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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城镇发展和双语教育的进程
—南疆地区两个专题调研报告
——
［文章编号］1001-5558（2011）02-0159-14

●马 戎
［摘要］ 自从中央政府启动“西部大开发”发展战略以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发生了很
大的变化，
社会结构的深层变化和汉族劳动力的涌入使新疆的社会发展、经济建设和民族关
系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本文关注的是新疆各族知识分子和民众十分关心的两个问
题——
—喀什老城区改造和双语教育，希望通过对这两个具体问题的讨论来理解新疆和西部
地区社会发展和民族交往中普遍存在的主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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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本世纪初中央政府启动“西部大开发”发展战略以来，我国西部地区特别是新疆维
吾尔自治区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央主导的能源、交通、通讯、水利、城市建设等方面的大型
建设项目推动了新疆城镇的所有制改革和对外开放，也吸引了大量中部和东部的企业和劳
动力进入新疆，新疆城乡的经济与社会结构出现了深刻的历史转型。大量汉族人口来到新
疆，
新疆许多新兴的项目企业由汉族经营。这些汉族流动人口对新疆历史、维吾尔族语言宗
教和传统文化普遍十分生疏，
但是由于他们在东部市场体制和竞争机制下生活多年，在汉语
交流、适应市场机制、掌握就业技能等方面占有明显的优势，他们在新疆城镇各行各业的劳
动力市场上具有明显高于当地少数民族就业人员的竞争力，这无疑会对本地少数民族大学
毕业生和城乡劳动力形成很大的压力。社会结构的深层变化和汉族劳动力的涌入使新疆的
社会发展、经济建设和民族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马戎等，
2005）
2009 年乌鲁木齐的“7.5 事件”对全国人民是一个很大的震动，它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的
西北民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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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近十年新疆深刻的社会转型中逐渐积累下来的社会矛盾，这些社会矛盾涉及新疆社会、
经济、文化、城市化、
教育、
就业、
人口流动等许多方面的问题，而且由于直接牵涉到新疆的民
族关系，
也与我国的民族理论、民族制度、
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等密切相关。这些问题所涉及
的方面和领域十分广泛，而且是长期积累而成，需要政府部门和社会科学工作者在大量深入
系统的实地调查中逐步发现、
分析并提出具体可行的调整改善的政策性建议。本文试图通过
两个新疆各族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都十分关心的问题——
—喀什老城区改造和双语教育来分
析当前新疆的社会发展和民族交往，并希望能够通过对这两个具体问题的讨论来理解新疆
和西部地区社会发展和民族交往中普遍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
城市改造和喀什老城区
近十年来，
全国各地的许多城市为了提高基础设施的档次，拓宽街道，建设地标性建筑，
更新现有居民区的公共设施（上下水、
电、
天然气、电话、网线、垃圾处理、公共交通、防火和急
救条件等），
建设新商业区和工业开发区，
都在大规模进行老城区的改造与扩建。但是由于许
多规划工作简单粗糙，改造规划缺乏透明度，旧房拆迁过程中有时又伴随着行政强制，没有
充分考虑当地居民的利益，
因此不少城市的旧城改造工作得不到广大居民的认可，在具体实
施时极易引发矛盾。
与全国其他地区迅速推进的城市化进程一样，新疆近年来的社会经济发展也与城镇发
展，
特别是现有城市的改造扩建密切相关。新疆自治区有许多城市都在积极推动旧城改造工
作，
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南疆喀什老城区改造工程。喀什地区是我国维吾尔族人口的主要聚居
地，
喀什市也是南疆的维吾尔传统文化中心。
（马戎，
2000）有的老人告诉我们，老城区有些房
子有五六百年的历史，
一些维族知识分子把喀什老城区的民居建筑群比喻为“维吾尔族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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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区建筑风貌和民族传统文化的结晶”
。也正因为如此，喀什老城区改造工程不仅在维吾
尔族知识分子中激起很大反响，
而且也引起国外媒体和学术界的关注。因此，喀什老城区改
造已经成为新疆民族关系的一个重要而敏感的议题。2010 年 8 月，我们在新疆喀什市对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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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老城区改造问题开展了实地调研访谈，实地考察了拆迁现场，与多名老城区居民座谈，并
访问了主持老城区改建设计的维族工程师。
（一）从政府的设想和巨大投入来看，
喀什市老城区改造项目是一项
“惠民工程”
首先，
老城区有相当数量的居民住房老旧破败，建造时使用的木材和土坯已超过使用年
限，
使这些房屋成为危房，
不仅无法抵御地震破坏，有的还有随时倒塌的风险。其次，老城区
有相当部分街区道路狭窄弯曲，无法出入消防和急救车辆，一旦发生火灾或有重症病人，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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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及时灭火或进行急救，将造成居民生命和财产的损失。再次，老城区基础设施严重落后，许
多住宅缺乏完善安全的电力、天然气、
通讯、
上下水等方面的设施，影响居民的生活质量。从
这三个方面看，喀什市开展老城区改造，是城镇建设和改善居民生活条件的需要，政府拨出
大量资金推动老城区改造，
从立项角度看，
是一项必须充分肯定的“惠民工程”。
（二）政府在老城区改造项目中的具体做法
老城区改造项目经过了长期论证与讨论，实施方案也经过了多次修订。我们 2010 年 8
月调查时了解的情况如下：
（1）喀什市城建部门、建设设计院等单位合作设计制订老城区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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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整体规划；
（2）对规划区域涉及的居民住房进行评估勘测，部分有历史价值而且比较坚固
的房屋予以保留或助资维修，部分在上世纪 80~90 年代改建或新建的质量较好的房屋予以
保留，
确定需要拆除改建的简陋或有危险的房屋；
（3）通过街道居委会和改造项目办公室，对
需要拆掉改建的房屋进行丈量，
确定补助面积和补助数额；
（4）为保存老城区传统建筑风貌，
设计部门对在原址重建的居民住房进行“一对一”
的住房设计，请居民提出房屋外观图样，由
建筑设计部门参照图样进行免费的单体房屋设计；
（5）设计方案确定后，政府与住户签订拆
建合同；
（6）因道路扩展和公共用地造成部分居民房基地面积减少，由政府提供补偿，砖结构
住房每平米 700 元，
土木结构住房每平米 580 元；
（7）在原址上重建施工中，政府提供每平米
（8）在重建过程中，政府为居民提供 6 个月的周
400 元的补助，不足部分的资金由居民自筹；
转住房，每月租金 500 元；
（9）2009 年及其以前的拆建工程由本地少数民族施工队负责施
工，
2010 年因民族施工队力量不够，吸收本地汉族施工队参与，维族施工队和汉族施工队的
比例大致为六比四。
从以上情况来看，应当说政府主管部门已经考虑到民众关心的许多方面：
（1）
“一对
一”的单体房屋设计防止了单调一致的民居外观风格，民居可按照居民的意愿和原来房屋
风格予以重建，不会对喀什老城区维族传统建筑风貌造成破坏；
（2）有历史文化价值、比较
坚固的一批住房得以保留，是有选择的重建；
（3）政府对重建给予资金补助，拆建期间安排
周转房，对改建造成的面积减少给予补偿，对愿意从老城区搬到政府新建楼房的住户，政
府提供搬迁便利并给予补偿。
（三）民众反映的在拆建过程中出现的主要问题与不满
既然改建项目实施过程中所涉及的许多具体问题，政府都已经予以考虑并作出了相应
安排，
为什么当地部分居民和维族知识分子对喀什老城区改造项目还有那么多意见？问题主
要出在哪里？我们在和当地居民的访谈中，主要讨论的就是存在的问题。
在项目实施方面，
民众在访谈中提出的问题和不满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点上：
1． 在对需拆建的住房进行面积测量核对方面，一些居民反映新测的面积少于实际面积。
居民自己的测量方法（包括庭院、阳台等的折算方法）和数据可能与政府部门的测量方
法和数据有出入，这在住房拆建中是经常发生的现象，各方需经过讨论、核对和解释来解决
分歧。但是有些居民反映，
新核对的面积比过去政府正式颁发的房产证上注明的面积还小，
居民不能接受，希望按照房产证上的面积计算。有些居民反映，在丈量时如果给具体工作人
员行贿，
量出的面积就比较合理甚至比实际面积还大。这主要反映了房屋丈量核对工作的细
致程度和具体工作人员的素质和不正之风问题，政府需要重视，及时接收民众投诉。可以组
织几个核查小组对这类投诉进行处理，
努力把住房实际面积的测量与核对工作做好，体现政
府工作的公开、
透明和公正。
2． 有一些与政府签署正式合同，明确“原址重建”的居民的住房，政府中途不履行合同，
以“公共绿地”或“公共设施”
建设为理由，
要求居民放弃“原址重建”
，接受补偿另购住房。
这一现象反映出街区改造规划的制订不慎重，许多方面考虑得不周到，导致在签订合同
之后，
规划内容仍在改动。但是政府既然已经与居民签订了正式合同，就只能与居民协商，动
员居民在自愿基础上与政府签订新合同。如居民坚持履行原合同，政府只能按合同办事，决
不能借助行政压力单方面撕毁有法律效力的正式合同。这一现象反映出来的是政府公务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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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治素质和法律意识问题。
据部分居民反映：政府部门（街道、国土资源部门等）把一些以“公共绿地”或“公共设
施”建设占地为理由，说服住户放弃
“原址重建”的房基地，不久又卖给房地产开发商，转为商
业用地，
有关部门和经手个人都因此获得高额收入。居民得知这些土地的实际用途后非常气
愤，
因为他们得到的补偿标准是“公共用地”
的补偿标准，远低于商业用地的补偿标准。他们
举例说：2004 年，政府要求艾提尕尔清真寺周边居民把住房卖给政府，做清真寺建设用地，
补偿标准是土木结构每平米 220 元，
砖结构每平方米 420 元。但政府最后把这些宅基地卖给
开发商建造商店出租，
售价最高为每平米 2.8 万元，当时接受拆迁的居民对此非常不满。
为了防止征地时的说法与后来实际用途之间出现差距并导致纠纷，政府应当在一开始
即向社会公众正式公开老城区的改建规划，使每块土地的规划用途公开透明，这既有利于
公众和社会监督规划的实施，
也可杜绝一些无根据的谣言在民间的恶性传播，建立政府和社
会间的互信。现在群众有些疑问，政府应尽快将老城区改建规划予以公布，亡羊补牢，犹为
未晚。
现在全国各地政府普遍把土地作为重要收入来源，主要方法就是从农民或城市居民手
中低价获得土地，再高价卖给开发商。这样对原土地使用者和房屋所有者的合法权益造成不
同程度的损害，这也是许多地区和城市在政府与公民之间发生法律纠纷甚至严重群体性事
件的主要原因之一。喀什老城区住户均为本地维族居民，改建工程得到维族民众和国外媒体
广泛关注，如果政府部门在老城区土地使用、转让过程中对一些法律程序、补偿措施处理不
当，
可能引发严重的社会后果。
一些低收入住户无力完成住房重建，
无法入住新居。
3． 由于政府提供的重建补助标准低，
据介绍，按照目前的建筑成本，每平米 400 元的补助资金只能建起四面砖结构墙体（有
的可以把第一层封顶），门窗和内部装修的费用仍需住户自筹（2 万元以上）；如建第二层，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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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需完全自筹。我们访谈的住户和规划设计专家估计：大约有 10%~20%的重建住户经济实
力较强，即使政府不资助，他们也计划重建，政府补贴是“锦上添花”
，帮他们省了钱；另有
40%~45%的住户并不富裕，但是通过银行贷款或向亲友借钱，仍可勉强完成住房重建，但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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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使他们欠下债务，
对今后生活有明显影响；同时约有 30%~35%的住户经济困难，无处筹措
建房经费，
造成工程停顿。我们在老城区看到，有部分已经建成墙体的施工现场长期无法完
成工程，
甚至二层没有封顶。
目前有相当比例的居民无法完成住房重建，无法入住新居，这是喀什市政府必须及时解
决的一个严重的民生问题。目前有两个方法可供选择：一是统一提高重建补助标准。但是这
将涉及所有的重建户，连那些已经建好、经济富裕的住户也需要补发补助，这会涉及原来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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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补助标准的合理性问题及责任的追究，并将增加政府大量资金的投入。二是对那些确实
困难的住户（30%左右）提供长期无息银行贷款，帮助他们及时完成住房重建，之后再根据每
个具体住户的经济收入情况（如低保户、
贫困户等）逐步减免贷款。我们觉得第二种方法比较
可行，
涉及的户数较少，也不是无偿资助，
住户还贷时可根据情况零星个案进行减免，能避免
引起社会群体性动荡或反弹。
4． 部分居民对重建房结构设计、施工质量的反映
（1）设计。喀什老城区居民住房，
绝大多数是传统的土坯木框架结构，有的墙体厚达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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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厘米，冬暖夏凉。居民说院里冬天水缸也不结冰，夏天十分凉爽，有节能效果。同时，厚厚
土墙的室内一侧可设计各式龛室，放置铜壶、
瓷器等工艺品，成为维吾尔民居的传统特色。而
新设计施工的墙体均为砖墙，
厚度 24 厘米，许多传统民居的室内装饰无法保留，给维族传统
建筑和民居文化的继承方面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同时新建砖墙很薄，隔热防寒效果差，居
住并不舒适而且浪费能源。但据一位设计工程师讲，新式砖墙的好处是节约建筑材料，同时
可以扩大室内面积。对新旧设计的利弊，
人们各执一词。
其实，
只要木料结实，
对土坯墙注意维护，喀什老城的传统维族民居是相当坚固耐用的，
这是当地居民在几百年居住中逐步总结发展出来的建筑形式。那些通过鉴定，达到了一定抗
震能力的传统土木结构住房，
也应当允许保存乃至重建。在住房结构设计方面，政府需要充
分尊重当地居民的意愿，
在喀什老城区保留一些多样化的建筑风格，并没有什么不好。
（2）质量。一些居民反映，
新建住房的墙体只有 24 厘米厚，中间的钢筋很细，我们在现场
看到的施工墙体立柱中的钢筋，
直径约为 1~1.5 厘米。一些居民对这样的结构设计和施工质
量能够达到政府宣传的“抗震安居”
效果表示怀疑。我们不是建筑专家，因此对这样的住房质
量无法评价，但是需要指出，现在我国建筑行业（特别是偏远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的建筑施
工）的质量问题比较突出，
人们对
“豆腐渣工程”
的担心是十分自然的。在设计与施工质量问
题上，
政府应当向居民有所说明并切实承担起监管职责。假如这些新建的房屋今后在地震中
或在其他情况下出现不应发生的损坏、
倒塌（即证明没有达到设计标准），作为老城区改建项
目的主持者和推动者，地方政府将不可避免地承担一定责任。
5． 关于部分老城区居民迁到到郊区后的生计问题
部分经济条件较差（如低保户）、原住房面积较小（小于 50 平方米）的喀什老城区住户，
在拆迁重建过程中放弃“原址重建”
而选择迁入政府提供的位于郊区的楼房公寓。由于这次
搬迁改变了他们的就业环境，
这些人当中有相当一部分出现了收入难以维持生活的情况。过
去这些居民住在老城区，可就近通过沿街出售干果、烤馕等小生意或打零工维持生计，现在
迁到郊区楼房，如继续进城做小生意或打零工，每月需支出公共交通费 120 元（每天 4 元），
新居的物业费每月 10~11.50 元，
而政府的低保补助每月仅为 140 元，
这样算下来，
一些困难的
低保户连吃饭都成问题。因此当他们住所的公寓设施（水管、
水龙头等）损坏后，
也无钱修理。
现在喀什物价很高，我们在市场上看到，1 公斤羊肉卖 45 元，1 公斤本地产的桃子 23
元。希望政府考虑到当地物价的实际情况，在具体调查的基础上制订新政策，对这些迁到郊
区的低保户适当提高低保补助标准。
6． 关于施工进度问题
根据居民与政府签订的合同，政府对“原址重建”的居民提供六个月周转住房和租金补
助。但是部分居民反映，
有的住房已经拖了一年多仍未完成施工，无法回迁入住，这些居民意
见很大。据反映，
有的居民甚至给居委会干部送钱，请他们帮助推动施工进度。
据了解，政府已经采取措施，
为一部分周转期满但仍无法入住的居民延长了周转房的使
用期和租金补助。但是为了履行合同并切实解决“原址重建”
居民的回迁问题，施工工程进度
的监督管理需要进一步加强。
7． 在改造项目各项工作具体推动中出现的工作作风问题
民众反映，在具体工作中也出现了干部工作作风问题：
（1）整个老城区改建工程规划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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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不透明，
土地具体用途说法多变，
签订的合同政府不认真履行。（2）在决定一些房屋是
拆还是保留时，干部拍板的随意性很强。有的居民给有关部门和人员送了钱，托了关系，住房
就可以纳入“有历史保护价值”
的范围而避免拆迁。（3）在动员过程中，居委会干部每动员一
户居民拆迁，可得奖金 200~500 元，干部对此项工作积极性高，在动员中对住户施加各种压
力。
（4）有的住户因为拒签合同，
遭遇断水断电。以上现象反映出当地干部的政治素质和工作
作风问题。此外，老城区原有 37 个经文学校，在改建中全部拆掉，有的市文物所上报批准的
传统文化遗址也未能保留，
部分民众对此有意见。我们在老城区也去实地看了相关的拆迁工
地，
旁边有市文物所过去立的“某某历史遗址”
的牌子。民众和当地知识分子的有关意见值得
政府重视。
新上任的自治区张春贤书记曾来喀什市，
对老城区改造项目表过态，
指出这一
2010 年春天，
项目的实施必须在群众
“自愿的基础上开展”
。一些接受访谈的维族老人对此抱有很高期望。
中国要实现现代化，
就必然要推动大规模的城镇化进程，这是发展趋势。由于我国许多
城市的老城区人口过于拥挤，基础设施陈旧，抗震防火能力低，所以老城区改造是我国城镇
化的重要内容之一。但是许多历史上留下来的老城区，它的街道格局、建筑风格、施工工艺、
内部装修等许多方面都是当地传统民居文化的重要载体，一旦拆除，不可重现，很可能是我
国各民族传统文化的重大损失。在这方面，
我们内地许多城市（包括北京）已经犯了许多不可
挽回的错误。喀什老城区是维吾尔建筑和民居文化的精粹，如果其建筑都变成与内地同样规
格的砖瓦结构，即使在外观上保留一些传统形式，内部结构也必然无法继承原来的传统风
格，
这很可能成为日后的遗憾。
基于以前的教训，
喀什老城区的改建应该适当放慢速度，同时政府可聘请各族学者和建
筑学家参与讨论老城区的改建方案，在街区规划和房屋结构设计等方面提出最佳方案并取
得大多数人的共识与支持，
在此基础上稳步渐进地推动改建项目。放慢速度，广征民意，稳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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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共同推进，如果老城区改建项目能够以这样的方式来推动，那么当地干部在自己任期
内的“基建政绩”
可能小一些，
但是对于党和政府的威信和“民心政绩”肯定会加许多分。与此
同时，建议市政府在喀什报纸上公布举报电话，设置相应的办公室，及时受理居民对相关问

Journal

题的反映与投诉。
共产党的宗旨就是为人民服务，老城区改建这个完全是以改善民生为目标的项目，更应
该广泛征求民众的意见，争取民众的支持和参与，这样才能使这个本意是改善民众居住条
件、政府投入了大量资金和人力的老城区改造项目成为得到广大维族知识分子和民众拥护
的真正的“惠民工程”。
任何古老建筑都有自己独特的风貌，如何在建设现代化城市的同时保护好古城的文化

of
Ethnology

与历史，中国其他城市也曾面临类似的问题，如北京的胡同和四合院改造、西安“回坊”改造
等。（李健彪，
2009）喀什老城区居民对几代人出生、成长的房屋有很深的感情是完全可以理
解的，即使是窄小、弯曲的巷道也能引发当地居民的儿时回忆，不规整的土坯墙也已成为戈
壁民族建筑文化的一个侧面，雕花木梁和墙内龛室中的民族工艺品展示着一个民族悠久的
历史与文化。如果人类的城市和房屋都依据建筑效率和经济成本的原则改建成整齐划一的
式样，那么人类的文化生活将是多么贫乏和苍白！我们很快就会发现，恰恰是老城区这些外
观古旧、内部多变的传统民居，将是喀什发展旅游观光业的亮点。我们切切不要为了短期的
— 164 —

N.W.J.E

马 戎·新疆城镇发展和双语教育的进程 ——
—南疆地区两个专题调研报告

经济效益和官员的
“政绩”
，
使这些历史遗产永远消失。
喀什市老城区的改建已经成为维吾尔族精英和民众最关注的议题之一，面临类似问题
的我国其他民族对喀什老城区改建工程的社会效果也非常关注，
这一工程同时也是境外各类
势力炒作的题目。这一工程实施效果如何，
可以说已经不仅仅是关系到喀什一个城市的问题，
而且与整个新疆的社会稳定和民族团结、
中国的文化遗产保护和国际形象等等都紧密相关。
二、
新疆双语教育问题
2007 年夏天，我们在新疆开展了“双语教育”实地调研，并发表了调研报告。（马戎，
2008）2010 年 8 月，我们在新疆（主要是南疆）对双语教育的发展现状和存在问题又进行了
实地调查访谈。现将两次调查所得出的主要观点和所看到的主要问题归纳如下：
（一）双语教育是多民族国家必然的发展趋势，加强族际共同语（汉语）学习是就业市场
的客观要求
社会处在现代化和全球化激烈竞争中，中国各民族间必然要不断加强政治、经济、文化
整合。汉语文作为中国各族在交流学习中需要掌握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各族学习现代
知识技能和实现就业必不可少的交流工具，在各少数民族聚居区和传统的民语教育系统加
强汉语教学和推行双语教育已成为发展方向。同时，在有条件时需要推动外语学习。
在包括大中专毕业生在内的劳动力就业已完全市场化这一宏观社会环境中，新疆民语
教育系统各级毕业生的就业面临极大困难并由此导致各种社会矛盾。加强双语教育可以提
高少数民族毕业生的就业竞争力，这一思路是正确的。新疆自本世纪初开始加强双语教育，
从大学的汉语授课逐步发展到中学、
小学和学前的双语教学，这一方向是完全正确的。
加强双语教育的发展，其意义正如温总理所说：
“这是关系每个少数民族家庭、每个少数
民族青少年切身利益的大事，
同时对促进各民族之间的交流交往、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和国
家认同感意义重大。”
（二）新疆中小学义务教育的几种语言教学模式
目前新疆各地区中小学教学采用以下几种语言教学模式：
各门课程使用少数民族语言教学，小学三年级开始上汉语文课。
1． 传统民语教学模式：
各门课程使用汉语教学，开设外语课。
2． 传统汉语教学模式：
双语教学模式一：
理科课程
（小学数学、科学、
信息技术，初中数理化、生物、信息技术、
3．
外语）和汉语课使用汉语授课，其他课程（语文、品德与生活、体育、艺术、地方课程、综合实
践、
历史、地理）使用民语授课。小学一年级同时开设汉语文课（每周 7 节）和民族语文课（每
周 5 节），
初中汉语文课每周 6 节，民族语文课每周 4 节。
民族语文用民语授课，音乐等课程涉及民族传统音乐和传统文化的
4． 双语教学模式二：
内容时可以用民语教授，
其他课程使用汉语授课。
全部课程使用汉语授课，开设民族语文课程。小学一年级开设汉语
5． 双语教学模式三：
文课（每周 7 节），
三年级开设民族语文课（每周 2 节）和外语课（每周 2 节），初中汉语文课每
周 6 节，
民族语文课每周 2 节，
外语课每周 3 节。
（各类模式的定义和具体课程设置方案见新
疆教育厅文件 2007 年第 50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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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熟练掌握两种语言文字的角度来看，双语教学模式一（用汉语学习数理化，用母语学
习文科）是培养双语人才的有效模式。用汉语开设数学、
物理、化学、
生物等专业技能类课程，
可以使学生适应劳动力市场对汉语和知识交流的要求；而用母语开设历史、思想品德、地理、
地方课程，
可以保证学生对母语和传统文化的继承。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双语教学模式，可以
培养出熟练掌握两种语言的各类人才。同时这一模式是在我们调查中绝大多数维吾尔族知
识分子和干部表示接受和支持的语言教学模式。
双语教学模式三则是以汉语文教学为主导的语言教学模式，除了一门母语课外，学生所
获得的全部知识都是使用汉语文学习，
这对学生掌握现代化科学知识、进入就业市场十分有
利，
但是对本民族语言和传统文化的学习和继承有明显的负面影响。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的
悠久历史和丰富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华民族与中亚邻国、伊斯
兰教世界进行交流合作的文化桥梁。从长远历史发展的角度看，这些民族传统文化的弱化是
中华民族的重大损失，
同时少数民族知识阶层在感情上也难以接受。因此，在目前发展阶段，
在南疆这样的少数民族聚居区，
可以同时保留模式一和模式三，招生比例可根据当地民众的
意愿确定，
以兼顾就业市场对汉语的要求和继承民族传统文化两个方面的需要。
（三）应根据社会经济发展和民族共同繁荣这两条基本原则来综合妥善规划新疆地区的
双语教育工作，根据不同地区的民族构成实行不同的语言教学模式
语言的学习和运用需要一定的语言环境，新疆各地区人口的民族构成差别很大，不宜实
行“一刀切”的制度安排。维吾尔族聚居在南疆的和田（97%）、喀什（90%）、阿克苏（73%）、克
孜勒苏（64%）和东部的吐鲁番（70%），
哈萨克族集中在北疆的阿勒泰、
塔城和伊犁地区。考虑
到当地人口的民族构成，政府教育部门需要根据各地区城镇、乡村各自不同的民族构成和语
言环境条件，设计多种教学模式（各科目教学语言构成），由各地依据本地实际情况（语言环
境、师资状况）和实践效果，
实事求是地加以选择。
以乌鲁木齐市和南疆四地州的情况为例，可对各级学校的语言教学模式提出以下设想。
乌鲁木齐市和南疆四地州各级学校语言教学模式设想
Northwestern

汉语教学模式

民语教学模式

模式一

模式二

乌鲁木齐市
汉族聚居区

√

维族聚居区

√

√

√

南疆四地州

Journal

城市

√

√

县城

√

√

乡镇中心小学

of

村小学

√
√

√

Ethnology

在一个地区究竟采用哪一种模式最符合“实事求是”的精神和民众的愿望，完全取决于
当地人口的民族构成、
语言环境和就业市场的语言要求。如乌鲁木齐市汉族聚居区，可保持
传统汉语教学模式，
但考虑到乌鲁木齐市有 13%的维族人口（不包括流动人口），在维族聚居
区的小学可根据需要分别采用模式一 （针对父母不会汉语的城市居民和南疆流动人口的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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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和模式三（针对城市维族干部职工子女）。
在南疆地区政府所在地的城市（如喀什市、阿克苏市），对维族学生可分别采用模式一
（针对父母不会汉语的城镇居民和农村流动人口的子女）和模式三（针对城市维族干部职工
子女）。据我们 2010 年 8 月的调查，
县城中小学并没有充足的双语教学师资，全面推行模式
三的难度极大。因此县城和乡镇中心小学，
从语言环境和师资力量看，在今后几年内，模式一
是切实可行的教学模式。而在村小学，
可能完全采用真正合格的模式一的条件也不成熟，很
可能需要传统民语教学模式和模式一同时并行。
（四）中央提出的新疆
“双语教育”
发展目标
在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
胡锦涛总书记提出：
“到 2012 年基本普及学前两年以国家通
用语言文字为主、本民族语言文字为辅的双语教学，并加快对少数民族中小学生实行国家通
用语言文字教学、加授本民族语言文字的双语教育步伐，加快解决新疆特别是困难地区中小
学校双语教学师资短缺问题，
到 2015 年基本普及双语教育。”
温总理强调：
“中央提出到 2012
年在新疆基本普及学前两年双语教育，
2015 年基本普及双语教育，
2020 年使少数民族学生基
本熟练掌握和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这是中央领导对新疆教育工作提出的总体目标。
在中央提出发展目标后，
如何在新疆各地区具体落实这一目标，仍然需要根据各地的客
观条件和可行性，
制订各地区的具体发展规划。
（五）为了发展双语教育，
地方教育部门所能够做出的努力
新疆各地州（特别是南疆各地州）把双语教育作为中心任务之一来积极落实。
自 2000 年以来，新疆自治区政府就开始大力推动双语教育。2004 年双语教学班（模式
一）就读学生数为 35，
948 人，2005 年 9 月增长为 145，
138 人，一年内即增长了 3 倍。2008
年，
双语教学班总数已达 5，
就读少数民族学生达到 15 万人，仅占新疆少数民族学生
000 个，
的 6.6%。因此，要想在几年时间内用模式三全面取代模式一（6.6%）和传统民语教学模式
（87.6%）
（另有 5.8%的少数民族学生在汉校就读），将需要几十万名真正合格的民汉兼通又
熟悉专业教学的教师。仅阿克苏地区，
2010 年就提出，需要双语教师 11,706 名。全自治区的
缺口还需要仔细推算。
1． 现在各地县教育局关注的矛盾焦点
主要焦点是 5 岁、
6 岁的“学前双语班”和 2010 年一年级新生班的模式三教学。根据自
治区的要求，2010 年 5~6 岁学前儿童必须全部进入“双语学前班”，层层负责，定下考核
指标，压给县市政府，9 月份兑现，10 月份考核。没有教师，就从小学教师中抽调，或者从
县市在职干部中抽调。同时要求 2010 年的一年级新生班，必须全部实行模式三（即全部
课程都用汉语授课，三年级开始加授维语文课）。这是在三个年级（两个学前年级、一个
小学一年级）同时推行全面汉语教学。可以想像，这三个年级所需的教师队伍是多大的一
个规模。
我们在南疆的阿克苏地区、喀什地区调查和作学校访谈时发现，这几乎是完全不可能实
现的。县级教育局为了在 9 月份为这三个年级配备必要的汉语授课教师，采取了以下办法：
（1）把高年级的双语班（模式一）和民语班的汉语文课老师都抽调出来。
（2）增加教师的课时量，
从过去每周 15~18 节增加到现在的平均 25 节（每天 5 节）。
如果把小学五六年级的双语班（模式一）的汉语课和（汉语）数学课的现有教师抽调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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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这些年级的教学怎么办？在我们列席的温宿县教育局召开的校长座谈会上，校长们提出
两个建议：
一是五六年级重新用维语上数学课，
从模式一退回到传统民语模式。但是学生已经在一
至四年级按模式一用汉语学习了数学课，
现在退回去，家长和学生的阻力肯定很大。
二是在形式上保留模式一的双语班数学教学，课本用汉文课本，但上课用维语讲解。这
又出现了一个如何考试的问题，
是否允许用维文数学考卷？这也是从模式一退回到传统的民
语授课了。
如果为了在低年级推行模式三，结果使已经实行多年的双语教学（模式一）在高年级退
回到传统民语模式，
这恐怕不是中央希望的新疆双语教育的“进步”。
今后几年怎么办？
2． 2010 年的问题解决了，
2010 年在一年级推行模式三，就已经对高年级的汉语教学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那么，
随着模式三今后从一年级逐年推行到六年级，几乎需要增加四到五倍的双语教师，之后再推
行到初三，
又需要更多双语教师。在学前教育阶段，除需要聘用大量合格教师外，还存在一个
编制问题。在小学和初中阶段，
由于南疆基层学校的许多维族教师不能适应汉语教学要求，
解决双语教师的方法之一是对现有教师进行培训，不足的部分进行招聘，那些经过培训后仍
不能适应双语教学要求的部分教师还存在一个妥善安置的问题。
温宿县教育系统双语教学模式三教学班学生数长期规划统计表
单位（公章）：温宿县教育局

填表人：张兰

小学

学前班

项目
学年

法人签名：
吴淋

时间：
2010 年 5 月 25 日
初中

高中

中班 大班
1
2
3
4
5
6
7
8
9
合计
合计
合计 高一 高二 高三 合计
年级 年级 年级 年级 年级 年级
年级 年级 年级
5岁 6岁

Northwestern

2009~2010 学年 2770 2480 5250

163

2010~2011 学年 2881 2770 5651

844

163

2011~2012 学年 2996 2881 5877 2770

844

163

2012~2013 学年 3116 2996 6112 2881 2770

844

163

2013~2014 学年 3241 3116 6356 2996 2881 2770

844

163

9654

2014~2015 学年 3370 3241 6611 3116 2996 2881 2770

844

163 12770

163
1007
3777
6658

2015~2016 学年 3505 3370 6875 3241 3116 2996 2881 2770

844 15848 163

163

Journal
of

2016~2017 学年 3645 3505 7150 3370 3241 3116 2996 2881 2770 18374 844

163

2017~2018 学年 3791

844

163

3777

2018~2019 学年 3943 3791 7734 3645 3505 3370 3241 3116 2996 19873 2881 2770

844

6495

163

2019~2020 学年 4100 3943 8043 3791 3645 3505 3370 3241 3116 20668 2996 2881 2770 8647

844

3645 7436 3505 3370 3241 3116 2996 2881 19109 2770

1007

163
163

1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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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高中 1：
—初中每班 3.8
1. 城镇教职工编制标准——
12，初中 1：
14，小学 1：
19，学前班 1：
21；农村教职工编制标准——
人，小学每班 1.8 人，
班额取 30 人/班。2. 填报时必须通过校委会研究决定并与基层事业统计报表吻合。

根据阿克苏地区温宿县中小学各年级自 2009~2010 年接受模式三的学生人数逐年增加
的规模和师生比推算，
该县（模式三）各教学年所需教师数量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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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宿县（模式三）各教学年所需教师预测

（教师、
学生比例：
初中 1：14，
小学 1：19，
学前班 1：
21）

据县教育局的总结材料，2009~2010 学年，该县学前适龄儿童入（园）班人数为 2929 人，
2010 年秋季将覆盖学前两年幼儿 4530 名（占适龄学童 5651 人的 80%），开设 151 个班，现
缺专任教师 205 名。从表中可看到，
当 2010~2011 学年只需要 322 名教师时，就缺 205 名教
师。即使 2010 年秋季只在该县 18 个乡（镇）场中心小学推行模式三，也将有 25 个班，学生
仍需 134 名教师，
解决 60 名，尚缺 74 名。2011 年秋季学期，全县一年级双语教学模
859 人，
式三教学班将达 107 个，
学生 2987 名，
共缺专任教师 749 名。
由于每年都要增加一个年级的新生，2019~2020 学年需要 2089 名双语班教师，每年增
加的教师从哪里来？教育局长说，
他们只能考虑如何应付今年的检查，以后的事以后再说。温
宿县是距阿克苏市仅几十公里的相对发达的一个县，如果南疆 4 地州的 29 个县都需要全面
推行模式三，
所需教师的巨大缺口将如何填补？
另外，
合格的双语教师是必须熟练掌握两种语言，并熟悉所授课（数学、物理、化学等）教
学内容的教师。能讲汉语、
识汉字的人并不一定是合格的汉语文教师，否则就不需要师范学
校的专业培养了。现在最大的瓶颈，
就是极度缺乏掌握民族语言的汉族教师（
“汉考民”
），这
是汉语学校几十年不开设民族语文课所造成的后果。同时，也缺乏熟练掌握汉语文的维族教
师。2005 年，
“民考汉”学生在少数民族在校生总数中只占 5.8%（13 万人），其中许多人考入
大学，
毕业后因为待遇低而不愿意到基层学校任教，所以在县级及其以下的中小学校中，
“民
考汉”教师也是凤毛麟角。
3． 目前的模式一和即将开始的模式三教学，存在不可忽视的教学质量问题
现在虽然各教育局和各学校组织配备了双语教师，课程教学也已经在推行之中，但是据
我们了解，
各级的汉语教学和用汉语授课的数理化教学中，由于教师的素质和语言能力不能
达到标准，
教学质量和学生的成绩存在很大问题。
我们座谈的对象大多是在模式一和模式三中使用汉语上课的维族教师，除了个别“民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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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
教师和在大学汉语专业学习过的人员外，大多数教师和我们之间的口头交流仍需借助翻
译。由此可见，
目前用汉语授课的维族教师的汉语能力仍是比较弱的，
这无疑会影响教学质量。
据我们了解，疏勒县英尔力克乡中学初二的一个普通班有 48 名学生，汉语文成绩及格
的约 10%，维语文及格的约 80%，
数学（用维语教）及格的 15%。疏勒县牙曼亚乡中心小学三
年级一个双语班有 47 名学生，数学及格的 80%，汉语文只有 17 名及格（36%），维语文有 45
名及格（96%）；
六年级一个普通班（强化班，
准备考内地初中班）32 名学生，汉语及格的 20%，
数学及格的 80%，
维语文及格的 90%。
在前几年高速推行模式一的过程中，
已经造成了合格教师的很大缺口，严重影响了教学
质量和学生成绩，如果在今后几年再不顾客观条件（主要是师资条件）强行全面推行模式三，
其后果必然更为严重。我们必须对这上百万的孩子的学习效果和未来发展负责。我们在当地
教育局会议室的墙上看到“一切为了孩子”的巨大标语，这应当是我们考虑一切教育工作的
最基本的出发点。
（六）今后的改进建议
1． 建议对现在新疆自治区可以参与双语教学的合格教师队伍进行全面调查
对 2000~2009 年实施模式一的教学效果和学生成绩进行系统分析，在此基础上确定双
语教育发展的规模和速度。我们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
一标准”为准绳来对过去几年实施的双语教学的成绩和问题进行认真的总结和反思，特别
要关注：
（1）教师队伍的状况（学历、语言能力、专业知识、教学效果）；
（2）学生的情况（语言
能力、学习成绩和对教学模式的看法）；
（3）教育管理的情况（课程设置、教材结构与内容、
教学辅助条件与设施等）；
（4）家长与社会对双语教育的意见与建议（模式选择、学校管理、
课程设置、教学质量等）。通过以上调查研究，可以总结经验教训，发现目前存在的问题，分
析和讨论改进方法。

Northwestern

由各地区根据本地实际情况（师资、学生语言能力）选择
2． 总结出若干个双语教学模式，
教学模式和推行速度
在大量、全面调查研究的基础上，
根据各地区人口的民族构成、语言环境、就业的语言需
求等因素，
提出若干个双语教学模式，
由各地区“因地制宜”地选择适合本地的教学模式和双
语教学的推进速度，经详细论证后上报主管部门，审批后实施。在这一过程中，可组织有教
师、教育部门人员、
教育学研究人员、劳动就业部门人员等各方面参与的“双语教育发展研讨
会”，讨论实行模式一和模式三需要什么条件，哪些地区在一定时期内只能推行模式一，哪些

Journal

地区可以适度推行模式三。这些问题都是只有通过调查研究和科学分析才可以得到回答和
做出结论的。

of
Ethnology

选择教学模式和加强汉语教学的推进速度，必须实事求是，注重实际条件和学习效果，
也要考虑当地民众的自愿程度，
不能盲目追求模式三和推进速度。乌鲁木齐和北疆主要城市
可能完全适宜推行模式三，而南疆主要城市根据不同街区的情况可能需要同时保持模式一
和模式三，
南疆县城小学可能目前只能实行和巩固模式一，乡镇中心小学和村小学可能只能
并行模式一和传统民语教学模式。群众目前对推广模式三有疑虑，主要是担心教学效果。南
疆维族民众对学习汉语的重要性已有充分认识，送孩子学汉语的积极性很高，只要客观条件
确实具备，
学习效果好，
双语教育和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在南疆地区是完全没有阻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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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努力改善双语教师培训项目的教学效果，对年级偏大和培训后仍无法适应双语教学
要求的部分教师进行妥善安置
在基层调查时，许多少数民族教师对目前各级教育部门组织的“双语教师培训”项目的
组织方式、师资质量和教学效果提出意见和建议，指出许多培训模式仍是“应试教育”
，进修
教师的汉语听力和表达能力并没有质的提高，有些人用钱买假证书应付考核。因此需要对这
些培训项目进行整顿和提高。
目前的政策是对 35 岁以下的少数民族教师进行双语教学培训，但是那些年级偏大、无
法适应双语教学的少数民族教师需要进行妥善安置，使他们在新的岗位上能够保持自尊而
且不降低原有的收入水平。部分教师离开教学岗位，这是教育体制转型中不可避免的岗位调
整。这些教师过去辛辛苦苦地教学，
对教育事业作出贡献，对他们的贡献必须肯定。
“老人老
办法，
新人新办法”，
这是我国改革开放过程中处理社会变革、化解社会矛盾的有效方法。
在少数民族聚居区（南疆、
北疆）的汉语学校中开设
4． 建议改变双语教学单向学习模式，
当地民族语文课
在南疆等地区，
少数民族人口占 90%以上，当地政府部门和其他行业非常需要熟练掌握
双语的人才。现在只要求少数民族学习汉语，汉族学校不学习民族语文，是单向学习模式。如
果这些地区的汉语学校开设民族语文课，不仅体现了民族平等，而且可培养一大批掌握维
语、哈语的汉族人才，对加强政府各项工作和许多行业在新疆的发展非常有利，特别是可以
为未来培养出一大批民汉兼通的双语教师队伍。从建国 60 年的经验来看，这是改善中国民
族关系的一个战略性举措。
5． 建议政府大幅度提高基层教师的收入与福利
为了吸引区外汉族教师和区内“民考汉”毕业生投身于新疆基层的双语教学，政府需要
对基层中小学教师的工资、福利和其他各项待遇予以大幅度提高，使基层中小学教师成为一
个令人羡慕、受人尊敬的职业。这样既可以稳定现有的教师队伍，又可以吸引更多的人才和
大中专毕业生加入教师队伍。
我们调查的学前班教师收入每月 600~800 元，小学教师每月 1200 元，中学教师每月
1500 元。以当地的物价和日益抬高的房价来看，这样的收入还不够吸引人，需要进一步提
高。中小学教师的工作量很大，
每周 15~25 课时，他们的工作是管理和教育尚未成年，有的是
连生活也不能自理的中小学生，
非常辛苦，确实有必要大幅度提高他们的工资。现在教育经
费已经占国民生产总值的 4%，中央政府完全有条件拨出部分资金，用于提高和改善边疆地
区教师的工资和待遇。
我们在近期的实地调查中，感到新疆（特别是南疆地区）双语教育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很
多，
许多教师、校长甚至教育局长对目前自治区提出的全面推行模式三的要求都持很大的保
留意见。当地一个流行的口号是“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这种发愤图强的
精神是好的，
但是在科学面前，
我们不能盲目追求高指标、高速度，不能在新疆的少数民族教
育问题上重复 1957 年大炼钢铁的“大跃进”
所走过的弯路。
中央领导提出的要求是：2012 年在新疆基本普及学前两年双语教育，2015 年基本普及
双语教育，2020 年使少数民族学生基本熟练掌握和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这里有两点需
要思考：
一是如何理解“双语教育”。模式一同样是双语教育，不一定片面强调模式三。二是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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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理解“基本普及”
“基本熟练掌握和使用”。在全新疆自治区有一定比例的少数民族学生分
、
别通过模式三和模式一在一定程度上掌握汉语知识，也可以说就达到了中央领导提出的目
标。而且最最重要的，
并不是比照中央文件的要求，而是需要考虑在实际教学过程中怎样能
够使学生学习得最好，
使学生毕业后在就业市场上得到更多更好的发展机会。只有达到了这
样的社会效果，我们的双语教育和政府工作才会得到广大少数民族民众和学生的衷心拥护
与支持。这才是真正达到了中央领导提出的要求，也必然会为中央政府赢得威信。
三、
结束语
以上是我们根据 2010 年 8 月在南疆地区的实地调查所写的专题调研报告。由于时间紧
促，有些方面的细节还没有机会深入了解，但是从以上比较粗浅的资料和访谈信息中，我们
仍然能够对喀什老城区改建和南疆双语教育推行现状中存在的问题有一个大致的了解，希
望有关部门能够给予关心并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来克服存在的问题，更加稳健地推动这两
项工作。南疆的稳定和发展得到中央政府和全国人民的高度关注，像喀什老城区改造和双语
教育这些工作，从根本上讲都是利民惠民、推动民众就业发展的好事，如果具体工作做得深
入细致周到，一定能够得到民众的欢迎和支持，但是如果缺乏调查研究，简单地以行政手段
强制推行，
很可能引发群众的不满，
这对政府的威信和工作的实际效果都是不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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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velopment of Urbanization and Bilingual Education in
Xinjiang：
The Research Report on Two Issues in Southern Xinjiang
Ma Rong

of

Abstract: The society and economy have experienced a lot of significant changes in Xinjiang Uyghur Autonomous
region since the "developing West" strategy was launched around the beginning of the 21 century. Transformation

Ethnology

of society and a large amount of in-migration have strong influences on social structure,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ethnic relations. This paper provides some insights in understanding of social changes in Xinjiang through
field research results on two important issues: rebuilding the old urban areas of Kashgar and bilingual education.
Key words: Urbanization; rebuilding old urban district; bilingu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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