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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简介 

长期以来，高技能人才规模较小、比例较低一直是制约新疆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因子，

也是造成新疆与中国其他地区发展差距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高技能人才培养是新疆经济

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而少数民族高技能人才的培养是其中的重中之重。少数民族高技能人

才的培养还是促进少数民族社会发展、提高少数民族人民群众生产生活水平的重要前提，也

是巩固和发展新疆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重要路径。我们要时刻铭记，在

新疆这个少数民族比较集中的地区，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离不开少数民族社会的参与，必须包

括少数民族社会的发展。因此，新疆高等职业教育负有培育少数民族高技能人才，促进少数

民族社会发展的历史使命。“世界银行贷款新疆职业教育项目”不仅要提高新疆高职院校整

体办学质量、推动职业教育均衡发展，还必须确保项目实施学校的少数民族师生充分地从项

目中获益并实现自身的发展。为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在实地调查基础上编制《少数民族发

展计划》。 

“世界银行贷款新疆职业教育”项目的主管单位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教育厅，实施单位

包括新疆工程学院、新疆农业职业技术学院、新疆轻工职业技术学院、新疆维吾尔医学专科

学校和乌鲁木齐职业大学。项目设计皆以提高项目实施学校职业教育质量为中心，建设内容

中学校改革活动包括校企合作创新、课程教学评价改革、打造高水平教学团队和管理团队、

服务地方社会和改善办学条件五个方面。项目的建设周期为五年（2015 年—2020 年），

项目总投资为 63662.5 万元人民币，世行贷款 5000 万美元，占项目总投资的

48.69%，国内配套资金 32662.5万元人民币，占项目总投资的 51.31% 

为了确保五所项目实施学校少数民族师生群体能够从项目中获益，2014 年 7 月自治区

项目办聘请了一支有经验的地方咨询团队承担项目的社会评估和少数民族发展计划的准备

工作。少数民族发展计划以五所学校少数民族师生群体广泛的咨询为基础，包括小组讨论、

利益相关者访谈和抽样调查，也包括了一部分二手数据。基于咨询的结果及收集的数据，咨

询团队做了如下分析: 项目学校师生群体的社会经济概况；少数民族政策框架；项目受影响

人群尤其是少数民族师生群体对项目的态度、观点、担心、建议。在此基础上，一系列具体

的措施（包括每所项目学校在内）被提出来，旨在保证受影响人群的各种关注得到落实，并

确保受影响群体可以平等地分享项目利益。一些措施被作为项目活动纳入了项目设计。五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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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实施学校拟投入资金 3067.15 万元，其中世界银行贷款资金 1071.05 万元，来落实《少

数民族发展行动计划》。《少数民族发展计划》内容包括：编制少数民族发展计划的背景、少

数民族师生群体、编制计划的政策框架、公共参与、相关利益群体的态度、发现的问题、建

议措施和结论等几个方面。 

2. 项目实施学校的少数民族师生群体 

五所项目实施学校中，三所位于乌鲁木齐市，一所位于昌吉回族自治州的昌吉市，还

有一所位于和田地区的和田市。总的来看，新疆的汉族人口比重为 38.06%，少数民族人口

的比重为 61.94%，是一个少数民族人口比重较高的地区。三个城市中，乌鲁木齐市与昌吉

州的少数民族人口比重相对较低，分别为 27.4%和 26.95%，这与历史上乌鲁木齐市与昌吉州

是新疆汉族人口比较集中的地区相关。在乌鲁木齐市的少数民族人口中，维吾尔族和回族分

列前两位。在昌吉州的少数民族人口中，回族与哈萨克族分列前两位，维吾尔族居第三位。

与前两个城市不同，和田地区的汉族人口比重仅为 3.51%，少数民族人口的比重高达 96.49%。

少数民族主要以维吾尔族为主，该地区维吾尔族占全区总人口的 96.27%，这与该地区在历

史上就是维吾尔族的聚居区的背景相关。（数据来源：《新疆统计年鉴》） 

五所项目实施学校有少数民族学生 24670人，占学生总人数的 44%。2010 年以来，各

高职院校，少数民族学生的数量增加了 2-3 倍。少数民族学生在在校学生人数中的比例也进

一步增加。新疆农业职业技术学院由 2010 年的 24.4%增至 43.8%，新疆工程学院由 2012 年

的 19.6%增至 39.5%，乌鲁木齐职业大学由 2010 年的 38.8%增至 51.2%（2012 年最高曾达

56.3%）。这三所学校少数民族学生的比例都增加了约 20 个百分点，增速相当快。新疆轻工

职业技术学院由 2012 年的 22.9%增至 29.0%，只增加了 6.1 个百分点，是增速最慢学校。2014

年前，新疆维吾尔医学专科学校是 100%的少数民族学生，2014 年招收了 81 名汉族学生后

少数民族学生的比例为 97.6%。少数民族学生中，维吾尔族占绝对多数，其比例达 97.8%。

显然，该校学生总人数的增加主要来自少数民族学生的增加。这些数据揭示出，新疆高等职

业教育中少数民族学生数量和比例增加已经成为一个普遍趋势。这既反映出相关发展少数民

族职业教育政策（比如要求按照 30-40%的比例招收少数民族学生）得到了落实，也是对少

数民族社会多获得高水平职业教育诉求的回应。 

五所项目实施单位少数民族学生贫困生为 18002 人，贫困生的比例高达 72.9%，主要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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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南疆和田、喀什、阿克苏和克州四地州，以及北疆阿勒泰、塔城和伊犁等传统牧区。事实

上，这两片区域正是新疆最主要的两个贫困带，也是新疆国家级贫困县最为密集的区域。新

疆 27个国家级贫困县中，有 25个分布在这些区域，占比高达 92.5%。另外，除了新疆轻工

职业技术学院外，四所学校少数民族学生的就业率多在 80%左右，普遍比全校平均水平低了

10-15 个百分点，而新疆轻工职业学院少数民族学生的就业率仅为 38.5%。换言之，与汉族

学生相比，少数民族学生就业相对困难。 

五所学校中，有 4701 名少数民族新生需要接受预科汉语教育，约占一年级少数民族学

生总人数的 70%。从今后发展趋势来看，预科教育在短期内仍将继续，接受预科教育的学生

也可能进一步增加。这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少数民族学生的规模和比例都在增加，一些

学校“民考民”学生数量增长速度较快；另一方面，相当比例的双语学生汉语能力在入学时

水平较低，也需要接受预科汉语教育。 

5所项目实施学校教师共有 2519人，其中少数民族教师 775人，占总教师人数的 30.7%。

5 所学校中，新疆维吾尔医学专科学院少数民族教师 190 人，占全校教师 236 人的 80.5%。

其他四所学校，少数民族教师的比例都在 30.4%（乌鲁木齐职业大学）以下，其中新疆工程

学院的比例仅为 23.5%。应该指出，相当比例的少数民族教师在学校后勤等非教学部门任职。

5所学校专任汉语教师为 105人，占教师总人数的 4.1%。人数最少的是新疆农业职业技术学

院，仅为 8人，占教师总数的 1.9%。人数最多的是新疆工程学院，36人，占教师总数的 6.3%。

预科汉语教学师资不足与少数民族学生快速增长之间的矛盾较为突出，导致预科学生班级规

模过大（50—60 人不等），师生比多在 1:50-60 不等。总的来讲，预科汉语教学严重违背

了语言教学规律，不利于少数民族学生的汉语学习。结果是每年少数民族预科生参加自治区

统一组织“中国少数民族汉语水平等级考试”（MHK）的过级率仅在 25-30%之间，而且

学生汉语听、说、读、写能力普遍较弱。为解决师资不足的问题，各项目实施学校都需要外

聘 20-30名不等的汉语教师。 

3. 政策框架 

“世界银行贷款新疆职业教育”项目“少数民政发展计划”的编制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少

数民族的相关法律法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的有关条例，以及世行少数民族政策

（OP4.10、BP4.10）以及非自愿移民政策（OP4.12、BP4.12 ）等为依据。主要政策包括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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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相关法律法规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有关条例、国家扶持政策、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教育

发展规划以及世行少数民族政策（OP4.10、BP4.10）等。中国的政策与世界银行的政策在一

些目标上是一样的，都强调尊重少数民族的尊严、权利、经济与文化传统，以及平等发展的

权力。在这些地区的少数民族发展计划中，世界银行政策核心的关注是通过自由和充分的咨

询获得少数民族群体对项目的支持，发展出一系列具体措施避免或最小化潜在消极影响，并

提高项目给少数民族社区带来的积极效益。与少数民族社区的咨询过程和详细的计划将在项

目的少数民族发展计划中记录和呈现。 

4. 咨询与公众参与 

为实现上述目标，在项目学校师生群体，尤其是少数民族师生群体中开展广泛的咨询是

必须的。2013 年 8 月以来，各级项目办通过网络（天山网、亚心网）、专题会议、报刊信息

和学校简报的方式向师生群体和社会公布了“世行贷款新疆职业教育项目”的相关信息。信

息公示达到了预期效果，受访 400名教师的知晓率达到 99.75%，少数民族教师知晓率达到

100%。受访的 1731个学生整体知晓率达到 96.59%，少数民族学生知晓率达到 96.66%。 

在社会评估与少数民族发展计划中，我们组织了 20 人（不计学生）组成的调查团队，

其中少数民族研究人员 7 人，女性研究人员 5 人，运用了问卷调查、访谈、座谈会这几种调

查方法。调查的过程也是公众参与的过程，而且有助于进一步提高人们的参与度。共发放问

卷 2131 份，回收 2131 份，有效率为 100%。教师的问卷 400 份，其中少数民族教师问卷 135

份，占总数的 33.75%。学生的问卷 1731 份，其中少数民族学生问卷 688 份，占总问卷数的

39.7%。我们在五所学校共召开座谈会 33场，参加座谈会的师生共有 292 人，其中少数民族

117 人，占总人数的 40%。个案访谈共 66 人，其中少数民族师生访谈 51 人，占总访谈人数

的 77.2%。几种调查形式中，少数民族师生的比例略高于几所学校少数民族师生的实际比例，

可以较为客观、真实地反映少数民族师生群体的观点和建议。 

5. 少数民族师生群体的态度 

考虑到项目将从教育体系到硬件条件等诸多方面为项目学校带来提升，五所项目实施学

校的师生群体——不分民族——都表达了对项目较高的支持度。问卷调查的结果显示，对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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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表示欢迎的少数民族教师为 133人，占受访总少数民族教师的比例为 98.5%。对项目表示

欢迎的少数民族学生为 628人，占受访总少数民族学生的比例为 91.3%。表示无所谓的少数

民族学生为 57人，占受访总少数民族学生的比例为 8.3%。表示反对的少数民族学生为 3个，

占受访总少数民族学生的比例为 0.4%。这些数据表明，项目设计的各个层面对应支持学校

不同方面的发展，将满足他们对发展的需求，也与项目学校师生群体普遍的期待相符。同时，

调查也揭示出少数民族师生群体面临一系列问题。要让他们更好地从项目中获益，这些问题

需要得到解决。 

6. 调查中发现的问题 

少数民族师生群体面临的核心问题就是如何增强自我发展能力。对少数民族学生而言，

关键是提高汉语学习效果与就业率。对少数民族教师而言，关键是把握各种自我发展机会的

能力。这些问题需要认真对待，也需要深入分析问题产生的原因。 

问题1：预科汉语教学质量不高，少数民族学生汉语能力提高的困难较多 

少数民族预科生在接受一年预科教育后，MHK通过率很难超过30%，而预科汉语教师认为

在现有条件下很难有所突破。也普遍存在着“哑巴汉语”的现象，通过MHK考试的学生中仍

有约有30%的少数民族学生很难用汉语正常交流。不能通过预科教育快速提高汉语水平，已

经成为少数民族学生专业学习和求职就业的最大障碍，严重影响了少数民族学生的个人发

展。 

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按照重要性依次为：第一、预科汉语教学师资严重不

足，长期未得到重视和解决，造成师生比和班级规模过大，无法按照语言学习规律进行教学；

第二、语音室、多媒体教室等汉语教学条件和设备严重不足，不利于教学方式改革和学生语

言学习；第三、语言学习环境不理想，民汉合班、民汉合住、民汉结对子等有利于语言学习

的校园环境建设未步入正轨；第四、使用的语言教材不符合少数民族学生语言基础，与专业

知识学习相脱节，而且以MHK通过率为唯一准绳——重功利而轻能力；最后，未按照语言基

础进行严格的分级教学或是分级教学难以推进，而汉语不达标的双语学生是否接受预科教学

无统一的标准和政策要求。 

问题2：少数民族学生就业率相对较低，遇到的障碍较多 

与汉族学生相比，项目学校少数民族学生面临的另一问题是就业率相对较低。五所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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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民族学生的就业率普遍比全校平均水平低了10-15个百分点。原因既来自少数民族学生

群体的语言能力、就业观念等方面，也来自就业环境和就业政策难落实等方面，按重要性依

次为：第一、少数民族毕业生就业观念较为“陈旧”，一方面倾向于正在体制内和家乡就业，

另一方面对就业薪酬期待过高。当然，这受到了少数民族社会就业观念，以及语言、风俗和

习惯差异的影响；第二、实习、实训条件不理想。一些专业没有固定的少数民族学生实习与

实训基地，这是因为一些与学校合作的企业出于降低管理成本的考虑不愿意接受少数民族学

生实习和实训，制约了少数民族学生专业技能的提高；第三、国家和自治区关于照顾少数民

族学生就业的法律法规难落实，企业主动执行相关政策或招收少数民族学生的意愿不强；最

后， 部分学校开设的就业指导课未考虑少数民族学生的需求，流于形式，没有创新性，学

生反映在求职中的作用不大。 

问题3：少数民族教师把握各种自我发展机会时的顾虑较多 

总的来看，几所项目实施学校已经为教师提供了包括攻读学位、访学、培训在内的自我

发展机会。调查表明，这些机会对所有教师都是均等的，但少数民族教师在把握这些机会时

的顾虑较多：一是，担心到内地学习、生活中出现语言、风俗和习惯等方面的不适应；二是，

与汉族教师相比，少数民族教师的家庭负担较重——家庭规模相对较大，孩子和需要赡养的

老人较多。这说明，现有教师发展的各种形式与少数民族教师的实际情况相脱节，这导致少

数民族教师不得不放弃诸多发展机会。 

7. 建议措施 

我们认为，上面提到的少数民族师生群体面临的问题已经对他们的发展产生了明显不利

的影响。在世行项目中，针对上述问题若不做出相应的制度和政策安排，并将这些安排落到

实处，少数民族师生群体从项目中获益的程度将受到影响，不利于他们的发展。因此，我们

反复与自治区项目办和各所学校沟通，强调要编制《少数民族发展计划》和各校的《少数民

族发展计划实施方案》，有针对性地解决少数民族学生预科汉语教学、就业中遇到的困难，

并为少数民族教师提供更具保障的发展机会。比如，在预科教育问题上，我们提出五所学校

都要加大预科汉语师资的引进和培养力度，增加包括语音室在内的教学设备、制定符合少数

民族学生的语言培养计划和推进利于语言学习的校园环境建设等建议。还建议自治区项目办

牵头，对双语学生汉语能力和水平进行客评估等。在少数民族学生就业问题上，我们提出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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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可以发掘少数民族学生就业成功的典型，用身边的案例引导少数民族学生转变就业观念。

在少数民族教师发展问题上，提出探索“就地培养和就地提高”的模式。这些建议得到了自

治区项目办和各校的认可和回应，并已经被纳入了项目办 2015-2016 年的年度计划和各校

《发展计划实施方案》之中，其中一部分建议已经在项目活动中做了安排。 

我们还提出要对《少数民族发展计划》实行为期 5年的社会监测，确保落到实处，为此

要建立包括自治区项目办、各实施学校、外监测在内的监测机构，并搭建起一套有效监测计

划方案落实情况与进展的机制。这一建议也得到了自治区教育厅和各项目实施单位的认可和

重视，项目实施单位的内监测机构已经成立起来，确立了信息公开的方式和程序，建立了监

督、评审的指标、流程和工作细则等。在信息公开中，我们特别强调《少数民族发展计划》

和各校《少数民族发展计划实施方案》都必须以“民汉”两种语言文字在学校网站上公布，

以确保少数民族师生可以及时获得，并准确理解这些信息。 

五所项目实施学校拟投入资金 3067.15 万元，以用于落实《少数民族发展行动计划》，

其中的 1071.05 万元为世界银行贷款资金。这些资金具体落实到了各校实施方案的各个项目

之中。项目学校少数民族发展计划实施方案的关键活动已经摘录在表 1 中，更详细的活动则

已纳入各项目学校的少数民族发展计划之中。 

表 1 项目实施学校少数民族发展计划关键活动 

   项目 

学校 

投入资金

（万元） 

少数民族学生群体 少数民族教师群体 

双语师资 语音室 课程开发 骨干教师 各类培训 

新疆工程学

院 

376.5 引进 5名以

上 

新建 3个 8门课程双语

教材 

2人 50人次 

新疆农职院 699.5 引进 6名 新建 1个 2门课程全套

资源 

2人 64人次 

新疆轻工学

院 

507 引进 3名 新建 2个 8本专业汉语

教材 

5人 126人次 

新疆维吾尔

医专 

1080.1 引进 4名 新建 1个 16门专业教

材 

2人 200人次 

乌鲁木齐职

业大学 

404.05 引进 10名 新建 2个 3门学生能力

本位课程 

18人 90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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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结论 

综上所述，项目将对解决项目实施学校少数民族师生群体面临的问题、确保他们在项目

中获益并实现发展产生诸多有利影响。对少数民族学生群体而言，他们将可能获得更好的预

科汉语教学服务，包括符合语言教学规律的师生比和班级规模、更好和更有保障的语言教学

设备、更具针对性的语言学习方案和更有利的语言学习环境。这将有助于提高少数民族学生

MHK 的过级率和实际汉语水平，并为他们的专业学习打下坚实的语言基础，缩小与以汉语

为母语的学生在专业学习、实训与实训等方面的差距。语言能力的提高将为少数民族学生就

业率和就业质量的提高创造更好的条件，当然实习与实训基地的建设、就业辅导课程的创新

等也将为此做出重要贡献。对少数民族教师群体来说，他们将获得专项资金资助的各种发展

机会，也可能实现“就地培养，就地提高”的梦想。关键在于，少数民族发展计划的落实，

将在很大程度上化解少数民族教师“抓住机会，实现自我发展”的后顾之忧。少数民族学生

与少数民族教师从项目中获益，也将推动学校整体教学质量的提高，进一步完善学校的师资

队伍结构，为学校的可持续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 

我们也应该意识到，少数民族师生群体从项目中获益，从少数民族发展计划中实现发展

或提高发展能力，本质上有利于扩大新疆少数民族高技能人才的规模并提高比例。随着几所

学校少数民族学生比例的进一步提高，社会效益还将进一步扩大。也必须指出，世行项目也

将增强五所高职院校服务农牧区少数民族社会的能力。通过带动或支援地方职业教育的发

展，形成覆盖全疆的不同层次职业教育体系，为新疆新四化建设提供源源不断的劳动力资源，

从而推动新疆经济社会的发展。不仅如此，还有利于推动南北疆农牧区，尤其是少数民族社

会的发展，为新疆各民族人口（尤其是少数民族人口）经济收入的增长创造了条件。这些转

变有助于缩小各民族经济社会发展差距，促进各民族生产与生活方式、社会结构与文化观念

的转型，推动少数民族社会的发展，最终实现各民族共同发展繁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