员提供了一个机会，让他们能够使

用自己的母语写故事，对字型进行讨

论与选择，制定试用文字拼写法指南

并开始编纂字典。字母表设计研讨

会所使用的方法取决于语言使用者对

语言的领悟力，从而反映出语言使用

者对其语言文化背景下发声系统的看

法。世界少数民族语文研究院在澳大

利亚政府的资助下，帮助巴布亚新几

内亚教育部制作了100多种语言的试

用正字法。

柬埔寨

为柬埔寨的 Kuy 语言的使用者开

发正字法的过程面临着一个广泛

的语音录入挑战，谷尔美语文字

系统的使用很复杂，而 Kuy 语言

的使用者本身缺乏对正字法的认

识。尽管存在这些复杂的因素，

但是这一过程中社区的贡献与参

与是十分重要的。了解语言的会

议，正字法研讨会以及语言委员

会都为 Kuy 语言的使用者接受新

的书写系统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人多好办事

这句俗语恰当地描述了通过共同合作来协助语言社区开展多语言教育项目的好

处。各个伙伴可以贡献自己的资源和专长。通过政府机关、非政府机构、大学及

捐助者同心协力的合作，就能扶助学生们建立起与官方国语和国际语言接轨的多

语言教育课程。多语言教育项目把许多资源连接起来，让当地社区更踊跃地参与进

来，也加强了多语言教育项目的持续性。

孟加拉国的多语言教育教师培训

“我已经申请了教师的工作，但是我还不知道具体的要求。最近我学

习到了一些关于多语言教育的知识。”一位参加教师培训研讨会的教

师Suma说道。“我是教儿童学习Khyang母语的教师。我只是感到困

惑，因为我们的语言没有编写成课本，它仅用于口头的交流。如果我

们开始使用母语教学，”她想到，“那么家长会不会送孩子来上课？

如果没有孩子到学校来，那么我的工作可以维持多久？”

联合国发展署、世界
少数民族语文研究院
和其他非政府组织共
同支持在孟加拉国举
行的多语言教育教师
培训课程。

孟加拉国常见的乐
器——风琴 

资源整合

        Suma在培训结束时说：“我认为多语言教育为孟加拉国的少数

民族儿童提供了正确的教育方法。现在我们的教师明白这一点了。”

她准备帮助家长们了解以母语为基础的多语言教育是使孩子在学校、

生活以及未来取得成功的关键。

   像这样的活动有助于在社区教学中建立起社区语言与更广泛的沟

通语言之间的桥梁。当学生学会使用他们的第一语言基本的阅读与写

作技能时，他们能够实现多语言目标和更大的教育目标，并同时保留

他们自己的语言和文化。

   在为新学期准备的时期，教师们参加了在孟加拉国吉大港山区举

行的多语言教育研讨会。他们了解到，在学生的早期教育中使用母语

进行教学的效果是最好的。与会者制作出了便于当地社区的教师实施

新课程的母语材料。



马来西亚
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世界少数民族

语文研究院（马来西亚)的要求，大

雅碧塔优国家协会 (Dayak Bidayuh 
National Association) 与世界少数民族

语文研究院成员在5个碧塔优 (Bidayuh)
的社区开展了多语言教育项目。

非洲

来自6个东非国家的与会者，出席了由世

界少数民族语文研究院和其他合作机构

开办的艾兹病教育班，实践了他们对弱势

人群健康与教育的长期目标。写成了不少

的原创歌曲，以配合适用于当地文化的

预防艾滋病及艾滋病治疗故事的宣传资

料。录制了所有的歌曲，宣传手册经翻译

后，也以8种方言及5种较广泛使用的语

言出版。

苏丹

苏丹南部各教育部门每年都甄选10
个人参加由多语教育顾问指导的研

讨会，就实施双语教育的过渡原则

进行讨论。目前，该国教育科技部正

在使用研讨会中的信息及构想草拟

语言政策及教育政策。



以母语识字的图像

建立一个坚实的基础

年轻人和成人通过母语首先学习流利的阅读与书写，能够更好地进行与其他语言

的读写技能的转换，从而为其中终身学习获得重要的工具。坚固的母语为先的成

人教育能够使社区成员获得他们所需要的知识和信息，以便他们积极地参与到当

地以及国家的发展活动当中。多语言教育的结果是增强当地人的自尊心，并使其

语言社区发展成为更广泛的语言交流中心。

布基纳法索

Abdramane Traore创造了一个成功的肥皂制作以及相关培训的业

务，每月的销售量为500条。但是他在孩童时就辍学了，因为他不理

解学校的教学用语。当他成年以后，参加了一个以他的 Témoignages 

母语进行识字的培训班。他的学习热忱使他成为了一位识字教师。

Abdramane 在事业成功时也
成为了一位 Témoignages
语的识字教师。

Felix 教导其他的马萨特克
语使用者使用母语进行阅
读。

终身学习的过程

阿根廷

一些能够用西班牙语阅读的成年人参加了 Toba 母语培训班以转化他

们的语言技巧而使用母语进行阅读。这个班有 9名毕业生后来参加

了写作研习班。通过使用 COMELE ( Combinación de Métodos de 

Lectoescritura )方法学习，他们已经能够写出基本的文字材料了。这个

为期一周的研习班包括 8节针对 Toba 语文盲和半文盲成年人的识字

指导课。

墨西哥

在当地学校暑假期间，有一马萨特克语言的广播频广告播报道有一个

两星期的马萨特克语阅读和写作课程。这种做法的灵感来自于一位名

叫Felix的马萨特克语使用者；他喜爱自己的母语，并希望能够用自

己的母语教其他的成年人识字。在下午，有两位大学水平的学生参加

了，虽然他们都能够使用流利的西班牙语，但他们愿意用母语学习阅

读马萨特克语。



塞内加尔

一位妇女在完成其第二年的基

本 Saafi 文识字教育时说道：

“现在我可以帮助我上小学的

孩子读他们的法文读物了。”

东亚

母语课堂帮助非主流语使用者的

年轻人认识他们自己的母语，从

而为他们学习国家语言和国际语

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所罗门群岛

虽然对居住在所罗门群岛的居民来

说英语与皮筋语一样的熟悉，但是

一位村民还是当即就买下了用他的

母语(Cheke Holo)语编写的两本故

事书。然后，他开始大声地朗读，

仿佛身边没有旁人；而后突然大叫

起来：“这就是我的语言！”

终身学习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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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少数民族语文研究院的宗旨

是通过对少数民族语言进行研

究、翻译、培训和读物编制，为

少数民族语言社区培育基于语言

的、可持续的发展能力。世界少

数民族语文研究院认为，真正的

多语制能够促进基于多样性上的

统一与国际上的相互理解。

关于世界少数民族语文究院

作为一个非政府组织，世界少数

民族语文研究院在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和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中具有特殊的咨询顾问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