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我国少数民族教育中的“理工科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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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在校少数民族大学生文理科专业分布不合理，少数民族文科学生比

例远远大于全国在校大学生文科学生的比例。少数民族基础教育中学生理科等学科学习

困难突出、教学质量不高，学生普遍放弃理科而选文科。“理工科问题”造成少数民族人才

培养的专业结构不合理，使少数民族大学毕业生面临更为严峻的就业困境。“理工科问题”

也反映出我国少数民族基础教育结构与质量问题，解决之策在于降低基础教育中理科教

学内容的难度，使其与学生的生活经验相适应；构建开放融合的民族教育体系，使少数民

族学生有更多的机会选择不同的学科和专业；变革传统的双语教育模式，依据不同地区和

学生个人的需求调整双语教育课程的比例；把国家通用语作为主要教学语言特别是理科

课程的教学语言，实现中小学和大学理工科课程的贯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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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颁布的《关于加快发展民族教育

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全面部署了加

快发展民族教育的目标和任务，提出到2020

年，民族地区教育整体发展水平及主要指标

接近或达到全国平均水平，逐步实现基本公

共教育服务均等化。《决定》指出，“以提高教

学质量为重点，实施民族地区中小学理科教

学质量提升计划”、“强化基础知识和基本技

能，加强理科教学和实验课程，开展研究性学

习”、“积极支持有条件的民族地区设置工科

类、应用性本科院校，重点提高工、农、医、管

理学科的比例”。目前少数民族教育中存在

系统性和结构性的矛盾，制约着少数民族教

育均衡、合理、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突出的问

题是：少数民族基础教育中学生理科等学科

学习困难突出、教学质量不高，导致学生进入

高中后普遍放弃理科而选文科；民族院校中

适合少数民族学生的理工科专业少，学生只

能选择与少数民族语言文化相关的文科专

业，在校少数民族大学生文理科专业分布扭

曲，少数民族文科学生比例远远大于全国在

校大学生文科学生的比例；少数民族整体人

才培养的专业学科结构不合理，导致少数民

族大学毕业生就业困难。针对少数民族教育

的这一“理工科问题”，本文分析了产生的原

因，并结合学者的相关研究提出解决的思路。

——————————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西北多民族地区的民族认同与民族关系研究”（项目编号：

13BMZ004）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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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少数民族大学生学科分布结构分析

教育部发布的 2014 年教育统计数据表

明，当年全国大学在校本科生共计 1 541 万

人、硕士研究生 153 万多人。在校本科生中

人文社会学科占32%，理工科占68%、硕士研

究 生 中 人 文 社 会 学 科 占 27% ，理 工 科 占

73%。全国在校本科生中有约126万少数民

族学生，硕士研究生中有近 9 万少数民族学

生。我们选取三所少数民族学生比例较高的

大学，对少数民族学生文理科专业结构分布

状况进行调查。一所民族大学理工科学生人

数只占在校学生的18%，另一所民族大学理

工科人数占在校学生的39%。还有一所民族

师范学院，少数民族学生接近70%，其中藏族

学生接近40%。藏族学生中的80%左右都分

布在藏语言文学、历史学、教育学、艺术学等

学科，只有20%左右的藏族学生在藏汉双语

数学、物理、计算机科学等理工科专业。

2010年国家开始实施“少数民族高层次

骨干人才培养计划”，旨在专项培养少数民族

博士和硕士研究生。该计划下达到各个学校

时，不分专业，教育部办公厅《关于下达2016

年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研究生招计划

的通知》要求骨干计划招生专业和学位类型

重点向理工类、应用型专业倾斜，且招生比例

不低于招生总数的50%。我们统计了两所综

合性大学近三年“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

计划”硕士研究生的招生情况，虽然两所学校

在招生中都有意向理工科专业倾斜，但结果

并不理想。从兰州大学、西北民族大学研究

生招生部门提供的数据来源 2013 年至 2015

年共招收“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计划”硕

士研究生347名，其中文科291名，理工科56

名，理工科学生仅占16.1%。少数民族研究生

文科、理工科专业人数有很大差距，文科与理

工科专业分布失衡。如此不均衡的学科专业

分布难以为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全

面的人才支撑，也会影响少数民族大学生的

就业，即文科学生供大于求，而理工科学生供

不应求。

再看近年来甘肃省“民考民”藏族学生

（以藏语为教学语言，使用藏语参加高考）报

考大学时填报志愿的文理科专业选择情况。

“民考民”的学生都来自藏族聚居区，这类学

生从小学到高中接受的是以母语为教学语

言、汉语作为一门语文课程开设的双语教育

模式。这些学生以母语参加高考，他们可选

择的学校和专业十分有限，只能报考中央民

族大学、西北民族大学、西南民族大学、西藏

大学、西藏民族大学、青海民族大学、甘肃民

族师范学院、青海师范大学等八所民族类高

校，专业也主要是双语师范类、藏语言文学、

藏医学等专业。从 2012 年到 2015 年，“民考

民”的学生有逐年增加的趋势。（见表1）

表二是一所藏族中学 2011 年至 2017 年

高中学生文理分科选择的分布情况，2017年

毕业的学生已经进入了文理分科培养。这是

一所规模比较大、质量也比较好的藏族中学，

有初中和高中，均实行一类模式双语教学，以

藏语为教学语言，各科用藏语授课，加开一门

汉语文课，学生都用母语参加高考。表中可

以看出，该校高中生的人数逐年增加，文理科

学生的比例也有逐年拉大的趋势。“民考民”

考生可选择的大学和专业非常有限，一是他

们中学理科的学业成绩普遍比较低，没有选

择理工科的信心；二是大学没有提供更多可

供他们选择的以少数民族母语为教学语言的

理工科专业。少数民族大学生文理科分布、

注：数据由甘肃省考试院提供

年份

2012

2013

2014

2015

理工类

297

372

398

413

占报考人数
比率（%）

21.9

22.9

21.6

18.02

文史类

1 057

1 255

1 441

1 878

占报考人数
比率（%）

78.1

77.1

78.4

81.98

共计

1 354

1 627

1 839

2 291

表1 甘肃省民族类高校藏族学生
报考文理科人数统计（2012—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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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结构存在严重的不平衡，既反映了我国

民族类院校在专业布局上存在的问题，也反

映出少数民族基础教育结构与质量问题。

二、基础教育中的“理科问题”

大学中出现的少数民族学生文科、理工

科专业结构不合理现象，有大学自身方面的

问题，但同时也反映了少数民族基础教育的

质量问题。少数民族学生之所以在高考或研

究生报考中偏向文科专业，而不选择理工科

专业，是基础教育中少数民族学生理科基础

薄弱、学业成绩不高的结果。

一些学者从不同方面对少数民族地区理

科教育进行了探讨。郑新蓉等认为，在学业

表现方面，少数民族学生的理科学业成绩常

常在小学高年级就开始低于语言类学科，同

时也落后于同年级的汉族学生，到了中学阶

段，文理科的差距逐渐增大；提出影响少数民

族理科教育质量的主要原因是民族地区语言

教学模式处于新的探索阶段，理科教师的语

言转换难度较大，理科课程标准难度过高，理

科教师配置不足以及缺乏语言与文化适宜的

教育资源。［1］孙晓天认为 ，影响少数民族学

生理科学习最主要因素是课程内容既多又

难，教材没有联系少数民族学生的生活，远离

他们的生活经验。［2］马佳等提出，教学、教

师、教材是构成影响民族地区理科教育质量

的主要因素；理科课堂教学仍以教材、知识传

授为中心，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观念和方式

方法未落到实处；理科教师的学科教学胜任

力有待提高，教师的入口、出口、培养培训，教

师资源配置缺乏一体化发展的管理机制；教

材的难度问题成为影响以数学为首的理科学

业成绩的首要因素 。［3］杜亮对 15 位维吾尔

族、哈萨克族和藏族学生进行了质性研究，结

果发现在选择文理科时他们受到个人、家庭、

教育环境和社会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4］张莉

莉等人对一所内地中学新疆高中班学生开展

调研，发现学生在理科学习中没有优势学科，

总体学习状况欠佳，与男生相比，女生的物理

学习遇到了更大的心理障碍。虽然学生对于

理科课程的学习有较高的内在动机，但语言

导致的理解障碍、实验的缺乏等制约着学生

对学习内容的掌握，教师的态度也对少数民

族学生理科学习起一定的影响作用 。［5］易进

对云南景洪和腾冲的几所小学的数学教学情

况做了调研，认为教师应该通过加强数学教

学与学生生活的联系、教学环节的设计、教学

方法的运用与学生的经验相适应、尽量借助

学生感知过的、能理解的事物帮助他们从理

解数学概念等几个方面入手，以提高民族地

区数学教学的有效性 。［6］少数民族基础教育

已有研究结论主要有“师资队伍尤其是理科

教师的水平低”、“理科课程标准不适合少数

民族地区”、“与理科相关的教学资源不足”、

“缺乏教学研究的组织和机制”等。有效地解

决这些问题，仅仅把视野局限在学校教育系

统内部的各个要素上是远远不够的，需要把

视野扩大到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文化大背景

中考察学校教育与社会文化、自然生态的关

系，考察少数民族的生活方式、语言、习俗等

传统文化与现代学校教育文化的冲突和适应

问题，这就是教育与文化生态关系的视野。

学者们的研究大多是以少数民族聚居地

区的基础教育为对象的，聚居地区的民族教

育问题与散居地区的民族教育问题相比有其

注：数据由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某藏族中学提供

毕业年份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理工类

40

45

36

45

45

39

55

比率（%）

31

24.32

17.91

16.4

13.9

11.34

12.2

文史类

89

140

165

230

278

305

396

比率（%）

69

75.68

82.09

83.6

86.1

88.66

87.8

共计

129

185

201

275

323

344

451

表2 甘肃藏区某藏族中学高中
文理科选择人数统计（2011—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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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为特殊的地方。我国西北地区少数民族人

口分布的主要特征是人口多、分布广和聚居，

各民族都有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有不同的

宗教信仰、生产方式和生活习俗，许多民族有

悠久的语言文字。数千年来，这些民族生生

不息、繁衍与发展，自然有他们自己的文化传

承与教育体系。现代学校教育在这些少数民

族地区的传播和发展也只有百年多的历史，

近三十年来，虽然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发生

了变化，但民族地区的生态环境、生活方式、

宗教信仰、习俗的变化缓慢，各少数民族对自

己的民族身份、文化和信仰仍然具有高度的

认同，思维方式、认知特征与城市和主流社会

仍然存在差异。

忽略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

差异、文化和生态环境的差异、认知特点和学

习方式的差异，而实施全国统一的课程标准、

统一的教学内容和统一的评价体系，使得学

生学习面临更多的困难，出现少数民族基础

教育中学生理科成绩低下，学生普遍放弃理

科而选择文科既是无奈的选择，也是少数民

族基础教育整体质量不高的反映。教育是文

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教育的价值、内容和方法

深深地根植其文化之中，是与社会文化、政治

文化、教育文化、家庭伦理文化密切相关的。

把现代学校教育与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整合在

一起，是发展少数民族教育面临的重要任

务。课程标准、教学内容、评价体系，应该充

分考虑不同民族之间、城市和农牧区之间的

文化差异，实行差别化对待。在教科书的编

写以及各种教学辅助材料的编写中，注重融

合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和自然生态方面的内

容，使其与学生的生活方式和认知特点结合

起来。特别要为以母语为教学语言的少数民

族学生提供更多的母语学习资源，使少数民

族双语学习水平能够顺利地理解理科的问

题。从汉语翻译为母语的教科书，里面包含

较多的都市文化和生活的内容，与少数民族

学生的生活经验有很大的差异。常常会导致

他们学习数学或物理等理科课程的最大障碍

有时不是数学和物理本身的问题，而是对表

述数学和物理的语言以及包含在语言中的文

化信息的理解困难。在广大农牧区的双语学

校里，应该配齐双语工具书、双语辅助教学资

料和课外读物，尽量给学生创造一个学习内

容、教学语言和学生的生活经验相一致的学

习环境。学校不是一个学习的孤岛，家庭、社

会、语言、习俗、媒体、网络等等都构成整体的

教育文化生态系统。

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双语学校理科学习成

绩普遍较低的现象，并不能说明少数民族地

区文科教学质量就高，以发展民族基础教育

来看，需要以主流社会、都市文化为主要内容

的、全国统一的课程标准与评价体系与少数

民族地区的文化和学生的生活经验更好地结

合，使学校与社会、课程与生活有机地融合在

相似或共同的文化生态系统之中。

三、提高少数民族理工科教育质量的思路

（一）改革传统的双语教育模式

“第六次全国民族教育工作会议”民族

教育成果展显示，我国有二十多个少数民族

采用双语教育，接受双语教育的少数民族学

生达410多万人。实施双语教育的学校大多

在少数民族聚居区的民族中小学和幼儿园，

双语教育质量是影响学生学习成绩、特别是

理科学习成绩的重要因素。我们统计的理工

科类“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计划”硕士研

究生中，回族学生占了一半，而有语言文字的

维吾尔族、藏族等民族的学生明显较少，这在

一定程度上同样说明双语学习问题对民族教

育质量特别是理科学习质量有重要影响。

传统的两类双语教育模式都存在不足。

第一类双语模式把国家通用语言仅仅作为一

门语言课程学习，学习内容单一，课时不足，

难以实现熟练掌握国家通用语的目标。而把

母语作为教学语言，需要建构母语为载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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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地理等其他学科

与课程体系，而且从中小学到大学要完全贯

通起来。事实证明，这是一个极为困难甚至

难以实现的目标。其结果往往导致残缺的、

不完整的理科课程体系，加上能胜任理科双

语教学的教师严重不足，反而加剧了少数民

族学生理科学习的困难。第二类双语教育模

式以国家通用语为教学语言，少数民族母语

只是一门语言课程。这一模式同样也是内容

单一、课时不足，学生难以通过一门语言课程

熟练地掌握母语，更谈不到通过母语实现民

族文化的传承。由于两种双语教育模式之间

的跨度非常大，不能很好地满足不同地区和

不同学生双语学习的需求，由此，我们提出实

施“混合式双语教育模式”。

“混合式双语教育模式”避免了两种双

语教育模式的不足。除了开设国家通用语、

少数民族母语、英语课程之外，理科课程，包

括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地理、自然、信息

技术等课程教学用国家通用语，在教科书编

写和教学资源的开发中尽量做到与少数民族

地区的生态环境、学生的生活经验相融合，其

余的思想品德、社会、艺术、地方课程等主要

使用少数民族母语。双语社会和双语人的情

况十分复杂，任何双语教育模式都不能一刀

切，国家通用语和母语课程应该给学生提供

不同水平和等级的课程，供不同语言水平和

不同学习能力的学生选择学习。“混合式双语

教育模式”可以根据不同地区和不同个体双

语的使用情况和语言基础，灵活调整教学中

双语教学的比例。学生可以依据自身的情

况，通过走班、选课等方式，选择适合自己的

双语课程，可以最大限度地确保少数民族学

生“基本掌握和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达

到民汉双语兼通的目标”。“混合式双语教育

模式”还能够使中小学教育与大学教育贯通，

尤其是与大学理工科等学科专业衔接，高中

生既可以选择报考民族院校，学习少数民族

语言、文化和艺术，也可以通过预科或直接报

考普通大学的文科、理工科等不同专业。

（二）实施开放融合的民族教育

少数民族大学生文科、理工科专业分布

不均衡现象，使我们不得不反思民族教育体

系问题。以少数民族聚居区母语为教学语言

的学生，从小学起就决定了他将来只能选择

“民考民”升入民族院校与民族语言、文化有

关的文科专业，几乎没有机会选择理工科、现

代医学、农学、管理科学等学科。大部分少数

民族学生是通过“民考汉”的方式升入普通大

学或大学预科班的。这部分学生完全可以凭

他们的成绩和个人兴趣选择大学不同的专

业，为什么他们也更多地选择文科专业呢？

生活在聚居区或散居区的少数民族学生，从

小学开始就进入民族小学、民族中学，民族学

校里都是单一的少数民族学生，交往的对象

主要是本民族成员，导致了他们语言、文化、

生活方式、认知方式等方面同质性很高，理工

科学习中的问题往往成为他们共同的普遍性

问题。研究表明，不同民族、不同文化成员之

间的交往、交流、交融，不仅有利于提高语言

水平、培养跨文化沟通能力，也能够有效促进

学业成绩均衡发展。

相对独立的民族教育体系是我国民族教

育的鲜明特征，国家建立了从幼儿园、中小学

到大学的民族教育体系。我国有数十所民族

大学和民族学院、民族师范学院，民族院校最

初的任务是为少数民族培养干部，后来也为

基础教育培养师资，再后来民族院校相继发

展为以文科专业为特色的大学，优势学科一

般都是民族学、社会学、人类学、少数民族语

言文学、历史、少数民族艺术、少数民族医学

等学科。近十多年来，随着高等教育的发展，

学校规模进一步扩大，民族院校都纷纷发展

成为以文科专业为主体、以民族学科为特色，

文、理、工、艺、管等专业兼备的综合性大学，

大部分民族院校的汉族学生的比例已接近或

超过百分之五十。事实上，民族院校除了与

少数民族文化、历史、语言、艺术和医学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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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色专业外，其余的文、理、工、管等专业与

其他普通大学专业建设标准、授课语言、培养

目标等方面已经没有区别。但是，“民考民”

的少数民族学生，报考民族大学可选择的专

业依然十分有限，他们只能选择主要以少数

民族母语授课的双语师范专业、少数民族语

言文学、艺术和民族医学专业。由此，民族院

校应该有计划地增加对“民考民”学生的招生

名额，给“民考民”的少数民族学生提供更多

的选择机会，扩大和建设更多适合他们学习

的专业，普通高校也要增加对少数民族学生

的专项招生指标；民族院校在建设好少数民

族文化、语言有关的特色专业外，要增加各民

族学生可以共同学习的专业，特别是理、工、

农、医、管等学科，让更多的少数民族和汉族

学生在一起共同学习，逐步缩小民族院校在

民族学生比例、专业结构等方面和普通大学

的区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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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t present，the university specialty structure of liberal arts and science student is not matched，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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