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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五届会议第一○五届会议第一○五届会议第一○五届会议 1999年年年年11月月月月24日日日日
临时议程项目临时议程项目临时议程项目临时议程项目 7.2

联系最广大公众：联系最广大公众：联系最广大公众：联系最广大公众：

世界卫生组织的交流语言世界卫生组织的交流语言世界卫生组织的交流语言世界卫生组织的交流语言

总干事的报告总干事的报告总干事的报告总干事的报告

1． 为对第五十二届世界卫生大会上各国代表在就这一主题讨论期间提出的要求作出反

应，现向执行委员会提交下列关于世界卫生组织中语言使用的分析1。为联系该分析的

背景，在前面第2至5段中对世界上语言的使用作了回顾。

世界上语言的使用世界上语言的使用世界上语言的使用世界上语言的使用

2． 视使用的定义而定，今天全世界估计有约4000至6000种口语，体现了文化的广泛丰

富多彩。其中主要使用者人数最多，即将各该种语言作为其第一语言或母语的人所讲

的20种语言列示于表1。

3．除作为同一性的一项指标外，语言涉及交流。为能在不同语言主要使用者之间交流

信息或思想，人们自己必须学习另一种语言或要求译员服务。如表2所示，除主要语言

之外，将所讲的第二语言或其它语言考虑在内，则使全世界使用最多的语言的排列顺

序有所改变。

                                                
1 见文件WHA52/1999/REC/3，乙委员会第七次和第八次会议摘要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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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1. 人数最多的主要使用者所讲的语言人数最多的主要使用者所讲的语言人数最多的主要使用者所讲的语言人数最多的主要使用者所讲的语言

主要使用者人数（百万）主要使用者人数（百万）主要使用者人数（百万）主要使用者人数（百万）
语语语语    言言言言

来源⑴ 来源⑵

中国国语

西班牙语

英语

阿拉伯语a

孟加拉语

印地语

葡萄牙语

俄语

日语

标准德语

中国吴语

爪哇语

朝鲜语

法语

越南语

泰卢固语

中国粤语

马拉地语

泰米尔语

土耳其语

乌尔都语

885
332
322

189
182
170
170
125
98
77
76
75
72
68
66
66
65
63
59
58

800
400
400
200
190

550（包括乌尔都语）

180
170
120
100

90

a人种学家采用严格的语言定义，因而将古典阿拉伯语作为第二语言，而Dalby将能

在相当程度上互相理解的语言归入一类。

来源：⑴ B.

Grimes编，人种学家：全世界的语言，第13版。达拉斯，萨默国际语言学研究

所，1996年。（资料于1999年2月更新。）

⑵ D.

Dalby，语言界世界语言和言语社团名录。卡迪夫，语言界出版社，199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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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2. 人数最多的主要语言和第二语言使用者所讲的语言人数最多的主要语言和第二语言使用者所讲的语言人数最多的主要语言和第二语言使用者所讲的语言人数最多的主要语言和第二语言使用者所讲的语言

语言语言语言语言
主要语言主要语言主要语言主要语言+第二语言使用者第二语言使用者第二语言使用者第二语言使用者

（百万）（百万）（百万）（百万）

来源⑴

主要语言主要语言主要语言主要语言+其它语言使用者其它语言使用者其它语言使用者其它语言使用者
（百万）（百万）（百万）（百万）

来源⑵

中国国语

英语

印地语

西班牙语

俄语

阿拉伯语

孟加拉语

葡萄牙语

马来语+印度尼西亚语

（Bahasa）
日语

法语

德语

885
470
418
352
288
170
196
182
140

125
124
121

1 000
1000

900（包括乌尔都语）

450
320
250
250
200
160

130
125

125

来源：同前一表格。

4．国际贸易和外交的需要导致形成“国际语言”，它们可能不是全体人民所讲的语言

，但被各国领导人以及高级别决策人员和行政人员所理解和使用。拉丁语在历史上曾

经是国际语言，至少在欧洲。后来法语成为外交语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政治考

虑促使选择中文、英文、法文、西班牙文和俄文以及后来的阿拉伯文作为联合国的主

要语言。对国际语言在不断进行调整，而最近几年已目睹越来越多地使用英语1。

5．数千种自然语言集中为数百种民族语言，然后集中为20种国际语言。这些国际语言

在不同语言使用者之间提供一座桥梁。表3显示主要国际语言由政府承认为唯一语言或

一种语言的国家数目。但是，国家标准既是政治性又是语言性，产生了某些自相矛盾

：这样的事情可能发生，即在某一国家一种有数百万使用者的语言在那里没有官方地

位，而一种只有少数人讲的语言却具有这种地位。表格还显示有多少国家收到某一卫

生大会工作语言的文件。

                                                
1

J.A.Laponce，语言及地区第二版（多伦多，1987年）按人口、经济和军事实力、外交、科学、医学和商业使用排列
语言顺序。英语居大多数语类之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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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3. 主要国际语言：国家认可和使用的卫生大会文件主要国际语言：国家认可和使用的卫生大会文件主要国际语言：国家认可和使用的卫生大会文件主要国际语言：国家认可和使用的卫生大会文件

语语语语   言言言言 各语言具有某种正式地位各语言具有某种正式地位各语言具有某种正式地位各语言具有某种正式地位

的国家数目的国家数目的国家数目的国家数目a

各语言要求卫生大会文件各语言要求卫生大会文件各语言要求卫生大会文件各语言要求卫生大会文件

的国家数目的国家数目的国家数目的国家数目b

英文

法文

阿拉伯文

西班牙文

俄文

中文

德文

葡萄牙文

马来文（Bahasa）
朝鲜文

孟加拉文

印地文

69
38
24
23
15
4
11
6
4
3
2
2

122
 50
 19
 21
 11
  1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a 见第5段。
b 33个国家收取2种语言的文件。

来源：世界状况。巴黎，探索，1997年。

  世界人口展望：1996年修订版。纽约，联合国，1998年。

国际组织中的现行做法国际组织中的现行做法国际组织中的现行做法国际组织中的现行做法

6．在联合国共同系统各组织中关于正式语言存在着相当高度的相同性1。联合国、世

界卫生组织、国际原子能机构、国际电信联盟、世界气象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世界粮食计划署、联合国工业

发展组织、国际海事组织和国际贸易中心的正式语言是阿拉伯文、中文、英文、法文

、俄文和西班牙文。但是，在其它组织中有一些例外，主要趋向于使用更少的正式语

言。

7．国际组织中对工作语言的概念各不相同。在世界卫生组织，WHA31.13号决议（197
8年）从翻译理事机构文件方面确定工作语言。就执行委员会和卫生大会而言，工作语

言与正式语言相同。在一些其它组织（如联合国），将工作语言确定为要求职工工作

所使用的语言。世界卫生组织没有这种定义，而在世界卫生组织区域的做法各不相同

                                                
1 世界卫生组织中正式语言的概念系指对用这些语言所作的发言讲行传译（见WHA31.13号决议（197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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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下面第8至13段）。

在世界卫生组织各区域的现行做法在世界卫生组织各区域的现行做法在世界卫生组织各区域的现行做法在世界卫生组织各区域的现行做法

8．在非洲区域非洲区域非洲区域非洲区域，英文、法文和葡萄牙文是区域委员会的工作语言（《非洲区域委员会

议事规则》第22条）。因此，区域委员会会议的所有文件及这些会议的最后报告以这

些语言提供。在区域委员会会议及其各小组委员会有译成英文、法文和葡萄牙文的传

译。技术会议的报告翻译成法文或英文，但很少翻译成葡萄牙文，除非会议在讲葡萄

牙语的国家举行。实际上，在区域办事处处理的所有文件中，约70%为英文，约25%为

法文及约5%为葡萄牙文。已开始将“兰箱图书馆”的所有题目翻译成葡萄牙文1。

9．在美洲区域美洲区域美洲区域美洲区域，根据其《议事规则》，泛美卫生大会的语言是英文、法文、葡萄牙文

和西班牙文。区域办事处在需要的时间和地点以这些语言提供文件和传译。实际上，

英文和西班牙文是该区域最广泛使用的语言，并且以这些语言的一种或两种印发大多

数文件和举行会议。该区域大多数专业类职员具备足以应付工作使用的英文或西班牙

文知识。在巴西，以葡萄牙文准备文件和开展工作，而法文，例如在海地，是工作语

言。

10．在东南亚区域东南亚区域东南亚区域东南亚区域，英文是区域委员会的唯一语言（《议事规则》第21条）。所有会

议均以英文举行，它是该区域所讲的唯一共同的世界卫生组织正式语言。因此不存在

译成任何其它语言的笔译和传译。

11．在欧洲区域欧洲区域欧洲区域欧洲区域，区域委员会的文件以英文、法文、德文和俄文准备，并且在区域委

员会会议上提供译成这些语言的传译（《议事规则》第20条）。关于区域委员会的常

务委员会会议所使用的语言，已形成一种灵活的做法：视成员的语言能力而定，会议

以英文或英文结合一种或多种其它语言举行。一般为该区域会员国会议和部长级会议

提供译成这4种语言的传译，而几乎所有技术会议均只以英文举行。必要时为在新独立

国家举行的会议提供译成英文和俄文的传译。对在法国举行的会议提供英文/法文传译

，而对在德国举行的会议，译成德语传译的提供取决于德国当局的财政支持。英文是

该区域办事处使用最多的工作语言，其次为俄文。对行政和财务司某些职位的职员要

求能熟练使用丹麦文。

                                                
1

“兰箱图书馆”是由世界卫生组织图书馆汇编的由世界卫生组织和其它方面出版的约100种医学和公共卫生核心题目的
选集，装在兰色金属箱内，专门供很少或不能获得最新可靠卫生和医学信息的卫生中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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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在东地中海区域东地中海区域东地中海区域东地中海区域，区域委员会的正式语言和工作语言是阿拉伯文、英文和法文（

《议事规则》第21条）。该区域19个会员国使用阿拉伯文和4个会员国使用英文作为其

工作语言。阿拉伯国家也用英文或法文工作。区域办事处酌情使用3种语言。区域出版

物规划非常活跃，最初以英文在东地中海区域办事处技术丛刊和世界卫生组织区域出

版物东地中海丛刊中出版。于1995年首创的东地中海卫生杂志接受阿拉伯文、英文和

法文的文章。设在区域办事处的世界卫生组织阿拉伯文出版物规划选择将总部和区域

办事处出版的文件、杂志和出版物翻译成阿拉伯文。该规划还支持区域办事处努力促

进医学院校的民族语言教学，并在这方面以阿拉伯文出版了若干参考书籍和教科书。

13．在西太平洋区域西太平洋区域西太平洋区域西太平洋区域，区域委员会会议上的正式语言是中文、英文和法文，并提供译

成这3种语言的传译。根据《区域委员会议事规则》，工作语言是英文和法文。所有摘

要记录、决议和决定翻译成法文并同时或就摘要记录而言在英文版之后很快分发给讲

法语的代表。规定翻译的条例在一份区域手册中阐明。

*    *    *

14．概括地说，约有一半的世界人口能理解世界卫生组织理事机构（执行委员会、卫

生大会和区域委员会）使用的一种或多种语言，主要是阿拉伯文、中文、英文、法文

、德文、葡萄牙文、俄文和西班牙文。此外，除美洲区域之外，所有区域均在议事规

则中对希望以区域委员会工作语言以外的一种语言发言的代表作出规定，条件是由这

些代表安排译成一种工作语言的传译。

在世界卫生组织总部语言的使用在世界卫生组织总部语言的使用在世界卫生组织总部语言的使用在世界卫生组织总部语言的使用

15．如WHA31.13号决议（1978年）所确定的那样，卫生大会和执行委员会的正式语言

和工作语言是阿拉伯文、中文、英文、法文、俄文和西班牙文。该决议还决定，除有

关政府同本组织达成协议后可能作出的任何进一步修改以外，有关不同程度地扩展或

限制使用这些语言的做法和决定，允许维持不变。根据WHA50.32（1997年）和WHA5

1.30（1998年）号决议，与卫生大会和执行委员会议程有关的所有文件以6种正式语言

同时散发并可在因特网上获得。此外，《卫生大会议事规则》规定用一种正式语言发

言应传译成其它正式语言。在发言者使用非正式语言的情况下，他们自己应提供译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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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正式语言的传译。《执行委员会议事规则》对执委会作出相同规定。

16．除上面概述的有关理事机构的规定之外，没有正式的法律文本从总体上确定秘书

处或本组织的任何工作语言。实际上，在总部语言的使用受诸如对于文本性质、格式

和主题的恰当性以及预期接受者或目标读者等考虑因素的支配。

世界卫生组织出版物和文件世界卫生组织出版物和文件世界卫生组织出版物和文件世界卫生组织出版物和文件

17．在WHA50.32号决议中，卫生大会除其它事项外要求总干事“采取必要措施确保本

组织书面、视听或数字形式的基本技术信息以所需的多种正式语言传播，以满足区域

和国家的需要和重点并使全体会员国予以最大可能利用”。

18．通过本组织的正式语言出版规划并以授予翻译权利和有时候支助将基本著作翻译

成地方语言的政策相补充，世界卫生组织的书籍和文件以一系列广泛的语言出版。

19．正式出版物如基本文件以理事机构的6种正式语言发行。大多数其它正式出版物由

世界卫生组织以英文和法文出版1，并且许多出版物还以西班牙文出版。美洲区域办事

处选择其它题目以西班牙文出版，而东地中海区域办事处单独负责选择和出版全球题

目的阿拉伯文版。中文由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和俄文由莫斯科医学科学出版社按合同

代世界卫生组织有选择地翻译和出版书籍。

20．为接触对作为第一语言或第二语言的正式语言之一不懂的目标读者，世界卫生组

织寻求通过授予翻译许可扩大获得其文献资料。这些文献资料可由学术或商业出版商

或由科学机构、专业学会和非政府组织出版和免费发行或销售，他们中的一些已与世

界卫生组织合作多年。在过去十年里，每年约有100种翻译题目由各伙伴以这种方式在

许多国家以60种语言出版2。

                                                
1

如果对主题兴趣有限，或由于技术问题（例如翻译技术词汇），或由于已经存在另一种语言的相同出版物，在讲另
一种语言的地区出版物可例外地只以英文或只以法文出版。

2

阿尔巴尼亚文、阿拉伯文、阿萨姆文、阿塞拜疆文、巴斯克文、孟加拉文、保加利亚文、缅甸文、加泰罗尼亚文、
中文、克罗地亚文、捷克文、丹麦文、达里文、荷兰文、爱沙尼亚文、法尔西文、芬兰文、法文、加利西亚文、德
文、希腊文、古吉拉特文、希伯来文、印地文、匈牙利文、冰岛文、印度尼西亚文、意大利文、日文、卡纳达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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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奖励和培训语文奖励和培训语文奖励和培训语文奖励和培训

21．语文奖励―通过资格考试的职工获得的财政津贴―在共同系统约一半组织包括世

界卫生组织以及联合国附属方案之一实行。实行语文奖励计划的所有机构将不受地域

分配（基本上是语言）的职工和短期职工排除在外；其它排除情况，如项目人员，可

适用。

22．在世界卫生组织内，语言技能在专业类和一般事务类职工的职务分类标准中得到

承认。在总部，语文奖励可应用于阿拉伯文、中文、英文、法文、俄文和西班牙文。

在其它正式工作地点，为语文奖励目的，经批准的语言为英文和法文，并在美洲区域

增加葡萄牙文和西班牙文，在欧洲区域德文和俄文，在亚历山大（东地中海区域办事

处）阿拉伯文以及在蒙古（西太平洋区域）俄文。

23．语言要求在空缺通知中具体明确。一般说来，在世界卫生组织总部和在一些区域

办事处的职位要求具备极好的英文或法文知识，同时对另一种语言具备足以应付工作

使用的良好知识。在空缺通知中还要求增加语种，涉及在区域使用的语言。这些增加

语种包括阿拉伯文、中文、葡萄牙文、俄文和西班牙文，以及东南亚区域和欧洲区域

的语言。

*    *    *

24．互相联系的能力对于增进国际关系和实现卫生与发展目标至为关键。作为一个使

用多种语言的组织，世界卫生组织在语言异乎寻常地丰富多彩的世界内提供了一个国

际交流的环境。保持将主要公共卫生信息传递给尽可能多的人这一能力取决于有限资

源的有效利用。为能与全世界需要世界卫生组织技术投入的人们沟通，本组织正在寻

求提高效率和低成本解决办法，以便以全世界多种语言提供重要信息。

                                                                                                                                                        
高棉文、朝鲜文、老挝文、拉脱维亚文、立陶宛文、马来文、马拉雅拉姆文、尼泊尔文、挪威文、奥里亚文、波兰
文、葡萄牙文、罗马尼亚文、俄文、塞尔维亚文、塞尔维亚-
克罗地亚文、僧伽罗文、斯洛伐克文、斯洛文尼亚文、西班牙文、斯瓦希里文、瑞典文、泰米尔文、泰卢固文、泰
文、土耳其文、乌尔都文、越南文。

说明说明说明说明：这里提到的世界卫生组织正式语言版本出现在外部伙伴的版本说明中。显然，意大利文、日文、波兰文
和葡萄牙文伙伴是世界卫生组织书籍在翻译方面最积极的出版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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