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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教育改革中的阵痛

——和田地区双语教育教学中的几个错误认识

许多会

（和田 范 科 校，新疆和田，师 专 学 848000）

摘  要：根据 2011年 6月至 2012年 11月 和田地 七 一市对 区 县 7所初 中 工作 情 ，级 学双语教学 调研 况 发现

和田地 育 中存在五大 念上的 需要 正，即：区双语教 教学 观 错误认识 纠 1.“ ”不能 看作“ 族的汉语 简单 汉 语

言”；2.“ ”不等于“ ”；双语教学 汉语教学 3.“ ”不能 看作“ 族老 ”；双语教师 简单 汉 师 4.“ ”汉语课

不等于“ 理化 程的工具 ”；数 课 课 5.“ ” 不等于“ 班” 。双语 教学 双语 教学

：关键词 和田地 ； 育； ； 言 度；区 双语教 双语教学 语 态 国语

中 分 ：图 类号 H19       文 ：献标识码 A

引言

我们正处在一个伟大的变革时代，新疆正迎来历史上的最好发展期。我们所从事的双语

教育研究工作，正在创造历史，我们，正在见证历史。我坚信，总有一天，我们会发现自己

所从事的工作非常有意义。（李儒忠）

双语教育的重要性毋庸置疑，正如世界著名的双语教育专家 W·F 麦凯教授和 M.西格恩

合著的《双语教育概论》所说的：“就世界范围而言，双语教育对加强各民族相互理解是我

们所能够做的最有价值的贡献；就国家范围而言，这是促进各个种族群体和语言和平共处

的最佳途径。双语教育的代价无论多么昂贵，它都将比不进行双语教育所付出的社会代价要

低。”[1]

一、“汉语”不能简单看作“汉族的语言”

语言和民族不能简单划等号一样，“汉语”不能简单看作“汉族的语言”。[2]

首先，汉语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通用语言。

我国 55 个少数民族中 6 个民族全部或者大部转用了汉语，近 40 个民族的大部分人兼

通汉语。在中国几千年的文化发展历史和现代社会发展过程中，汉语汉文已经客观上成为中

华民族大家庭的通用语言，是 56 个民族之间使用的“族际通用语”。（现实中，许多人把

“汉语”当作我国的“国语”。实际上我们国家没有“国语”，这也正是体现个民族和语言

在法律面前是平等的精神。）

各级各类文件中用到的大都是“汉语”这个词，实际上就是指“现代汉民族共同语”，

即：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

普通话。“普通话是现代汉民族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同时又是国家法定的全国通用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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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在全国范围内通用，包括民族自治地区和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3]1

1984 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第三十六条规定：“招收少数民族学

生为主的学校（班级）和其他教育机构，有条件的应当采用少数民族文字的课本，并用少

数民族语言讲课；根据情况从小学低年级或高年级起开设汉文课程，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

话和规范汉字。”1992 年 11月 6日《国务院批转国家语委关于当前语言文字工作请示的通

知》中规定：“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规定，少

数民族地区也要重视推广普通话；在学习中应推行当地民族语言和汉语普通话的双语教学。

少数民族地区推广普通话的具体要求和步骤由各地根据实际情况确定。”2005 年《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学前班管理办法》规定：“少数民族语系的学前班除学习本民族语言外，应积极创

造条件学说全国通用的普通话。”从以上三个规定我们可以明显看出：双语教学中的“汉

语”就是“普通话”，就是“现代汉民族共同语”。

其次，汉语是联合国六种正式工作语言之一。

作为联合国六种正式工作语言之一的汉语，在国际交往中，发挥着很重要的作用，在

国际上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学习和研究汉语的人也越来越多。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中

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以及国力的日益强大，汉语越来越受到世界许多国家的重视。他们纷纷

在大学乃至中小学开设汉语课，研究汉语的机构在不断建立。特别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

（WTO）和北京申奥成功后，全球范围内出现了一股学习汉语的热潮。为了适应汉语热的

国际形势需要，中央决定大力向国际推广汉语，促使汉语向着成为世界强势语言的目标前

进。[3]9

同时需要注意，“使用汉语”也不等于“变成了汉族人”。世界上的语言很多，互相学

习语言的现象十分普遍，拿世界上最强势的语言——英语来讲，使用英语的人很多，他们

并没有变成“英国人”；很多人通晓许多国家和民族的语言，他们也没有变成其他国家的

人或者其他民族。相反，有些人不会说汉语，但仍然是汉族人，如“华裔”，他们中间有许

多汉族人，但是其中有的并不怎么会说汉语甚至不会说汉语，难道他们就不是汉族人吗？

所以说“学汉语”就是“民族同化”的观点之理由是很不充分的。

二、“双语教学”不等于“汉语教学”

“双语教学”顾名思义，至少指用两种以上的语言进行教学。其对象明确地指向是“少

数民族学生或干部”，这就决定了少数民族教育在教育目的、教学内容、教学用语等诸方面

都要“两面适应”“两面兼顾”。“汉语教学”就是使用汉语言进行的教学，是一种单语教

学。但是，社会上对“双语教学”和“汉语教学”的概念缺乏明确认识进而简单认为“双语

教学”就是“汉语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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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翻阅有关文件发现，认为把“双语教学”简单等同于“汉语教学”有其历史原因。

第一，二十世纪大多使用“汉语教学”，行文中有明确的使用“对象”——少数民族

中小学。

据笔者所掌握的资料，改革开放到二十世纪末，除 1992 年自治区第二届语言文字工作

会议使用“双语”说法外，其他文件用的都是“汉语教学”的说法。如：

1978 年，自治区党委、人民政府决定：民族小学从三年级开设汉语课，到 1995 年，高

中毕业生要达到“民汉兼通”。

1984 年，自治区党委提出：“各级党委要把加强汉语教学工作当做加速培养少数民族

建设人才的一件大事来抓……”同年，自治区教育厅《关于贯彻自治区党委[84]3 号文件的

几点意见》，要求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领导提高认识，加强领导，把汉语课视为民族中

小学最重要的工具课之一，把“民汉兼通”作为汉语教学的基本方针。

1985 年，自治区党委《关于贯彻〈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的决定》进一步强

调了民族学校的汉语教学工作，并把搞好少数民族汉语教学工作列为自治区社会主义精神

文明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同年，自治区教育厅《关于调整五年制小学部分课程计划的通知》

要求城镇民族小学从 1985 年新学年起，必须开设汉语课，并开足课时，农牧区民族小学积

极创造条件，于 1987 年开设汉语课。

1987 年，自治区党委和人民政府又强调：“要把加强和改革民族学校汉语教学工作作

为发展民族教育、提高民族素质、开发振兴新疆的一项战略措施来抓。”

1992 年，自治区召开第二届民族语言文字工作会议，提出了“双语是提高民族文化的

必由之路”的理念。

1999 年，自治区党委和人民政府在《关于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

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的意见》中指出：“要把加强汉语教学作为提高少数民族教育教学

质量的重要环节。”

第二，二十一世纪大多使用“双语教学”，行文中亦有明确的使用“对象”——少数

民族学生，但办班的范围扩大到了汉族学校，即：汉族学校出现“双语实验班”。如：

2003 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贯彻〈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发展加快民族教育的

决定〉的意见》中，明确提出了 2001 年到 2010 年期间改进和加强双语教学的基本任务……

积极扩大双语授课试验范围，县（市）以上中学都要开设双语授课实验班，县（市）中学

全部过渡到双语授课试验班的教学模式。同年，自治区决定在新疆各地条件较好的中学开设

初中双语实验班。

2004 年，自治区党委、人民政府发布了《关于大力推进“双语”教学工作的决定》，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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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了“从幼儿抓起，从教师抓起”的双语教育工作思路。2005 年，自治区《关于加强少数民

族学前双语教育的意见》提出：“大力加强农村少数民族学前教育，积极推进与学前教育相

适应的少数民族小学‘双语教学模式改革’。”

2010 年，自治区双语教学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为科学推进少数民族学前和中小学双语

教育工作，依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新疆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的意见》（中发

[2010]9号）和《教育部等十部门关于推进新疆双语教育工作的实施意见》（教民[2010]6

号），结合我区实际，制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少数民族学前和中小学双语教育发展规划

（2010-2020年）》，并明确提出：“普通话和规范汉字是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学习和掌握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有利于增强各民族学生的祖国意识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有利于促

进各民族学生之间的沟通和交流，有利于促各民族学生的全面发展和终身发展。在我区推进

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为主、本民族语言文字为辅的双语教育，是提高少数民族教育质量，培

养民汉兼通少数民族人才的战略举措；是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

会，实现新疆跨越式发展的必然要求；是维护民族团结和祖国统一，促进各民族共同发展、

繁荣和进步，实现新疆长治久安的迫切需要。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我区少数民族双语教育工作，

把推进双语教育作为实现新疆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的战略举措，作为推进新疆教育跨越

式发展的重要任务，摆在了特殊重要的地位。我们一定要从战略和全局的高度，充分认识推

进双语教育工作的特殊重要性，增强做好双语教育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和紧迫感。”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在改革开放开始到二十世纪末，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汉

语教学”的提法并不会给人造成模糊认识，大家都知道是针对少数民族中小学的“汉语教

学”，而且“汉语教学”的重要载体主要是“汉语课”。到现在，有些同志把“双语教学”

简单地等同于“汉语教学”的认识和做法是非常错误的。

在新世纪，随着民族教育教学改革的进一步深入，随着“双语实验班”范围扩大，

“双语教学”“双语教育”这些概念应运而生，和“汉语教学”的提法内含又不好理解，

给社会上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调研中发现：许多少数民族同志把“双语教学”简单地等

同于“汉语教学”并提出质疑，就是一些汉民族同志都认为：“双语教学就事汉语教学。提

法不同而已。”

三、“双语教师”不能简单看作“汉族老师”

笔者认为，“双语教师”不等于“汉族老师”，原因为：“双语教师”必须有一个先

决条件，那就是老师本身应该是“双语人”。“汉族老师”给少数民族学生教汉语，如果会

少数民族语言，自然是“双语教师”；但是如果“汉族老师”不会少数民族学生的母语，

换句话说老师本身是“单语人”，那么就不应该是“双语老师”，只能够是“汉语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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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的“双语教师”不等于“汉语教师”。少数民族教师教少数民族学生，懂汉语用汉语，

自然就是“双语教师”；如果教汉语，也可以称之为“汉语教师”，这时候“双语教师”

和“汉语教师”重合。

调研中发现：把“双语教师”简单地等同于“汉语老师”的看法数量不少，就是认为

“双语教师”不等于“汉语教师”，但在实际的操作中，许多汉族教师基本不懂维吾尔语，

给少数民族学生讲授汉语课、数理化课，学校全部把“汉语老师”简单地划分为“双语教

师”之列，原因是和田地区双语教师数量严重短缺。

据陈兰《和田地区中小学双语师资队伍建设研究》：解决中学阶段双语师资短缺问题，

和田地区 2011-2015 年需新增初中双语教师 1611 名，小学双语教师 6170 名；预计 2011-

2015 年每年自然减员 600 名教师，共自然减员 3000 名。“十二五”期间和田地区需新增中

小学双语教师 10421 名，加上缺乏的 5846 名教师，应补充双语教师 16267 名。[4]

全疆的双语师资数量如何？据马文华《新疆少数民族双语教学工作的回顾与展望》：双

语教师的数量不足、质量偏低，不能适应双语教学工作的需要。……少数民族教师为 14.8万，

具备双语能力的教师 2.83万，占少数民族教师的总数的 19.3%，但双语教师质量偏低。[5]

由于双语教师数量严重短缺，教育部门实行按学段招聘特岗教师，据了解，自治区为

和田地区招聘特岗教师以来，师资来源成为摆在面前的大问题。招聘的教师都是公务员招聘

剩下的人员，质量得不到保证。以和田地区为例，2010 年自治区给了 1500 名特岗教师名额，

按照学段招聘，60 分就可以，但是实际上参加招聘的人中间只有 360 多人，缺口 1100 多 。

2010 年自治区又给了 1500 个名额，合格的只有 400 多人，给教育厅打报告，从 60 分降到

了 55 分，一共招聘了 780 多人，缺口 700 多人。和田地区教育局领导感叹到：“政策很好，

就是找不上人，连人都没有，怎么谈质量？”“我们教育现在就一句话：一切为了教师。”

招聘到双语教师特岗上后又会如何？

据了解，学校领导每年一到公务员考试时非常紧张。因为许多招聘到的老师又要去参加

公务员招聘，一旦招聘成功就留不住了。就是公务员的工资待遇比教师的低，许多教师也不

愿意当双语教师，因为双语教师都在超负荷工作，太累，农村的环境不理想，生活上不适

应，再加上检查多，考核严，所得和其他教师一样。为了留住现有招聘到的教师，一些学校

想了各种办法，又是买米，又是买面，还要买油、买煤、买气，领导亲自带人送到招聘教师

的房子，学校提出了的口号和教育局不谋而合：“一切为了教师。”就这样还是留不住，墨

玉县这几年辞职的双语教师有 140 多人。

一位资深教师讲到：“我很喜欢当老师，因为老师的工作是一个自主性独立性很强的

工作，为什么现在的人不喜欢？母语教师和双语教师待遇一样，而双语教师付出的至少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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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倍的工作量，心理压力大，有心理障碍，所以一些双语教师动不动就想调整到普通班。”

“招聘进来的汉族教师绝大多数是单语人，他们成了语言环境的营造者，但是这些教师大

多非常压抑，他有很多知识，却成了茶壶里的饺子——倒不出来，教师和学生的沟通又不

够，自身价值体现不出来。”

为了缓解基层中小学双语师资紧缺的问题，自治区健全了“以师范为主的高校高年级

学生赴基层学校实习支教制度”，和田地区来支教的有新疆师范大学、昌吉学院、新疆教育

学院的大学生，加上本地的和田师范专科学校的，的确缓解了一些学校双语教师短缺的问

题。但是造成的不良影响也非常值得关注。主要是非师范专业的不会“双语”的大学生上课

很成问题。

笔者专门到于田县某校、策勒乡某校、墨玉县某校听了汉语课，发现支教的大学生和学

生几乎无法沟通，也不了解汉语课基本的教学方法：有一位一节课讲的全部内容是“指挥

家、乐曲、交响乐团、军人、钥匙、邀请”6 个词（全文有 27 个词语），重点竟然是 5 个名词，

时间还很紧张，“邀请”只造了一个句子上课时间就到了，下课我们相互交流时发现这位

教师很疲倦，嗓子都已经沙哑了；有一位讲课文《陶罐和铁罐》，和学生就没有互动环节，

学生读学生的，老师讲老师的，更要命的是把“语言课”上成了“文学课”，讲课涉及的

内容很多，老师是不停地写不停地讲，很辛苦，但是没有注意讲课的对象。

调研中发现，许多学校对“非师范高校高年级单语人学生赴基层学校实习支教制度”

有意见，对这些大学生的评价就一句：“说实在的，够呛。但是我们也没有办法。”

按要求，到 2012 年，基本普及少数民族学前两年双语教育，接受学前双语教育的少数

民族幼儿达到 85%以上；到 2015 年，少数民族中小学基本普及双语教育，接受双语教育的

少数民族中小学生达到 75%左右。[6]这一要求对和田地区来讲，任务非常重。和田地区测算

之后认为，2015 年中小学双语覆盖率只能达到 70%左右，上报到上级主管领导，主管领导

很不满意。和田地区也只有本着“只要努力、只有努力”的精神，加大工作任务。

综上，在和田地区比较典型的现象是：大量的不会“双语”只会“汉语”的“汉族教

师”被当作“双语教师”在使用。当谈到这一现象时，教育相关领导的道理很令人深思：

“对什么是双语教师？实际上从来还没有明确的界定，教育厅赵德忠书记曾经在报告

中指出：双语教师就是给双班班授课的教师，包括用母语教授母语的老师。”

“世界上第一个大学生的老师不是大学生。”

“我们的双语教学，尤其是和田的双语教学，到 2020 年前仍然是磨合期，双语教师现

在是处在赶数量的阶段，质量要求还不能提得太高，连续几年，就是拥有现在教师质量和

水平的老师包括高中生我们都招聘不上。应该等条件成熟了再对双语教师进行界定，方案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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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很快拿出来，但是怎么落实？如果落实不好，连现有的双语教师都保不住。所以应该在磨

合期构建起双语教学的主体框架，同时规范双语教学行为，重视教师的在岗培训，然后再

进一步深入推进双语教学。”

四、“汉语课”不等于“数理化课程的工具课”

在调研中发现，汉语教材使用的版本，这几年变换得很快，有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中

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 2008 年（如：民丰县）和 2009 年（如：墨玉县）审查通过（试用）

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供民族学生使用，新疆教育出版社，以下简称“新教

版”），有经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 2004 年（如：皮山县）初审通过义务教育课程标

准实验教科书（人民教育出版社，以下简称“人教版”）。

很多学校和教师对这两个版本的教材都有意见，主要为：

教材使用的不统一，造成各县乡镇学校和学校之间、教师和教师之间交流的不便。现在

使用的教材难度太大，使许多教师和学生失去了学好汉语的自信心，又和新疆的实际生活

脱节，在缺少汉语学习环境的条件下很不利于学生学习兴趣的培养，以致使许多教师想办

法要求转到普通班教学。部分双语班授课的教师素质和水平不如普通班的现象就是这样造成

的。

“新教版”每课涉及了 3篇课文，有些内容偏难，连教师都不会，教学任务太重，在

规定的时间内要完成压力太大，如：五彩石。如果有一篇课文就可以。同时教材使用说明中

已经明确指出了课文二、课文三不需要课堂讲授，只是为了增加学生的汉文材料的阅读量，

但是每次升学考试都涉及有课文二和课文三的问题，而且还不少。但是操练的内容太少，不

利于学生汉语知识的掌握和巩固。（有人反映：编写教材的人就是出题的专家，上述情况是

出题的专家出于某种原因造成的，而学校和老师对考试题是非常敏感的，只好三篇课文全

部讲授）

“人教版”的语文是汉族学生使用的教材，难度很大，许多古诗教师都上不下来，但

是用的范围很广，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人教版的数理化课程，不论模式 1，还是模式 2，

都在用，人教版的“语文”（汉语课）和人教版的“数理化”课程是相辅相成的，所以数

理化课程用人教版的，“语文”（汉语课）自然要用人教版的，要不然，学生的汉语知识

不能够满足学生数理化知识的学习。

而且，他们还有典型的有说服力的成功案例：民丰县某某乡某某年，一位不会汉语的

汉族青年代课教师（高中学历），从小学一年级开始，给 18 名维吾尔族学生的一个班上课

一个人包办一个班的汉语和数学。该班学生毕业时刚好赶上第一年内初班招生， 9 名学生

（50%）考到了内初班。这件事情当时轰动了和田教育系统各级人员，该教师后来被委培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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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任和田教育局工作。这个成功的案例中，所使用的教材就是人教版的语文和数学教材。

笔者亲自和该教师了解了相关情况，该教师在肯定了以上的做法是从自己的案例得到

的启发，但是他同时补充到：自己当时作为一名汉族教师，给少数民族学生上课，语言交

流上的压力很非常大，努力自学维吾尔语，基本上做到了和学生、学生家长等的交流，而且

和这些学生及其家长建立了非常亲密的关系，就是现在已有机会，仍然和这些学生甚至家

长往来交流。

（调研中笔者也发现和以上教师相同的一格案例：墨玉县芒莱乡有名教师叫杨杰（40

多岁了），2005 年和田地区教师招聘时，他从四川省某某县来到和田当老师（在四川，他

一直是民办教师，待遇太低）。被招聘为双语特岗教师以后，给少数民族学生讲授汉语。但

是他自己一句维吾尔语也不会说，给学生上课或者和学生交流起来非常不方便，所以自己

想了各种办法自学维吾尔语。他用了不到三年的时间，不仅会流利地用维吾尔语交流，而且

写得一手漂亮的维吾尔文字。和他同时招聘到的双语特岗教师中有一位维吾尔语专业的汉族

女大学生，到现在，这位女大学生的维吾尔口语、文字书写能力还没有杨杰老师的好。杨杰

老师现在负责该校的双语教育教学工作，上级来检查，他是学校领导当之无愧的翻译。学校

的校园文化建设中的标语，全是杨杰老师一个人自己翻译、自己用两种语言用排笔书写。）

实际上上述把“汉语课”不等于“数理化课程的工具课”的做法并不能够经得起考证。

从笔者调研所听的数学课授课情况我们发现：某某数学双语教师，维吾尔族，是某某中学

的数学双语骨干教师，在学校里他的双语数学课讲授的在全校名列前茅，但是我们从他的

授课情况来看，用汉语表达时说的都是非常简单的句子，稍微长一些的句子表达就很不规

范，也很不流利，就是我作为汉族同志去听，在理解上都成问题。而对于数学课上设计的核

心内容中的“专业术语”，比如有理数，从上课开始到下课结束，教师没有用维吾尔语翻

译过一次。下课和教师交流问题这一问题时，教师说学生都能够理解。而实际上和教师交流

前我们询问听课的学生，学生回答：“有理数就是有理数，维吾尔语是什么意思，老师没

有讲。”

事实说明：“汉语课”不等于“数理化课程的工具课”，或者不能简单地认为“汉

语”学好了，“数理化课程的工具”——语言问题就可以解决了。我们知道，就是在高校，

还专门设置了“专业汉语”这门课程，应该说设置“专业汉语”就是为了解决作为“交际

工具”的语言问题。

鉴于以上情况的大量存在，也难怪许多学生家长的担忧：孩子在学校学习双语，结果

是几年下来，两种语言都变成了“qala”（半截子、半生不熟），孩子说的许多汉语词语不

知道维吾尔语怎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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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位学生家长直接说：“孩子学了 11 年汉语，说的汉语我们听不懂，到自家开的商店

帮忙，和汉族同志无法交流，考试还是达不到标准，这样学的语言有什么用？是汉语太难

学了，还是我们的孩子太笨了？双语既然可以开发人的智力，不如学习阿拉伯语，最多一

个月就可以学会。我们做家长的也想帮助孩子学习，但是现在的作业全部都是汉语的，包括

数理化作业，我们家长也就帮不上什么忙了。”“汉语和母语应该同时学习，或者在学好母

语的基础上再学习汉语应该比较好，母语不抓不行，只学汉语，是不是就是消灭维吾尔

语？”

鉴于以上情况，笔者认为：“汉语课”不等于“数理化课程的工具课”，数理化的教

学语言工具如何解决的问题，是需要进一步思考和研究的问题。绝对不可以坐视不管。初步

设想：可以以“人教版”数理化教材为蓝本改写教材，做到语言表达尽量和学生的生活实

际相结合，同时设计两种语言文字的“专业术语”对照表附于书本之后，供老师和学生一

起学习。但是现阶段，不妨按照哈经雄、滕星的观点开展教学，即：不管采取什么样的办法，

用儿童的第一语言来教学，是永远正确的做法。[7]

五、“双语”教学不等于“双语班”教学

调研中发现：“双语”教学等同于“双语班”教学的现象十分普遍，从上级部门检查，

还是各教育局领导汇报，到学校领导主管，到各个学习班级的学生，都是如此。许多基层领

导反映，“双语”教学基本上等于“双语班”教学，上级要检查、调研“双语”教学工作，

都是围绕“双语班”教学工作展开的，可以说，“双语班”教学工作是学校各项工作的重

中之重，只要“双语班”教学工作出了成绩，学校的所有工作就有了成绩。学校什么材料都

缺，就是不缺“双语班”教学工作的材料。

“双语”教学等同于“双语班”教学的现象不容忽视。我们的“双语”教学针对的全疆

所有的少数民族学生，而不仅仅是“双语班”的学生开展。如果我们把“双语”教学和“双

语班”教学等同起来，相当于忽视了大多数少数民族学生平等享受有限的“双语”教学资

源，这是不公平的。

据地区教育据介绍：和田地区 2011 年的“双语班”的覆盖率估计在 38%左右（2010

年和田地区中小学的覆盖率近 30%）。从这个数字至少可以看出：目前有三分之二弱的少数

民族学生在“非双语班”（普通班）学习。

据我们调研听课情况来看：学校指定的“双语班”的“双语”教学和普通班“双语”

教学相比，应该还是相对较好的，包括教学管理、师资配备、领导关怀、上级关注诸多方面，

但是普通班“双语”教学却很成问题，甚至有大问题。

笔者试着自己随机抽样一些学校的普通班，听了几节汉语课。有各种情况：一是换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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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教师。有的学校领导得到消息之后，把我们留在校长办公室喝茶，立刻将我们所选的普通

班的学生和教师全部调换，听完课后和教师交流中我们才发现了这个问题。二是惨不忍睹。

某某县中学，还是重点中学，“双语班”全部专门安排在一座教学楼中，管理各方面都比

较严格。我去听了另外一座教学楼（普通班）某某班的汉语课。全班有 40 多名学生的班级，

第三节课刚开始只有 16 名学生，就是上课结束时也才 19 名学生到班里听课。上课期间，有

学校专门安排的值班教师进教师登记学生得到课人数。就是到班里上课的学生中间，只有五

六名学生坐在教室前面能够相对认真地听课学习。而其他学生稀稀拉拉坐在教室里睡觉的睡

觉，玩的玩，课堂纪律非常混乱。据该县教育局干部介绍：该校普通班教学管理存在混乱现

象，连基本的教学秩序都无法保障。在某某县某某乡中学听课中也发现同样的问题。而这些

上课的教师，都是汉族教师，都不会维吾尔语，不能够也不想好好组织课堂教学。

课后交流中，一位教师（我的学生）对我说：许老师，我不怕丢丑，你看到的都是真

实的情况，我们也没有办法，我们也只有过一天算一天，反正是普通班嘛，有人上课就可

以，学生来不来上课，学生学习的情况怎么样，上面和学校来不及管理，他们的重点都在

“双语班”。许多维吾尔族学生发现我会说写维吾尔语，都纷纷说到：“我们的汉语老师都

像你这样就好了！”

“双语”教学等同于“双语班”教学，事实上“双语班”变成了变相的精英教育，而

普通班变成了“放羊”式大众教育；事实上已经造成了有限的“双语”资源更加分配不公，

甚至使社会上产生一切围绕“双语班”教学开展少数民族教育的情况，而把少数民族教育

和“双语教育”的地位互换，少数民族教育处于附属教育，而“双语教育”成了“四不

像”的领头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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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veral Bilingual Education Teaching -- in the throes of misunderstanding Hetian area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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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tan teachers college, Hotan, Xinjiang, 848000)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survey in 2011 June to  2012 November  in Hotan area seven County, 7 

junior middle schools bilingual teaching, the five majormistaken ideas need to correct, that is found in 

Hotan  bilingual  education:  1. "Chinese" can  not  simply as "the  Han  language";   2. "Bilingual 

Teaching" not equal  to  the  "Chinese  teaching"; 3. "bilingual  teacher" can  not  simply as "the  Han 

nationality   teacher"; 4. "Chinese course" is not equal to "the mathematics, physics, chemistry Course 

 tool class"; 5."bilingual education" is not equal to the " Bilingual class ".

Keywords: Hotan area; bilingual education; bilingual teaching; language attitude; Mandar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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