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弗德里克 A 波斯维尔

国际SIL首席执行官

国际SIL 2011年简报

语言发展伙伴

通往新机会的桥梁——母语教育

在喀麦隆西北部的丰东镇，一位负责培训教师与开发教材的学校学监在一间书店

外面遇到了一个小男孩。“你有上学吗？”学监问。

“是的，先生。我在三班。”

“你能阅读吗？”

“是的，我能用科姆语(Kom)和英语阅读。”小男孩自信地回答。

由于这个小学生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学监继续询问：“你也能书写吗？还是

你只能读？”

“我能读，也能写。”

学监从旁边的书店买了一支粉笔，在走廊的水泥地上用科姆语和英语各写了两句

话，小男孩顺利地阅读了这四句话。学监把粉笔交给了小男孩，小男孩用科姆语和英语

各写了两个长句。逐渐增多的围观人群开始鼓掌，他们见证了母语教学所带来的改变。

小男孩的母亲也在人群中，她的眼中充满了喜悦与自豪的泪水。

为什么众人感到惊奇？一般学校教学通常用英语，英语是科姆族儿童上学时才第

一次接触到的语言。因此，大多数科姆儿童在英语读写的基础课程中挣扎，在五年级以

前很少有人能达到最基本的流利程度。不同的是，这个小男孩参加的是科姆语教学的学

校，SIL在这个学校作长期追踪研究项目。当学生们在一开始上学就用他们最熟悉的语

言进行教学时，母语教学与传统教学的区别能带来显著的改变：即使是非常小的学生也

能熟练的运用母语。这扎实的母语基础成了一道桥梁，学生更容易掌握社会广泛使用的

交流用语。

在过去的这一年，SIL与数以百计的社群一起工作，他们制作教材，并且执行推

动多语言教学与扫盲计划。语言社群是不断变化的，像这类振复语言的努力，有助于母

语继续承担社区变化的需求，成为一座达到多语言教育目标的桥梁。

这份简报着重介绍2011年国际SIL的一些工作：两种新字体的面世、推出

ScriptSource新网站、培训工作、语言材料发展以及发布研究成果。能与倡导使用少数民

族语言的网络建立伙伴关系，我们深感荣幸。



ScriptSource网站投入运行

新投入运行的ScriptSource网站提供世界各种语言书写系统与字母相

关的重要信息。此外，该网站还提供合作平台，开发支持书写系统，如字

体与键盘的软件。

从ScriptSource的运行我们可以看出SIL致力于开发支持人类语言发

展的工具软件。ScriptSource网站与《Ethnologue》网站一样，可供研究

员、教师与民族语言社群快速地查找语言与文字的关键信息。 

http://www.sil.org/sil/news/2011/scriptsource.htm

语言学与多元文化的网上资源

目前人类所说的语言有接近7000种，研究者估计其中只有

300-500种语言在互联网上得到使用。第二届国际语言学与多元文

化网络空间会议让世界各地的专家来到雅库茨克，俄罗斯联邦萨

哈共和国的首府。代表们齐聚一堂，交换信息，望能为语言群体

寻求到更好的解决方案。

2008年与2011年两次大会的SIL代表伍迪·麦伦登，发言表

述SIL的立场：

“我们相信每种语言都有其内在价值，民族语言

的讲说者和其他利益相关的团体，他们应该可以拥有现

有的工具与技术，用来保护和促进民族语言与文化遗

产。许多世界各地例子显示，只要一种语言在生活各个

层次中被赋予空间发展与使用，语言活力便得以更新。

     http://www.sil.org/icc-2011

SIL与喀麦隆语言学家携手作出杰出贡献

为了促进喀麦隆西北地区米萨杰语七种相关语言的发展，SIL喀麦隆

分部招募语言学研究者参与工作。当格蕾丝·塔巴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她

基本完成了布埃亚大学语言学硕士学位。格蕾丝说：“我在理论语言学方面

具有扎实的基础，我非常高兴得知这个能做些实际田野工作的机会。”

除了她的研究生资历以外，格蕾丝还拥有一个优势：她来自与米

萨杰地区相邻的恩杜（Ndu）。她能轻易与当地社群的成员建立友好的关

系，这对于她的工作有多方面的好处：收集语言数据，开展扫盲教育，

分析语言，并且为米萨杰语群中的两种语言—昆语(Cung)和纳阿米语

(Naami)—开发书写系统。这些社群的人们欣喜地接受了新的书写系统，

而这一工作也已进展至最后的评估阶段。

“我现在正在分析昆语的音调，这对我是一个挑战”，格蕾丝补充

说：“不过我非常喜欢音韵学，因此研究音调是将研究做得更深入的好

机会。”

格蕾丝只是众多喀麦隆语言学家中的一员，他们对于自己国家的语

言发展项目作出了杰出的贡献。SIL与社群，以及当地、国家级和国际的合

作伙伴一起，努力推动全世界的语言发展工作。

http://www.sil.org/sil/news/2011/scriptsource.htm
http://www.sil.org/icc-2011


¡Btsid ga go’al 
ga di’izhnde! 

字体支援

书写系统数字化

SIL提供处理语言与文化数据的软件工具，这些软件支持复杂的文

字。将具有复杂特征的文字计算机化，使人可以领略数字化交流带来的好

处，如文字处理，短信以及互联网。这些字体也是印刷书面资料的有力工

具。一个社群越能数字化应用母语，其语言活力越能持续。

http://scripts.sil.org/Home 

安迪卡——SIL扫盲教育新字体

2011年，安迪卡（Andika）扫盲教育新字体项目的第三期成果发布，

其中包括全套超过2,100个字符的新字体，可以供多种使用罗马字母的语

言使用。扫盲教育的教材所需要的字体应能满足初阶读者的特殊需求。安

迪卡是一种容易阅读，支持国际码的等宽无装饰字体，其中几个字母与数

字，可选择独特的字符形状。因为可读性是我们的首要目标，SIL的字体设

计者对于安迪卡进行了细致的调适，使其在低分辨率的环境下依然清晰。

关于这些新特征在SIL的网页上都有说明，同时字体可以免费下载。

http://scripts.sil.org/Andika

安娜普娜梵文字体

安娜普娜SIL （Annapurna SIL）梵文字体特以尼泊尔安娜普娜地区

命名。在南亚洲，印度-雅利安语支里超过120种语言使用梵文。SIL提供

一套国际码字体，可以支持这些语言的多样性。字体设计体现了梵文常用

的硬笔书法效果，是众人所熟悉的笔迹。可读性高，字型紧密而美观，适

合高质量出版使用。安娜普娜SIL字体使用最先进的OpenType® 与Graphite
字型技术制作。

http://scripts.sil.org/AnnapurnaSIL



 

 

14

 
 
 
 
 
 
 
 
 
 
 
 
 
 
 
 
 
 
 
 
 
 
 
 
 
 
 
 
 
 
 
 
 
 
 
 
 
 
 
 
 
 
 
 
 
 
 
 
 
Figure 1. Signs for “dog” (#126). 
 
 

J.                K.               

G.     H.              I. 

D.           E.             

A.             B.               

 

 

14

 
 
 
 
 
 
 
 
 
 
 
 
 
 
 
 
 
 
 
 
 
 
 
 
 
 
 
 
 
 
 
 
 
 
 
 
 
 
 
 
 
 
 
 
 
 
 
 
 
Figure 1. Signs for “dog” (#126). 
 
 

J.                K.               

G.     H.              I. 

D.           E.             

A.             B.               

埃塞俄比亚与SIL延续长期合作协议

 2011年八月，埃塞俄比亚联邦民主共和国的代表当地领导再次与SIL埃塞俄比亚

分部签订合作备忘录，这项协议正式确认了继续合作的承诺。早在1973年，应当地领导

的邀请，SIL便开始了语言发展工作，至今已经38年。从那时起到现在，SIL和亚的斯

亚贝巴大学在语言研究方面共事，涉及埃塞俄比亚现今仍存在的85门语言中的40门语

言。SIL是在埃塞尔比亚司法部属下慈善团体与社会团体厅登记注册，与政府单位、宗

教团体和其他伙伴合作语言发展项目。

http://www.sil.org/eth-mou

SIL与美国北达科达大学60年长期合作关系

 2011年，国际SIL与美国北达科达大学(简称UND) 举行了60周年

合作纪念。SIL-UND合作项目培训语言学人才，颁发语言学硕士学位与

扫盲教育证书。除此之外，还提供聋人手语培训。课程特点是学生和教

职员工都是聋人

http://www.sil.org/sil-und60

SIL与马来西亚及巴布亚新几内亚开始学术合作关系

SIL一直以来都是在寻求与当地学术机构互惠的双边合作关系。2011年SIL马来西

亚分部正式与两个学术机构建立学术研究合作关系，他们分别是马来西亚沙巴州大学与

巴布亚新几内亚哥罗卡大学。这些协议开通了共同研究、学术交流和学生发展的渠道。

http://www.sil.org/training/welcome.htm

马来西亚研究人员使用FieldWorks软件保护母语

去年FieldWorks语言文化保护软件研习班在马拉西亚沙巴

大学（下简称UMS）召开，由UMS主办、协办单位分别是UMS
知识与语言促进中心、UMS主席卡达山都顺先生、UMS整合

研究法学会 与SIL马来西亚分部。当时有60位民族语言学者参

加，分别来自东马来西亚的沙巴州和沙捞越州。

他们学习使用FieldWorks软件保存家乡母语。许多位学者

已经启动了社区语言字典的工作。除了软件应用培训之外，研

习班学员还讨论了有关语言文化保护的问题。

我们希望参加这个研习班可以掌握FieldWorks，
无论是字典制作还是储存民族文化数据，都是以保护

文化遗产与开发母语材料为中心。

－UMS副校长拿督••斯里•彭里马 安鹏教授博士

Fieldworks Language Explorer (FLEx) 不单是专业语言学者和人类学

者使用的电脑软件，一般具备电脑使用常识的研究人员也可以使用。软件

即支持初步的数据输入，也预备数据作出版。  

http://fieldworks.sil.org/fl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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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volume on Kifuliiru, together with its companion volume (The Kifuliiru Language: 

Volume 2: A Descriptive Grammar), is one of the most thorough and yet most readable 

Bantu grammars available. Designed primarily as language documentation rather 

than as theoretical analysis, these volumes aim at a thorough presentation of the many 

interesting features found in a typical Interlacustrine Bantu (J) language. 
A special highlight of this first volume is an unusually detailed and thorough 

autosegmental analysis of Kifuliiru tone, with emphasis on the realization of tone 

in an extensive variety of verbal forms and constructions, with and without various 

object prefixes and including passive and causative variations of most forms.  This 

allows clear evaluation of the concomitant tonal changes.  Whereas in most Bantu 

languages a high tone seems to contrast only with its absence, this thorough analysis 

of Kifuliiru indicates a synchronic three-way distinction in verbs between high (H), 

low (L), and toneless (Ø). Verbs of all three classes are used to illustrate each different 

grammatical tone pattern.
One chapter is dedicated to a detailed presentation of the morphology and 

morphophonology of derivation in Kifuliiru. Discussion of the verbal extensions 

includes the morphophonological and syntactic aspects as well as the semantic nuances 

of each extension.  An exhaustive treatment of the formation of the resultative (often 

called perfective) form of the verb stem is also included.Karen Van Otterloo received a master’s degree in linguistics from the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rlington in 1977.  She and her husband Roger (author of Volume 2) lived 

with their family in the Kifuliiru-speaking area of what was then Zaire from 1980–

1996, and still continue contact and involvement to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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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国际SIL

国际SIL是一个非牟利民间组织，主要通

过研究，翻译，培训与开发教材服务世界各地语

言群体，建立语言群体的语言持续发展能力。

作为非政府组织机构，国际SIL分别在联

合国经济与社会理事会有特别谘商地位，联合国

教育、科学、文化组织有正式谘商地位。

SIL在世界各地有培训学校，课程包括语

言学分析法、语言保护、人类文化学、民族音乐

与艺术、社会语言学、扫盲教育、多语言教育、

翻译学与语言项目策划。

SIL的基金运作来自个人和对语言发展有

兴趣的机构与基金会。SIL旨在服务语言群体，

没有宗教、政治、性别、种族或民族背景之分。

7世界少数民族语文研究院（美国）云南代表处

650051

云南省昆明市青年路延长线53号滨江大厦B座18楼

电话：0871-418 4985

传真：0871-419 0157    

电邮：dongyabu_xunwen@sil.org

网址：www.eastasiagroup.net

背景字体：Andika, Annapurna SIL, Charis SIL 与西班牙手语

学术出版 

77年来各地SIL人员出版语言与文化研究

有关的题目超过200种。2011年发布了7个研究

成果，其中一个语言是来自刚果共和国的巴富

丽如(Bafuliiru)语言群体，这个40万人的群体

讲的是基富丽如语 (Kifuliiru)。这个研究成果

分为两册，第一册是《基富丽如语的音系学、

声调与形态学上的派生研究》；第二册是《基

富丽如语描写语法》。

 6,909 世界各地在讲说中的语言 

  (Ethnologue)
 超过1,980 正在进行中的语言项目， 

  涉及十六亿人

 超过4,200 工作人员

 超过60 成员来自不同的国家

75年来，SIL与各个教育机构合作项目，培训

超过15,000人。

SIL小统计

dongyabu_xunwen@sil.org 
www.eastasiagroup.n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