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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常有人会问起这样一些问题：
“我们国家是一个统一的国家，为什么不统一使用一种语言文字，而是使用那么多种的
语言文字，有什么必要，有什么好处？”
“都进入信息时代了，多种语言文字的使用，会带来种种不便，为什么国家还要保障各
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语言文字的自由？”
“中国究竟有多少种语言文字，这些语言文字有什么特点？”
“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是怎样产生的，以后的发展前途如何？”等等。
这些问题的提出，反映了有许多人还缺少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知识，因为面对我国如此
复杂的语言文字现象，又是不解，又是好奇，总想弄个明白。
可见，在我们这样一个多民族、多语种、多文种的国家，很有必要普及少数民族语言文
字的基础知识。

第一节 中国的少数民族
语言是组成民族的一个重要的特征，所以，要科学地认识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特点
及其演变规律，有必要了解中国少数民族的基本情况，包括分布、人口、社会文化、经济等
情况。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统一的国家。在这块约 1000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分布着 56 个民族，
总人口有 1370536875 人。其中，汉族人口为 1225932641 人，占 91.51%；各少数民族人口
为 113792211 人，占 8.49%（2010 年）。
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长期以来相互取长补短，互通有无，共同构成多民族国家。
各少数民族的人口数也很不一致。大致可以划分为以下几类：
1. 1000 万以上的民族有 2 个：壮族、满族。
2. 500 万—1000 万人之间的民族有 7 个：回族、苗族、维吾尔族、土家族、彝族、蒙
古族、藏族。
3. 100 万—500 万人之间的民族有 9 个：布依族、侗族、瑶族、朝鲜族、白族、哈尼族、
哈萨克族、黎族、傣族。
4. 50 万—100 万人之间的民族有 4 个：畲族、僳僳族、仡佬族、东乡族。
5. 10 万—50 万人之间的民族有 13 个：拉祜族、水族、佤族、纳西族、羌族、土族、
仫佬族、锡伯族、柯尔柯孜族、达斡尔族）、景颇族、毛南族、撒拉族）。
6. 10 万人以下 1 万人以上的民族有 13 个：布朗族、塔吉克族、阿昌族、普米族、鄂温
克族、怒族、京族、基诺族、德昂族、保安族、俄罗斯族、裕固族、乌孜别克族。
7. 1 万人以下的民族有 7 个：门巴族、鄂伦春族、独龙族、塔塔尔族、赫哲族、高山族、
珞巴族。
上世纪 50 年代以来，少数民族的人口数呈逐渐上升的趋势，在全国总人口所占的比例
不断上升。1953 年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时，少数民族人口 3532 万，占全国总人口的 6.0%；
2010 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时，少数民族人口有 11379 万，占全国总人口的 8.49%。
少数民族的分布特点主要是：

1. 地广人稀，分布面积大。少数民族人口虽然只占全国总人口的 8.04%，但少数民族
聚居地区的总面积却占全国总面积的 64%左右。
2. 少数民族分布的地区资源丰富。如森林资源占全国的 51%，草原面积占全国的 94%，
水能资源占全国的 52.5%。
3. 少数民族多数分布在我国边疆地区，有许多是跨境民族。我国的陆地边境有 2.1 万公
路，这里大多是少数民族分布的地区。
4. 各民族的分布呈大杂居、小聚居的特点。少数民族除大片聚居外，还有上千万人口
散居在全国各地。
5. 在各少数民族地区，都有相当数量的汉族居住，汉族与各少数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
过程中，在经济、文化各方面互相依存，谁也离不开谁。

第二节 中国的少数民族语言
一、中国有多少种少数民族语言？
1

目前已识别的少数民族语言有 120 多种 。这些语言各具特征、差别殊异，分列于不同
系属之中，有的内部还存在着较大的方言分歧。
1、为什么我国只有 55 个少数民族，而语言却有 120 多种呢？这是因为有些民族使用一
种以上的语言，即一部分人使用这种语言，另一部分人使用另一种语言。
如：瑶族使用三种语言——勉语、布努语、拉珈语；
裕固族使用两种语言——东部裕固语、西部裕固语；
怒族使用三种语言——怒苏怒语、柔若怒语、阿侬怒语；
景颇族使用五种语言——景颇语、载瓦语、勒期语、浪速语、波拉语；
藏族使用藏语、嘉戎、木雅、道孚等多种语言……。
上述同一民族使用的不同语言，一般相互间差异较大，不能互相通话。如瑶族的三种语
言，勉语属于苗瑶语族瑶语支，布努语属于苗瑶语族苗语支，与苗语比较接近，拉珈语属于
壮侗语族侗水语支，与侗语、水语比较接近。
2、同一民族使用一种以上语言的，是什么原因引起的？从历史上看，这与不同群体的
融合有关。有许多民族，其形成是多源的，即原本属于不同的民族，由于社会变动的种种原
因（其中有自然融合，也有武力兼并），逐渐融合为一个统一的民族。
3、同一民族的人们分别使用不同的语言，相互间怎样保持联系和交流呢？从已了解的
情况看，主要有两种解决的办法。一是双方都掌握对方使用的语言。二是双方都使用全国通
用语汉语进行交际。
4、在中国，还存在不同民族使用相同语言的。如：回族、满族已基本转用汉语；畲族、
土家族、仡佬族等大部分已转用汉语；还有不少民族如蒙古、壮、白、普米等民族中有一些
人也已转用汉语。还有转用另一少数民族语言的。如：新疆自治区的乌孜别克、俄罗斯等民
族中有一些人已转用维吾尔语。
二、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的分类

中国语言（包括汉语和少数民族语言）按照系属分类，一般是将 80 多种语言分为五大
语系：汉藏语系、阿尔泰语系、南亚语系、南岛语系、印欧语系。但各语系下面的分类，各
家意见尚不统一。下面列出的分类是其中的一种。
（一） 汉藏语系
1、汉语
2、侗台语族（包括壮侗语族、台语族等说法）
A. 壮傣语支：壮语、傣语、布依语、临高语
B. 侗水语支：侗语、水语、毛南语、仫佬语、佯黄语、莫语、拉咖语、标语
C. 黎语支：黎语、村语
D. 仡央语支：仡佬语、布央语、普标语、拉基语、木佬语、羿人语
3、苗瑶语族
A. 苗语支：苗语、布努语、巴哼语
B. 瑶语支：勉语
C. 畬语支：畲语、炯奈语
4、藏缅语族
A. 藏语支：藏语、门巴语、仓洛语、白马语
B. 彝语支：彝语、傈僳语、哈尼语、拉祜语、纳西语、基诺语、怒苏语、
柔若语、白语、土家语、毕苏语、桑孔语、末昂语、卡卓语、嘎苏话、
阿哲话、唐琅话
C. 羌语支：羌语、普米语、嘉绒语、木雅语、尔苏语、贵琼语、尔龚语、扎巴语、
纳木义语、史兴语、却域语
D. 缅语支：阿昌语、载瓦语、浪速话、波拉话、勒期话、仙岛话
E. 景颇语支：景颇语、独龙语、阿侬语、达让语、格曼语、义都语
F. 喜马拉雅语支：博嘎尔（崩尼）语、苏龙语
（二） 阿尔泰语系
A. 突厥语族
a. 东匈语支：柯尔克孜语、西部裕固语、图佤语
b. 西匈语支：维吾尔语、哈萨克语、乌兹别克语、撒拉语、塔塔尔语
B. 蒙古语族：蒙古语、达斡尔语、东乡语、保安语、土族语、东部裕固语
C. 满—通古斯语族
a. 满语支（
“南语支”）：满语、锡伯语、赫哲语
b. 通古斯语支（“北语支”）：鄂温克语、鄂伦春语
（三） 南岛语系
A. 印度尼西亚语族
B. 泰雅尔语群：泰雅尔语、赛德语
C. 邹语群：邹语、沙阿鲁阿语、卡那卡那布语
D. 排湾语群：阿眉斯语、排湾语、布嫩语、鲁凯语、赛设特语、

卑南语、耶美语、邵语
（四） 南亚语系
孟高棉语族：佤语、布朗语、德昂语、克木语、卢语（克蔑语、布兴语、莽语、俫语、
布赓语）
（五） 印欧语系
A. 印度-伊朗语族：塔吉克语
B. 斯拉夫语族：俄罗斯语
三、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的使用特点
1. 从使用人口的数量上看，不同语言都有差异，有的差异很大。
使用人口最多的是壮语，有 1300 多万。使用人口不足 1000 人的语言有畲语（965 人）、
义都珞巴语（200 多人）、阿侬怒语（600 多人）、格曼僜语（800 多人）、赫哲族（200 多人）、
满语（175 人）。1
2. 我国少数民族兼用另一语言的现象比较普遍。
由于语言兼用，少数民族母语与兼用语构成了双语关系。各民族中兼用汉语的比较多，
几乎所有的民族都有兼用汉语的，只是比例大小不同而已。
一般来说，杂居区兼用汉语的多些，聚居区少些。如：聚居区在四川凉山州的彝族，中
老年中大多只会彝语不会汉语，而分布在云南、贵州、广西诸省与汉族杂居的彝族，兼用汉
语的人很多。
我国少数民族使用自己的母语与兼用汉语已构成互补，在日常生活中两种语言交替使
用，成为现代生活中两种不可缺少、不可替代的语言工具。
另一种类型是少数民族既使用本族语言又兼用邻近另一少数民族语言。这主要出现在有
多个民族杂居的地区。如在云南南部，由于傣族人口较多，经济文化相对发达，与其邻近的
景颇、阿昌、德昂、拉祜、布朗等民族中有不少人兼用傣语。
在少数民族地区，少数民族语言还被许多汉族所兼用。如在新疆，有不少汉族会说维吾
尔语、哈萨克语；在延边，有些汉族会说朝鲜语。
3. 不同的少数民族语言，功能大小不同。
制约语言功能大小的因素主要有：人口多少、有无传统文字、是否聚居、方言差异情况
等。
一般说来，北方的一些大语种，如蒙古、藏、维吾尔、哈萨克、朝鲜等语言，由于使用
人口较多，又有悠久的传统文字、分布相对聚居、方言差异小，因而这些语言在本族内使用
较为广泛，担负着较大的语言功能。
南方少数民族语言，由于大多没有传统的、通用的本族文字，加上存在与汉族杂居较多、
方言间存在较大差异等因素，语言使用功能上不如上述那些大语种。

第三节 中国的少数民族文字
一、中国有多少种少数民族文字
目前有 22 个少数民族使用着 28 种民族文字，这些文字产生或创制的时间有长有短，使
用人口有多有少，文字类型多种多样。
有的民族因为语言或方言的差别较大，所使用的民族文字不止一种。
如：蒙古族使用传统的胡都木蒙古文和以蒙古语卫拉特方言为基础的托忒蒙古文；
苗族使用以四种方言为基础的黔东苗文、湘西苗文、川黔滇苗文和滇东北苗文；
傣族的傣仂文和傣哪文分别以傣语西双版纳方言和德宏方言基础；
景颇族的景颇文和载瓦文分别是景颇语和载瓦语的书写文字。
在现行的 28 种民族文字中，有的是沿用的传统文字，如蒙古文、藏文、朝鲜文等；有
的则是解放后新创制的文字，如拉祜文、哈尼文、土文、侗文等；还有一些是对旧有文字改
革、修订而成的，如规范彝文、维吾尔文、哈萨克文等。传统民族文字多是使用阿拉伯字母
（维吾尔文、哈萨克文、柯尔克孜文等）、叙利亚字母（胡都木蒙古文、托忒蒙古文文、锡
伯文等）或印度字母（藏文、傣仂文、傣哪文等）书写的拼音文字，新创制的文字都是以拉
丁字母为书写符号的拼音文字，朝鲜文和规范彝文则保留了本民族文字的自源性特征。
（《中
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 60 年》）
二、中国少数民族文字的类型
中国少数民族文字可以从不同角度做不同的分类。
1. 从文字结构特点上，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1）图画文字：形似图画，通过形象传达思想。在文字发展史上，图画文字处于文字
起源的初始阶段。东巴图画文字、沙巴图画文字属于这一类。
（2）象形文字：有东巴象形文字、契丹大字、西夏文、女真文、水书、方块壮字、方
块白字、方块瑶字等。
（3）音节文字：有彝文、哥巴文、傈僳竹书等。
（4）拼音文字：按字母形式可分为拉丁字母文字和非拉丁字母文字两类。
A. 拉丁字母文字：有黔东苗文、湘西苗文、川黔滇苗文、滇东北苗文、壮文、布
依文、侗文、瑶文、白文、哈尼文、黎文、傈僳文、佤文、拉祜文、纳西文、
景颇文、载瓦文、土文。还有一种老傈僳文采用大写拉丁字母及其颠倒形式。
B. 非拉丁字母：种类很多，主要有以下几类。
a. 印度字母：有藏文、八思巴字、于阗文、焉耆—龟兹文、傣仂文、傣绷文、
金平傣文。
b. 叙利亚字母：栗特文、回鹘文、蒙古文、满文、锡伯文。
c. 阿拉伯字母：察合台文、维吾尔文、哈萨克文、柯尔克孜文。
d. 方块形拼音文字：受汉字字形影响，一个音节的字母拼成一个方块。属于

这一类的有：朝鲜文、契丹小字、方块苗文。
e. 斯拉夫字母：俄罗斯文。
f. 如尼字母：突厥文。
2. 从文字的历史长短上，大致可分为老文字和新文字两类。
（1）老文字：又称“传统”文字。是指使用历史较长、又有历史文献的文字。如蒙
古文、藏文、维吾尔文、老彝文、朝鲜文、哈萨克文、傣文、柯尔克孜文、锡
伯文。
（2）新文字：指近百年来（主要是上世纪 50 年代以后）新创的文字。属于这一类的
有：苗文、壮文、布依文、侗文、瑶文、白文、哈尼文、傈僳文、佤文、拉祜
文、纳西文、景颇文、载瓦文、土文等。均为以拉丁字母为形式的拼音文字。
3. 从文字的活力上，可以分为现行文字和已消亡文字（即“死文字”）两类。
上面表 1 列出的 33 种文字，都是现行文字，都是不同民族现在仍在使用的文字。当然，
由于不同文字的特点不同，其活力（包括使用范围、使用人口等）也不相同。
除了现行文字外，我国历史上还有一些曾经使用过但现在已不使用的死文字。其原因有
多种：有的是因为民族消亡了，其语言文字也随之消亡；有的是由于文字本身存在较大缺陷，
难以扎根等。已消亡的文字有：突厥文、回鹘文、察合台文、于阗文、焉耆—龟兹文、栗特
文、八思巴字、契丹文（契丹大字、契丹小字）、西夏文、女真文、满文、尔苏沙巴图画文
字、水书等。这些文字虽已无应用价值，但仍是一笔宝贵的文化遗产。因为这些死文字曾记
载保留这些民族的历史文化以及民族的兴衰过程，而且这些古文字还是研究文字学非常宝贵
的材料。

第四节 中国的民族语文工作

一、 中国民族语文政策的基本点
新中国民族语文政策的基本点是坚持语文平等。也就是宪法中规定的“各民族都有使用
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这一基本点是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如何对待和解决民
族问题的基本思想提出的。
二、中国民族语文工作的基本方针和任务
1991 年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向国务院上报了《关于进一步做好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工作
的报告》。报告中提出：
“新时期民族语文工作的指导思想和基本方针是：坚持马克思主义语
言文字平等原则，保障少数民族使用和发展自己语言文字的自由，从有利于各民族团结、进
步和共同繁荣出发，实事求是、分类指导，积极、慎重、稳妥地开展民族语文工作，为推动
少数民族地区政治、经济和文化事业的全面发展，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新

时期民族语文工作的主要任务是：贯彻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加强民族语文法制建设；进行
马克思主义民族语文理论政策的宣传；搞好民族语文的规范化、标准化和信息处理；促进民
族语文的翻译、出版、教育、新闻、广播、影视、古籍整理事业；推进民族语文的学术研究、
协作交流和人才培养；鼓励各民族互相学习语言文字。”
三、科学地处理中国民族语文工作中的几个关系
1. 多元与一体
语言文字种类多，但都在平等的旗帜下和谐共存。中国民族语文工作的基本方针是坚持
语言平等，使各民族语言文字都能在平等的气氛中和谐发展。
2. 强势语言和弱势语言
不同的语言功能有差异, 存在强弱之分。汉语是国家的通用语, 使用人口多, 其经济文
化相对发展得快一些, 是强势语言；少数民族语言只在大小不同的局部地区使用，相对于汉
语而言是弱势语言。不管是强势语言也好，还是弱势语言也好，都受到尊重，各种语言都能
得到使用和发展。
3. 语言竞争与语言和谐
在一个多民族的国家里，由于不同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等诸方面的密切联系，不同
语言之间必然会出现不同程度、不同方式的接触，而语言接触又必然引起语言的竞争和互补，
二者的运动使得语言在受外部影响中得以不断改善自己的功能和特点，借以通过矛盾的调整
而保持相对的平衡，使语言能更好地适应社会的需要。
语言的和谐性是指同一个民族或同一群体的多语，在一个社会里能够和谐共处，互补互
利，既不相互排斥，也不发生冲突。不同语言在使用中各就各位，协调有序，在和谐中各尽
其责，在和谐中发展。语言和谐是民族和谐、社会和谐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语言关系中最佳
的一种类型。实现语言和谐，有利于民族团结、社会进步；而语言不和谐，则会引起民族矛
盾，阻碍社会进步。我国的语言关系，主流是和谐的，但也存在不同程度的不和谐现象。对
于局部范围的不和谐现象，应该重视。语言和谐研究，是语言国情研究的一个方面，属于社
会语言学研究范畴。语言和谐研究，不仅具有语言学的理论价值，更重要的是具有应用价值，
能为国家制定语言文字政策提供咨询和依据。
4. 母语和兼用语
少数民族为了更好地发展，除了使用母语外还要使用通用语——汉语。母语和兼用语都
要受到尊重，中国的语文政策保证了二者的和谐关系。

四、少数民族语言研究
1. 语言描写；
2. 历史比较研究；
3. 古文献研究；
4. 应用语言学研究；
5. 少数民族语文教学研究
6．少数民族语言翻译研究

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工作是国家民族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做好这一工作，有利于民族地
区的现代化建设，有利于民族团结、边疆巩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