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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全球化的快速发展，不同民族文化人们的交

往日益增多，少数民族文化的活跃和弱势群体文化的

发展，使多元文化成为一种势不可挡的趋势。随着世界

范围内反压迫解放运动的兴起，少数民族群体不断在

政治、文化、教育等方面提出诉求，国家主流文化和少

数民族亚文化之间的矛盾不断升温，西方资本主义国

家中原先奉行的文化同化政策受到了进一步的抨击与

挑战。为了应对这种局面，多元文化主义作为西方国家

解决民族问题的一种新思潮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并

受到广泛的关注。以培养多元文化公民为目标，倡导不

同族群之间平等享有国家赋予的权利和义务，承认并

尊重不同族群间文化差异的多元文化主义公民教育在

20 世纪 90 年代发展成为一种世界性的教育运动，旨

在帮助公民挣脱国家、民族的文化压迫，养成具有世界

性眼光、极具包容心和责任感的世界公民。

一、多元文化主义的公民观
多元文化主义下的公民是能平衡“国”“族”认同的

多元一体公民和极具包容心的开放的公民。

（一）多元文化主义下的公民是具有解放精神的自

由公民
世界上大多数国家虽是多种族群的混合体，但被

分享的文化往往是主流群体的文化，而处于社会中不

利处境的移民、少数民族群体、亚文化群体，则是在主

流社会的霸权主义下被压迫和被排挤的对象〔1〕。统治

阶级为了捍卫其统治地位，必然会将统治阶级所属文

化宣扬为社会的主流文化，并根据其统治的需要确定

其教育的培养目标，并在这种目标指导之下培养其所

需要的人才。如此一来，处于被压迫地位的群体，在政

治上、文化上、教育上将难以实现地位的“逆袭”。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格局和各国的社会秩序

风云变幻，殖民地国家的民族独立和解放运动、各种反

抗压迫的工人和学生运动风起云涌，各民族、阶级、阶
层的人们渴望摆脱压迫，获得自由、民主与解放〔2〕，期

待建立一个如弗莱雷所说的“少一点丑、不公和非人

性，而多一点美、民主和人性的世界”〔3〕。在吸取弗莱

雷解放思想和批判精神的基础上，多元文化主义者麦

克莱伦在其成名作《校园生活》一书中也谈到，在国家

体制、种族主义、同化论的压迫下，对社会系统中的多

元化个体的发展是极为不利的，应从被压迫群体的利

益出发，建立新的社会秩序，将他们从被压制的地位中

解放出来〔4〕。
文化本是人类文明发展积淀的宝贵财富，仅有差

异和不同，不存在一种文化优于另一种文化之说，因

此，文化之间不应有高低贵贱之分，更不能让一种文化

凌驾于其他文化之上〔5〕，成为压迫的手段。多元文化

主义的提出成为了被压迫群体的福音，其所强调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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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是消除了压迫者和被压迫者而实现双向解放的自

由。在弗莱雷看来，解放是需要真正的自由的，他把自

由视为追求完美人性必不可少的条件，而获得身心解

放的多元文化主义下的公民正是这样一种具有解放精

神的自由公民，他们主张解放政治、文化、教育等领域

中存在的压迫与被压迫，消解社会中对弱势群体的歧

视、不公和约束，真正实现权力行使、文化传承和教育

选择的自由平等，建立一个包罗万象的多元文化社会。
“霸权”将成为过去，取而代之的是具有解放精神的懂

得尊重差异文化、包容异质观念的现代自由公民，自由

的公民还将平等地拥有国家赋予的各种权力，共享社

会发展成果。

（二）多元文化主义下的公民是超越“主客二分”的
平等政治公民

公民是国家最基本的政治成员，不仅是一种具有该

国国籍的自然人，享有权利并承担义务，同时还是自由

平等的个体，是具有基本政治权利的责权统一的个人。
但是公民权力最初并不是为人们所普遍享有的，是随

着国家和社会的发展逐渐赋予人们的，而民主与平等

的实现也是西方公民教育思潮与流派所关注的重点。
多元文化主义作为一种后现代主义思潮，反对传

统的以主体为中心、主客二分的政治压迫现状，批判自

由主义将公民简单地约化为个人主体的普适性公民

观，提出应在坚持普适性平等的基础上以不同的标准

对待具有不同阶级、种族、性别、肤色、社会地位的公

民。多元文化主义者从弱势群体角度出发，对亚文化群

体的平等政治权发出呼吁，欲使公民资格成为一种普

遍意义的存在，而不再是阶级身份的化身。多元文化主

义反对主流文化群体的强权霸政，追求超越主客二分

的平等的以族群为单位的政治平等，并指出政治权力

是公共的权力，是作为集体性实体的自由而平等的公

民权力〔6〕。少数民族亚文化群体成员往往通过族群与

国家间接产生联系，这意味着在保障普通公民平等权

力的同时，需考虑少数民族群体的客观存在，应赋予其

相应的权力，并将其族群的文化差异纳入政治领域，尊

重并认可族群的特殊性和价值。正如威尔·金里卡

（Will Kymlick）所说，“在多元文化国家，全面的正义理

论必须既包括超越团体资格的普通权力，也包括以不

同团体为基础的特殊权力，或者维护弱势文化的‘特殊

地位’”，可赋予亚文化群体以自治权力、多族群权力和

特别代表权，保障差异化群体被社会认可并接纳〔7〕。
其中民族群体可赋予它们一定的自治权，以管理本民

族的事务；移民群体赋予多族群权，以开明的姿态包容

他们，将移民视作国家的一份子，有利于多族群团结一

心，维护国家稳定；而特别代表权则上述二者皆可，对

少数民族群体和移民群体赋予一定的特别代表权，代

表的是国家政治层面的认可，是政治平等的应有之意。
特殊权力的赋予旨在保护弱势群体权力的行使，使其

享有平等的政治参与权、社会经济权、文化权，以保护

多元文化和少数群体的公民权。随着权力的实现，人们

的思想观念和身份地位获得解放，相应的“特权”也应

随之解除，避免特权意识滋生，再生“次压迫者”。
因而，多元文化主义下的公民是解构主流群体政

治霸权基础上的平等政治公民。他们主张建立和完善

民主政治体系，消除“主客二分”的政治压迫现状，以重

建国家公民应有的归属感和自信心。

（三）多元文化主义下的公民是普适性意义上的差

异文化公民
直到 20 世纪后期，自由主义公民身份的普适性理

念还主导着西方社会。自由主义公民身份主导下的公

民之间看似人人平等，每个公民都是无差别的，实则忽

视了族群的差异性和文化的多样性。在批判自由主义

普适性的基础上，多元文化主义者认为，基于文化和历

史的差异，不同族群的公民身份也是有差异的，反对自

由主义抹杀少数民族群体的文化差异，强调对少数民

族群体在文化信仰上的差异认同和差异对待。具体来

说，主要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主张用理性的眼光

对待其历史和文化的差异。多元文化主义者认为，应针

对不同的族群推行多元文化政策，少数民族群体在享

有平等政治权力的基础上，有权保留自身的文化特色，

发展传承本族群的传统历史文化。因此，尊重文化的多

样性，承认少数民族群体、移民群体、弱势群体的文化

差异，是推动社会和谐发展的必然条件。同时，作为“差

异性”的公民，不仅要认同本族群的文化，对本族群文

化充满自信心，还需尊重其他族群的文化，携手保护文

化的多样性。二是赋予差异族群之文化发展特权。之所

以要赋予少数族群以文化发展的特权，是因为国家总

是以维护统治阶级所属文化为先，这不免让少数民族

文化群体处于文化压迫的劣势地位，“在文化多元的社

会中，亚文化群体需要特别的文化权力来保护其文化

共同体免受不必要的解体”〔8〕。作为差异性的文化公

民，只有自我的文化或习俗脱离了国家和社会的偏见

与压迫，得到尊重与认可，并获得发展特有文化的权

力，才能以同样宽容且理性的眼光尊重国家的历史与

人文，协调族群与国家的差异文化认同。
在一个多族群的社会中，公民不仅在政治上是普

适性意义上的差异公民，而且在文化上享有平等的差

异文化身份。为了实现文化身份的平等，多元文化主义

者坚持认为，在承认少数民族群体、移民群体和弱势群

体等非主流亚文化群体客观存在的基础上，赋予这些

民族文化群体以“特殊的文化发展权力”，尤其是那些

处境不利的群体，可保障弱势群体成员的基本文化话

语权，使他们能有机会、有信心以差异的文化身份投入

到各种社会事务中，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国家公民，逐步

改善亚文化群体原有的不利地位，提升社会的公平与

正义，增强公民的文化认同感与归属感。

第 22 期 张家军等：多元文化主义的公民观及其教育 43



44 教 育 理 论 与 实 践 2017 年

（四）多元文化主义下的公民是能平衡“国”“族”认
同的多元一体公民

多元文化主义下的公民是集普适性公民身份和差

异性文化身份于一体的公民，前者是基于国家的政治

认同，后者是基于族群差异的文化认同。因此，多元文

化主义下的公民，无论是普适性的公民身份还是差异

性的文化身份，他们都是基于对共同体的认同而形成

的，是集国家、族群、个人等多元要素于一体的公民。
多元文化主义者认为，首先，基于差异而产生的国

家认同和族群认同之间存在着相互联系，因此，公民应

平衡族群认同和国家认同二者的关系。对族群认同的

性质差异、构成要素及对产生模式的不同理解，将直接

影响着社会个体对于族群的认同与归属以及社会个体

对于国家的认同。不同族群的产生模式不尽相同，与之

相应的族群成员对于族群的认同性质及其对国家的认

同也大多不同。以血缘、地缘、共同的语言和信仰等文

化因素作为族群认同基本要素的“原生论模式”认为，

族群认同高于国家认同，但从族群流动性和情境性出发

的“场景模式”则强调族群认同具有多重性和层次性。
在巴斯看来，族群具有流动性，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其

实并不矛盾。在一些日常互动当中，族群可以借助国家

认同实现合作共赢，国家可运作族群认同实现社会政

治、经济目的〔9〕。其次，多元文化主义下的公民还需在

平衡“国”与“族”的关系上对公民认同有全面的理解。国

家认同强调的是公民对国家的政治认同，而族群认同强

调的是公民对所属群体的文化认同，前者侧重政治上的

归属，后者侧重于文化的趋同。尽管多元文化主义强调

采取差异性的方式对待少数族群，但族群仍然是国家

之内的族群，是以国家为限的，国家认同是族群差异精

神的基础和前提条件，族群差异也是国家完整性、统一

性基础上的差异〔9〕。只有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相得益

彰，国家的整合为族群多元的差异文化习俗保留一份

发展空间，建构多元一体的良性发展体系，才能平衡公

民对二者关系的理解，推动民主国家的健康有序发展。

（五）多元文化主义下的公民是极具包容心的“开

放的自我”
多元文化主义主张，公民不仅要认同自己族群的

文化，还应尊重和认可他族的文化。首先，多元文化主

义认为，作为社会个体，公民应该承认和尊重不同族群

文化之间的差异。多元文化的公民身份既表现为对自

己族群文化的认同，更重要的是表现为对其他族群文

化的尊重。对此，查尔斯·泰勒指出，“我们的认同部分

是由他人的承认构成的，如果得不到他人的承认，或者

得到的仅仅是扭曲的承认，也会对我们的认同构成显

著的影响”〔10〕。如果只认同本民族文化，忽视了对其他

少数民族文化的认同和尊重，极易造成文化的多边对

立和隔离。多元文化主义者强调，开放的公民应是懂得

尊重并欣赏其他族群文化且具有包容差异文化理念的

公民，在这个多元包容理念的引导下形成文化间的多

元和谐发展局面，逐步消除不同文化间的误解和歧视。
其次，多元文化主义下的公民还应是有着积极面对和

处理文化冲突能力的公民。文化因异质而多元，不同族

群文化核心价值理念的不同，极易导致文化间的冲突

和矛盾，又因文化的发展与传播具有极强的渗透性，常

在无意识中左右着人们的生活。对此，多元文化主义主

张，公民应在坚持自我族群文化观的基础上，对文化间

的差异现象兼容并包，以开放的姿态共享差异文化价

值观，正视文化间存在的矛盾和冲突，与其他族群文化

的社会成员和谐相处。多元文化主义下的公民不仅能

够理性面对差异文化冲突的意识形态，还具有理性处

理差异文化冲突的能力。在承认和尊重文化间的差异

并能理性面对文化冲突的基础上，公民在冲突面前能

正确理解行为人所属文化群体与国家文化综合体之间

的相互关系，也为公民决定采取何种立场（如宽容、中
立、暴力）来解决冲突奠定了文化基础。

因此，多元文化主义所主张的公民，是具有尊重文

化差异且能理性地面对和解决文化冲突的极具包容心

的开放的全球公民，一种超越历史地理认知和国家身

份的具有全球意识的公民，也恰好为多元文化主义民

主和公民教育的开展提供了可能性〔11〕。

三、多元文化主义之于公民教育的诉求
多元文化主义下的公民是自压迫中解放的自由的

公民，是具有尊重异质文化、极具包容心的公民。要培

养这种具有尊重与包容差异文化、能够处理不同族群

间文化差异与冲突的公民，就必须诉诸于多元文化教

育，培育学生以积极的态度对待文化的差异性。
（一）在教育价值观方面：树立积极、肯定的文化价

值观，采取对话式教学
首先，在文化价值观方面，强调以积极的肯定和尊

重取代中立原则。教育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传承手段，

其传递的文化价值取向对于族群、国家的发展都是至

关重要的。自由主义在教育过程中推崇教育中立的原

则，坚持认为教育不应该偏爱某种文化价值。自由主义

所倡导的教育中立原则，其实质上蕴含着学生由于对族

群文化的无知而被主流文化同化的危险。教育中立既

然无法实现，就应该以积极的态度肯定差异的存在。正

因如此，多元文化主义者主张，公民教育要注重培育学

生对不同文化相互尊重和积极地面对与解决文化冲突

的能力。在多元文化主义者看来，尊重少数民族和他们

独特的生活方式，开放学习少数民族文化的空间，展示

少数民族文化的价值，增进族群成员对自身文化和异质

文化的了解，能帮助族群成员形成正确的国家认同和个

人族群认同，形成相互尊重、和谐互助的多元社会。
其次，在教学观方面，主张以积极的对话式教学取

代传统的灌输式教学。合格的公民只有在自由、民主、
平等的和谐环境中才能得以培育。在传统的教育过程



中，教师以其作为知识的拥有者自居，把学生视作知识

储存的银行，认为机械地把知识一点一点存进去即可，

且在教学中忽视学生的主体性和人性，以高屋建瓴的

姿态把知识灌输给学生，把学生当成流水线作业的对

象，以社会稳定所需的顺民为蓝本展开工作。无视差异

和人性的教育是僵化的，没有创新意识和批判意识的社

会非但不能维系统治阶级所贪图的稳定，反而会导致

整个社会的后退。多元文化主义下的教育应坚持以人

性化取代非人性化，以积极的对话式教育取代灌输式教

育，强调培养学生的批判意识，养成用批判性的眼光看

待社会问题的能力，发挥教育对社会和谐发展的推动作

用。比之传统的灌输式教育，对话式教育具有以下特

点：其一，师生之间是平等的关系，学生能从施行爱与

希望的教师身上感知民主、自由、平等的真正内涵，并

逐渐内化到自己的行为模式中。其二，采用师生合作的

对话式教学，在充满着爱、谦卑和信任的环境中，教师

与学生就某一问题展开探究性的合作学习，以建立在信

任和希望基础上的合作方式取代灌输式教育中强制、
操纵和驯化的关系，促进师生的双向发展。其三，注重

知识对实践的指导意义。人的解放不仅局限于教学中的

各种关系解放，还在于以解放的精神去改造社会，将爱、
希望、信任、谦卑和批判精神从课堂迁移到社会，去消

解社会中存在的压迫与被压迫，最终实现全人的解放。
总之，多元文化主义主张转变传统教育中固有的

文化观和教育观，使教育不再成为特有权力阶级实施

文化压迫和文化殖民的工具，洗涮教育沦为蚕食文化

间差异的政治附庸品的冤屈，让教育以积极的面貌重

生，成为立足于传递民主、自由与人性和孕育批判精

神、解放精神的沃土。

（二）在教育目标方面：培养具有健全人格特质的

公民
学校作为培育学生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和提高其相

应能力的重要场所，又是培养公民真正民主平等意识

的发源地。毫无疑问，培养公民是一切教育目标表述的

基础，也是国家对教育的基本要求，而培养合格的积极

参与社会活动的健全人格特质的公民，则处于多元文化

主义教育目标的核心〔12〕。正如凯兴斯泰纳（Kerschen-
steiner）在其《公民教育的目的》一书中指出，公民教育

应致力于帮助学生养成现代责权意识，并能以批判性

的眼光看待个人、国家、社会的关系，为其将来成为民

主社会的合格成员打下基础。高尼克（Gollnick）也认

为，多元文化教育试图达到的目标应包括：理解不同文

化的价值功能，关注人权并尊重那些与自己不同的人，

尊重人类对生活方式的选择权，增进社会正义和所有

人的机会平等，促进团体间权利的平等分配〔13〕。
事实上，在全球化背景下，任何国家或民族的多数

文化或群体都有可能在其他地方变成少数，仅靠政府

对“少数”的保护来支撑其发展并不是长久之计，也不

是多元文化主义最终追求的目标〔14〕。因此，多元文化

主义主张教育应培养具有健全人格特质的具有多元文

化意识、差异文化素养和理性行为的现代公民，以多元

差异文化的尊重与保护为己任，守护人类发展的文化

遗产。多元文化意识是指多元文化社会中的公民应清

晰的认识到，文化的主流地位不再是“非此即彼”的压

迫转换关系，而是平等的多元差异文化的和谐共生状

态。差异文化素养是指公民需要懂得尊重并认可其他

族群文化，并在不损害其他族群或个体利益的基础上

行使和履行个人的权力和义务。而理性行为则是在差

异性文化面前，公民的言行举止时刻都应以“国”“族”
发展为本，不做离析瓦解国家之事，不行分裂割据国家

之为，身体力行地保护国家和族群的共同利益。具有健

全人格特质的公民是以国家认同为先，拥有现代责权

意识和多元文化共处能力的合格现代公民，用开放的

自我去承认和包容异质文化，愿与他人一道共享灿烂

文化，形成多元而不是一元的文化价值取向，适应并促

进公民教育全球化的历史转型。

（三）在教育内容方面：既注重普适性公共教育，又

强调多元文化的呈现
多元文化主义者认为，要培养多元文化社会的合格

公民，不仅要加强对学生的普适性教育，同时还需向学

生展示多元文化精彩的一面，以塑造学生的多元文化意

识。为此，学生应学习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普适性的课程内容。该部分内容主要侧重于

对学生的公民基础知识教育和以“人”为目的的人道主

义教育。公民基础知识教育包括对公共理性和共享的

国家层面的价值理念、人类基本的道德生活准则等方

面的学习；以“人”为目的的教育包括人道主义与人权

的教育、理解教育、和平教育、道德教育、生活教育等，

目的在于将学生从一个自然人培养成为有“国”“族”责
任心的社会成员。学生只有对普适性的公民常识有了

清晰的认识，才能增强自身的责权意识，更好地厘清自

我与他人、个人与集体、自我族群与国家间的关系。
二是强调多元文化的呈现。多元文化主义在强调

向学生传授普适性公民常识的同时，并没有忽视族群

文化的差异及多样性。多元文化主义认为，教学内容应

摒弃文化偏见，分离个人狭隘的民族文化视角，展示文

化的多样性，以培养学生尊重和理解多元文化的能力，

养成对差异文化的批判理解能力为目的，为教育与自

由的理性选择奠定文化基础，引导学生以多元文化主

义下公民应有的姿态参与到社会生活中〔15〕。从教材编

制来讲，应在教学内容中增加民族人物的故事或者介

绍不同文化群体特有的文化习俗及其渊源。在学校方

面，可利用校址所在地的民族文化特色或风俗传统，研

发具有地方特色的校本教材，或印发多元文化的宣传

册，或利用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深入社区，开展多元文化

宣传或调研活动等。开放的多元文化学习可使不同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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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的学生有机会公开展示他们的生活常态和文化习

俗，既能让学生领略不同文化的魅力，也有助于少数民

族群体传承特色文化，增强民族自信心、自豪感。

（四）在教育方法方面：革新教育方法，传承多元文

化
多元文化主义者认为，蓬勃的形式教育并没有脱

离传统精英教学的藩篱，那些少数民族群体和弱势族

群仍旧很难接触到真正的优质教育资源。对此，多元文

化主义者主张革新传统的教育手段，充分运用新的现

代教育技术，用多样化、新颖的教育手段，如电脑、电
视、广播、新媒体、慕课等，去展示文化的多样性，提升

多元文化的教学效果。尤其是随着互联网络的快速发

展、自媒体时代的到来，包罗万象、层次各异的多样性

文化教育资源不断在网络上得以呈现和传播。少数民

族群体可通过网上在线学习的方式或者民族文化的合

法在线传播方式去传递和交流文化，以淡化现实历史

对他们造成的封闭感和自卑感，进而补偿性地宣泄在

真实社会中被阻断的本族群情感。这些被宣泄出来的

情感深入到少数民族认知渠道的过程，有助于推动少

数民族群体多维度、多视角地反思和修正其文化观，使

他们在自主知识建构中确立良性的民族身份认同感，

实现人机交互学习活动再生产式的社会认同〔16〕，进而

为少数族群和主流文化群体间的情感“鸿沟”和教学

“差异”提供一个新的弥合渠道。
除了网络学习、远程教育和利用媒体传播文化以

外，可视化的教学方式是亘古难变的。在多元文化交互

的教育过程中，物化的教育资源是既直观又可增强感

知度的有效资源。应加强学校与民间文化组织的合作，

引入名人或者传统艺人等校外民族文化资源，通过讲

座、开设文化课或者文艺汇演等形式，感召学生，增强

学生对民族文化的兴趣〔17〕。另一方面，在教学过程中，

教师应通过融合不同文化的经典历史图文、影音或直

接呈现少数民族特色图片的方式，营造一种富含多元

文化要素和多元民族文化友好传承的跨文化课堂，以

帮助学生以开放的姿态认识、了解他族文化，尊重差异

文化，构建共享的核心价值体系。
此外，教师还可“因生制宜”采取其他的方式开展

教学活动，以唤起学生对多元文化的兴趣。如游戏化学

习方式，将多样的文化知识融合在游戏中，学生通过闯

关、积分等方式完成学习活动；也可利用新媒体的渠

道，载入多元文化，给学生耳目一新的感受；还可采用

时下新兴的弹幕教学方式，与学生多向互动，在追忆古

老文化的同时，感受新生代文化的跨越式发展。

（五）在教育实施方面：以学校、教师为依托，构建

跨文化教育体系
如前所述，多元文化环境下的教育不能只“偏爱”

一种文化而忽视少数民族文化，学校作为文化传承的

教育机构，其塑造的教育教学环境对学生的学习有着

重要的影响。教师应致力于创设多元的教育教学环境，

让少数民族学生不至于在家庭和学校间产生文化隔断，

使他们能在学习过程中感受到文化的包容性和被尊重

感，建立与他族文化学生群体间相当的文化自信心，从

而增强学习的主动性、积极性。因此，在多元文化社会

以致整个世界，所有学校和教师都要有为他们的学生生

活于多元文化世界作出职业性且负责任的准备〔18〕。
为此，在校园文化建设过程中，应做到以下三个方

面：首先，校园文化建设应坚持开放性与选择性的统

一。学校是各种思想文化交织碰撞的地方，需要以开放

的姿态接受异质文化，但同时需要有选择性地批判和

吸收，以丰富自身特有的文化体系。其次，校园文化建

设还应坚持稳定性与创新性的统一。校园作为一种特

殊的文化形态，应有其稳定的内在结构，但是师生群体

拥有着差异文化、价值观和变化发展的精神需求，因而

校园文化建设又需要立足传统、推陈出新，满足多样化

且变化发展的实际。再次，学校作为为社会培养高素质

人才的场所，校园环境的建设还应坚持人文性和科学

性相结合。可通过开设民族课程选修课或举办民族活

动，给学生提供丰富的展示平台，在增强学生对异质文

化兴趣的同时，提升他们的人文素养。
此外，还应充分发挥教师在多元文化教育中的重

要作用。教师的教育对学生的各方面发展都有着举足

轻重的作用。据此，教师在课堂上的文化传播影响力无

疑是压倒性的。公民教育的成败在很大程度上受教师

公民教育理念和其对多元文化态度的影响。这就要求

教育工作者应具有多元文化的知识储备、健康的人格

与良好的职业道德，多元文化下的教师应懂得如何引

导学生接触不同的文化、欣赏不同的文化且愿意付诸

社会行动。多元文化背景下的教师应接受专门的多元

文化培训，并形成跨文化教育教学能力，能够从学生的

不同文化背景出发，评价学生的学业成绩，以助力来自

不同族群的学生在知识、技能、情感态度和价值观方面

获得不同程度的发展。教师在尊重并理解多元文化知

识的基础上，可巧妙地把知识、情感、教育技术等综合

成专业的多元文化教育，可极大地促进学生对多元文

化的认知和理解。为此，从事多元文化教育的教师还应

在专业发展的基础上加强语言转换能力，熟练教学语

言转换，便于学生从自己熟悉的语言中获得知识，增加

差异文化下学生获得平等受教育的机会，不断提高学

生的跨文化学习能力和社会适应力。
总之，多元文化主义者认为，公民应在充分学习和

了解主体民族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的基础上相互尊

重、和睦相处。多元文化下的公民教育应在保障公民普

适性权利的基础上，根据多种族、多民族、多文化的实

际情况，制定开放的教育教学政策，培育学生的多元化

视野，培养具有世界眼光、国家意识和民族认同三位一

体的多元化合格公民。从理论角度看，这一构想固然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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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良善，但在实践中也存在着难以把握其重心的弊端。
首先，多元文化主义症结于单一的文化因素，以差异为

名，为所关心的弱势群体伸张正义，欲以文化筑起的屏

障解决根植于政治经济基础上的种族不平等和种族歧

视这一难题，其实际效果还有待在实践中检验。其次，

如何界定弱势群体也是问题的症结所在。多元文化主

义涵盖范畴至宽至广（种族、民族、宗教、性别、阶级

等），在文化巨伞下，到底哪个群体是弱势群体，是政治

兼并的受害者还是具有独特语言、制度、传统文化的独

立社群？哪个群体的利益与需要重要，哪个不重要，谁

被纳入教育教学计划中？这些都是多元文化主义想要

实现其理想的状态，需要解决的迷失与困境，而这也恰

恰为多元文化主义增加了问题解决的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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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Under the wave of world war II and immigration，national consciousness is awakening gradually. With
the awakening of it，minority subculture groups and ethnic minority put forward new demands for their existence and
development continuously. As a kind of trend to moderate ethnic and national contradictions，Multiculturalism，

promotes development of political equality，respects for cultural differences，balanc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ational
identity and ethnic identity，highly tolerates heart “open self”citizens. In order to develop this kind of citizens，
Multiculturalism also puts forward its own education proposals———In terms of educational values， educational
objectives，educational contents，educational methods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education. It aims to cultivate students
to be able to respect differences，and be good at dealing with national or cultural conflicts and conflicts of qualified
citize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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