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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初ꎬ 乌兹别克斯坦刚刚独立便开始在社会生

活的各个领域进行大规模的 “去俄罗斯化”ꎬ 以彰显其民族独立ꎮ 本文分析该国

实施 “去俄罗斯化” 的原因ꎬ 详尽介绍乌兹别克斯坦 “去俄罗斯化” 进程中采

取的具体举措ꎬ 并在此基础上重点阐述独立二十多年来 “去俄罗斯化” 对该国

俄语的地位和使用范围、 俄罗斯人的生活处境、 乌兹别克语的发展和使用、 文化

和教育水平、 经济、 民族心理等社会领域所产生的巨大影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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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兹别克斯坦是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必经之地和重要枢纽ꎬ 全面了解该国

独立后的社会发展状况极为必要ꎮ 为此需要全面了解乌兹别克斯坦 “去俄罗斯

化” 的进程ꎬ 这是因为该国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初ꎬ 在刚刚独立之际便与原苏联其

他加盟共和国一样ꎬ 开始在社会生活领域进行大规模的 “去俄罗斯化” 进程ꎮ
时至今日ꎬ 乌兹别克斯坦独立已二十五年了ꎬ 其所实行的 “去俄罗斯化” 举措

对社会发展的影响也渐渐显现出来ꎮ 本文介绍乌兹别克斯坦 “去俄罗斯化” 的

具体举措ꎬ 并在客观分析其采取 “去俄罗斯化” 政策的原因之后ꎬ 重点阐述

“去俄罗斯化” 对该国俄语的地位和使用范围、 俄罗斯人的生活处境、 乌兹别克

语的发展和使用、 该国文化和教育水平、 经济、 民族心理等社会领域所产生的巨

大影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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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乌兹别克斯坦 “去俄罗斯化” 举措

“去俄罗斯化 (дерусификация)” 是指将俄罗斯人或者以俄语为母语的其他

民族的人、 俄语和俄罗斯文化从某个特定人群的各个生活领域排挤出去的过程ꎮ
该术语也可用来表示为了推广本地的语言或文化而将以俄语为母语的人们的语

言、 文化和其他标志物边缘化ꎮ 自 １９９１ 年 ９ 月 １ 日宣布独立后ꎬ 乌兹别克斯坦

政府为彻底摆脱苏联的影响ꎬ 彰显其独立性ꎬ 便在历史、 建筑、 语言、 文化及干

部任用等方面开始了大规模的 “去俄罗斯化” 进程ꎬ 其具体举措如下:

１ 历史方面: 改写苏联时期的历史

乌兹别克斯坦独立后ꎬ 政府便开始有目的地改写该国在苏联时期的历史ꎮ 乌

兹别克斯坦学生使用的历史教科书中ꎬ 不再使用 “伟大卫国战争” 的提法ꎬ 而

是代之以 “第二次世界大战”ꎮ 在这些书中ꎬ 苏联被描述成俄罗斯殖民主义帝国

新的化身ꎬ 而乌兹别克共和国作为苏联加盟共和国的历史则被看作是苦难、 屈辱

和被剥削的一段经历ꎮ 俄罗斯人则被等同于殖民者ꎮ 不仅如此ꎬ 苏联时期来自各

个加盟共和国的专家帮助乌建设学校、 工厂、 医院ꎬ 苏联政府支持乌文学、 戏剧

等文化领域的发展ꎬ 来自苏联全国的志愿者帮助塔什干震后重建等历史事实ꎬ 在

这些历史教科书中都只字未提①ꎮ

２ 建筑方面

(１) 拆除与俄罗斯和苏联有关的纪念碑和铭牌ꎮ 乌兹别克斯坦独立后ꎬ 有

目的地拆毁了几乎所有与俄罗斯和苏联有关的纪念碑ꎮ 例如ꎬ １９９２ 年拆毁了为

纪念帮助塔什干在 １９６６ 年大地震后重建的苏联建设者而修建的纪念碑②ꎻ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夜ꎬ 拆除了位于塔什干市士兵荣誉公园的祖国保卫者纪念碑ꎬ 该纪

念碑建于 １９７３ 年ꎬ 原名为 “南方边界的保卫者” 纪念碑ꎬ 乌兹别克斯坦独立后

改为现名③ꎻ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６ 日ꎬ 拆除了位于塔什干市的伟大卫国战争英雄萨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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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拉希莫夫少将的纪念碑①ꎻ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ꎬ 在塔什干市国立阿力什尔纳沃

伊大剧院翻修后的竣工典礼前夕ꎬ 乌政府拆除了原来该剧院墙上镶嵌的写有俄罗

斯设计师阿 维休谢夫 (红场列宁墓的设计师) 名字的大理石纪念铭牌②

等等ꎮ
(２) 街道、 地铁改名ꎮ 乌兹别克斯坦独立后ꎬ 许多城市的街道和地铁站都

被改了名ꎬ 以表示彻底脱离与苏联的关系ꎮ 例如ꎬ 塔什干的基洛夫大街被改名为

凯末尔大街 (凯末尔是土耳其现代国家之父)ꎻ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ꎬ 乌兹别克斯坦议

会审议并通过了 “关于塔什干市萨比尔拉希莫夫区更名” 的法律ꎻ 塔什干的

地铁也不再叫 “伟大十月革命七十周年”ꎬ 地铁的各个站点也都改为了其他名

称ꎬ 并且把车站附近与苏联有关的一切东西都拆除了③ꎮ

３ 语言方面

(１) 确立乌兹别克语为国语ꎮ １９８９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ꎬ 当时还是苏联加盟共和

国的乌兹别克斯坦通过了自己的语言法 «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国语法»ꎮ 根据该

法ꎬ 乌兹别克语被确定为国语ꎬ 俄语成了族际交际语ꎮ １９９１ 年 ９ 月 １ 日乌兹别克

斯坦正式宣布独立ꎬ １９９２ 年 １２ 月 ８ 日通过的宪法更是明确规定: “乌兹别克斯

坦的国语是乌兹别克语”④ꎮ １９９５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颁布的新语言法 «乌兹别克斯坦

国语法» 以及 ２００４ 年该法修正案再次从法律上明确了乌兹别克语的国语地位ꎮ
(２) 乌兹别克语拉丁字母化ꎮ 古时乌兹别克语使用阿拉伯字母拼写ꎮ 苏联

时期ꎬ 苏维埃政府把乌兹别克语改用俄文字母拼写ꎮ 独立后ꎬ 乌兹别克斯坦进行

了文字改革ꎮ １９９３ 年 ９ 月 ２ 日乌兹别克斯坦通过了 «关于使用拉丁字母拼写乌

兹别克语» 的法律ꎬ 开始乌兹别克语拉丁字母化ꎬ 彻底切断了乌兹别克语与俄语

的关系ꎮ 该法还规定ꎬ １９９６ 年 ９ 月 １ 日入学的小学生开始使用拉丁字母书写的乌

兹别克语课本ꎬ 从 ２００１ 年开始全面使用拉丁字母拼写ꎬ 到 ２００５ 年要完全取代俄

文字母ꎬ 实现乌兹别克语彻底拉丁字母化ꎬ 后又于 ２００２ 年将乌兹别克语彻底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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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字母化的最后期限推迟到 ２０１０ 年①ꎮ
(３) 限制俄语的使用范围ꎮ 乌兹别克斯坦独立后ꎬ 政府限制俄语在各个领

域的使用ꎬ 规定乌兹别克斯坦各级政府使用乌兹别克语作为公文事务用语ꎬ 并且

“近年来所有文件要都用乌兹别克语书写”②ꎻ 电视和广播等大众传媒中俄语节目

的播出受到了限制ꎬ 只能在一定的时间段播出③ꎻ 而在中小学、 大学等教育机构

中ꎬ 俄语的使用范围更是以惊人的速度在缩小ꎬ 特别是在独立初期ꎬ 俄语学校的

数量减少了 １ / ２④ꎮ

４ 文化方面

(１) 销毁苏联时期出版的书籍ꎮ 乌兹别克斯坦独立后ꎬ 苏联时期出版的许

多俄语书籍被直接销毁ꎬ 甚至还有许多与新独立的乌兹别克斯坦国家制度和重写

苏联历史相悖的十月革命前和苏联时期的俄语档案资料也被销毁了⑤ꎮ
(２) 将原苏联时期的节日取消或改名ꎮ 乌兹别克斯坦独立后ꎬ “十月革命

节” 等与苏联有关的节日被取消ꎬ 仅保留了 ５ 月 ９ 日———不过将其改名为纪念和

荣耀日 ( День памяти и почестей)⑥ꎬ 而且它也不再是为了纪念反法西斯战争的

胜利ꎬ 而是用以纪念几百年来英勇无私保卫乌国家边疆、 为使国家获得独立和自

由、 人民过上和平生活而献出宝贵生命的英雄们ꎮ

５ 干部任用方面: 将俄罗斯人排除在领导层之外

乌兹别克斯坦独立后ꎬ 不仅明确 “在宪法写上了乌兹别克族一族执掌国家权

利的历史经验”⑦ꎬ 而且为提高和加强本民族的地位ꎬ 实行向本民族倾斜的干部

任用政策ꎬ 俄罗斯人很难获得在国家政府、 各级地方机关和企事业单位中担任领

导职务的机会ꎬ 逐渐被排除在领导层之外ꎮ “如在乌兹别克斯坦议会的 ３ 名副主

席和各委员会的领导人中ꎬ 仅有 １ 名俄罗斯人ꎻ 在各州的领导人中ꎬ 没有一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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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人ꎻ 在企业和机关的领导人中ꎬ 俄罗斯人不断减少ꎮ”① 就连一个偏远地

区师范学院的俄语教研室主任也要由乌兹别克族的教师来担任②ꎮ

二　 乌兹别克斯坦为何实行 “去俄罗斯化” 政策

乌兹别克斯坦独立后ꎬ 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大规模进行 “去俄罗斯化”ꎬ
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原因:

一是对沙皇俄国和苏联时期强制实行的 “俄罗斯化” 政策的 “报复”ꎮ
回顾历史可以发现ꎬ １９ 世纪 ６０ ~ ８０ 年代ꎬ 沙皇俄国迅速向中亚推进ꎬ 在先

后吞并了布哈拉汗国和希瓦汗国后ꎬ 于 １８７６ 年彻底征服了乌兹别克地区三个汗

国中的最后一个汗国———浩罕汗国ꎬ 标志着整个乌兹别克地区完全被沙俄占领ꎬ
彻底并入了沙俄的版图ꎬ 乌兹别克人从此沦为沙俄臣民ꎮ 沙俄政府在这里推行殖

民化和 “俄罗斯化” 政策ꎬ 一方面大力传播俄罗斯文化ꎬ 在行政事务甚至是社

交中推行俄语ꎬ 开办俄语学校ꎬ 另一方面抑制乌兹别克人的传统文化、 习俗和民

族语言ꎬ 甚至严禁当地穆斯林用阿拉伯语或伊朗语诵默伊斯兰教经文ꎮ 沙俄政府

推行的强制 “俄罗斯化” 措施ꎬ 严重摧残了乌兹别克人的传统文化和民族语言ꎬ
激起了当地人民对沙俄政府的不满和反抗ꎮ

苏联时期ꎬ 当局在乌兹别克共和国等中亚国家强制实行 “俄罗斯” 化ꎬ 将

大批俄罗斯人以开发和建设中亚为名迁入该地区ꎬ 人为加速民族融合ꎮ 根据苏联

公布的人口统计资料ꎬ 截至 １９８９ 年ꎬ 仅在乌兹别克共和国的俄罗斯人就有 １６６
万③ꎮ 同时ꎬ 苏联官方极力鼓吹俄罗斯人是苏联的 “领导民族”ꎬ 在干部任用上

违背联邦制原则ꎬ 倾向于更多任用俄罗斯人ꎬ 乌兹别克族等 “中亚各民族的人很

少被结合到国家政权机关中去ꎮ 在苏联军队中ꎬ 来自中亚的士兵很少直接参加战

斗部队ꎬ 从来也当不了军官ꎮ 他们的技术水平、 教育水平比较低ꎬ 没有一个充当

苏联领导的”④ꎮ
不仅如此ꎬ 苏联时期并没有按照社会语言学规律ꎬ 在一个多民族的国家ꎬ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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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民族语言执行正确的语言政策ꎬ 即 “一方面帮助少数民族发展语言文字ꎻ 另

一方面正确采用族际语ꎬ 二者不可偏废”①ꎬ 而是在乌兹别克斯坦等中亚各加盟

共和国采取过分强调 “俄语化” 语言政策ꎬ 使乌兹别克语等少数民族语言没有

获得应有的法律地位ꎮ
沙皇俄国和苏联政府采取的上述 “俄罗斯化” 政策不仅极大限制了乌兹别

克族等少数民族获得应有的政治地位ꎬ 抑制了乌兹别克语等少数民族语言的发

展ꎬ 也影响了这些地区少数民族文化的发展ꎬ 使这些民族对俄语和俄罗斯人产生

了逆反、 排斥的心理ꎮ 中亚国家在独立之初ꎬ 为了建立民族国家ꎬ 突出本族语的

地位ꎬ 首先在法律上把本族语定为唯一国语ꎬ 降低俄语的地位ꎬ 并且采用向本民

族倾斜的干部任用政策ꎬ 排挤俄罗斯人ꎬ 以此来作为对苏联时期强制实行的 “俄
罗斯化” 政策的 “报复”ꎬ 更是以此来提高民族自信心、 自豪感ꎮ

二是建立独立国家ꎬ 确立和巩固国家的个体身份的需要ꎮ
一个国家独立后ꎬ 首先面临的重要任务便是确立和巩固国家的身份ꎬ 而乌兹

别克斯坦等 “中亚各国的历史记忆、 文化传统甚或经济政治基础都与 ‘俄罗斯

(苏联) 化’ 有着密切的联系ꎬ 注定要首先通过 ‘去俄罗斯化’ 摆脱历史包

袱”②ꎮ 因此ꎬ 乌兹别克斯坦独立后ꎬ 便采取一系列 “去俄罗斯化” 措施ꎬ 目的

是建立独立国家ꎬ 确立和巩固国家的个体身份ꎮ 它希望通过改写历史、 街道地铁

更名、 拆除与俄罗斯和苏联有关的纪念碑以及确立乌兹别克语为国语、 乌兹别克

语拉丁字母化、 限制俄语使用范围、 取消苏联节日或改名等等措施ꎬ 彻底清除苏

联的影响ꎬ 清除俄语和俄罗斯人的影响ꎬ 确立一个全新的独立的国家身份ꎮ
三是与土耳其和美国等西方国家发展关系的工具ꎮ
乌兹别克斯坦独立之初就非常重视与同属伊斯兰国家的土耳其发展关系ꎬ 已

故的卡里莫夫总统认为ꎬ 与土耳其等伊斯兰国家发展友好合作关系ꎬ 既有利于维

护国内稳定ꎬ 也有于乌兹别克斯坦民族的振兴和国家的发展ꎮ 因此ꎬ 在

１９９２ 年 ~ １９９３ 年间ꎬ 卡里莫夫曾多次强调ꎬ 他把土耳其当作效仿的样板ꎬ 请求

土耳其在外国和世界组织中代表乌兹别克斯坦的利益③ꎮ 乌兹别克斯坦还积极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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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德春: «语言学概论»ꎬ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１９９７ 年版ꎬ 第 ３７１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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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以 “突厥民族” 合作运动领袖自居的土耳其的号召ꎬ 积极推进中亚突厥语的

拉丁字母化进程ꎬ 率先在 １９９３ 年颁布法令ꎬ 实行乌兹别克语拉丁字母化ꎬ 采用

与土耳其语同样的拉丁语字母书写乌兹别克语ꎬ 以此作为向土耳其示好、 与其发

展关系的工具ꎮ
同时ꎬ 乌兹别克斯坦大力发展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关系ꎬ 寻求他们的资金和

技术援助ꎮ 从 １９９６ 年开始ꎬ 乌兹别克斯坦开始把外交政策的重点向美国等西方

国家倾斜ꎮ 卡里莫夫总统指出ꎬ 乌兹别克斯坦要与最发达国家建立紧密的联系ꎬ
深化与美国等主要大国的多方面关系ꎻ 努力发展和加强与欧洲主要国家的关

系①ꎮ 美国虽是最早承认并与乌兹别克斯坦建交的西方发达国家之一ꎬ 但在乌独

立初期ꎬ 美国等西方国家将在中亚的重点放在了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等

国ꎬ 与乌关系有些疏远ꎮ １９９７ 年 ７ 月ꎬ 美国出台了新的中亚战略ꎬ 鼓励中亚国家

对俄罗斯的离心倾向ꎬ 有意将中亚地区变成美国 ２１ 世纪战略能源基地和制衡俄

罗斯扩大势力范围的地缘政治支点ꎮ 美国将乌兹别克斯坦作为维持中亚平衡的重

要力量ꎬ 迅速发展与乌的关系ꎬ 加大了对乌的经济援助ꎮ 其他西方国家也纷纷效

仿ꎬ 通过向乌兹别克斯坦提供贷款、 投资建设合资企业等与其发展关系ꎮ 在此过

程中ꎬ 乌兹别克斯坦则利用 “去俄罗斯化” 政策ꎬ 向美国等西方国家展现自己

的民族和国家独立政策ꎬ 是一支独立的维护中亚平衡的重要力量ꎬ 同时也借此向

美国等西方国家表明ꎬ 与俄罗斯正在拉开距离ꎬ “去俄罗斯化” 成了其与美国等

西方国家发展关系的重要工具之一ꎮ

三　 乌兹别克斯坦 “去俄罗斯化” 对其社会发展的影响

乌兹别克斯坦的 “去俄罗斯化” 政策对该国社会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ꎬ 特

别是对该国的俄语、 俄罗斯人、 乌兹别克语以及该国的文化和教育水平、 经济、
民族心理等领域的影响尤为显著ꎮ

(一) 对俄语的影响

乌兹别克斯坦的 “去俄罗斯化” 政策对俄语在该国的法律地位和使用范围

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在法律上ꎬ 俄语失去了国语的地位ꎬ 使用范围也大幅缩小ꎮ
乌兹别克斯坦独立后首先从法律上明确了乌兹别克语的国语地位ꎬ 俄语从此

９３１

① Хидоятов Г А Основы дипломатииꎬ Ташкентꎬ ２００２ꎬ С ３２１



　 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　 ２０１７ 年第 １ 期

失去了国语的地位ꎮ 除在 １９８９ 年的 «语言法» 里将其定位为族际交际语外ꎬ 在

１９９５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颁布的新语言法 «关于乌兹别克斯坦的国语»ꎬ 以及 ２００４ 年关

于该法律的修正案中对俄语的地位问题都只字未提ꎬ 仅是乌兹别克斯坦的一种民

族语言ꎬ 近年来俄语更是仅为乌兹别克斯坦大中小学学校里教授的一门外语

而已ꎮ
俄语的使用范围大幅缩小ꎬ 据统计ꎬ 独立前在乌兹别克斯坦使用俄语进行教

学 (仅使用俄语或俄语、 乌兹别克语混合使用) 的中小学校共有 １ ２３０ 所ꎬ 而在

１９９２ 年下降到 １ １４７ 所ꎬ 到 ２０００ 年则仅为 ８１３ 所ꎬ 其中只使用俄语教学的学校

仅有 １７０ 所ꎮ 使用俄语学习的学生人数在全国中小学人数中所占的比例也从 １９８９
年的 １４ ８％ ꎬ 下降为 ２０００ 年的 ３ ３％ ꎮ 俄语在大学教育中的使用情况也很严峻ꎬ
到 ２０００ ~ ２００１ 学年ꎬ 除费尔干纳大学外ꎬ 乌兹别克斯坦的其他大学已经没有只

使用俄语进行授课的系了ꎬ 仅保留了一些班级还使用俄语授课①ꎮ 独立前ꎬ 大学

里使用俄语授课和使用乌兹别克语授课的专业数量是各占一半ꎬ 而在独立后ꎬ 使

用乌兹别克语授课的专业比使用俄语授课的专业多 ３ ~ ４ 倍ꎮ 例如ꎬ ２０００ 年安集

延大学的 １７ 个专业中只有 ４ 个专业用俄语授课ꎻ 布哈拉大学的 ２７ 个专业只有 ７
个用俄语授课②ꎮ

(二) 对俄罗斯人的影响

从沙俄时期开始ꎬ 随着沙俄的领土扩张以及苏联时期的开发中亚ꎬ 大量俄罗

斯人迁入了乌兹别克斯坦ꎬ 根据苏联时期公布的人口统计资料ꎬ 截至 １９８９ 年ꎬ
生活在乌兹别克斯坦的俄罗斯人共有 １６６ 万③ꎬ 占该国总人口的 ８％ ④ꎬ 在中亚五

国中仅次于哈萨克斯坦ꎬ 居于第二位ꎮ 俄罗斯人多数都居住在首都塔什干等城市

里ꎬ 加上苏联政府向俄罗斯人倾斜的干部任用政策及推广俄语的语言政策ꎬ 他们

要么在政府机关、 厂矿企业等单位担任重要职务ꎬ 要么从事工程师、 教师、 医生等

技术工作ꎬ 在教育和生活上没有语言障碍ꎬ 收入多ꎬ 有住房ꎬ 因此ꎬ 苏联时期在乌

兹别克斯坦的俄罗斯人不仅社会地位高ꎬ 而且生活舒适ꎬ 处境十分优越ꎮ
但是ꎬ 乌兹别克斯坦独立后ꎬ 俄罗斯人的处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ꎬ 一夜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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О положении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в странах СНГ Узбекистанꎬ Министр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дел Российско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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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地位优越的主体民族变为了当地的少数民族ꎬ 不仅地位下降ꎬ 沦为二等甚至是

三等公民①ꎬ 而且生活水平下降ꎬ 许多俄罗斯人纷纷迁出居住地ꎬ 回到俄罗斯等

地ꎬ 而由于各种原因留下的俄罗斯人则在语言、 教育和就业等方面受到歧视ꎬ 面

临种种困难ꎮ
乌兹别克斯坦独立后ꎬ 限制了俄语的使用范围ꎬ 俄语在日常生活中的使用范

围大幅缩小ꎮ 不仅在各级政府国家机关中ꎬ 公文处理全部使用乌兹别克语ꎬ 就连

标语、 标牌、 街道名、 地铁站名和告示也都使用乌兹别克语ꎬ 这给不懂乌兹别克

语的俄罗斯人的日常生活带来了极大的困难ꎬ 而且因为电视节目和报纸也几乎都

使用乌兹别克语ꎬ 不懂乌兹别克语的 “俄罗斯人实际上简直是与外界隔离了”②ꎮ
乌兹别克斯坦俄罗斯人的子女在接受中小学基础教育和大学教育方面也陷入

了困难的境地ꎮ “由于使用俄语进行教学的中小学的数量不足ꎬ 许多生活在塔什

干的俄罗斯人只好将子女送到使用乌兹别克语教学的学校学习ꎬ 尽管在乌兹别克

斯坦的许多州还生活着大量的俄罗斯人ꎬ 但这里实际上已没有使用俄语进行教学

的中小学了”③ꎬ 这就造成了乌兹别克斯坦俄罗斯人的子女在接受中小学基础教

育方面的很多困难ꎮ
另外ꎬ 俄罗斯年轻人要想在乌兹别克斯坦读大学也很困难ꎬ 因为乌兹别克斯

坦的大学里使用俄语教学的班级数量逐年缩减ꎮ “尽管俄联邦在塔什干设有莫斯

科大学的分校ꎬ 但只开设数控和心理学两个系ꎬ 且教学质量也不高ꎮ 许多俄罗斯

年轻人大学毕业后找不到专业对口的工作ꎬ 而且他们在乌兹别克斯坦获得的大学

毕业文凭ꎬ 在俄罗斯并不被看重”④ꎮ 因此ꎬ 乌兹别克斯坦的俄罗斯年轻人在读

大学问题上也面临着困难ꎮ
乌兹别克斯坦独立后ꎬ 俄罗斯人要找到工作并在工作中获得升迁的机会是十

分困难的ꎮ “即使俄罗斯人会讲流利的乌兹别克语ꎬ 也很难找到工作ꎬ 即便找到

了工作ꎬ 工资也很少”⑤ꎮ 对俄罗斯人来说ꎬ 他们在乌兹别克斯坦只是 “客人”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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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头顶暗中悬着一块看不见的 ‘天花板’ꎬ 除了体育和艺术领域外ꎬ 俄罗

斯人要想跳过它ꎬ 在工作中获得升迁是不可能的”①ꎮ
因此ꎬ 乌兹别克斯坦大力推行的 “去俄罗斯化” 对生活在该国的俄罗斯人

的处境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 失去苏联时期的优越地位ꎬ 生活水平下降ꎬ 并在语

言、 教育和就业等方面受到歧视ꎮ

(三) 对乌兹别克语的影响

乌兹别克语属突厥语系ꎬ 古时用阿拉伯字母书写ꎮ 从 １９２９ 年到 ２００１ 年不到

８０ 年的时间里ꎬ 乌兹别克语的书写方式改变了三次: 第一次ꎬ 从 １９２９ 年开始ꎬ
使用拉丁字母取代传统的阿拉伯字母ꎻ 第二次ꎬ 从 １９４０ 年开始ꎬ 使用俄文字母

取代拉丁字母ꎻ 第三次ꎬ 从 ２００１ 年开始使用拉丁字母取代俄文字母ꎮ 这种书写

方式的频繁更换ꎬ 使乌兹别克语缺少稳定的发展环境ꎬ 对其发展产生了不利的

影响ꎮ
在实际使用中ꎬ 乌兹别克人对使用拉丁字母拼写乌兹别克语十分抵触ꎬ 而

“最主要的原因是人们根本不需要它”②ꎮ 除 １９９６ 年开始上学的小学生外ꎬ 所有

识字的人都只习惯使用俄文字母拼写乌兹别克语ꎬ 这种突然的改变让人们极不适

应ꎬ 甚至一开始ꎬ 一些年纪大的人因看不懂拉丁字母书写的乌兹别克语而几乎重

新变成了 “文盲”ꎮ 因此ꎬ 乌兹别克语拉丁字母化进展十分缓慢ꎬ 最后期限从原

定的 ２００５ 年推迟到了 ２０１０ 年ꎮ 尽管目前乌兹别克语拉丁字母化进程已基本完

成ꎬ 但是拉丁字母书写的乌兹别克语使用范围有限ꎬ 在许多领域拉丁字母和俄语

字母两种书写方式并存ꎮ
虽然学校是最先开始使用拉丁字母书写乌兹别克语进行教学的地方ꎬ 并于

２００５ 年出版了全套使用拉丁字母书写的乌兹别克语的各科教材ꎬ 但是并不是所

有教师都愿意使用这套教材ꎮ 实际上ꎬ 使用它的仅是文科教师ꎬ 而物理、 化学、
数学等科的教师还是使用俄文字母书写的乌兹别克语教材ꎮ

公文处理也重新开始使用俄文字母ꎬ 无论是政府及其部委机关还是社会组织

的公文和文件ꎬ 还是正规的法律条文ꎬ 统计和财务部门的统计表格和单据ꎬ 甚至

是商店里的价格标签ꎬ 都使用俄文字母书写ꎮ 许多部门或机关的标牌同时使用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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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字母ꎬ 一面用拉丁字母书写ꎬ 另一面用俄文字母书写ꎮ
在乌兹别克语书籍中ꎬ 有 ８０ ~ ８５％ 的书籍使用俄文字母书写ꎬ 主要是艺术、

科普、 消遣和宗教方面的书籍ꎬ 这些书籍是出版社自己承担费用的ꎬ 如果用拉丁

字母书写就没有人购买ꎬ 而国家出资出版的教材和儿童书籍则用拉丁字母书写ꎬ
甚至有些书同时出版俄文字母版和拉丁字母版两种版本ꎮ

电视节目也没有彻底拉丁字母化ꎬ 仍是同时使用两种字母: 一些电影和电视

节目的字幕和广告使用拉丁字母ꎬ 另外一些则使用俄文字母ꎬ 两种字母的使用比

重均等ꎮ
互联网也是同时使用两种字母ꎬ 大部分网站使用俄文字母ꎬ 也有一些网站仅

栏目名称和文章的题目使用拉丁字母ꎮ 政府部门和机构的网站虽积极支持使用拉

丁字母ꎬ 但在实际使用中ꎬ 只有公告和文章的题目使用拉丁字母ꎬ 文章的内容则

仍然使用俄文字母ꎮ 还有一些网站如乌兹别克斯坦中央银行的网站ꎬ 则直接同时

将网站的内容制作成拉丁字母版和俄文字母版两种不同版本ꎮ
乌兹别克斯坦的货币———苏姆上也同时使用两种字母: 在纸币上只使用俄文

字母ꎬ 在硬币上使用俄文和拉丁字母ꎬ 甚至 ５ 苏姆和 １０ 苏姆的硬币同时发行两

种版本①ꎮ
由此可见ꎬ 乌兹别克斯坦独立后ꎬ 俄语成了该国 “去俄罗斯化” 的一个重

要对象ꎬ 但是乌兹别克斯坦的 “去俄罗斯化” 政策并没有对乌兹别克语的发展

起到促进作用ꎬ 没有为乌兹别克语的使用创造良好的条件ꎬ 实际情况反而是俄语

虽然被赶走了ꎬ 但乌兹别克语却因缺少稳定的发展环境ꎬ 也没有得到快速的

发展ꎮ

(四) 对本国文化和教育水平的影响

由于俄语的地位下降ꎬ 仅为乌兹别克斯坦大中小学学校里教授的一门外语ꎬ
乌兹别克族的年轻人多不会俄语ꎬ 无法阅读俄语书籍ꎮ 虽然苏联时期乌兹别克共

和国出版了大量使用俄文字母书写的乌兹别克语文学、 科学等方面的书籍ꎬ 但是

由于乌兹别克语拉丁字母化ꎬ 从 １９９６ 年开始上小学的中小学的学生和大学生只

认识使用拉丁字母拼写的乌兹别克语ꎬ 他们无法阅读用俄文字母拼写的乌兹别克

语书籍②ꎬ 包括科学著作、 文学作品、 专业文献和论文等ꎬ 而现在出版的用拉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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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母书写的乌兹别克语书籍很少ꎬ 因此乌兹别克年轻人的阅读量很小ꎬ 整个社会

的文化水平已大幅下降ꎮ
由于乌兹别克语拉丁字母化ꎬ 以前使用俄文字母书写的乌兹别克语教材无法

继续使用ꎬ 乌兹别克斯坦教育领域出现的最大问题是: 缺少使用拉丁字母书写的

乌兹别克语教材ꎮ 中学教材不仅缺少ꎬ 而且已出版的教材的质量也很低ꎬ 这是因

为缺少既懂乌兹别克语又懂专业的编者ꎮ 同样ꎬ 大学里也没有高质量的教材ꎮ 许

多苏联时期的旧教材在独立初期就被销毁了ꎬ 而现在没有出版过完整的大学教

材ꎬ 只是出版了几十本小册子ꎮ 大学学习所必需的科学参考书籍ꎬ 更是没有乌兹

别克语的ꎮ 大学生们为了学习ꎬ 只好转用俄语的参考书ꎬ 但是许多人根本不会俄

语或俄语水平很低ꎬ 因此ꎬ 乌兹别克斯坦的教育水平也大幅下降①ꎮ 可见ꎬ 乌兹

别克斯坦实行的 “去俄罗斯化” 措施ꎬ 也影响到了该国的文化和教育水平ꎬ 造

成了整个社会的文化水平和教育水平大幅下降ꎮ

(五) 对本国经济的影响

乌兹别克斯坦实行的 “去俄罗斯化” 政策导致以俄语为母语的俄罗斯族和

其他民族的居民大量离开乌兹别克斯坦ꎮ 据统计ꎬ １９８９ 年居住在乌兹别克斯坦

的俄罗斯人共有 １６５ 万多人ꎬ 占乌兹别克斯坦总人口数的 ８ ３４％ ꎮ 而在 ２１ 世纪

初ꎬ 居住在乌兹别克斯坦的俄罗斯人共有不到 １１２ 万人ꎬ 占乌兹别克斯坦总人口

数的 ４ ７８％ ꎬ 即有 １ / ３ 的俄罗斯人离开了乌兹别克斯坦ꎮ 由于俄罗斯人主要从事

医疗、 科研、 技术、 管理等工作ꎬ 所以他们的迁离给乌兹别克斯坦的社会和经济

造成了不利影响②ꎮ 可见ꎬ 乌兹别克斯坦实行的各种 “去俄罗斯化” 举措对该国

独立初期的经济也产生了不利影响ꎮ

(六) 对乌兹别克族民族心理的影响

沙皇俄国统治时期在乌兹别克斯坦等中亚地区实行殖民化和 “俄罗斯化”
政策ꎬ 致使当地的乌兹别克族等劳动人民不仅在政治上遭受迫害ꎬ 经济上被残酷

掠夺ꎬ 在民族文化上更是被严重摧残ꎮ 苏联时期强制实行的 “俄罗斯化” 政策限

制了乌兹别克族等少数民族获得应有的政治地位ꎬ 抑制了乌兹别克语等少数民族

语言的发展ꎬ 也影响了这些地区少数民族文化的发展ꎬ 这些都对占当地人口大多

数的乌兹别克族的民族心理产生了负面影响ꎬ 他们对 “俄罗斯化” 政策ꎬ 甚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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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俄罗斯人不仅非常逆反、 排斥ꎬ 更是产生了深深的不满、 愤懑甚至是仇恨ꎮ
乌兹别克斯坦独立后ꎬ 实行各种 “去俄罗斯化” 的举措ꎬ 乌兹别克族成为

了该国的主体民族ꎬ 获得了很高的政治地位ꎬ 这就为乌兹别克族提供了机会ꎬ 用

来宣泄民族心理中对沙俄和苏联政府 “俄罗斯化” 政策的不满ꎬ 而生活在该国

的俄罗斯人便首当其冲成为了他们报复的对象ꎮ 乌兹别克斯坦独立后ꎬ 实行向本

族人倾斜的干部政策ꎬ 使俄罗斯人不仅难以获得领导岗位ꎬ 还在就业等方面受到

歧视ꎻ 乌兹别克族人以主体民族自居ꎬ 排挤和侮辱俄罗斯人ꎮ 再加上极端民族主

义趁机抬头ꎬ 俄罗斯人不仅随时面临失业风险ꎬ 非常贫穷ꎬ 而且人身安全也没有

保障ꎮ 如果单位效益不好ꎬ 要裁员ꎬ 首先裁掉的就是俄罗斯人ꎮ 俄罗斯人常被非

法追究刑事责任ꎬ 甚至有些俄罗斯人被打死在自己的住宅里ꎬ 然后房子被充

公①ꎮ 由此可见ꎬ 乌兹别克斯坦实行的 “去俄罗斯化” 举措也对乌兹别克族的民

族心理产生了负面影响ꎬ 激发了他们对俄罗斯人报复的心理ꎬ 为他们排挤ꎬ 甚至

迫害俄罗斯人提供了机会ꎬ 也破坏了俄罗斯人和乌兹别克族人原本和谐的民族

关系ꎮ

结　 语

综上所述ꎬ 出于对沙皇俄国和苏联时期强制实行的 “俄罗斯化” 政策的报复

心理ꎬ 以及建国之初确立和巩固国家身份的需要和为了同土耳其和美国等西方国

家发展关系ꎬ 乌兹别克斯坦在历史、 建筑、 语言、 文化及干部任用等方面实施了

“去俄罗斯化” 政策: 改写苏联时期的历史ꎬ 拆除与俄罗斯和苏联有关的纪念碑

和铭牌ꎬ 街道、 地铁改名ꎬ 确立乌兹别克语为国语ꎬ 乌兹别克语拉丁字母化ꎬ 限

制俄语的使用范围ꎬ 销毁苏联时期出版的书籍ꎬ 将原苏联时期的节日取消或改

名ꎬ 将俄罗斯人排除在领导层之外等等ꎮ
但是独立后二十多年的实际情况表明ꎬ 这些 “去俄罗斯化” 措施是一把双

刃剑ꎬ 虽然成功限制了俄语的使用ꎬ 缩小了俄语的使用范围ꎬ 并将居住在该国的

俄罗斯人排挤出了领导层ꎬ 似乎是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 “去俄罗斯化” 的目的ꎬ
但这一政策不仅并未促进乌兹别克语的发展和使用ꎬ 反而导致整个社会的文化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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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水平严重下降ꎬ 还对该国独立初期的经济产生了不利的影响ꎬ 实际上对整个

社会的发展造成了巨大伤害ꎮ
近年来由于乌兹别克斯坦人在国内找工作、 读大学ꎬ 甚至到俄罗斯留学、 打

工和移民都需要熟练掌握俄语ꎬ 以及俄罗斯国际地位的提高ꎬ 俄语在乌兹别克斯

坦仍有很大的需求ꎬ 使用人数仍然很多ꎻ 经过了独立初期的大规模迁出后ꎬ 居住

在该国的俄罗斯人仍有很多ꎬ “现在约为 ５８ 万人”①ꎬ 因此ꎬ 要将俄语、 俄罗斯

人ꎬ 甚至俄罗斯文化从该国人们的生活中彻底排挤出去是不可能的ꎮ 不过ꎬ 目前

乌兹别克斯坦政府并没有在移民俄罗斯、 就业、 教育等方面采取任何改善俄罗斯

人处境的措施ꎬ 俄语在该国恢复国语地位的可能性也不大ꎮ
要指出的是ꎬ 乌兹别克斯坦政府应该深刻反思独立后二十多年来 “去俄罗斯

化” 进程的得与失ꎬ 正视其对乌兹别克语和文化教育水平以及经济等社会领域的

发展造成的负面影响ꎬ 充分考虑俄语在该国仍有很大的需求空间ꎬ 考虑俄罗斯人

的处境现状ꎬ 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ꎬ 保护俄语作为族际交际语的地位ꎬ 改善俄罗

斯人在就业、 教育等方面的待遇ꎻ 打击该国极端民族主义分子针对俄罗斯人进行

各种迫害活动ꎬ 维护社会安定和国内团结ꎬ 以避免破坏该国俄罗斯人和乌兹别克

人原本和谐的民族关系ꎻ 并认真回应俄罗斯政府对境外俄罗斯人处境的关切ꎬ 避

免为俄乌关系制造障碍ꎮ
(责任编辑　 李中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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