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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多样性对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具有重要作用。语言各具独
特之处，丰富了人类智慧。学习了
解多种语言，有助于触发好奇之
心，增进相互理解。”9 月 19 日至 20
日，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国教育
部等联合主办的“世界语言资源保护
大会”在湖南省长沙市举办，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奥德蕾·阿祖莱为
大会发来的贺信中提出的上述观点
正契合本届大会所讨论的主题——

“语言多样性对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的作用：语言资源保护、应用与推
广。”

首次举办的“世界语言资源保
护大会”旨在世界范围内重申对语
言资源保护问题的重视和关注，促
进各国家 （地区） 进一步形成保护
语言多样性的共识。在与会嘉宾看
来，语言文化多样性构建是大家共
同的责任。

全球每两周消失一种语言

奥德蕾·阿祖莱谈到语言多样性
时强调：“语言不仅仅是一种交流工
具，语言还是人类的基本条件。在
语言中，积淀着我们的价值观、信
仰及身份认同；语言还传递着我们
的经验、传统与知识。语言多样性
反映了我们丰富多彩的想象力和生
活方式。”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 《濒
危语言地图 （2018）》，在世界现存
的约 6700 种语言中，有 40%的语言
濒临灭绝。当前，全球平均每两周

就有一种语言消失。
中国语言资源保护研究中心主

任曹志耘认为，语言越使用就越有
活力，不用就会死亡。“语言变得

‘无用’，有些是客观原因，例如城
镇化、进入网络信息社会等；有些
是人为原因，例如语言政策支撑不
力、对语言的文化价值重视不够
等。” 曹志耘说。

“每一种语言都是人类的宝贵财
富，而一种语言的消亡，则意味着
人类失去了一种文化，一份珍贵的
历史遗产。” 中国教育部副部长、
国家语委主任杜占元说。

语言濒危、语言多样性、语言
资源保护等相关问题日益受到世界
各国和各地区的广泛关注。在保护
语言资源之路上，全球正在共同努
力。就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

“世界语言地图”项目、欧洲濒危语
言记录项目、中国的“语言资源保
护工程” 等，都进行了探索与努
力。

“未来，还需要各国加强交流与
合作，共同推进世界语言资源保
护，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奠定文
化基础。”杜占元说。

今年底完成1491个调查点

中国是当今世界上语言资源最
丰富的国家之一，拥有汉藏、阿尔
泰、南岛、南亚和印欧五大语系的
130多种语言，10大汉语方言，方言
土语难以计数。同时，中国的语言
资源保护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对

多样化的语言和方言进行调查记
录，早在 2000 多年以前的周代就开
始了。汉代的扬雄编撰了 《輶轩使
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这是中国语
言学史上第一部对方言词汇进行比
较研究的专著。

新中国成立不久的上世纪 50 年
代，开展了全国范围的语言普查，
奠定了中国汉语方言研究和少数民
族语言研究的基础。

但随着现代化和城镇化进程的
推进，中国少数民族语言和汉语方
言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生变
化，一些语言、方言趋于濒危或面
临消亡。

2015 年，中国教育部、国家语
委启动“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
这标志着中国政府从国家层面开展
语言资源保护工作。工程计划在
2015 年至 2019 年期间，按统一的规
范标准实地调查保存全国 1500 个地
点的汉语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调
查数据将汇聚成为中国语言资源
库。数据显示，2015 年至 2017 年，
该工程已经完成总体规划的 72%。
预计到 2018年底，将完成 1491个调
查点，达到总体规划的99.4%。截至
目前，全国有超过350所高校和科研
机构、1000 多个专家团队、4500 多
名专业技术人员参与了该工程的建
设。同时，工程的标志性成果之一

《中国语言文化典藏》已出版发行 。

为语言资源保护贡献力量

据杜占元介绍，相比其他同类

项目，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是目
前世界上规模最大、涉及范围最
广、投入资金最大、参与人员最多
的语言资源保护项目。

“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规模很
大，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在语
言多样性保护方面，中国做得很棒。”
佛得角共和国驻华大使塔尼亚·罗穆阿
尔多在接受本报采访时如是评价中国
的语保工程。

在本次世界语言资源保护大会
上，来自 40多个国家和地区相关领
域的专家与会，他们分享了各自国
家 （地区） 的语言多样性保护的经
验。其中，杜占元提到：“中国的语
言资源保护始终是在与世界文明的
交流互鉴中进行的。我们珍视全人
类的语言资源，努力加强外语服
务，支持公民学习外语……目前高
校的外语专业已覆盖全球100多个国
家的语种。”

就此，联合国经济社会事务部
包容性社会发展司官员钱德拉·罗
伊·亨里克森回应说：“当杜部长讲
到中国的双语以及多语言教育时，
我想说，中国在这方面做得很好，
值得大家借鉴。此外，中国是一个
多语言国家，在保护语言多样性方
面，可以说是一个范例。我们也可
以分享其中的经验。”

曾到中国一些省份考察过的越南
驻华大使馆公使衔参赞阮氏泰通表
示：“可以借鉴中国的语言多样性保
护经验。比如，我到了贵州之后，发
现有专门的博物馆保护当地的语言文
化，这是很好的保护措施。”

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语言多样性保护
中国在行动
本报记者 赵晓霞

中非语言交流，自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之日起就已开始。以北京外国
语大学为例，1951年北外开始接收来
华留学生，其中就包括学习汉语的非
洲留学生。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国际交往
的日益广泛，世界各国、包括非洲国
家对汉语学习的需求迅速增长，中外
合作建立的非营利性教育机构——孔
子学院应运而生，旨在满足世界各国

（地区） 人民对汉语学习的需要，增
进世界各国 （地区） 人民对中国语言
文化的了解等。10余年来，孔子学院
已成为世界各国 （地区） 人民学习汉
语和了解中华文化的园地，中外文化
交流的平台。2005 年 12 月，肯尼亚
内罗毕大学孔子学院挂牌成立，当时
有两个班、49 名学生参加汉语学习，
是非洲成立的第一所孔子学院。

到目前为止，非洲已经有41个国

家设立了孔子学院，共计54所。不少
中国企业也参与到非洲的汉语教学活
动中。2015年，北京外国语大学应邀
为中信集团培训了近20名员工。他们
利用自己在安哥拉生活和工作的跨文
化交际优势，在工作之余为企业的当
地雇员提供汉语教学服务，不但为工
作的开展提供了便利，也加深了企业
与员工的感情，极大地提升了工作效
率。该做法打破了专业汉语教师提供
汉语教学服务的单一模式，为国际汉
语教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

我们有理由相信，非洲的国际汉
语教学必将迎来更大的发展。作为国
际汉语教学的重要参与者，我们所有
的对外汉语工作者，也要努力提升自
身的专业技能，肩负起时代赋予的历
史责任，开创出非洲汉语教学的新局
面。

（作者为北京外国语大学教师）

奥地利每年都会举办“Kinderu-
ni”活动，这项全国性质的活动常会
引起极大关注。维也纳各个高校以及
各种社会机构、企业都会为小朋友提
供丰富多彩的儿童课程，维也纳大学
孔子学院提供的汉语体验以及中华文
化讲座，一直是小朋友和家长关注的
热点。

今年孔子学院全体教师再一次为
孩子们带来了丰富而有趣的汉语课以
及文化课，而我为小朋友们准备的则
是“国画课”。课程首先从基础的水
果“杏”开始，小朋友紧跟我的步
骤，我画一笔，他们模仿一笔，随着
一笔笔的勾勒和描摹，杏的形象跃然
纸上。趁热打铁，随后我又教授孩子
们画“桃子”。画桃子的技法与画杏
的技法类似，因此大家很快便掌握
了，一颗颗垂涎欲滴的“桃子”也在
宣纸上呈现出来。最后我为大家展示
了“螃蟹”的画法。在中国传统绘画

中，只需要墨汁这一种颜料就能把螃
蟹表现得淋漓尽致，在我的悉心引导
下，小朋友们很快便掌握了螃蟹的画
法，看着一个个生动活泼的小螃蟹跃
然纸上，他们由衷地露出了微笑。活
动结束后，我送给每一位小朋友一张
国画书签，希望他们能够通过这短短
的一节课结缘汉语，在快乐的氛围中
学汉语、体验中国文化。

作为对外汉语教师，很开心能看
到对外汉语教育的教学对象越来越

“年轻化”。就像瑞典汉学家林西莉一
样，在她七八岁时从母亲那里得到一
把粉红色的中国伞，上面写有奇妙的
汉字，就是这些奇妙的汉字，在林西莉
的心灵中种下了种子，也促使她在长
大后走上了汉学之路。希望我的小小
付出也能够在孩子们的心中生根发
芽，最终开出一朵美丽的“汉语之花”。

（作者为奥地利维也纳大学汉语
教师志愿者）

随着时光的流逝，有些事我已经淡忘
了，但也有许许多多的事，就像夜空中美丽
的星星一样闪烁着，始终映照在我的脑海
里。今天我就讲一件小时候我跟妹妹之间发
生的趣事。

我是个好奇心很强的小孩，喜欢尝试新
事物。小时候，我特别喜欢听剪头发的嘎吱
嘎吱声，感觉是那么清脆悦耳。每当去理发
店时，我都会认真地观察理发师的动作。我
觉得帮人理发是一件很酷的事。

有一天，我发现妹妹的刘海儿变长了，
长得已经遮住了眼睛。我就兴起了帮妹妹剪
头发的念头。其实，我知道奶奶并不允许我
们自己剪头发，但我觉得我能跟理发师剪得
一样好。

我找来了剪刀和梳子，准备帮妹妹剪头
发。首先我用梳子沾了一点水，把妹妹的头
发打湿，然后再梳直，有模有样，觉得自己
像一个真正的理发师，心里很得意。在我看

来，接下来只需要这么一剪就完事了。“咔
嚓！”我一不下心把妹妹的刘海儿剪得太短
了！开始我觉得剪短没问题，这样它会长得
慢一点，就不会遮住妹妹的眼睛了。但后来
我再看了一下妹妹，觉得剪得太丑了。我很
着急，心里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奶奶回家
以后看见我做的“好事”一定会发火的。我
决定把妹妹藏起来，看看刘海儿能不能再快
速地长出来。

我一直都相信魔法，开始胡说八道地编
了些所谓的咒语，希望能把妹妹的刘海变回
原来的样子。奇迹当然没有发生，最后我还
是被奶奶骂了一顿。我们把妹妹带到理发
店，理发师看完以后也觉得无能为力。我感
到很内疚，暗暗自责：都怪自己把妹妹给弄
丑了，以后我再也不给别人剪头发了！

这件事情让我明白：如果没有足够的把
握，事情有可能会被搞砸。

（寄自西班牙）

我们学校的图书馆里有数不清的书，各种各样的书整整齐齐
地摆在书架上。我们一走进图书馆，就能闻到一阵阵“书香”。

图书馆里什么书都有，包括图画书、拼音插图书、童话故
事、中外寓言故事、科学百科全书、中国古代神话、科学实验游
戏、中国国学知识、中国现代儿童文学、中国经典儿童文学等。
此外，还有有关植物、动物的书、经典英文儿童文学、双语儿童
文学等。值得一提的是，还有有关中医的启蒙书。

图书馆里的书架真多，它们靠墙而立，十分安全。书架有3种颜
色，白色、木头本色和黑色。两层白色书架在图书馆里最多，3层木头本
色书架和3层的黑色书架相对少一些。每一层书架上都有不同种类的
书，例如：木头本色书架的第三层第二排放的是五到六年级的阅读书；
白色书架下面一排的第二格是从小学到中学的美术书。

每天下午，我们都可以在图书馆里安静地读45分钟到1小时的
书。读书时，同学们不是坐在凳子上，就是躺在长枕头似的垫子上。

上一学年，我读了几十万字的中英文书。今年我一定要读更
多的书！

今年暑假，老师又在北京给我们买了许多新书及新课本。现
在，这些书正在海上旅行，我好希望它们能快快地到我们学校！
这样我们图书馆的藏书就又多一些了。

你看，我们学校的图书馆是不是很棒？
我喜欢我们学校的图书馆！ （寄自美国）

我与学生二三事（下）

陈思宁

帮妹妹剪头发
林靓慧（15岁）

作者后记：
我学中文已有 5 年，现在不仅会写汉字和作

文，还能朗诵古诗，而且对中华文化、历史和地
理常识也有了解。老师教我们读唐诗宋词，欣赏
古人的文采并解读其思想及情感，非常有趣。学
习中文对于我来说是一件很值得去做的事情。我
很喜欢中文课，对中华文化很感兴趣，以后还要
继续努力。

非洲汉语教学步入快车道
孟德宏

学校图书馆
卫世仁（11岁）

作者：薛恒简（8岁）山亭夏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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