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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于知识图谱可视化的方法，对国内 2 719 篇核心期刊( 并含 CSSCI) 主题为民族教育的文献进行分析发现: 该

领域的研究近 20 年一直处于稳定增长阶段，近 2 年发文量达到爆发期;《民族教育研究》和《贵州民族研究》这两大

核心期刊发文量居于前两位，对该领域的研究和发展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形成了以中央民族大学和西北师范

大学为首的研究机构，以王鉴、陈立鹏、金志远、万明钢为首的若干高产学者． 高等教育、民族教育立法、专任教师、
信息技术、教育质量、双语教学研究等关键词成为当前的研究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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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系 2016 年亲近母语研究资助一般课题和北京市教委实

陪计划毕业设计研究成果．

0 引 言

全球一体化与民族文化多元化的冲突与和谐、
国家一体化与民族文化多元化的冲突与和谐，是 21
世纪全人类和多民族国家民族不可回避的两大挑

战． 民族教育学是民族学与教育学以及其他相关学

科交叉而形成的一门综合性边缘学科，兼有多重性

质，在西方发达的多民族国家发展迅速，成为当今世

界的一个热门研究领域［1］． 广义的民族教育是指对

本民族文化的传承，以及对外来文化引进、消化和吸

收的过程; 狭义的民族教育则专指对少数民族文化

知识的教育［2］．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民族教

育的和谐发展对于国家的繁荣昌盛和长治久安起到

关键的作用，2015 年 8 月 17 日国务院颁布关于加

快发展民族教育的决定，其中提到: 党和国家历来高

度重视民族教育工作． 经过各地和有关部门的共同

努力，民族教育事业迅速发展，取得了显著成绩，教

育规模不断扩大，办学条件明显改善，教师队伍素质

稳步提升，学校民族团结教育广泛开展，双语教育积

极稳步推进，教育教学质量不断提高，培养了一大批

少数民族人才，为加快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维护

祖国统一、促进民族团结做出了重要贡献． 为了进一

步了解我国民族教育领域的学术进展和研究趋势，

文章通过中国知网期刊数据库检索主题为民族教育

的核心期刊文献( 并含 CSSCI) 共计 2 719 篇，时间

跨度为 1992 年至今，通过引文和知识图谱可视化分

析的方法，对篇名、作者、关键词、研究机构、来源出

版物等数据进行了统计分析，深入了解我国民族教

育的研究进展与趋势，探讨该领域的主要学者流派、
研究团队和机构、核心主题及其演进过程，以期对我

国民族教育的后续研究提供启迪．

1 研究过程与分析

1. 1 年度分布与高产期刊

为了分析民族教育领域的研究进展，我们选取

近 20 年的研究文献进行数量统计，时间段从 1997
年到 2016 年，将这 20 年的研究文献数量进行了时

间纵向的图例，从图 1 中可以看到，近 6 年来民族教

育为主题的研究文献较多，并且该研究领域一直处

于稳步发展时期，前 10 年的年度文献平均数量在

80 左右，2014 至 2016 年连续 3 年数量在 180 篇左

右，进入发文量的爆发期．
为了进一步了解国内民族教育领域学术期刊的

发文量情况，我们列出了前 10 名高产期刊，从表 1
可以看出，《民族教育研究》名列榜首，1996 年至今

主题为民族教育研究的文章有 252 篇，占所有该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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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近 20 年民族教育研究文献数量分析

表 1 民族教育研究前十种期刊分布情况

期刊名称
发文量
/篇

百分比
复合影
响因子

民族教育研究 252 9. 26% 0. 511
贵州民族研究 234 8. 61% 0. 612
中国民族教育 152 5. 60% 0. 154
黑龙江民族丛刊 149 5. 50% 0. 323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科版) 112 4. 12% 0. 637
中国民族 109 4. 00% 无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科版) 77 2. 83% 0. 833
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 哲社版) 63 2. 32% 0. 345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 哲社版) 59 2. 17% 0. 592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 哲社版) 51 1. 88% 1. 222

题核心期刊发文量的 9. 26%，其次是《贵州民族研

究》，发 文 量 为 234 篇，占 核 心 期 刊 发 文 量 的

8. 61% ; 除此之外发文量在 100 篇以上的核心刊物

依次还有《中国民族教育》《黑龙江民族丛刊》《西南

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科版) 》《中国民族》． 另外位

居前 10 名的其它刊物还有《中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

文社科版) 》，内蒙古民族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和广

西民族大学学报的哲学社会科学版． 综上可见，《民

族教育研究》和《贵州民族研究》这两大核心刊物发

表的主题为民族教育的文章数量均在 200 篇以上，

对该领域的学术研究起到了很好的引领作用，前者

由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主管、中央民族大学主办，后

者由贵州省民族事务委员会主管、贵州省民族研究

所主办．
1. 2 高产机构和高产作者

1992 年至今的 2 719 篇主题为民族教育的核心

期刊文献的学术研究机构分布广泛，作者群也十分

广泛，通过对高产机构和高产作者的分析，可以进一

步了解该学术领域研究共同体，深入剖析研究进展

和未来发展趋势． 表 2 列出了发文量前 11 的高产学

术研究机构，有 2 个并列第 6 和第 9，位居首位的是

中央民族大学，总发文量为 170 篇，占所有核心期刊

发文量的 6. 25%，其次是西北师范大学，总发文量

为 126 篇，占所有核心期刊发文量的 4. 63%，这两

所高校是发文量 100 以上的高产机构，研究优势也

非常突出． 接下来依次是西南大学、中南民族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内蒙古师范大学、西南民族大学、新
疆大学、北京大学、广西师范大学和云南师范大学，

多数高校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但也有在首都的发

达城市，比如中央民族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和北京大

学． 从表 3 的高产作者来看，以主题为民族教育在核

心期刊文献发文量统计，名列前四名的学者是西北

师范大学的王鉴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的陈立鹏教授、
内蒙古师范大学的金志远教授和西北师范大学的万

明钢教授，发文量依次为 34 篇、22 篇、11 篇和 10
篇． 王鉴教授是教育部认定社科重点研究基地西北

师范大学西北少数民族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主

要从事课程与教学论、少数民族教育研究; 陈立鹏教

授是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育研究所常务副

所长、教育管理与政策研究室主任，曾任国家教育行

政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主要从事少数民族教育政

策法规、多元文化教育研究; 金志远教授在内蒙古师

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工作，主要从事课程与教学论、
民族教育和教师教育研究; 万明钢教授是西北师范

大学副校长，主要从事跨文化心理学、少数民族心理

与教育研究． 并列第五名的西北师范大学教育技术

与传播学院院长杨改学教授主要从事现代远程教育

与民族教育发展研究，在我国民族教育信息化方面

做出了显著成果; 中央民族大学教育学院的腾星教

授和常永才教授，前者是我国民族教育理论研究的

著名学者，最早将教育人类学理论引入中国，为该领

域做出了较大贡献; 后者也是我国比较教育学与民

族教育融合的代表性学者，主要从文化多样性与个

体和社会发展角度研究教育问题． 并列第六名的中

央民族大学教育学院的苏德教授，也是该领域的知

名学者，他目前主要侧重边境教育发展、双语教育、
文化敏感性视角下少数民族的基础教育政策问题

等; 西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张学强教授，主要

从事中国教育史、民族教育政策史的研究，也是该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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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的代表性学者; 中南民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

孟立军教授，也是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主要从事少

数民族教育研究，也是湖北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

学者; 西藏民族学院的朱玉福教授，是宪法和行政法

学学科带头人，主要从事少数民族经济与法律制度

研究．

表 2 民族教育发文量高产学术研究机构
序号 研究机构 发文量 /篇 百分比

1 中央民族大学 170 6. 25%
2 西北师范大学 126 4. 63%
3 西南大学 75 2. 76%
4 中南民族大学 57 2. 10%
5 北京师范大学 50 1. 84%
6 内蒙古师范大学 41 1. 51%
6 西南民族大学 41 1. 51%
7 新疆大学 32 1. 18%
8 北京大学 27 1. 00%
9 广西师范大学 26 0. 09%
9 云南师范大学 26 0. 09%

表 3 民族教育研究高产作者和所在单位
序号 作者 所在单位 发文量 /篇 百分比

1 王鉴 西北师范大学 34 1. 25%
2 陈立鹏 中国人民大学 /国家行政学院 22 0. 08%
3 金志远 内蒙古师范大学 11 0. 04%
4 万明钢 西北师范大学 10 0. 04%
5 杨改学 西北师范大学 8 0. 03%
5 腾星 中央民族大学 8 0. 03%
5 常永才 中央民族大学 8 0. 03%
6 苏德 中央民族大学 7 0. 03%
6 张学强 西北师范大学 7 0. 03%
6 孟立军 中南民族大学 7 0. 03%
6 朱玉福 西藏民族学院 7 0. 03%

1. 3 高被引文章和作者

高被引文章反映了学术论文对该领域的显著性

影响和学术价值，以民族教育为主题的核心期刊文

献中位居前三位的高被引文章依次是中央民族大学

腾星教授的《民族教育概念新析》，曾任教育部政策

研究与法制建设司司长、教育部人事司司长，现任甘

肃省常委、组织部吴德刚部长的《关于建构教育公

平机制的思考》，以及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学人

类学研究所马戎教授的《新疆民族教育的发展与双

语教育的实践》． 这三篇文章分别发表于 1998 年的

《民族研究》，2006 年的《教育研究》和 2008 年的

《北京大学教育评论》，被引次数依次为 109、100 和

97．
此外，前 10 位的高被引文献还有 7 篇，西北师

范大学王鉴教授 2002 年发表在《民族研究》的文章

《西部民族地区教育均衡发展的新战略》，西南大学

西南民族教育与心理研究中心曾维希和张进辅教

授、西南大学西南民族教育与心理研究中心张诗亚

教授以及西南师范大学心理学院何莹、张庆林和李

红教授分别于 2007 年和 2004 年发表在《西南大学

学报( 人文社科版) 》的《少数民族大学生在异域文

化下的心理适应》《和谐之道与西南民族教育》《少

数民族与汉族大学生学习适应性的调查研究》; 北

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的王亚鹏教授和西北师范大学

万明钢教授 2004 年发表于《比较教育研究》的《民

族认同研究及其对我国民族教育的启示》，中央民

族大学王锡宏教授 1999 年发表于《民族研究》的

《论少数民族教育双重性》以及西北师范大学王鉴

教授 2004 年发表于《广西民族研究》的《多元文化

教育: 西方少数民族教育的实践及其启示》． 综上所

述，高被引文章的研究方向主要为民族教育心理学

( 3 篇) 、民族教育理论( 3 篇) 、民族教育实践( 2 篇)

和民族教育均衡发展( 2 篇) ．

表 4 民族教育为主题的高被引文章、作者、刊物、时间和被引次数
序号 作者 篇名 刊物 年 /期 被引

1 腾星 民族教育概念新析 民族研究 1998 /2 109
2 吴德刚 关于构建教育公平机制的思考 教育研究 2006 /1 100
3 马戎 新疆民族教育的发展与双语教育的实践 北京大学教育评论 2008 /2 97
4 王鉴 西部民族地区教育均衡发展的新战略 民族研究 2002 /6 88

5 曾维希
张进辅

少数民族大学生在异域文化下的心理适应 西南大学学报( 人文社科版) 2007 /2 83

6 张诗亚 和谐之道与西南民族教育 西南大学学报( 人文社科版) 2007 /1 81

7 何莹、张庆林
李红

少数民族与汉族大学生学习适应性的调查研究 西南大学学报( 人文社科版) 2004 /3 80

8 王亚鹏、万明钢 民族认同研究及其对我国民族教育的启示 比较教育研究 2004 /8 76
9 王锡宏 论少数民族教育双重性 民族研究 1999 /3 75
10 王鉴 多元文化教育: 西方少数民族教育的实践及其启示 广西民族研究 2004 /1 73

1. 4 研究热点与主题

关键词共现分析可以反映与揭示某一领域不同

时期的研究热点［3］，利用 CiteSpace 可视化软件对

1992 年至今的 2 719 篇核心期刊主题为民族教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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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文献进行关键词共现的聚类分析，可以探究高

频关键词的内在关系，高效地挖掘隐含和潜在的关

系信息，揭示我国民族教育研究的前沿热点和发展

规律( 表 5 和图 2 ) ． 当代民族教育研究的前沿热点

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 13 个方面: 1 ) 高等教育阶段

的民族教育问题，包括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的改革

发展、贵州的少数民族高等教育历史等; 2 ) 民族教

育立法研究，从民族团结的角度、基于教育理论和政

策研究对教育法规进行制定和立法预测，并关注民

族教育宣传和教育人类学方法在民族教育实践中的

应用，同时关注女童等弱势群体教育; 3 ) 双语教学

的理论研究，涉及中等职业教育、民族中小学的教育

发展水平，教材编译和教学质量等问题; 4 ) 民族教

育的微观研究，包括学校布局、教学设备以及师范院

校的微格教学和教育实习; 5) 注重教育科学类的民

族教育研究，设计教师教学理论、教育教学思想以及

贫困地区的职业教育等; 6) 侧重民族教育的专任教

师队伍，涉及示范中学的教师晋升、骨干教师的教育

改革实验、学生的奥林匹克竞赛和人才培养基地建

设等; 7) 基于国家的“八五”计划，进一步开展民族

地区职业教育和素质教育研究; 8) 基于信息技术的

民族教育改革，涉及远程教育等教育现代化手段;

9) 民族教育质量的探讨，围绕教育管理、民族中小

学、教育扶贫、农村教育以及职前教师培养的诸多问

题; 10 ) 双语教学的实践研究，从双语能力、双语现

象、第二语言习得等方面展开学术探索; 11 ) 回族穆

斯林等民族文化研究，包括民间文化、民族风俗、回
族社会和学校以及民族地区希望小学等; 12 ) 教学

用语研究，涉及地方特色的母语习得教学及其效果

等; 13) 国家语委的语言标准化研究．

表 5 关键词共现的聚类分析

聚类 大小
平均
年份

标签值

TFIDF LLＲ MI

0 67 2003 高等教育、发展、八旗 贵州、基础教育、改革、发展、世职官学 贵州、少数民族教育、历史

1 51 2002 教育立法、民族团结教育、
教育法规

教育立法、立法预测、教育理论、政策研究、教育平等、教
育人类学、教育实践、女童教育

教育宣传、中国民族教育、教
学质量

2 45 1998 双语教学、职业教育机构
教育工作者、中等职业教育、民族教育发展、民族学校、
教育发展水平、教材编译、民族中小学

民族政策、教学质量

3 44 1994 民族教育、学校布局、仪器
室

学校布局、瑶族、教学设备、民族史、西部民族地区、青
海、民族关系、法制史、边疆民族地区

微格教学、教学录像、教育实
习、师范院校

4 34 2006 教育科学类、教育教学理论
教师教学理论、教育教学思想、民族工作、民族语言文
字、民族理论

贫困妇女、职业教育、凉山、贫
困彝区

5 33 2008 专任教师、博士研究生、法
学理论

示范中学、中级教师、本民族语言、教育改革试验、骨干
教师、奥林匹克、招生模式、人才培养基地

民族教育、学术风气、学术期
刊、民族文学

6 33 1997 “八五”计划、川西北、调查
思考

升学教育、职业技术教育、三教统筹、职教发展、素质教
育模式、民族高等教育

贫困妇女、职业教育、民族教
育

7 25 2003 信息技术教育、现代远程教
育

信息技术教育、教育现代化、教育交流、“三语”教学改革
民族研究、语言文字、民族经
济、民族历史

8 23 1998 教育质量、教育管理、民族
中小学

科教兴国、教育改革、云南边疆、民族创新精神、学龄儿
童入学、教育扶贫、支教、农村教育

微格教学、教学录像、培训、自
我分析、师范院校

9 18 1997 双语教学研究、西藏和平解
放

双语能力、双语现象、少数民族语言、新疆高校、第二语
言教学、文化宣传

民族理论、民族语言文字、民
族经济

10 18 1997 回族穆斯林、伊斯兰文化
贵州民族研究、民族民间文学、民族风俗、哈吉、回族社
会、回民小学、西北中学、民族学校、入学

中国伊协、失学儿童、希望工
程、人口素质、教育事业

11 17 1996 教学用语、主体民族、思想
政治教育

体育卫生、地方特色、苏区教育、中学教育、藏族学生、母
语习得、教学效果

民族教育学、发展阶段

12 6 2003 国家语委、语言文字规范化 标准化工作、语言文字应用、学习语言、文化知识
民族 自 治 地 方、经 济 文 化 事
业、优惠政策

为了深入理清民族教育研究主题的演进脉络，

再次利用 CiteSpace 软件绘制关键词共现聚类的时

间线图． 该图按照时间顺序从左至右展示民族教育

研究领域的热点问题研究过程，如图 2 所示，灰色横

线表示该研究热点的起始时间段，从左至右时间不

断更新; 红色小气泡表示该热点问题的集中研究时

段，颜色越深气泡越大，表示该时段该热点问题的研

究影响越大，红色弧形网线表明该热点领域研究的

影响力． 由此可知: 民族教育的 13 个研究热点有着

一定的研究历史，除了第 3 个聚类民族教育的微观

研究、第 9 个聚类双语教学研究的历史持续到 2005
年前后之外，其余聚类的研究一直保持一定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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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民族教育关键词共现聚类的时间线图

高等教育研究热点主要集中在 2005—2010 年间，教

育立法集中在 2000—2005 年间，双语教学研究、回

族穆斯林、教学用语和教育质量研究集中在 2000 年

之前，近年来影响力较大的研究热点有教育科学类

的民族教育研究、专任教师和信息技术教育研究．

2 研究结论与启示

本研究基于知识图谱可视化的方法，调查分析

了主题为民族教育的核心期刊的 2 719 篇文献，研

究发现，该领域的研究近 20 年一直处于稳定增长阶

段，近 2 年发文量达到爆发期; 《民族教育研究》和

《贵州民族研究》这两大核心期刊发文量居于前两

位，对该领域的研究和发展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

形成了以中央民族大学和西北师范大学为首的研究

机构，以王鉴、陈立鹏、金志远、万明钢为首的若干高

产学者． 高等教育、民族教育立法、专任教师、信息技

术、教育质量、双语教学研究等关键词成为当前的研

究热点． 从高被引文献的领域来看，民族教育心理

学、民族教育理论、民族教育实践和民族教育均衡发

展受到我国学界的高度重视，腾星、吴德刚、马戎、王
鉴等一批高被引学者对该领域的研究起到了积极的

促进作用． 2015 年 8 月 17 日国务院颁布的关于加

快发展民族教育的决定提出八点意见: 准确把握新

时期民族教育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发展目标，打

牢各族师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基础，全面提升各

级各类教育办学水平，切实提高少数民族人才培养

质量，重点加强民族教育薄弱环节建设，建立完善教

师队伍建设长效机制，落实民族教育发展的条件保

障，切实加强对民族教育的组织领导． 这八个方面也

充分体现了办学质量、人才培养质量、教师队伍建

设、条件保障等方面在今后民族教育中的重要意义．
本研究对民族教育的研究进展进行了较为全面

的梳理，对今后的研究趋势和研究发展具有积极的

启迪作用．
第一，民族教育研究在我国有着悠久的研究历

史，研究流派突出，并且形成了以北京、兰州、重庆、
武汉为中心辐射民族地区的研究团队; 民族教育的

研究热点比较广泛，并且在民族教育的理论研究方

面成果颇丰，但微观实证研究方面比较不足，在历史

纵向看，集中在 2005 年之前． 因此，聚焦基础教育和

高等教育阶段民族地区的课程开发、课堂教学设计

和评价等研究方向有待进一步加强．
第二，民族教育中的心理学研究成为新的关注

焦点，它将心理学应用于民族教育领域，实现了跨学

科的交叉研究，相对而言民族文化和民族基础教育

的研究比较薄弱，民族地区薄弱校的教育质量、双语

教学的实践研究等方面的研究显得后劲不足，如何

在民族地区中小学更好地开展校本课程，设计融合

民族文化和风俗的、旨在提升薄弱校教育质量和双

语教学的实践课程显得更为迫切．
第三，近年来民族教育研究领域的热点问题有

高等教育中的民族教育、双语教学的理论研究、教育

科学类研究、专任教师、信息技术教育、民族文化、教
学用语等方面，从关键词的聚类分析还可以发现，民

族教育中的教师教育问题受到重视，有关师范院校

的职前教师培养、教育实习等问题不断被关注，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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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教师教育问题也是今后关注的焦点． 信息化技

术也不断应用到民族教育研究中，在职后教师培训

等方面越来越多地使用，在线课程、微视频、云端学

习环境等将成为职后教师培训的新兴方式． 中小学

民族教育中的科学学科也备受青睐，关注实验仪器、

教育布局等课堂教学资源的利用和分配． 科学本身

就是一种文化，如何在民族教育中更好地开展科学

教育本身就是西方发达国家的研究热点，我国在这

方面的研究还有待拓宽思路，开展更为实证的微观

教学设计与宏观教育理论相结合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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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esearch Progress and Trend of National Education in China ———
Based on the Visual Analysis of Core Journ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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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method of knowledge map visualization，the theme of national education literature of 2 719

domestic core journals ( containing CSSCI) were analyzed． The research in this field in recent twenty years had
been in a stable growth stage and reached the outbreak period nearly two years． The papers of the two core journals
of National Education Ｒesearch and Guizhou National Ｒesearch were in the top two，its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in
this field had played a good role in promoting the formation of a research institution． Ｒesearch institutes were led by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and 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some scholars were led by Wang Jian，Chen Lipeng，

Jin Zhiyuan，Wan Minggang． Higher educations，national education legislation，full-time teachers， information
technology，the quality of education，bilingual teaching and research had become the focus of research．

Key words: national education，core journals，visual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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