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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教育

乌鲁木齐市少数民族教师语言态度调查
卡米力江·阿不都克力木
摘

要：少数民族地区中小学教师是双语教育的实施者，因此中小学教师对双语的语言态度直接影响中小学学生的语言态度。文章

通过问卷调查方法,对乌鲁木齐市中小学的部分教师进行语言态度调查,以期为新疆的语言政策和双语教育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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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社会或民族认同、情感、目的和行为动机、行为倾向等因 63.57%。学历情况：硕士研究生 0.6%，本科 80.13%，大专 17.21%，
素的影响，人们会对一种或多种语言或文字的社会价值形成一定 中专 1.98%。职称情况：无职称 7.28%，初级 33.77%，中级 40.39%，
的认识或做出一定的评价，这种认识和评价通常称为语言态度。语 高级 18.54%。参加 HSK 考试：参加 94.03%，未参加 5.96%。获得汉
言态度属于语言的社会心理范畴，在人们的语言生活中起着十分 语 水 平 考 试 （HSK） 高 级 证 书 的 教 师 情 况 ：A 级 5.96% ，B 级
重要的作用，并对个人的语言能力和语言行为产生极为深刻的影 10.59%，C 级 18.54%；获得汉语水平考试（HSK）中级证书的教师
情况：A 级 23.84%，B 级 17.21%，C 级 8.6%；获得汉语水平考试
响[1]。
语言观念又称语言态度，
是指人们对语言的使用价值的看法， （HSK） 初 级 证 书 的 教 师 情 况 ：A 级 2.64%% ，B 级 3.97% ，C 级
其中包括对语言的地位、功能以及发展前途的看法[2]。语言观直接 8.6%。
这些数据说明本次调查很全面，在性别、年龄、文化程度、职
影响到语言的应用观，即对语言的使用态度[3]。语言态度是一种十
分复杂的社会心理现象，它既是一个由认知、感情、行为倾向等因 称、民族构成等方面基本上能够反映乌鲁木齐市少数民族教师的
素组成的有机组合体，因此我们可以采用因素分析法，相对地从不 基本情况，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从年龄上看，这批被调查教师多在
同角度去分析语言人的语言态度以及相关问题。新疆是一个多民 20-40 岁，年轻教师占的比例多。他们的语言态度、对母语和第二
族地区，在这双语或多语环境中，语言态度对人们的语言使用起着 外语的语言评价以及双语教育的认识更为客观，更能反映少数民
重要作用。有什么样的语言态度，常常就会有相应的对待母语和第 族教师的现状和需求。
三、问卷调查结果与分析
二语言的心理反应。教师是培养人的专门教育工作者，他们的语言
（一）语言使用情况
态度和语言心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地语言群体的语言态度及
双语现象多指一个民族中有相当数量的人除使用本民族语言
语言心理。
外，还在社会生活中兼用邻近一种或数种民族的语言。问卷基本调
一、问卷设计
本次调查采取问卷调查方式，问卷划分为客观问卷（如性别、 查情况如下。
1. 您在家里常说哪种语言？
民族、年龄、文化程度、职称等）和主观问卷（如对母语及双语的态
A．母语 87%（143 人）B．以母语为主，汉语次之 10%（16 人）C．
度，对母语教学及双语教学等）两大部分，为获取乌鲁木齐少数民
族教师真实、客观的第一手资料，本问卷采用了无记名问答方式， 以汉语为主，母语次之 1%（2 人）D. 什么方便就说什么 2%（4 人）
2. 在和本民族朋友交谈的时候，您通常会用什么语言？
并且选取了天山区、沙依巴克区及水磨沟区等三个区域里少数民
A．母语 84%（139 人）B．汉语和母语差不多 3%（5 人）C．以母
族教师比较集中的中小学，此区域为乌鲁木齐少数民族相对集中
居住的区域。本问卷由个人特征、语言使用、
语言评价、语言态度等 语为主，汉语次之 13%（21 人）
3. 您和本民族人说母语时，一会儿用汉语，一会儿用母语的
四个部分构成，共 57 题。其中，
11 题关于个人信息（性别、
年龄、职
称、HSK 成绩、被受教育的中小学等）、
4 题关于语言使用“在不同 情况吗？
A．没有 60%（99）B．偶尔 29%（48）C．经常 11%（18）
场合里说哪种语言，为什么？”
、10 题关于语言评价“对母语、汉语
4. 为什么一会儿用汉语，一会儿用母语？
的使用，社会地位，社会影响力，对自己工作以及前程重要性的评
A．有些表达方式在母语里没有 10%（16）B．有些句子用汉语
价”及 33 题关于语言态度“您认为哪种教育的模式有利于学生发
更简洁、方便 16%（26）C．只是习惯，没有什么意思 74%（123）D．让
展”。
别人知道我是一个双语人。
二、
被调查对象的背景情况
以上数据显示，87%的教师在家里使用母语；84%的教师在和
本次少数民族教师问卷调查的总人数为 179 人。其中维吾尔
族教师有 125 人、哈萨克教师有 54 人。
回收问卷 165 份，未收回调 本民族朋友交谈的时候通常会用母语进行交谈；60%的教师和本
查问卷有 4 份，被视为作废的问卷有 10 份（问卷调查表第一部分 民族人说母语时，不会出现一会儿用汉语，一会儿用母语的情况。
“经常”的老师们的 74%回答“只是习惯，没有什么意
个人基本情况未填写），回收率 92.2%。在 165 名被调查的教师中 选择“偶尔”
16%的教师回答“有些句子用汉语更简洁、方便”，
10%的教师
男性 45 人占 27.3%，女性 120 人占 72.7%。年龄分布：20-30 岁占 思”，
回答
“有些表达方式在母语里没有”
，
在这个题上没有一个教师选
34.43% ，31 -40 岁 占 41.05% ，
41 -50 岁 占 19.20% ，51 -60 岁 占
5.29%。中小学分布：分别来自 5 所中小学，中学 36.43%，小学 择“让别人知道我是一个双语人”。
在读博士（新疆乌鲁木齐 830046）。
卡米力江·阿不都克力木 ／ 新疆大学人文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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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母语（维吾尔语、
哈萨克语）以及汉语的评价
被试教师的 75%（124 人） 对自己母语程度评价“非常好”，
19%（31 人）评价“好”
，5%（8 人）评价“一般”，
1%（2 人）评价“较
差”。对自己汉语程度的评价分别是：14%（23 人），
51%（84 人），
31%（51 人），
4%（7 人）。对于
“汉语的社会影响力”问题：68%（112
人）选择非常有社会影响力；26%（43 人）选择比较有社会影响力；
5%（8 人）选择一般；
1%（2 人）选择没有多大社会影响力。对于“您
的母语的社会影响力”问题：71%（117 人） 选择非常有社会影响
力；19%（31 人）选择比较有社会影响力；9%（15 人）选择一般；1%
（2 人）选择没有多大社会影响力。对于“母语比汉语重要”问题：
67%（110 人）选择非常同意；24%（40 人）选择同意；不同意也不反
对，坚决反对以及放弃的人数及比例同样是 3%（5 人）。对于“不学
汉语可以吗”问题: 6%（10 人）选择可以；87%（144 人）选择不可
以；7%（11 人）选择无所谓。对于“今后要学汉语吗？”问题：73%
（120 人）选择是，一定要学；
23%（38 人）选择看情况，有时间就学；
3%（5 人）选择不学；
1%（2 人）选择没有想过。对于“学习并使用汉
语的理由是什么”问题：24%（40 人）选择工作需求；23%（38 人）选
择汉语是普通话；2%（3 人）选择喜欢汉语；27%（45 人）选择社会
发展需求；13%（21 人）选择提高社会地位；
11%（18 人)选择没有理
由。对于“希望您的汉语程度到什么样的水平”
问题：
50%(83 人)选
择完全熟练，没有障碍；
36%(59 人) 选择熟练，流利；13%(21 人) 选
择能表达自己的意思就可以；1%(2 人) 选择没有考虑过。对于“汉
语对你工作有多重要”问题：45%（74 人） 选择非常重要；49%（81
人）选择重要；选择不重要和放弃的人数及比例同样是 3%（5 人）。
对于“学习汉语在我区生活中重要”问题：选择非常重要，重要，不
重要，放弃的比例及人数分别是：36%（59 人），
60%(100 人)，2%(3
人)，2%(3 人)。对于“认为汉语重要的理由”问题：
41%（68 人）选择
汉语是普通话；35%（58 人）选择适用范围广；19%（31 人）选择升
学，就业容易；2%（3 人）选择赚钱机会多；3%（5 人）选择不知道，
反正重要。
通过以上数据可以看出：94%的教师对自己母语语言能力的
评价是非常好和好，82%的教师对自己汉语语言能力的评价是非
常好和好；94%的教师认为汉语非常和比较有社会影响力，90%的
教师认为自己的母语非常和比较有社会影响力；91%的教师认为
母语比汉语重要；87%的教师对“您认为不学汉语可以吗”问题认
为不可以，73%的教师对“您今后要学汉语吗？”问题回答“一定要
学”。在为什么学习并使用汉语这个问题上，
24%的教师选择了“工
作需求”，27%的教师选择了“社会发展需求”
，13%的教师学习并
使用汉语的原因是提高社会地位；50%的教师希望自己的汉语水
平能达到完全熟练没有障碍，36%的教师希望很流利的说汉语；
94%的教师认为“汉语对你工作有多重要”非常重要和重要；89%
的教师认为“汉语对你前程有多重要”非常重要和重要；96%的教
师认为“学习汉语在我区生活中重要”非常重要和重要；76%的教
师认为选择学习汉语重要的理由是“汉语是普通话，适用范围广的
语言”。从这些统计结果可以看出，对少数民族教师而言，母语和汉
语的社会功能在生活中起着大致相同的作用，除此之外少数民族
教师也认为汉语在新疆的社会生活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汉语
的社会地位也被少数民族教师认同。大多数教师认为在中国这个
大环境中不学汉语绝对不行的，学习汉语事关自己的前途。
（三）对双语教育的态度
1.双语教育对提高民族教育质量的作用？
A．作用很大 18%（30 人）B．有一定作用 63%（104 人）C．不好
说 9%（15 人）D. 弃权 10%（16 人）
2. 学校汉语言课应该怎么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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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作为一门语言来教 26%（43 人）B．所有的课都用汉语来教
8%（13 人）C．和民族语并存 63%（104 人）D. 无所谓 3%（5 人）
3. 哪种双语教育的模式有利于学生发展？
A．民校理科实验班 51%（84 人）B．民汉合校双语实验班 45%
（74 人）C．汉语言学校双语实验班 3%（5 人）D. 无所谓 1%（2 人）
4. 本地小学最好用什么语言教学？
A．母语 41%（68 人）B．汉语 3%（5 人）C．以汉语为主 11%（18
人）D. 以母语为主 45%（74 人）
5. 本地中学最好用什么语言教学？
A．母语 30%（50 人）B．汉语 7%（11 人）C．以汉语为主 17%（28
人）D. 以母语为主 46%（76 人）
6. 新疆以下哪一种学校对新疆未来更好？
A．民语学校 23%（38 人）B．汉语言学校 2%（3 人）C．双语学校
26%（43 人）D. 民汉合校，以民族语为主 49%（81 人）
以上数据显示：认为“双语教育对提高民族教育质量的作用”
有一定作用和作用很大的占 81% ；26%的教师认同“汉语应作为
一门语言来教”，63%的教师希望“民汉语言并存”；51%的教师认
同“民校理科实验班”双语教育的模式有利于学生发展，而 45%的
教师认同“民汉合校双语实验班”双语教育的模式；23%的教师选
择“民语学校”对新疆未来更好，26%的教师选择“双语学校”
，49%
的教师选择“以民族语为主的民汉合校”
；41%的教师认同本地小
学最好用“母语教学”，45%的教师认为本地小学应该“以母语为
主”进行教学。30%的教师认同本地中学最好用“母语教学”，
46%
的教师认为本地中学应该“以母语为主”进行教学。以上统计数据
说明，少数民族教师对自己的母语抱有肯定的态度，这里面情感的
成分起主要作用，它表现为对母语的感情。
因此少数民族教师对自
己的母语教学非常重视。同时，他们对民汉双语教育的态度是肯定
的。
（四）对母语的态度
1. 新疆其他民族也需要学习您的母语吗？
A．需要 71%（117 人）B．说不清楚 15%（25 人）C．不需要 9%
（15 人）D. 无所谓 5%（8 人）
2. 互相懂得彼此的语言是促进民族关系和谐的最重要因素
吗？
A．是 97%（160 人）B．不是 3%（5 人）
3. 您的母语现在是新疆地区正式场合使用的主要官方语言
吗？
A．是的 55%（91 人）B．说不清楚 17%（28 人）C．不是 23%（38
人）D.不想回答 5%（8 人）
4. 您的母语应成为新疆地区正式场合使用的主要官方语言
吗？
A．是的 77%（127 人）B．说不清楚 16%（26 人）C．不需要 1%（2
人）D.不想回答 6%（10 人）
5. 您的本民族成员不会讲母语：
A．很不应该 63%（104 人）B．可以理解 33%（54 人）C．羡慕他
们 1%（2 人）D. 无所谓 3%（5 人）
6. 现在有些您的本民族人已经不会使用母语了，您认为：
A．他们的人数很少，不会影响母语的使用和传承 16%（26 人）
B．这是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8%（13 人）C．这样不行，把本民族的
传统文化都丢掉了 34%（56 人）D. 这种情况越来越严重，再经过
几代人，母语的传承就会出现问题 42%（69 人）
7. 您认为您母语的发展前景怎么样？
A．会有很大发展 47%（76 人）B．会在一定范围内发展 28%（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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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符合消费原则的消费计划,调动学生的学七兴趣与参与意识， 途径
既活跃n果堂教学铽闹.义提岛r学生的动f-能乃和义注扑会的

細•授八年级i册《诚信做人到永远》这-课的时候，我借助
多媒体教学f段让学屯欣赏赵本山的小品《卖拐》小品中充满活

意识
r<f•次.将社会时政热点融入课堂教学,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力又搞笑的情节马l:就激发r学十.们的兴趣，丨丨：他们很快投入到

让丨对家方针政策走进课堂.ii:学生人肭人心足巾学思想品德课教

对本课焦点话题“诚信”的付论丨：柬现代化的教学手段为我们的

学的里要内容w此.作为思想品德课教师应丐又^时啦热点和闻

教学增添r亮hii的色彩.它能做到阁文丨r•及.影音俱全.给予学生

家方针政策，教师要通过现代传媒手段及吋了解国内、同际时事新

极大的感官刺激，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教学效果

闻.关心闺家的力_针政策和改革汗放的进祝引导学生义注政治生

3.会试fr利于冗动探究式课堂教学汗展的学生编徘形式教

活.具行现代公民意识和闻际介作意识.这样就能把思想品德教学

师拫据不M的教学n标合理安徘座位，在班额大的情况下，可选用

内容与最新的时事生活.M内改革斤放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

马蹄形.秧丨丨]勒座位，教师走-fui:台与学生平等沟通、探讨，也更加

实际.本地区的实际、学生个人学习生活实际紧密地结合起来，将

存利于学生之间幵展交流活动，活跃课堂气氛在创设活动中也要

课堂与生活联系在•起.使课堂洋溢时代的气,a

注意简便性.操作性，比每个学生都能参与进来；活动所需的材料

为r i上学生及时r解新闻事件，我还在课堂设置了新栏
目——5分钟新闻播报和点评、时率"• /r•讲.我看世界然后让学生

也要容易取得教师在课堂i .还要“眼观八方”，对内向肌小的学生
多加指异和鼓励
在教学八年级L册《网络交往新空间》这一课时，安排学生以

轮流充当新闻播报员、丨f论员.这样既锻炼了伞虫搜柒资料的能

力，拓宽r学生的知识面，培养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思维能力， 小组为单位，采川秧丨丨i m座位排列，就如何正确使丨n qq、新浪微
史激发r学生主动义心旧家大亊旮边的小出

博、微信等问题进行探讨这种编排形式更冇利于师生、生生交流，

不u形象性现代泠媒技求的发展为农忖似想政治课堂提供

既活跃了课帒教学1奴.乂提a r教学效率
总之.构建充满活力的农村仞巾思想品德课堂的道路曲折而

的素材和呈现方式，使抽象的知ui具w化.形象化，便于学生掌M

艰辛，任觅而道远-丨11我相倍，只要坚持不僻、敢于创新m于实践，

和理解农村学生If丨于农村发展的实际状况，很多课本知m离学生

巧妙设汁适合学生年龄特点的教学活动方案,在教学方法L不拘

的思维发展实际比较远,n评解和接5起来比较闲椎通过现代
教学手段呈现和富的课堂素材“了以比学生更好地接触广阔的世

-格，就一定会使学生在课堂匕经常闪现出创新的火花，农村思想
品德课堂将会充满‘丨•:机和活 J]

界，现代化的教学手段呈现形式更加丨富多彩，达到提商学生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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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后，结合知识多采川现代化的教学f-段,僧强教学的生动性

兴趣和对知i只深化理解的丨I的,是提商思想政治课堂沾力的碰

(上接第丨

Jfl民族语言授课，这也很明秘地反映/民族教帅对保存民族语言

人)C.保持目前情况12%(20人)D.会在可预计的将来消亡8%

14 51)

及用民语教学的歌视，汴希望民族语卩f义化代际传承同时对汉语

(13人)E.不知道5%>(8人)

的态度更多的含冇理性汄知成分，对学习汉语持有积极态度，对双

以1：数据显水:71%的教师付“新躺其他民族也滿要学七您的
母语>】题冋答“需要”;97%的教师认同互祀懂得彼此的有是促

沿教存的态度足屯的.大多数少数呙族持列解和上持态度丨11是

进民族关系和谐的最劑素；55%的教师认为广丨i2的战语现在
是新疆地区11：式场合使n丨的主要'tT jy i!\ ,*r,n%的教师t m r-丨己
的母语成为新疆地区正式场合使川的:i£要宵方语7丫;63%的教师
认为本民族成员不会讲母语“很小 应该”；对“现在冇些您的本民族
_

不会使丨1丨母语r,您对这怎么看“这个问题,42%的教师认

人已经

教学语言完金使用汉濟,大多数教师持灼定态度,他们更多地倾向
H人为巾A、学校应使J丨丨母濟及汉iff两种il\言进行仅i/丨教学可见,
新璐少数民族教师作对丨及汉i/丨仅i./丨的学七态度7/而.大多数
教师都支持和鼓励学七即语及汉语两种语齊因此.仵推行并实施
汉语教育中，要重视少数民族教师因民族感愔而产生的语言态度.
他们的沿言态度a接影响着双语教育的发展

为若这种情况越来越严取，畔经过几代人.母沿的传承就会出现问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钭学青年基金项目“新疆维吾尔族语言态

11CYY018);新疆大学校院联合资助项目“乌鲁不齐

题，34%的教师i人为此种行•)•] W••致火1<小K _统文化，I(W的教

度调查研究”（

师对于此问题看法不同，他们i人为这种不会说母语的人是极为少

市民族教师语言态度调査研究’’�

数的，+会影响母语的使川件传承;47%的教师对卩丨己母语的发展
前景很有希望，28%的教师认为会在-定范ra内发展
四、结论
新璐的少数民族教师对本民族叩i/i•蛰遍具冇很深的感情，绝
大多数民族教师对丨‘I己的BJ."沿抱有i'j-定态度.i人为母Hi在新•的
社会生活中占有®要地位，是一f丨有刖的语；f A�多数民族教师对
应用什么样的语言进行教学这个问题很觅视，jf•希望作巾小学应

XYI 102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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