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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语言至关重要

语言对促进群体和个体的自我认
同并推动他们之间的和平共处，
是必不可少的。语言是推动可持
续发展和协调总体与局部之间关
系的关键因素。
因此，教科文组织请各国政府、
联合国各机构、民间社会的各种
组织、各教育机构、各专业协会
和所有其他有关方面，积极开展
活动，促进在个体生活和集体生
活的各种场合对各种语言特别是
濒危语言的尊重、弘扬和保护。
松浦晃一郎先生
教科文组织总干事
2008国际语言年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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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语言年

介绍

///////////////////////////////////////////////////////////////////////////////////////
语言会对自我认同、沟通、社会一体化、
教育和发展产生复杂影响，因此，对人类和地球具有
重要的战略意义。然而，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发展，它们正面临着
日益严峻的挑战，或是逐渐一起消失。语言消逝时，世界上丰富
多彩的文化多样性也在逐渐消退。此外，我们也遗失了确保更美
好未来所需的各种宝贵资源--机遇、传统、记忆、独特的思维和表
达方式。
世界上约7,000种口头语言中，有50%以上很可能会在几代之内消
失，对其中96%的语言而言，其使用者仅占世界人口的4%。在教
育系统和公共领域中占重要地位的，实际上只有几百种语言；数
字世界中使用的，更是不到一百种。
文化多样性和文化间对话、促进全民教育和发展知识型社会对教
科文组织的工作至关重要。但是，如果国际社会不广泛致力于促
进语言多元化和语言多样性，包括保护濒危语言，这些都不可能
实现。

语言：发展的基本要素
作为一个高度跨学科领域，语言和
语言多元化对人类面临的最根本挑
战具有战略意义。制定旨在实现千
年发展目标的战略时，必须将其考
虑在内。

作为该承诺的一部分，联合国大会已宣布2008年为国际语言年，
并指定教科文组织为牵头机构。该举措不仅会提高对各种语言问
题的认识，还会动员各类伙伴和各种资源，支持在世界各地执行
各种有利于语言多样性和语言多元化的战略和政策。

教科文组织和语言多元化

1)

////////////////////////////////////////////////////////////////////////////////////////

语言因素在消灭极端贫穷和饥饿（千
年发展目标1）方面发挥了战略性作
用，因为获得生计、参与社会和公共
生活及开展对话的能力在很大程度上
取决于语言技能。语言政策和做法会
对边缘化或一体化、排斥或赋权、贫
穷或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教科文组织的语言多元化行动旨在鼓励制定一致的区域和国家语
言政策，制造机会，以便在特定社区和国家内，正确地使用各种
语言。这类政策可以推动各类措施，有利于语言使用者社区在使
用语言的个人和公共领域使用自己的母语，并使语言使用者能够
学习和利用其他语言：当地的、国家的和国际的。应当鼓励以国
家或国际语言为母语的人学习和使用该国的其他语言及各种区域
和国际性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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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力于促进文化多样性、语言和语言多元化的
国际规范性文书
////////////////////////////////////////////////////////////////////////////////////////

国际社会通过了许多可促进和保护各种语言的协定。作为这项运
动的一部分，教科文组织在于国际一级推进、支持和监测各种有
利于文化多样性和语言多元化的政策和行动方面，发挥了重要作
用，并为此编制了大量的标准制订文书：

3)

n 《取缔教育歧视公约》（1960年）

由于语言包含并传播了自然界的各种
地方和土著知识和专门技能，自然资
源的正确管理也与语言的保护和促进
有关。为此，语言对环境的可持续能
力（千年发展目标7）也具有战略意
义。

n 《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及其《行动计划》（2001年）

4)

最后，从很大程度上讲，各项基本权
利（言论、教育、参与文化生活、从
科学进展中受益）的切实享受都会受
到语言因素的制约。因此，适当的语
言政策会为行使这些权利提供一种重
要媒介。

n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2003年）
n 《普及网络空间及促进并使用多种语言的建议书》（2003年）
n 《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2005年）
此外，教科文组织还支持处理语言问题的各种联合国文书的各项
潜在原则，如联合国《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1966年）、
联合国《在民族或族裔、宗教和语言上属于少数群体的人的权利
宣言》（1992年）和联合国《土著民族权利宣言》（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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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种主要的知识传播媒介，语言
是普及小学教育（千年发展目标2）
和与艾滋病毒/艾滋病、疟疾和其他
疾病作斗争（千年发展目标6）所不
可或缺的。为有效适应学习者的文化
并满足其需求，必须以学习者可以理
解的语言开展各种教育（包括健康教
育）和扫盲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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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教科文组织

语言至关重要

我们的共同目标是在国家、地区
以及世界范围内广泛宣传这样的
思想：无论是在教育、行政和司
法系统还是在文化表现形式方面
以及传媒、电脑空间和商业交流
等领域，语言多样性和语言多元
化都是十分重要的。

02

充分致力于语言
多样性和语言多元化

///////////////////////////////////////////////////////////////////////////////////////
2007年5月16日，联合国大会宣布2008年为国
际语言年。由于语言问题对教科文组织在教育、自然科学、
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文化及传播与信息等领域的任务至关重
要，本组织已被指定为此次活动的牵头机构。

松浦晃一郎先生
教科文组织总干事

庆祝活动是在语言多样性面临日益严峻威胁的时候举行的。语言
是各类沟通的基础；正是沟通，使得人类社会的变革和发展成为
可能。今天，对世界多数地区的大部分社会而言，使用--或不使
用--某种语言可以打开或是关闭一扇门。

联合教科文组织内部的各
种力量，促进语言和语言
多元化

与此同时，人们愈发认识到，语言不仅是在发展、确保文化多样
性和文化间对话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加强合作和实现全民优
质教育、建设包容一切的知识型社会和保护文化遗产，以及调动
政治意愿以便把科学和技术的各种惠益应用于可持续发展方面，
亦是如此。

教科文组织从承认语言和文化多样性
与所有文化和语言平等原则之间的重
要互动开始，制定了一项联合战略，
以动员与其五个行动领域--教育、文
化、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自然科学
及传播与信息--所用语言有关的各种
计划。一个由总干事亲自主持的工作
队汇集了各计划领域的领袖。一个由
致力于语言相关项目的工作人员组成
的部门间网络则负责向前推进议程。

解决这些问题对实现各项发展目标非常重要，也是教科文使命的
一个重要部分。

教科文组织建立了增进语言问题门户
网站，以提供信息，介绍教科文组织
的各种活动及其在世界各地的各类
伙伴。(http://www.unesco.org/ch/
languages)

把语言、文化和发展融为一体的新战略
教科文组织受其会员国鼓舞，制定了2008-2013年语言和语言多元
化问题部门间战略。该战略有助于巩固语言在发展战略中的作用
并增进文化多样性和对话。为此，教科文组织正在于地方、国家
和区域各级，支持制定可以在使用语言的一切方面促进语言多样
性和语言多元化的语言政策。
教科文组织在全球范围内推进、支持并监测各种有利于与语言和
语言多元化有关的教科文组织和联合国国际规范性文书所载各项
原则的行动（见列举了规范性文书的框注）。这项工作的内容包
括：分析，打造一个一致的、关于要遵循的各项原则的共同远
景，开展这方面的沟通并利用各种指标和统计证据监测其执行情
况。可采取的进一步措施即促进有效做法和证明实际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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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11月，教科文组织大会宣布了
国际母语日，2000年2月以来，每年
都会举行庆祝活动，以促进语言和文
化多样性及语言多元化。每年的国际
母语日（2月21日），教科文组织总
部和世界各地都会举办各种展览、音
乐会和演讲，以示庆祝。
过去的主题包括：母语与语言多元化
之间的联系，特别是在教育领域的联
系；盲文与手语；世界各地的儿童如
何在教室内学习和掌握书写技能（在
教科文组织总部展示练习簿）；在理
解、宽容和对话的基础上，提高对各
种语言和文化传统的认识；以及保护
人类的非物质遗产和保护文化多样
性。

教科文组织全部5个计划领域所做贡献
教科文组织的语言和语言多元化工作采用了多种形式：能力建
设、研究和分析、提高认识、支持各种项目、发展各种网络、传
播信息。由于从本质上讲，这些都是跨学科活动，它们涉及到了
教科文组织的五个计划领域，而每个领域都对应了语言问题的若
干特定方面。其中包括：
n 教育 - 通过在各级及正规和非正规场合支持双语和多语教学，

特别是使用母语，促进包容一切的高质量学习；包括特别关注
教师培训、扫盲措施和健康教育。
n 自然科学

- 促进科研人员和机构跨越语言鸿沟进行沟通与合
作；翻译并向各社区传播各种科学材料以克服语言障碍；承认
方言对以土著方式增长学识的重要作用。

n 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 - 语言与人权和文化权利，移民与城市化

及其他社会问题（如排外和贫穷）。
n 文化 - 文化多样性、对话与交流、保护文化遗产、捍卫濒危语

言（如通过翻译和出版）。
n 传播与信息

- 建设知识性社会，每个人都可以参与其中并受
益；通过确保使用更多语言，促进信息的普遍获取和信息通信
技术的更广泛获得；在媒体和国际信息框架中促进文化和语言
多样性。

伙伴关系至关重要：让我们一起努力
教科文组织语言和语言多元化工作的成功取决于：是否能有效动
员教科文组织的各会员国和外地办事处、各区域和国家网络、民
间社会和私人伙伴，以及是否能建立各种伙伴关系。有必要特别
关注在教科文组织大家庭（包括联系学校项目网络和大学主席）
内部，以及与联合国系统内外、特别是研究、监测和政策制定领
域的专门网络和机构，发展协同增效、建立联盟和建设网络的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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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母语日

国际语言年 - 2008 年

03

教育

语言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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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教育：于2015年之前
实现儿童、青年和成年的
优质教育
2000年，160个国家和领土的代表在
塞内加尔达喀尔举行会议，承诺于
2015年之前：扩大幼儿保育和教育；
为所有儿童普及免费小学教育；实现
两性均等和平等；大幅减少文盲，扩
大青年和成年人的学习机会，并全面
提高教育质量。

方言扫盲：
学习和参与之门
在世界范围内，约有7.74亿成年人不
会读写，其中三分之二是妇女。此
外，还有7,210多万本应上学的儿童
没有上学。然而，识字和获得优质
教育是一项权利。识字对经济、社会
和政治领域的参与情况和发展至关
重要，在今天的知识型社会中尤其
如此。它是获得各种惠益的钥匙，
其中包括批判性思维、改善了的健康
状况和计划生育、预防艾滋病毒/艾
滋病、儿童教育、减少贫穷和主动公
民。为此，教科文组织正设法强化致
力于扫盲的政治承诺。
语言与识字能力的获得和文化社区的
发展密切相关。在多语环境中，扫盲

通过普及优质基础教育
实现公平和社会公正

///////////////////////////////////////////////////////////////////////////////////////
读写能力、理解能力和批判性思维能力是高
质量教育的主要成果。教育本身是一项人权，一种学习
工具，也是一种传播知识的手段。它还有助于在一个文化多样而
又具有全球性的世界中确立身份。
在扫盲措施和教育领域适当使用各种语言会对学习机会、入学和
学习成果产生积极影响。在教育领域使用母语则会对儿童的入学
和在校表现产生积极影响。
虽然今天我们承认在大多数情况下，语言多元化都很典型，不是
例外情况，但是，许多教育体系都尚未解决语言文化背景各异的
学习者的各种需要。结果，许多儿童要么从未上学，要不就是辍
学或学习成绩很差。为应对普及优质全民基础教育提出的挑战，
教科文组织正致力于制定各种政策和做法，促进其《关于多语世
界中的教育的立场文件》中列明的三项原则。教科文组织支持：
1)

以学生和教师的知识和经验为基础，把母语教育作为改善教育质
量的手段。
2)

把各级别的双语和/或多语教育作为促进社会和性别平等的手段以
及语言丰富多彩的社会的重要基本内容。
3)

把语言作为文化间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以鼓励不同人群相互理
解并确保尊重各项基本权利。

此项工作是与教科文组织网络合作开展的，其中，该网络由各机
构、外地办事处及其他联合国机构和双边机构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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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清单
下文例举了与教科文组织的三项教育语言原则有关的活动：
n 关于语言在教育政策中的作用的专家会议：多语环境中的教育

（2002年）、土著民族的优质教育（2003年）和二十一世纪的
原住民教育（2004年）；教科文组织在中国北京和印度新德里
举行的支持全球扫盲区域会议期间举办的、关于多语环境中的
扫盲的圆桌会议（2007年）；
n 公布和广泛传播宣传工具以促进双语和多语教育，并以此作为

国家多语教育政策的方向：
— 关于多语世界中的教育的立场文件（2003年）；

2008国际语言年期间拟议
建立伙伴关系、开展合作
的领域:
N 双语和多语教育：政策、有效

做法、教学材料、教师培训
N 多语环境中的扫盲：有效做法、

教学材料、教师培训

— 旨在促进多语教育的宣传工具包：把被排斥者包含近来
（2006年），教科文组织曼谷办事处；
— 关于在多语环境中对教师进行额外双语教育训练的战略文
件（2004年）；
— 文化间教育准则（2006年）；
— “旨在实现文化多样性的教育政策：巴西、智利、哥伦比
亚、墨西哥和秘鲁”、“歧视和多元化：面对学校中的文
化多样性”及“文化多样性：教师培训和教学工作的教育
材料”（自2003年起），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地区教育办事
处，智利圣地亚哥。
n 支持试验项目：双语和多语教育领域的试验项目，包括制作手

册、教师培训、能力建设和宣传；
n 支持各种研究：关于双语和多语教育及扫盲计划的研究；
n 每年出版一份《全民教育全球监测报告》：以评估各国在实现

于达喀尔商定的六项目标方面取得的进展，并特别提及学习过
程中的语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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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和学校教育所用教育语言的选
择会对识字能力的获得及获取和使用
的程度产生重大影响。一个人以已理
解和充分掌握的语言--通常是其母语
或第一语言--学习读和写，会推动学
习进程，也有利于获得其他国家和国
际语言的读写能力。因此，教科文组
织倡导在各种扫盲计划中使用多语办
法，以扩大各级的教育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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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瑰宝索引
教科文组织的《翻译索引》创立于
1932年。现在，该数据库包含了教
科文组织约100个会员国自1979年以
来翻译和出版的各类图书的累积书目
资料，各学科共计上网170多万个条
目。在国际社会的努力协作下，该
《索引》独具特色。每年，各参加国
的文献中心或国家图书馆都会向教科
文组织提供关于已翻译图书的书目数
据。所有的国家寄存图书馆和设在巴
黎的教科文组织图书馆都有《索引》
1932-1978年的印刷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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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语言、对话和有关遗产

///////////////////////////////////////////////////////////////////////////////////////
自2001年通过《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以
来，教科文组织更加强调语言在打造文化和指引发展进程方面
的重要作用。现在，各国正在制定的文化行动计划和政策也反映
出了这一点。
教科文组织倡导文化多样性、对话和交流，并倡议把保护各种濒
危语言和口述传统作为保护非物质遗产的手段。

语言：连接过去……和将来的重要纽带

一份非常特别的图表

2003年3月，教科文组织召集世界各地的专家，审查其在濒危语言
方面开展的工作。他们提出了三个优先事项：
n 提高各政府机构及公众、媒体、专家和非政府组织对保护语言

教科文组织《全球消失中的语言图
表》概览了世界范围内的各种濒危
语言。出过两次印刷版（1996年和
2001年）之后，于2004年制作了可按
语言或位置浏览的在线版本，开篇即
一份可点击的非洲大陆地图及印刷版
图表提到的100种濒危非洲语言的条
目（见 see http://www.unesco.org/
culture/en/endangeredlanguages/
atlas）。在线图表的编制工作是一项
学科间倡议。计划于2008年出版经全
面修订的第三次印刷版图表。

多样性、濒危语言和口述传统的重要意义的认识。
n 增强教科文组织作为一个印刷和在线资料（包括数据库）交换

所的能力，以服务于保护和促进语言多样性所涉各方。
n 建设各会员国的能力（例如，通过训练当地人的语言表述能力

及鼓励政府开展关于濒危语言的调查和研究），以便它们有效
地执行各种政策和项目，进而复兴此类语言。
非物质遗产科与各外地办事处和外部伙伴合作，遵照执行了这些
建议。该科正在根据2003年《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在濒
危语言计划的框架下工作，同时，它还在使用和宣传教科文组织
濒危语言问题特设专家组开发的一个综合性工具，以评估语言的
活力和受威胁程度。

文化间对话、区域一体化和文化交流
教科文组织也承认语言在培养文化特性及促进区域一体化和文化
间对话方面的重要作用。

国际语言年 # (&&. 年
国际语言
以下是两次合作实例：
n 通过教科文组织各外地办事处，与非洲联盟的非洲语言学会

N 保护濒危语言。
N 翻译项目，源语言和目标语言均为

鲜为人知的语言。
N 以各种语言出版。

n 驻金斯敦外地办事处应牙买加、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圣卢西

亚、巴巴多斯和安提瓜的请求，发起了建设双语（西班牙语和
英语）桥梁的活动。目的在于通过促进文化生活一切方面、正
规和非正规教育中及互联网上的各种语言，增加拉丁美洲和加
勒比区域的合作。

翻译也可构筑桥梁
文化部门开发了两种重要的、旨在促进文化间对话的在线工具。文
学翻译交换所有助于翻译、出版者、研究人员、档案管理员和教师
参与发现和宣传尚不为人所知的文献。《翻译索引》是一份国际性
译著目录，译著的目标语言和源语言均是被忽略的语言，内容涉及
各个学科，共计有300万个条目，其中170万条可在线免费获取。

活动清单
一些旨在促进文化多样性、对话和交流并保护各种濒危语言及口
述传统和表现形式的代表性项目：
支持语言保护方面的试验项目
n 针对土著民族的小学教师，在墨西哥教室举办玛雅口述传统的

用途问题训练讲习班（尤卡坦州，墨西哥）
n 为康族（河内办事处）及美拉尼西亚和太平洋（阿皮亚办事
处）编制语言材料，并为当地专家和社区成员举办关于语言资
料整理技巧的训练讲习班
n 收集和传播中国不同省份的传统曲目并调查8种方言 (北京办事处)
教科文组织语言保护问题良好做法登记册
开发各种宣传工具和出版物：
n 与探索传播公司合作，制作了18部主要讲述不同濒危语言的电

影短片，并在160个国家上映。
n 即 将 发 行 的 教 科 文 组 织 《 保 护 口 述 传 统 和 表 现 形 式 问 题手
册》。
n 1988年以来，教科文组织哈瓦那办事处出版了《ORALIDAD》
杂志，全力宣传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的各种口述传统。
n 与西印度群岛大学（UWI）语言股合作，建立了第一个关于加
勒比土著语言和濒危语言（CIEL）的权威网站。
编制一项指标，通过比较、评价和分析语言统计数据，及根据教
科文组织的“语言活力和濒危程度”办法，开展大规模抽样调
查，确定“语言多样性的状况和趋势及使用土著语言的人数”；
这是一个由教科文组织/环境署联合开展项目。

04
语言至关重要

2008国际语言年期间拟议建立伙
伴关系、开展合作的领域：

（ACALAN）建立伙伴关系，以支持关于非洲一体化的语言方
面的区域会议。

国际语言年 # (&&. 年
国际语言

05

传播与信息

语言至关重要

B@bel倡议：促进网络空
间的语言多元化
2003年，教科文组织根据《世界文化
多样性宣言行动计划》（2001年）第
10段，通过了《普及网络空间及促进
并使用多种语言的建议书》。响应号
召，教科文组织启动了B@bel倡议，
即利用信息和通信技术（ICT），支
持网络空间的语言和文化多样性，并
保护和保存濒临消失的语言。
尽管B@bel倡议由传播与信息部门负责
协调，但其众多活动都是根据跨部门
办法制定的，其中包括：
n 为濒危语言创建健全的记录图书

馆；
n 为教科文组织“全球消失中的语

言图表”开发交互式在线扩展；
n 开发一个支持使用因特网的多语

内容管理平台；
n 编制试点免费的软件项目，以便

以数字形式收纳土著语言；以及
n 为濒危语言社区创建一个模块，

05

当今知识型社会中
的语言和语言多元化

///////////////////////////////////////////////////////////////////////////////////////
在全球通信网络时代，语言问题尤为棘手。今
天，对世界多数地区的大部分社会而言，某些语言可以为其打开
或是关闭一扇大门。这种情况会在人群和社会中制造更大的隔阂
和差别，因此，迫切需要采取行动。
教科文组织与各文化、教育和科学部门一起执行的传播活动将解
决下列紧迫问题：我们如何建设人人参与和受益的知识型社会，
以及我们如何促进信息普及？传播和信息部门制订了一项分三部
分的战略，具体说明如下。
n 政策制定：这些活动支持各会员国的倡议，即制定政策，促进

网络空间、媒体和国际信息网络中的语言多元化和信息普及。
它们还包括有关保健、管理和法律事务的公共信息。
n 信息传播：重点是收集和发展有关语言的信息资源（包括数据

库和个案研究），共享语言多元化方面的经验，宣传最佳做
法。注意到了各种不同的语言学办法和工具，以及各种语言的
地位、解决语言问题的制度和政策。
n 研究和试验项目：目标是更多地获取因特网上以各种语言提供

的信息，增加载有多语内容和手稿的网站和门户的数量，以及
开发各种工具，以通过信息和通信技术，交换、识别、翻译和
保存知识。

其中应包含一个为语言保护提供
系统支持的机制
通过减少信息的语言障碍，B@bel倡
议有助于弥合数字鸿沟，并推进教科
文组织为促进知识型社会、加强信息
普及和实现全民教育而做出的努力。

通过地方性内容取得的所有权
教科文组织通过《创意内容计划》，支持以富有创造力的创新方
式，为广播、电视和新闻媒体制作地方性内容。它支持以各种语
言提供公共服务广播（包括各种教育和文化计划），并致力于改
善音像质量，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这种支持还加强了开发软件
和手稿的能力，并促进了使用Unicode（现代软件产品和标准中所
使用的标准文本表达方法）进行的手稿编码。

国际语言年 # (&&. 年
国际语言

活动清单

N 网络空间的语言多元化。
N 以各种语言提供的广播电台节目。

传播问题指导
作为根据信息社会世界首脑会议（WSIS – 日内瓦，2003年和突尼
斯，2005年）所通过各项决定采取的后续行动，教科文组织已与
其他各方合力促进合作，并为语言问题提供指导。例如：
n 教科文组织和国际电信联盟（ITU）组织了“多语因特网问题全

球专题讨论会”（日内瓦，2006年）；随后，教科文组织被指
定为“文化多样性和身份、语言多样性和地方内容”行动调解
方。
n 教科文组织与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ICANN）和

埃及国家电信监管局（NTRA）组织了一次主题为“向全球性
多语因特网迈进：避免条块分割的风险”的讲习班（雅典，
2006年）。
n 自2004年以来，教科文组织金斯顿办事处每年都会支助主题

为“文化多样性和加勒比信息社会”的会议（CARDICIS）。该
会议为加勒比地区的信息共享、伙伴关系和政策建议创造了重
要机会。

能力建设、软件和地方内容开发
n 与法语国家国际组织（法语国家组织）、教科文组织达喀尔办

事处和教科文组织巴马科办事处协作，开展项目，提供多语图
书和地方图书出版方面的培训；
n 在摩洛哥建立阿拉伯-塔玛基（Arab-Tamazigh）广播电台；
n 支持建立社区多媒体中心及多语广播电台和电视台、网络和视

频项目，特别是在亚洲和拉丁美洲；
n 越南西北部少数民族泰语手稿的数字化；
n 在哈萨克斯坦建立了人权数字图书馆，并为阿拉伯文学中的代

表作建立了一个数字图书馆；
n 创建了一个关于马格里布文化遗产的在线门户。

05
语言至关重要

2008国际语言年期间拟议
建立伙伴关系、开展合作
的领域:

国际语言年 # (&&. 年
国际语言

06
语言至关重要

虚拟的丰饶之地
生命支持系统百科全书（EOLSS）
是一个虚拟图书馆，内容相当于
235卷印刷书籍，主要有助于从环境
问题到语言和文化的可持续发展的各
个方面。该百科全书由生命支持系统
百科全书出版社负责协调和供资，得
到了教科文组织科学部门的支助，
100个国家的数千名作者参与其中。
它包括100多篇文章，内容涉及语言
人类学、语言多元化和语言规划，以
及如何以文件记载各种濒危语言和如
何维护语言多样性。这些文章均可在
线查阅（ www.eolss.net）。

语言鸿沟的数字解决办法
亚洲多语地球科学词库（AMTG）
是在东南亚地质信息系统网
（SANGIS）的框架内建立的，旨在
解决区域性地质和地球物理信息管理
工作在使用英语关键字方面遇到的困
难。东南亚地质信息系统网是一个由
教科文组织雅加达外地办事处负责协
调的项目，旨在更新和统一现有的数
字数据管理系统，以更好地存取和交
换信息；并创建一个有效的区域性地
球科学网络。在亚洲多语地球科学词
库中，有5,867条英文和法文地球科
学术语已经被翻译成高棉语、汉语、
印度尼西亚语、日语、朝鲜语、老挝
语、马来西亚语、泰语和越南语。我
们有光盘和印刷格式的词库，并可从
网站（http://ccop.or.th/amtg ）上免
费下载电子文件。

06

科学

搭建知识桥梁

///////////////////////////////////////////////////////////////////////////////////////
科学部门在语言方面的工作有三个主要目
标：首先，促进科研人员和机构跨越语言鸿沟，进行沟通与合
作；其次，翻译并向语言障碍有碍于获得研究成果和参与研究的
社区传播科学资料；再次，承认方言对以土著方式获取知识至关
重要，因此，是实现科学知识体系与土著和地方知识体系间沟通
的桥梁。

研究人员之间的沟通
语言对科学界的影响常常被忽略。然而，对确保思想和知识在世
界各地的研究人员之间自由流动而言，关注语言差异是必须的。
由于英语正日益成为科学交流的主导语言，国家或地方语言和方
言正在被边缘化。这阻碍了思想的交流和对科学的探寻，也致使
丧失了一些开展国际对话和相互理解的机会。后果远远超出了科
学的范畴。

研究成果的传播
向决策者和公众传播科研成果的能力对建设真正的知识型社会至
关重要。然而，对主导语言的依赖会大幅度降低众多人群获取这
类知识的机会，使得他们既无法从中受益，也无法在所在地区对
研究做出知情决定。因此，科学部门一直在努力把各项科研成果
翻译成各种国家、乡土或土著语言，并进行广泛传播。

乡土、土著和地方语言的作用
2002年，教科文组织启动了当地和土著人的知识体系（LINKS）计
划。该计划有助于达成消除贫穷和实现环境可持续性的千年发展
目标，旨在通过倡导全面承认地方和土著民族的特有知识、专门
技能和做法（包括语言），增强其力量。目前，当地和土著人的
知识体系由科学部门负责管理，它倡导认可地方和土著语言对基

国际语言年 # (&&. 年
国际语言

活动清单

N 把科学资料翻译为联合国正式语文

或其他语言。
N 旨在鼓励和促进跨越语言鸿沟的科

学合作的计划。
N 土著知识、语言和气候变化。
N 土著语言和医药。

建设一个更具可持续性的未来：选定的当地和土著人的知识体系
活动
语言和语言多元化在为知识共享和更可持续的未来开启大门方面
发挥了一定的力量，例如：
n

珊瑚礁和雨林：所 罗 门 群 岛 马 罗 佛 礁 湖 环 境 百 科 全 书
（2005年）。这份概要详细记载了所罗门群岛居民掌握的、关
于珊瑚礁和陆地地貌以及海洋和陆地动植物的知识。百科全书
载有超过1,200个马罗佛词汇，并附有马罗佛语和英语说明，
既可以供当地学校使用，也可用于科学家与马罗佛人之间的对
话。此外，它还提供了豪瓦语和瓦努努语的索引，以及科学分
类学对等项目。

n

追梦人 - 澳大利亚沙漠的亚帕艺术和知识 。 该 互 动 式多
媒体光盘全部采用（土著的）瓦皮瑞语（也有英文和法文内
容），并利用新型的信息和通信技术是向青年人传递传统知识
（2000年）。

n

独木舟即人民：太平洋地区的土著导航（2005年）。与怀卡
托大学一起制作了毛利语版本的光盘（2007年）。现正在编制
附有教师手册和学生练习薄的学习资源包，供太平洋地区的各
种课程使用。

n 关于南素林岛（泰国）的双语自然景观指南介绍了土著摩根人

描述植物时使用的许多传统词汇，并包含了一些以泰语和英语
提供的信息。
n 与Mapuche Pewenche（智利）和Bosawas生物圈保护区的

Mayangana（尼加拉瓜）一起，用各种乡土语言，制作了以土
著知识为基础的出版物。

06
语言至关重要

2008国际语言年期间拟议
建立伙伴关系、开展合作
的领域:

于社区的动植物和其他资源管理及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意义。该体
系还支持知识的世代相传。例如，它鼓励母语双语教育，并努力
在适当时以土著语言编制出版物和教学材料。此外，该体系还探
索了各种道路，以便在以社区为基础的知识与通过正规和非正规
教育学得的全球知识之间达成平衡。

国际语言年 # (&&. 年
国际语言

07

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

语言至关重要

社会变革管理计划 (MOST)
及其语言权利交换所
社会变革管理计划（MOST）的目标
是把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和数据传递
给决策者和其他利益攸关方，以在研
究、政策和实践之间建立有效的联
系。
社 会 变 革 管 理 计 划 于 1994年 3月 启
动，坚决致力于与国际性、跨学科、
与政策有关的比较研究。该计划还促
进了各种国际研究网络、能力建设活
动及社会科学知识交换所的建立。
语言权利交换所：为提高对语言权利
的认识并为政府、议会和民间社会中
的决策者提供工具，社会变革管理计
划（MOST）收集了国际公约、宣言
和多边条约及各国宪法中与语言权利
有最密切关系的条款。这些信息可以
用于法律分析及为解决和避免语言冲
突而制定多元文化政策的工作。

07

探索社会发展和
人权问题的语言方面

///////////////////////////////////////////////////////////////////////////////////////
社会科学及人文科学部门 (SHS) 关注人权、
社会变化和哲学。语言是这些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但也是经常
被忽视的方面，因此，教科文组织在设法加强对语言作用的认识
和理解。
在语言和语言多元化工作中，社会科学及人文科学部门采用了人
权办法。该办法在主要社会变革（如国际移民、越来越高的城市
化水平）及排外和贫穷等其他重大社会问题的背景下，考虑语言
因素。目前，如妇女及儿童的权利一样，少数民族和其他社会群
体的语言权利已经被承认是基本人权，并得到了国际法的普遍
认可。例如，世界人权大会（1993年）的《维也纳宣言》肯定
了“属于少数群体的人有使用自己语言”的权利（第19条）。

促进语言政策，实现社会公正、和平和民主
制定能够确保不同民族和社会群体间平衡沟通的语言政策，是解
决冲突、实现和平和建立民主的前提条件。社会科学及人文科学
部门协助决策者设计宪法框架和多元文化政策，以促进各民族和
语言群体和平共处，找出权力共享和文化间沟通机制，进而为建
立民主制度和民主的政治文化创造条件。

鼓励与语言有关的哲学思想、文化间辩论和对话
社会变革管理计划（ MOST ）的
语言权利交换所还为许多研究机
构、国际组织、网络、基金会、
非政府组织和数据库提供了一份
详尽的链接和资源清单，其中，
这些组织在世界范围内提供关于
语言权利、语言立法和语言少数
群体的宝贵信息（ www.unesco.
org/most/ln1.htm）。

社会科学及人文科学部门鼓励就语言和语言多元化问题的诸多不
同方面（包括翻译）开展国际辩论和文化间对话。例如，教科文
组织的哲学问题部门间战略（2006年）特别强调了支持翻译哲学
著作的重要意义。

支持分析、研究和传播信息
另外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即就语言和语言多元化政策和问题如何
影响社会，以及主要社会变革如何影响语言政策和语言多样性，

国际语言年 # (&&. 年
国际语言
进行比较研究。这些研究的成果或以印刷版提供，或以电子方式
录入社会科学及人文科学部门的网站：http://www.unesco.org/
shs/shsdc/shscatalogueweb.pdf 。

活动清单

N 语言和移民。

社会科学及人文科学部门的许多活动都与语言和语言多元化有
关。以下概述例举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项目和有关伙伴。

N 语言多元化和社会一体化。

n 社会变革管理计划“多元文化和多民族社会中的民主治理”是

一个民主培训项目，应吉尔吉斯斯坦政府的请求启动，与瑞士
政府和欧洲联盟委员会合作组织。其重点是制定各种战略，管
理不同语言群体间的民族冲突，以此作为改善公共政策（如教
育、媒体、信息技术、劳动力市场）及其执行情况的手段。
n 国际多元文化社会学报（由社会科学及人文科学部门出版）为

移民、多元文化和少数权利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平台。该学报的
很多期都针对语言和语言多元化问题进行了探讨（例如“语言
权利是人权不可分割的一部分”，2001年）。有一期专刊特
别讨论了因特网上的语言使用情况（国际多元文化社会学报，
2004年）。为这一期进行的基本研究也是B@bel倡议的组成部
分（见第5页框注）。
n “城市语言（City Words）”是社会科学及人文科学部门与法

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NRS）联合开展的项目，涉及12个语
言区（非洲、阿拉伯国家地区、中国、捷克共和国、德国、印
度、意大利、日本、拉丁美洲、北美洲、俄罗斯联邦和西班
牙）的多个机构。该项目的主题包括：为地中海地区的新城
区命名、对城镇和城市进行分类，做法是编造社会--语言登记
册、开展对日常联系的学术和技术性词汇研究及城市语言的流
通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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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至关重要

2008国际语言年期间拟议
建立伙伴关系、开展合作
的领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