片马茶山人和谐的多语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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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本文根据田野调查的语料分析了片马茶山人和谐多语的语言生活。指出茶
山人的多语生活具有全民性、稳定性、和谐性的特点；并分析了和谐的多语生活对
茶山人发展、繁荣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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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 7 月，中央民族大学语言文学学院的教师、博士生共 7 人深入中缅边界的云南省
泸水县片马地区，进行语言和谐的田野调查。本文是根据这次调查的第一手材料写成的。主
要是分析片马茶山人多语和谐的语言生活，探索其规律和成因，并预测其演变趋势。
一、片马茶山人及其语言
1、茶山人是脱离民族主体的一个人数较少的族群
在我国，茶山人主要分布在云南省泸水县片马镇的岗房、古浪、片马三个行政村。该镇与
缅甸密支那省只有一河之隔，茶山人大多分布在中缅边界线上。
茶山人是景颇族的一个人口较少的支系。我国的景颇族，主要分布在云南省德宏傣族景
颇族自治州，下分景颇、载瓦、勒期、浪速、波拉、茶山等支系。茶山人自称“峨昌”（与阿昌
族的自称相同），他称“茶山”，与勒期支系比较接近，过去把它列入勒期支系内。但茶山
人认为自己的语言、文化、服饰等都与勒期支系不同，应该是独立的一个支系。
片马镇总人口 1769 人（2008 年）。这里分布着茶山、傈僳、汉、白、怒等民族，是一个多
民族杂居的边境乡镇。其中傈僳族的人口最多，有 684 人，其次是茶山人，有 587 人。此外，
白族 385 人，汉族 93 人，壮族 15 人，怒族 5 人。
值得一提的是，茶山人是片马地区居住时间较长的民族群体。据史籍记载，茶山人的祖
先来到片马已有上千年的历史。唐代《南诏德化碑》上就篆刻有“寻传、禄郸、丽水、祁鲜”等
名称。据考证，“寻传”就是今天的景颇族先民；丽水就是今天的伊洛瓦底江；禄郸则是丽
水的支流，即今天片马的小江。小江自片马、岗房、古浪边境西北流入伊洛瓦底江上游的恩梅
开江。上述大片地区迄今为止仍是景颇族分布的地区。至于“祁鲜”，就是今天伊洛瓦底江
西岸的甘高山，属我国唐宋元时期丽水节度管辖的地区，也是景颇族分布的地区。又据
《蛮书》卷七记载“犀，出越赕(腾越，今之腾冲)，高丽共人以陷阱取之。”“高黎共人”一
词系景颇语的“高丽山的人”。“高丽”是景颇族的一个部落，又称“高黎”或“高日”。
由此可见，至少约公元 8 世纪时，景颇族高丽部落已居住在高黎贡山一带了。
景颇族是一个由北方南下的民族，在迁移的过程中，茶山支系与景颇族的主体分离了，
在封闭的怒江州片马地区定居，在民族特征上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其语言成了一个“语言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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岛”，也出现了许多新的特征。
2、茶山人语言生活的主要特点
如上所述，景颇族有不同的支系，不同的支系使用不同的语言。从语言系属分类上看，
景颇族不同支系使用的不同语言，分属于汉藏语系藏缅语族两个不同的语支。景颇支系说的
景颇语，属于景颇语支；其他支系所说的载瓦语、勒期语、浪速语、波拉语、茶山语属于彝缅
语支。
在彝缅语支里，茶山语与勒期语比较接近，但也有一些差异。比如在词源关系上，在
1000 个基本词汇中，两种语言的同源词有 563 个，占 56.3%；异源词有 289 个，占 26,9%；
半同源词有 148 个，占 14.8%。又如在语音上，勒期语有长短元音的对立，茶山语没有；勒
期语的双唇颚化音茶山语大多消失，转成舌尖颚化音等。由于这些差异，使得茶山人和勒期
人相互通话有一定的困难。
在片马地区，茶山人都保留自己的母语。茶山人认为，茶山语是自己民族的一个重要特
征，是族群认同的重要标志，必须保持使用自己的语言。无论在家庭内部，还是在村寨里，
茶山语都是茶山人之间的交际工具。此外，茶山语不仅在片马地区的茶山村寨通行，而且还
广泛使用于与片马一河之隔的缅甸茶山人村寨。
茶山人除了普遍使用自己的母语以外，大部分人还兼用了当地的区域强势语傈僳语和
全国的通用语汉语，成为具有三种语言能力的多语人。还有少部分茶山人，除了掌握这三种
语言以外，还懂缅语、景颇语、白语等，懂得的语言多达五、六种。在日常生活中，片马茶山
人能够根据不同的交际对象、不同的交际内容、不同的交际目的，自如地交换使用不同的语
言，以协调自己的语言生活，满足社会的需求。多种语言各司其职、和谐互补，成为茶山人
语言生活的重要特征。
二、茶山人和谐多语生活面面观
我们通过实地调查，亲眼看到茶山人每天都处在一种和谐的多语生活中。一幅幅多语画
面促使我们去思考：这种和谐的多语生活是怎么形成的，其中有哪些规律，深层次的理论
问题又是什么？
（一）茶山人全民稳定地使用母语
像茶山人这样一个人口少的群体，而且处在多个民族的包围之中，其母语能否保留，
有无可能出现母语的衰变或濒危呢？我们从不同村寨、不同代际（年龄段），对茶山语的使
用情况进行全方位、多角度、立体式的考察。
调查结果显示，片马茶山人普遍稳定使用自己的母语——茶山语。片马茶山语使用的基
本特点是：1、茶山语仍是片马茶山人的主要交际工具。2、茶山语在不同村寨、不同年龄段的
使用状况基本相同，但存在一些一定程度的差异。3、部分青少年的母语能力，出现衰退的苗
头。
1、三个村寨的茶山语使用情况考察
我们进入 3 个茶山人聚居的村寨，实地调查了他们使用母语的情况，随机统计 78 人的
母语使用水平。具体情况如下：
调查点
古浪
岗房
下片马

总人口
15
40
23

熟
人口
15
38
21

练
百分比

人口

100%
95%
91.3%

0
2
2

2

略懂
百分比
0%
5%
8.7%

不 懂
人口 百分比
0
0
0

0%
0
0%

总计

78

74

95%

4

5%

0

0%

上表的数字告诉我们：① 3 个调查点，茶山语使用情况基本一致。② 各村寨熟练使用
茶山语的比例都很高，其中，古浪的比例最高，达 100%。下片马比例最低，但也达到
91.3%。这个数字有力地表明片马茶山语仍保持着强大的活力。③ 各村寨中茶山语水平属
“不懂”级的人数均为零，说明片马茶山人仍然都以自己的母语作为最重要的交际工具。④
“熟练”和“略懂”加在一起，是 78 人，占 100%。这就是说，片马的茶山人没有不懂茶山
语的。
这 3 个村寨的茶山语使用情况虽然大体一致，但也存在小的差异。其原因与村寨的交通
条件、经济发展情况、以及族际婚姻家庭有关。
岗房和下片马各有 2 人的茶山语水平属于“略懂”级的，是李是林、赵彭成、李咏春、车
毅。通过调查，我们发现他们都是来自族际婚姻家庭的青少年，其母语水平较低与他们家庭
使用语言的状况有关。其家庭情况见下表：
户主

董绍琴

27

茶山

小学毕业

茶山语，熟练

汉语，熟练

傈僳语，略懂

丈夫

李淑军

32

汉

初中毕业

汉语，熟练

茶山语，略懂

儿子

李是林

10

茶山

小五在读

汉语，熟练

茶山语，略懂

户主

刘家翠

31

茶山

初中毕业

茶山语，熟练

汉语，熟练

傈僳语，熟练

丈夫

赵喜松

35

白

初中毕业

白语，熟练

汉语，熟练

茶山语,不懂

儿子

赵彭成

10

茶山

小四在读

汉语，熟练

茶山语，略懂

户主

李文新

28

傈僳

小四

傈僳，熟练

汉语，熟练

茶山，略懂

妻子

董玉会

28

茶山

小三

茶山，熟练

傈僳，熟练

汉语，熟练

长子

李咏春

7

茶山

小一在读

傈僳，熟练

茶山，略懂

汉语，略懂

户主

董玉秀

33

茶山

初二

茶山，熟练

傈僳，熟练

汉语，熟练

长子

车毅

10

茶山

小三在读

汉语，熟练

傈僳，略懂

茶山，略懂

上表显示：李咏春的爸爸是傈僳族；赵彭成的爸爸是白族；李是林和车毅的爸爸都是
汉族。他们家庭使用的语言主要是汉语。孩子们从小起，家里人就教他们说汉语，茶山语已
经退为第二语言或第三语言，他们的茶山语是从外公、外婆和母亲的对话或与村里的茶山小
朋友玩耍时习得的，因而使用能力较低。
我们在村寨里调查时见到的情景，与以上调查数据是一致的。从刚踏进村寨到调查结束
的整个过程中，我们耳边自始至终萦绕着茶山语。无论是男女老少之间，还是在家庭内外，
大家都用茶山语打招呼、自由交谈。虽然绝大多数的茶山人都会说汉语，但他们却乐意使用
自己的母语——茶山语。我们与调查对象交谈时用的是汉语，如果中途来了老乡，他们之间
就马上转用茶山语交谈。在调查中，我们强烈地感觉到，茶山语在茶山人生活中不可或缺。
这里的社会生活和家庭生活要靠茶山语来维系，茶山人之间的感情、信息要靠茶山语来传递。
在全国通用语汉语、片马亚强势语言傈僳语的包围下，人口如此之少的片马茶山人却能稳定
地传承母语并在日常生活中坚持使用母语，实属难得。
2、不同年龄段的茶山语水平考察
从年龄上看，母语的使用情况明显地反映出两个不同的层次：20 以上的茶山人，母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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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是“熟练”的比例达到 100%；而 6 到 19 岁的茶山人，“熟练”级的比例只有 80%。如
下表：
年龄段

总人口

20 岁以上
6—19 岁

熟
人口

58
20

50
16

练
百分比

人口

100%
80%

0
4

略懂
百分比
0%
20%

在我们调查的三个村寨中，60 岁以上的老人只有 4 位。他们都是“熟练”级，而且第
一语言都是茶山语。在日常生活中，他们主要使用茶山语，与汉语或傈僳语相比，他们更习
惯于说茶山语。
6-19 岁青少年虽然没有不会茶山语的，但“熟练”级的比例是 80%，与上一年龄段相
比，青少年母语使用能力最低。为了考察他们的母语能力，我们选出了 400 个基本词进行测
试。测试分 A、B、C、D 四个层级。A 级是能脱口而出的词，B 级是想一想才能说出的词，C 级是
想了后还不会说、经提示后才回忆起的词，D 是提示了也不懂的词。测试情况见下表：
姓名
陈昌路
董雯

年龄
12
14

A
239
145

比例
59.75%
36.25%

B
37
72

词汇等级及其所占比例
比例
C
比例
9.25%
2
0.5%
18%
70
17.5%

D
122
113

比例
30.5%
28.25%

陈昌路 A 级和 B 级词汇总和是 276 个，占 400 词总数的 69%。董雯 A 级和 B 级词汇总数
是 217 个，占 54.25%。他们两人的 D 级词汇的比例都在 30%上下。这说明片马茶山青少年的
茶山语已出现不同程度的衰退苗头。究其原因，一是族际婚姻家庭因素对家庭成员语言使用
的影响。如，陈昌路的妈妈虽然是茶山人，但外婆是傈僳族，所以妈妈的傈僳语十分熟练，
平时妈妈和昌路在一起的机会较多，主要都是用傈僳语交流。 二是在村里的村小只能读到
三年级，四年级以后要到片马镇民族完小住读，中学都要到鲁掌或六库去住读。学校里都是
用汉语交流，茶山语说的机会少，这也是青少年母语使用能力下降的原因之一。董雯就是这
样的例子。
母语水平下降的另一表现是母语习得顺序发生转变，即非母语成了第一语言。语言习得
的顺序一般是先习得自己的母语，然后习得其他语言。片马镇多数茶山青少年的语言习得顺
序是与此相符的，但已有 5 人改变了这种顺序，即先习得其他一种或两种语言，然后才习
得母语。这在青少年人数中占 25%。。这 5 人是下片马的赵彭成、李是林和岗房的车毅、李咏春、
陈何生。其文化、语言情况见下表：
赵彭成

10

茶山人

小四在读

汉语，熟练

茶山语，略懂

——

——

李是林

10

茶山人

小五在读

汉语，熟练

茶山语，略懂

——

——

车

10

茶山人

小三在读

汉语，熟练

傈僳语，略懂

茶山语，略懂

陈何生

9

茶山人

小二在读

白语，熟练

茶山语，熟练

汉语，熟练

李咏春

7

茶山人

小一在读

傈僳语，熟练

茶山语，略懂

汉语，略懂

毅

——
傈僳语，熟练
——

上表显示：这 5 人都出生于族际婚姻家庭。他们都以汉语或自己母亲的语言为第一语言。
赵彭成、李是林、李咏春和陈何生 4 人以茶山话为第二语言，车毅 1 人以茶山话为第三语言。
这 4 人中除了陈何生的茶山语水平是“熟练”级外，其余的 4 人都是略懂。可见，母语习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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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序的改变已经对青少年的母语水平的高低发生了影响。
（二）片马茶山人稳定保留茶山语的原因
片马茶山人能够稳定使用、传承母语的原因主要有四个：
1．茶山人是片马的世居民族，有自己独特的文化。
据《泸水县志》记载，1000 多年前，景颇族就已南迁到怒江西岸和片马地区，这一区域
是景颇族重要的发源地和迁移地之一。如今的片马茶山人还保留有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独
特的民居建筑方式和独特的服饰等；有创世纪、历史传说、民间故事等丰富的口头文学作品，
“新米节”等传统节日，还有传统的婚丧嫁娶习俗和“建新房”仪式。这些明显的茶山支系
特征，为茶山人传承母语提供了有利的土壤。
2．境外有大量茶山人，边民的自由接触扩大了茶山语的使用范围。
片马镇南、西、北三面与缅甸接壤，国境线长 64.44 公里，是中缅边境北段交通要道和商
业往来的重要通道，两国边民交往频繁。片马与缅甸的茶山人同出一支，血脉相通，很多人
有缅甸亲戚。有些人还娶了缅甸茶山人做媳妇。因此，与缅甸茶山人往来频繁是茶山语保持
活力的一个原因。
3．茶山人母语感情深厚是稳定使用茶山语的情感基础。
茶山语不仅是片马茶山人的重要交际工具，还是当地茶山人的民族心理、民族习惯、民族
文化、民族感情的重要载体。茶山人对自己的民族语言有着很深厚的感情。语言是一个民族的
重要标志之一，只有掌握本民族的语言，把语言传承下去，才能谈得上真正保护、传承了民
族传统。茶山人这种强烈的民族意识和语言情感，有利于茶山语的传承。连 14 岁的小董雯
（岗房村）也知道：“ 茶山语自小就学，是自己民族的语言，以后不会忘记。”
4．国家语言大法对民族语言的使用和发展起了切实保证的作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所规定的“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本民族语言文字的自由”的政
策，为少数民族使用自己的母语提供了保障，茶山人也不例外。茶山人虽然人口较少，但同
全国其他少数民族一样享有国家民族语言政策所赋予的权利。
三、片马茶山人和谐的多语生活的特点及成因
片马镇辖下片马、片四河、古浪、岗房 4 个行政村 13 个村民小组和景朗社区居委会，是
一个景颇（茶山支系）、傈僳、白、汉、彝等 8 个民族居住的杂居镇。该镇的茶山人，既稳定地
使用自己的母语，又兼用汉、傈僳等其它语言，成为具有几种语言能力的多语人。片马茶山
人能够根据不同的交际对象、不同的交际内容、不同的交际场合，选择使用不同的语言，以
协调语言生活，从而使自己的语言生活形成了多语共存、和谐互补的良性系统。以下对茶山
人的多语特点及其成因进行分析。
（一）茶山人多语生活的特点
所谓“多语”，是指某一民族或某一群体除了使用自己的母语以外，还兼用另外两种
或两种以上语言的现象。多语是由于民族交往、语言接触而形成的语言现象。片马茶山人在与
其他民族的长期接触中，在习得自己的母语以后，又先后习得了汉语、傈僳语等其他民族语
言，成为具有多种语言能力的人。茶山人多语生活具有以下特点：
1、 全民性
我们选取了茶山人分布较多的岗房、下片马、古浪等 3 个自然寨，对茶山人掌握母语和
兼用语的水平进行了调查。结果如下：
表1
自然寨
人数
懂母语
懂傈僳语
懂汉语
人数 百分比 人数
百分比
人数 百分比
5

岗房
古浪
下片马
合计

40
15
23
78

40
15
21
76

100%
100%
91.3%
97.4%

40
15
20
75

100%
100%
87%
96.2%

39
12
23
74

97.5%
80%
100%
94.9%

上表显示，3 个寨子 78 位茶山人中懂母语的有 76 人，占 97.4%；懂傈僳语的有 75 人，
占 96.2%；懂汉语的有 74 人，占 94.9%。这个数字说明，茶山人绝大多数是具有 3 种语言能
力的多语人。就是说，多语是片马茶山人语言生活的共同特征。
这个统计数据与我们在茶山寨子的见闻是一致的。我们所遇到的茶山人，大多能说三
种语言。在岗房村的坡西口寨，我们与该寨的张宗秀（37 岁）、忠波（29 岁）、绍路（26
岁）等多位茶山人交谈时，他们跟我们说汉语，跟旁边的同伴说茶山语或傈僳语。在鼓浪村
二组座谈时，茶山人崩绍（56 岁）告诉我说：“我们古浪二组有 10 户人家，其中茶山 6 户，
都会说茶山语、汉语和傈僳语。”下片马的情况也是如此。我们每天去吃饭的那户茶山人家，
他跟儿子讲茶山语，跟我们讲普通话，跟片马镇姬书记讲傈僳语。有的茶山人的傈僳语甚至
比母语还要好。
部分茶山人除了兼用茶山、傈僳、汉三种语言以外，有的还兼用了白、缅、景颇和波拉等
多种语言。如片马村卫生员董绍军会茶山、傈僳、汉、白等 4 种语言；宗雷一家懂汉、茶山和傈
僳、缅和景颇等 5 种语言；下片马村党支部书记褚玉强也能够使用茶山、汉、傈僳、白、景颇、
波拉等 6 种语言；20 岁的茶山女孩胡玉兰懂茶山、景颇、汉、缅、傈僳、白等 6 种语言。在片马
镇，当我们对会讲以上多种语言的人表示赞扬时，被赞扬者谦虚地说一句“这没什么，我
们这里的茶山人都会说茶山语、傈僳语和汉语，会说四五种语言一点也不稀罕。”
2、稳定性
片马茶山人不仅使用母语具有稳定性的特点，而且兼用汉、傈僳等语言也具有稳定性特
点。下面是茶山人不同年龄段兼用汉语、傈僳语的分类统计：
年龄段
6-19 岁
20-39 岁
40-59 岁
60 岁以上
合计

人数
20
37
17
4
78

汉语熟练
人数 百分比
16
80%
29
78.4%
10
58.9%
1
25%
56
72%

汉语略懂
人数
百分比
4
20%
8
21.6%
4
23.5%
2
50%
18
23%

汉语不懂
人数 百分比
0
0%
0
0%
3
17.6%
1
25%
4
5%

上表显示汉语水平与年龄之间的关系是：年龄越大，汉语水平越差。年龄越小，汉语水
平越高。不懂汉语的 4 人都是 40 岁以上的中老年人，青少年的汉语水平普遍较好。
年龄段
6-19 岁
20-39 岁
40-59 岁
60 岁以上
合计

人数
20
37
17
4
78

傈僳语熟练
人数 百分比
17
85%
34
91.9%
15
88.2%
3
75%
69
88.5%

傈僳语略懂
人数
百分比
2
10%
2
5.4%
1
5.9%
1
25%
6
7.7%

傈僳语不懂
人数 百分比
1
5%
1
2.7%
1
5.9%
0
0%
3
3.8%

上表显示：不同年龄段的茶山人熟练使用傈僳语的比例从 75%到 91.9%，这个数字反映
傈僳语在不同年龄段之间没有明显的差距。傈僳语在不同代际之间得到较好的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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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和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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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马镇的茶山人能够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使用什么语言，而且还尊
重他人使用什么语言，营造了语言的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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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山人虽然人数不多，但茶山语是茶山人自己的母语，茶山人对母语
有深厚的情感。因此，从语言的交际功能上来说，汉语、傈僳语比茶山语功能强一些，但从
语言的情感表达功能上来看，茶山语的功能又比这两种语言的功能大一些。 总之，片马镇
茶山语与汉语、傈僳语的语言关系始终处于互补的关系之中，不同语言在不同的交际场合都
发挥着各自的作用。
在片马镇，茶山人族内婚姻和族际婚姻都很普遍。族内婚姻家庭，家庭成员不论辈分高
低，不管年龄大小，都习惯使用母语交流。当问到“在家里用什么语言时”，几乎都无一例
外地选择“母语”。他们对母语有深厚的情感。对“如果家里的兄弟姐妹不肯说自己的母语，
您的态度是什么？”这一问题的回答，无疑例外地选择了“反对”。可见，语言的交际功能
和语言的情感功能在族内婚姻家庭里得到充分的发挥。
在片马镇，族际婚姻家庭也很多。族际婚姻家庭成员之间的交际有多种选择：长辈之间 ，
用茶山语或傈僳语；长辈与晚辈之间，晚辈迁就长辈，选用长辈喜欢说的语言，大多是说
茶山语或傈僳语，有时也用汉语。晚辈之间用茶山语、傈僳语或汉语。如：岗房村坡西口的村
民崩友（47 岁）是缅甸嫁过来的茶山人，他的丈夫是傈僳族。她告诉我说：“我只会讲茶
山话和傈僳话，汉话讲不好。我的爱人和我的五个小孩都会茶山话、傈僳话和汉语三种语言。
我爱人是傈僳话比茶山话讲得好一些，汉话讲得差一些。孩子是茶山话讲得最好，汉话也不
错，傈僳语稍微差一些。我跟我小孩之间都讲茶山话；我和我爱人之间讲茶山话或者傈僳话。
我的爱人跟孩子讲傈僳话，跟我有时讲傈僳话，有时讲茶山话。孩子之间多讲茶山话，有时
也讲汉话或傈僳话。一家人在一起时都说茶山话。”崩友家的家庭语言使用情况具有一定的
代表性，因为缅甸茶山人嫁到片马镇傈僳人、勒墨（白族支系）人等民族不少。境内的族际
婚姻家庭稍有不同，选用汉语多一些。如褚学海（16 岁，茶山人）家，他爸爸是茶山人，
妈妈是白族人。他告诉我们说：“我跟爸爸和爸爸那边的亲戚就说茶山话，跟妈妈就说汉
语。”
片马镇的 13 个行政村个自然寨中，茶山人较多的寨子只有下片马、坡西口和古浪二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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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个自然寨。并且这 3 个寨茶山人与傈僳族杂居。这种分布状态，为茶山人习得傈僳语提供
了很好的条件，很多茶山人说傈僳语就跟说母语一样。因此在寨子里，一般是茶山人之间说
母语；茶山人与傈僳或其它民族多说傈僳语；跟外地嫁来的媳妇或客人说汉语。但总的来说，
还是使用傈僳语的时候多。如我们在岗房村向一位茶山人测四百词时，她们一边听我们用
普通话读四百词，一边用傈僳语问身边的茶山人这些词是什么意思，然后用茶山语说出这
个词。这个寨子的长者宗枪浪（曾任镇政协主席）告诉我们说：这个寨子里的茶山人，不管
是本寨的，还是缅甸嫁过来的，傈僳语都说得很好，因为在寨子里说傈僳语的机会比茶山
语多。下片马的情况和古浪的情况也类似。
片马镇有 5 所学校：4 所村小，1 所镇完小，一村一校。四年级以前到村小就读，四年
级以后到镇完小就读。从今年 9 月 1 日起，撤销村小，全镇小孩都集中到镇完小宿读。
村小一般是一师一校，一个老师从学前班教到三年级。学生也不多，三五个或十来个，
多数是傈僳族。一年级之前，学生大多不会说汉语，但能听懂一些。上学前班时，老师需要
先用傈僳语解释，然后再说汉语。从一年级开始，课堂用傈僳语的量逐渐减少，到三年级时，
就完全不需要借助傈僳语了。课余时间，学生之间或师生之间大多说傈僳语。学生选用哪种
语言交际，受老师的影响。因为一个老师教所有课程，孩子整天跟老师在一起，师生关系很
近。老师喜欢说什么话，学生就跟着说什么话。岗房村的陈昌路（12 岁，茶山人）告诉我们
说：“我 6 岁到我们村的岗房小学读学前班时，班上共有 8 个同学，有 5 个是傈僳族，3 个
是茶山族。这 5 个傈僳族同学都只会说自己的傈僳话。我喜欢跟他们一起玩，慢慢听懂了一
些傈僳话。学校只有 1 个老师，是位男老师，叫胡建华。他是我们村的傈僳人，傈僳话说得
很好。他上课时总是先用傈僳话，然后才用汉话。课后，他跟我们做游戏，都说傈僳话。我的
同班同学有董雯和陈盯蕾，都是茶山人。从一年级开始，老师上课都是说普通话了，很少说
傈僳话。下课跟我们玩的时候，老师还是多说傈僳话，有时也说普通话。下课时，我们 3 个
茶山同学在一起时，也说傈僳话，不说茶山话。胡老师教我们四年，我们跟他很亲。他喜欢
说什么话，我就跟着学什么话，我的傈僳语主要是跟老师学会的。”
镇完小的学生来源全镇，民族成分较多，学校的通用语用的是普通话。师生之间或同学
之间多用汉语交流。只有本族同学在一起时，才说自己的母语。
（二）片马镇茶山人多语和谐的成因
片马镇茶山人的语言生活之所以能够多语和谐，其成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1、我国的民族语言方针政策是多语和谐的基本保障。
我国政府十分重视民族语文工作，建国后颁布了一系列有关民族语言文字的方针政策。
从我国的宪法到各历史时期的民族语文政策，核心思想都是强调语言平等和语言的自由使
用。其中“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语言文字自由”是我国政府对待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一
贯坚持的立场。它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各民族不分大小，对自己的语言如何使用、
如何发展都有自己的权利，其他人不能干涉，更不能歧视。二是政府对各民族使用和发展自
己语言的权利，一律予以保障，根据各民族的意愿帮助他们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上述
“自由”的规定，体现了我国政府对民族平等、语言平等的原则。在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
我国的语言状况和语言关系有了新的发展。国家对少数民族语言不仅实行语言平等政策，还
对少数民族和少数民族语言都有特殊照顾的政策，对弱势语言都给予照顾。
在片马镇，我们看到各民族都能随心所欲地使用自己的语言，不会受到别人的阻拦和
干涉。他们还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选择兼用语言，协调个人的语言生活。无论是在机关，还
是在学校，还是在广大的农村。我们到处都可以听到茶山语、傈僳语、汉语在使用。这已经是
一个习以为常的语言生活。任何人使用自己的语言都不会受到反对或歧视。
2、民族关系的和谐是多语和谐的前提条件。
语言是民族的一个重要特征，与民族意识、民族感情密切相关。民族关系直接影响到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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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关系。民族关系好，语言关系也好；反之，民族关系不好，语言关系也会受到消极的影响。
和谐的民族关系是构建语言和谐的前提条件。
片马镇是有悠久历史的多民族杂居镇。茶山人是这个镇的世居民族之一。各个民族之所
以迁移到这里，或者由于在原居住遭到了生存上的挑战，或者是由于民族矛盾，或由于瘟
疫被迫离乡背井。来到这里的共同目的，都是为了开始新的生活，更好地生存发展。生活片
马镇的各民族之间没有历史的瓜葛和纠纷。各民族来到片马的共同愿望就是与周围的民族和
谐相处，共同发展。片马镇的茶山人不仅在生活中与其它民族友好相处，还在 1911 年爆发
的“片马事件”中与傈僳、汉等民族一起奋起抗英，与英军展开了长达 10 余年的浴血奋战。
在战争中与傈僳族以及其它民族结下了深厚的情感。
在片马镇，不仅镇内的民族和睦相处，而且还与毗邻的缅甸人友好往来。片马的南、西、
北与缅甸接壤。与片马镇临近的是缅甸的大田坝区，这个区所辖的 12 个自然寨与片马镇所
辖的 13 个自然寨山水相连。如下片马对面是王开河和麻利平两个寨子，王开河是茶山人聚
居寨，麻利平是傈僳人聚居寨。古浪村对面的达嘟和腊吾科两个寨子，这两个寨子是茶山人
和傈僳人的聚居寨。两边的茶山人和傈僳人说的是一样的语言，交往密切，贸易自由，通婚
自由。不同国籍的族内婚姻在片马镇很常见。两国的茶山人和傈僳人互相探访，农忙时节还
互相帮助。
民族关系的和谐还体现在民族文化的相互交融上。大家住一样的房子，说一样的话，过
一样的节日。茶山、傈僳、汉、白等不同民族都同样过春节、吃年夜饭、看春节联欢晚会。一个民
族的节日，不同的民族一起过。如茶山族过新米节时，全寨人都聚在一起，不管你是傈僳族、
汉族还是其它民族，大家都穿上各自的民族服装，一起唱茶山语歌曲和跳茶山舞蹈。又如傈
僳族过阔时节，茶山人和其它民族的人也会前去祝贺。建新房、办喜事丧事，大家都一起帮
忙，根本不问你的民族成分。庆祝新居落成是片马人最隆重的活动，哪家人新居落成，同寨
的乡亲、远近的亲朋都来庆贺。来客中有茶山、傈僳、汉、白等不同民族的人，大家在一起载歌
载舞、喝酒言欢，其乐融融。我们问科则（女，36 岁，下片马村民）、普才（男，31 岁，片
泗河村副书记）、崩友（女，46 岁，岗房村坡西口村民）、崩绍（56 岁，古浪二组村民）等
不同寨子的村民或村干部“你们寨子民族关系好不好？有没有出现过民族矛盾？”，得到
的回答都是“关系很好，就像一家人。大家互帮互助，就像一个民族。”
多么友好的民族关系啊！这样友好的民族关系其语言关系自然是和谐的。因为友好的交
往，营造了不同民族悦纳了彼此语言和文化的氛围，而不同民族的彼此接纳必然会促成语
言关系的和谐互补。民族关系和语言关系是双向互动的。
3、开放包容的语言态度是多语和谐的心理基础。
片马镇茶山人对语言的兼用是一种包容开放的态度。他们热爱自己的母语，认为母语是
祖宗的语言不能忘记，不能丢失。但也认同别的民族语言，认为只有掌握别的民族语言才能
很好地与其它民族交流沟通。所以茶山人除了使用母语外，还兼用傈僳、汉、白、缅、景颇语等
多种语言。他们认为：需要使用哪种语言就学习那种语言，多掌握一种语言，就等于多了一
门技能，多了一条走进那个民族的路径。
茶山人开放包容的语言态度与片马镇的民族构成有关。片马镇分布着景颇、傈僳、白、汉、
彝、壮等八个民族。这些不同的民族在这里聚集，他们不同的语言文化也在这里交融。各民族
既保留自己的母语，以满足本民族的交际需要和族群认同，又兼用共同语——汉语以满足
民族自身发展的需要，同时还当地通行面较广的傈僳语或其它民族语以满足友好的邻里交
往。
语言是具有交际功能、情感功能、文化传承功能、族群认同功能等多种功能。母语和兼用
在这些功能里发挥的作用大小是不同的。母语用于同一族群之间的交际时，其多种功能都得
以实现。因此，茶山人在家庭内和同族之间都选择使用自己的母语。这是茶山语得以代代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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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的根本原因。但是，由于母语的使用范围受到一定程度的制约，人们需要选择跨地域、跨
族群的全民共同语或地域共同语来补充母语交际功能的不足。人口只有 1769 人的片马镇，
傈僳族的人口最多，占了总人口的 38.7%。在茶山人聚居村寨或其毗邻村寨，都有大量的傈
僳人分布，傈僳语以人口优势而成为片马镇村寨的族际交际语。茶山人有兼用以满足族际交
往的需要。同时，汉语是国家的通用语，承载着先进的文化和丰富的信息，从日常生活中的
看电视、进城购物，到外出打工、学习新技术等方方面面，都离不开懂汉语。因此，汉语成为
茶山村寨走向外面世界的桥梁。因此茶山人兼用了汉语。而且，现在的年轻父母对子女的汉
语教育越来越重视，把汉语教育与小孩的前途联系在一起。如陈昌路（ 12 岁，茶山人）的
父亲对我们说：“在现代社会，不重视汉语教育，对小孩的前途是不利的。我打算把我的小
孩送到泸水一中去读书，那里的师资比鲁掌中学好。”
在我们的语言态度问卷调查中，也能够看到茶山人开放包容的语言态度。如关于“您认
为掌握茶山话的目的是什么？”这一问题，大部分人的回答是“便于与同族人沟通或为了
不忘自己的祖宗。”可见茶山语的功用主要是族内交际和族群认同，茶山语在茶山人的心目
具有兼用不能替代的情感地位。泸水县文化局长告诉我们说：“一听到你们来研究我们景颇
语，我们就非常高兴；又听见你们会唱我们景颇族的歌，我的心里就特别温暖。我们茶山人
本来就少，我们把你们也看作我们茶山人了。”当我们对为调查工作提供方便的茶山人说
“谢谢”时，从公务员、村干部到村民，每一个茶山人都是这样回答我们的：“应该是我们
谢谢你们才对，你们从那么远的地方来，帮我们茶山人研究我们的茶山语。”又如“把普通
话、汉语方言、茶山语、傈僳语四种语言按重要程度排序”这一测试题，我们的 11 位调查对
象中有 8 位是这样排序的:普通话—茶山语—傈僳语—汉语方言。这个答案反映出通用语普
通话在多数人的心目中实际功用最大。正是这种对不同语言各取所需的兼容态度，成就了茶
山人的多语生活。为了满足与当地主体民族交际的需要，茶山人兼用了傈僳语，为了自身生
存发展的需要，促使茶山人兼用汉语。茶山人认为，什么语言有用，就学什么语言，多掌握
一种语言就多一种本事。正是这种开放包容的态度，为习得多种语言和谐奠定了良好的心理
基础。
4、九年制义务教育的普及促进了片马镇茶山人的多语和谐。
九年制义务教育对傈僳语，特别是汉语的习得发挥了重要的作用。2003 年片马镇实现
九年制义务教育。小学生入学率达到 100%。因为傈僳族学生最多，而且入学前大多是母语单
语人或母语—汉语半双语人，即只能听懂汉语但不会的双语人。所以，在村小里，不仅傈僳
族学生说傈僳语，有的老师也说傈僳语。学前班或一年级时，傈僳语还是课堂教学的辅助语。
与傈僳同学同窗三年的茶山儿童自然而然地习得了傈僳语。九年义务教育对青少年学习汉语
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汉语能力的训练可以分为“听”、“说”、“读”、“写”四个方面。
在村小接受了三、四年教育后，茶山儿童汉语的“听”和“说”能力得到了较大提高，能熟
练使用地汉语进行口语交际。四年级后，全镇各族学生都到镇完小寄宿就读，课上和课下都
说汉语。汉语的口语和书面语能力都得到提高。从 2009 年 9 月起，片马镇取消村小，实行中
心完小就读制，从一到六年级都到镇完小住宿就读。长达 6 年的寄宿学习，将为学生学习汉
语提供了更好的语言环境，茶山青少年的汉语文水平也将越来越高。片马镇没有中学，初中
要到鲁掌镇或泸水县城去读，那里的学校用语是汉语。片马镇初中的入学率是 90%，大部分
茶山学生接受了九年制义务教育以后，汉语的“听、说、读、写”能力都得到较大提高，具有
较强的汉语口语能力和书面语能力。有的茶山青少年的汉语能力甚至超过了母语，在日常生
活用语中，也更习惯于选择汉语。
九年义务教育对茶山人语言和谐关系的促进，已经在青少年的语言生活中得到显现。
虽然老、中、青三个年龄段的茶山人都兼用汉语，但他们的汉语水平和使用汉语的频率和意
愿不同。与中老年人相比，青少年的汉语水平最高，使用汉语的频率也高，使用汉语的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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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强。九年义务教育将使汉语在茶山人的多语和谐中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5、社会的进步是促进片马多语和谐发展的原动力。
语言是为社会生活服务的，有什么形式的社会生活，就有什么形式的语言生活。语言生
活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而发展。
片马镇的茶山人多居住在山腰。上世纪 80 年代以前，不通公路，交通基本靠走。很多寨
子都不通电。经济生活单一，日出而作日落而归。全镇只有古浪小学一所小学，学生读初中
要走 100 多里山路。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茶山人与外界的交往范围限于本寨或临近寨子，
他们只要掌握茶山语或傈僳语即可满足日常交际的需要。
80 年代以后，茶山人在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上都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1991 年，片马被
云南省列为省级二类开放口岸，同时，缅甸一方也开始向中国的私人老板出售当地自然资
源——原始森林和矿产资源，片马经济在九十年代经济曾一度繁荣。当时片马的本地居民只
有 1400 多人，而外来的流动人口和暂住居民已经超过了三万人。现在，片马的经济虽然不
及 90 年代繁荣，但与 80 年代以前相比，还是有了很大的进步。基本上实现了“三通”——
村村通路、通水、通电。从片马镇到州府六库还通了班车。人均年收入达到 1000 多元，其中下
片马人均收入达到了 1840 元。家家都有电视机、固定电话或手机。有的家庭还有洗衣机、电冰
箱、摩托车。
社会的进步、经济的繁荣影响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具体到语言生活上，是年轻一代
比祖辈们更加积极地学习使用普通话和当地方言，母语、傈僳语、汉语在不同年龄段的茶山
人的语言生活里发挥着不同作用。他们根据自己的交际需要，妥善地调解不同语言的使用功
能，使这些语言在自己的语言生活中各司其职、各有所用、和谐共存。

四、片马茶山人和谐的多语生活对民族发展的意义
语言是民族的重要特征之一，与人们的生活相依为伴。语言生活的状况如何，直接关
系到一个民族的发展和繁荣。多语，是片马茶山人语言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它对茶山人以
及其他民族的发展、繁荣有什么作用呢？

（1） 茶山人的多语生活是他们在片马得以生存、发展的重要条件之一。
片马的茶山人，人口少，要在片马这块多民族杂居地区能够生存、发展下去，必须与其
他民族相互沟通，也就是要有与其他民族都能相互了解的“共同语”。片马的各民族，都有
自己稳定使用的语言，在日常生活中各自主要使用自己的母语，所以，不同民族之间的语
言沟通，不能靠语言转用，而要靠语言兼用，也就是说，要靠一个民族兼用另一民族的语
言来满足相互交际的需要。这一客观需求，形成了片马地区多语兼用的客观规则。在这一规
则的作用下，片马的各民族语言兼用相当普遍。比如：茶山人大部分人都能兼用汉语和傈僳
语；傈僳族大部分人能兼用汉语，少部分人能兼用茶山语；白族都能兼用汉语，大部分人
还能兼用傈僳语。当然，不同民族由于人口多少的不同，语言兼用存在不同的层次。主要是
人口少的民族，语言兼用的能力强，兼用的语种多；反之亦然。茶山人属于人口较少的民族，
所以能兼用其他语言的人数比较多，而傈僳族比茶山人多，所以，能兼用其他语言的人数
相当较少。
在片马，茶山人几乎每天都处在与其他民族相互接触之中。不同民族的生产活动，比如
种植农作物，都要与其他民族共同商议，相互约工；他们的产品，要与别的民族进行交换 ；
各民族的节日活动，都要邀请其他民族来共同欢聚。这样一个不同民族聚合在一起的大家庭，
没有共通的语言，是无法正常运转的。特别是人口少的民族，更需要具有兼用其他语言的能
力。我们在片马地区到处都能看到，茶山人遇到汉族说汉语，转而遇到傈僳族就说傈僳语，
11

与其他民族相处十分融洽。他们每一天的语言生活，几乎都在不同语码的转换中度过的。近
期，茶山人为了增加收入，将大力发展种植核桃，我们目睹了他们与几位汉族种植者一起
用汉语签订核桃联合种植合同。我们还看到一位开设饭馆的茶山人，他迎来了四方各民族的
宾客，不同语言的转换使用是那么自然、流畅。
（二）茶山人的多语和谐使得他们与其他民族的友好团结不断增强。
我们到达片马后，片马各民族之间友好团结的民族关系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有的茶山人告诉我们：“我们这里的不同民族好像没多大区别了。”“我们从来没有发生过
什么冲突和矛盾。”“我们盖房子、种田，人手不够，就找别人来帮忙，包括其他民族的。”
“我们不同民族过的节日都互相参加。”这些发自肺腑的话，使我们感到民族关系的真情。
而这种美好的民族关系，要靠语言来传递信息，沟通情感，协调关系。
我们在下片马采访时，一位叫科则的茶山中年妇女告诉我们：“一般情况下，如果客
人来了，是什么民族就说对方民族的语言，这样比较尊重对方。如果丈夫（丈夫是白族）的
亲戚来了，就说白语。”有的村民说：“在村子里我主要说茶山语和傈僳语，见到傈僳族就
说傈僳语，见到茶山人就说茶山语。有时也说汉语。说汉语和说民族语一样多。在聊天和生产
劳动的时候，什么语言都说，见到什么人说什么话。”这里和谐的多语生活呈现给我们的是
相互尊重、友好的民族关系。
茶山人的族际婚姻家庭的比例不断上升，是民族团结、民族和谐的一个重要表现。茶山
男子娶傈僳族、白族、汉族为妻，茶山女子嫁给傈僳族、白族、汉族的现象比比皆是。在族际婚
姻家庭里，不同民族的成员能够兼用对方的语言，孩子跟母亲说母亲的语言，跟父亲说父
亲的语言；夫妻之间要不转用对方的语言，要不兼用对方的语言。我们知道，族际婚姻家庭
的建立，要靠民族和谐来保证，靠语言和谐来支撑。没有和谐的语言关系，家庭成员之间就
无法实现随心所欲的交流。
和谐的民族关系决定了和谐的多语关系；而和谐的多语关系又能促进民族关系和谐地
发展。语言关系是民族关系的一部分，民族关系制约语言关系。民族关系和谐，不仅能够使
一个民族尊重其他民族的语言和文化，带来民族之间频繁的语言接触，而且还能够促使相
互间学习和使用语言，形成自然的语言兼用。而紧张的民族关系则往往导致语言歧视和语言
冲突，很难出现自然的语言兼用现象。而语言的兼用又促进了民族之间的相互往来，从而使
语言关系和民族关系之间形成良性的双向互动关系。
（三）有助于维护边疆稳定。
片马镇位于高黎贡山 西坡，西、南、北三面与缅甸 克钦邦 接壤。历史上片马曾被英属
缅甸占领，1960 年重回祖国怀抱。在片马镇，不仅镇内的民族和睦相处，而且还与毗邻的
缅甸人友好往来。与片马镇临近的是缅甸的大田坝区，这个区所辖的 12 个自然寨与片马镇
所辖的 13 个自然寨山水相连。如下片马的对面有王开河和麻利平两个寨子，王开河是茶山
人聚居寨，麻利平是傈僳人聚居寨。古浪村对面的达嘟和腊吾科两个寨子，是茶山人和傈僳
人的聚居寨。两边的茶山人和傈僳人说的是一样的语言，大多是多语者。两地居民交往密切，
贸易自由，通婚自由。他们经常互相探访，农忙时节还互相帮助，来来去去非常方便。虽是
两个国籍，但语言、文化的密切交融使得他们亲如一家。
茶山人还与境外的缅甸茶山人、傈僳人通婚。这种跨国婚姻家庭，也充满了语言和谐。语
言和谐为跨国婚姻家庭提供了语言条件。
（四）和谐的语言生活有助于母语的保留。
语言和谐，意味着语言尊重和语言使用的自由。片马茶山人虽然人口少，但他们的语言
受到其他民族的尊重，他们可以自由使用自己的语言。片马人兼用其他语言，兼用语和母语
互相补充，各自在不同的领域发挥作用，这有利于母语的保存。他们兼用的汉语虽然是各民
族的共同语，在各个领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并不能完全代替母语的功能。诚然，在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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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建设不断推进的新时代，人口少的民族语言的功能在年轻一代人中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衰
退，但多语和谐对人口少的民族语言能起到一定的抑制作用，会稳定母语的地位和价值。
我们预计，茶山人的语言在今后几代人中将会在多余和谐的环境中得以保存下去，发
挥其交际功能和保存民族文化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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