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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 ４０ 年达斡尔语
语言资源的积累与利用

金　 洁

摘要： 本文总结归纳了改革开放 ４０ 年达斡尔语语言资源积累

状况， 并探讨进一步有效积累、 合理利用达斡尔语语言资源的途

径， 以期为达斡尔语语言资源和其他少数民族濒危语言资源的保护

建设与开发利用提供参考。
关键词： 达斡尔语　 语言资源　 积累　 利用

作者简介： 金洁， 内蒙古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副研究员。

语言资源是在民族历史发展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是一个民族历史文化

发展的记忆和积淀。 “语言以它的物质结构系统， 承载着丰富、 厚重的社会

文化信息， 为社会所利用， 能够产生社会效益和政治、 经济、 文化、 科技等

效益， 所以是一种有价值、 可利用、 出效益、 多变化、 能发展的特殊的社会

资源。”① 达斡尔语是达斡尔族社会生活中重要的交际工具， 是达斡尔族历

史文化的载体和民族认同的标志， 同时也是达斡尔族发展不可缺少的语言资

源。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 城市化进程的加速， 以及来自民族以外社会

文化的影响， 达斡尔族的语言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据对中国 １３０ 多种少

数民族语言活力的研究， 达斡尔语被认为 “语言活力降低， 是已经显露濒

① 张晋、 王铁昆主编 《中国语言资源论丛》， 商务印书馆， ２００９， 第 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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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特征的语言”①。 因此， 开展达斡尔语语言资源的有效保护， 并进行合理

开发和利用， 是很迫切和必要的。
改革开放 ４０ 年来， 在党的民族政策的指引下， 达斡尔语语言资源积累

取得了新的成就， 以语言的调查研究、 出版词典、 语言文本资料等方式， 实

现了达斡尔语语言资源积累取得的显著成就。 本文总结归纳了改革开放 ４０
年来达斡尔语语言资源积累状况， 并探讨进一步有效积累、 合理利用达斡尔

语语言资源的途径， 以期为达斡尔语语言资源和其他少数民族濒危语言资源

的保护建设与开发利用提供参考。

一　 改革开放 ４０ 年达斡尔语语言资源积累取得的成就

达斡尔语语言资源是达斡尔族历史形成的， 是千百年来达斡尔族政治、
经济、 文化在语言上的体现。 改革开放 ４０ 年间， 达斡尔族经济社会发生了

重大变迁， 传统的渔业、 狩猎、 烟草业、 采集业等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已发

生巨大改变， 适应传统生产生活而形成的达斡尔语也随之远离今天达斡尔人

的生活。 而这些反映民族独特历史文化、 富含民族特点的达斡尔族语言越来

越显得珍贵， 专家学者和许多达斡尔人逐渐重视对达斡尔语的保护， 注重对

达斡尔语语言资源的积累， 关于达斡尔语的研究逐步深入。
改革开放 ４０ 年来的达斡尔语语言资源积累取得了重要成就， 主要表现

在语言调查研究、 语言词典、 语音文字资料、 语音作品、 语言本体研究等几

个方面。

（一） 达斡尔语调查研究

为了保护、 发展达斡尔语语言资源， 一些学者们在达斡尔族聚居区、 散

杂居区进行了达斡尔语的语言调查。 一是搜集、 录入各地达斡尔语语音资

料， 建立达斡尔语语料库。 ２００５ 年 ３ 月， 内蒙古社会科学院组织实施了

“蒙古语语料库” 建设工程， 计划用 ２０ 年时间建成我国第一个 ２ 亿词级的

蒙古语、 达斡尔语、 鄂温克语、 鄂伦春语大型综合性语料库。 截止到 ２０１９
年， 课题组共搜集了 ８０ 多小时的达斡尔语自然口语语料。 二是从社会语言

２４１ 　 北冰洋研究 （第一辑）

① 孙宏开： 《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活力排序研究》，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２００６ 年第 ５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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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出发， 对各地达斡尔语使用情况进行调查研究。 恩和巴图的调查报告

《内蒙古自治区达斡尔族转用汉语普通话现状调查报告》 （２０００） 对内蒙古

自治区各地达斡尔族转用、 基本转用汉语的情况进行调查。 丁石庆的研究著

作 《双语族群语言文化的调适与重构———达斡尔族个案研究》 （２００６）、 《莫
旗达斡尔族语言使用现状与发展趋势》 （２００９）、 《新疆达斡尔族语言现状与

发展趋势》 （２０１５） 全面论述了内蒙古莫旗、 新疆等地达斡尔语的使用情况

及发展趋势。 除此之外， 很多年轻学者也在近些年对达斡尔族语言使用情况

开展了不同程度的调查， 调查成果颇丰。

（二） 编写出版达斡尔语词典

达斡尔语词典是达斡尔族和其他民族学习、 使用达斡尔语的重要工具，
也是达斡尔语语言资源积累的重要成果。 “少数民族濒危语言词典的编纂除

具有普通词典编纂的功能外， 更具有保护语言和延缓语言消亡的重要作

用。”①

改革开放 ４０ 年间， 编纂出版的达斡尔语词典已有 １４ 部。 对照词典有开

英编 《达斡尔、 哈萨克、 汉语对照词典》 （１９８２）， 收词约 １３０００ 条； 恩和

巴图著 《达汉小词典》 （１９８３）， 收词约 １００００ 条； 恩和巴图的 《达斡尔语

词汇》 （１９８４）， 收词约 ７０００ 条； 艾群、 赛吉尔、 德格吉玛编纂 《达蒙汉词

汇对照》 （打印本） （１９８６）； 孙竹主编 《蒙古语族语言词典》 （１９９０）， 收

达斡尔语词约 ６０００ 条； 那顺达来著 《汉达词典》 （２００１）， 收词约 １００００
条； 栗林的 《 〈达斡尔语词汇〉 蒙古语索引》 （２０１１）， 收词约 ７０００ 条等。
分类词典包括钱木尔·达瓦买提主编 《蒙达汉亲属称谓词词典》 （１９８８），
收词约 ７０００ 条； 苏都尔·图木热的 《达斡尔分类词汇》 （２００９）， 收词约

１８００ 条； 刚苏和编著 《达斡尔语分类词汇集》 （２０１１）， 收词约 １４０００ 条；
彭建新、 任少武主编 《新疆 －齐齐哈尔达斡尔语方言 － 汉语对照》 （２０１１），
收词约 １１０００ 条； 乌云高娃主编的 《达斡尔语图解词典》 （２０１１）； 杨优臣、
何继春主编的 《达斡尔语词典》 （修订本， ２０１７）， 收词 １０７９０ 条。 ２０１８ 年，
“爱达斡尔词典” 微信小程序被达斡尔人在手机微信中使用， 输入要查询的

汉语词汇， 能够查询到相应的汉语拼音标注的达斡尔语读音。

３４１改革开放 ４０ 年达斡尔语语言资源的积累与利用　

① 陈丛梅： 《论少数民族濒危语言词典编纂的作用及方法》， 《西南科技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

科学版） ２０１０ 第 ４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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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斡尔语词典主要用达斡尔语记音符号、 国际音标等记录达斡尔语词

汇， 内容涵盖了大量反映达斡尔族经济生活、 文化生活以及风俗习惯、 宗教

信仰等方面丰富独特的词汇， 体现了达斡尔语在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布特哈方

言、 齐齐哈尔方言、 海拉尔方言、 新疆方言等达斡尔语的 ４ 种方言， 是达斡

尔语资源积累中最为重要的领域。

（三） 记录达斡尔语的文本资料

记录达斡尔语的文本资料是主要以达斡尔语记音符号、 达斡尔语标音符

号、 国际音标、 满文字母、 拉丁字母等几种标音方式记录的达斡尔语文本资

料。 从 １９ 世纪中叶开始， 达斡尔族文人就有用满文字母拼写达斡尔语记录

了达斡尔族诗歌等达斡尔语文本资料。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初， 为适应时代的发

展和更好地记录达斡尔语文本资料， 恩和巴图以 《汉语拼音方案》 为基础，
创制了字母形式及字母读音基本上同 《汉语拼音方案》 一致、 力求简便易

行的达斡尔语记音符号。
改革开放以来， 出现了很多以达斡尔族历史、 英雄史诗、 叙事诗 （乌

春）、 民歌、 谜语、 谚语等为内容的达斡尔语文本资料。 何今声选编的 《达
斡尔族传统民歌选》 （１９８７） 包括达斡尔族传统民歌 １３０ 首、 佚名词曲 ２６
首， 其中的 １０８ 首民歌歌词用国际音标标注了达斡尔语歌词。 额尔很巴雅

尔、 恩和巴图的 《达斡尔语读本》 （１９８８ 年） 用达斡尔语记音符号编写、
记录了达斡尔语学习教材， 达斡尔族乌春、 民间故事等内容。 恩和巴图的

《清代使用的达呼尔文》 （１９９６） 是用达斡尔语记音符号撰写的第一篇学术

论文， 该文后来收入于 ２００２ 年由呼伦贝尔达斡尔学会编辑的 《达斡尔文

集》 中。 恩和巴图的论文 《关于达斡尔族英雄史诗 〈阿勒坦嘎勒布日特〉》
（１９９８）， 专门比较了 ３０ 年代鲍培本用国际音标记录的达斡尔语史诗与他本

人用达斡尔语记音符号记录的达斡尔语史诗在文本上的区别， 分析了英雄史

诗中的语言特点和写作手法。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 巴达荣嘎、 恩和巴图尝试用

达斡尔语记音符号翻译了古典名著 《三国演义》。 １９９４ 年， 在纪念郭道甫先

生诞生一百周年研讨会上， 巴达荣嘎用达斡尔语记音符号创作了达斡尔语诗

歌 《英名永垂史册》， 还有色热、 乔文胜、 吴智用达斡尔语记音符号创作的

达斡尔语诗歌 《缅怀郭道甫先生》。① 恩和巴图出版的著作 《清代达呼尔文

４４１ 　 北冰洋研究 （第一辑）

① 内蒙古自治区达斡尔学会： 《达斡尔族研究》 （第五辑）， １９９６， 第 １４８ ～ １５７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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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研究》 （２００１）， 用国际音标记录达斡尔语文本、 蒙文翻译， 收入了 ５１
篇达斡尔语文本文献。 孟志东编著的 《中国达斡尔语韵文体文学作品选集》
（上） （下） （２００７） 用达斡尔语记音符号记录了传统与创作的达斡尔族乌

春、 扎恩达勒、 谚语、 谜语和其他方面的内容。 毕力格的 《达斡尔午春集》
用国际音标记录、 用蒙文翻译了 《在齐齐哈尔城看戏时见到美丽的水花姑

娘》 《娇鸾乌春》 《士兵乌春》 《孔子和七岁的孩子》 等 ２１ 首乌春。 黑龙江

省民族研究学会达斡尔族分会编辑的 《色热乌钦集》 （２００８） 当中， 巴图宝

音用达斡尔语标音符号记录了色热创作的歌颂祖国、 家乡、 民族英雄等内容

的 ４９ 首乌春和色热用达斡尔语翻译的 １２ 首歌曲。 苏都热·图木热的 《达斡

尔乌春》 （２０１１） 将 １９５２ 年孟希舜等人用满文记录的 ４２ 首达斡尔乌春本重

新手抄整理， 该书为手抄复印本。 吴刚、 孟志东、 那音太搜集、 整理、 译注

的 《达斡尔族英雄叙事》 （２０１３） 用达斡尔语记音符号记录了 《阿勒坦嘎乐

布日特》 《绰凯莫日根》 《少郎和岱夫》 等三部英雄史诗。 吴刚主编的 《汉
族题材少数民族叙事诗译注 （达斡尔族 锡伯族 满族卷）》 （２０１４） 收录了用

达斡尔语记音符号记录的 《赵云赞》 《莺莺传》 《百年长恨》 等三篇叙事

诗。 沃秀芝编著的 《达斡尔语传唱传统民歌选》 （附有录音光盘） （２０１５）
收入了 ５０ 首达斡尔族的扎恩达勒 （１７ 首）、 哈库麦勒 （３０ 首）、 乌春 （６
首）， 该书用达斡尔语记音符号记录达斡尔语歌词文本， 用汉语翻译歌词，
还用汉语标注了达斡尔语歌词文本的发音。

改革开放 ４０ 年来， 达斡尔族地区开始重视达斡尔语传承教育， 一些达

斡尔族中小学校陆续开设了达斡尔语选修课， 开始编写、 出版以国际音标、
达斡尔语记音符号、 达斡尔语标音符号记录达斡尔语的达斡尔语教程、 会话

读本。 额尔很巴雅尔、 恩和巴图编写出版了 《达斡尔语读本》 （１９８８）， 是

用达斡尔语记音符号编写教材内容， 有 ３０ 节课的教学内容。 乌珠尔著的

《达斡尔语标音读本》 （１９９９） 用达斡尔语标音符号编写达斡尔语学习教材，
分语音、 语法教学两部分内容。 内蒙古教育出版社还出版了供中小学达斡尔

语教学课程使用的 《达斡尔语汉译教程》 （２００８）， 书中有 ４７ 节课的教学内

容， 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尼尔基第二小学等学校使用该教材教学。 苏都

热·图木热编著了 《达斡尔语会话本》 （２０１２）， 书中有 ５６ 节课的教学内

容， 用达斡尔语记音符号编写教学内容。 锡莉、 布日古德著有 《达斡尔语

３６６ 句会话句 （少数民族语汉英日俄对照）》 （２０１４）， 该书编写、 选用了与

人们现代生活较为密切的 ３６６ 个达斡尔语短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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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达斡尔语语音作品

达斡尔语语音作品， 包括通过录音磁带、 ＣＤ、 ＤＶＤ 等形式发行的， 以

达斡尔语歌曲、 民间故事、 乌春、 扎恩达勒、 电影等为内容的音频、 视频作

品。 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电视台开办了达斡尔语教学节目。 ２０１８ 年，
内蒙古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歌恩一兰” 达斡尔族非物质文化

遗产传承基地联合出品了 《达斡尔乌春》 专辑。 该专辑是国内发行的第一

张附有国际音标、 蒙古文的达斡尔语乌春唱词和汉语唱词翻译内容的 ＤＶＤ、
ＣＤ 专辑， 共收录了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 １３ 位达斡尔族乌春传承人说唱

的 ３９ 首乌春。

（五） 达斡尔语本体研究

语言本体包括语音系统、 词汇系统、 语法系统和语义系统， 是语言资源

的物质基础。 改革开放以来， 对达斡尔语本体研究， 分为对达斡尔语的语

音、 词汇、 句法、 语法研究， 成果较为显著。
达斡尔语语音研究是对达斡尔语元音、 辅音、 语音变化、 语音研究方法

等内容的研究。 恩和巴图 （１９８８）、 呼格勒图 （２００４）、 喻世长 （１９８１）、 仲

素纯 （１９８０）、 欧南·乌珠尔 （２００４） 等学者对达斡尔语元音研究做出了贡

献。 达斡尔语辅音研究内容多为蒙古文写作， 研究相关内容的学者有达扎布

（１９９４）、 山田洋平 （２０１２）、 其布尔哈斯 （２０１３）、 乌云高娃 （２００８） 等。
仲素纯 （１９８２）、 恩和巴图 （１９８８）、 欧南·乌珠尔 （２００４） 曾论述达斡尔

语语音变化的方式、 变化现象等内容。 梅花 （２００９）、 其布尔哈斯、 呼和

（２０１０） 采用实验语音学、 声学语音学等研究方法为达斡尔语语音研究开创

了新路。 达斡尔语词汇研究主要是对同源词和借词的研究。 达斡尔语同源词

研究以蒙古语为主要对象， 恩和巴图 （１９８８）、 阿尔达扎布 （１９９５， ２００３）、
敖·碧力格 （１９８９）、 陈乃雄 （１９８８） 等学者在同源词研究中做出了贡献。
达斡尔语借词研究方面， 塔娜 （１９８２）、 丁石庆 （１９９０， １９９３）、 恩和巴图

（１９９３）、 朝克 （１９８８） 等学者探讨了达斡尔语借入其他语言词汇的规则、
特点及演变规律。 达斡尔语句法研究常见于专著中， 拿木四来 （１９７８）、 仲

素纯 （１９８２）、 恩和巴图 （１９８８）、 欧南·乌珠尔 （２００４） 等学者对达斡尔

语句法做了介绍， 主要涉及句子成分、 句型、 结构等方面的内容。
除了上述研究外， 还有进行达斡尔语方言之间， 达斡尔语与其他民族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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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比较研究的， 包括达斡尔语语音比较、 词汇比较、 句法比较的研究。 相关

专著有哈堪楚伦、 胡格金台合著的 《达呼尔方言与满、 蒙语之异同比较》
（１９７８）、 拿木四来的 《达斡尔语和蒙古语比较研究》 （１９８３）、 孙竹的 《蒙
古语文集》 （１９８５）、 恩和巴图的 《达斡尔语和蒙古语》 （１９８８）、 那顺达来

的 《达斡尔语与蒙古语、 满语的异同比较》 （２００７） 等。 达斡尔语语音比较

研究分为达斡尔语方言之间的内部比较和与邻近的蒙古语族、 满通古斯语族

语言的外部比较。 对语音比较研究做出贡献的学者有巴达荣嘎 （１９８２，
１９９３）、 刘照雄 （１９８４）、 恩和巴图 （１９８８）、 何日莫奇 （１９９１）、 丁石庆

（１９９６）、 其布尔哈斯 （２００４）、 呼格勒图 （２００４）、 希德夫 （２００４）、 马银

亮 （２００５） 等。 达斡尔语词汇比较研究主要集中于达斡尔语词义的研究，
其布尔哈斯 （２０１３）、 阿尔达扎布 （２００３） 等学者对达斡尔语和蒙古语的同

源词词义、 词义演变等内容进行了分析。 达斡尔语的语法比较研究成果多集

中于 ２０ 世纪八九十年代， 沃彩金 （ １９８４ ）、 孙竹 （ １９８７ ）、 巴达荣嘎

（１９８８）、 朝克 （１９９０， １９９３， １９９７）、 斯仁巴图 （２００１） 等学者对达斡尔语

与蒙古语族、 满通古斯语族、 突厥语族语言之间语法特征的共性和个性的研

究较多。
１９７８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党的民族政策得到了贯彻落实。 为

保护、 利用达斡尔语语言资源， 恩和巴图创制了 《达斡尔语记音符号》， 黑

龙江省达斡尔族学会制定了达斡尔语标音方案。 ４０ 年来， 一些文化教育工

作者用掌握的达斡尔语记音符号、 达斡尔语标音符号、 国际音标从事达斡尔

语语言研究、 民族学研究、 编著词典、 记录民间文学作品、 文艺创作、 传播

民间优秀文化遗产和其他研究工作。 目前， 这些记录形式已经起到了具有文

字效应的辅助工具作用， 为进一步积累达斡尔语语言资源打下了基础。①

二　 关于进一步积累、 利用达斡尔语语言资源的探讨

教育部国家语委提出： “加强各民族语言文字的科学研究和资源开发利

用。 加强语言资源数字化建设， 推动语言资源共享， 充分挖掘、 合理利用语

言资源的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 建立和完善语言资源库， 探索方言使用和保

７４１改革开放 ４０ 年达斡尔语语言资源的积累与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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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的科学途径， 用现代技术手段记录保存少数民族濒危语言。”① 该内容是

今后一段时期内对科学保护各民族语言文字的发展规划， 也为积累、 利用达

斡尔语语言资源提出了新时期的发展方向。 在此， 针对达斡尔语存在的语言

活力减弱、 语言流失、 使用人口比例减少等现实问题， 在达斡尔语语言资源

积累取得重要成就的基础上， 探讨进一步积累、 利用达斡尔语资源的途径

方法。

（一） 加强语言资源数字化建设

适应新时代的发展， 依靠现代科技手段， 采取有效的保护和发展措施，
使达斡尔语语言资源得到进一步的积累和利用。

一是建立和完善达斡尔语语料库。 语料库的建设和发展为积累和利用语

言资源提供了一个新的途径。 语料库的优势在于， 搜集语料规模大， 处理方

法和操作手段更科学、 更有效。 建立达斡尔语语料库， 对于维护达斡尔语资

源安全、 保护达斡尔语资源、 推进达斡尔语资源数字化建设、 促进达斡尔语

资源共享， 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 达斡尔语语料库的建立与完

善， 包括设计规范的整体规划， 寻找熟练掌握达斡尔语的发音人， 编制内容

丰富的发音素材， 拥有具备一定素质的专业技术人员， 采用先进的录音设

备， 设置专业的录制语料环境， 整理录音、 记音材料， 进行语音标注， 科学

管理语料库系统等一系列工作。 现如今， 语料模式为动态多样的、 时间线形

的多模态语料库正在逐渐取代传统的语料库， 这为今后达斡尔语语料库的建

立与完善指出了更新、 更科学的路径。
二是建立达斡尔语语言资源网站。 建立语言资源网站， 可以将先进的互

联网技术用于服务濒危语言的记录、 保存和教学工作， 打造一个便于用户分

享语言资源， 语言知识， 保护实践和进行案例分析的平台。② 建立达斡尔语

语言资源网站， 有效地利用互联网技术， 最大程度地调集到达斡尔语资源建

设所需要的人力， 短时间、 大范围、 低成本地获取丰富、 翔实的达斡尔语语

料， 实现达斡尔语资源共享， 从而推动达斡尔语资源建设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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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教育部国家语委： 《国家中长期语言文字事业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２０１２ ～ ２０２０ 年）》，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何伟、 陆叶、 苏姗： 《语言地标： 互联网语言资源建设新方法》， 《语言文字应用》 ２０１６ 第

４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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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提倡用达斡尔语记录、 研究达斡尔族文化

早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 达斡尔族学者恩和巴图就提出， “用达呼尔文写

会标、 会刊名、 论文、 前言、 贺信、 讲话稿， 用规范文改写诗词、 翻译和创

作诗歌等。”① 他本人曾用达斡尔语记音符号撰写论文、 翻译创作小说、 在

达斡尔族研讨会上用达斡尔语发言。 在近几年的国际母语日活动中， 达斡尔

族、 鄂温克族、 鄂伦春族的学者们都使用母语宣读论文。 熟练掌握达斡尔

语、 研究达斡尔族文化的专家学者， 应尽量使用达斡尔语记音符号记录达斡

尔族传统文化内容、 撰写研究论文， 进一步拓展达斡尔语的应用领域， 丰富

达斡尔语语言资源及其应用。

（三） 创新、 发展达斡尔语中的词汇、 句式

清代嘉庆年间， 就开始有用 “达呼尔文” 记录的达斡尔语诗词、 歌赋、
游记等文学作品， 以及后来有了词典和教科书。 最早使用满文进行达斡尔族

文学创作的人是昌芝田 （１８０９ ～ １８８５） 先生。 在恩和巴图的论文中曾记述：
“根据图木热先生说他们家就有过两本用达斡尔语翻译的小说。 另据孟希舜

先生说有过达呼尔文的 《唐诗三百首》。”② 达斡尔人过去曾在创制达斡尔文

字、 创新达斡尔语方面作了很多努力。 只有在不断地使用、 积累达斡尔语语

言资源的基础上， 适应新的社会语言环境， 给达斡尔语语言资源注入新鲜血

液， 才能使达斡尔语长久保持语言活力。 一是尝试用达斡尔语记音符号翻

译、 创作已有作品。 例如， 巴达荣嘎、 恩和巴图用了八年的时间创作了达斡

尔族口译文学 《三国演义》； 还有人将中文的电视剧台词翻译成达斡尔语

等。 二是倡导用达斡尔语记音符号创作新的诗歌、 小说、 散文、 歌曲等作

品， 包括创作一些新词。 例如， 《色热乌钦集》 （２００８） 中， 色热用达斡尔

语创作了多首歌颂家乡、 祖国、 民族英雄的乌春。

（四） 进一步加强达斡尔语传承教育

２１ 世纪以来， 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的几个达斡尔族中小学开设了

９４１改革开放 ４０ 年达斡尔语语言资源的积累与利用　

①

②

恩和巴图： 《挖掘 继承 发展———谈达呼尔文和编辑出版 〈达呼尔文文库〉》， 《达斡尔族研

究 （第八辑）》，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５， 第 ３４１ 页。
恩和巴图： 《挖掘 继承 发展———谈达呼尔文和编辑出版 〈达呼尔文文库〉》， 第 ３３５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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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斡尔语教学课程， 有了正式出版的达斡尔语教材。 但达斡尔语传承教育尚

处于发展初期， 存在着达斡尔语教学课程被设置为选修课， 达斡尔语教材数

量少、 种类单一、 没有按语言掌握程度和年龄阶段分类编写、 达斡尔语教师

资源短缺等问题。 许鲜明认为： “双语教育在减缓少数民族语言衰退、 扭转

语言转用、 保护少数民族语言及濒危语言保护中具有积极作用。”① 因此，
在积累、 利用达斡尔语资源的目标中， 把进一步加强达斡尔语传承教育、 培

养下一代达斡尔语语言人才列为一项重要的工作。 首先， 针对不同年龄阶

段、 掌握达斡尔语的不同程度和不同地区使用不同方言的情况， 重新编写出

版供幼儿园、 小学、 初中、 高中学生使用的多版本、 多种类、 多数量、 多地

区方言文化的达斡尔语教材。 其次， 在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的达斡尔族

幼儿园、 中小学设立达斡尔语教学实验班， 将达斡尔语课程教学从选修课改

为必修课， 开展达—汉双语教学。 再次， 培养达斡尔族语言文化专职教师。
最后， 在大学里开设达斡尔族语言文化研究学科专业， 培养出一些达斡尔族

语言文化专业人才。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ａｕｒ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ｐａｓｔ ４０ ｙｅａｒｓ ｏｆ ｒｅｆｏｒｍ ａｎｄ ｏｐｅｎｉｎｇ⁃ｕｐ

Ｊｉｎ Ｊｉｅ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ｄｅｓｃｒｉｂｅｓ ｔｈｅ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ａｕｒ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ｉｎ
ｔｈｅ ｐａｓｔ ４０ ｙｅａｒｓ ｏｆ ｒｅｆｏｒｍ ａｎｄ ｏｐｅｎｉｎｇ⁃ｕｐ Ｉｔ ａｌｓｏ ｅｘｐｌｏｒｅｓ ｗａｙｓ ｔｏ ｄｅａｌ ｗｉｔｈ ｔｈｅｓｅ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Ｒｅｆｏｒｍ ａｎｄ ｏｐｅｎｉｎｇ⁃ｕｐ； Ｄａｕｒ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０５１ 　 北冰洋研究 （第一辑）

① 许鲜明： 《双语教育对少数民族语言的保护作用》， 《玉溪师范学院学报》 ２０１２ 第 ５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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