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留学生工作研究》创刊 ２
０周年献辞
《外国留学生工作研究》主编

陆应飞

光阴荏苒，转眼间《外国留学生工作研究》创刊已满二十年。二十年的历程，饱含着作
者、编辑、印刷和发行工作者们的辛苦和欢乐，饱含着广大读者的关怀和期盼。
在创刊二十周年之际，让我们向一切参与、关心和支持《外国留学生工作研究》的朋友
们表示衷心感谢！
《外国留学生工作研究》创刊于 １
９９０年，是全国研究外国留学生教育管理工作的唯一
核心刊物。它能及时传达政府部门的声音，是接收留学生院校之间沟通交流的重要平台。
面向全国高校以及有关领导、外事、公安等部门发行。
该刊迄今已刊载了 １
５００余篇论文。内容涉及留学生教育发展研究、留学生教学工作研
究、留学生管理工作研究、留学生跨文化教育研究、留学生师资队伍建设研究等来华留学生
教育的方方面面。该刊虽属内部刊物，但其文章主题突出，内容充实，观点明确，资料翔实，
语言文字规范，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或实践借鉴价值，许多研究成果为政府部门科学决策提
供了重要依据和坚实的理论基础。
上千名从事来华留学生教育工作者先后在该刊上发表了自己的研究成果，共同促进了
来华留学生教育事业的发展。其中，我国许多老一辈的留管工作者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实
践经验和学术财富；同时，不少年轻留管工作者通过在《外国留学生工作研究》上发表自己
的处女作，迈入了留学生教育理论研究的学术殿堂。
我们之所以能编发了那么多有较高水平的论文，是因为有千余名从事来华留学生教育
管理工作者们的辛勤耕耘和努力研讨，有广大从事留管工作的离退休同志的热心鼓励，有教
育部国际司、中国高教学会、全国学会、各地区学会和各高校有关领导的指导和支持。尤其
是改革开放的大环境，令人如沐春风，使我们的《外国留学生工作研究》始终充满着时代的
气息，与时俱进。
在当今比较浮躁的学术环境中，要坚守固有的学术道德和学术追求，并非易事。二十年
来，《外国留学生工作研究》的工作人员始终坚持自己的学术良知，实事求是。“板凳甘坐十
年冷”，踏踏实实，一步一个脚印；“俯首甘为孺子牛”，默默无闻地奉献自己的青春年华和聪
明才智。
教育部郝平副部长在中国高教学会外国留学生管理分会成立 ２０周年庆典大会上的讲
话中指出：“学会主办的《外国留学生工作研究》成为宣传政策、提供理论、沟通信息、指导工
作的重要阵地。”这既是对我们工作的肯定，也是对我们的鼓舞和鞭策。
作为编者，我们深知自己责任的重大。因而，我们在工作中总是兢兢业业，丝毫不敢懈
怠，唯恐有负于读者。我们认认真真地对待每一次批评和每一个建议，以求集思广益。
今后，我们要继续发扬务实、创新、拼搏的工作精神，服务好政府，服务好会员，争取把
《外国留学生工作研究》办得更好，为我国的来华留学生教育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
１

在中国高教学会外国留学生教育管理分会
第五届第一次常务理事会议上的讲话
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副司长

生建学

首先请允许我代表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并以我个人的名义，向前来参加会议的常
务理事们表示热烈的欢迎！并通过你们，向多年来为来华留学事业付出辛勤劳动的来华留
管干部们表达诚挚的谢意和慰问！
在此，我主要想向大家介绍以下两部分内容：
２０
０
９年来华留学工作情况以及 ２０１０年来
华留学工作任务。

第一部分：
２００
９年来华留学工作情况
２０
０９年，在金融危机蔓延的不利形势下，我国来华留学工作受到了一定的冲击，来华留
学生规模的扩大受到很大挑战。教育部积极采取措施，应对金融危机带来的不利影响，并且
推动开展金融危机对来华留学影响的调研工作，取得显著成效。在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
重视下，在广大留管干部的努力下，
２００
９年来华留学工作仍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２００８年，
在华学习的外国学生总数已超过 ２
２万人，２０
０９年的初步统计是 ２４万。但是，各省市接受
外留学生的数量增长不平衡。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有很多种：其一，有些学校外国留学生原有基数比较大，增长速度
相对较慢；其二，外国留学生增长速度较快的院校原有学生基数较小。今后扩大规模的重点
将放在已经具有一定基础，留学生数量不够大但是具有较大发展前景的院校。原有基础较
好的学校要继续提高学生质量，规范管理。
目前，中国已经成为国际学生流动最重要的目的国之一。２００９年，教育部在中央的统
一部署下，用科学发展观统领来华留学工作，坚持“扩大规模、优化结构、保证质量、规范管
理”的原则，逐步完善来华留学工作体系，进一步优化了来华留学环境，完善了来华留学相
关政策法规及专家咨询机制；继续实行来华留学生教育管理干部培训制度；积极开展了来华
０９年来华留学领域的主要工作向各位通
留学对外宣传工作及留华毕业生工作。现在把 ２０
报如下：
（一）重大部署：
２
００
９年 ７月 ２
２日至 ２
３日，中国高教学会外国留学生教育管理分会成
立 ２０周年庆典大会暨 ２００
９年年会在长春召开，来自全国 ３００余所高校的近 ６０
０名代表出
席了此次会议。教育部副部长郝平同志出席了会议并发表了重要讲话，强调了来华留学工
作今后的发展思路为一个方针、两个大局、三个关键和四个体系。
１、一个方针：来华留学工作的方针：扩大规模，优化结构，保证质量，规范管理。
２、两个大局：我们要认真研究、把握并统筹好来华留学工作的国内和国际大局，做到国
２

内国际互动，前方后方配合，切实推动发展。
３、三个关键：提高认识，解放思想；勇于创新，打造品牌；以人为本，建设队伍。
４、
四个体系：即建设并完善招生宣传体系、奖学金体系、来华留学专业课程体系和来华
留学教育质量评估体系。
郝平同志报告引起热烈反响。
大会还举办了专题报告、分组交流、会议总结等学术交流活动，表彰了连续从事来华留
学工作 ２０年的优秀留管干部，与会代表参观了 “来华留学工作成就展”，大 会 取 得 圆 满
成功。
（二）拟定《留学中国计划》草案，简称留学中国 ２
０条。作为拟定中的《国家教育改革和
发展中长期规划纲要》中的重要内容，为加强中外交流，增进世界各国人民对中国的了解，
提高我高等教育质量，推动来华留学事业不断发展，根据《高等教育法》、《义务教育法》，我
部深入调研国内外有关理论和实践，广泛征求专家学者意见，细致论证，拟定了《留学中国
计划（草案）》。目前《留学中国计划》已经征求了有关省市教育行政部门、高等学校、驻外教
育处组会议、全国教育外事工作会议以及教育外事干部工作研讨班的意见，正在新一轮的修
１０年《国家教育与改革中长
订中。该文件正式出台之前会征求各有关部委意见，并且在 ２０
期发展规划纲要》颁布之后，作为该文件的具体措施之一出台。
（三）教育部于今年 ２月起开始“金融危机对来华留学工作的影响及相关对策”调研工
作，请国内接受来华留学生较多的省、市教育厅（教委）、以及部分驻在教育发达国家的使
（领）馆教育处（组）开展调研工作，了解各大国接受国际学生情况及本国学生赴海外留学趋
势的变化，以及应对金融危机的政策和措施。在此项调研工作中，学会是我们最得力的助
手。在学会报告的基础上，我们撰写了《国际学生流动与我国留学政策分析》调研报告，为
在金融危机背景下制定来华留学相关政策和措施提供了事实和理论依据。
此外，作为应对金融危机的具体举措，体现我国政府对自费留学生的关怀，我们还专门
设立优秀本科自费来华留学生奖学金，资助 ５０
０名因金融危机影响而处于困境的自费来华
留学生。该奖学金受到了各院校和来华留学生的欢迎。据统计，２００９／
１０学年共有 ７９８名
来华留学生享受到该项奖学金。今年计划将此项奖学金发展为常设项目，视工作需要不断
调整规模和奖学金内容。随着金融危机影响的不断消退，该项奖学金今后将向优秀自费留
学生提供，用于培养品学兼优的高层次人才。
（四）为保证来华留学生的培养质量，在 ２
００
９年 ３月 １３日，颁布了《教育部关于对中国
９／
２０１
０学年开始，委托北京语言
政府奖学金本科来华留学生开展预科教育的通知》。自 ２００
大学、天津大学、同济大学、山东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和南京师范大学六所院校共同开展中国
政府奖学金本科来华留学生预科教育工作。２００
９／
２０
１０学年，奖学金新生本科生预科教育
大规模展开。预科教育自 ２０１
０年全面实施，是中国政府奖学金生培养工作的一项重大改革
举措，对提高来华留学生教育质量，确立来华留学生进入专业的标准具有重要意义。
（五）扩大奖学金规模，支持地方政府奖学金建设。２００９年中国政府奖学金规模继续扩
大，奖学金生数量已经超过 １８
０００名，比 ２
００
８年增长 ３
３．
８％，来华留学生规模仍保持着稳中
有升的趋势。我部自 ２
０
０８年起改革中国政府奖学金的招生办法，增设了“９８５”院校和 ９个
３

边境省区院校的自主招生项目，在支持我高校内涵发展、能力建设、优化来华留学生结构等
方面均取得了良好的效果。２０
０９年，根据学校申请，选择了拥有国家重点学科的 １２所学校
给予支持，扩大了支持面。
最为重要的措施是为鼓励地方政府设立来华留学奖学金，我部于 ２０
０９年向已设立省级
地方政府奖学金的地区支持部分中国政府奖学金自主招生名额 ５９０个，带动地方各级政府
和高校对来华留学工作的投入。
据统计，目前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设立的奖学金总规模超过 １亿。２００９年来华留学经
费预算是 ６个亿，
２
０１
０年将大幅增加，达到 ８个亿，与地方政府设立的来华留学奖学金相加
共计 ９个亿。今后政府将继续增加财政投入，支持来华留学奖学金建设。
（六）着手修改《高等学校接受外国留学生管理规定》（简称 ９号令）。２００９年，我司成
立了 ９号令修订工作组，召开了修订工作组第一次会议，邀请外交部领事司、公安部出入境
管理局、留学基金委、北京市教委、留学生管理学会、以及部分高校的代表就 ９号令修改工作
展开讨论并达成共识。在此基础上，请学会组织人员进行了调研，目前调研工作已经接近尾
０１
０年底之前完成此项工作。
声，将于 ２
（七）为维护我国公平的教育环境，
２
００９年，按照《高等学校接受外国留学生管理规定》
的要求，颁布了《教育部关于规范我高等院校接受外国留学生有关工作的通知》，对高等学
校接受祖国大陆（内地）、香港、澳门和台湾居民在移民外国后作为外国留学生来华进入本
专科阶段学习做出具体规定，遏制“跨国高考移民”现象，即以入我高等院校进行本科学习
为目的而转变国籍，进一步规范了招生行为。教育部和公安部将建立联合工作机制，对目前
已在校学生进行清查，对不符合条件的学生采取相应措施。
（八）２００
９年，来华留学工作在国家外交工作全局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首先，胡锦涛主
席、温家宝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对来华留学工作高度重视，多次在重大国际活动中对外宣
布扩大来华留学奖学金规模。
１．
２０
０９年 ３月 ２
７日，胡主席会见中亚大使后做出重要指示，增加土、哈萨克斯坦等中
亚国家来华留学生名额对我有长远的战略意义，要继续做好中亚国家的来华留学工作，更多
地培养懂汉语、对华友好的人才。
２．２０
０９年 １
０月 ２
５日，温家宝总理在出席第四届东亚峰会期间，宣布未来五年内我国
将向东亚区域内发展中国家增加 ２００
０个政府来华奖学金名额，
２
００个公共管理硕士名额。
３．２００
９年 １
１月 ８日，温家宝总理在出席中非合作论坛第四次部长会议时宣布，到 ２０１２
年，中国向非洲提供的奖学金名额将增加到 ５
５０
０名。
其次，重视周边国家来华留学生工作。
１．为加强与发展中国家在人力资源开发领域的合作，为发展中国家培养政府和高校的
高层管理者以及具有领导潜力的优秀人才、精英人才、亲华友华人才，教育部与商务部于
２００
８年联合设立了“发展中国家公共管理硕士项目”。作为首次举办的以高学位人才培养
为目标的来华留学项目，该项目在政治上、学术上都取得较好效果，增进了我政治上的影响
力、形象上亲和力、道义上感召力。２
００
９年 １
０月，第二批项目班共有来自 ３７个国家的 ６８名
学员报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各承接一个项目班。学员对教学、生活等反应良好。
４

今后计划逐步扩大项目规模及学校范围，在现有的两个公共管理专业项目班基础上，由
华东师范大学承接一个教育学专业硕士班，招生对象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小学校长及市、区教
育局长。并在此基础上设立更高层次项目，提高培养层次，发挥更大影响力，将目前的“发
展中国家公共管理硕士项目”发展成为“发展中国家精英硕士项目”。
２．
由中联部牵头，经中央外事工作小组同意，近平同志、源朝同志批复同意实施的越南
１６５项目。教育部负责落实硕士生、博士生项目和领导干部的汉语培训项目，并负责承办部
分中短期培训项目。目前，在国际司的指导下，国家留学基金委作为项目招生、管理工作的
具体实施部门，和越共中组部 １６５项目办公室以换文方式签署项目实施细则，首批录取了
７１位学员。在此期间，广西和云南的相关单位承担了大量工作，付出了巨大努力。中联部
对我部在此项目上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肯定。
（九）２
００
９年，外国留学生教育 管 理 学 会 全 力 支 持 我 司 工 作，协 助 我 们 编 辑 出 版 了
００
４－２００
８年来华留学生简明统计》共五册，详实统计了 ２００４－２００８年五年的来华留学
《２
生各项数据，对来华留学生教育的发展趋势进行了分析，全面反映了我国 ２００４－２００８年来
华留学工作的发展情况，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十）２
００
９年，全国来华留学生电子信息管理系统在数据采集、统计和来华留学生管理
中继续发挥着良好作用，目前已作为全国范围内的来华留学生管理平台被广大留管干部使
用。从 ２００
４年 ９月 １日在全国启用高等学校来华留学信息管理系统以来，我司不断推进此
项工作，
２０
０７年 ４月，教育部科技司将“全国来华留学信息化建设项目”列入“教育部电子政
务建设计划”，作为重大应用示范项目予以立项支持。２００９年，该信息系统被纳入金教工程
并已开始启动实施。
（十一）为传承首都外国留学生文艺晚会的良好传统，充分发挥其特有的外宣作用，为
建国 ６
０周年献礼，教育部于 ２
００９年 １２月 ４日在中国人民大学举办了“祝福中国·２０１０首
都外国留学生新年文艺晚会”，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出席并致词。来自外交部、公安部、商务
部、文化部、国家广电总局等部门领导，以及来自 ６
２个国家的 １０９名驻华使馆官员、留学生
代表共 １
０００多人观看了晚会。此次活动获得巨大成功，受到各级领导、广大留学生和高等
学校的肯定和好评。２
０１
０年将继续推动此项工作的进行，并不断扩大范围，开展全国范围
内的来华留学活动，如全国外国留学生演讲比赛等。目前正在筹划过程中。
（十二）为建设职业化、高水平、高效率的来华留学管理干部队伍，提高干部整体素质和
能力，
２０
０９年，我们继续进行了全国留管干部培训，内容包括综合业务培训和专项业务培
训，围绕来华留学政策、综合技能、专项业务、从事来华留学工作的基本要求及专项技术性工
０人。截止 ２００９年，我司已培训
作和国际视野等方面进行强化学习，全年培训留管干部 ３５
留管干部近 １８０
０余人次。参训的留管干部普遍反映收效良好。
２０
０９年大家做了许多工作，来华留学事业取得了显著成绩，各方反响良好。这些成绩
的取得与大家的努力是密不可分的。在此，我谨代表国际司向在座的各位和所有来华留管
干部们表示诚挚的谢意！

第二部分：
２０１
０年来华留学工作任务
２０
１０年，我们应继续以十七大精神为指导，以科学发展观统领来华留学工作全局，认真
５

贯彻《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一五”规划纲要》，继续坚持“扩大规模，优化结构，保证质量，规
范管理”的原则，坚持教育外事为外交全局服务，为高等教育的发展服务，为经济和社会发
展服务，不断扩大来华留学教育规模，建立和完善来华留学教育工作的管理机制和模式，逐
步提高来华留学的层次，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一）完成并实施《留学中国计划》。《留学中国计划（草案）》在征求了各有关部门的意
见后，正在进行新一轮修改。我们计划在 ２
０１
０年《国家教育与改革中长期发展规划纲要》
颁布之后，作为该文件的具体措施之一出台，促进来华留学工作依法、科学、规范管理，明确
政府、高等学校和外国留学生的权益、义务、责任，营造来华留学工作良好的法制环境，形成
有利来华留学事业发展的机制。
０周年庆典系列活动。２０
１０年是新中国接受来华留学生 ６
０周年，
（二）纪念来华留学 ６
我司正筹划开展一系列活动，全方位、多角度地加大对来华留学的宣传力度，扩大影响。该
系列活动的方案正在策划中。初步考虑将举办层次较高的庆祝大会，举办来华留学成果展、
留华毕业生大会，国际学生流动论坛、以及全国范围内的演出活动等。
（三）完善有关法规，争取修订完毕《高等学校接受外国管理规定》（９号令）等一系列规
章制度；研究制定如何进一步提高来华留学生教育质量的办法，使来华留学工作管理、培养
更加规范、科学和透明。同时，我们还将继续完善来华留学生保险制度和突发事件的应急机
制，确保来华留学工作稳步发展、又好又快地发展。
（四）进一步扩大奖学金规模，保证奖学金使用效益。在确保完成胡主席、温总理、其他
国务院领导和我部领导的对外承诺、我国与外国政府间教育交流与合作协议的基础上，将采
取以下措施保证 ２０
１
０年全年奖学金名额达到 ２０
０
０
０名。
１、
稳步扩大自主招生院校范围。对设立地方奖学金的省、市、自治区给予自主招生奖学
金名额支持。
２、
鼓励、支持高校开设使用英语授课的专业和具有中国特色的专业，如中国学等，加强
能力建设、走内涵发展的道路。
３、对优秀留学生（主要是研究生和高年级本科生）扩大奖学金支持规模。
４、
抢抓优质生源，提前下达部分奖学金名额。包括：向较发达国家提供并由我驻外使馆
掌握使用的单方奖学金名额，向边境省份提供的奖学金名额，向自主招生高校提供的奖学金
名额。
（五）完成留学生管理服务调研，并出台来华留学生管理工作规定。２０１０年将落实此项
工作，出台来华留学生管理工作规定，作为内部掌握的文件，对高等学校的来华留学生工作
加强指导，内容包括规章制度要求、留管干部、辅导员编制要求、入学教育要求、课外活动要
求等多项内容，从源头上保证来华留学工作纳入学校工作整体规划，入主流，上层次。
（六）进一步做好预科教育工作。教育部将在实践经验基础上，组织研究改进中国政府
奖学金本科生预科教育培养方案，制定统一的教学大纲，并逐步实现主干课程全国统一考核
标准。同时，教育部将继续加强预科教育的相关调研工作，制定切实可行的来华留学生预科
教育的阶段发展目标，逐步扩大预科教育招生范围和委托学校范围，推动此项工作不断
发展。
６

（七）为支持地方政府、高等院校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上水平、通渠道、增能力，推动各
高等学校国际化建设，计划每年选择一个省份，重点支持，与其他地方政府共同举办国际文
化节。文化节的举办将为中外文化之间的友好交流，增进世界各国学生的了解和友谊提供
一个良好的平台，极大地丰富了高等院校的校园文化内涵，对建设国际化高水平大学，推动
地方的国际化进程起到积极、重要的作用。２
０
０９年湖北省举办了第五届“珞珈金秋国际文
化节”，教育部是支持单位之一。２
０１０年教育部将继续推动此项工作展开。
（八）做好留华毕业生工作。留华毕业生工作是我部长期重点工作之一。２０１０年我部
将继续加强与留华归国毕业生之间的联系，继续推动建立优秀留华毕业生数据库，定期举办
留华毕业生联谊活动，在此基础上推动有关国家成立留华毕业生联谊会，并在合适时间举办
高层次的留华毕业生大会，向国家汇报我们来华留学工作的成绩。
（九）继续为外交工作服务。２０
１０年来华留学工作将继续配合外交全局工作，为教育外
事整体工作服务。首先，要落实党和国家领导人宣布扩大来华留学奖学金的承诺，继续扩大
来华留学奖学金规模；其次，要特别重视接受周边国家学生，继续落实“发展中国家公共管
１６
５等重要项目；还要预留部分奖学金名额，用于国家领导、我部领导出访，外
理硕士项目”、
国元首来访及特殊工作需要等。
０
０９年来华留学工作统计汇编》的编辑出版工作。２
００９年，我们已经出版
（十）做好《２
了《２００４－２０
０８年来华留学生简明统计》，接下来，我们要请学会出版 １９
９９－２００３年的。我
们一年年整理，往前推，为日后进行研究提供详实的历史资料。
（十一）坚持队伍建设，举办业务培训班。为建设职业化、高水平、高效率的来华留学管
理干部队伍，２０
１
０年，将继续开展全国留管干部培训，由综合业务培训和专项业务培训组
成，围绕来华留学政策、综合技能、专项业务、从事来华留学工作的基本要求及专项技术性工
作和国际视野等方面进行强化学习，加强全国来华留学管理干部队伍建设。

对学会的工作提出几点希望
学会在过去的一年中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今后我们要更加重视和进
一步发挥学会的独特作用，相互配合，把工作做得更好。
１．充分发挥学会在开展学术研究和调研活动方面的优势，多进行具有前瞻性的专题调
研和研讨。研究课题要切合重点工作，更多地侧重实践环节，总结经验规律，并上升到理论
高度，为政府部门提供切实可行的政策咨询。
２．
充分发挥学会的协调、沟通作用，为各会员单位提供畅通、高效的信息交流渠道，举办
一些小型会议，研究一些问题，出一两本书，作为我们的成果。今后政府将继续鼓励支持此
项工作。
３．
继续做好教育部的助手，在学术文章出版、日常数据统计、分析和预测等方面继续扎
实推进，还要大力拓展业务，开展国际交流，与国际上同类型的组织加强交流与合作，大力开
展公共外交，加强能力建设，通过自己的民间渠道更好地宣传来华留学工作。
最后，请允许我再次代表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并以我个人的名义，感谢学会做的
大量工作，感谢大家长期以来对来华留学工作的支持与配合。希望大家今后继续努力，发挥
各自的优势和力量，把来华留学工作做的更好，使来华留学工作新年上一个新台阶。
７

充分发挥学会作用
迎接来华留学事业大发展
刘京辉会长在常务理事会上的讲话
我们刚刚送走了 ２
００９年，迎来了“十一五”规划的最后一年 ２０１０年，新春佳节又将临
近，工作都异常繁忙。但是，我们还是把各位常务理事请来，就是想与大家共同回顾总结学
会过去一年的工作，商讨安排学会未来的发展。
今天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生副司长也应邀出席我们的常务理事会，我代表学会感
谢教育部多年来对学会工作的信任与支持。在此我还要感谢广西教育厅和广西医科大学为
本次常务理事会议所做的努力。
秘书处已经将 ２
０
０９年工作总结、
２０１
０年工作设想及相关资料发给了大家，在这里我只
０
９年工作和今年工作讲几个要点，供大家讨论参考。
概括地对学会 ２０

一、
２０
０９年是学会发展历程中十分重要的一年
（一）回顾一年中对来华留学工作有影响的几件大事
１、
２００
９年 ７月，中央召开了第十一次驻外使节会议
胡锦涛总书记和温家宝总理分别发表了重要讲话，深刻阐述了国际形势的新特点和发
展新趋势。会议强调，要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要坚持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努力
使我国在政治上更有影响力，经济上更有竞争力，形象上更有亲和力，道义上更有感召力。
强调要重点做好五项工作：一是坚持韬光养晦，积极有所作为；二是坚持全面维护国家利益，
积极拓展发展利益；三是要坚持全面推进外交工作，充实完善外交布局；四是要坚持维护我
国的海外利益，加强维权能力建设；五是坚持推动建设和谐世界，提高我国的软实力。会议
要求大家不断地提高外交工作的能力和水平，提高贯彻中央外交战略方针的能力和水平，提
高驾驭复杂局势的能力和水平。这些精神和要求与我们来华留学工作密切相关，需要我们
认真地领会，贯彻到来华留学教育管理工作中。
２、
２００
９年 １２月 １０日，教育部召开了全国教育外事工作会议
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刘延东强调指出，教育外事工作要以服从服务党
和国家工作大局为宗旨，以配合国家外交总体战略为取向，以促进教育改革发展为重点，以
推进人文交流合作为载体。要创新思路，拓展功能，主动适应国家改革发展新形势和世界大
变革大调整趋势，积极参与教育国际标准和规则制定，充分发挥学校民间外交作用，推动教
育国际交流合作向深度广度发展。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完善多层次、宽领域教育对外
开放格局；立足国情，借鉴先进教育理念和经验，引进优质教育资源，培养和吸引国际化人
才，特别是世界一流的领军人物和专家学者；建立合作平台，提升我国高等教育学科水平和
人才培养水平。要加强学校对外交流合作、加强出国留学、来华留学、人才回国及国际汉语
８

教育推广工作，注重质量提升和品牌建设，推动教育外事工作走内涵式发展道路。
袁贵仁部长指出，教育外事工作必须把出发点和落脚点放在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上，
放在促进教育改革发展上，紧密结合国内工作大局，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这是做好教育
外事工作的根本目的，也是衡量教育外事工作成效的根本标准。
３、
２００
９年举国隆重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十华诞
祖国六十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三十年取得的辉煌成就，激励我们来华事业要面向未来、
面向教育现代化，应对挑战。
４、
２００
９年我们克服了国际金融危机给来华留学工作带来的严重影响
从目前的统计数据看，由于许多学校从 ２
００
８年就意识到金融危机蔓延的严重性并采取
了许多相应措施，因而使 ２
００９年来华留学生总体规模仍保持稳步增长、仅增幅减缓。
（二）学会几项突出的工作
１、
２００
９年学会成功举办了成立 ２０周年庆典活动
学会庆典和年会得到教育部郝平副部长的肯定，这也是郝平副部长就任后参加的第一
次大规模外事工作会议，特别是“来华留学教育展”虽规模不大、但充分展示了来华留学发
展成果。隆重的庆典为学会的未来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和活力，增强了大家对来华留学生
规模、层次发展的信心。
２、
２００
９年学会的工作水平有了进一步的提升
秘书处全体人员在贺、白两位秘书长的带领下，努力工作，不断总结经验，开拓创新。
为了学会成立 ２
０周年的隆重庆典，秘书处号召并组织理事会成员单位仅在一个多月的
时间里就举办了“铸造辉煌—来华留学教育回顾展”，展览虽然规模不是很大，但内容详实，
较全面地反映了来华留学事业的发展。得到有关部领导和战线上的好评。为给庆典增色，
学会完成了 ２００
４－２
０
０
８年《来华留学简明统计》共计五册的编辑出版工作。由老会长于富
增撰写的《改革开放 ３０年的外国留学生教育》一书，全面阐述了改革开放 ３０年来华留学工
作，对未来发展提出了许多思考。
３、学会网站的建立开通
酝酿多年的学会网站也于 ５月试运行，从此学会经多年努力终于有了自己的网络信息
交流平台。
４、积极拓展国际交流
２０
０９年 ４月贺、白两位秘书长应邀参加了由中国人民大学承办的 ＡＰＡＩ
Ｅ２００９年会及展
览。１０月学会又接待了澳大利亚国际教育协会（Ｉ
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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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她在我国京津沪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访问研究活
动。应学会要求，费丽丝蒂博士离境前提供了一份很好的报告，秘书处已经印发给大家。

二、对学会 ２
０
１０年工作的几点建议
２
１世纪前 １
０年已经过去，
世界全球化趋势却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仍在继续推进，而且其
变化周期越来越短，
变化的不确定性也越来越多。这其中有科学技术推动的根本原因，也有各
国国家利益政治斗争的原因。全球化的加速推进，
使得教育面向世界、
面向现代化和提高教育
的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性更加凸显。同时，
对于教育外事工作，
无论是官方、半官方，还是民间的
教育外事工作都提出了更高要求。同样，
也为我们来华留学工作，
为我们学会工作提供了更多
９

机遇和挑战。学会要善于运用和发挥民间团体的作用，
特别是政府所起不到的作用。
一直以来，
我们总是希望增加接收欧美的留学生，如今美国总统奥巴马已经宣布，要在四
年内派遣 １
０万名留学生来华学习。教育部已经着手制定有关实施方案。对此，我们在座的各
位可以问问自己：
我们是否已经做好了准备？从软件到硬件，从观念到教学、管理，以及生活、
安全等方方面面？可以说，全球化和教育的国际化将会有更多的事情等待我们去思考、去实
施。特别是要充分发挥来华留学工作在增强中国软实力建设方面的潜移默化的作用。
今天既然是学会的年度工作会议，在座的各位常务理事又都是各省市、高校来华留学的
中层领导，我就不再重复更多的来华留学工作的重要意义，只讲一些对学会工作的具体想
法，供大家在讨论时参考：
１、继续加强研究，包括来华留学工作理论性、前瞻性和应用性、实践性研究
我在去年庆典和年会上讲过，我们每个会员既是来华留学工作的研究者，同时又是来华
留学教育管理的具体实践者。我们在日常教学、管理中会有许许多多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
训的积累，正是这些积累需要我们采用一定的方式、方法加以分析，从而找出广泛可循的观
点和论点，进一步指导我们的工作或是向决策层提供政策咨询和实施建议。总之，我们要加
强研究能力，既要有前瞻性、也要兼顾现实性，要解决当前发展中的问题。在这方面我们应
该多向其他兄弟学会学习。
北京学会正在研究制定《高校留学生管理干部手册》，将从留管干部日常工作入手，对
管理工作涉及的各个环节程序、规范、政策和细节给以规范阐述，并辅以相关的资料及参考
案例，作为留管干部必读的工作手册。在其完成后，学会计划将把它制作成电子版，供各省
市、高校参考。这也就是我们经常讲的规范管理的一项措施。希望其它地区学会也积极参
与研究和实践，多出成果。
２、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
刚才讲到全球化已势不可挡，而学生的国际流动也已成为全球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由
于学会目前的人力物力有限，不具备单独举办大规模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活动，所以我们今年
更多的是参与。比如，
６月学会将参与组织召开“第 １６届国际跨文化交际学会年会”，作为
协办单位。希望各位常务理事重视并积极参与，也希望秘书处做好各项协调工作，更希望学
会今后开展更多的国际合作与交流，例如与其他学会等组织合作共同举办以“国际人才流
动”为题的国际会议。
３、继续做好扩大会员和推动各省学会的组建工作
关于这个问题，去年郝平副部长在学会成立 ２
０周年的报告中提出了要求；会后教育部
国际合作与交流司又给各省市发了文。许多高校都在积极询问加入学会的事宜，部分省市
也在积极推动组建地区学会的工作。团结就是力量，我希望今年所有接收来华留学生的院
校都能被吸收到学会中来，在学会这个民间社团组织的平台上广泛交流、共享成果，规范管
理、共同提高，做好迎接来华留学生规模发展的基础工作。
感谢大家在过去一年的辛勤工作和对全国学会工作的支持！
同志们，
来华留学事业正处在一个重要的发展节点上，希望学会全体同仁坚定信心、锐意
进取、
共同努力，
开创来华留学工作的新局面。再过半个月我们即将迎来农历虎年，在此，我谨
代表学会和我本人，
祝大家在新的一年，
身体健康，
万事顺意！祝学会的工作取得更大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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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 ３
０年来华留学生教育的回顾与前瞻
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陈

强

改革开放以来，来华留学生教育走过了一条不平凡的道路，取得了许多骄人的成绩。本
文在回顾 ３
０年发展历程、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分析当前所面临的主要问题，进而提出进
一步发展来华留学生教育的相关策略。

一、主要成绩
我国从 １９５
０年起开始接受外国留学生，到 １
９
６６年因“文化大革命”而中断。１９７３年，
我国恢复了招收和培养留学生工作。由于当时国家经济实力较弱，奖学金名额有限，加之
“文化大革命”对高等教育造成的破坏性影响，直至改革开放初期，来华留学生教育仍处于
较低的发展水平，具体表现为数量规模很小、接受外国留学生的高校数量少、留学生来源单
一等。改革开放后，随着国家经济形势的迅速好转和社会的不断进步，来华留学生教育重现
生机并不断发展，在扩大规模、优化结构、提升培养效益以及加强制度建设等方面都取得了
显著的成绩。
１规模迅速扩大
１９
７８年，我国只有 １，
２３６名来华留学生，来自 ７２个国家，分布在全国 ９个省、市的 ３５所
高校中。其中 １，
１７
８名享受我国政府奖学金，其余少量的非政府奖学金生是发达国家在与
我国对等交换奖学金生以外派出的。来华留学生规模在 １９７８－１９８４年间保持缓慢增长态
势，
但始终未有突破性进展，这也是当时我国高等教育处于“拨乱反正，百废待兴”阶段的真
实写照。
在１
９８４年 １
２月召开的第三次全国外国留学生工作会议上，教育主管部门负责人将世
界其他国家的留学生教育与我国的情况进行了比较。当时美国接受外国留学生 ３０多万名，
苏联 １
２万名，法国 １
０５万名，罗马尼亚也接受了 ８万名，埃及 １
５万名。而我国建国 ３５年
总共才接受外国留学生 １
５万名，
１９
８
４年的在华留学生仅 ２，
５９
３名。这与世界各国特别是
第三世界友好国家对于我国的期望，以及我国的国际地位和声望很不相称。因此，会议制订
了到 １
９９
０年来华留学生（长期生）总数翻一番（即达到 ５，
００
０名）；短期留学生由 ４，
０００名
增加到 ６，０
００名的目标。１９
９０年来华留学生 （长期生）为 ８，２１０名，超出了预设的发展
目标。
来华留学生规模（１９
７
８—２００８年）：
１９７
８年 １
２３
６名，
１９８０年 １３８１名，
１９８４年 ２５９３名，
１９９
０年 ８２
０１名，
１
９９
７年 ４
３
７１
２名，
２
０００年 ５
２
１５
０名，
２０
０３年 ７７７１５名，
２００８年 ２２３４９９名。
就总体而言，从改革开放初到 １９
９
２年是来华留学生教育的恢复性发展时期。一方面，
我国刚刚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国家经济和社会对来华留学生教育的总体承载能力有限；另一
方面，经历多年封闭后，世界上许多国家对我国缺乏足够了解，加之招生制度、来华渠道的诸
多限制，这一时期来华留学生规模增长势头较为缓慢，但仍取得一些进展。据统计，
１９８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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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高等学校的外国留学生总数为 ４，
５
００多名，在数量上已经超过了 １
９７８年以前的任何一
年在华留学生的总量，其中，享受我国政府奖学金的留学生总数为 １，
７５９名，到 １９９２年，这
个数字增加到 ３，
３８
９名，
１０年间，享受我国政府奖学金的留学生人数增加了将近一倍；自费
留学生数则从 １９
８２年的 ２，７７６名增加到 １
９９
２年的 １１万名，１０年间增加了近 ４倍。至
１９９
２年，我国高等学校外国留学生总数增加到 １
４万多名，其中自费留学生数量远远超过
享受政府奖学金留学生数量。从享受我国政府奖学金留学生的来源来看，１９８０到 １９８９的
十年间，共有来自 １２
９个国家的 １
３万名留学生享受我国政府奖学金，其中来自欧洲国家的
占 ３１％，亚洲国家的占 ３
０％，非洲国家的占 １７％，北美国家的占 ６％，拉丁美洲国家占 ２％，
来自发达国家的比例比较大，欧洲、北美洲、大洋洲国家以及亚洲的日本等国家享受我国政
府奖学金的留学生数量占中国政府奖学金生总数的一半以上，改革开放成果初步得到体现。
需要指出的是，从改革开放初到 １
９９２年的十年间，来华留学生教育发展所取得的主要成绩
并不在于规模增长，在这十年间，我国逐步建立起一套适应更大规模来华留学生教育需要的
管理制度，为 １９
９
２年后来华留学生教育的高速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
１９
９２年以来，随着国家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外交局面的逐步拓
展以及留学生招生和管理制度的日益完善，来华留学生规模呈现出迅猛增长的势头。１９９４
年的来华留学生总数比 １
９９３年增加了 ８，
７００多名；
１９９
５年的来华留学生总数比 １９９４年又
增加了 １万多名，这两年每年增加的来华留学生数量均超过 １９９０年当年在华的外国留学生
总数。２００
２年上半年来华留学人数超过我国出国留学人数，这是我国开展留学生教育交流
以来首次实现“进大于出”，标志着来华留学生教育事业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
尽管 １９
９７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和 ２０
０
３年的“非典”爆发对来华留学生规模增长造成一
定程度上的不利影响，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抑制其强劲的增长势头。特别是来华留学研究生
数量，在 １
９９
６～１９９
７年间和 ２
００２～２
００
３年间分别实现了 １
９５５％和 １８
５３％的增幅。随着
我国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的持续健康发展，来华留学生教育逐步进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
期。截至 ２
００
８年年底，来我国学习的外国留学人员共计 ２２
３，
４９９名，来自 １８９个国家和地
区，分布在全国 ３
１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不含台湾省和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共有 ５９２
所高等学校、科研院所和其它教学机构接受来华留学生，中国政府奖学金生达到 １３，
５１６名。
２生源结构多样化
改革开放 ３０年来，来华留学生教育的生源结构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主要表现为来华
留学渠道、学生类别以及来源国家的多元化。
（１）来华留学渠道
改革开放前，来华留学生教育更多地被视为政治任务，以实现对发展中国家的智力援
助，帮助其培养各种建设和管理人才，而非出于推动和发展本国经济的考虑。因此，招生范
围主要限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第三世界友好国家，来华留学生基本都能够享受到我国
政府奖学金。改革开放前（１
９５０～１９
７８年间），全国 ３０余所高校累计接受培养了 １２，
８００余
名留学生（其中包括少量的研究生），几乎全部由我国政府提供奖学金。
改革开放后，留学生来源结构开始发生变化。由于我国向发达国家派遣了大批留学生，
作为回应，这些国家也开始向我国派遣留学生。这些学生中除了一部分被纳入我国的政府
奖学金计划，其余则以自费形式来华，
１９
７９年全国只有 ３００余名自费留学生。截至 １９８９年
我国累计接受了 ２６，
０
００名自费留学生。进入 ２
０世纪 ９
０年代，我国进一步扩大改革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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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体制改革继续深化。省级教育主管部门获准进行接受外国留学生院校的资格审批；高
校也获得招收留学生的自主权。１
９９０年接受留学生的院校增至 １００所，自费留学生人数首
次超过奖学金生。
１９
８５年以后，除了双边政府渠道外，开始有国外地方政府和学校资助一部分留学生来
华。１９
８９年，国家教委鼓励和支持我国高校通过与国外高校的校际交流与合作关系，接受
外国留学生来华学习，以促进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近年来，随着我国高校
国际合作的日趋活跃，越来越多的高层次留学生通过校际交流途径来华留学，他们中有许多
人同时攻读两国学位。从 ２００
３年开始，国家留学基金委（ＣＳＣ）和巴基斯坦高等教育委员会
（ＨＥＣ）合作，安排巴基斯坦政府奖学金生来华攻读高层次学位。如今，留学生来华渠道已
从单一的中国政府奖学金发展到个人自由申请、校际交流项目、联合培养、公司和企业选派、
友好团体和个人推荐等多种形式。
（２）学生类别
改革开放初，来华留学生主要为享受中国政府奖学金的本科生，另外有少量进修生。在
１９８
０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关于外国留学生入中国高等院校学习的规定》中，明
确我国接受外国留学生的类别仅限于大学生、普通进修生和高级进修生。１９８１年，我国开
始实施学位制度。经过研究和准备，从 １
９８４年起，接受外国留学生的类别扩大至本科大学
生、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普通进修生、高级进修生、研究学者 ６类。１９
８４年起，北京大
学、上海医科大学（现复旦大学医学院）等高校开始接受来华留学硕士研究生。１９８９年起，
同济大学等高校开始接受来华留学博士研究生。
１９
９０年，我国政府对接受第三世界国家留学生的办法实施重大改革，开始执行“高层
次、短学制、高效益”的培养方针。工作重点转为第三世界国家培养行政、教学及科研方面
的高级人才。包括硕士研究生、普通进修生、博士研究生、高级进修生以及研究学者在内的
高层次留学生人数迅速增加。
为满足外国友人来华学习汉语的要求，１
９７８年，北京语言学院开始为外国人举办暑期
汉语学习班。随着我国的经济和对外关系的发展，要求利用假期来华参加短期学习班的人
数激增。考虑到短期班时间短、形式灵活、针对性强、效果好等特点，教育部于 １９８０年决定
在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学等 １
１所院校开办暑期汉语学习班。这一形
式现已成为来华留学生教育的重要补充，在增进世界对我了解，提高外国人汉语水平方面发
挥了较大作用。
如今，来华留学生教育已经形成了由学历教育、非学历交流、短期培训等多种形式组成
的完整体系，可满足外国留学生的多种教育需求。
（３）国家来源
改革开放初期，来华留学生主要来自于第三世界国家，其中以非洲国家的学生居多。２
０
世纪 ９０年代中期以后，随着我国国际影响力的逐步提升和对外交流局面的迅速打开，各国
留学生通过不同渠道大量涌入，来华留学生的国别日益丰富。２００７年，来华留学生来自的
７
８年的 ７
２个增加到 １８
８个，这说明来华留学生教育正得到越来越为广泛
国家和地区从 １９
的国际认同。
３培养效益显著
改革开放 ３０年以来，我国为世界各国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培养了一大批品学兼优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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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和管理人才，为当地建设与发展做出巨大贡献。来华留学生教育同时也有力支持了我国
的外交工作。许多来华留学生在华学习期间对我国产生深厚感情，毕业后在加强和发展我
国与其所在国关系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张秀琴指出：“目前来华留学毕业生已遍布世界
上１
７０个国家，他们正在为其本国的建设和发展，并在促进本国和中国交流与合作方面发挥
着积极作用。有 ３０多人在本国担任了部一级以上的领导职务；有近 ５０位曾经或现任驻华
使馆参赞；有 ２０
０多人在各国的大学担任教授或副教授。各国驻华使馆中的中、青年外交
官，大部分都曾在华学习过。”例如，从南京大学毕业并获得历史学博士学位的苏丹留学生
加法尔·克拉尔·艾哈茂德回国后先后担任苏丹驻华使馆参赞、阿拉伯国家驻华使团首席
联络官和中国问题专家（大使衔），并被中华民族团结友好协会———穆斯林国际合作委员会
聘为名誉主席。埃塞俄比亚议长穆拉图是北京大学的博士毕业生，他在中非论坛第二次部
长级会议（埃塞俄比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直接推动了我国与非洲国家的友好关系。
毕业于中国纺织大学（现为东华大学）的尼日尔留学生阿布（ＫＡＲＤＡＡＢＯＵＢＡＣＡＲ）是
留学生推动本国和我国友好关系发展的典型人物。阿布于 １９８
６年来到中国，几乎亲身经历
了改革开放的全过程，目睹我国日新月异的变化，对我国产生了深厚的感情。可惜的是，当
他１
９９１年毕业回国后不久就发生了中尼断交事件。阿布将恢复中尼外交关系作为其头等
大事。由于生于当地图阿雷族的名门世家，阿布在尼日尔及其周边国家有着广泛而良好的
人脉关系。在我国有关部门和阿布的共同努力下，断交后不到 ４年，中尼就恢复了外交关
系。这在我国对外关系史上是绝无仅有的，阿布为此多次受到江泽民等中央领导同志的
接见。
留学生教育是教育服务贸易的主要形式。在一些西方国家，留学生教育已成为重要产
业和创汇来源。据统计，招收外国留学生早在 １９
９
３年就已成为美国第五大贸易产业，该年
度的外国留学生教育为美国贡献了约 １０
０亿美元和超过 １
０万个的就业机会。目前来华留
学生给我国带来的经济效益正随着来华留学生规模的扩大逐步得到体现。有研究称，我国
每年的教育服务出口金额约 ８～１
０亿美元。这一数字现在看来虽然不大，但随着我国经济
的持续健康发展和高等教育水平的进一步提高，来华留学生教育服务必将成为我国经济发
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４管理制度日趋成熟和完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教育主管部门一直高度重视来华留学生教育的管理工作，逐步
建立、健全和完善了各项制度，为来华留学生教育的健康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１）学位制度的建立
建国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我国没有建立学位制度。学位问题成为制约外国留学生来
５４年做出规定，中国可以接收外国研究生入我国高等学校
华的重要因素。高等教育部于 １９
学习。研究生毕业后，只授予毕业证书，而无学位证书；
１９６２年的《外国留学生工作试行条
例（草案）》亦规定，留学研究生成绩合格者，毕业时授予毕业证书，而不授予学位。１９７６年
的《外交部、教育部关于接受外国留学生入中国高等学校学习的规定》中也规定：大学生学
习期满、成绩合格者，由学校发给毕业证书，不授予学位。进修生学习期满发给学习证明文
件；
１
９８０年的《教育部关于外国留学生入中国高等学校学习的规定》也做出类似的规定。这
使得毕业于我国高校的外国留学生由于没有学位，回国后往往陷入就业困境。
１９
７９年 １月，教育部、外交部、文化部、公安部联合召开了第二次全国来华留学生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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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会议第一次就留学生学位问题提出“为调动留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并便于他们毕业回
国后就业和发挥作用，建立学位制度，向留学生颁发学位证书”。１９８
０年，全国人大常委会
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１
９８１年，国务院批准下发《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
例暂行实施办法》。自此，我国正式建立了学位制度。１９８６年《国家教委关于外国留学生来
华学习的有关规定》中已明确规定：本科生和硕士研究生修业期满，成绩合格者，发给毕业
证书，并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授予相应的学士、硕士的学位。博士研究生考试
合格并通过论文答辩者，授予博士学位，完成进修计划者，发给结业证书。来华留学生毕业
后拿不到学位的问题终于得以解决。
为了进一步规范授予来华留学生学位工作。１９
９
１年 １０月 ２４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
准下发《关于普通高等学校授予来华留学生我国学位试行办法》，其中规定：“授予来华留学
生学位，既要遵守我国现行学位制度的原则精神，又要考虑各国的实际情况，做到实事求是，
保证质量。来华留学生培养规格的确定，主要由各有关高校自行掌握：对于来自非洲地区的
来华留学生，一般应采取学习课程为主，撰写论文为辅的培养规格；对于来自其他地区的来
华留学生，采取学习课程与撰写论文并重的培养规格”。此办法的制定和颁发，对促进我国
高等教育的国际交流与合作，保证我国普通高等学校授予来华留学生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
的质量，具有重要的意义。
（２）来华留学生收费制度的确立
与学位制度的建立一样，来华留学生收费制度的确立也是我国留学生教育与国际接轨
的一项重要举措。在计划经济时期的教育体制下，我国高校由国家提供办学经费，对学生不
收取学费，并且免费为学生提供住宿和医疗保障，对家境不好的学生还提供部分助学金。这
一体系没有考虑到自费留学生来华学习的情况，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来华留学生，尤其是自
费留学生规模的发展。
针对这种情况，
１
９
７９年，经国务院批准的《关于接受自费外国留学生收费标准问题的请
示》中第一次明确规定，对自费留学生的收费包括学费、住宿费、教材费、杂费、门诊医疗费
等费用。随后，在《教育部关于外国留学生入中国高等院校学习的规定（１９８０年）》中则明
确规定了自费来华学习的大学生、普通进修生与高级进修生应缴付的费用及具体数额。自
１９８
４年起，我国接受外国留学生的类别扩大至本科大学生、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普通
进修生、高级进修生、研究学者六类后。１
９８
５年 ２月，教育部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关于调整对外国留学生发放奖学金和自费生收费标准的规定》，对我国有关高校中各种类
别外国自费留学生的收费标准做出规定。稍后，在《国家教委关于接受外国研究学者入中
国高等院校进行科学研究的有关规定》（１
９８
５年）中又明确规定了自费研究学者应缴付的费
用及具体数额。１
９
９７年，教育部对自费留学生的收费标准进行了修订，颁行了新的《自费来
华留学收费标准》。来华留学生收费制度的确立为自费来华留学生规模的扩大创造了有利
条件。１９７
８年以前，我国并没有自费留学生。随着自费来华留学教育的开放，经过 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的发展，
１
９９
０年自费来华留学生已达到了 ３，
８
００名，首次超过了享受我国政府奖学
金的留学生数，占当 年 在 华 外 国 留 学 生 总 数 的 ５１％；这 一 比 例 在 １９９９年 迅 速 上 升 到 了
８８％，
２０
０８年更是达到了 ９４％。
（３）管理权限的下放
为适应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高等教育改革的需要，调动学校积极性，提高来华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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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教育工作的灵活性与效率，
２
０世纪 ８０年代后期开始，我国政府教育主管部门陆续下放了
部分来华留学生教育方面的管理权限。国家教委制订了有关规定和评审标准，由各省、自治
区、直辖市教育主管部门对本地区各申请接受外国留学生的高等院校的办学资格、管理机
制、教师资格等进行评审。１
９８
７年 ９月，我国开始试行了来华留学生的新的招生办法。将
招收日本自费生的权利下放到学校，由学校直接录取。对第三世界本科生开始采取了定国
别、定人数、定专业、定院校的录取和分配办法。将以前派遣方和学生本人任选学习专业，来
华后再由我分配到专业院校学习的办法，改为先由国家教委根据我院校接受能力，兼顾派遣
方要求，确定年度招生计划。
１９
９２年，国家教委国际合作司制订了接受和培养外国留学生的新的改进措施，其中一
项是改进招生办法。外国留学生的录取不再由政府出面，而是由国家教委根据申请人的志
愿将申请材料转发给各有关高等院校，学校根据学生本人提供的学习成绩单、学业证书和推
荐信，以及本人申请的学习计划等进行研究，决定是否录取，被录取的学生凭学校发的录取
通知书报到。学生到校后的一切教学、学籍、纪律、奖惩方面的各种问题，由学校全权处理。
这些改进措施，扩大了高等院校在招收、管理外国留学生工作方面的自主权。
（４）各项管理制度的建立和实施
改革开放后，为了加强和规范来华留学生管理，讨论解决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先后于
１９７
９年、
１
９８４年和 １
９９
８年召开了三次全国来华留学生工作会议。在第二次全国会议上，重
申 １９６
２年经中央批准的外国留学生管理教育工作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应认真贯彻执行。
会议提出“对外国留学生应和中国学生一样严格执行教学管理制度”。并于 １９７９年颁布
《关于我国高校接受外国留学生管理条例》。１９
８
５年对该条例进行了修订，并由国务院核准
下发了《关于我国高校接受外国留学生管理办法》。１９９１年，为提高对来华留学生的管理水
平，保证留学生的培养质量，国家教委要求全国接受外国留学生的高等学校建立规范化的管
理工作制度，要求实现全年工作程序化、日常工作标准化、规章制度健全化、管理体制正常
化。１９
９８年全国第四次留学生工作会议召开后，教育部、外交部、公安部于 ２０００年 １月以 ９
号令的形式公布《高等学校接受外国留学生管理规定》。这一系列规定的出台，为各高校的
留学生招生和管理工作提供了参考坐标。
为了规范来华留学生奖学金的管理，发挥奖学金的激励作用，提高外国留学生努力学
习、遵守纪律、团结友好的自觉性。１９
９
７年 ３月，国家教委发布《外国留学生奖学金年度评
审暂行办法》。对获准在华学习期限超过一年的奖学金生，每年根据其学习成绩、学习态度
和考勤情况、行为表现和奖惩情况进行评审，以决定其是否继续享受下一个学年度的奖学
金。２
００
１年 ４月，为了加强学校依法教育和管理学生的自主权，进一步规范年度评审工作。
教育部对《暂行办法》进行了修订，并更名为《中国政府奖学金年度评审办法》，正式实施中
国政府奖学金年度评审制度。
１９
９８年，全国第四次留学生工作会议对教育部拟订的《高等学校外国留学生教育管理
评估指标体系》和《高等学校外国留学生教育管理评估实施方案》进行了讨论。会议肯定在
来华留学工作中实行评估制度，方向是对的。强调评估只是手段，目的是监督办学质量。
１９９
９年 １１月，江苏省教委受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委托，对省内 ２４所接受外国留学生
的高校开展了评估试点工作。评估重点考察接受外国留学生院校的办学条件、管理水平以
及教育质量与办学效益。教育评估制度的实施对于改进和加强高校来华留学生教育管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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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起到了促进作用。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
改革开放 ３０年来，在“扩大规模、提高层次、保证质量、规范管理”的来华留学工作方针
指导下，来华留学生教育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但与高等教育历史长达数百年的西方国家
相比，仍存在着很大的差距。笔者以世界留学生教育的标杆国家———美国以及我国近邻日
本的外国留学生教育为对象，与来华留学生教育进行比较，从规模、结构、成就三个方面对来
华留学生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分析。
１总体规模依然偏小
改革开放来，来华留学生教育的规模增长了近 １８
０倍。但是，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与
我国高等教育的总体规模相比，来华留学生教育规模依然偏小。２００４年我国留学生数量已
超过了日本，但与美国相比仍存在巨大差距。
２结构上不尽合理
除了来华留学生总体规模偏少的问题外，来华留学生教育在结构上也不够合理。
（１）层次较低
首先，结构上的不够合理表现为来华留学生的层次较低，尤其是学历生、高层次学生比
例过低。下图描述的是中日美三国的学历生占本国留学生总数的比例（以上数据由笔者从
美、日的相关统计数字换算而得，日本的学历生由于统计口径关系是以研究生、本科、短期大
学与高等专科学校的总和得到，由于日本短期大学与高等专科学校的留学生数量极其有限，
故不会对最后结果造成太大的影响）。从下图中不难看出我国在这方面与美、日两国的
差距。

１
９
９
６－２
０
０
７年中、日、美三国学历生占本国留学生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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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来华留学生中研究生比例同样过低。以 ２０
０７年为例，该年来华留学生中硕士和
博士研究生共有 １０，
８
４６名，占该年来华学历生的 １６
１７％；
２０
０７年赴日留学研究生数量为
３１，
５９
２名，占学历生比例为 ３３
７％；
２０
０７／
０
８年赴美的外国留学研究生数量为 ２７６，
８４２名，

２
２％（以上数据均由笔者从美国、日本的相关统计数字换算而得）。日、
占学历生比例为 ５３
美在这两个指标上均远远超过我国。
外国留学研究生占在校研究生的比例是衡量高校国际化水平的重要指标。从高校个体
的角度来看。清华大学是 ２００８年来华留学研究生最多的国内高校（ＣＳＣ统计为 ７５９名，清
华大学公布数据为 ８
７９名），但是留学生占全体研究生的比例也只有 ４２％。北京大学是我
国最早接受来华留学研究生的高校之一，其留学研究生数量长期来在国内名列前茅（２００８
年为 ６４
８名），但是按照其占学生总数的比例计算也只有 ４３％。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是目前
我国研究生中外国留学生比例最高的高校，２
００８年有 ５
１８名外国留学研究生，占总体的
１８
５％。即使这一比例，也只能与国外一般高校相提并论。通过对表 １中数据的对比，可以
清楚地发现目前我国高校与世界著名高校在留学研究生教育方面存在的巨大差距。
表 １ 外国留学研究生占在校研究生比例的国际比较
国内留学研究生最多的 ６所高校

世界著名大学

清华大学

４．
２％

美国哈佛大学

３
５％

北京大学

４．
３％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

３
７％

复旦大学

４．
６％

美国斯坦福大学

３
３％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１
８．
５％

英国剑桥大学

５
２．
８％

吉林大学

２．
３％

英国牛津大学

６
３％

华中科技大学

１．
７％

日本早稻田大学

１
５．
９％

数据来源：国家留学基金委来华事务部及各高校网站公布的数据

（２）生源地过于集中
从世界范围来看，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留学生教育发展是多重因素影响下留学生流动的
结果。多年来，美国、英国、德国、法国、俄国、日本等分享了国际教育服务贸易的主要份额，
主要得益于这些国家经济、科学、文化、教育等各项事业的稳定发展。２００７～２００８学年，美
８０
５名外国留学生，其中排在前 ６位的国家和地区分别是印度、中国大陆、
国共吸引了 ６２３，
韩国、日本、加拿大、中国台湾，除加拿大外均为远在太平洋彼岸的国家和地区，这 ６个国家
共计占了 ５
４％的份额，显示出美国高等教育对于其他国家的强大辐射力。
就目前情况而言，来华留学生主要来自于我国的亚洲近邻国家。从来华留学生的洲别
分布来看，来自亚洲国家的留学生占了近 ３／
４，居第 ２位的欧洲仅占 １３５％。从来华留学生
的国别分布来看，位居前两位的韩国（６４，
４
８１名）和日本（１８，
６
４０名）的留学生就占了来华
留学生总人数的 ４２

５％，这说明来华留学生数量对于这两个国家有着较高的依赖性。进一
步考察一些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除位居第 ３的美国（１４，
７５８名）之外，经济并不发达的越
南（９，
７０
２名）、泰国（７，
３
０６名）、印度尼西亚、印度等我国近邻的留学生数都超过了英国、德
国、加拿大等经济较为发达的国家。这说明地缘、历史、文化、留学费用等因素仍是影响来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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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生数量的最主要因素，教学质量、留学环境等因素并未对吸引学生的选择产生显著
影响。
２０
０７年来华留学生的洲别分布：亚洲 ７２
５％，欧洲 １３５％，美洲 １０％，非洲 ３％，大洋洲
１％。
２０
０７年来华留学生的国别分布：韩国 ３３％，日本 ９
５％，美国 ７５％，越南 ５％，泰 国
４％，其他 ４１％。
换一个角度来看来华留学生的学习目的地分布。２００７年，来华学习的 １９５，
５０３名外国
留学人员分布在我国 ３
１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不含台湾省和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其
中，北京和上海所接收留学生数量的总和就占了来华留学生总量的一半左右，远远高于第 ３
位的天津，这说明来华留学生在我国的地域分布上存在严重的不平衡。北京是我国的政治
和文化中心；上海是我国的经济、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两个城市名校云集，教育实力雄
厚，开展来华留学生教育的历史都比较早，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还将继续对外国留学生构
成强大的吸引力。对于其他省、市而言，今后发展的关键在于如何发挥各自的特色和差异性
优势，以吸引更多的留学生。
（３）专业学科分布不均
考虑到中、日、美三个国家统计资料中专业划分方式各不相同，为了便于比较，笔者将其
聚类成为人文社会科学、理工科学、农学、医学和其他等五个大类的学科群。
日本和美国在理工科、农学这些体现国家科技竞争力的领域显示出了明显优势，这两个
４倍和 ２
３
８倍，在农学领域则分别为我国的 ３８和
国家理工科留学生人数分别为我国的 ２
１１
８倍。在医学领域，近年来来华学习医科尤其是西医的留学生数量增幅惊人，
２００
７年人
数已达 ２５，
５
７３名，为日本的 ９
５倍。而我国医学和医科教育的总体水平并不高，这一点应
引起我国教育主管部门和有关高校的足够重视。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我国留学生人数虽
然高于日本低于美国，但从图 ７中不难看出，来华留学生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学科分布极不
平衡，当大一部分为汉语言生（７６％），若去除语言生的影响，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我国与
日、美两国同样存在着不小的差距。
３杰出人才培养上的差距
改革开放 ３０年来，我国虽然培养出了一大批为当地建设做出卓越贡献、对华友好的优
秀人才，但在国家元首、诺贝尔奖获得者等具有留学背景的各领域最高成就获得者中，却很
少能见到来华留学生的身影。曾有学者做出过不完全统计，世界各国现任国家元首中有 ９
５
人有留学经历，其中留学法国的 ２
５人、英国 ２１人、美国 １９人，留学中国的仅 １人（短期进
修）。在具有留学经历的现任国家元首中，亚洲、非洲国家的元首就占了 ６
０多人，而他们主
要留学于欧美国家。以英国为例，仅牛津大学就培养出包括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前首相
布莱尔、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在内的数十位各国政府首脑；剑桥大学也培养了数位英国首相以
及包括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在内的多名世界政界精英。这两所名校还培养出 １００多位诺贝
尔奖获得者以及众多的文化界、科学界名人。
由此可见，来华留学生教育在杰出人才培养方面还处于起步阶段。但同时我们也应该
看到，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高等教育的历史不长，外国留学生教育的历史更短。只要
国家经济社会保持长期稳定发展，随着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的逐步推进，将会有越来越多的
杰出人才走出我国高校的校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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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进一步发展来华留学生教育的思考
改革开放 ３
０年来，来华留学生教育在各方的重视和努力下已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
要进一步发展来华留学生教育事业，必须从提高我国高等教育的综合实力和国际声誉出发，
提升我国留学生教育在国际教育服务贸易市场上的竞争力，吸引更多高层次的留学生来我
国学习。笔者认为，近阶段发展来华留学生教育应重点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１做好来华留学生教育发展的顶层设计
来华留学生教育事业不仅通过培养对华友好人才、增加国际交流对我国的外交工作做
出贡献，作为一门产业，也可以直接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随着来华留学生规模
的日益增长，其经济效益将逐渐体现出来。因此，必须立足于国家中长期社会经济发展战
略，根据国际学生流动的趋势和特点，做好顶层设计。具体包括：⑴ 制定中长期的来华留学
生教育发展战略，明确总体目标和切实可行的阶段性目标、步骤及主要保障措施等；⑵ 明确
国家各部委、各级地方政府、各高校在来华留学生教育发展中的职责和任务，并建立协调机
制；⑶ 进行分区域、分层次、多途径发展的政策设计。对于来华留学生教育已达到一定规模
的地区，应发挥高校的学科优势，注重提高层次，着力发展研究生教育，提高留学生中的学历
生尤其是研究生的比例。语言生教育则可逐步向社会语言教育机构转移；对于来华留学生
教育规模较小，尚处在起步阶段的地区，应着重在扩大规模上下功夫；⑷ 进行国际化条件下
的来华留学生社会管理设计，制定有关留学生校外住宿、勤工俭学、就业与创业等方面的规
定，保障留学生的合法权益；⑸ 建立可持续的来华留学生教育公共财政投入机制。同时鼓
励学校、各类公共组织、企业、个人出资冠名设立专项来华留学生奖学金，形成多渠道，多层
次的留学生奖学金供给体系。
２做好来华留学生教育的整体营销工作
留学生教育属于服务贸易的一部分，从国际高等教育市场来看，高等教育服务的输出国
主要集中在西方发达国家中的少数高等教育强国。我国的留学生高等教育近年来虽然发展
迅速，但在国际市场上占的份额仍然很小，生源也还主要集中在我国周边地区。在高等教育
整体水平的提高不可能一蹴而就的前提下，整合国内留学生教育资源开展整体营销活动，对
扩大我国留学教育的知名度、在国际高等教育市场获得更高认同、吸引更多留学生来华学习
具有积极的意义。
目前，世界各国教育机构等竞相到世界各地推介自己的教育资源，通过举办各种教育展
会、开展长期招生宣传来打本国留学教育品牌，吸引更多海外生源，这是我国应该借鉴和学
习的。目前来华留学生大都来自于我国的邻国，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区域辐射能
力的不断扩大，这些国家仍将有大量的留学生来我国学习，但要实现我国留学生数量的大幅
增长，就必须开拓亚洲以外的市场。目前欧美一些经济发达国家的来华留学生数量仍十分
有限，这些国家的留学生市场对我国来说潜力巨大。因此，在提高我国高等教育质量的同
时，有必要对亚洲、欧洲与美洲这些不同的市场进行细分，针对这些国家青年学生的特点与
需求，展开更具有指向性的营销活动，在保持来自我国邻国的来华留学生数量稳定增长的同
时，积极开拓市场，实现欧洲、美洲等国家来华留学生数量上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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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充分发挥学科优势，扩大招生规模
汉语、中医、中华文化无疑是我国高校的传统优势学科。但是，如果长期依赖这些学科，
来华留学生教育的发展将是片面的、不可持续的。各高校应充分发挥现有学科的优势，并努
力挖掘一些有发展潜力的优势学科，吸引留学生就读。上海市政府较早意识到这一问题，明
确提出上海市高校应“扩大特色专业和优势学科招收外国留学生规模”。一些高校结合自
身的学科优势，创办了一些有特色的留学生教育项目，与其他高校进行“错位竞争”。例如，
上海外国语大学依托该校语言类专业的教学优势，招收语言类学历生。上海财经大学则凭
借该校在财政、经济、金融等学科上的雄厚实力，大力发展国际贸易、国际金融、国际会计、市
场营销、中国经济法等财经专业的学位学历教育。再如，西北工业大学是国内唯一一所以
“航空、航天、航海”为学科特色的院校，拥有一大批有长期访学经历或从国外获得学位的专
家学者，并与国外保持着非常密切的合作关系。该校充分利用这一优势，招收和培养了多名
航天、航空、航海专业的来华留学研究生。每一所高校的特色不同，所拥有的学科优势也不
一样，在发展来华留学生教育中最为重要的是如何根据国际学生流动的特点，充分发挥自身
的学科优势。譬如，一部分综合性高校可充分发挥学科门类齐全的优势，组建若干个“学科
群”，拓宽培养口径，设法与国外高校的专业设置实现对接。
４加快推进高校国际化进程
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曾通过对包括诺贝尔奖、Ｎａ
ｔ
ｕｒ
ｅ和 Ｓｃ
ｉ
ｅ
ｎ
ｃ
ｅ论文、研究生
中国际学生比例等 １
０项指标的数据分析，发现我国知名大学和美国一流研究型大学的差距
极大，其中最为突出的指标之一就是国际化程度。国际化是 ２１世纪留学生教育发展的一大
趋势，主要表现为国家间学生和师资的流动性增强，国内外教育提供者同时面临市场扩大的
机会和竞争加剧的挑战。谁能够提供更能满足学生需要的教育服务，就能够在日益激烈的
全球留学生市场竞争中赢得更多的留学生份额。欧美以及日本等发达国家从国家战略的高
度出发，将国际化作为提高高等教育水平的中心任务，要求各大学制订相关规划和措施积极
推进国际化进程。对于我国的留学生教育而言，教育服务贸易的开放，既为高校创造了更好
更快走向世界市场的机会，同时也提出了国外大学加快争夺我国高校尤其是一流高校优质
生源的挑战。在这种形势下，我国高校应加快留学生教育服务体系国际化构建的步伐，具体
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进行：（１）学科与专业设置的国际化。“大学科、宽专业”将是我
们努力的目标；（２）课程体系国际化。主要包括：推进全英语授课以缩小“语言壁垒”、教学
方法与手段、课程、教材的国际化；（３）留学生管理方式的国际化；（４）推进学历学位互认；
（５）开展学分互认，推动联合培养；（６）直接赴海外办学。
（作者陈强系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博导）

２１

国际学生流动与来华留学
教育发展的现状和策略
南京师范大学

高立平

随着国际化进程的深入，国际学生的流动日益频繁，国际学生流动在诸多影响因素的作
用下，表现出一定的规则性。ＷＴＯ把跨境教育提供归入服务贸易范畴，使国际学生招生的
市场运作成为必然。分析和了解国际学生流动的规则、影响因素和市场，有助于我们准确把
握我国来华留学生教育的发展阶段，采取有效的策略。

一、国际学生流动的规则
在世界范围内，国际学生的流向总体上是有规则的，整体上表现出比较强的向度不平衡
性。从宏观的角度看，国际学生的流动与其流向国家的综合国力密切正相关，与语言和文化
圈的相近密切正相关。从发展中国家流向发达国家、从穷国流向富国是已经被事实证明了
的国际学生流动的基本方向和规则；其次，在语言和文化相近的发达国家和地区，学生的流
动表现出相对的向度平衡性，即学生作为国际学生身份流出的人数和以国际学生身份流入
的人数基本相当；
在发展中国家，学生的流动一是流向发达国家，二是流向同为发展中国家中实力强的国
家。学生流动表现出明显的向度不平衡性，即本国学生作为国际学生身份出去的多，外国学
生以国际学生身份进来的少。按照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ＯＥＣＤ）２００４年的统计，过去 ２０年
中，在 ＯＥＣＤ国家学习的外国留学生数目翻了一番，达到 １６０万人。亚洲是输送学生到国外
接受高等教育人数最多的地区，占所有 ＯＥＣＤ地区接受高等教育的国际学生的 ４３％。
跨语言和文化的国际学生的规模流动，通常是长期的语言培训和标准考试推广阶段成
熟之后的成果，语言培训和标准考试推广阶段是无法跨越的市场孕育阶段。这个语言培训
和标准考试先期是在其本国内进行，之后便是在境外大规模推开。从国外招收国际学生的
发展过程来看，都是语言培训和标准考试先行。通过在世界各地大范围地推广语言，不断完
善并提升语言水平考试的影响和权威性，不断培育和扩大潜在的国际学生市场，为本国的大
学招收国际学生做好生源储备，是英美等发达国家招收国际学生的成功经验。如世界领先
的教育测评及研究机构美国的教育考试机构（ＥＴＳ）成立于 １９４７年，英国专门成立的致力于
英国语言文化推广的英国文化委员会成立于 １
９３４年，它们都经过了六七十年的发展过程，
也确立了英语标准化考试的无可争议的地位，为英、美国招收国际学生立下了汗马功劳。

二、国际学生的流动与贸易
虽然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为了消弭教育服务贸易概念带来的争议，从 ２００３年开始用
“跨境教育”的概念替代教育服务贸易，之后更广泛使用了“教育跨境提供”的概念来减少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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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的分歧。但是当 ＷＴＯ以协议条款的形式把教育服务列入贸易范畴，也就是在世界范围
内确认了留学生教育的经济属性，为留学生招生的市场运作方式确立了合法性与合理性的
依据。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越来越重视和利用 ＷＴＯ 规则和服务贸易自由化政策，为实现
本国高等教育的发展目标和利益服务。
国际学生流动是教育与贸易的结合体，国际学生在大学里所受教育的过程，是教育范畴
的内容，是必须按照教育的规律来进行的，教育质量永远是吸引国际学生流动可持续性发展
的品牌力量。但是国际学生选择进入大学前的状态则是市场化的状态，大学作为教育“产
品”的提供者，学生则是购买教育“产品”的潜在客户，大学与潜在的国际学生之间构成了市
场要素。留学生教育既然是一种服务贸易，市场运作所遵循的游戏规则必然发生作用并要
得到认可。
国际教育市场的规模与教育服务的扩散程度形成了一种供求关系。因人口数量的不断
减少所导致的生源不足、国家实力支持下的优质教育资源优势以及招收国际学生的政治和
经济利益考量使欧美发达国家的大学成为跨境教育的积极倡导者和执行人。同时，发展中
国家和地区因其教育资源相对于人口数量的有限，蕴藏着一个巨大的教育需求市场。在这
种现实的供求关系之中，教育服务的扩散程度就取决于市场推广的策略和手段。
我们仅从英国大学在我国的招生为例，就可以清晰地看到教育服务贸易的运作。英国
政府与学校携手，配合默契，不讳言国际学生教育推广的服务贸易的性质，有强烈的市场意
识，并积极采取市场化运作的方式，大力推进国际学生的招生力度。英国大使馆文化教育处
积极推介英国大学的专业和很多新兴的领域，如英国的创意产业，正是在他们不遗余力的推
介下，使其成为学生人数增长最快的留学新领域。除了政府搭建平台，大学也以各种形式进
行合作与宣传，一个非常有效的方式是与中国的中介机构合作，通过他们在主流媒体、互联
网等进行大量的宣传和发布广告，使其成为在中国市场非常热销的教育产品。同时英国的
大学纷纷在中国开设办事处、招聘会说汉语的员工、增设中文网页，提供奖学金信息等。

三、国际学生流动的影响因素
国际学生流动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这些影响因素以一种难以度量的权重在国际学生
的流动过程中发挥着决定性的影响力。
１、
综合国力的强弱是影响国际学生流动的首要因素。一个国家高等教育的质量是国家
综合国力的一个重要指标，另一方面，国家的综合国力的强弱决定了其高等教育整体水平的
高低。强大的综合国力是吸引国际学生规模性流入的首要因素，综合国力薄弱则会出现学
生流出的规模大于国际学生流入的现象。
经合组织对 ２０
０
６年其成员国接受外国留学生的数量的统计显示，外国留学生主要集中
在经合组 织 的 五 个 成 员 国：美 国 ２
０％，英 国 １１
３％，德 国 ８
９％，法 国 ８５％，澳 大 利 亚
６３％，这五个国家接受的留学生数量占了世界留学生总数的 ５５％。
我国留学生教育规模发展的数据，也反映出了这一因素的作用，来华留学生的规模正是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综合国力的增强而实现了规模的不断扩大。１９７７年来华留学生的人数
仅为 ４
０４人，
２０
０８年已达 ２２
３５万人。
２、
国际关系的变化和国家的政治稳定是影响国际学生流动的核心因素之一。国际关系
主要指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外交关系，当国家间的政治关系稳定，国家间的学生流动就会处于
２３

一个稳定上升的状态。当国家内部政治稳定、政策开放且具有连续性的时候，国际学生数量
就会上升。美国学者 Ｗ·Ｋ·坎明斯在“亚洲留学生为什么特别喜欢美国”一文中，就把政
治上的密切关系作为第一个因素。
３、文化及地缘的因素是国际学生流动的一个重要选择因素。文化相通、地缘相近会使
国际学生对留学国的求学生活产生一种天然的熟悉感和亲近感，有助于减轻学生在完全陌
生的文化环境中所出现的文化休克状况。“英、美、澳及欧洲诸国的留学生和访问学者相当
一部分来自具有相同文化传统的国度，如欧美诸国的留学生倾向于英国，而英国的学生也愿
意到具有相同文化传统的美、澳等国学习。阿拉伯国家的留学生除了到发达国家去学理工
科外，另一大趋势是到埃及、伊拉克、叙利亚等国的几所著名伊斯兰大学学习。例如，也门的
留学生分布在沙特阿拉伯、埃及、叙利亚、土耳其等国。”
４、开放友好的留学环境是国际学生流动的不可忽视的因素，也是影响国际学生流动可
持续性发展的因素。留学环境既包括校园教育环境也包括社会生活环境，相对来说欧美国
家的大学因其比较成熟的国际性，校园环境受到国际学生的欢迎。在社会生活环境方面，世
界各国通过简化签证手续，开放国际学生打工限制等积极为国际学生提供宽松方便的留学
环境，在吸引国际学生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５、个人职业发展因素或是经济全球化的因素是影响国际学生流动的一个新的重要因
素。经济全球化以及技术扩散日益广泛，新的生产组织形式的诞生和新的生产部门的发展，
使全球就业日益增多和普遍，世界经济的变化对国际学生流动产生了比较明显的引导力。
个人职业发展倾向与经济全球化的地域性扩展的契合，使国际学生流动的方向有了明显的
地域性特征，在发达国家到发展中国家的学生流动中，可以看出这种因素的影响。
６、教育成本也是影响国际学生流向的一个因素，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学生在规划其留
学目的国时教育成本的考虑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学费和生活支出相对低廉的周边国家成
为一些国际学生的选择。

四、我国留学生教育的发展现状
我国的留学生教育近年来得到了快速发展，在 ２
００２－２００
８年之间学生规模平均每年以
２０％的年增长率在逐年递增。２００７年出现了来华留学生学历生增长速度快于非学历留学
生，本科留学生增长速度快于研究生的结构性变化。２０
０８年，学生人数已达到 ２２３４９９人，
来华留学生规模和结构都在发生着可喜变化。
从来华留学生的专业选择来看，我国接受来华留学生的专业分布基本上是以文科居多，
主要分布在 １５个专业类别：汉语言、西医、文学、经济、中医、管理、工科、法学、艺术、理科、体
育、历史、农科、哲学和教育。２
００７年来华留学生超过 ５０００名的专业类别有 ７个，按照人数
多少分布依次为：汉语言、西医、文学、经济、中医、管理和工科，其中汉语言专业留学生（包
括学历生和非学历生）总数，占当年来华留学生总数的 ６１％。２００
８年来华留学生的专业分
布和比例分别为：文科 １４
３３４４名（其中包括汉语类 １
２
４５７４名、艺术类 ２８
３５名，其余 ５９３５名
为其它文科专业学生），占总人数 ６
４
１４％；医科 ２８６
５１名（西医：
１
９２
３３名，中医：
９４１８），占总
人数 １
２
８２％；经济 １１
３
３５名，占总人数 ５０
７％；管理 １０７２８名，占总人数 ４
８０％；理科 ９９７８
名，占总人数 ４
４
６％；工科 ９１２
８名，占总人数 ４０
８％；法学 ４６８８名，占总人数 ２１０％；教育
３３９
５名，占总人数 １
５
２％；历史、农学、哲学占总人数的 １％。其中汉语类留学生占留学生
２４

总数的 ５５
７４％。
从来华留学生的学习的层次和学历结构来看，在 ２
００７年的 １９５５０
３名来华留学生中，学
历留学生占来华留学生总数的 ３４
９％，非学历生占总数的 ６５１％；
２
００８年的来华留学生中
学历生占来华留学生总人数的 ３５８
０％，非学历生占总数的 ６４２％。在学历生的结构比例
中，
２
００７年的 ６８２
１
３名来华留学生学历生中，硕士生 ７
６２
８名，占 １１
２％；博士生 ３２１８名，占
４７％；在 ２０
０８年的 ８
０
０
０５名学历生中，硕士研究生 １０３７３名，占 １２９７％；博士研究生 ３９０８
名，占 ４
８８％。
从来华留学生的来源国别来看，
２００
７年来华留学本科学生来自 １７０个国家，其中有 １
１
个国家的学生人数分别超过了 １０
００人，占当年来华留学本科生总人数的 ８４６％，而这 １１个
国家都是我国的周边国家。２０
０８年来自亚洲的留学生人数仍然最多，达 １５２９３１名，占全年
４
３％；欧洲 ３２４
６１名，占 １
４

５２％；美洲 ２６５５９名，占 １１
８８％；非洲
来华留学生总数的 ６８
８７９
９名，占 ３
９４％；大洋洲 ２７４９名，占 １
２３％。来华留学生的来源国别分布不仅印证了文
化及地缘的因素在国际学生流动中的影响，同时，也提示我们亚洲和我国周边国家仍是今后
一个时期我国来华留学生的主要来源地区。
通过以上的数据分析，我们要看到来华留学取得了快速的发展，但是同时也还要看到我
国的来华留学生教育总体上仍处于进修生多、学历生少；学历生中本科生多、高层次研究生
少；汉语言学生多，其他专业学生少；来自周边国家学生多，其他地区少的发展阶段。从这些
数据我们也可以看出，当前我国来华留学生的发展是符合国际学生流动的总体规则的，随着
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汉语的不断推广，我国高等教育的质量和影响将进一步被国际社
会所认识和认可，来华留学的前景必将被广泛重视并得到大幅度的发展。

五、来华留学教育发展的政策选择
１、
把来华留学生教育发展作为国家战略。不论是从政治的还是经济的角度把招收国际
学生作为国家战略，已经是各国政府的普遍共识。有国外学者曾经说过：“教育可以被看作
是外交政策的第四个维度。”美国政府就一直公开宣称，与中国的教育关系是服务于政府政
策的一部分，为年轻一代中国人提供教育机会是希望影响中国新的一代领导人，将来在他们
的领导下出现一个有利于美国政治利益的中国。
我国政治稳定，经济快速发展，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和作用不断
增大，使更多的人认识到留学中国的潜在价值。高等教育要充分依托我国综合国力提升的
影响力，不断提高高等教育的质量，积极主动地制定来华留学发展战略和有效的战略执行策
略。来华留学教育的发展，要从政治、文化的层面以国家战略的高度来认识，要从经济、市场
运作的层面以有效的策略来实施。只有这样，才能使来华留学的国家战略得到有效的执行
和实现。
２、接受来华留学服务贸易的属性
ＷＴＯ以协议条款的形式把教育服务列入贸易范畴，也就是在世界范围内确认了留学生
教育的经济属性。来华留学生教育也自然在教育服务贸易的范畴，既然是一种服务贸易，我
们就要接受其属性并学会市场规则中的运作方式，这是不需回避的事实。但是现实的问题
是，我们对于来华留学生教育的属性和运作方式的认识，不论是高校还是政府部门，思想上
准备还不充分，市场的意识还不具备，适应市场规则的方式和手段还没有真正掌握。
２５

政府与学校的角色还有待进一步调整，一直以来教育行政部门更多地充当了主角，大学
似乎还在配角的角色中应对，大学的主体意识和主体作用还没有真正发挥出来。对来华留
学生工作的认识更多地是从政治认识模式出发，将来华留学生教育作为我国对外政策的范
畴，这种深层理性的认识是必须的也是重要的，但是市场的方式无需回避，如何把“教育”与
“市场”结合，是我们在置身国际教育市场进行跨境教育提供时要善于及时学习并掌握和运
用的观念与技巧。
接受来华留学服务贸易的属性，可以使学校以更加轻松自然的主体状态积极参与其中，
主动地掌握和运用大学“品牌”营销策略，市场推广策略。在来华留学生教育市场推广方
面，我们的大学虽然也通过参加教育展等方式进行宣传，但是很少有大学在海外设立办事
处、在国外的媒体上推出大量的宣传，只有少数几所大学在国外开办了项目。相对于国外大
学的招生力度，我们无论是在市场意识上还是在推介方式上都处于弱势。
３、大力推进对外汉语教学和汉语水平考试，是推进留学生教育整体发展的一个必经阶
段和内容。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推进对外汉语教学和汉语水平考试是一个比较长期的留学
生市场培育阶段。我国从 ５０年代就开始了对外汉语教学，但是由于国际国内环境的历史原
因，这项工作近年来才得到了较大和快速的发展，国家级标准化的汉语水平考试 ＨＳＫ在
１９９
０年才正式在国内推广，
１９
９１年推向海外。刚设立时参加考试的人员每年只有 ２００多位
０％的速度增长，取得了很好的推广成果，截至
考生，之后发展到考生人数每年以 ４０％—５
２００
６年年底，ＨＳＫ已在全球 ４２个国家设立了 １
７８个考点，参加考试人数累计近 ７０万人次，
Ｋ（基础）、ＨＳＫ（初、中等）和 ＨＳＫ（高等）的一个完整的测试体系。但
已经形成了包括 ＨＳ
是，我国的汉语水平考试还很单一，我们还应继续加大 ＨＳＫ的研发，不断提升其作为标准化
考试的成熟性和权威性。今后应根据不同的目标群，设计研发出更多的水平测试产品，不断
扩大汉语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为来华留学工作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有人认为中国大学扩大招收留学生的障碍之一，是我们能提供英语授课的课程还不多，
我觉得这种观点在短期内可能有一定的道理，但不是我们发展留学生教育的主攻方向。虽
然英语在世界的范围内得到了广泛的使用，但是非英语国家的大学对本科阶段的国际学生
使用英语教学的还为数不多，英语国家更是不可能对国际学生开设以外语为授课语言的课
程和学位项目。虽然世界各国都出台各种优惠政策吸引国际学生，但是为确保国际学生入
学质量，他们都没有放宽对学生语言水平考试的要求，相反，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要求，提高
了标准。在中国的大学里接受全日制教育的国际学生如果不能使用汉语学习，那他们所接
受的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的大学教育。所以我们更主要的是要通过汉语推广和培训，确
保学生的入学的语言标准和质量，使学生能够使用汉语在中国的大学里进行学习，维护中国
大学在国际上的质量声誉，这不是一个短期的工作，而是发展留学生教育必经的自然历史
过程。
大力推进对外汉语教学和培训，目前对留学生汉语言教学和培训的主要承担机构还是
作为高等教育提供者的大学，社会机构的力量还没有显现，今后要鼓励社会办学机构在对外
汉语教学中的作用，使留学生的语言准备阶段逐步由社会办学机构来承担。要充分发挥大
学、海外孔子学院和孔子学堂、社会培训机构的力量，通过多种渠道、多种层次的办学和语言
培训，为来华留学生的规模发展培养生源。
４、
鼓励学校以合作办学和学生交换的形式合作培养留学生。经合组织和联合国教科文
２６

组织将跨境教育区分为人员流动、项目流动、机构流动等三种方式。项目跨境流动主要指跨
境教育合作项目、通过网络提供的学习项目和向国外机构出售或特许教育培训课程等。教
育机构跨境流动主要是在国外设立教育培训机构或开展合作办学等。项目流动和机构流动
有时难以做明确的区分。
发达国家的大学在跨境教育提供的过程中，已不满足于零售商式的招收国际学生，已经
开始从招收国际学生到校园学习，即人员流动这种方式，扩展到了项目流动和机构流动这两
种方式，把目光投向了团购式或批发式的服务，以占领国际教育市场，其中引人注目的形式
是在海外开设合作课程和设立分校。
作为跨境教育提供，我国目前基本集中在招收留学生来华学习这种人员流动的方式上，
对于项目流动和机构流动等两种方式开展的还不多，我们要积极鼓励学校以合作办学和学
生交换的形式合作培养留学生，要充分发挥海外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在跨境教育提供中的
作用。
５、
创设开放友好的留学环境。近年来，我国高等教育质量不断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已经
得到国际上的广泛认可，已与 ３
４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学历学位互认协议，为国际学生来华
留学铺设了良好的外部政策环境。我国政府加大了招收来华留学的工作力度，在《２００３－
２００
７年教育发展纲要》中确立“扩大规模，提高层次，保证质量，规范管理”作为来华留学工
作的原则。加大了中国政府奖学金的资助力度和名额，一些省市地方政府和企业也设立奖
学金，使我国向外国留学生提供的奖学金更加多样化，使中国政府奖学金吸引力进一步
增强。
另外，在开放友好的校园环境建设方面，大学还有需要改进和提高的空间。
加强对招收留学生的政策监管。回归来华留学服务贸易的属性，并不仅仅意味着开放
自由市场，教育主管部门要建立政策监管体制与机制，确保教育质量，防止低水平办学，防止
恶性竞争，防止贱卖文凭。
（作者高立平，女，系南京师范大学国际交流处副处长兼留学生管理办公室主任、教育
管理副研究员、博士。）
（本文是 ２００
８年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指导项目“来华留学生发展战略研究”的阶
段成果。）

注释：
［１］ 转引自李联明 吕浩雪．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中制约国际学生流向的主要因素，《比较教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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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规划留学生教育发展战略
北京理工大学留学生中心

王恩林

规划是决策、
策略和计划的集成，具有长远性、全局性、战略性、方向性、概括性和鼓动性。
战略是目的、
使命、
目标的综合，
具有全局性、
方向性、
纲领性和完整性，是筹划和指导全局的方
略。战略指导规划、
规划承载战略。“竞争从规划开始，规划水平决定发展水平”，科学的规划
将决定战略目标实现的高度，
引导我们对留学生教育发展形成更新、
更全面的认识。
北京理工大学在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过程中，提出“聚焦特色谋发展，激情进取创一
流”作为实践载体。“以解放思想为先导，以改革创新为动力，更新发展观念，转变发展思
路”，把握当前教育国际化的特征以及面临的新机遇、新挑战，对留学生教育发展规划及战
略等重大问题进行再认识，形成新共识。

一、科学规划留学生教育发展战略的新认识
我校参考国际知名大学和国内重点高校留学生教育发展的现状，提出了下列发展战略
规划要点：
１、发展是第一要务。执行教育部“扩大规模、提高层次、保证质量、规范管理”的方针。
努力吸引外国留学生来校学习，提高以研究生为主的学位生的比例，积极开展大学生的国际
教育交流项目，以加快留学生教育发展为主要目标。
２、发展方式靠创新。配合学校总体国际交流合作布局，学习领会“强化特色、提高质
量、创新引领、内涵发展”的重要思路，实现由外延式发展向内涵式发展的重要转折。协同
各部门共同努力、科学谋划，形成国际化教育服务与发展机制。
３、
发展要统筹兼顾。留学生教育是系统工程，涉及国家政策法规环境、主管部门宏观规
划和政策导向、内部管理制度与队伍建设、教学设施和办学条件投入、生活平台和服务体系
配套等。应统筹兼顾处理好上述关系，取得重点突破。
４、
“软实力”是硬道理。新形势下发展留学生教育注重“软实力”的建设与提升，
“软实力”
建设与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建设相辅相成。“软实力”包括大学文化的生命力和优秀传统的感
染力、
学科引领的创造力和办学理念的吸引力、师生关系的融合力和教育规范的控制力、国际
标准的导向力和国际形象的赞赏与认可程度等。建设“软实力”就是打好发展基础。
５、
科学规划是先导。留学生教育应纳入各个学院的发展规划，列入考评内容。学校加强
战略指引、
政策导向与资源配置。将发展目标、
质量监测、
管理服务形成教育国际化指标体系。
６、定位方向是起点。目前全国 ２
０余万留学生中工科学位生仅占 ５
％，
其中约 ８
０％是奖学金
生。我校特点是具有工科教学、
科研实力及国防科技背景。学科优化调整后提升了学科发展速
度与专业培养能力、
增强了对留学生的吸引力。工科学位生定位为我校发展的重点和突破方向。
７、持续发展是动力。提出以高层次学历教育为核心的留学生教育发展规划，其内涵是
以扩大规模为基础、以教育质量为保障、以学生需求为导向、以特色品牌求发展、向管理服务
２８

要效益、形成可持续发展能力。

二、建立留学生教育发展规模、质量与效益综合目标
为国家科技发展和学校发展服务，入主流、促发展、增效益。发挥综合学科优势，立足周
边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面向发达国家及世界；重点发展高层次研究生教育，形成高端引带效
应；适度发展本科生教育、做好学位生预科教育、语言生教育、校际交流生教育，逐步扩大规
模。以统筹、质量、特色、创新推动留学生教育发展。
（一）规模目标
１、
根据留学生教育长周期的特点，计划头三年集中力量打好发展基础，年均增长速度达
到 ２０％左右。
２、
五年内在校长期留学生增长速度超过 ２０％，学位生比例超过 ６０％，取得规模发展，进
入中国高校留学生教育发展主流行列。
３、十年内形成与学校建设高水平研究型大学进程相匹配的留学生教育发展规模与水平。
（二）质量标准
１、建立满足留学生需求特性的质量标准
留学生本人及派遣单位是教育投资的主体，学校应提供优质的教育服务。满足留学生
的需求特性（知识性、科学性、经济性、安全性、时间性、舒适性、文明性）是关键。应完善质
量管理、规范程序、加强过程控制。
２、形成具有学校特色兼具国际化的标准
培养高层次、创新型国际化人才要以创新为突破。继续推广导师负责制的成功经验，发
挥导师在招生、培养、管理各个环节的核心地位作用；以学院为培养基地，改革创新，逐步与
国际人才培养模式接轨、形成以我为主，兼具国际化的标准。
（三）综合效益
留学生教育是学校科学发展的重要决策，目标是实现综合效益。
１、服务于建设创新型大学
引进国际教育资源，接纳世界优秀学子，吸收国际上先进的办学理念、管理经验、科技发
展与人才需求的新信息，有利于促进教学科研改革和管理体制创新、促进师资水平、课程建
设、教学方法、思维方式、管理模式、服务标准向国际前沿融合，增强创新能力。
２、致力于提升学校国际声誉
培养更多的对华友好专业人才，对内有益于营造校园国际文化氛围，提高我校师生的国
际化素质；对外有利于促进与各国一流大学的交流与合作，深化与扩大学校参与全球教育、
科技、文化领域合作的层次与范围。
３、有利于支持学校的发展
留学生教育具有教育产业的性质。留学生数量的增长将为学校带来更大的经济收益，
支持学校的建设与发展。
（四）主要措施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破解发展难题。应对金融危机影响，加强招生宣传力度，编印新
的招生简章、丰富网站内容与功能，参加国际教育展，开展国际教育公共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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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开发项目为主干
开发、参加政府间合作项目；扩大工信部和国家央企委托培养项目；依托学校国际合作
关系布局开发更多校际合作项目。
扩大接收中国政府和北京市政府奖学金生数量；扩大接收外国政府及大学奖学金生数
量；重点支持学校国际合作项目，接收更多校际交流交换学生和国外大学海外学期学生。提
升学校承担较大国际合作项目的骨干地位。
２、培养质量为核心
优化研究生培养方案、规范培养程序、突出导师负责制的主导作用。形成针对外籍研究
生、本科生的培养机制，通过培养高质量的人才提升学校声誉，增强对留学生的吸引力。
３、管理与服务为保障
完善各类留学生教育管理，加强管理制度建设，汇编留学生教育管理规章制度；法规、素
质教育与管理、服务相结合。建设自上而下的一整套管理服务体系和队伍。
４、预科教育为辅助
根据教育部“教外来（２
００９）２０号文件”要求，继续做好研究生预科生、本科预科生、语
言生、校际交流生的培养教育工作；开展对外汉语教学与研究，拓宽招生渠道，提升生源
质量。
５、奖学金效益为支撑
发挥中国政府和北京市政府留学生奖学金的作用，设立学校配套奖学金，增加奖学金的
总额和资助力度，实现强—强联合，吸引优秀留学生来校学习。

三、制订各学院留学生教育发展规划
配合教务处、研究生院、国际交流合作处、人事处统筹规划、以院系为基地，制订各学院
留学生教育发展规划，提出具体目标与方案，列入考评内容。
１、趋同教育与特色教育并举
总结、推广现有趋同培养留学生的成功经验。针对留学生的需求，逐步建立国际化课程
体系。选择师资力量强、有潜在生源、基础雄厚的名牌专业试点开展全英文授课研究生、本
科生留学生班教学工作。
２、合理调整培养方案与模式
集中各学院、有关部门的力量，重视留学生教育的特点，合理调整培养方案、教学计划、
课程设置、教材选编、毕业论文答辩资格评审模式等。
３、加强政策导向和经费支持
学校统一协调，给予政策支持和导向。留学生教学计入教师工作量，经费向一线教师倾
斜。提升教师队伍国际化教育能力，鼓励更多教师参加留学生教育。

四、建设校园优质教育服务平台
提供优质教育服务、建设国际化和谐校园。配套条件满足留学生学习、研究和生活需
求，加强基础设施和生活条件建设。
１、各学院落实配套资源
配置培养留学生的必要的教学、科研、管理、人力资源，形成培养基地格局。以各学院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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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基地模块为主，横向协同交集、资源共享互补，系统推进国际化的实施。
２、保证留学生教学条件
配置、建设留学生专用教室、实验室，用于部分留学研究生、本科生、预科生单独办班
教学。
３、帮助留学生安居乐学
完善留学生住宿条件，配备国际化基本标准的生活设施，形成规模接收留学生的住宿能
力。留学生公寓的管理与服务实行涉外一元化管理。
４、加强分校区留学生管理
适当考虑在分校区（良乡）开辟少量的二年级留学生住宿房间，解决部分留学生去良乡
上课的交通、生活安排，发放生活补贴。
５、关心留学生，感情育人、感情留人
以人为本，继续做好留学生全员保险工作，开展文体活动，帮助解决留学生的各类困难，
为留学生办实事，建设留学生之家。

五、建立长效机制、加强涉外管理
留学生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应坚持科学、依法管理、不断完善规章制度。留学生主管部
门认真做好宣传、指导、协调、检查工作。
１、建立涉外教育管理长效机制
根据北京市公安局综合考核办法要求，建立安全稳定全面管理机制与责任制。在学院
一级正式建立留学生教育管理机制。形成学校主管职能部门———院系———班级———留学生
个人的一体化管理机制，将分布在学院（系）的每个留学生纳入管理体系。在学籍、考勤、生
活、健康、安全等方面做到事事、人人职责明确，信息完整、联系畅通。
２、切实做好安全稳定工作
“外事无小事”，外国留学生无小事。全校从事留学生教育、管理、服务工作的人员要树
立高度的责任感，学习和掌握国家的方针、政策和法规。不断完善措施、切实做好安全稳定
工作。
加强签证、动态信息管理；加强留学生安全与法制教育。遵守外事纪律，提高涉外管理
水平与艺术、以人为本，化解内部矛盾，促进中外学生和留学生之间的和谐与团结。
３、加强留管队伍自身建设
留学生主管部门要认真学习国家政策法规。深入进行理论研究、工作调研，不断提高自
身和团队的政治素质和业务能力。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贯彻落实学校的工作部署和要求，
维护学校发展利益。
发展留学生教育是国家和民族的事业，是建设国际知名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组成部分，
是教育水平与开放程度的标志之一。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特色和优势学科走向世界，参与国
际教育合作与市场竞争，是加入 ＷＴＯ和奥运会后学校发展的必然趋势和选择。留学生是
宣传、促进我国与各国大学交流合作的友好使者与桥梁。对提高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声誉，加
速国际化进程起着积极作用。
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留学生教育发展规划及战略目标，使我们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抓住国
际化战略发展机遇，推进留学生教育健康、持续、稳定、科学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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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工院校发展留学生教育的分析与思考
南京理工大学国际教育学院

赵奇栋

随着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的日益增强，来我国学习的留学生数量屡创新高，可以
０１
０年将会迎来又一个新的高峰期。这些留学生的分布，从地域来看主要集中在北
预见 ２
１１”工程的综合大学和
京、上海、天津和北方省会城市，从高校性质来看主要集中在列入“２
师范院校。
在这种形势下，理工院校留学生教育还处在待发展的境地。按照“２１１”建设要求高校
接收留学生人数应为在校生总数的 ５％ －１０％，很多理工院校达不到这一标准，理工院校如
何充分认识发展留学生教育的重要意义，如何抓住这一机遇促进本校的发展，如何在这场竞
争中形成理工院校的特色和优势等问题已经十分迫切地提上了议事日程。

一、提高认识，把握机遇，发展留学生教育，建设国际化理工院校
１．加快留学生教育，提高留学生教育水平，是建设国际化一流理工院校的需要
外国留学生教育是高等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衡量一所高等院校开放程度和国
际知名度的标志之一，外国留学生的规模及层次也是评估一所高等院校教育国际化的重要
指标。根据上海交通大学 ２１世纪发展研究院和高等教育研究所完成的一份研究报告，世界
一流大学的“一流”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国际化程度和留学生比例”，大凡国际上较有影
响的大学，一般都招收相当数量的留学生（世界一流大学外国留学生数已占在校生总数的
１５％以上）。
重视留学生培养，特别是高层次留学生的培养，是学习发达国家先进的教育理念、提高
科研水平、实现学科创新的有效途径，也是激活潜力，促进校内改革、培植大学新的发展点、
增长点，创建国际化一流大学的需要，作为培养我国工业建设者的理工院校更应抓住这一机
遇促进自身建设发展。
２．发展留学生教育有利于增强理工院校的人文底蕴，实现文理互补、理工为主、综合发
展的良好态势
我国按前苏联模式实行的院校分类早已显露出不适合国家建设发展的弊端，前两年我
国高校的合并也是大势所趋。现在我国理工院校纷纷选择了理工为主，文理互补，多学科综
合发展的路线，部分理工院校已成功发展成为综合性大学。目前虽然我国招收留学生数量
快速增长，但培养层次还维持在较低水平，表现在学习语言的学生占主要，而攻读学位的学
生比例很低，这一现实就对招收单位语言教学水平提出了较高的要求，要求理工院校必须建
立起具有自身特色的对外汉语教学培训队伍及配套的教学法、教材、课程设置等，加大这一
研究领域高层次人才的引进力度。
３２

同时，对外汉语教学还涉及到心理学、教育学、课程教法、文史哲等人文基础学科，这将
会推动理工院校人文社科研究力量的整合，从而有力提升理工院校人文学科内涵品质，促进
人文基础学科的发展，实现文理互相渗透，推动理工优势学科的持续发展。
３．发展留学生教育有助于提高理工学科研究水平，促进相关领域国际间交流与合作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综合实力明显提高，但我国产业主要以劳动密集型产品、加工出
口型产品、低附加值产品为主，其产品的科技含量很低，这表明我国科技教育领域在走向世
界方面明显落后于经济。在有关国际组织科技水平的排名中，我国常被排在百名之外，这与
我国理工院校国际化程度不够，科研水平不高有很大关系。
现在我国理工院校专业学科设置存在着结构性问题因而难以和国际接轨，加上自身科
研水平、硬件环境及财力因素的制约，所以我国科技教育领域在世界范围的声望还难以吸引
世界范围内学子的广泛注意。在正视现实的基础上，发展留学生教育，特别是高层次的学历
教育，通过校际交流，充分利用国外校友资源，可促进相关学科建设水平与国际接轨，加速学
校自身内部体制的改革。
４．发展留学生教育可为学校开拓财源，成为学校经济收入的新增长点
发达国家早已将留学生教育作为一种无烟产业，将外国留学生教育市场看作是拉动本
国国民经济的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留学生也确实为各国带来可观的经济收入。例如美国
近年来每年的外国留学生达 ５０万左右，为美国经济带来 １２０亿美元以上的年收入。尽管我
国目前教育服务贸易的收入与其他对外服务贸易收益相比也还比较小，但纵观一些发达国
家的经济发展过程以及从这一收益的发展速度看，几年内将极有可能达到其他对外服务贸
易的收益水平，留学生教育将为国家和学校带来客观的外汇收益。
就理工院校目前现状来看，关键在于找准自己的增长点，发挥自己的特色和优势，踏实
地开展各项工作。发展留学生教育先期需要学校投入一定的资金来扩大宣传、吸引生源，但
其总体投入不会太大，而获得的经济回报却是巨大的，所以应该引起充分重视。

二、立足现状，扬长避短，理工院校发展留学生教育大有可为
与文科院校，特别是那些在中文、中医药等我国传统学科实力较强的院校相比，理工院
校在传统学科方面明显缺乏吸引力。但另一方面，这些传统专业在世界范围内没有或少有
可替代性，竞争一定程度上是属于国内同行的竞争，而对于理工科，在世界范围内的可替代
性是不言而喻的，虽然我国理工学科整体实力与世界一流大学相比不占优势，但重点发展突
出一两个特色理工学科，特别是交叉新兴学科，形成优势，起到吸引国外学生，带动其他相关
学科，提升学校整体实力的目的是可以做到的。
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留学生数量的增加都经历了一个从语言教育、短期留学到学历
教育、长期留学的发展过程，只有通过富有成效的短期教育吸引了大量生源，才会让留学生
有一段时间了解学校的其他特色优势学科，从而进一步继续选择进行学历教育。所以，理工
院校留学生教育发展的理念应该是超常规的，在实际工作中通过多投入、多方式、多渠道开
展留学生教育发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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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采取多种形式，拓宽生源渠道
（１）宣传形式多样化
我国高校在对外招生宣传方面，已采取了很多积极的措施，但从整体上讲，与欧美国家
对外宣传相比差距是巨大的，宣传力度不够，投入不足，规模不大，手段落后。从留学生国籍
来看，韩国日本留学生数量大大超过欧美留学生数量，其中又以韩国留学生最多，但很多高
校所提供的宣传资料竟然没有多语言的版本，也没有把学校的特长优势及学术成就充分展
示出来，宣传手段单一，网站设计不人性化，服务性不强等等，这些造成了在竞争中必然处于
劣势。
要改变这一状况，除了加大投入，包括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投入，还要注意利用网络，提
供适时动态信息，也可以有计划地派招生团组赴目前和潜在最大市场国家直接宣传、展览招
生；建立自己的来华留学咨询服务机构，理工院校宣传中要凸现自身特色，也可采用强强联
合的办法，以扩大理工院校群和学科群的影响。
（２）宣传对象多样化
留学生来华学习的目的不同，一部分是进行学历教育，还有很大一部分留学生是抱着旅
游体验的目的而来，另外也有很多国外公司指派工作出色的员工来华学习作为对其的奖励
等等。宣传时针对不同目的的学生侧重点要有所不同，针对学历教育的留学生要侧重宣传
学科优势和科研实力，针对旅游体验的留学生宣传要侧重服务环境，针对汉语实践的学生要
侧重汉语教学水平等等，紧紧抓住不同宣传对象的心理特点展开宣传，争取扩大生源渠道。
（３）学制多样化
在录取政策方面，建议放宽对来华留学生入学汉语水平的要求，采取“宽进严出”的办
法。如语言进修生、短期生入学时，只要能在中国生活就行；对读专业的本科生，理工类应降
低为 ＨＳ
Ｋ初级 Ｃ级的标准。研读专业学位的学生，在学习期限上不做限制，采用累计学分
制即可。
２．成立对外汉语培训中心，形成自身语言教学特色
作为留学生教育基础的语言教育，一定要引起理工院校的重视。对外汉语专业就是在
来华留学生日益增多的形势下应运而生的，这一专业的产生到形成独立的学科，不过五十多
年的时间，其专业特征，学科构建，人才基础等等都处于积淀培养阶段。目前全国对外汉语
博士点的数量不超过五个，从事对外汉语教学的人员大都来自汉语专业或外语专业，又以前
者为主，就最近两年上海高校对外汉语专职教师的招聘来看，都是以引进应用语言学专业的
博士生为主。所以，理工院校要在这个新兴学科领域赶上或超过文科或综合院校并非难事，
理工院校要把留学生教育工作重心放在语言教学上，通过成立对外汉语培训中心、引进相关
语言学教师，不断摸索，形成自己的特色。在这方面，上海交通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等院校
已积累了不少成功的经验。
３．提高环境、硬件和服务质量，营造留学生良好的生活学习氛围
（１）改善住宿生活环境硬件质量
制约留学生教育规模扩大的“瓶颈”主要是留学生宿舍不足及相关生活设施不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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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生活环境是许多留学生选择学校的重要参考之一。理工院校要在住宿生活设施配备上
尽可能与国外学生宿舍一致，如安装卫星电视等，或通过学校与有实力的宾馆、房地产公司
合作、运用租赁、物业管理办法“包装”出一批留学生公寓，按“成本租金 ＋服务费 ＋管理费”
方法收取宿费，同时也可提供餐饮、洗衣、通讯、交通相关服务。同时，还要为留学生提供学
习、文化、娱乐、健身、旅游等方面的软件项目，并尽可能改造其社会性活动的周边大环境。
（２）提高管理人员服务意识和水平
相关管理和服务部门要有危机意识和竞争压力，要加强与其他院校的横向对比，取长补
短，才能不断进步。同时，在留学生管理上，要管理规范、服务到位。直接服务留学生的窗口
岗位人员要熟练掌握两种外语进行交流，相关规章制度要有多种语言版本供学生查询。在
许多方面，尤其是服务的规范化上，目前许多理工院校还存在一定的差距，硬件的改善是立
竿见影的，而服务意识和水平的提高是需要观念的转变和制度保障的，需要长期的学习和
督促。
４．扩大优势学科专业影响，鼓励导师培养外国学生
打铁还要自身硬。理工院校在发展中还要提升自身优势学科实力，形成在国内甚至国
际上具有竞争力的专业，吸引世界范围内的学生前来就读。采取鼓励措施和较灵活的制度，
为导师培养外国学生创造条件，同时也要加强对带留学生导师有关外语能力、涉外礼仪、保
密规定等方面的培训，建立对留学生论文、答辩等评价机制，保证留学生培养质量。
５．设立各种奖学金
提供奖学金是目前世界各国通行做法，这种做法对吸引留学生来华同样能起积极的作
用。比如对本科生学习优秀者可减免一部分学费或提供一部分奖学金；研究生阶段若能从
事一部分助教工作（尤其是语言教学）也可减免部分学费；可与外资企业联合成立“外企奖
学金”，学校为出资外企推荐留学生，留学生在读或毕业后为外企服务一段时间；鼓励从留
学生收入中拿一部分设立学校奖学金等等。

３５

浅谈关于教育国际化的五种观念
江苏大学国际教育交流学院

江永华

高等教育国际化是 ２
１世纪各国教育理论与实践工作者研究的重要课题，中国作为世界
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加入 ＷＴＯ后自民间至政府都在热切关注、研究、推进中国的高等
教育国际化。本文主要从来华留学生教育工作者的角度，分析在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中，我
们应持有或应转变的一些观念，主要表现为“五观”，即资源观、质量观、人性观、协同观和风
险观。

一、教育国际化的基本观念：留学生是稀缺资源的资源观
人才就是资源，是最具活力的资源。当前世界教育发展的趋势，以及我国的经济水平、
教育体制、适教人口规模、国内就业市场规模等国情都决定了我国必须要推进高等教育的国
际化，推动我国高等教育朝着国际教育方向发展。在这种发展过程中，首要要树立的就是科
学的“资源观”，全面理解留学生作为一种稀缺性“资源”的含义，这种稀缺性体现在三个
方面：
首先，要认识到留学生作为高端教育资源可以产生可观的经济效益。专家估计“仅北
京一地，留学生教育加上衣食住行等生活消费，每年对经济的贡献已超过 １０亿元人民
币。”［１］。从经济层面上讲，留学生补充了高校教育经费不足的益处是显而易见的。
其次，要从社会层面上分析留学生这种“资源”的特殊性。留学生为高校带来经济效益
只是我们的一种目的，他的更高价值在于文化的交汇、交流、交融。这种特殊“资源”的价值
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留学生而言，中国是他学习并获取价值的“资源”，另一方面对中国
高校或社会而言，留学生是我们跨文化学习、培养国际化思维、与国际标准接轨的直接而有
效的“资源”。因此，我们应该爱护和尊重他们，多沟通、多交流，相互了解，不能直接把对本
国学生的管理方式套用在留学生教育中，更不能因为文化差异而排斥，否则，将会造成留学
生资源的流失。
第三，从全球化的角度看，留学生是国际社会间自由流动的“免税”的保值增值“资源”。
留学生在我国高校学习，如果我们做到了解留学生的优势和特长，发挥其积极性，因材施教，
学有所长，挖掘他们的潜能，他们无疑会成为中国、所在学校的支持者，其个人及其家族的影
响力都会成为学校价值增值的因素。

二、教育国际化的基础：确保留学生培养质量的质量观
认识到留学生资源的稀缺性，就要提高这种资源的利用效率，而利用率的高低取决于留
学生培养的质量。质量是竞争的第一要素。培养一名合格留学生，使其回国后能有所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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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取决于他在中国留学期间所形成的综合素质。我们应从四个方面来确保留学生的培养
质量：
一是要制订科学的人才培养方案。要按照国际标准制定教学计划，使学生所学课程能
得到国际认可，并且有助于他们回国后考取相关的职业资格证书；打造优秀的师资队伍，提
高教师的英语授课能力和跨文化思维能力；完善教学环境，包括实验仪器投入和实习基地建
设等，使学生的应用能力不断得到提高；注重跨文化沟通能力的培养，真正着眼培养世界性
人才。
二是打造教育品牌。注重开发精品课程，要以创建特色、品牌专业来提高学校知名度，
并以这些专业为依托拓展留学生教育，从而使我们培养的留学生的质量能够为国际所认可。
品牌专业不在于专业的实力和国内的影响力，而在于专业的特色和国际市场上的号召力，比
如中国的中医专业、烹饪专业，大学所在地是著名旅游城市的开设旅游专业或联合开办酒店
管理专业等。
三是建立客观公正的教育质量评估和监控体系。由政府制订基本的留学生各专业教育
质量实施与控制标准，并定期对教学大纲与教学计划、师资、教材、课程内容、实践实习、后勤
社会化等进行检查，奖优汰劣。在重视规模效益的同时，牢牢树立“教育质量是生命线”的
观念。
目前，我国与发达国家在国际留学生教育市场上展开竞争，一个突出的缺陷就是国外对
我国大学的评定标准不了解，对我国大学的教学水平难以客观衡量，最显著的事例就是：某
些进入 ２１１的高校不是中国百强高校，这使得国外对我国判定大学水平的标准产生疑惑。
我们需要借鉴英国或澳大利亚的大学分级与评判标准。
四是突出文化素质教育。留学生来中国不是简单的学一门课程，而是培养其成为一名
“术有专精”的跨文化高级人才。所以一方面要对留学生进行文化素质教育，保证汉语、中
国概貌、中国文化、中国民族风俗等内容的授课时数，以提升他们的思想观念以及认识水平，
做中国文明的使者；另一方面，通过加强文化素质教育实现提高专业教育水平的目标 ［２］。

三、教育国际化的核心：以人为本的人性观
教育的最终目的是服务学生、服务经济、服务社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了四项教育
准则：学为知道、学为做事、学为共同生活和学为生存 ［３］。这些目的和原则都表明了我们要
做好留学生教育工作，就必须始终贯彻“人性观”，即“以人为本”、“以留学生为本”的思想。
以人为本的人性观是教育国际化的核心，可以从四个方面去践行：
一是学会理解。这个学会理解不是被动的，而是积极主动的学习研究对方的文化、民族
习惯、思维特点，建立起互信、平等的交流关系。
二是学会宽容。要“以责人之心责己，以谅人之心待人”，多一些“换位思考”，多为留学
生着想，学习、生活、感情、人生的规划等等，多方面、多层次的与留学生沟通，以情育人。
三是学会服务。要抓住“人性化的服务”这个核心问题，孟子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
不如人和。”说明人与人关系的和谐是首要的。而从事留学生工作，要使留学生与留管工作
人员、在读学校关系和谐，其基础就在于留学生就读院校给他们提供“人性化的服务”。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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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人性化的服务”是双向的，一方面，就读院校以规范化、制度化、细节化的服务增强留学
生的认同感和满意度；另一方面，以“人性化的服务”激发留学生荣誉感和责任感，增强留学
生的法制意识、纪律意识和责任意识。
四是学会交流。学会交流是以人为本的人性观的最终目标和根本要求。我们在跨文化
沟通中把握住交流、理解和妥协或合作的原则。与留学生的交流不是简单的双方语言或行
为上的互动，而是包含接触、宣讲、灌输、沟通、调整、协调等过程与手段的系统工程，其中沟
通是重点，亦即交流。
由于语言、文化习俗、思维习惯、行为方式的不同，在与留学生交流过程中，要尤其注重
沟通的有效性，并遵守沟通八条原则：（１）阐明信息的目的性；（２）使用通俗易懂的编码；
（３）征求别人的意见；（４）考虑接收者的需要；（５）使用适当的语调和语言以确保可信度；
（６）得到反馈；（７）考虑接收者的情绪和动机；（８）聆听。［４］

四、教育国际化的环境建设：树立留学生教育的协同观
教育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方方面面齐心协力去做才能达到比较理想的结果。留学生
教育工作因为其自身的特殊性：留学生既是个体，同时又代表着其所属国的群体。故而更要
求从事留学生教育工作的个人与群体要有团队精神，讲究“协同观”。这种“协同观”表现在
三个系统的交互作用中：
首先是高校内部各部门、组织之间要有“协同观”。既要看到留学生工作的特殊性，要
齐抓共管，讲究效率；同时又要统一工作标准，在留学生管理工作中不对留学生搞 “特殊
化”、“贵族化”，更不做“异化”。注重中外大学生教育资源共享，实现规模经济效益。
其次是教育系统内部各高校要有“协同观”。不能一哄而上，更不能各自为政，要防范
恶性竞争、无序竞争，共同维护这个市场。要有措施规范并保障市场中招生单位数目与留学
生数量在质与量方面的稳定性。如果没有这种“协同观”，各方诸侯蜂拥而上，势必造成对
我国留学生教育事业的冲击与破坏，极大的损害我国留学生教育事业的正常有序发展。
第三是高校与社会要有“协同观”。高校与社会（社区、出入境管理机构、文化宗教部
门、地方政府）要共同做到留学生信息的及时交流，留学生管理的协调统一，留学生服务的
热情礼貌。高校要与社会展开良性互动，促进双方全面正确地认识留学生教育，共同营建良
好的留学环境。

五、教育国际化的保障：在机遇中保持清醒的风险观
留学生教育工作由于对象、内容的特殊性，一般具有政治、经济和生活方面的风险，有了
资源观、质量观、人性观、协同观能够做好留学生教育工作，但却不能保证规避留学生教育工
作中的风险。因此树立“风险观”是留学生教育工作健康发展的保障。
根据德国研究者芭芭拉·Ｍ·柯姆分析，目前在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进程中，大学生国际
流动已经从无组织或自发的行为进入到有组织的形式，并且也已经成为各国经济竞争的一
个重要方面 ［５］。由此，留学生出国留学行为首先就要受到本国政治气候的影响，各国出于
教育资源、教育资金方面的考虑也会对留学生出国留学行为加以有意识的引导，这种引导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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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对留学生教育工作产生不可预期的影响。
其次，汇率的变动也会对留学生教育工作带来风险。尤其是用美元结算的高校，当美元
汇率下跌大时，预期的收益就会大大下降。因此要考虑结算货币的价值稳定性。另外，在签
定合作协议时，涉及结算货币的问题要明确标准，并明确约定执行何种兑换比率。
第三，由于留学生教育工作服务对象是人，因此其风险性不仅表现为政治、经济方面，更
多的是表现在留学生抵达以后的个性心理方面、生活方面。基本风险有：
１、留学对象变动的风险：招生对象被变更或服务对象转学的风险。２、个性心理风险：服
务对象的个性心理在学习环境、消费支出、家庭关系、对外交往、身体状况发生变化时都可能
引起相应反应，其疏泻的渠道很可能转向大学，如违纪或无理取闹等，所以有条件的高校可
以设立针对留学生的心理辅导机构。
政治风险、经济风险与个性心理风险首先要从制度上防范，通过明确的管理程序加以控
制，讲究工作程序，实施全程管理、全程监控，严把“两关”：
服务对象的进口关和成长关，做到成长过程有据可查。其次要从提高管理人员自身素
质方面增强防范风险的能力，要使留学生教育工作者成为留学生的文化沟通者、民俗尊重
者、生活指导者、学习督管者；第三要注重工作经验的积累，提高谈话、分析、合理辩论（即礼
貌文明、谈吐有据但又立场清晰的辩论）的社交技巧，专业工作人员要起到主导和主体作
用，加强工作人员之间的交流，加强兄弟院校之间的交流，加强与留学生的互动和交流。
这五种观念也是层层递进，相互渗透、影响的关系，在我国教育国际化的发展进程中不
断得到深化，相信在留学生教育工作过程中注意时刻体现这“五观”，我们的留学生教育工
作就一定能按照“深化改革，完善管理，保证质量，积极稳妥发展”的来华留学工作方针 ［８］，
实现扩大规模、提高层次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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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生汉语教学中文化介入的意义及其途径
上海海洋大学国际交流学院
摘

陆秀芬

要：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两者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关系，离开了语言天然依

赖的文化背景，难以理解语言本身。对外汉语教学是一种语言的教学，而语言是一
个多层次、多边缘的功能系统，语言不断地参与社会生活，同时进行着具有社会、文
化价值的自身建构。所以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引入文化因素不仅是必须的，而且是
必然的。
目前在对外汉语教学领域，人们已基本达成共识：语言教学不应仅仅满足于语言技能的
训练，要想让外国学生掌握并正确使用汉语，必须进行汉语文化的教学与研究，注意把握文
化的介入问题。但在具体的语言教学实践中，文化介入究竟应处于何等地位，如何进行介
入，介入过程中应把握什么样的原则以及采取何种有效途径，仍众说纷纭。笔者基于长期以
来的对外汉语教学实践，对这些问题展开阐述，并提出一些个人看法。

一、相辅相成，互相促进—文化介入与汉语教学之关系
汉语首先是一种交际语言，在教学中注意培养留学生的汉语交际能力是每个对外汉语
教师要牢记于心的重要原则。留学生学习汉语，同时也在学习中国文化，换言之，留学生学
习的语言是处于中国文化中的语言，是在中国文化氛围里使用着的语言，因而，它又是一种
文化的语言。
汉语中融入了大量的文化因素，在对外汉语教学中不去体现、介入文化因素，语言教学
最终难以收到显著效果。比如：汉语的语音、词汇、文字、语法、修辞等无不与汉民族文化息
息相关；汉语中的大量成语、俗语、歇后语大都有着深厚的文化积淀。明白了汉语的文化背
景才有可能真正理解汉语，才能得体有效地运用汉语进行交际。所以，对于对外汉语的从教
者来说，在教学中进行一定的文化介入是重要而又必需的，这对提高教学质量、优化教学效
果具有显而易见的作用。
语言教学中介入文化因素的目的，在于排除留学生用汉语跟中国人交际中的文化障碍，
克服因文化背景、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差异造成的交际困难。因此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应
着眼于跨文化，着眼于用文化的观念去提升语言教学，从而为语言教学服务，也就是说文化
介入要紧密结合语言学习的实际。由此，我们在教学实践中，应将介入的文化限制于影响语
言学习的隐含在语言要素中的文化要素，然后再循序渐进地将非语言文化也容纳进来。
由此可见，我们注意的焦点应该是因文化差异带来的理解上的困难与容易引起交际障
碍的语言现象，以及语言教学中所体现出的文化内容等。语言与文化固然是不可分割，但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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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过分夸大文化的作用，甚至于试图对语言的每一现象、每一变化都从文化中去寻找答案，
语言教学中没有必要系统地讲授这方面的知识。对外汉语教学与文化介入两者之间应是相
辅相成、互相促进，共同为培养留学生的语言交际能力而努力。

二、文化介入的原则
语言教学中文化介入是基于文化在语言交际中的作用而言的，是为了增加语言的信息
量，减少跨文化交际的困难，由此对外汉语教学中文化的介入量不一定体现在文化的篇幅
上，而主要体现在语言现象与文化关联的代表性和典型性上，要求语言与文化处在同一层面
上，以达到语言学习和文化认同的一致性，从而有利于帮助学生克服因文化差异而产生的交
际障碍。文化介入到语言教学中应遵循一定的原则，大致归纳如下：
１．适度实用，针对性强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一个中国人终其一生也只能了解其中很有限的一部分。因此，对学
习语言的外国学生来讲，更不可能面面俱到，而应有所选择。不同层次、不同需求的汉语教
学对文化的需求也不尽相同，教学的内容、方式都应具有实用性，都要适度，适合学生的认知
能力和交际需要，与学生的语言学习以及日常交际所涉及的主要方面密切相关，同时还要考
虑学生今后从事的职业性质等因素。学生学习的最终目的是自如地运用语言，那么文化内
容的选择首先要看其是否实用。我们要针对学生马上就要用得上的文化内容，而且是中国
人最常用的、最普通的文化常识进行引入、介绍，并且告诉他们如何使用才是恰当正确的。
文化介入的内容不仅要具有实用性，还要适应教学的需要。例如对初级水平的学生教
授的文化内容应以传授交际文化为重点，介绍的内容应当是较为浅显而又易于接受的，因为
这个阶段的学生主要是希望能学好汉语并能尽早熟练运用，在和中国人进行交际时减少差
错和障碍。如果介入一些没有必要的文化背景知识不但不能促进语言教学，反而会成为学
生学习的负担和阻力，让学生产生了不必要的为难情绪。因此，汉语教学中的文化介入必须
要有一定的适度性。
２．由简至繁，循序渐进
语言中蕴含着文化，文化经常也以语言为表征，两者似乎混为一体，但在实际的教学过
程中，灌输文化的多少，要根据教学对象和时间阶段，制定相应的教学计划。学生的汉语学
习是分阶段、分层次增长的，认识水平也在不断地提高，不同层次、不同阶段的汉语教学对文
化知识的需求也不尽相同，因此文化介入到语言教学中也是具有层次性、阶段性的。我们要
在不同的教学阶段，针对不同的教学对象，语言和文化的教学比重应有所偏倚，要给语言和
文化教学一个合理的量，并与此相应的，文化传达的深浅也应有所不同。
因此，我们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对文化的引介是一个由少到多、由浅到深逐渐变化的过
程，导入的文化内容应接近学生的语言水平，应是一个循序渐进、螺旋上升的教授学习过程。
例如，初级阶段的学生刚刚接触汉语，兴奋点也在汉语学习上，而且这一阶段他们的语言表
达和运用，都会受到母语的制约，这就要求我们更多地以传授普通性的文化知识或者说常识
性的文化知识，从而让他们能够进行有效的语言交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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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知己知彼，平等对话
在对外汉语教学中，我们应具备事先预知文化冲突的能力，要做到知己知彼，对可能引
起文化冲突的因素有充分的认识。在留学生文化曲解发生前有意识地通过提供丰富翔实的
背景知识，通俗易懂地解说文化内涵进行解释性教学，以便利于彼此的了解，达到有效的跨
文化交际效果。在教学过程中，过于以自我为中心或试图控制对方的交际方式，都会引起外
国留学生的反感或不满，平等对话的跨文化方式是师生顺利交流的理想方式。
另外，我们应清醒地认识到中华文化既有精华也有糟粕，用符合时代潮流和社会进步的
观念来分析，把中华文化放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理性地对待世界不同文化的碰撞和交融，
要让学生明白没有一种文化包含百分之百的精华，或成为超越其他文化的优等文化，每一种
文化都有其长处也有其不足，都需要扬长避短，互相借鉴。因此我们不应在本民族文化观上
绝对自负或绝对自卑，而是在确立汉语文化自信的同时对留学生的母语文化做出积极公允
的评价。这样，我们的教学才既能增强汉语文化自信心，得到学生的肯定和信任，又能促成
他们在文化方面的转变，从而使汉语教学成为成功的跨文化交流。

三、文化介入的有效途径
文化介入既然是对外汉语教学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直接影响着学生对汉语的理
解和运用，那么随之而来的问题是，以何种有效途径才能达到理想的教学效果。
１．因材施教，将文化背景知识寓于语言教学之中
在对外汉语教学实践中，教师往往重视词汇、语法等语言教学内容，忽视文化背景知识
或传授不够，这样就不利于学生掌握汉语。对外汉语教学中文化介入应是在语言教学的同
时进行中国文化背景知识的介绍，文化背景知识教学应以常识文化教学为主，心理、思维文
化教学为辅，在不同的阶段有所偏倚侧重。文化背景知识的教学是为了加强语言的学习，而
不是削弱语言教学。在每门课程中，自觉不断地、全面地加以传授，把文化背景知识融入语
言教学之中，这样才能帮助学生更准确地理解汉语、学好汉语。
我们可以在词汇教学的同时传授一定的文化常识，如讲授“聘礼”、“迎亲”等词汇时，可
以灌注中国的礼仪风俗文化；解释“京剧”、“唐诗”等词汇时，可以介绍中国的文学艺术；解
释“胡同”、“园林”等词汇时，让学生了解中国的建筑文化；解释“龙井”、“旗袍”等词汇时，
让他们感受中国的饮食、服饰文化，等等。这样既可以让学生学习掌握了大量的词汇，又进
一步感受了解了中国的文化，关键是两者共同促进加深了学生的汉语学习。
２．中外语言、文化对比分析
留学生在学习汉语时存在着社会文化因素的干扰，往往把本国的民族文化内容套用到
汉语中，形成本国文化对汉语学习产生“负迁移”作用，这就严重影响了理解和表达的准确
性。进行一定的文化介入就会有效地防止“负迁移”的影响。文化介入应重点放在那些与
外国留学生本族文化有关联又有对比的内容上，在中外文化、语言的对比中把两种文化背景
的差异部分交待清楚，这样能够引起学生的共鸣，形成交流和互动。
笔者在教学中发现，进行中西文化的对比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教学手段，让留学生摆脱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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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本国单一文化语境，而置身于一种多元文化的氛围里学习汉语，把汉语当作是一种多元
文化交叉的交际语言来学习、来使用，而不是拼音、词汇和句子等的一种堆积，学习效果之好
也就显而易见了。从教者应该清楚学生的母语与目的语之间的异同，有的放矢地减少甚至
避免母语的负面干扰与迁移，引导外国学生去对比思考、求同存异，并能从文化中寻求异文
化交际的根源，从而更深刻地理解汉语，尽快地消除文化差异带来的惊异、焦虑和不适。
３．进行丰富多彩的实践交际
一味地进行语言学习很容易让学生厌倦疲劳，将文化教学渗透、融化在语言教学之中，
为他们提供丰富多彩的有关中国文化的活动课，比如武术、书法、绘画、烹调等课程，既提高
了语言学习的能力，又加深了对中国文化的认知与了解，进而产生认同和喜爱。所以，我们
应多组织有益于汉语和汉文化学习的参观、访问、旅游等活动，这也是接受中华文化熏陶的
大好机会。因为像博物馆、纪念馆等场所，常常是中国历史文化的浓缩，而访问和旅游则是
中国现代文化的聚焦。这是让学生实地体验了解中华文化涵义的最佳语境，可以让他们现
场真切地领略感受中国文化，体认中国悠久灿烂的文明以及现代飞速发展的文化魅力。
４．使用灵活多样的教学手段
语言教学中的文化介入可以采用多样灵活的教学手段，为学生搜集、积累大量的中华民
族习性、心理状态、文化特点、风俗习惯等各个方面的最生动丰富的材料，指导学生阅读报刊
杂志、收看电视节目也是了解中国社会动态和社会问题的最直接的途径，非常有利于学生扩
大文化背景知识。也就是说，我们在进行文化介入时应努力使教授内容和讲课方式生动直
观，让学生深刻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以及现代中国对传统文化的传承，从而激发起学生浓厚
的学习兴趣。
我们还可以利用多媒体、电影教学等手段，以更生动形象的方式让学生直观地了解中国
的社会文化生活。多媒体技术集文字、声音、图像、视频等多项功能于一体，从而产生出图文
并茂、丰富多彩的人机交互方式，可以有效地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学生产生强烈的学习
欲望。譬如学生不太好理解、教师又不太容易解释清楚的表述，如果能用一些生动的图片或
ｌ
ａ
ｓ
ｈ将困难的表述表达出来，相信会收到意想不到的良好效果。传统的
者制作一些简单的 ｆ
教学方法在当今信息时代已越来越显示出自身的弊端，而多媒体技术由于自身所具备的种
种特性已经被教学实践证明是一个非常有效的辅助手段。
对外汉语教学既是教授学生学习运用汉语进行交际的过程，也是引导他们领略、感受博
大精深的中国文化的过程。因此从事对外汉语教学的工作者在教学中应自觉地将语言教学
和文化教学有机地融为一体，既完成教学目标又弘扬中华文化，尽可能地发挥对外汉语教学
的文化传播和文化交流的功能。

４３

我校来华留学生群体特征研究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国际教育学院

张立军

赵冀娟

群体是由于某些社会原因而产生的心理状态和心理倾向，并以特定的相互关系和方式
组合起来进行活动的人群或共同体①。在社会学研究中，通常把群体行为分为偶合群体和
常规群体②。偶合群体是临时群体，一般是指那些自发的、无组织的，由于偶发原因而临时
形成的不稳定群体。来华留学生群体显然属于常规群体，他们是一群由在中国高校组织安
排下，具有相同目的，相对稳定的群体。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综合国力的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来华留学，来华留学
教育呈现大发展的态势。学校的来华留学生群体越来越大，对其整体特征的研究，有助于我
们了解来华留学生群体需求，掌握群体发展规律；有助于我们抓住工作重点，提高管理效益。
２０
０８年 ３月，我们开始着手研究我校来华留学生的群体特征。我们首先详细地调研了
我校来华留学生数量和结构。并且在自然条件下，对我校来华留学生群体进行了长达 ８个
月的连续观察，对群体的活动以及各种现象做出了较为准确、具体和详尽的记录。在此期
３名长期来华留学生进行了访谈或座谈。通过对各种材料的系统
间，我们还先后与我校 １８
分析研究，我们初步了解掌握了我校来华留学生群体的基本特征。此项研究工作的完成，为
我们下一步工作方向提供了理论参考和实践依据。

一、我校来华留学生的群体特征
１．身份特征
来华留学生是指持有外国护照，合法在中国大学读书的外国人，即具有外国人身份的学
生。“外国人”这一身份特征是来华留学生的最为显著的外显特征。“外国人”这一身份特
征使来华留学生成为中国大学校园内一个特殊的群体。
由于我国长期奉行“外事无小事”的涉外工作观念，过于强调来华留学生管理工作的涉
外性和政治性，采取内外有别的管理模式管理来华留学生，甚至视来华留学生为外宾。此
外，中国人由于受传统的“内外有别”，“礼仪之邦”或“崇洋媚外”等思想的影响，来华留学
生不论在社会上还是在校园内都会在不同程度上受到特殊对待或照顾。即使现在，来华留
学生管理仍属涉外管理范畴，在居留、就业、居住等方面都有特殊的规定；学校对来华留学生
的管理也不是趋同管理，来华留学生不论在学习或生活上仍享受着特殊的照顾。
在访谈中，接收访谈的留学生都说能够感受到自己是个外国人，与本地中国学生享受的
待遇不一样。“外国人”这一外部特征使他们在中国随处都能够得到友好对待和照顾，感觉
中国人对他们特别客气和友好，并且很高兴能得到这样的对待和照顾。部分来华留学生对
读书期间不能打工或就业的规定提出了异议和不满。
４４

２．年龄特征
在我校来华留学生中，
４
７％的学生年龄在 １
９至 ２
５岁之间，
３７％的学生年龄在 ２
５岁至
３５岁之间，
３０岁以上的学生人数只占 １６％，绝大部分来华留学生处在青年中期。接收访谈
的来华留学生表达出的信息概括为：
一是自信，深信自己的力量、智慧和能力，十分强烈地表现出独立自主的要求，对学校的
过度监督、管教行为感到不满，希望能按自己的意愿行事。二是希望受到他人尊重，特别是
教师和其他来华留学生的尊重。一旦得不到认可或尊重，便会感到自尊心受到挫伤。喜欢
得到别人的羡慕、称赞和注意，怕被人瞧不起。三是感觉时间比较充裕，希望能安排更多学
习活动或文化体育或娱乐活动。从年龄结构和谈话中可以看出我校来华留学生属于年轻人
群体。
３．类别及层次特征
我校 ２
００
８年长短期来华留学生为 ４７
０人，按时间分：长期留学生 ３３７人，约占我校来华
２％，短期留学生 １
６３人，约占 ２８％。在我校学习的长期来华留学生当中，语
留学生人数的 ７
６％，进修生占 ６％。从性别上分：长期生中男
言生占 ３８％（含一年汉语补习生），学历生占 ５
性占来华留学生总数的 ８
１％，女性占 １９％。按经费来源分，长期生中的 ８
９％为中国政府奖
１１％为自费来华留学生。按专业分类为：长期生中文科专业学生占 ３９％（含一年汉
学金生，
１％。在学历生中，
４７％为本科生，
３４％为硕士生，
１９％为
语补习生），理工科专业的学生占 ６
博士生。
我校来华留学生类别及层次特征表现为：长期生多于短期生，学历生多于非学历生，中
国政府奖学金生多于自费生，理工科学生多于文科学生，男性学生多于女性学生。在与学生
交谈中，部分学生开玩笑似地抱怨我校来华留学生女性太少，希望有更多的女性同学，以便
活跃群体气氛。
在访谈中，留学生对这种以公费留学生为主的群体给予了肯定，原因是他们习惯了这样
的环境，但不反对自费来华留学生来学校学习。
４．交往特征
我校来华留学生相对集中居住在我校来华留学生公寓中，距离我校中国学生居住地较
远，约 １０
００—２
０００米距离，来华留学生生活管理基本上是半封闭管理，平时晚上 １１：３０关
门，周末晚上 １２：
０
０关门，来访客人要登记入内。学校内给留学生提供的与中国学生共同活
动的机会比较少，中外学生的交往主要是在上课或组织中外学生联谊的活动时，中国学生的
文化娱乐活动很少请外国留学生参加，中国大学生的各种协会并不完全向留学生开放。
在访谈中，问及到留学生平时的娱乐活动时，回答频率最多的几个娱乐活动依次为：和
同胞或外国朋友在宿舍聚会，去酒吧，打球。问及是否和其他国家留学生交往情况时，他们
回答说主要是同胞，朋友和同学，与其它国家的学生交往比较少。问及如何结交到这些朋友
时，回答是酒吧，上课，打球，通过同胞或朋友认识的。在问道为什么不和中国同学一起活动
时，回答频率最多的几个答案为：他们没有邀请我，他们的活动我不会，我没有兴趣。当问及
你们的活动为什么没有中国同学参加时，他们回答说：中国同学不来，他们没有兴趣。问及
４５

是否愿意与中国同学交往时，几乎 １０
０％的来华留学生都说愿意，但都说中国学生很忙。
５．多元文化特征
我校来华留学生来自 ８６国家和地区，其中非洲学生人数占 ６
０％，亚洲学生 ２５％，美洲
９％。信仰伊斯兰教的学生占 ４
１％，信仰基督教的占 ２
７％，信仰佛教的占 ７％，其它信仰或
无宗教的占 ２５％。来华留学生群体呈多元文化结构，任何国家或宗教文化都难以形成一种
占支配地位的文化主流。随着每年来华留学生来源地的变化，多元文化的结构也不断变化。
在接受调查谈话的来华留学生当中，除一人对穆斯林文化表现出异议和不满意外，其他
所有来华留学生都对其他文化表现出包容的心态，认为应该懂得尊重其他文化、尊重文化差
异，体现较好的人格素养和知识素养。但所有来华留学生个体都对本国、本民族或本宗教的
传统文化更加热爱，并愿意传承自己的文化传统，体现出对自己文化的自信和自觉。
在学习方面，不同个体来华留学生学习的目的不一样，对学习的态度也不一样，对自己
在学习方面的要求也不一样。很难找到具有共性的答案，每个答案的人数都不能占绝对多
数。一般来说，中南美洲的学生都对攻读高学历不感兴趣，亚洲学生比较愿意攻读高学历，
非洲学生以找个好工作为首选，一切以找工作为主。学习态度方面的表现以朝鲜、越南学生
学习最为认真努力，非洲学生的表现呈现两级分化，有的很努力，有的几乎是在混文凭。其
它洲别国家的学生学习表现比较复杂，难以总结概述。
６．亚文化群特征
我校来华留学生来自世界上 ８６个不同的国家，不论生源国彼此间的文化差距有多大，
但来到中国后，一个“外”字使得来华留学生从心理上产生了有别与中国学生的“异”的感
觉，同样这个“外”字，使得来华留学生彼此之间从心理上产生了“同”的感觉。群体内的个
体之间由于其目标相近，地位平等，在华身份一致，且相对集中地居住在我校外国留学生公
寓中，促使他们之间常常以情感或生活活动为纽带进行交往。
在相同的生存环境中，具有不同文化背景个体在天长日久的互动过程中，逐步形成了许
多共同的、有别与校园主文化的价值观念、思维模式、行为规范的亚文化———留学生文化。
在这个群体中，留学生展示其全部感情和真实自我，自由地进行娱乐和消遣活动。
在访谈中，留学生普遍认为，与学校的来华留学生比与同校的中国同学交往更加容易，
自由，放松，有更多的共同语言，交往深度也比与中国同学要深，并且表达出更愿意与外国同
学在一起的意愿。

二、结论与启示
１．我校来华留学生群体是一个对自身身份特征较为满意的群体
身份的特殊性使他们能够在社会上引起别人的注意，获得尊重和友好对待，生活上可以
享受与中国学生不同的待遇。但身份特征所带来的特殊性不利于来华留学生以一种平等的
心态来严格要求自己，有可能助长他们处处要求特殊的心理，不利于来华留学生的培养和管
理。以后我们应该尽量淡化来华留学生的“外国人”身份特征，强调中外学生的共性特征。
此外，来华留学生的身份特征时刻提醒我们，来华留学生群体是大学里的一个特殊群
４６

体，具有学生和外国人的双重身份，属于涉外管理的范畴，是一个受到多方关注和特别照顾
的群体，我们应该投入较大的时间和精力，把来华留学生工作做细做好。
２．我校来华留学生群体是一个年轻的群体
该群体具有一般年轻人该有的特征，此时在生理方面各器官系统的发育已经基本成熟
或完全成熟，也已经掌握了一定的科学文化知识，有自己的思想和追求。我们不能仅仅依靠
改善留学生的生活设施，提高服务水平来解决这个群体的所有需求。在满足这个群体的基
本生活需求的同时，我们应该更多的研究该群体的学习需求和精神需求。
在管理上我们应该更加注意尊重学生的人格、隐私，意见和思想，指导学生逐步实现自
我管理和自主管理。采取更加切实的举措，改进来华留学生课程安排，有针对性地帮助来华
留学生的学习，引导学生学会自主学习，让来华留学生不仅学有所成，而且毕业后能学有所
用。同时，组织更多的文化体育和娱乐活动，丰富来华留学生的业余文化生活。
３．我校来华留学生群体与中国学生之间的交流显然是不够的
我们应该在校园内宣传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性，积极引导中国师生转变崇尚单一文化
的传统思想，消除不利于中外学生交流的人为障碍，尽可能多的营造轻松、开放、包容的校园
文化氛围，提供更多的机会和平台让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来华留学生与中国学生相互交流。
我们应该采取更加开放的政策，积极支持和鼓励留学生参与我校大学生的各种文化体育
活动。
从文化发展的角度上说，任何一种文化都不能不吸收其他文化，健康地独自发展自身文
化。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在一起相互交流，文化差异的比较更加直接，对其他文化的了解更加
深刻和全面，有利于各种文化的相互了解和共同发展，有利于所有参与交流的个体的身心
发展。
４．我校来华留学生类别及层次结构属正态布局
学历生和非学历生比例协调，各类学历生的比例正常。作为一所理工科院校，理工与文
科学生的比例也比较合适，是一种比较理想的类别层次结构。但是我们应该注意到 ２００８年
全国来华留学生人数已达到 ２２．
３
５万人，中国政府奖学金学生只有 １．
３５万人，占全部人数
的 ６％左右，自费来华留学生已经成为我国来华留学生的主体。而我校目前来华留学生仍
主要以中国政府奖学金生为主，长期生中的 ８
９％为中国政府奖学金生，自费来华留学生只
占 １１％。我们应该意识到虽然中国政府奖学金生每年都在增长，但由于受国家教育投资经
费数量的影响，增长幅度有限，并且不可能无限量的快速增长。
从全国来华留学生发展的实际情况分析，发展最快的是自费来华留学生。所以我们以
后的工作应该以扩大自费来华留学生为主，增加我校自费生比例。
从国别和地区上来看，我校来华留学生的国别虽然已经达到 ８６个，但主要是以非洲和
亚洲学生为主，两个洲的学生占到我校长短期来华留学生总数的 ８５％，其它国家和地区的
来华留学生极少。
５．我校来华留学生群体目前呈现多元文化状态
群体内的个体对其他文化态度友好，我们应该继续保持这种群体文化多元性和多样化
４７

性。具有多元文化结构亚文化群体比较稳定，一般不会发生突发性群体事件。在这样的情
况下，群体中的个体会成为最大的不确定性因素，所以工作重点应该是个体。应该重点关注
个体与群体外部的关系变化，并要注意防范群体内个体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多元文化的群
体也会带来需求的多样性，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多样性。所以我们应该充分考虑群体内不同
个体的不同需求，照顾各种价值观的合理要求。
６．我校来华留学生群体处于亚文化群体的初级阶段
这样的亚文化群体行为一般具有平缓性和不完备性。遇到问题时，一般需要较长时间
的相互协商，而后才能做出不能获得群体内的个体完全认同的不完备决定。根据“组织行
为学”和“人力资源管理”有关原理，其变化规律是可以把握的。这种亚文化群体属于健康
的亚文化群体。因此，可以断定这个群体不容易发生群体事件。一般情况下，所发生的突发
事件往往不是群体事件，更多的是个体或少部分人的行为。
但是我们应该注意到，虽然这个群体是一个初级亚文化群体，但已经具备亚文化基本特
征，当群体利益受到损害时，群体会做出应急反应，群体的成员将表现出高度的一致做出回
应，这种应急反应有可能迅速做出。因此，我们在出台涉及到来华留学生群体利益的决定
时，一定要注意管理决策的均衡性。既要考虑学校管理的需要，也要考虑来华留学生的利益
得失或能力水平。如不是急需，尽量不要突然调整或改变涉及整个群体的政策或规定。如
果时间允许，可以采取逐步分期分批调整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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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文化交际能力在师生沟通中的作用
黑龙江大学国际文化教育学院

张

瀛

对一位对外汉语教师来说，跨文化交际能力是指在与不同国家、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留
学生的交流中，针对不同文化特征避免和处理文化冲突，以便形成和谐、温馨的教学氛围、提
高教学水平的能力。跨文化交际包含的内容庞杂繁多，本文从俄罗斯学生性格特征、俄汉文
化对比、俄罗斯民族行为习惯、社交礼仪、体态语言与汉民族差异的角度，谈一谈跨文化交际
能力在对俄汉语教学及在师生之间沟通交流中的作用。

一、
俄罗斯学生的主要性格特点：
（一）性格比较单纯，直率
敦厚朴实是俄罗斯人普遍具有的性格特征，但步入社会的成年人出于自我保护或其他
各种复杂的原因，有些人的这个性格特点被隐藏起来，变得圆滑世故了，而单纯直率的特点
在这些二十岁左右的学生身上仍表现得较为明显。他们说话大多好就是好，坏就是坏，不太
会也不太喜欢拐弯抹角或做些掩饰。上课的时候，他们很愿意用刚学过的语言知识跟老师
交流对一些问题的看法和意见，生活中或教学中如果有不满意的地方，他们也会直接提出
来，这与表达含蓄的中国同学是不同的。对此，教师不要误以为这是对老师的不尊重，因而
对学生产生不好的看法。老师可以坦然地、心平气和地与学生沟通，耐心地解释。只要老师
说的是合乎情理的，能够说服他们，俄罗斯学生一般会马上接受，不会再耿耿于怀。
我以前教过一个俄罗斯学生，习惯在上课的时候提跟课堂内容不相关的一些语法问题，
为了不打乱课堂教学，我告诉她，下课以后我单独给你解释。我一般下课后都晚走一会儿，
看是不是有学生要问问题。可是每次下课还没等我问这个学生，她就走了，我也没机会给她
解答。有一天，她突然问我：“老师，你不是说下课以后给我解释吗？为什么不告诉我？”我
问她：“为什么你自己不主动来问老师？而且每次你都在我之前离开教室。”她听了以后没
再说什么，以后再有问题，她都主动来问我，我也每次都耐心地解答，随着交往的加深，她与
老师说话的态度也不像以前那么生硬，变得越来越有礼貌了。
再有，如果俄罗斯学生确实违反了纪律，老师可以比较直接地指出他们的错误，他们大
多不会因此而忌恨老师。因此，与俄罗斯学生相处比较直接、简单、容易。
不过，俄罗斯学生的这种直率性格在与表达含蓄温婉的亚洲文化圈的留学生交流的时
候，也会带来一些误会或冲突，引起一些不愉快。两年前，我曾经带过一个班，这个班里有韩
国学生、日本学生和俄罗斯学生。有一次，两名俄罗斯学生在前边做对话练习，突然，其中的
一位俄罗斯女学生用俄语冲着一位韩国女学生骂了一句，然后气冲冲地走出教室，教室的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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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砰”的一声被重重地关上了。所有的同学都愣住了，不知所措，原本和谐愉快的课堂气氛
立刻变得紧张起来，那位韩国女同学也非常尴尬。
凭我的经验，这个俄罗斯学生只要把心中的怒气用这种直接的方式发泄出去以后，很快
就能平静下来，那时候才是解决问题的最好时机。所以，我采取了“冷处理”的方法，丝毫没
有理会出去的那个学生，很平静地对大家说：“我们接着上课。”同学们很快又恢复到了正常
的上课状态。
下课以后，我先对那位韩国学生说：“你的年龄比她大，是姐姐，要大度一些，俄罗斯学
生的性格就是这样，她不一定是冲着你发火。”然后我找到那个俄罗斯学生，弄清楚了事情
的原因。原来，这个俄罗斯学生因为语音不太好，口语老师给她的成绩比较低，而那位韩国
学生口语的分数很高，这个俄罗斯学生觉得不合理，上课的时候，她在前边做对话练习，看见
那位韩国学生在笑，她认为这个韩国学生是在嘲笑她，所以摔门出去了。
我告诉这位俄罗斯学生，口语分数低是因为你发音不太好，声调不准，老师给你们的分
数是公平的。那位韩国学生听你发音觉得挺好笑，但绝没有嘲弄轻视你的意思，你有点过于
敏感了。以后上课的时候，她自己就开始注意听别人的发音，确实发现了自己的不足，她觉
得很不好意思。一次，轮到她值日的时候，她主动给那位韩国女同学收拾书桌里的废纸，还
把教室的地面擦得非常干净，我想这是她“俄国式”道歉的一种方式。那位韩国女同学也原
谅了她。
（二）俄罗斯学生的性格比较热情豪放，但有时比较情绪化
有一些俄罗斯学生在做一件感兴趣的事时，他们会投入很大的热情，可是，一旦遇到一
些挫折，情绪上会受到影响，甚至前功尽弃。有一次，学校组织汉语表演比赛，我们班有两名
同学组合参赛，一个是俄罗斯学生，另外一个是日本学生，他们一起朗诵诗歌。已经练了很
长时间，准备得也比较充分了，可是，就在比赛前五分钟，那个俄罗斯学生突然告诉我，老师，
我现在心情不好，不想表演了。不管我怎么劝说，他都不想演。怎么办呢？练习的时候，这
个日本学生只朗诵其中的一部分，现在突然让他一个人朗诵完整首诗，困难当然是比较大
的。但我也知道，日本学生集体观念比较强，自我控制能力也比较强，有克服困难的勇气。
于是我就问那位日本学生，为了我们班级的荣誉，你能独立完成这个演出任务吗？那位学生
果然像我了解的日本学生的性格特征那样，很坚决地告诉我：“老师，我自己上。”表演开始
了，这个日本学生很镇定地朗诵了那首诗，尽管效果不太好，但台下的听众都毫不吝啬地把
鼓励的掌声送给了他。
（三）俄罗斯学生有较强的自我表现欲望，很希望得到他人的肯定和表扬
老师可以利用学生的这个特点，在学习上适当使用竞赛的方法，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比
如在班级范围内常组织一些书法比赛、朗读比赛、汉语演讲比赛、课堂讨论、辩论会等活动，
并及时用各种方式对学生的进步加以肯定。比如，对俄罗斯学生来说，刚接触汉语的时候，
语音学习非常难，也比较枯燥，老师除了用灵活的练习方式引起学生的兴趣外，还可以采用
比赛的方式调动学生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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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老师如果了解中国文化与俄罗斯文化的差异，就能在语言教学中适当地融入汉俄文化
对比的内容，不但可以活跃课堂气氛，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最主要的是可以让学生在学到
地道汉语的同时，也培养了他们跨文化交际的能力，这也是汉语教学的主要目的之一。比
如，会话课练习“相识”这个话题时，有这样一些句子：“你今年多大了？”“结婚了吗？“有孩
子吗？”“你家有几口人？”“你爸爸做什么工作？”等等。学生在语言课堂上，不会产生什么误
解，因为注意力都集中在了句式的练习上，但在生活中，学生与中国人交谈的时候，中国人如
果问到他们一些关于个人隐私的问题时，学生们就可能会产生反感，觉得中国人没有礼貌，
没有教养。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误解，是因为汉俄两个民族的文化心理不同，因而对“礼
貌”的理解也存在着差异。
在俄罗斯社会中，非常尊重个人的隐私，诸如年龄、婚姻状况、个人收入、信仰之类的话
题是不便询问的，否则就会被理解成失礼的行为，但这些话题在一般中国人看来是很正常
的，是对谈话对象表示关心和热情，也是拉进彼此距离的一种方式。老师如果知道汉俄两个
民族在交际中的这个差异，就可以在课堂上向学生做一些解释和说明，这样，学生在课堂上
不仅学到了地道的汉语表达方法，还更深刻地了解了汉俄两个民族交往规范和交际风格的
差异，在潜移默化中培养了学生的跨文化交际的能力。

三、
了解俄罗斯民族的一些行为习惯、社交礼仪、交往禁忌，可以减少因文化差异而造成的
交际失误，同时也可以拉近师生间的距离，增进师生间的感情。
汉俄两个民族在行为习惯，礼仪等方面有很多差异，比如，汉民族与俄罗斯民族在送礼
的习俗上就有很明显的差别。汉族人不喜欢当着送礼人的面打开包装，更不喜欢当着送礼
人的面表现出对礼品的喜爱，认为这样会给别人留下“小气”“贪心”的印象，通常是在客人
走后才打开包装，仔细欣赏。这在汉族送礼者看来，很正常。但是，如果赠送礼品的人是俄
罗斯人，他就会产生误解，心里会很不舒服，认为自己的礼物对方不喜欢，或者对方不接受自
己的情谊。因为，俄罗斯人接受礼品时通常都是当场打开包装，送礼人对礼品做一些介绍，
而接受礼品的人要说几句“太好了，我非常喜欢”、“太漂亮了”等表达喜欢或者赞美的话。
所以，当俄罗斯学生向老师赠送一些小礼物的时候，老师应该尊重对方的交际习惯，高
兴地接受，当面打开包装，表示谢意的同时要流露出对礼物的喜爱，以后在适当的时候再回
赠学生一件小礼物。这看起来好像是交往中微不足道的细节，但老师如果了解汉俄民族的
这种行为差异，就能处理得当，这样既避免了误解，又增进了师生间的友谊。
我们在与俄罗斯学生交往中要注意尊重对方的一些禁忌，比如，不要隔着门槛跟学生打
招呼、告别或者递东西；交谈的时候不要用食指指点对方或者别的人；不要询问学生的个人
隐私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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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老师如果能了解一些俄汉民族在体态语言上的差别，也可以避免一些误会，还可以以此
观察学生的反映、内心活动的微妙变化，从而达到师生间的顺利沟通。
体态语言是人在交际过程中，用来传递信息、表达感情、表达态度的非言语的特定身体
姿态。它是言语交际的辅助行为，有时也可以代替言语，发挥独立的表达功能，表达言语难
以表达的感情和态度。
有一些体态语言，俄汉民族都有，但表达的意思是完全不同的，如果老师不了解，那么就
有可能造成很大的误会。比如，在初级班的课堂上，有位老师向一位刚来中国不久的俄罗斯
学生提问，这个学生答不出来，表现得有点紧张，老师会鼓励他，“别着急，想一想。”对这个
学生来说，这句话里几乎都是没学过的生词，所以这句话是没有任何交际作用的。这时，这
位老师很自然地用了体态语言。她把食指指向自己的太阳穴，点几下，又划了一下圈，意思
是提醒学生“动动脑筋，想一想”，但是这个动作俄罗斯人的理解是“傻子”、“疯子”、“神经
病”、“脑子有毛病”，在语言不通的情况下，老师与学生之间因为这个手势出现的误解就无
法避免了。
有一些体态语言是俄罗斯民族特有的，汉民族没有，如果老师不知道，就无法实现与学
生的顺利沟通。比如，老师问学生“来中国以后得过病吗？”学生回答说：“我的身体很好，从
来没得过病。”说完，便向左肩后吐了三下，然后敲了三下木头桌子。中国老师可能会莫名
其妙，不知道学生想表达什么意思。这是因为俄罗斯民族有一种迷信说法，即人的右边有天
使，是保护神，左边站着的是魔鬼。当听到不吉利的话或自己说了不吉利的话，担心会被魔
鬼听到，会引起不吉利的后果，所以向左肩后吐三口唾沫，再敲三下木头，认为这样可以消灾
驱邪。
综上所述，在对外汉语教学工作中，跨文化交际能力与汉语言专业能力是同样重要的，
是对外汉语教师不可少的基本能力。这种能力是教师平时细心观察和学习积累的过程中逐
渐培养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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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汉语教学中文化与语言关系的补充思考
———兼谈对外汉语教学中文化类课程的作用
辽宁师范大学国际教育学院

朱俊华

语言与文化的话题似乎已不新鲜，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再讨论的余地了。经考察，相关
讨论多从语言教学的角度谈如何在教授汉语过程中解决语言中包含的文化因素问题，以帮
助学习者在交际中克服因文化因素造成的障碍，以期更加正确地理解和应用汉语。而从文
化课角度探讨语言与文化的关系的著述并不多见。
本论文将基于先行研究，对对外汉语教学中的语言与文化关系问题进行进一步梳理，力
争再立体地解读其关系，并阐释对对外汉语教学具体实践的指导意义方面表达一己之见。
为区别于先前的研究，本文以“文化与语言的关系”为表述，意在引起对文化的重视。

一、文化与语言的双向关系与偏重下位的思考
关于文化与语言的关系，早在 １９
９
６年林国立就引用刑福义的论述明确指出“文化包括
语言”“语言是文化中一种特殊的文化”［１］［ｐ．１００］。不过他还强调指出“关于文化的知识和语
言是上位关系（文化知识包括关于语言的知识），文化因素和语言是下位关系，（文化因素包
括在语 言 之 内 ）”，“文 化 因 素 和 语 音、语 法 一 样，是 语 言 内 部 的 一 个 独 立 的 知 识 系
统”［１］［ｐ．１００］。
虽然探讨文化和语言的关系存在着双向性，也就是上位关系与下位关系并存，但是在对
外汉语教学中基本倾向于进行下位思考。相关的研究成果的确为对外汉语教学中如何处理
语言教学中的文化因素提供了理论支持，也有很多成果是对教学实践的总结。例如卢微一
的《论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文化阐释》（２００
４年 １月发表于云南师范大学学报第二卷第一期）
阐释了汉语中的文化意蕴和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文化阐释，另外相当的研究成果专门从对外
汉语教学的词汇教学、听力教学等不同的侧面，论述对外汉语教学在教授语言的过程当中要
注重文化的传授。人们的着眼点基本在语言的传授，只是为了更好地教授语言才引入文化。
也就是从应用语言学的角度：“‘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文化’是外国人学习和理解汉语，使用汉
语与中国 人 打 交 道 的 时 候 需 要 掌 握 的 那 种 ‘文 化 ’是 语 言 学 习 和 使 用 中 所 涉 及 的 文
化”。［２］［ｐ．１９］
不过，谈及对外汉语教学中的语言与文化的问题不应该只局限于“文化因素与语言”下
位关系的问题，文化与语言的上位关系问题也应该得到重视。也就是研究对外汉语教学的
文化和语言的问题，不仅要研究语言与语言中的文化，还要研究文化和文化中的语言。陈申
ａ
ｍｓ
ｃ
ｈ的后结构主义语言文化观》中就指出“Ｋｒ
ａ
ｍｓ
ｃ
ｈ的后结构主义语言文化观和她
在《Ｋ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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倡导的双向文化互动模式拓宽了外语教师对语言文化教学的视野”，而且，“在处理文化教
学时，教师的眼光不应该仅仅停留在语言所表达的文化信息上，汉语本身作为文化的一部分
更应引起教师的注意。语言文化为一整体，千万不能以牺牲一方而换取另一方。如何两者
兼顾并有一个合理的平衡比重，在设计课程大纲时必须首先得到考虑。”［３］［ｐ．７９］

二、存在的问题与原因分析
在这种语言和文化的问题“下位关系”一边倒的思想指导下，对外汉语教学中涉及文化
和语言的关系方面已经显现出了不容忽视的问题。
（一）文化大纲的问题
文化大纲的制定是对外汉语教学界的重要任务。林国立曾指出：“近来，人们对文化大
纲的研制工作十分关心，据我所知，国内很多对外汉语教学机构根据编写教材和课堂教学的
需要，正在研制对外汉语教学的文化大纲。”［２］［ｐ．１９］“语音教学解决的是说得漂亮不漂亮的
问题，语法教学解决的是说得对不对的问题，功能教学要解决的是在什么场合说什么话的问
题。文化大纲要解决什么问题？简而言之，它要解决的是‘中国人为什么这么说’和‘这么
说的含义是什么’的问题。”［２］［ｐ．２０－２１］
沙平指出：“我国第二语言教学的文化热已经热了好几年，可是不论是外语教学，还是
对外汉语教学迄今未见文化大纲问世，这也是我国第二语言教学文化导入一直处于随意、混
乱、无序状态的主要原因之一”［６］［ｐ．２７５］
文化大纲为什么迟迟无法出台，林国立说：“值得指出的是，如果仅仅因为文化因素是
隐含在语音、语法、词汇和功能项目中，在制订文化大纲的时候就以词汇、语法或功能项目作
为大纲的细目，那么，语法、词汇、功能和文化因素交叉、重复，就不能把文化大纲与词汇大
纲、功能大纲区别开来，因此也就不能形成一个独立的、完整的文化因素体系，文化大纲的特
点就体现不出来，或者说文化大纲特殊的目的体现不出来，结果是大纲也出不来。”［２］［ｐ．２０］确
切地说，是这种局限于下位关系的思路制造了障碍。如果文化与语言的上位关系得到足够
的重视，更多地考虑一下文化和文化中的语言问题，文化大纲的编写是否会更容易些呢。
（二）文化课现状问题
语言教学离不开文化教学，这已是不争的事实，文化类课程也应该是对外汉语教学系统
中不可或缺而且属于至关重要的部分。加之，“根据我们的观察，外国学生无论从提高汉语
水平的角度，还是从满足兴趣的角度，对更多、更深入地掌握中国民俗文化都表现了强烈的
渴望。究其原因，大概是因为民俗作为一种生活文化，更为贴近普通人的生活———既贴近作
为兴趣对象的中国老百姓的生活，也贴近作为兴趣产生者的外国学生的个人经验，这种双重
贴近，使得学生容易将研究民俗作为深入了解中国的切入点。近几年来，北京师范大学外国
３或 １／
３强与民俗研究有关，这大概可以作为民
留学生本科生的毕业论文选题每年都有 １／
俗文化教学大有可为的一个例证。”［４］［ｐ．９９］
然而对外汉语教学课程体系当中的文化类课程设置与选课的情况又是怎样的呢。“我
５４

们对国内外 ２０所大学进行了调查和访谈，调查结果显示，近半数的被调查院校没有开设，有
些院校将其包含在“中国文化史”、“中国文化知识”一类课程之中（因国家汉办编写的《教
学大纲》作如此处理）。在单独设课的院校中，学生选课情况一项填“踊跃”者少，“一般”者
居多。具有专业背景的任课教师比较匮乏。这种状况不能不说是令人遗憾的。看来我们从
检视文化观是否完整、对民族文化传统的认识是否全面的角度来呼吁重视对外民俗文化课
教学，并非多此一举。”［４］［ｐ．１００］
下表列出了留学生人数为上海前三甲的大学留学生汉语言本科专业的必修课程设置及
学分要求，文化课程的现状可堪忧。

复旦大学

上海交通大学

华东师范大学

必修课总学分

１
３
８

１
４
２

１
３
４

语言类课程学分（％）

１
１
４（８
３％）

１
２
０（８
５％）

１
１
６（８
７％）

文学类课程学分（％）

１
２（９％）

１
４（１
０％）

１
０（７％）

文化类课程学分（％）

２（１％）

２（１％）

４（３％）

其他类课程学分（％）

１
０（７％）

６（４％）

４（３％）

这些现象说明在对外汉语教学系统中文化类课程并没有得到相应的重视，而其课程设
置所占比例之低，留学生修课人数之少，使文化类课程并没有起到其在对外汉语教学系统中
的相应作用，至少是没有很好地起到作用。为了改变这种现状，必须认真思考具体的解决
方案。
不过在设计具体解决方案之前需要解决认识问题，如果对文化课的作用认识不足，或对
如何处理文化和语言的关系认识不够到位，就不会出台切实有效的解决方案，即使有解决方
案也不会得到很好的实施。造成文化课不受重视的认识根源就是强调文化与语言的下位
思考。
（三）原因分析
关于语言与文化问题为什么会局限于下位思考，沈振辉就曾经谈过“我们只要从汉语
言专业的名称原来叫作‘中国语言文化专业’，后来被改为‘汉语言专业’，把‘文化’两字拿
掉了，也许就能悟出，在汉语言专业中，文化课要获得与语言课相对应的名副其实的地位是
困难的。”［５］［ｐ．２９６］
把文化定格在语言的文化因素这一下位思考的观点为很多人所接受和赞同，而另一种
观点虽然只是为少数人或者可以说只是为极少数人所认可，但笔者认为其观点更科学、更精
确。也就是从上位思考的角度出发考虑对外汉语中的文化和语言的问题，把文化类课程看
作对外汉语教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文化为出发点，把语言看作文化的一部分，在这方面
的教学上多下功夫。
５５

更多的研究者之所以囿于文化与语言的下位思考，主要是因为没有真正认识到文化类
课程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的重要作用。
三、文化类课程的作用
人们在思考“文化”的作用之时一直着眼于其对交际的作用。的确文化因素影响着语
言交际，一些交际障碍不是源于语法、词汇等语言因素，而是源于文化背景形成的语言中的
文化因素。这一点固然重要，而且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已经非常丰富，这里不再赘述。但这并
不是文化应起的作用的全部。这里想强调的是：从“上位关系”角度来看，包含语言的文化
本身还影响着学习者的学习动力。
“西方第二语言获得理论（近二十年来在心理语言学学术背景下形成的新兴的研究领
域）的多种研究模式通过大量的调查和实验，已经将文化因素在第二语言获得中的作用定
位于深层的语言习得社会心理上。”［６］［ｐ．９７］吴中伟在“略论外语学习中的心理距离问题”一
文中明确指出对于目的语文化的认可度决定着学习目的语的态度：“对于一种文化持审视、
批评态度的人，在学习该文化的语言时，一般持工具性动机，在学习心理上保持距离，同样持
审视、批评的态度”［７］［ｐ．２１０］。
“苏曼基于长期的观察实验指出，当学习者对第二文化的社会与心理距离太大时，学习
者的第二语言获得将停留在初级阶段，形成“皮钦化”（即洋泾浜）过程，进而呈现“化石化”
（错误逐渐成为定式）状态。也就是说，第二语言学习者不可能进一步向第二语言的更高水
平发展了。”［６］［ｐ．９７］相反，如果学习者认可目的语文化，对目的语和目的语文化持欣赏、赞美
的态度，在学习心理上距离就很小，那么对目的语的学习就会向深层次发展，语言水平也就
会有更大的提高。
盖尔斯（Ｇｉ
ｌ
ｅ
ｓ
）在相关研究中，对双语社会第二语言学习者进行了大量测试和研究，结
论是第二语言学习的成败应归结于学习者的学习动机，并认为“学习动机的好坏高低取决
于学习者对目的语的语言—文化集团的社会心理倾向。”［６］［ｐ．９７］而且“在语言获得中，当学
习者的第二语言出现上形聚合点时，第二语言的进步就会出现。相反，出现下形分散点时，
第二语言的化石化就会出现”。
“上形聚合点”指逐渐减少突出本族文化的语言，这一现象的出现是由于第二语言学习
者主动积极参与第二文化团体及社会的生活。“下形分散点”指逐渐增多使用标志种族差
异的语言。当第二语言学习者不愿主动加入第二语言文化生活时，会出现此种情况。在第
二语言使用中，学习者的上形聚合点与下形分散点时高时低、不断变化，这是因为学习者在
不断地调整自己与本族文化及第二文化之间的关系和看法。［６］［ｐ．９７］
看来汉语的第二语言学习者从心理上是否接受汉语文化，实际是否愿意融入汉语生活
圈，这些对汉语学习都存在重大影响。周清海在《文化教育与语言教育中》就曾强调：要搞
好华语文教育，首先就要重视培养华族学生的文化认同感。试想对于“华族学生”的“华语
文教育”都要首先培养“文化认同感”，更何况是对外国留学生的汉语教育呢。可见，对汉文
化的认同感对汉语学习者的学习态度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为了使对外汉语的教学对象
５６

充分认同汉文化，尽量拉近与汉文化的心理距离，从而更加积极主动地投入到汉语学习中
来，我们必须考虑在语言教学进行文化导入的同时在文化类课程上也要下功夫。试想如果
与一个国家的文化没有很好地接触的话又怎么会产生文化认同感。
笔者在此强调对外汉语教学有必要在文化与语言的上位关系上下功夫，把文化课搞好，
但并不是一味地强调上位关系，语言和文化既然都是对外汉语教学的内容，无论上位关系还
是下位关系都是文化与语言关系的有机组成部分，那么在对外汉语教学中无论语言类课程
的教学以及下位关系中的文化因素问题，还是文化类课程的教学以及上位关系中的语言文
化问题，都必须得到足够的重视。也只有这样，对外汉语教学中的语言、文化才能齐头并进、
而且互相支持互为补充，对外汉语教学才会成为有机、统一、完整而科学的体系，并提升整个
对外汉语教学的教学水平。因为“对外汉语教学是指对外国人和海外华人进行的系统的汉
语和中国文化教学”［８］。
（作者朱俊华，女，系辽宁师范大学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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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对外汉语教学课堂看师生学习文化的差异
西安交通大学国际教育学院

路

荣

科泰齐和金（Ｃｏ
ｒ
ｔ
ａ
ｚ
ｚ
ｉ＆Ｊ
ｉ
ｎ）认为，不同民族、不同社会有着不同的“学习文化”（ｃ
ｕｌ
ｔ
ｕｒ
ｅｏ
ｆ
ｌ
ｅ
ａ
ｒ
ｎｉ
ｎ
ｇ
），而这种学习文化可能是决定语言教学具体状况和判断其成功与否的重要因素（转
引自许力生）。所谓“学习文化”，就是指语言学习过程中被认为是理所应当的行为活动框
架，包括人们对学习过程各个方面与各种活动以及学习与整个教育的关系等的期待、态度、
价值与信念（许力生）。
近年来，因为语言教学强调从以教师为中心转向以学习者为中心，越来越多的教师注重
课堂教学中对传统教学方法的革新。然而，因师生之间及来自不同国家的学生之间各自特
定的文化背景不同而形成的不同的学习文化，对教学的影响却没有引起教师足够的关注。
应该说，教学的成功与否，教师的知识、能力以及教学方法固然重要，师生对不同的学习文化
的相互顺应、吸收以及取长补短则尤为关键。本文拟就对外汉语教学课堂反映出的师生学
习文化差异加以分析。
在中国，课堂通常被看做是非常正式的场合，未经请假缺课、迟到、随意进出是不允许
的，是违反校规校纪的表现，无疑是需要批评教育的。在中小学，学生的坐姿、行为以至发
型、着装都有严格的规定，即便是大学课堂，学生依然受到纪律的约束。
然而，在本文作者十年的对外汉语教学生涯中，大多数留学生的表现好像很没有规矩，
这不能说不会影响中国教师的上课情绪。当然来自日本等东亚国家的学生与中国的情况非
常相似，而且不同国家的学生在此方面也因人而易。这种在课堂规矩方面表现出的差异，恐
怕用霍夫斯坦特（Ｈｏ
ｆ
ｓ
ｔ
ｅ
ｄ
ｅ）的国家文化模型理论可以作出比较好的解释。霍夫斯坦特认
为，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一个权力距离大（ｌ
ａ
ｒ
ｇ
ｅｐｏ
ｗｅ
ｒｄ
ｉ
ｓ
ｔ
ａ
ｎｃ
ｅ
）的文化（转引自范徵）。
儒家思想强调礼乐制度、等级观念，师生关系如同父子关系，他们之间存在很大的权力
距离，教师具有绝对的权威，学生要约束自己的行为以符合礼，对教师表示尊重，在学习上的
表现是按时上课，认真听讲，根据教师要求完成学习任务。学生依赖教师“传道、授业、解
惑”，听讲不专心、迟到，都会影响学生对知识的获取，缺课的后果就更严重了。
美国、英国、德国、以色列等国家，都属于权力距离小的文化，教师的权威性大大降低，在
某些国家的课堂上，讨论式的方法也运用得相对较多。
这种不平等的权势关系所认可的话语规则是，权势低者只有在权势高者选择了他，并且
停止了说话之后才能回答问话，否则即是不礼貌行为。中国传统的蒙学读物，如《弟子规》
等，都是这样告诫年轻人的。顾嘉祖在《跨文化交际———外国语言文学中的隐蔽文化》中举
了《红楼梦》第 １７回贾政带宝玉与众客人为大观园题对联时的一段描写：“大家正想，宝玉
却等不得了，也不等贾政的话，便说道……众人听了，越发同声拍手道：‘妙！’贾政一声断
５８

喝：‘无知的畜牲！你能知道几个古人，能记得几首旧诗，敢在老先生们跟前卖弄’……”父
子是一种强度的权势关系，宝玉的打断介入违反了规矩，因此受到斥责。同样，留学生上课
时随意说话，有时甚至打断老师的行为在中国教师看来是不礼貌的。
ｆ
ｓ
ｔ
ｅ
ｄｅ
）、利普托特（Ｌｅ
ａ
ｐｔ
ｒ
ｏ
ｔ
ｔ
）和特罗普纳（Ｔｒ
ｏ
ｍｐ
ｅ
ｎａ
ａ
ｒ
ｓ
）都提出过集体主
霍夫斯坦特（Ｈｏ
义的概念，认为中国文化是集体主义导向的文化（转引自范徵）。在这种文化群落中，人们
集体意识高，自我意识低，个人与他人之间关系的紧密程度高，因此会很重视他们作为社会
群体的成员与其他成员的关系，过多地注意他们的行为对他人的影响或者说他人怎样看待
个人的行为。因此，中国学生会避免迟到，即使迟到也尽可能在不被人注意的情况下就坐，
当然不会堂而皇之地进入教室，更不会无视课程正在进行而向老师、同学一一打招呼甚至
握手。
也正是由于这种群体导向，中国学生有趋同心理，害怕说错了丢面子，说对了被认为是
爱出风头，影响伙伴关系，因此课堂发言不积极，即使知道也不肯主动回答。来自个体主义
导向文化的西方学生则将个人自身视为独立的个体，他们关心自己的行为自由，愿意突出表
现自己，所以在课堂上常常主动发表意见，表达自己的观点，能够积极和教师互动，课堂气氛
活跃。当然也存在个别学生不顾及教师教学安排和其他学生接受及参与情况发言过多的
现象。
至于课堂气氛，中国文化推崇严肃、活泼，然而一般情况是严肃有余而活泼不足。在课
堂上，教师的形象应该亲切和蔼、稳重端庄，声音、表情、手势、体态的控制应该得体，师生适
度的幽默可以活跃气氛，缓解压力，但是通过不雅的词语、玩笑甚至夸张的动作来制作幽默
效果是不被接受的。
首先来看教师的形象问题。中国末代皇帝溥仪在他的自传中描写了他的英国教师
Ｒｅ
ｇ
ｉ
ｎ
ａ
ｌ
ｄＦｌ
ｅ
ｍｉ
ｎｇＪ
ｏ
ｈ
ｎｓ
ｔ
ｏ
ｎ在教育他之初发生的一段小插曲。溥仪尊敬他的英国教师，并俨
然以好学生的样子出现。他根据对外来文化的感知来调节自己的言行，塑造自身的形象，并
希望这一形象能够经得起教师的评价。然而当他发现他的外国教师身上的一些弱点以后，
情况有了变化。Ｊ
ｏ
ｈ
ｎ
ｓ
ｔ
ｏ
ｎ疲倦时也会走神离题，说些废话，这样就动摇了他作为教师无可争
辩的榜样力量（梁镛）。可见，教师在学生面前是需要像一位演员一样控制调节自己的情绪
和言行的，否则将有损威严。
在我的教学生涯中，曾经历过数次令人捧腹的情景，例如，一次给学生分发书面材料时，
一位男生大喊：“我有了，我有了”，而这时他的同桌紧接着说：“是我的，是我的”。在我们的
文化中，“我有了”是“我怀孕了”的委婉表达，这一戏剧性的情景令我忍俊不禁，但是我只能
强忍着笑向学生解释这其中的含义，因为作为教师是不能失态的。
至于手势、表情等身势语，也有不同的文化差异。高一虹在《外语教学与文化》中谈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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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华举办的教师培训班的经历。罗立言传
她参加美国语言教育专家罗立言（Ｊ
授了一个技巧“榧子法”，试图以手势代替语言，教师边打榧子边说出教学内容以吸引学生
注意，加快练习节奏。然而在中国文化中，此动作有“自由、放荡”之嫌，年轻的女教师更不
宜使用。她在课堂中尝试使用这一罗氏技巧，还包括其他一些夸张性体态（拥抱、亲吻、下
跪），中国学生大多认为这些身势语不可取。这不但因为不同文化有着不同的身势语，对同
５９

一动作有着不同的理解，而且因为不同文化对某交际情景中身势语“自由度”的容忍范围不
同。中国教师一般不会做夸张性动作。
与此同时，中国学生在课堂上也注意自己的语言和行为，以维护教师作为尊长的形象和
权威，尽管可能课下在教师背后对其直呼其名或者给教师起外号以及有其他一些不满的言
辞。同样是在我的课堂上，一位美国男生曾用中文说过一句下流的玩笑话，引起听懂了的男
生的一阵哄笑，而他本人同时也是本校英语系的外教。
尽管我当时已从事对外汉语教学工作多年，深知这是中美课堂文化的差异引起的碰撞，
这位美国男生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言语对中国教师的影响，但我仍对他心存芥蒂，而且很
怀疑他作为教师在中国学生心中的形象。
ｆ
ｓ
ｔ
ｅ
ｄｅ
）认
在学习的各环节中，预习是中国的学习文化中必不可少的。霍夫斯坦特（Ｈｏ
ｎｃ
ｅ
ｒ
ｔ
ａ
ｉ
ｎｔ
ｙａ
ｖ
ｏ
ｉ
ｄａ
ｎｃ
ｅ
）（转引自范徵）。中
为，中国文化强调风险避让或者说不确定性回避（ｕ
国教师在教学中倾向于按教学大纲规定的计划和任务进行，重视有形的、书面的材料，对教
学效果有较高的期待。所以教师大多鼓励或者要求学生预习，认为积极主动的预习在学习
过程中可以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以我本人教学情况为例，在读写课的课文学习环节中，因为汉字的识记是需要一定时间
的，在此基础上才能进行课文的学习，为了缩短课堂上的汉字识记时间，课前预习是必要的。
在处理课后练习的环节中，某些练习更需要学生课前完成，否则将占用大量的课堂时间，耽
误教学进度，影响教学计划的完成。
可是学生预习的情况往往是，同属汉字文化圈的日本学生做了预习（日本属于高风险
回避文化国家），汉字识记障碍较大，做书面练习速度较慢的非汉字文化圈的学生，如来自
英国、美国、加拿大、印度等低风险回避文化国家的学生很少预习，这种预习结果是使读写课
教学中原本就难以克服的学生接受速度的差距拉得更大。
这迫使我对教学计划和方式做出调整，如学习完生词以后结束一天的课程，下一次课复
习以后转入对课文的学习，或者将原本需要预习的内容以明确的作业形式布置给学生，同时
需要对不同学生布置内容和形式不同的作业，如日韩学生听录音跟读、标声调、造句、改写课
文等，而非汉字文化圈的学生写汉字、书面回答问题、抄写课文部分段落、摘抄实际生活中能
识读的饭馆及街道名等。
ｒ
ｔ
ａ
ｚ
ｚ
ｉ＆Ｊ
ｉ
ｎ）对中国学生的调查，对于什么样的学生是好学生，提到
根据科泰齐和金（Ｃｏ
最多的特征是“学习勤奋”（转引自许力生）。儒家思想提倡刻苦勤奋的学习精神，头悬梁、
锥刺股，囊萤映雪，负薪挂角的勤学故事每个受过教育的中国人都耳熟能详。
中国传统的学习文化强调记忆、模仿和反复练习，需要学习者花时间、下功夫，老一辈人
常用“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绣花针”的道理来教育年轻人勤学苦练。这与学习汉字的需要
是分不开的。留学生学习汉字同样需要按笔顺规则反复书写、记忆，“好记性不如烂笔头”，
与拼音文字的学习不同。许多留学生不了解汉字的学习方法，当老师指导并要求学生按规
则反复书写时，能按要求做的学生并不多。
有些学生左手握笔，本子竖着放，与汉字从左到右的书写规则颇相癥牾。有些学生只写
了几个汉字就认为自己已经写得够多了，写得很累了，需要休息。多数留学生远远比不上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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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校园里中国学生的努力勤奋。我本人觉得，因为学习不努力，严重影响了教与学的效果，
尤其对于某些所学专业的授课语言为汉语的学历生，中文水平影响他们正常完成学业。
当然本文的撰写目的并不是要表明中国的学习文化优于其他国家的学习文化。本文作
者在教学实践中认识到，师生在课堂教学中的表现源于本民族学习文化的差异。鉴于学习
文化的差异与冲突不利于语言教学中的教与学，师生认识到差异的存在并且共同积极地在
差异中寻求互补应该会对教与学都有所促进。
（作者路荣系西安交通大学国际教育学院讲师、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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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汉语课堂非语言交际及冲突
华南理工大学国际教育学院

成

瑶

对外汉语课堂有以下情况：有的课堂气氛活跃，老师学生配合默契，学生积极主动参与
教学活动；有的课堂则非常沉闷，老师有问无答，学生散坐在教室里，像局外人；有的课堂部
分学生在台下讲话、偷偷吃东西，老师多次管理也无效。教师管理和评估时也发现：有的汉
语教师专业素质良好，态度认真但并不受学生欢迎；有的汉语教师未必授课特别专业但被学
生所喜爱。部分学生认为有的老师上课方式太沉闷，不尊重也不理解他们。
然而，老师对部分学生也有看法：有的外国留学生学习太散漫，很没礼貌，不尊重老师，
不遵守课堂纪律，学习不够努力，这些在很大程度上对课堂教学产生了影响。对外汉语是小
班教学，教师和学生，学生与学生之间的交际方式对课堂教学的影响都非常大。
最近的研究表明，交流中只有 ８％信息是通过语言来表达的，而多达 ９０％的信息通过无
声行动来传递的。”（《我说明白了吗》特里·费尔伯 中信出版社）非语言交际既然在交流中
占９
０％，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西方学者认为，课堂上的非语言交际在学生的学习中的作
用往往比正规教学本身作用还大。许多研究表明，教师需要学会运用非语言行为去提高课
堂教学质量。”（《跨文化非语言交际》毕继万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库珀将课堂非语言交际分成八种类型，并且他认为“非语言交际对教师至关重要。教
师的非语言行为关系到学生对学校的态度。研究表明，教师如果学会了如何在课堂上更有
效地运用非语言交际，师生的关系就会得到改善”。库珀理论认为课堂非语言交际具体为：
１、近体距离，包括个人领地和人际体距。
２、空间布置，也就是教室环境的布置。
３、环境因素。教室内的张贴、亮度、温度、墙壁的颜色等都会对学生产生影响。
４、
时间的利用，包括不同课程时间的安排、教师给学生思考时间的掌握、不同科目时间
的分配、教师花在不同学生身上的时间等。
５、教师的装束。
６、体态语言。
７、体触。
８、副语言。
上述八种类型在对外汉语课堂中一样非常适用，空间布置、环境因素、时间的利用这三
方面一般是不可控的。本文将从近体距离、教师和学生的装束、体态语言、体触、副语言这几
个可控因素来重点讨论师生交际中的冲突：
近体距离方面：
西方留学生对个人领地很重视，反感教师站在旁边看作业或考试，觉得隐私权被侵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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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而中国老师认为监督巡查学生作业是很正常的。教师则反映，留学生擅自触动教师的物
品，这对教师不够尊重。如用多媒体上课时，老师暂时离开，性急的留学生操作了电脑或者
老师的课件，中国老师认为是一种冒犯，因为在中国文化中老师和学生地位中，老师高于学
生，地位低者不能去触动地位高者的任何物品。
人际距离方面，一般国家的留学生都能与中国老师保持适当距离，但是阿拉伯文化中体
距很近，所以阿拉伯学生问老师问题时太靠近老师，以至于老师连连后退，学生步“紧逼”。
如果师生为异性接触，汉语老师则认为是一种骚扰，甚至对学生产生了误会。留学生之间，
也有其他国家学生反映阿拉伯学生跟他们说话体距太近。
教师和学生的装束：
目前很多地方对中小学教师的仪表提出了明确规定。而在大学都相对自由一些，并没
有明确规定。其实，教师的装束对课堂教学产生很大的影响。一个人的衣着要符合 ＴＰＯ
（时间、地点、场合）原则，课堂是个相对严肃的场合，这也是各种文化都认同的。
在美国、欧洲和东南亚一些国家，要求大学教师上课必穿套装、西装。在我国，由于过去
受生活水平所限，教师装束以大方、朴素为主，并没强调职业性，而且在南方地区，夏季湿热，
大部分教室没有空调，教师若着职业装，上课汗流浃背，会影响正常上课。种种因素使得目
前大部分教师的着装不是很正式。
外国留学生对教师的装束打扮并不太苛求，比较满意，只是有的女老师夏天穿凉拖、中
裤上课，降低了教师的权威，甚至学生认为老师是要去度假。有的个别女教师的衣服过于紧
身、透明、首饰太耀眼，都分散了学生的注意力。
而相反，不少汉语老师抱怨学生衣着太随便。很多热带国家的留学生夏天穿拖鞋上课，
有的鞋声响很大，不仅影响其他学生，而且中国老师认为是一种不敬。有的女留学生夏天穿
露背装、吊带裙上课，不但让本班保守国家的学生侧目，而且也引起了路过的中国学生好奇
地注视，汉语老师认为不合时宜。
气味方面，有的国家喜欢用较为浓烈的香水，而中国人不太喜欢香水味太浓，甚至汉语
老师被留学生浓烈的香水味熏得头昏。
体态语和体触：
毕继万在《跨文化非语言交际》中，把体态语言分姿势、身姿、头部动作、面部动作、眼部
动作、臀部动作、手部动作、腿部动作、体触行为。本文难以一一分析对比，只从汉语老师和
留学生的交际冲突来分析。
汉语教师一般体态语都中规中矩，留学生不喜欢的老师，他们普遍认为面部缺乏笑容、
眼神交流少。中国文化中，课堂是严肃的，教师的表情也是严肃的，教师可以不跟学生眼神
接触，甚至有的教师眼睛望着后排的墙壁或者盯着课本上课。除了日本文化这点跟中国相
似，而在很多文化中，面带笑容，眼神接触才是沟通的表示，不与对方眼神接触被认为是不够
真诚、诚实。
教师对留学生不满的体态语是向后斜靠的坐姿、抱着手臂、上课随意走动、脱鞋，因为中
国深受儒家文化影响，长幼有序，学生在老师面的坐姿要挺直背部，否则被视为不敬。很多
留学生喜欢把手臂抱在胸前听课，在非洲的有些国家，如马里，学生见到老师抱着手臂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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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尊敬，然而在中国文化里这种姿势代表一种强势地位，拒绝对方，不接受对方的观点，汉语
老师在上课时看见学生的这种姿势觉得权威受到怀疑和挑衅。
很多留学生上课时未经老师允许出教室，或起身摆弄教室设施，汉语老师觉得学生太随
便。有的留学生上课脱鞋把腿盘起来，因为有的国家进门脱鞋是一种习惯，而在中国公共场
所脱鞋是很不雅的行为，在老师面前脱鞋是大不敬。
中国人体触少，教师和成年学生更少。而在有些文化中体触多，于是出现了这些现象：
留学生拍老师的手臂，留学生搂老师的肩膀，留学生拥抱老师，课堂上这种行为很少，但是中
国文化中认为男女有别，学生也不能触摸老师。中国文化中，同性的体触很亲密，而在很多
文化中同性体触过多被认为是同性恋。
一般汉语教师对留学生体触很少，普遍被学生误解的是，在天气寒冷时年长的老师会摸
年轻留学生的衣服，问寒问暖，表示关心，而在西方学生对此很反感，认为老师把他们当成幼
童对待。
副语言方面：
留学生对汉语教师的声音是否洪亮、发音是否清晰、语速是否合适很在意，这也是语言
课本身的特点决定的。留学生不喜欢的汉语教师说话太快、发音含糊、音量过小。
其中语速问题是学生最在意的，教师语速过快时，他们无法听懂讲授的内容。而汉语教
师觉得留学生最奇怪的是，留学生集体朗读时声音洪亮，一个人朗读时都降低音量，甚至课
前、课间从不出声朗读，因为在很多文化里，在公共场合大声说话或朗读是失礼的，特别是日
本女学生，以小声说话为礼貌。
在语音阶段正音时，汉语教师纠正送气音与不送气音的区别时，通常的做法是，发送气
音，如“ｐ”、“ｔ
”、“ｑ”让学生用力吐气吹纸，而在很多文化里这样是一种粗鲁的行为，学生完
全知道老师的要求，就是不好意思这样做。如果教师和学生没有沟通好，教师认为学生不愿
意配合。
沉默也是一种副语言。中国文化中，认为一旦老师提问了，学生要积极回应。而有时一
个班级全体留学生都以沉默来回应，汉语老师认为留学生不愿意配合，因为有不少学生知道
答案内容。但是东亚、东南亚的文化中，老师不指名道姓让学生回答，学生不敢自己大声回
应。同时，还有个极端，学生根本不知道何时该沉默，老师一提问，学生就马上回答，甚至老
师指定其他学生回答，这些学生也抢着回答。
在美国、澳大利亚和非洲文化中，学生出现疑问马上就提问，不管老师是否正在讲话。
而中国文化中，学生不能随意打断老师的话，更不能为了自己一个人的问题而影响大家听课
（一种集体主义），留学生随意打断老师讲话，被老师认为是不礼貌、太以自我为中心。还有
的留学生在听课时出声议论，这最为中国老师所反感，因为在中国文化里，学生在老师讲课
时说话，就是公然蔑视老师的权威，是不允许的。而在有些国家被认为是正常的。
如何解决对外汉语课堂的非语言交际中的冲突？一方面如库珀所说“教师需要学会运
用非语言行为去提高课堂教学质量”，另一方面教师以及学校的留学生管理部门应该对留
学生进行“趋同化”教育。教师运用非语言行为，第一次授课就要定出针对留学生的行为
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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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课堂的具体要求：如不能穿拖鞋，不能吃东西，上课时不能随意走动，老师讲话时
不能说话，请勿打断老师的讲课等。并解释为什么这样做，是为了保证课堂正常进行，要求
学生必须入乡随俗。
在很多国家，教师给出行为规范后，学生知道老师的底线在哪里，就不做出让教师失望
的事情。教师在具体的教学中，结合语言教学的内容，非语言交际的教学也至关重要，只是
对于零起点的学生教学时要控制媒介语的使用量与度，如果有些学生不懂媒介语，不能急于
求成，只能在学生有汉语基础后再进行。
此外，留学生毕竟是来学习汉语和中国文化的，在交际中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错误，作为
汉语教师也经历来自各种文化背景学生带来的文化冲击，甚至文化休克。汉语教师应该保
持一种开放的姿态，以中国人的大度去包容这种冲击，积极寻求更理想的方式解决与学生交
际中的冲突，提高教学质量。
对外汉语课堂上，教师与留学生交际时，严格与宽松、亲近与疏远的尺度，与非语言交际
很有关系，教师只有不断地学习并总结经验，才能收放自如，创造一个既轻松又活泼的学习
氛围，让学生以学习为乐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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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文化教育在汉语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大庆石油学院

刘

俏

当今时代，文化成为了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成为了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
素，跨文化交际也成为各国人民的热切愿望。汉语作为中国文化的载体和结晶，正成为世界
各国解读中国，走进中国的桥梁，如何才能有效地在国际上推广汉语，让汉语真正走向世界，
认世人真正地了解中国，单纯的汉语教学是远远不够的，加强对外汉语教学中的跨文化教育
才是至关重要的。

一、跨文化教育的重要性
人类用语言创造了文化，文化反过来又促进人类社会的发展，同时也丰富了语言的表达
方式。语言与人类社会的文化息息相关，可以说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文化深深根植于语言；
不了解语言所承载的文化，就难以真正掌握该语言。
外国留学生学习汉语，认识汉字，知音、知形、知意，通晓语音、语法，能说出流利的汉语，
这并不代表他能完整的理解和表达出汉语的意思，即使他用汉语讲述了一个极其有趣的外
国笑话，可是由于文化的差异，中国人可能毫无反映，面无表情，鸦雀无声。要想真正地掌握
汉语，除了语音、语法、词汇、习语、俗语之外，还要知道中国人是如何看待事物，如何观察世
界的；要了解他们如何用汉语来反映他们社会的思想、习惯、行为；要懂得他们的“心灵之语
言”，一个民族的语言必然承载了这个民族的文化和所有的社会生活经验，反映了该民族文
化的重要特征。这里所说的文化是一个广义的概念．是指一个社会所具有的独特的政治经
济制度、宗教信仰、风俗人情的总和。不了解一个民族的文化，就难以真正掌握一个民族的
语言。
因此．学习语言与了解语言所反映的文化是分不开的。文化可分为知识文化和交际文
化。所谓知识文化，就是指不直接影响准确传递的语言和非语言的文化因素，而交际文化则
是指所学语言隐含的文化素，包括问候、致谢、称呼、习语、委婉语和禁忌语。在对留学生进
行汉语教学的时候，除了知识文化的传授，更不能忽视对学生交际文化的教育，包括个人的
文化态度、思维方式、信念、动机、民族归属意识、文化摩擦、人际关系、文化调整、文化交流能
力等诸多层面的跨文化教育，可见，跨文化教育在对留学生的汉语教学中是十分重要的。

二、跨文化教育的原则
汉语教师对留学生进行跨文化教育的时候，不能为了急于达到跨文化教育的目的，而实
施硬性填鸭式教育方法，这样会激发学生的逆反心理，往往会适得其反。跨文化教育要坚持
平等、尊重、宽容、客观、谨慎等基本原则，消解固步自封、妄自尊大、歧视、偏见、狭隘等消极
的跨文化态度。因此，在对外汉语教学工作中应坚持以下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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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平等的原则
跨文化教育是双向的。“跨文化教育不是对目的语文化认识、理解和接纳的简单的单
向过程，更不应是一方一味地迁就和顺从另一方文化”，而应该是在认同双方的文化平等的
基础上，遵循平等的原则，缺乏平等就会滋生各种形态的文化沙文主义，必然形成文化冲突。
只有在保证对方不失去本民族特性的情况下，进行汉语文化的传播和教育，使留学生接受和
理解中国文化。
２．尊重的原则
“对其他文化的尊重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长期倡导的跨文化态度，因为这是和谐的跨
文化教育的基础。”文化尊重的表现形式是对民族文化的充分关注，特别是民族情结与民族
意识的尊重。例如，韩国人有着较强的民族意识，如果教师在传授中国文化时，片面的只强
调中国比韩国大得多得多，会严重挫伤韩国学生的民族自尊心，导致对中国文化的抵触，而
应该有技巧地在介绍中国地大物博的同时，称赞韩国的经济发展在世界也是处于重要地位
的。这样既尊重了韩国学生的自尊心，又有力地传播了中国文化。
当然，尊重不是放弃与妥协，而是强调多样性的存在。尊重其他民族的文化，也是尊重
自己的文化。
３．宽容的原则
“宽容的本质是对于不同于本民族文化以及所认同的异文化的公正的容许，特别是对
与本民族截然相反的异文化形态的公正的许可，以及对这种对立性、否定性的接受。”在跨
文化教育中，教师要提倡双向、多向及互动的宽容，即教师和学生在尊重本民族文化的基础
上，克服彼此的文化偏见，消除各种形态的文化冲突，互相包容，宽大为怀，求同存异、共同
发展。
４．客观的原则
客观对于实现跨文化教育中准确的认知和理性的选择是非常重要的。客观就是在跨文
化教育中能够摒弃自身的主观观点，而从异文化的观点，或者是从第三者的视角、全人类的
视角，分析跨文化教育的实践，总结跨文化教育的经验教训，把握跨文化教育的方向。
客观的原则要求在跨文化交流中不歧视、不偏见，不只是从自己的本位立场出发认知、
反思和处理与异文化的差异。简而言之，客观要求跨文化教育的主客体在教育实施过程中
采用换位思考的方法，克服本位主义的思维。
５．谨慎的原则
文化是极其纷繁复杂的系统，因而，在跨文化教育中必须非常认真、细致、周全而不是简
单、贸然地处理各种问题。对异文化的认识必然存在不准确的现象，想当然的态度往往会造
成对异文化的不尊重。谨慎是以充分认知、深入思考为基础的。谨慎不是封闭，而是对跨文
化教育过程的警示。

三、跨文化教育的实施方法
１、在语音、词汇、语法教学中渗透文化背景知识
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文化因素教学包括：语言教材课文中的文化因素，语言运用的文化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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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因素，语音、词语和语言结构内部的文化因素。汉语的语音、词汇、文字、语法、修辞等无不
与汉民族文化息息相关，如汉字的意象结构，成语、俗语、歇后语大都有着深厚的民族文化积
淀，语法重“意”轻“形”，“把”字句、“了”的使用等就是汉民族特有的语法手段，反映了汉民
族的思维方式和特点。
一个学习者如果不能学会使用这些表达手段，无论他的语音多么标准，还不能说他已经
习得了地道的、标准的汉语。因此教学中应将语音、词汇、语法等放在文化背景下来教授，注
重渗透文化背景知识，注意将文化背景知识的传授与听说训练有机地结合起来，这样，既培
养留学生的文化意识，又锻炼留学生的听说能力，让他们说出来的话得体，能够有效地传递
信息。
２、沟通是跨文化教育的必要条件
沟通是桥梁，是化解文化冲突的良方，只有在沟通的基础上才能达到相互了解，进而达
到理解。在跨文化交流中，正确认识不同国家、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差异，了解特定文化背
景对人的思维倾向和行为的影响，针对不同的民族特点，总结出有规律的经验，摸准脉搏，找
出症结，有的放矢地解决各类文化冲突现象，是我们实施跨文化教育的重要方法。
３、在交际中实践跨文化教育
交际文化不仅体现在语言材料中，而且还表现在典型环境中人的行为举止即行为文化
方面，因此教学中必须给学生设置真实的语言环境。除进行必要的典型句型操练外，还可以
在课堂上设置一定的交际文化氛围，使学生有意识地置身于所学语言国典型的现实生活中；
也可以利用现代化教学手段，如多媒体、网络等，或通过真实、生动的讲述和描绘，给学生的
操练提供有关的文化背景材料。

四、跨文化教育的意义
１、不同文化的碰撞增强留学生的应变能力
对留学生进行跨文化教育，能增强留学生对不同文化的认同感和包容性，从而更好地促
进不同语言、不同文化的交流与沟通，提高留学生对社会的适应能力。
２、跨文化教育会使留学生的知识面大大提高
留学生在接受汉语知识的同时，充分汲取中国的文化，视野不断开阔，知识面不断拓展，
全球性文化视野和吸纳人类有益文化的态度与意识不断增强。
３、不同文化交融提高留学生学习效率
由于各种文化、各种背景都有各自的习惯，如行为习惯、语言习惯、思维习惯等，都有各
自独特的心理和做法。正是因为有了这些不同的文化背景，就更有利于提高留学生的学习
效率。不同文化浸染还有利于留学生好的习惯的养成。
总之，我们应该认识到对外汉语教学中的跨文化教育不是空泛的，实施跨文化教育既是
必要的，又是可行的。社会发展也必将使跨越不同文化的人类交流愈加频繁，实施跨文化教
育就能增强不同文化的认同感和包容性，从而更好地促进语言和文化的发展，以及不同语
言、文化间的交流和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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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来华留学生教育管理规章制度的思考
陆应飞
摘

要：制定一套合理完善的、切实可行的来华留学生教育管理规章制度是做

好来华留学生教育管理工作的重要保证。这不仅是来华留学生教学、管理的需要，
同时也是一种教育手段。合理的来华留学生教育管理规章制度是文化价值观念和
思想品德的规范要求，对于保证教学质量，完成教学任务，培养师生良好的道德品
质和学习、生活习惯，提高遵纪守法的自觉性都有重要的意义。来华留学生教育管
理规章制度是指导来华留学生教育管理工作实践的准则，必须切合实际，合乎科
学，合乎教育规律。

一、引言
这里所说的“规章制度”，从字面上讲，“规章”，就是“规则章程”，“制度”，就是“要求大
家共同遵守的办事规程或行动准则”，也就是“国家机关、团体、企业、学校等对行政管理，生
产操作，学习和生活等方面所制订的各种规则、章程和制度的总称。”来华留学生教育管理
规章制度，就是有关来华留学生教育管理方面的各种规则、章程和制度。
随着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综合国力的增强，我国来华留学生人数剧增，
２００
８年来华留
８８个国家和地区。我国对外招收留学生的高校已超过
学生人数已达到 ２２万多人，来自 １
５００所。为使来华留学生教育管理工作健康地发展，我们必须制定一套合理完善的、切实可
行的来华留学生教育管理规章制度。为此，笔者根据多年从事来华留学生教育管理工作的
实践和经验，对制定来华留学生教育管理规章制度谈几点意见，愿与同行们共同切磋。

二、制订来华留学生教育管理规章制度的意义
制定一套合理完善、切实可行的来华留学生教育管理规章制度，是做好来华留学生教育
管理工作的重要保证。这不仅是来华留学生教学、管理的需要，同时也是一种教育手段。
合理的来华留学生教育管理规章制度，是文化价值观念和思想品德的规范化要求。做
好来华留学生教育管理工作，既要强调“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又要有一个“约之以规”。俗
话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
教育与管理是互为表里的，没有明确的规章制度，教育的要求就会空乏无力。严格合理
的规章制度，可以促进良好学风、校风的形成，培养留学生良好的行为习惯。来华留学生教
育管理规章制度，必须服从和服务于来华留学生教育管理的根本目的。
从文化层面上讲，规章制度是文化的体现，同时又能使文化得以强化。因此，来华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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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教育管理规章制度必须具有较高的文化内涵。因为留学生教育管理工作政策性强，涉及
面广，只草之以“违者罚款”、“违者给予处分”等，就会使留学生教育管理规章制度建设步入
歧途，背离教育目的。
学校是一个多层次、多部门的复杂的综合体，彼此之间都有着错综复杂的联系。学校工
作的综合性和实践性都比较强，如果没有一定的规章制度来协调各方面的关系，就会变成一
盘散沙，一团乱麻。学校制订来华留学生教育管理规章制度的目的，旨在把学校的各个层
次，各个部门，各个方面加以组合、协调，使学校工作有一种规范化的秩序，各项工作有章可
循，有条不紊，从而达到最佳的工作效果。
总之，制定一套合理完善、切实可行的来华留学生教育管理规章制度，对于提高工作效
率和学习效果，保证教学质量，完成教学任务，培养师生良好的道德品质和学习、生活习惯，
提高遵纪守法的自觉性，都有重要的意义。

三、来华留学生教育管理规章制度的主要内容
留学生教育管理中需要遵照的法律法规文件有：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入境出境管理法》（１９
８
５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入境出境管理法实施细则》（１９８
６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国人宗教活动管理规定》（１９９４年）
９
９５年）
《人民警察法》（外事警察的职责）（１
１
９９５年）
《关于处理涉外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六部委、
《外国人在中国就业管理规定》（１９９
６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国人宗教活动管理规定实施细则》（２
００
０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２
０
０５年）等等。
来华留学生教育管理规章制度，一部分是由上级教育行政机关颁布的，如教育部、学校
所属省市和部委颁布的，还有一些是由学校根据实际情况自己制订的。例如：
教育部颁布的有关外国留学生教育管理的规章制度有：
《关于接受自费外国留学生收费标准问题的请示》（１９７９）
《关于高等学校开办外国人中文短训班问题的通知》（１９８
０）
《为外国人举办短期学习班的有关规定》（１９
８３）
《关于进一步办好为外国人举办短期学习班的几点意见》（１９８５）
９８
５）
《外国留学生管理办法》（１
《中国汉语水平考试（ＨＳＫ）办法》（１
９
９２）
《关于对举办外国人短期学习班的高等院校进行评审工作的通知》（１９９２）
《普通高等教育学历证书管理暂行规定》（１９
９４）
《高等学校接受外国留学生管理规定》（简称 ９号令，
２０００）
《关于实施中国政府奖学金年度评审制度的通知》（２０００）
《改革外国留学生学历证书管理办法的通知》（２
００
１）
０
０１）
《关于中国政府奖学金的管理规定》（２
７０

《教育部关于印发普通高等学校新生学籍电子注册暂行办法的通知》（２０
０７）
《教育部财政部关于调整外国留学生奖学金生活标准的通知》（２００８）等等。
为了使来华留学生教育管理工作做到标准化、制度化和程序化，学校除了贯彻执行国家
和地方领导机关统一颁布的规章制度（如来华留学生工作条例、大纲、守则、规定等）之外，
还应结合本校实际情况和需要，制订一些具体的、适合本校的规章制度。例如：
《来华留学生招生制度》
《来华留学生费用的规定》
《来华留学生考勤、考绩、升留级制度》
《来华留学生学籍制度》
《来华留学生学位及证书的规定》
《来华留学生食宿规定》
《来华留学生监护关系和担保人制度》
《来华留学生报到注册规定》
《来华留学生医疗制度》
《来华留学生奖惩制度》
《来华留学生会客制度》
《来华留学生入学离校规定》
《来华留学生出入境规定》
《来华留学生奖学金评审制度》
《来华留学生守则》等等。
学校制订的来华留学生教育管理规章制度，不能等同于政府的教育法规，但在本质上是
相通的，意义上也是一致的，两者都具有法的约束性。各校的来华留学生教育管理规章制度
应具有共同点，也具有不同点，它们具有共性，也具有个性。但目的都是为做好来华留学生
教育管理工作服务的。当然，在一项规章制度内，各项规范之间，应具备互补性和制约性，这
样的规章制度才能维持良性运转。

四、制订来华留学生教育管理规章制度需注意的问题
为了使规章制度切合实际，行之有效，制订来华留学生教育管理规章制度时，应注意以
下几个问题：
１．注意政策性
国家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是制订来华留学生教育管理规章制度的依据。制订来华
留学生教育管理规章制度，要从我国国情出发，必须符合国家的政策、法规，符合教育方针，
符合上级教育行政机关颁布的有关工作条例和规定。
比如，来华留学生教育管理规章制度，必须符合“学习上严格要求，认真帮助；政治上积
极影响，不强加于人；生活上适当照顾，严肃管理。”的有关来华留学生的教育方针。在《来
华留学生手册》中，应体现出与来华留学生关系密切的几个法律内容。如《中华人民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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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入境出境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集会游
行法》和教育部颁布的《第 １３号令》等法律法规和条例。
２．注意科学性
来华留学生教育管理规章制度，是指导来华留学生教育管理工作实践的准则，必须切合
实际，合乎科学，合乎教育规律。应从本校校情出发，充分考虑留学生的思想、文化、心理等
特点，维护留学生的合法权益，既体现学校集体的意志、传统和风格，又使留学生的学习、工
作、生活、娱乐等方面得到妥善安排。
比如，留学生来自不同的国家，他们的社会制度、宗教信仰、价值观念、文化背景等都不
相同，我们必须用科学的态度对待他们。在政治问题上，要划清模糊认识、不同的政治观点
同诬蔑和挑衅性言论之间的界限；在学术问题上，允许学生自由讨论和发表自己的见解，不
要强求一致；对生活方式问题，只要不触犯校规和我国法律，不要干预。
３．注意教育性
来华留学生教育管理规章制度，是要求留学生共同遵循的行为准则，是一种实际的教育
手段。学校是教育人、培养人才的地方，因此，制订规章制度要从教育意义和教育指导思想
出发，使每一项规章制度及其每一项具体内容，都具有鲜明的针对性和教育性。比如，根据
学校的实际情况和特点，对留学生进行以中国的传统文化教育为主。引导他们勤奋学习，遵
纪守法，团结友好；帮助他们了解中国的政治、历史、文化、经济和风俗习惯，正确地认识我国
的国情和政治主张；培养他们成为学有所长，身心健康，知华友华的各国优秀人才。
４．注意严肃性
来华留学生教育管理规章制度，带有一定约束力和强制性。必须认真贯彻，严肃执行，
必须赏罚分明，维护规章制度的严肃性和权威性，发挥其应有效能。
比如，我们的会客登记制度完全是从安全的角度考虑，以便有效地控制那些非正常交往
的来访者。当然，会客登记会对来访者带来不便，是他们感到不亲切，有的甚至认为这样做
对他们不尊重，不信任，不自由。因而，有些来华留学生对这项制度非常反感，常常因会客登
记问题与宿舍管理人员发生矛盾和冲突。
对待会客登记制度，我们应教育留学生用辩证的关系看问题，麻烦不便事小，人身财物
安全事大，麻烦不便正是为了安全，是以小换大。所以，实行会客登记制度是完全必要的，必
须认真严格执行。
５．注意稳定性
来华留学生教育管理规章制度的功能之一，就是使行为准则规范化、经常化，这就要求
规章制度本身要相对稳定。朝令夕改，会使师生们无所适从，也有损于规章制度的严肃性，
不能发挥规章制度规范化、经常化的作用，不利于学校秩序的稳定。另外，在执行一项新的
规章制度时，一定要选择时机，要掌握节奏。各项规章制度之间应互为条件，互为因果，相互
支持，互补统一。在修改其中任何一项规章制度时，都要考虑到对其他规章制度的影响。
６．注意适应性
事物总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人们对事物的认识也是不断发展的。作为来华留学生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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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管理规章制度本身，随着时间的推移，客观情况的发展变化，出现一些不适应的现象是正
常的。这就要我们不断地完善，在适当的时候修订，对于不适用的内容要修改，不全面的要
补充，不适当的要删去，以适应客观事物的变化。规章制度不能凝固和僵化，要保持一定的
弹性和活力，要与时俱进。
比如，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我们对奖学金留学生的转学规定进行了改革，采取市场运
作的方式，改变了过去留管干部为留学生扛行李的不正常现象。
比如，由于全球性金融海啸对一些国家产生了非常严重的影响，为了帮助这些国家的留
学生解决实际困难，稳定生源。我们便根据具体情况，对一些受金融危机影响严重的国家的
自费生的费用政策进行了调整，制订了缓交和分期交纳学费的暂行规定；出台了阶段性的普
惠政策，设立普惠基金；利用政府奖学金和学校奖学金设立困难学生帮扶基金，资助那些家
庭确实困难，但学习成绩优秀、遵守校纪校规的留学生顺利完成学业。
又比如，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来华留学生规模不断扩大。为了适应新形势、新变
化、新特点，及时解决不断出现的新问题，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去年成立了 ９号令修订
工作组，与外交部、公安部等部门着手修改《高等学校接受外国留学生管理规定》（简称 ９号
令），使其更加切合实际，切实可行，合乎科学，符合留学生教育发展规律，使来华留学生教
育管理更加规范、科学和透明，确保来华留学生工作又好又快地发展。

五、实施来华留学生教育管理规章制度需注意的问题
制订来华留学生教育管理规章制度，是一项艰巨、细致的工作，执行、实施来华留学生教
育管理规章制度更是如此，应注意如下问题：
１．留管干部和教师应带头遵守来华留学生教育管理规章制度
古人云：“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留管干部和教师的模范作用非常
重要，必须以身作则。要求留学生做到的，留管干部和教师首先要做到。比如，要求留学生
上课不迟到，不早退，教师首先自己不能迟到或提前下课；组织、参加留学生活动时，留管干
部和教师必须准时出席，这就是身教重于言教。
这里必须指出，对来华留学生教育管理规章制度的认识，必须解决对管理的双向性认识
问题。作为一项科学的规章制度，应能体现一定的社会关系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并对双方的
社会行为有所规定。来华留学生教育管理规章制度，是对来华留学生行为规范的规定，也是
对从事留学生教育管理人员的行为规范的规定。
比如，为督促留学生努力学习，制订了考勤考绩制度，与此相应的是教师的行为规范，即
按时记考勤，严格认真考绩等；要求留学生尊重中国的风俗习惯，相应的是我们也要尊重他
们的风俗习惯；要求留学生遵守生活管理制度，相应的是服务人员的良好的服务态度和服务
质量等等。
２．执行来华留学生教育管理规章制度，必须强调师生的自觉性
来华留学生教育管理规章制度和其他规章制度一样，既有强制性、约束性的一面，也有
强调自觉性的一面。在实施来华留学生教育管理规章制度的过程中，要处理好被动和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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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在要求与自觉自律的关系，让师生在实践中认识到遵守规章制度的重要性，它直接关系到
学生和教师能否有一个安稳、有序的环境从事学习、工作的大问题，从而提高遵守执行规章
制度的自觉性。
３．要反复宣传，形成良好的舆论环境和行为习惯
反复宣传的目的是为了造成良好的舆论，形成遵纪守法的良好气氛。学校可利用网络、
宣传栏、布告栏、广播等宣传工具，以及来华留学生新生入学教育大会等场合，采取多种形
式，开展经常性的宣传教育活动，使师生明确各项规章制度的目的、意义和基本要求，养成良
好的遵守规章制度的习惯。当然，除了说理教育外，还要抓好行为训练。
４．要严格要求，加强督促和检查
为了使留学生自觉地执行有关教育管理的规章制度，对他们必须一丝不苟地严格要求，
进行经常性的督促和检查。没有严格的要求，执行规章制度就会打折扣。严格要求，就是要
体现规章制度的严肃性。检查是实施规章制度的关键环节，目的是及时发现问题，采取相应
措施纠正偏差，保证各项规章制度落到实处。否则，就会心中无数，久而久之，规章制度形同
虚设，犹如一纸空文。
５．要适当奖惩，以维护规章制度的权威性
对执行规章制度好的要给予表彰和奖励，对违反规章制度的要给予批评和处分，做到奖
惩分明。奖励部分就是规章制度中倡导的部分，惩罚部分就是规章制度中禁止、反对的部
分。没有奖惩，规章制度就没有权威性，奖惩也是一种教育手段。通过奖惩手段，明确表明
学校提倡什么，反对什么，让留学生学有榜样，同时明了违反规章制度所产生的不良后果，以
增强他们的自我约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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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生骨干对预防和处理突发事件的作用
复旦大学外国留学生工作处

丁

洁

随着留学生数量和规模的不断扩大，不可避免地会有突发事件发生。这给留管干部带
来很大的工作压力。因此，我们应充分地发挥留学生骨干的作用，培养优秀的留学生骨干队
伍，及时提供有效信息，协助我们预防和处理留学生突发事件。

一、留学生骨干队伍的建立和培养
１．留学生骨干的选拔
坚持“早选苗、选好苗”的原则。“早选苗”就是在学生入学后，了解学生的个人资料，通
过各个渠道了解学生的能力和素质。“选好苗”是关系到学生骨干队伍质量好坏的关键。
在选拔学生骨干的时候，要深入了解，把握好思想素质、学业成绩和群众基础等重要衡量标
准，不仅仅满足于只有工作热情和工作能力。如果骨干面临毕业离校，我们会留心物色符合
条件的后备力量。
以我校为例。一些获得中国政府奖学金的学生在南京师范大学预科学习期间，我们就
开始关注他们。我校留管干部定期与南师大的老师联系，了解学生情况。其中，有一名尼泊
尔的博士生进入我们的视线。这名学生的中文比较好，而且在学生中比较活跃，来华留学前
在国内工作过，有工作经验和能力。由于这名学生作为政府奖学金生享受住宿留学生公寓
的待遇，所以汉补结束后立刻被选入留学生公寓自我管理委员会，成为其中一员。
我们在选拔留学生骨干时着重考虑下列人选：
（１）各国留学生及其组织的领导人物。如各国留学生联谊会会长，各留学生社团的负
责人。做好他们的工作，可以掌握各国留学生的情况和动态。我校将所有学生会和社团负
责人的联系方法做成通讯录，以便及时沟通联系。
（２）在留学生中，资历比较高，有威望有影响的留学生。如研究生、高级进修生、博士生
等，其中有些担任过政府官员、公务员等。这些学生在留学生中有号召力，尤其是非洲、韩国
等国家的学生，他们很注重学历和资历，论资排辈的观念比较重。
（３）品学兼优，对我友好，有培养前途的留学生。有较强的身体和智力条件，能正确处
理好工作和学习的关系。遵纪守法，诚实正派，团结同学，是非观念强，心理素质好，有忍让
精神和吃苦耐劳的品质。他们既不是负责人，也没有政治背景，但对我国特别友好，且成绩
优秀，是其他留学生学习的榜样。我们可以经过详细了解后，做“个别”工作。
（４）我国各类政府奖学金获得者。奖学金获得者是我们工作的重点对象，也是工作中
可以依靠的力量。在我校，留学生各社团的负责人基本都是长期住宿在公寓中高层次的学
历生。现任留学生公寓自我管理委员会的 １１名成员中，就有 ８名学生是中国政府奖学金的
获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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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留学生骨干队伍的培养
留学生骨干队伍建设，选苗是基础，培养是保障。我们通过留学生社团这一载体，给骨
干成员压担子，帮助他们在学生中树立威信，以支持、扶植为主，帮助他们策划筹备活动，同
时监督他们的工作，将他们引入正轨。每学期开学时，都有留学生骨干活跃在迎新现场：指
导新生办理入学手续，健康体检时维持现场秩序，组织迎新晚会等等。这些学生运用自己的
语言优势，耐心细致地为同学们服务。在国际文化节、演讲比赛、公寓消防演习、新年联欢会
等各项活动中，留学生骨干参与筹备、组织发动，起了非常大的作用。而他们在活动的过程
中培养了工作能力，加强了责任心。更重要的是，他们在工作中与老师密切配合，增进了相
互之间的了解，对老师多了信任和理解，减少了猜疑和隔阂。
我校现有 １７个留学生社团，我们通过联席会议制度保证骨干队伍的正常运作。联席会
议由各社团负责人参加，每月召开一次，由不同的社团负责人轮流主持。联席会议一般会讨
论近期留学生活动的组织、分工；汇总留学生近期的突出问题、意见和建议，讨论解决的方
法。留管干部每次都参加会议，及时引导，把握方向，将学校的要求和有关精神传达给这些
骨干，通过他们将相关信息传达给广大留学生。留管老师面向这些骨干，工作量较小，能够
保证管理任务和精神的有效传达，管理质量提高；留学生骨干与本国的同学沟通相对方便，
又增强了管理的效果。这样，骨干队伍客观上分担了留管教师的工作重担，同时他们有一种
荣誉感和责任感，决心不辜负老师的信任和委托，做好自己所负责的这块工作。
３．对留学生骨干的激励机制
为奖励留学生骨干的辛勤工作，我们建立了一套激励机制，调动他们的积极性，鼓励他
们更好地发挥作用。
我校的奖学金中设有“杰出单项奖”，旨在激发在校留学生的知识创新精神，发挥他们
在各方面的特长，促进中外文化交流。凡是积极组织、参与学校各类活动，表现突出的留学
生，无论是否得到中国政府奖学金，都可以申请。每年奖学金评定时，我们会鼓励留学生骨
干提出申请，并且向奖学金评审委员会推荐。骨干学生有攻读高一级学位的愿望，我们会为
他们提供各类奖学金信息，鼓励他们申请，为他们进行推荐。
每年寒暑假，我们分期分批组织留学生骨干免费参加国内考察旅游。旅行途中，老师和
学生尽情地沟通交谈，嬉戏联欢，融洽了感情，拉近了距离，成为了朋友。
我们设立了一些留学生助管岗位，并给予一定的报酬。比如在留学生公寓值班，帮助物
业管理人员处理问题，提供语言上的帮助；帮助翻译招生宣传资料等。当我们收到一些公司
的招聘信息时，首先考虑推荐给留学生骨干。
当留学生骨干生活或学习上遇到困难时，我们会在政策许可的范围内，给予他们最大限
度的照顾和帮助。比如有些留学生骨干学业上遇到一些问题，我们会与其所在院系联系，商
讨解决办法。我校蒙古学生联谊会会长的母亲因患重病来上海就医。因为家庭条件困难，
想安排在留学生公寓住宿，但是这与我校公寓管理的相关规定不符。学生虽然表示理解，但
是仍希望能够多在母亲身边予以照顾。我们得知后，允许他的母亲延长在公寓的停留时间。
我们支持留学生社团开展健康有益的活动，为社团提供活动场所，创造良好的环境。每
年组织社团评比，优秀社团可以获得一定数额的奖金。
这些激励机制使留学生骨干体会到学校对他们的关心和爱护，为报答学校和老师，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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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更努力地工作。

二、留学生骨干对预防和处理突发事件的作用
留学生骨干的存在是对留学生办公室老师工作的有效补充。老师们下班后，骨干们能
为同学们提供帮助，并处理应急事情；骨干与同学们接触更密切，能洞察学生中的细微情况，
这是老师们较难办到的；留学生在华的学习和生活经验可以通过留学生学生会进行传达和
学习，这些亲身体验老师们无法提供，而这些经验对留学生们是非常有好处的。
１．及时提供有效信息，预防突发事件的发生
留学生骨干来自留学生，他们与广大留学生朝夕相处，共同生活，对留学生的心理特点、
思想动态、舆论倾向和各方面情况的了解比较深入和准确。学校留管部门可以根据他们提
供的第一手资料，及时发现问题，将突发事件控制在萌芽状态。
去年 ５月，我校留学生公寓自我管理委员会的成员向我们汇报了一名即将毕业的非洲
学生的情况。该生一向表现较好，成绩也不错，但是总学分未达到本科毕业要求，意味着不
能按时拿到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这名学生已 ５年没有回家，面临这样的情况，情绪很不稳
定，行为表现反常。临近考试，他也不准备迎考，经常独自坐在公寓大门台阶上，向所有经过
身边的学生都热情地打招呼。他身材高大，嗓门响亮，不少学生表示害怕，尤其是女同学，更
是对他避而远之。有时在食堂吃饭时，他会与一些不认识的中国学生作出同样的举动，令中
国学生也非常不安。
从事多年留管工作的老师根据经验判断，留学生即将离校和刚到校的阶段是他们情绪
波动最大的时期，而且非洲留学生性情耿直、豪爽，感情易冲动。为防止出现更严重的情况，
我们立即找到非洲学生会的会长，通过他来稳定这个学生的情绪，做好离校前的心理调整工
作。这名会长也已临近博士毕业，论文答辩已结束，非常积极地配合我们进行工作。只要一
有空就找这位学生聊天，缓解他的孤独感和失落感。最后这位非洲学生如期回国，并找到了
工作。
又比如，北京中医药大学曾发生过韩国留学生罢课未遂事件，而学校及时获悉韩国留学
生的罢课计划得益于一个韩国毕业生的电话，并在接到电话后仅用半个小时就模清了事情
的起因和留学生的行动目的，及时阻止了事态的进一步恶化。
２．通过留学生骨干化解群体性突发事件
不少突发事件是群体性事件。留学生常常会因为一些涉及个人切身利益的规章、制度，
与本国同胞甚至其他国家的学生抱成团，对学校发难。比如我校曾发生过近 ２００名留学生
联名写信，要求取消会客制度的事件。留管教师找来了骨干学生，对学校的规章制度进行解
释，并了解到有些学生是碍于情面，被动参与签名的。最后，我们通过留学生骨干对这些学
生进行解释和劝说，平静地解决了问题。
在留学生中，韩国学生很抱团，内聚力很强。而且韩国作为来华学生来源大国，学生人
数占到学校留学生总数的百分之四十。遇到重大问题，常常互相串连，采取集体行动，容易
造成我们工作的被动局面。对此我们就必须做好留学生骨干的工作，把他们的群体内聚力
引向正确的轨道。
几年前，韩国来华学生曾经计划组织在北京召开全国大会。这是未经过批准认可的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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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而且影响学生的日常教学秩序，必须坚决予以制止。我们找来了韩国留学生社团的负责
人，恰巧这名学生正是上海地区韩国学生的负责人。我们对这名学生做了很多思想工作，从
他的前途等各个方面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最后这名学生答应不组织参加北京的活动，同时
劝说其他同学安心在学校学习。
３．依靠留学生骨干妥善处理突发事件
在处理突发事件时，留学生骨干可以利用语言优势，化解矛盾，把事态缩小在可控制的
范围内。比如在留学生公寓从事保安、清洁、维修工作的物业服务人员一般文化水平较低，
不懂外语，与留学生沟通有一定的困难，容易耽误事情，甚至发生摩擦和冲突。留学生骨干
一般与物业人员保持着较好的关系，他们可以提供语言帮助，在物业人员和留学生之间架起
沟通的桥梁，安抚学生的情绪，缓和紧张气氛，有效解决问题。
我们安排公寓自我管理委员会的骨干学生值班，并将此作为一个勤工助学岗位，协助处
理留管干部下班后公寓内发生的情况。公寓的服务台有每天值班学生的联系信息，一旦发
生突发情况，可以直接打电话给这些学生协助处理和解决。曾经有学生在大楼内突然发病，
情况紧急，服务台立即通知当日值班的学生协助处理，及时将患病学生送至医院，避免了悲
剧的发生。在物业人员因执行学校管理制度与留学生发生冲突时，他们经常配合老师，从中
调停、劝说，使矛盾妥善解决。
在应对突发事件时，留学生骨干可以起到很大的作用。在 ２００４年的涉日游行事件中，
为防止日本学生和中国学生的情绪对立与矛盾激化，我们找到了日本学生会的负责人以及
骨干成员，让他们做好日本学生的思想工作。通过留学生骨干的配合，我校日本学生都能按
时上课，对事件的发生表示理解，不参与过激的活动。
突发事件虽然因不确定性和难以预测性给留管工作带来很大的难度，但做好留学生骨
干队伍建设，把这作为一项综合、系统和长期的工作，常抓不懈地探索和提高，必定会对我们
的留管工作带来帮助。留学生骨干在校时与老师关系密切，建立了亦师亦友的良好关系。
他们在求学期间帮助学校做了不少事情，同时得到了学校较多的关心与帮助，对中国有更多
的了解，他们中大多成为与我友好的亲华、知华派，回国后仍与母校老师保持联系。他们是
我们做好校友工作的基础，可以成为留学生校友中的骨干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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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留学生汉语学习倦怠现象
北京联合大学师范学院
摘

张玉平

刘东青

要：随着我国对外汉语教育事业的发展和留学生教育规模的扩大，留学生

汉语学习倦怠成了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根据留学生群体和汉语学习的特殊性，
本文主要探讨了留学生学习倦怠的具体表现过程，分析了造成学习倦怠的几方面
原因，并针对不同的影响因素提出了预防和调控的相应策略。
美国临床心理学家 Ｆｒ
ｅ
ｕ
ｄｅ
ｎｂｅ
ｒ
ｇ
ｅ
ｒ
（１
９８
０）是倦怠（ｂｕｒ
ｎｏ
ｕｔ
）研究的开创人，他把倦怠定义
为“当个体的工作不被他人或组织认同且不予相应回报时，个体产生的慢性疲乏、抑郁和挫
折感”。Ｐｉ
ｎｅ
ｓ 和 Ｋａ
ｔ
ｒ
ｙ
（１
９８１）首次提出了学生倦怠（ｓ
ｔ
ｕｄｅ
ｎｔｂｕ
ｒ
ｎｏ
ｕｔ
）的概念，把研究范围限
定在了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发生的倦怠现象。现在，通常把学生消极对待学习活动的心理亚
健康状态称为学习倦怠，在学习过程中表现为丧失学习目标和进取心、对学习没有兴趣且不
愿投入精力、对学习产生无意义感、学习效绩和自我价值感降低等。

一、留学生汉语学习倦怠的表现
Ｍａ
ｓ
ｌ
ａ
ｃ
ｈ（１９８
６）针对倦怠结构与测量提出的三维度理论最具代表性，即情绪耗竭（ｅ
ｍｏ

ｔ
ｉ
ｏ
ｎａ
ｌｅ
ｘ
ｈａ
ｕｓ
ｔ
ｉ
ｏ
ｎ）、乏 人 性 化 （ｄ
ｅ
ｐ
ｅ
ｒ
ｓ
ｏ
ｎ
ａ
ｌ
ｉ
ｚ
ａ
ｔ
ｉ
ｏ
ｎ）和 低 成 就 感 （ｒ
ｅ
ｄｕ
ｃ
ｅ
ｄｐｅ
ｒ
ｓ
ｏ
ｎａ
ｌａ
ｃ
ｃ
ｏ
ｍｐｌ
ｉ
ｓ
ｈ
ｍｅ
ｎｔ
）。这三个维度既体现了三个侧面，也体现了倦怠心理发展的过程，情绪资源的超负荷
使用导致情绪耗竭，由此引发学生以一种消极、疏远、否定的态度对待教师和学校，即所谓的
“乏人性化”，进而，以消极的态度进行自我体验和自我评价，最终导致个人成就感的丧失。
根据以上三个维度进行考察，在来华学习汉语的留学生中同样存在着学习倦怠的现象。
学生在学习汉语的前两三个月是所谓跨文化适应的“蜜月期”（Ｌｙ
ｓ
ｇ
ａ
ａ
ｄ１９
９５），他们对中国
的环境、文化和语言充满了好奇，对未来有美好的憧憬，学习积极性高，学习兴趣浓厚，喜欢
参加课内课外的各种活动；
随着学业压力的增加和文化差异带给他们的不适应感，留学生在学习时会逐渐感到紧
张、有挫折感，学习热情下降，学习效率降低，会更加冷静地看待环境和文化差异给他们带来
的不便和痛苦，这个时期属于跨文化适应的“危险期”，也是学习倦怠的高发期。这个阶段
如果自我调节或外界干预不当，消极情绪超过了个人情绪所能承受的范围，便可能导致“情
绪耗竭”，对学习出现负向的情感体验，认为自己无力应付学业，也无法专心于学习。
这时候他们往往会以一种冷漠的态度或方式回应教学活动、教师和学校，逃避学习，不
接受教师的建议甚至导致不良的师生关系。这就是第二个维度———“乏人性化”。
学生的这种消极的自我体验会引发消极的自我评价，导致“低成就感”。他们可能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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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卑感或玩世不恭的态度，甚至他们开始怀疑自己是否具备学习汉语的能力，怀疑自己来华
留学的决定是否正确，怀疑自己是“坏学生”，甚至主动远离“好学生”，当消极的态度促使他
们对这些疑问得到消极答案的时候，会导致留学生在学习汉语时缺乏兴趣、丧失信心、迷失
目标、没有成就感，注意力难以集中，学习持续性差，陷入萎靡不振的倦怠状态。

二、影响学习倦怠的主要因素
影响留学生汉语学习倦怠的因素有很多，如社会因素，学校因素、家庭因素和个人的人
格特质、成长背景、兴趣爱好等等。本文仅从汉语学习的角度，归纳如下几点：
１．环境和文化差异造成的不适应感
这种情况主要出现在来华不久的留学生中间，表现在跨文化心理适应的过程中。很多
留学生年纪轻、阅历浅，对新环境认识不足，有的是初次远离亲人和朋友，开始在新的环境中
独立生活，如果不能及时结交新伙伴、不能及时适应新的生活习惯和交往方式，不能化解文
化冲突和新环境带来的压力，又没有足够的心理承受能力，他们就很容易产生孤独、无助的
感觉，并逐渐对学校、学业、老师和同学产生冷漠、挑剔、敌意等负面情绪。
２．学业压力过大
压力过大容易产生焦虑感，而且有研究表明：外语学习较其它学科的学习更容易引起焦
ｉ
ｗｉ
ｔ
ｚ
，Ｅ．Ｋ．Ｈｏ
ｉ
ｗｉ
ｔ
ｚ
，Ｍ．Ｂ＆Ｃｏ
ｐｅ
，Ｊ
．Ａ．１
９８６）。高水平的焦
虑感，即所谓“外语焦虑”（Ｈｏ
虑不仅会对学习者的认知形成阻碍，而且会影响到诸如自我感知、性格、自尊心等与个性相
关的变量（Ｍａ
ｃ
Ｉ
ｎ
ｔ
ｙ
ｒ
ｅ
，Ｐ．Ｄ．＆Ｇａ
ｒ
ｄ
ｎｅ
ｒ
，Ｒ．Ｃ．１
９８
９），因此更容易导致学习倦怠。尤其是有
的学生对汉语学习的难度没有充足的心理准备。汉语本身与其它语系有很大差别，汉字、声
调、语法、习惯用语等都需要长期地大量地练习和应用才能够完全掌握。学习了一段时间以
后，他们在真实的语言环境中还是会经常遇到障碍，经常发生错误，这容易使他们产生畏难
和焦虑情绪；
另一方面，陈旧落后的教学方式也人为地造成了学习的压力，比如，学生不能接受“一
言堂”、“满堂灌”和“填鸭式”等教学方式，过于频繁地听写汉字、检查背课文，布置大量的作
业，对学生的要求过于严格，无论是课上交流还是批改作业都是“有错必纠”，指出不足的同
时却忽略了表扬和激励学生，这样学生容易产生厌倦感和挫败感。很多有学习倦怠心理的
学生反映老师所教的难度大、内容多、速度快、要求高，他们已经付出了努力，却没有得到相
应的成就感。学习任务重、学习效率低，没有成就感，容易诱发学习倦怠。
３．缺乏学习兴趣
前文提到的过大的压力和过时的教学方式容易把学习变成负担而不是乐趣。实际上，
还有很多因素都会对学习兴趣有很大的影响，它们可能成为学生学习汉语的兴趣点也可能
会扼杀它们的学习兴趣，比如：学习内容新奇有趣或陈旧乏味，课堂气氛沉闷被动或活泼民
主，教师专制古板或风趣幽默，学习伙伴友好宽容或冷漠挑剔，学习方式灵活多样或一成不
变，考试的结果是让学生体会到成功的喜悦还是失败的打击，这些因素都会产生截然不同的
效果。
８０

４．学习目的和目标不明确或不恰当
学习的目的性越强，学习的动力就越大；学习的目标越具体，学生努力的方向就越明确。
有的学生在来华学习汉语之前就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在学习的过程中又没有帮助他们有
效地确定恰当的目标，部分留学生就会变得茫然而懈怠。当然，如果目标定得太高，学生易
受挫折；目标定得太低，学生容易满足，都对长期深入地学习汉语不利。
５．学生自身的学习基础、学习观念等方面的问题
最常见的情况是，由于分班安排不当，来华留学以前就有一些汉语基础的人，被分配到
与自己水平不匹配的班级学习的时候，就容易产生倦怠情绪。还有的学生自身的学习方法、
学习观念或以前的教师的教学方法与现在中国学校的教学方法不同，学生很难接受，认为这
样的教学方式不适合自己，从而产生心理抵触。

三、留学生汉语学习倦怠的应对策略
学习倦怠对留学生在华学习、生活和发展都十分不利，而且，这不仅仅是学生自身需要
克服的问题，教师、学校乃至相关部门都要共同努力，使学习倦怠得到有效的预防和调控。
１．关注留学生的心理健康和心理需求
学校和教师在管理和教学过程中，要主动帮助学生平稳渡过跨文化适应的危险期，减轻
他们的心理压力，提高适应能力，发现有学习倦怠倾向的学生要及时疏导和干预。对留学生
要实行人性化管理，研究各类留学生的心理特点和情感需要，设身处地地为学生着想，真诚
友善地与他们沟通，努力为留学生创造一个温暖、便捷的学习环境和生活环境。同时，要通
过教师、辅导员、网络、课外活动等各种方式为创设沟通交流的平台，使有困难、有问题的学
生能够有机会获得帮助。
２．恰当地引导学生，使学生对汉语及其学习方法形成正确的认识
首先要让学生了解汉语的特点，使他们认识到汉语掌握汉语需要较长时间的学习和实
践积累的过程，影响学习效果的因素有很多，要培养他们学习汉语的耐心和信心，要帮助他
们摸索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逐渐培养他们自主学习的能力。在分析学生学习失利的原因
的时候，要充分考虑到各种因素，而不要过分强调学生的主观努力，更不要轻易否定他们的
学习态度和学习能力。
３．合理安排教学内容和教学进度
在教学过程中，要针对学生接受知识的实际能力，把握好传授知识的“度”，避免学生学
习压力过重，同时，要优化课堂教学的内容，使学习内容有新意、有趣味，使学生在每堂课上
都有启发、有收获，实现“精讲多练”，“学以致用”。很多学校在这方面做了有益的尝试。
比如，有的学校采取快慢班的形式，满足不同学生的要求，即：在学习一段时间以后，重
新调配班员，建议学生根据自己的认知水平重新择班；有的学校通过座谈会、问卷调查等方
式，了解学生对教学的要求和看法，并对教学安排做出相应的调整；也有的学校，通过增加辅
导课的课时，使有学习困难的学生得到帮助。
８１

４．创新教学模式，丰富教学手段，激发学习兴趣
Ｋｒ
ａ
ｐ
ｐ，Ｈｉ
ｄ
ｉ
（１
９９
２）等学者把兴趣划分为个体兴趣（ｉ
ｎｄｉ
ｖ
ｉ
ｄｕａ
ｌｉ
ｎｔ
ｅ
ｒ
ｅ
ｓ
ｔ
）和情境兴趣（ｓ
ｉ
ｔ
ｕａ

），前者是个体相对稳定且随时间发展的，并通常与价值、知识和积极的感受相
ｔ
ｉ
ｏ
ｎａ
ｌｉ
ｎｔ
ｅ
ｒ
ｅ
ｓ
ｔ
联系的，对学校学习而言，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情感方面的因素，对学生选择和坚持某种活
动有很大的影响，同时应该指出，个体兴趣在学校教育中很难控制；而情境兴趣是指活动或
学习任务的特征对个体产生吸引力，进而激发个体产生一种即时性的、积极的心理状态，它
ｄｉＳ，Ａｎ
ｄ
ｅ
ｒ
ｓ
ｏ
ｎＶ．１
９９
２）。
容易受到外部条件的影响（Ｈｉ
因此，我们要在相对容易控制的情境兴趣方面下功夫，学生选择趣味性更强的教材；鼓
励教师采用个性化的教学方式；充分运用现代化的教学设备和丰富多彩的语言视听说的材
料，为学生创设生动有趣的教学环境；同时，采用坚持以学生为主体，努力营造自由平等的交
流氛围；巧妙利用各种真实的语言情境，选择符合学生关注的热点问题和感兴趣的话题，引
导学生发现学习汉语的乐趣，享受学习汉语的过程。
５．强化学习动机，提高自我效能感
贺阳教授（２
００
８）认为“激发学习汉语的关键在于如何使汉语对于学习者而言有用且易
学”，在汉语学习过程中，我们除了要努力提高学生的汉语应用能力和教学效率外，还要努
力强化他们的学习动机。
首先要了解学生学习汉语的目的，并帮助它们分析实现目标的步骤和方法，确立近期目
标和远期目标。
然后，在教学过程中，要因材施教，及时肯定学生的付出和收获，及时发现他们在语言技
能、学习习惯、思维方式等方面的进步和长处，帮助、鼓励学生保持信心、发扬优点、克服困
难，努力培养他们自主学习的能力。
最后，和学生一起分享成功喜悦的同时要帮助他们确立更加远大的学习目标，进一步提
升自己的汉语水平和人生价值。这种以鼓励为主的良性的系统，会强化学生的学习动机，提
高自我效能感。
ａ
ｎｅＡｒ
ｎｏ
ｌ
ｄ（２０
００）提出：“为了不影响学习者的学习动机，教师应该避免四种活
另外，Ｊ
动：第一，学生认为不愉快的活动；第二，与学生学习目标相冲突的活动；第三，低于或超出学
生应付能力的活动；第四，有损于学生自我形象和社会形象的活动。
６．开展健康多元的校园文化活动
要根据留学生的特点，以他们喜闻乐见的形式，开展各种校园文化活动和课外学习活
动，使学生的学习生活丰富多彩，使他们有机会结识朋友、融入组织，在不知不觉中进行情感
交流和语言实践，同时，也要鼓励留学生参与或组织各种有益的社会活动，培养他们健全的
人格和积极乐观的心态。
（参考文献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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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亚东干族文化传统及
近年中亚地区汉语教学的发展
西安外国语大学汉学院

孟长勇

近几年，一个特殊的海外华人社群不仅引起中国大众的广泛兴趣，而且受到日本、德国、
俄罗斯、美国、法国、澳大利亚以及东南亚地区学者的关注，这个社群就是被称为中国海外最
大也最有特点的东干人。他们是中国陕甘回民的后裔，是聚居中亚的华人群体，其民族语音
０年，但其强烈的民族意识和对文化传
存活而书写文字完全变异。他们与中国母体隔绝 １３
统的执守，造成国人在打开国门时，发现并惊叹东干人竟是非同寻常的流亡和生生不息，不
但将古老的华夏文化流播中亚，而且今日更执着地寻根续脉，学习汉语文化，要重新接上曾
经被迫割断的文化脐带。

一、中亚东干民族的形成
中亚东干族是一个极富传奇色彩的民族。１
８
６
２年，太平军攻打西安，长期受欺压的陕
西回民揭竿而起，在渭南、大荔发动反清起义。不久，甘肃、宁夏、青海回民也举事呼应。
１８６
７年清廷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先秦后陇”攻打义军。１８７２年，陕甘义军遭重创西走新
疆，左宗棠仍追杀不止。回军首领白彦虎下令冒死翻越天山。其时正数九寒天，妇孺、老弱、
８７７年腊月初六，白彦虎部终流亡境外纳伦。陕西回民离陕
失足、冻饿而死者难计其数。１
时 ２０多万，此时仅剩 ３
３１
４人。
１８
７７年腊月廿七，白彦虎等人到沙俄七河省托克马克镇拜见当地首领，讲述陕西回民
遭遇。首 领 问 “你 们 从 哪 儿 来？”白 彦 虎 陕 音 作 答：“东 岸 子”（遥 远 的 东 边）。“东 干 子
（Ду
нг
а
нц）”？“是，东干子（“东岸子”对音）”。首领十分同情这些回民处境，允准他们留居
楚河以北卡拉库努斯（哈萨语，黑甲虫），回民称此地“营盘”，这里距李白出生地托克马克 ９
公里。几乎同时，以大师傅为首的甘肃回民 １
１１
６人，马大人率领的另一股甘肃回民到达伊
塞克湖畔普尔热瓦尔斯克。居于这几处的陕甘回民，从此被当地人称作“东干人”。１９２４年
苏联政府进行民族识别和划界，这些聚居于楚河流域来自中国的回民群落正式登记为“东
干族”。
中亚东干族非常虔诚地保护陕甘方言，无比珍惜自己的乡音，１３０年来，硬是靠口耳相
传完好地保存了陕甘方言的声、韵、调，保存了近代汉语的词汇，使东干语成为漂浮在俄语和
中亚突厥语大海中的汉语孤岛，也成为东干人思念故乡的感情寄托，这种现象在海外移民史
上十分罕见。
东干族是极具个性的民族，在中亚艰苦创业，生生不息。东干族早期领袖马三成，积极
参加十月革命，国内战争时任“东干骑兵团”团长，屡建奇功，
１９２１年被选为共产国际代表，
受列宁单独接见，１
９
４２年任乌兹别克加盟共和国副主席。东干族发展到今天，人口达 １
２
８３

万，
聚居地跨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成为中亚 １３０多个民族中非常重要
的少数民族。

二、中亚东干族的文化表征
从东干人 １８
７
７年底定居中亚时算起，其文化模式形成的历史并不长，开始时主要以继
承原有中国陕甘地区文化为基础，这个文化传统基本以汉文化为前提。因为原陕甘回族是
借用汉语文建造回族文化，其中又注入了伊斯兰文化思想。
语言文字是一个民族的精神、文化观念的载体和传播工具，东干语是中亚东干人的第一
特征，是东干民族之根。东干人的文化表征，首先反映于自己的语言。东干人把东干语称作
“大清国的话”、“中原话”，视其为东干族的精神支柱。但由于与中国隔绝，最早迁徙过境的
人又都是穷人、文盲，只有几个秀才也相继去世，所以汉字很快失传。东干人无法找到与中
国内地统一的文字依赖，他们只好以特殊的方式保护母语。
十月革命后，苏联加快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第一代东干知识分子产生。１９２７年，在塔什
干教育学院读书的东干大学生十娃子、杨善新、马可也夫等，以以前使用的中国的“小经”为
基础，创制了以阿拉伯字母表形的“东干语字母表”（３
５个字母），
１９２
８年正式以阿文字母编
教材。１９３
２年始，东干文又改用 ３１个拉丁文字母拼写，并以此文字出版东干文教科书及
《东方火星报》（该报问世，标志着东干书面文学诞生）。东干拉丁文在东干族扫盲中发挥了
重要的作用。１９５
２年 ５月，苏联科学院主席团成立专门委员会，研究东干斯拉夫字母方案。
１９５
４年，确定东干文用 ３８个斯拉夫字母（俄文 ３３个字母加 ５个新造字母）拼写。苏联政府
帮助东干人以这种文字形式编写、出版大量东干文中小学课本、工具书，刊行多种报纸书籍，
此形式一直沿用至今。
由于用特殊的字母形式保护了自己的语言—１
３
０年前的陕甘方言语音，东干人为此而
骄（晚清时关中方言里的语汇，如碎娃、衙役、奴得很、帮间、帮办、盘缠、细法、停当、瞀乱、董
乱子、胰子、夜个来、刻立麻嚓等，都在东干语里保存完好，而在今天陕西话里，有些词却听不
到了）。不过，中亚东干乡庄也有例外的，如吉尔吉斯南部的奥什东干人，他们散居在奥什
主要民族———乌兹别克族中间，几乎要被同化。除用筷子，吃包子、面片的习惯外，其它几乎
已和“缠头”（乌兹别克人）一样。１
９９
０年 １
１月成立全苏东干人协会时，来自奥什的东干代
表见其他地方东干人都会讲东干话而自己不会，竟当场捶胸顿足、嚎啕大哭，为自己不会母
语将丢失传统而痛心不已。
哈萨克斯坦东干先民创建的第一个乡庄———营盘，有“东干历史纪念馆”，其中陈列有
先民领袖白彦虎、民族英雄马三成的遗物，先民用过的兵器、农具，以前妇女穿戴的衣物、刺
绣、装饰品（有的样式现在仍有人穿戴），以及东干乡庄所在古丝绸之路、碎叶古城遗址上出
土的文物，五六十年代出版的东干文报纸等。可见东干人对本民族文化遗物颇为珍视。
东干人吃苦耐劳，彬彬有礼，把先民尊老爱幼的传统保存到几近完备的程度。现在东干
人的衣食住行、婚丧嫁娶、生辰属相、岁时节令、民间风情等等，与明清时的陕西几乎完全一
样。东干先民到中亚前，当地哈萨克、吉尔吉斯族大都过着游牧生活。东干人定居后，开垦
土地，发展种植业，把农业文化注入中亚文明。东干族坚持以农为本，秉持先民的恋土情结，
崇尚农耕种植，现在仍有许多大学毕业的东干人都自愿回乡务农。他们现在还传说和信奉
一些古谣民谚，如“千门门、万门门，不如勤俭的庄稼人”。就连观天象、中医药这些中国传
８４

统文化，东干人也非常清楚，常说“云往东，一场风；云往南，水漂船；云往西，淋死鸡；云往
北，晒干麦”。“管你冒风不冒风，三片生姜一根葱”。尤其象明清以来“陕西八大怪”的遗
俗，在东干乡庄依然完整保留。可以说，东干族文化属于典型的农耕文化，陕西先民务农理
念在其意识里根深蒂固。这一点，与中亚其他民族的游牧文化形成对比，反差很大。
东干人吃饭以面食、素食为主，调料不可少辣子、醋。这种口味陕西人独具。还有，东干
人擅长种植蔬菜，当初回民军眷流亡中亚时带了不少蔬菜籽种，东干人定居后精心务植，使
中亚蔬菜品种十分丰富。现在楚河流域市场上 ８０％的蔬菜都由东干人生产供应。东干人
还喜用中国瓷器品茶、用中国餐具（七碟子八碗）待客。一些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如尊长敬
贤、重视家庭，崇尚人格、重视道德，崇尚伦理、重视礼仪，崇尚群体、重视乡谊等，在东干族中
甚至比在中国都得到更好的保存和发扬。
追求知识，信守教规，干净卫生，也是东干民族的传统和特点。东干人鼓励年轻人多读
书，多学知识。在比较大的东干乡庄，都有自己的小学、中学，其中学习的语言同时有东干
文、俄文、英文、哈文（或吉尔吉斯文）等。许多青年高中毕业后，升入所在国大学继续学习。
近几年，还有的被选送到中国学汉语并就读中国大学实用性专业。从上世纪 ７０年代始，苏
联少数民族中，东干人受教育水平是最高的。东干人坚守伊斯兰教义，不改清真目标，正道
直行，排浊留清，自强不息，刚健有为。按伊斯兰教规，穆斯林要干净卫生，东干人从服饰外
貌、饮食起居上看，都是精神焕发、清亮卫生，很讲究仪表整洁的。
１３
０多年来，中亚东干人离乡不移志，移土不离神，入乡不随俗，共处不变志，始终保持
东干人自守型文化特色，既不为既往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压倒，又不被中亚游牧民族同化，坚
毅地保留强烈的民族自尊心，执守东干族文化传统，并兼采周围众民族之长，与其和谐相处，
共同发展。

三、东干文化对中国汉文化的继承
哈萨克斯坦人民委员会常委、东干协会主席安·胡赛数次率团祭拜黄帝陵，到陕西认祖
归宗，与陕西展开文化、教育、经济、贸易等方面的交流，主要目的就是要找到东干人的根、东
干文化的源，表达 １
２万东干人对中国文化的认同和向往，促进东干民族繁荣发展。对中国
的情感归属，东干人更多地表现于对故乡先人的深深眷恋。“东干人之父”白彦虎弥留之际
说：“你们一定要回去，我们老爷的肚带子在那边呢”。“以后回到西安，把西门的门环敲三
下，说声回来了，就是我回来了”。“东干文化之父”———亚瑟儿·十娃子，其作品处处透发
对中华文化的高度认同和由衷向往，透发出与陕甘文化的血肉联系及对其尊崇敬仰。东干
人一代一代总把陕西叫“我爷的省”，把陕西汉人叫“老舅家人”。他们一生有两大心愿，一
是到麦加朝觐，二是回陕西省亲。
在中亚陕西村周围聚居着哈萨克、吉尔吉斯、俄罗斯、乌兹别克等其它一些民族，东干人
担心受其影响或被同化，努力坚持说“老陕”话（也称“老回”话）。东干人学龄前在家学说
“老回”话，入学后学俄语（中小学课本都用俄语）。苏联解体前公开场合讲俄语，解体后，交
际场合还要讲所在国主体民族语（哈语或吉尔吉斯语等）。渐渐地“老回”话成了语言孤岛。
由于东干语原本保留的中文词汇有限，对于难用“老回”话表达的新事物、新意义，要么在旧
词基础上创造新词（如把飞机叫“风船”，学者叫“科学人”，作家叫“写家”，人民叫“民人”），
或者借俄语、哈萨克语或吉尔吉斯语表述（东干语中约有 １５％的词汇为俄语）。一些东干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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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表示，东干语里夹杂太多的外来词，俄罗斯人听不懂，中国人也听不懂，东干人一定要学
中国的普通话。
至于东干语之所以引起许多学者关注，就因为东干人既保留了晚清时先辈的语音，又成
功地用斯拉夫字母拼写陕甘话，使东干口语成为近代汉语的“活化石”，与中国陕甘方言大
同小异，书面语也算百年前陕甘方言的变体。东干文化对保留近代中国文化起了极大作用，
其表现的族群认同及西北民俗比现今陕甘地区更为强烈、更具原生风貌。
十五年前，笔者到一东干乡庄考察，发现东干人吃饭用筷子，新嫁娘穿清朝时服装，耕地
农作用犁、锄、木杈，孩子们从小就耍毛蛋 （踢足球）、听 “古今儿”、玩丢方 （关中叫 “狼吃
娃”）、抓子儿、打沙包。这些玩法让一直生活在陕西的笔者感到既亲切又惊讶，东干文化简
直就是三秦文化的翻版。２
００６年 ８月上旬，笔者再到哈萨克斯坦的营盘、新渠，参加了这里
为故去老人过周年的祭祀活动。见到东干妇女刺绣、剪纸，还捏面花。东干人演唱自己的歌
曲、音乐，其中一些很象陕西民间自乐班子演唱的“老曲儿”。
故乡情、民族情是爱国主义的基础，东干族文化传统的形成，就是东干人热恋故乡、向往
中国的具体写照和证明。东干族是海外华人群体中保存中华文化最完整的典型。他们对家
乡、对民族具有强烈的亲和感、认同感，对中国陕甘文化最大限度地予以保存和发扬。

四、对东干学生的汉语教学
亚瑟儿·十娃子的三儿子曾说：“我一生最不理想的是没去过中国，最大的不幸是不识
汉字，最痛苦的是我这辈子是用别人的语言（俄语）来思维”。象他一样，因不懂汉语而终生
遗憾者很多。苏联刚解体，中亚东干人就讨论，东干族语言教育究竟以“东干语—俄语”为
主，还是以“东干语—汉语”为主？争议结果趋于明朗，即应努力使东干人重续文化之脉，靠
拢汉语，学习汉语。
为适应中亚地区社会、地理、人文、生活环境中交际的需要，适应时代变化和科技进步的
需要，东干语吸收借鉴了少量俄语词汇以及哈萨克、吉尔吉斯、乌兹别克语词汇。这些借词
的书写形式和用斯拉夫字母创制的东干语书写形式共同使用倒算和谐，但是，借用词进入东
干语进行口头交际时混合使用，难免使东干语原语音系统产生混乱，确实这不是言文一致最
终的解决办法。东干语汇有明显的历史隔断的印记，脱离中国母体百余年，这一时段汉语所
出现的新词汇东干语中缺失，因此，借词入东干语，有必要但只能作为一种过渡。经过一段
时间，东干语学者应该能合理地兼融外来词，使东干语达到表述畅达、得体的程度。
中国境内对东干来华留学生的汉语教学，北京昌平的石油大学、甘肃的兰州大学、西北
师大、西北民族大学早已开展，但大批量东干留学生的汉语教学则在西安、新疆。西安有陕
西师大、西大、西工大、石油大学，新疆有新疆师大、新疆大学、财院、农大等，而接收东干留学
生最多的当属西安外国语大学（２０
０７年始，每年接收近 ２００人）。２０
０５年 ９月，西安外大挂
牌成立“中亚汉语教育基地”，对东干留学生的汉语教学努力探索，现已颇具特色，受到来访
的哈萨克斯坦前总理捷列新卡的高度评价。
对东干族留学生汉语教学有一定难度。初来华的留学生一般不识方块汉字，听不懂更
不会说“普通话”，加之信奉伊斯兰教，所以生活和文化上与汉族、回族人有较大差别，对其
汉语教学几乎和对欧美留学生一样，难度很大。
东干人虽说是哈萨克、吉尔吉斯、乌兹别克斯坦国民，但都保留着陕甘回民的血统。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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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人之间说很土的“老陕”话，可在学校里，课本、黑板上写的都是俄语字母，即东干书面语
是用俄语字母注“老陕”音，是拼音文字。因受前苏联影响，社会交流用俄语，各国独立后，
所在国主体民族语言又成为国语。小学五年级开始学英语，加上母语东干语，东干乡庄学生
几乎要学四种语言。离开东干乡庄来华留学，东干学生可以集中精力学习汉语普通话，减少
中亚突厥语的干扰。对这些学生，西安外大安排了两种类型的师资进行汉语教学。
一是对汉语水平为零起点的一年研修生，配备懂俄语、会陕西方言的汉语教师。语音课
上，他们先从教汉语拼音、四个声调、学简单生活交际词汇开始。学交际词汇，从俄语表音到
汉语拼音、直到向方块汉字过渡。先是语音过渡，再是语义过渡。语义过渡，尽量找俄汉可
对应词。无对应词语的用俄语词补充代替。课堂教学时，对这些俄语词的读音可用意义相
关或相近的汉语词代替表达，同时又进行语义嫁接，如将电话称为“接了否”（т
е
л
е
фон）？电
，意为吆—汽车）。遇到实在
视称“接了为什”（т
е
л
ов
из
ор）？司机称“吆马什那”（？ма
шина
无对应语音、语义的词语，就用陕西方言解释，这样做往往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二是对于有一定汉语基础（学过一年汉语普通话）的东干留学生，配备不一定懂俄语，
但从事对外汉语教学经验丰富、亦会陕西方言的教师。凡有一年以上汉语普通话学习经历
者，无论他是在中亚还是在中国（兰州或西安）学习，教师都会发现其汉语表达中有许多夹
生词，说的是语音语调不规范的“醋溜普通话”，汉字书写也大有问题。对于这些学生，扩充
方块汉字的认知量，扩大汉语词汇的识读量非常重要。西安外大将这类学生单独编班，先集
中识字教学，再到词汇、句子、句群教学。过了字、词读音和书写关，语法、语感、汉语阅读的
思维逻辑就逐渐形成。同班学生共同按此进度进行，相互又有比较和竞争，汉语水平自会逐
步提高。
为了给东干留学生开辟更广阔的汉语学习空间，使课堂教学进一步向课外延伸，使其课
余有更多交流的机会，西安外大安排他们与会说关中方言的俄语专业、对外汉语专业的中国
学生“一对一”辅导，此举获得很好的效果。陕西电视台播出对东干学生的采访节目后，社
会上有人专门到西安外大找东干学生交流，并愿义务帮助其学写汉字，练习普通话。西安外
大对外汉语教师还依据教学实践申报了省级专项研究课题“东干语与陕西方言对比研究”、
“对中亚东干族留学生汉语教学改革研究”等获得批准，已结题的获省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
果奖。

五、中亚地区汉语教学的发展
地缘政治学家称中亚为“世界岛”，也有人说中亚是欧亚大陆的“白菜心儿”，这里，东方
文明、南亚文明、欧洲 －地中海文明碰撞交汇。中亚虽人口不多，但却汇聚了北半球几乎所
有的民族和人种（有 １
３
０多民族），所以，这里东西方多种文化共生共存。哈萨克斯坦、吉尔
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与中国西北地区毗邻，与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等都是上海合作
组织成员国，中亚各国都有一定的地缘优势、资源优势和政治优势。在中亚开展汉语教学，
对增强中国软实力，加快中国与中亚合作交流，促进各国共同发展意义重大。
所谓对中亚地区的汉语教学，除对东干人之外，更多则应是对中亚其他各民族的。
东干族为了持续发展，繁荣富强，有识之士提出，应该请更多的中国教师到中亚教汉语。
还有人提议，东干族应“脱俄入华”，回归中华文化传统。从东干族在中亚的发展，以及中亚
其他民族迫切希望加深与中国在经济、文化等方面合作来看，汉语有极重要的使用价值和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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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市场空间。所以，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向胡锦涛主席提出，希望支持在首都阿
斯塔纳建立“孔子学院”。为落实两国首脑会谈意向，中国国家汉办委托西安外国语大学与
哈国欧亚大学合作建设“孔子学院”。该院 ２０
０７年 １２月 ５日挂牌。几乎同时，由兰州大学
与哈国立民族大学合建的孔子学院运营。截止 ２０
０９年夏，中亚共有吉尔吉斯比什凯克人文
大学、国立民族大学、以及海外最早建的塔什干孔子学院等 ５所孔子学院、
３个孔子课堂相
继建成。这些孔子学院中方院长、汉语教师由国家汉办、孔子学院总部严格挑选派出。另
外，还在当地培训、聘用汉语教师。
从中亚哈、吉、乌三国孔子学院的布局，以及已设中文系或汉语专业的大学来看，中亚汉
语教学布点合理，网络基本形成，社会覆盖面很大。汉语培训、预科、本科、甚至研究生教育
各个层次齐备。教学机构既有象历史长、基础好、底子厚的塔什干国立东方学院，又有象开
办汉语专业时间短的哈萨克斯坦新都欧亚大学。无论汉语教学历史长短，这些机构都能挖
掘潜力，集中优势，尤其是招募当地俄语、哈萨克语或乌语、吉尔吉斯语好，汉语有实力的华
侨或对华友好人士从事教学。可见，中亚汉语教师后继有人，若有好的激励措施，其汉语教
学能力定能有效发挥。
在中亚，由于学汉语的其他民族学生没有象东干人那样的陕甘母语背景，所以对其汉语
教学的难度比对东干人要大。在孔子学院，起码课堂教学不能像在国内用陕西方言作中介，
不能借“老回”话作浅显说明，只能像对欧美留学生（拼音文字背景者）的汉语教学一样，重
听说交际训练。为此，教师将中亚各族学生混编在一个班教学，并有意识安排他们课外与华
侨、中国汉语教学志愿者充分交流，以巩固、扩大课堂教学效果。这样实践一段时间后，每次
举办的汉语朗读比赛，学员们都能开口朗读、自编自说。这种实践对提高其汉语听说水平，
增强学好汉语的自信心大有裨益。
如果说东干学生汉语主要是为了恢复传统，重续文化根脉，那么，中亚其他民族学生学
汉语则是为了日后创造财富。因为，首先，中国改革开放成功，经济快速发展，综合国力大大
提高，中国成为对中亚颇有影响力和吸引力的大国。其次，中国西北地区与中亚有自然的地
缘优势，凭借这个优势，中亚要与中国在能源、交通、经贸、教育等各领域广泛合作，共同发
展。这样，汉语无疑会成为沟通的重要桥梁。随着中石油、中石化世界著名企业进驻中亚，
中亚民众则进一步认识到汉语的重要作用。为了现实和未来发展的需要，中亚青年已看好
汉语，学汉语的需求与日俱增。有了这样的目标，中亚学生学汉语自然主动性大增，学习态
度十分积极。
中亚学生已注意与中国人语言交流，对语言模仿有很大热情，而且模仿时自然、大方，没
有太多顾虑，自我感觉良好。只是他们缺乏纠错、预习、复习的意识和习惯，导致课堂上所学
内容不好巩固，以后在语法上易出现错误。为了提高效率，学有所成，教师应采取适当的有
针对性的教学方法和策略：
第一、要进行汉字书写训练。由于汉字字形与中亚长期使用的拼音文字悬殊太大，所以
必须帮助学生过汉字关。除提示学生注意汉字的笔画、笔顺和偏旁部首外，还要提示学生记
忆整个字形。将新学汉字与已掌握汉字进行外形比较，找出异同，加强其对汉字形状的感觉
认识。为此应将汉字书写与有趣、成功的记忆联系起来，通过作汉字游戏、书写竞赛等，让学
生尽快贴近汉字，增强其汉字认知参与感。
第二、要因势利导将学生带入目的语境情景。应给学生较多发言机会。因为中亚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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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欲望强，也很重视教师的反馈态度。得到肯定自会信心大增，激发对学习更大的兴趣。
第三、要适当设定高层次目标。不能让学生只以听懂、会说、能交流为最终目标，而对汉
语语法结构、汉文化知识缺乏兴趣。要适当展示汉语教学的魅力，启发学生思考、想象，使其
思维活动在学习中处于最兴奋状态，引导他们逐渐融入汉语使用群体中，产生学习、使用汉
语的成就感。
第四、从新疆、甘肃派到中亚的汉语教师，有必要摸索和总结对少数民族汉语教学与对
外汉语教学的共性，借鉴少数民族汉语教学经验，有针对性地开展对中亚相同或相近民族的
汉语推广。可以说，对外汉语教学与少数民族汉语教学，共性起码有三：二者均以母语为非
汉语者作为教学对象，都属第二语言教学；二者均有共同的教学目的———使学习者掌握汉
语，具备运用汉语的能力；二者教学内容和标准相近（民族生考汉语借用 ＨＳＫ）。从事少数
民族汉语教学的教师所取得的经验，定会对中亚学生汉语教学以积极的启发。
实际上，中亚各民族学生和东干学生一样，在学汉语中写字是最大难题。因其母语属于
无声调语言，故无法读准三、四声。其母语在书写上用拼音文字，而汉语的文字与语言分离，
无法根据字形拼读字音，因此，中亚学生在汉字的记忆、书写上要下大力气。还有，中亚学生
不怯于与中国人交谈，但更愿在自己的母语群体中交流，这当然也是出于交际轻松，减少焦
虑的考虑。
说到学汉语的焦虑，中亚学生与日韩学生不同。中亚学生性格开朗、活泼、大胆、自信，
属于外向型性格。比起日本学生的谨慎、内敛、含蓄、不轻易开口要好得多。中亚学生学汉
语是放松、积极，没有过分的压力和焦虑，敢说、肯说、善交流，口语提高较快。只是不太在意
说汉语时犯的错误，认为这是正常现象。虽然这有利于口语交际，但不利于汉语表达的规范
化。学到中级阶段，其语法错误就多。日韩学生有对汉字的识读优势，因此，阅读能力远超
过口语表达能力。而中亚学生没有汉字识读优势，故阅读能力远不及口语表达。其书面阅
读焦虑远大于日韩学生。特别是中亚学生刚接触汉语时，还未在记忆字形、字音上下功夫，
一旦未记住拼音就无法认读汉字，或辨认形近字、音近字、同音字，这为以后汉语学习隐伏了
障碍。所以，对这些汉语教学中可能遇到的问题，一定要提早设法解决。西安外大孔子学院
的教师在对中亚人汉语教学中摸索出的做法，为中亚汉语传播积累了经验。
历史发展很快。５
０多年前苏联、中亚人教中国人讲俄语，
５
０多年后中国人教中亚、俄罗
斯人说汉语。这是国际形势变化、各国发展速度不一、多元文化互动共存的必然。简言之，
国家强大经济发展了，该国主体民族语言文化的价值和魅力就大大提升。我们应乘势而上，
充分发挥中国西北地区难得的地缘优势、民族资源优势、历史文化亲近优势，主动积极工作，
扩大中亚汉语教学的受众面；选拔更多教师或志愿者支持中亚，并重视培训当地华侨任教；
降低对中亚学生汉语教学的难度，合编贴近中亚人思维、生活习惯的教材；建设网络平台，为
中国教师与中亚学生开展交互式学习提供服务；举办更多有特色的中国文化、艺术、影视展
演活动，展示中国现代化建设突出成就，让中亚人民进一步认识中国，亲近中国。
（作者孟长勇系西安外国语大学汉学院院长、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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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对外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及教学改革
山东中医药大学国际教育学院

刘昭纯

于少泓

中国中医药高等院校接收留学生始于上世纪 ５０年代，后因“文革”而中断。改革开放
后呈现持续稳步增长的趋势。目前，约有 １
２７０
０余名留学生在华学习中医药，占总留学生人
数的 １
２％，居自然科学教育界招收留学人数之首。在所有招收留学生的专业中，仅次于汉
语语言学和中国语言文学专业，居第三位。中医药已经成为来华留学生中最热门的专业之
一，高等中医药对外教育已经走上了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前沿。

一、中医对外教育中存在的问题
随着我国对外教育规模的不断扩大，各种矛盾和问题也不断凸显出来。主要表现为以
下几个方面：
１．汉语水平低
汉语水平低，是制约教学质量的“瓶颈”。根据我国的教育制度，对外中医药学历教育
的学制学籍管理、课程设置、教学大纲、考试、考查标准等，均实施与本国学生趋同管理的办
法；在教学方式上，采取与国内学生合班同步上课。根据目前的有关规定，留学生汉语水平
必须达到 ＨＳＫ６级以上时方可申请进入本科学习。在理论上讲，这种语言能力应该能够适
应教师用汉语教学，可以与国内学生合班同步上课。但事实上，由于中医药学固有的专业术
语和教学上的语言特点，达到 ＨＳ
Ｋ６级的留学生也很难适应中医药教育，上课听不懂，笔记
跟不上，学习困难极大。这是造成部分留学生学习成绩差、考试不及格，以至于厌学、退学，
或改学其他专业的重要原因。
２．文化差异
文化差异，是留学生入门中医药教育的“关”。国内学生自幼开始就时时刻刻在接受中
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对中国传统文化背景有着深刻的了解和特殊的感情。如天人相应、道法
自然、整体观念、太极生两仪、阴阳五行、精气神等，并形成了与此相适应的思维模式。因此，
很容易接受现行国内中医教育的培养模式和教学内容。然而，留学生来自不同的国家和民
族，对中国的传统文化知之甚少，思维方式有着较大的差异，因此，在入学后相当长的一段时
间里，很多学生如醉云里雾中，茫茫然不知所措。然而，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医学的“基因”，
中医学的基本理论、临床各科的理法方药，均不能脱离中国传统文化而单独存在。因此，如
何闯过文化交融关，这是留学生入门中医药教育无法绕过的一道“关”，很多人因此产生畏
难情绪，甚者望而却步。
３．教学模式问题
教学模式僵化，是留学生入门中医药教育的“槛”。留学生来自不同的国家，就我校近
９０

几年培养的学生而言，就包括韩国、日本、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越南、印度、巴基斯坦、德
国、瑞士、比利时、法国、俄罗斯、土耳其、美国、加拿大、巴西、阿根廷、台湾、香港、澳门等二十
多个国家和地区。这些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学生具有各自不同的教育背景，各个国家和
地区又有不同的中医药政策，因此他们对教学方式、教学内容有着不同的要求，加之学生素
质良莠不等、学习动机不一、年龄参差不齐、学习能力差别显著，很难在短时间内接受国内的
现行的教学方式与批量教学的僵化模式。这是留学生入门中医药教育的“槛”，也是影响中
医对外教育教学质量的关键环节。
近年来，国内高等中医院校的教学改革推陈出新，进行了许多有益的探索和尝试。但这
些改革大多针对中国学生而进行，没有考虑到留学生的特点，这样的培养模式很难培养出具
有专业知识、临床经验以及临床思维的合格外国留学生中医人才。
４．教材问题
教材难读，是影响中医对外教育教学质量的“痼疾”。
自中医药对外教育开展以来，留学生教学一直采用国内统编的中医药教材，且与中国学
生共同上课。由于中医学是以古代哲学（阴阳五行）为先导，吸收了古代天文、历法、地理、
数学等多种自然科学知识，以哲学思辨和形象感观去认识人体和疾病的一门学科，加之传统
的、固有的中医教材编写模式，致使教材结构繁杂，概念模糊，论理艰涩，没有中国传统文化
底蕴以及思维方式的留学生，很难在短时间内接受这种思维方式，更难以读懂这类文理参半
的教材。这是影响中医对外教育教学质量的“痼疾”。

二、中医对外教育教学改革思路
中医药对外教育的教学质量，是中医高等院校对外教育发展的生命线。随着我国对外
教育规模的不断扩大，如何解决上述存在的诸多问题，以进一步提高教学质量，改进留学生
中医教育的人才培养模式，为国外培养出合格的、优秀的中医药人才，已成为摆在我们面前
的首要任务。同时，也是进一步发展我国中医药对外教育，使之良性发展的迫切需要。
１．教学模式创新
留学生与国内学生共同上课，虽然在趋同管理方面有着较多的优势，但难以形成具有针
对性、特色的教学模式。根据外国留学生的特点及语言、文化背景、未来发展方向等实际情
况，将留学生单独编班，单独授课，打破了既往留学生与国内学生共同上课、批量教学的固有
模式。采取课堂统一讲授与个别辅导相结合，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相结合，注重实例教学，
开设各类入门讲座，以浅显实用的例案说明中医理论深奥的内涵。坚持因材施教，循序渐
进，充分利用多媒体等现代化教学手段，使复杂、抽象的教学内容简易化、直观化、实用化，让
国外学者乐于接受、易于理解。在成绩评定上，坚持综合评定原则，将平时作业完成情况、课
堂测验、期中考试与期末考试结合起来，这样既可以更加客观、全面地评价学生的学习情况，
也符合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考核习惯，易于留学生接受能引导留学生跨越了批量教学模式
的“槛”。
２．构建符合留学生中医教育要求的课程体系
中医学是古代哲学、自然科学和临床经验融合一体的科学，对于具有母国思维的外国留
９１

学生来说学习起来较为困难。针对这一特点，我们总结我校近二十年的对外教育教学实践，
充分借鉴韩国、日本构建课程体系的方式方法，全面改革专业必修课、选修课以及隐性课程，
构建了新的课程体系，增加中国传统文化课程的设置，加强选修课与隐性课程建设，组建相
关的课程群，包括将汉语教学贯穿于整个教学过程中，以解决“语言瓶颈”问题；增设中国民
俗、中国概况，以解决“文化差异”问题；增设太极拳、气功等传统体育保健课程，以解决“学
以致用”问题；开设各类入门讲座、中医名词术语白话解，以解决留学生初学中医“入门难”
的问题，创造良好的校内文化和学术氛围，帮助留学生突破语言 “瓶颈”，闯 过 文 化 交 融
“关”。
３．加强了留学生中医教学过程中的实践环节
临床实践是中医学得以继承和发展的核心，是培养中医临床思维的关键。留学生在学
习中医药的过程中总希望靠很短时间就能尽快掌握许多有效的中医临床技术，而对理论学
习有畏难情绪。为此，我们应积极鼓励留学生尽早接触中医临床，在带教老师的指导下，尽
早接触病人，尝试中医理法方药完整结合的诊断治疗过程，并将此作为考核学生学习情况的
重要指标之一。通过早期较多的实践见习，能有效地解决留学生对中医药学的感性认识，培
养中医临床思维能力，增强求知欲，并能够主动为临床中遇到的困惑寻找答案，提高中医理
论教学的效果。
４．选取通俗易懂教材
留学生存在着文化差异以及语言障碍，外国人和中国学生用一样的教材有欠妥当。为
了使中医学模糊的概念明晰化，复杂的内容简易化、抽象的思维直观化、玄奥的理论实用化，
让国外学者乐于接受、易于理解，就需要从外国人的学习习惯和思维特点的角度出发，借助
外国人喜闻乐见的表述方式，选取简明易懂，直观生动，深入浅出的教材显得尤为重要。目
前，我国已有一些对外的教材，其中不乏精品教材，我们可以针对留学生教育的难点、疑点，
选择适应留学生中医教育的入门教材，降低中医药教育的“槛”，打破对外中医教育“痼疾”。
总之，要认真分析中医对外教育的不足和优势。充分认识到，在教学模式上，要针对留
学生在语言、文化背景、未来发展方向等实际情况，因材施教，循序渐进；在教学内容上，应增
设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课程，包括增加汉语教学内容，以解决留学生因语言限制、文化差异
等所带来的中医“入门难”问题；在教材建设上，针对留学生的思维特点和阅读习惯，借鉴国
外教材编写的先进理念，选取便于理解和记忆的实用性教材，突破留学生本土固有思维的限
制。通过多种教学改革，保证留学生教学质量，培养中医高层次人才，使中医药在提高世界
人民卫生水平方面做出应有的贡献。
（作者刘昭纯系山东中医药大学国际教育学院院长、教授；于少泓系山东中医药大学国
际教育学院对外培训科科长、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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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结构主义语言文化观与对外汉语文化教学
佳木斯大学国际文化交流中心

徐

瑾

对外汉语教学作为第二语言教学，
其教学过程中如何进行文化教学、
文化教学的范围包括哪
些等相关问题，
近年来一直都是争论的热点。借鉴后结构主义多元合一的语言文化理论重新审
视对外汉语文化教学，
会引发我们关于对外汉语文化教学定位、
教学模式等问题的新思维。
后结构主义是八、九十年代在西方发展兴盛的一种哲学思潮，它是对结构主义的反动。
结构主义主张世界是一个庞大的结构，处在这个世界里的人们所观察到的一切也必定受这
个固定的框架所限制，因而推断出来的结论也必然符合由这个结构框架所决定的规律。后
结构主义恰恰相反，主张反对固定的模式，提倡冲破结构框架的束缚，强调世界的多元性，怀
疑所谓绝对真理的存在，从而促进人们思想的解放。
“后结构主义的哲学思潮对西方的教育改革影响颇深，认识传统与习俗对教和学的束
缚，承认社会的多元化，了解主流文化对非主流文化的冲击，从而打破条条框框和各种传统
与习俗所造成的约束，提倡多元共存正是西方教育改革的一个潮流。语言文化教学作为教
育的一个重要部分，无论从第一语言和第二语言的角度来说，都受到后结构主义哲学思潮的
ｌ
ｌ
ｉ
ｄ
ａ
ｙ和 Ｋｒ
ａ
ｍｓ
ｃ
ｈ就是在后结构主义思潮影响下主张多元共存语言文化观
巨大影响。”［１］Ｈａ
理念的代表人物，他们主张的后结构主义语言文化观为我们展示了一种新的思维，给予我们
许多启迪。
Ｈａ
ｌ
ｌ
ｉ
ｄａ
ｙ反对以往语言教学中将语言和文化作为矛盾概念的做法，他认为：语言和文化
通过意义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语言作为一种意义的潜在表现体构成了一种特别的文化。语
言具有意义，那是因为它是在社会文化情境中习得的，从某种文化派生出来的意义又由语言
使之永久化。
Ｋｒ
ａ
ｍｓ
ｃ
ｈ非常赞同 Ｈａ
ｌ
ｌ
ｉ
ｄ
ａ
ｙ的语言文化观。她认为，将语言研究与教学中的问题都人为
地“一分为二”，并不是任何时候都有益于对这些问题的全面认识。将语言与文化人为牵强
地列为一对矛盾，将两个不可分割紧密相关的因素放到了一个对立的位置，使我们不知不觉
地认为在教学中也有一个一分为二的语言部分和文化部分，这种人为的“两分法”促使我们
局限地停留在仅采取一种线性的、非左既右的方法，用黑白分明的眼光看问题。阻止了我们
采取多层次与多维的眼光去观察一个问题的整体。
ａ
ｍｓ
ｃ
ｈ和 Ｈａ
ｌ
ｌ
ｉ
ｄ
ａ
ｙ的后结构主义语言文化观重新审视对外汉语文化教学，会引发
用 Ｋｒ
我们关于对外汉语文化教学定位的许多思考。首先是关于对外汉语文化教学的模式问题。
语言与文化作为一枚硬币的两个侧面，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当我们向学生展示这枚
硬币时，我们是不可能只展示这枚硬币的一个侧面的，区别只是我们的展示会因需要而有所
侧重。因此，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文化教学，不应当仅仅停留在所谓的系统的文化知识的传
授上，如我们目前许多院校已开设的必修或选修课：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历史，中国文学等
等。汉语除表达文化信息外，其本身也体现着、象征着汉文化，汉语本身也是汉文化的一部
分，我们在对外汉语教学中不能忽视了这一点。
９３

因此，对外汉语文化教学只设置独立的文化教学课程还远远不够，它还应该是渗透式的
教学，是以语言教学目标为纲的文化渗透式教学。如，在汉语初级语音教学阶段，教学目标
是汉语的声、韵、调的发音及少量词汇教学，若采用渗透式的文化教学模式，其教学内容至少
还应包括：汉语声母、韵母发音的肌肉运动规律；作为一种声调语言，声调在汉语语义表达和
区别中的特殊作用；作为非字母文字，汉语表音、表义的特殊方式及特点等等。就是说，在汉
语初级语音教学阶段，除了让学生学到汉语语音知识，还应当充分利用他们已有的语言知
识，通过与其母语的对比等方法，让学生能够“意会”汉语作为一种语言在语音方面所特有
的文化内涵。
渗透式文化教学模式对提高对外汉语教学质量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我们都知道，一
个中国人，即使他不甚了解中国的历史、中国的地理概况，或者没读过什么中国的经典名著，
他的语言交际也不会因此而受到影响。事同此理，外国人学习汉语，其实最重要的也是了解
和掌握作为汉语言基础的汉语词汇的意义所指、语用规律和所承载的文化信息，使他们能正
确地使用汉语交际，文化渗透式的汉语教学恰恰迎合了这一需要。
渗透式文化教学模式也涉及到后结构主义语言文化理论给予我们的另一个启示，就是
关于对外汉语文化教学内容范围的思考。近年来，在国内外语文化教学研讨中，人们已经将
文化教学的范围由大写 Ｃ文化扩展为小写 ｃ文化。胡文仲、高一虹在其合著的《外语教学
与文化》中较为详细地分析比较各种文化定义的复杂性和多样性，赞同在外语教学中采用
人类学家所做的定义：“从外语教学这一特定角度出发，我们倾向于采用文化人类学家通常
使用的定义，将‘文化’看作特定人群的整个生活方式。这是因为，这一界定的范围比较宽
泛，既涉及日常生活和习俗，也涉及隐藏在习俗之后的价值观念。文化人类学家既注意具体
行为细节的描写，也注重重建结构理论模式以解释行为。”［２］
“特定人群的整个方式”这一充分显示文化内涵完整性的定义显然非常适用于我们这里
提到的文化渗透式的语言教学。在这里我们要强调的是，
在对外汉语文化教学中，重心应放在
语言所“表达的”“体现的”“象征的”文化上，文化教学应围绕语言点完全融入到语言教学中，
而不是仅依赖或更重视在中、
高级班单独设置文化类课程。这样做能更迅速地提高留学生对
汉语的接受力，
更能强化留学生的汉语意识和汉语思维，
进而有效提高对外汉语教学效果。
后结构主义语言文化理念为我们展示了一种全新的思维，促使我们对对外汉语文化教
学策略作重新思考：

一、应重视语言本身的文化内涵
Ｈａ
ｌ
ｌ
ｉ
ｄａ
ｙ认为：“一种文化自身就是一座意义大厦———一个符号学建筑。从这个全景来
看，语言是其中一个组成文化的系统。一个区别于其他系统，但又服务于其他系统而译成相
关符号的系统”［３］。
Ｋｒ
ａ
ｍｓ
ｃ
ｈ认为语言和文化就像“一枚硬币的两个侧面”，我们应该用完整的“多元合一”
的眼光去对待语言与文化，这样更有利于把握语言文化教学，使语言、文化有机地融合为一
体。Ｋｒ
ａ
ｍｓ
ｃ
ｈ将语言和文化的关系归纳为三点：语言表达文化现实；语言体现文化现实；语
言象征文化事实 ［４］。
正如 Ｈａ
ｌ
ｌ
ｉ
ｄ
ａ
ｙ和 Ｋｒ
ａ
ｍｓ
ｃ
ｈ所说的，语言具有意义，那是因为它是在社会文化情境中习得
的，从某种文化派生出来的意义又由语言使之永久化。语言与文化作为一枚硬币的两个侧
面，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９４

Ｋｒ
ａ
ｍｓ
ｃ
ｈ归纳的语言与文化紧密相关的三种关系告诉我们：只要语言一被人们使用，一
被赋予意义，它总是要与一种文化发生关系，无论是“表达”、“体现”一种文化，还是“象征”
一种文化。语言与文化融合成一体的事实使我们相信无论我们采用什么语言教学方法，都
会自然而然地导致文化教学。换句话说，任何一种语言教学都不可能在文化真空中发生，语
言教学包含文化教学。
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文化教学，不能忽视了汉语言本身的文化内涵，汉语言本身也是文
化教学的内容。因此，对外汉语文化教学应该是以语言教学目标为纲的文化渗透式教学
（关于文化渗透式教学另文详述）。
我们以往的对外汉语教学，从大纲、教材和课程设置上看，恰恰忽视了这一点，在教学内
容上关注的是语言点、语法点的传授，在课程设置上也常常将语言教学与文化教学割裂开
来，通过单独设置一系列的文化类课程来完成文化教学目标。采用文化渗透式的语言教学，
能使学生在学到必要的汉语知识的同时，充分利用他们母语的语言知识，通过交流与对话，
“意会”汉语作为一种语言所特有的文化内涵。从认知的角度看，渗透文化内涵的语言教学
会促使学生在头脑中形成汉语是完全不同的另外一种语言的深刻印象，进而自觉地划清汉
语与母语之间的界限，自觉地尝试着用不同于母语的新思维去接受、学习汉语和汉文化，这
样就会自然而然地减少母语对汉语学习的负迁移影响，这样的文化教学可以使学生多一些
文化适应，少一些文化移入，从而达到在学习汉语言的同时习得汉文化的目的。
此外，对词汇的文化内涵也应当给予相当的重视。在词汇教学中，困扰学生的往往是如
何掌握某些词语的文化内涵并进行得体的运用。像成语、典故、俗语等都是汉民族历史文化
的反映，一直都是对外汉语词汇教学的难点，只有将它们放在社会文化背景中进行教学，补
充与之相关的文化背景知识，学生才能够理解和掌握。
又如，在词汇意义上，汉语中的“狗”和英美国家的“狗”没有区别，但汉语中带“狗”的
词汇常常含有贬义，常用来形容恶人，像走狗、狼心狗肺等，而英语中带“狗”的词汇常含有
ｕｃ
ｋｙｄｏ
ｇ
（幸运儿）。由于文化差异，对于“早餐（ｂｒ
ｅ
ａ
ｋｆ
ａ
ｓ
ｔ
）”的理解，中国人和英
褒义，像 ａｌ
美国家的人也存在着很大差异：中国人会想象出豆浆、油条、米粥、咸菜、小拌菜等，而英国人
或美国人则会想象出咖啡、牛奶、面包等。
对于这一类因带有民族文化内涵而不能完全直译的词语，教师应介绍它们在特定的社
会文化背景中的语用习惯，使学生不但知道它们的表层词义，更能了解其文化内涵，从而避
免脱离文化情境而望文生义，造成一些不愉快或误解。

二、重视文化情境，提高学生文化适应力
Ｋｒ
ａ
ｍｓ
ｃ
ｈ认为语言具有双重性，即语言既表达说话者个人的思维和动机，同时又反映了
说话者所属语言社团的意志和期望。换句话说，语言表达的意义不仅限于文内，也受约于文
外条件和表达文外的社会声音 ［５］。上下文是由具有不同身份作用的人们在交际对话中塑
造而成，与语言本文共存。
Ｈａ
ｌ
ｌ
ｉ
ｄａ
ｙ也认为：上下文是“本文展现的全部环境”［６］。将这种理念运用到语言教学上，
就要求在注意本文（语言本身）的同时，还应注意弦外之音、话外之话的上下文（文化语境）。
Ｋｒ
ａ
ｍｓ
ｃ
ｈ反对照本宣科、就文论文的简单做法，而竭力主张教师应创造课堂的文化环
境，使语言教学搬上一个“社会大舞台”，台词、场景交融一体，教师学生以不同角色交际对
话，发生文化互动。
９５

外国留学生在运用汉语的过程中常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对所读、所听的汉语词汇并不
生疏，但却弄不清楚整个句子的确切含义，或者不知不觉地说出不符合汉语习惯的表达方
式。在日常对话中，学生最容易出现的也是语用错误。究其原因，就是学生不熟悉、不了解
汉语交际的文化语境，不了解汉语言所赖以存在和发展的文化背景，如传统礼仪、风俗习惯、
风土人情等，误以为汉语与母语的文化基础是共同的，忽略了两种文化的差异，而按照本民
族或本国的思维方式考虑问题。我们教授汉语是为了让学生能够用汉语进行交际，如果学
生不能用汉语得体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就不能说他学会了汉语。因此，在向学生传授汉语语
言知识、培养其汉语语言技能的同时，必须充分注意汉语文化语境的作用。
对外汉语教学应当结合语言教学目标设置特定的交际情境，灵活选用适当的训练方法，
ａ
ｍｓ
ｃ
ｈ所说的：“教授一种语言就是教怎样塑造一堂课的
鼓励学生进行言语实践活动，如 Ｋｒ
上下文：这堂课即是单独的个体学习事件，又是一个社会缩影。教学场景，每一参与者所扮
演的角色，教学活动的目的，对话的课题，语气、模式、互动的规范以及各种人物的类别都统
统集中在课堂上。通过外语而塑造上下文的各种途径决定学生被允许探讨、发现、和交流的
那些意义。越是能鼓励他们发现更多的潜在意义，他们的学习机会就越加丰富。”［７］在这样
的汉语情境中教学，能有效提高学生对汉语文化的适应力，学生自然会潜移默化地获得跨文
化交际的语言能力。

三、通过文化比较，加深文化理解
Ｋｒ
ａ
ｍｓ
ｃ
ｈ不否认以往以结构主义为基础、企图为跨文化交际架设桥梁的努力为语言文
化教学做出了贡献。但她认为，当代以国为界的文化已不再像过去那样容易区分。此外，语
用学和社会语言学的研究进展显示我们赖以参考的意义框架是多么不可靠：在日常各种各
样的对话中，语言之使用创造了一个既启发思维又混淆视听的文化上下文。她分别从认知
桥梁、职业性桥梁和理想桥梁三个方面来检查所谓桥梁说的不可靠性，并告诫外语教师：我
们通过跨文化教育寻求的不是桥梁，而是对界限的更深理解。我们通过教学来划界，却不可
能来架桥 ［８］。
外语学习过程首先依附于母语文化。初学汉语的学生总喜欢把汉语和母语等同起来，
忽视了语言的文化差异性，这往往成为跨文化交际的潜在障碍。大量的事实表明，文化错误
比语言错误更容易在中外交流者之间造成不良感情。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如能经常进行汉
语和母语文化比较及辨析语言文化内涵差异的教学，有利于提高学生对交际文化的敏感性，
使学生在熟悉文化背景的前提下，加快对汉语表达形式的理解和掌握。通过文化比较教学，
使学生逐步建构起在词汇层上的文化差异，进而体会母语与汉语语言在风格上的差异。在
此基础上，更多地摄入汉语文化，通过与母语文化的自觉对比和比较，加深对汉语文化的认
识，逐步建立起汉语文化基本框架和对汉语文化的认同。只有基本掌握了汉语与母语两种
文化在各个层面上的差异，学生才能较熟练地运用汉语并能顺利地进行跨文化交际。
文化比较可以采用主题分类对比的方法，如：分出称呼、问候、购物、建议等主题，学生比
较容易也比较清晰对比出两种文化的差异。也可以直接针对两种文化差异的语言表现进行
比较，如英汉两种文化间的差异在语言里主要有如下几种反映：数字范畴（指由数字组成的
词语在两种文化里表现出的差异现象）；颜色偏向；时间观念；日常生活与社会习俗，如打招
呼的方式；文化联想；文化负荷词等，这样就做到了有的放矢，学生就会比较容易理解并掌握
“中国式”汉语了。
９６

四、多元文化互动，促进文化融合
文化教学绝不是只教学生记忆一些文化事实，而是要培养他们跨文化交际能力。Ｋｒ
ａ
ｍ
ｓ
ｃ
ｈ认为：交际能力不应当仅仅是处理信息的能力，而应当是了解与开创世界的能力。语言
不可能是在对信息未加重塑的前提下，原封不动地传递信息。恰恰相反，这个所谓的载体必
将信息重新组合而反映一个崭新的意义世界。文化绝不仅仅是一种外加的知识与技能，而
是通过语言而发现的一种新的世界观 ［９］。
交际者文化背景的多元性与差异性决定了冲突总是无时不在地潜伏着。这就要求外语
学习者应当具备一种认识和了解变化多端的多元世界的能力。Ｋｒ
ａ
ｍｓ
ｃ
ｈ主张采用对话的途
径，即文化互动的方式来进行语言文化教学，认为外语教学活动提供了创造双向文化互动的
基础，由于学习外语涉及社会和个人的双方面声音，因此它既是进入所说语言社团文化的一
种社会化过程，又是一个如何在这个新社团表达个人意义的言语习得过程。
学习外语的过程是一个打破界限的过程，通过学习，学习者会认识到同一件事可以用不
同的参考框架来表示。这种了解界限的经验将使学习者更清楚地领会上下文的重要性。这
种学习，不是去单纯模仿和迁就另一种文化，而是在超越本民族文化和另一种文化时，达到
“第三位置”，从而明了语言给予人们的力量与控制 ［１０］。
由此可见，理想的跨文化交际应该是双向的，包括在母语文化基础上学得外语文化，以
及在学得外语文化时并不以牺牲母语文化为代价，而是为了补充和丰富母语文化，实现两种
文化的双向融合。在对外汉语文化教学中，我们应采取多元文化主义教育理念，通过文化互
动，使学生体会母语与汉语的诸多差异，加深对汉语文化的认识，逐步建立起汉语文化基本
框架和对汉语文化的认同，促进外语文化与母语文化的融合。这样，学生才能真正建立起对
汉语文化的自觉，能够自由游走于母语和汉语两种文化之间，真正构建起复合文化身份，进
而顺利地进行跨文化交际。
（作者徐瑾，女，系佳木斯大学国际文化交流中心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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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生第二课堂教学与博雅教育的实践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留学生教育学院
摘

吴云霞

要：本文分析了博雅教育的内涵，论述了现阶段对留学生实行博雅教育的

必要性，探讨了有效利用留学生第二课堂对实行博雅教育的推动作用。
笔者长期关注留学生的第二课堂活动，发现精心设置的第二课堂活动对外国留学生的
跨文化适应起到积极有效的作用，学生在活动中轻松愉快的主动实践让他们的汉语应用能
力大大地提高了，而且他们觉得中国文化变得可以触摸，因而分外亲切。若能够从语言学习
入手，使留学生能够在文艺活动和日常生活中不断领略到中国文化的广博与优雅，这就与博
雅教育的精神实质不谋而合了。本文主要论述博雅教育的理念与留学生第二课堂之间的互
动关系。

一、留学生博雅教育内涵与第二课堂的内容有一致性
中国的大教育家孔子提倡“六艺”教学内容：诗、书、礼、御、射、数，通过学习和训练希望
培养具备高雅文化和高度社会责任感的君子。古希腊时代的学者提倡的是“七艺”：文法、
修辞学、辩证法、算术、几何学、天文、音乐，学习这些知识是为了成就一种好学善思的人格。
可见中国与西方的传统教育自古都有博雅教育，而且目标惊人的一致，都是注重文化修养与
人格修养的结合。可是古典的博雅教育形式上看似庞杂的多学科的通才学习在提倡“学以
致用”的现代社会还需要进行合理的借鉴和规范。
美国学者认为“现代博雅教育”是为培养学生的学习欲望、训练批评性思维、有效交际
以及公民义务的能力而建立的高等教育体制。其特色是有一套灵活的课程，允许学生选择，
要求不仅有深度还要有广度；它交互性地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法要求学生在课堂内外直接
使用批评性的读本。现代博雅教育在教学法上强调要提高学生分析问题的能力，在教学的
互动过程中，教师与学生一同感受、理解材料，得出结论的时候可以各抒己见，形成密切研讨
的气氛。
留学生的第二课堂的最大特色也是以学生为中心，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相应
的活动内容，教师只做适当的指引，第二课堂的核心是留学生自己的亲身实践。例如在练习
书法的时候，学生每次体会身体姿势与力量、角度的协调，从刚刚握笔时候的无所适从到下
笔从容、得心应手，从一笔一划的精心描摹到整体布局的了然于胸，这个过程就是调节身心、
颐养性情的美妙经历。
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饮茶、赏花、书法、围棋、绘画，诸多艺术门类，每一样只要深
入其中，细细品味，都能感受到中华文化从容不迫、潇洒自然的精神风貌。日本文化深深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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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中华文明的精髓，在插花、茶艺、料理当中体现出人与自然的相互依赖，以及人对自然的深
深感激和由衷欣赏。虽然，许多留学生觉得中国人现在忙着挣钱缺少人情味，每天的心情随
着股市行情起起伏伏，这也不妨碍我们对中国文化深层次的理解。中国的老百姓是务实的
勤劳的，但是现代中国人对读书的看重，对优雅生活的向往、对高尚人格的敬仰仍然是主流。
第二课堂就是这样一个平台，让留学生体会到中国文化的优雅与乐趣，艺术是无声的语
言，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领略中国的艺术，经过一段时间的耳濡目染，就能成为中华文化的
知音。为什么中国人喜欢画“梅兰竹菊”？为什么山水画中的人物小得只留下一两个背影？
为什么许多民乐的曲名与古代诗词同名？这许多的疑问引起思想的碰撞，成为第二课堂讨
论的亮点，中国文化的意境在留学生的心里逐渐明朗起来。

二、留学生博雅教育和第二课堂重在心灵的成长
对外汉语教学的主要目的是提高汉语学习者的汉语语言能力和汉语交际能力。目前国
内的对外汉语教学基本针对听、说、读、写四项基本的语言能力的训练安排相应的课程，不论
是听说课还是读写课，贯穿在汉语教学课堂的一项基本任务是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
汉语的词汇、语法能够体现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与价值取向，在学习汉语的过程中，外国留学
生逐渐走进中国文化的殿堂。一句简单的“您贵姓”，“免贵，我姓……”就能够感受到中国
人的谦卑和礼貌，如果真正明白了语言背后的文化内涵，学生在使用汉语的时候才能得心
应手。
来中国学习汉语相对于在国外学习汉语，除了有目的语的语言环境优势之外，能够近距
离地与中国人打交道，全面了解中国社会，为学习汉语扫除了背景知识的障碍。但是，汉语
承载的是博大精深、历史悠久的中国文化，如果不能领略中国文化的精神内核，即使参考众
多对汉语的细枝末节的解释仍然对汉语一头雾水，不知所措。外国学生有时候一下子不能
理解“吃亏是福”、“以柔克刚”和“自强不息”怎么能同时出现在同一个人的人生经历当中，
如果懂得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观，这些问题很快迎刃而解。可见，“语言教育在很大程度上
应该是文化教育，语言能力的培养单靠四项基本技能（听、说、读、写）达不到培养跨文化交
际能力的目的。文化素质教育也应当是一种技能或称为第五种技能。”
笔者在教学中发现对中国文化有着浓厚兴趣的留学生学习汉语的持久力更强，他们在
中国集中学习汉语的时间最少为两年，其中有很多在中国的高校继续深造，功读本科或者研
究生。这些热衷中国文化的留学生把艰苦的学习当作乐事，把课本里的人物和故事当作探
索中国文化的一面镜子。
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留学生就会探讨在中国家庭到底是谁做主的问题，他们会开玩笑
说“男子汉，大豆腐”，因为课文和电影、小说不断向他们展现更多丰富的、有趣的中国人的
形象。这些有心的汉语学习者在课堂之外通过各种途径不断地加强语言能力、提高交际水
平。这些现象提醒对外汉语教育者必须关注第二课堂的效用，通过丰富多彩的实践活动让
留学生感悟中国文化，使他们逐渐理解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从而进一步开阔外国留学生
的视野，增加学习汉语的热情。
１９
８３年，我国著名教育家朱九思等在《高等学校管理》一书中率先提出了“第二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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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概念，书中指出：第二课堂是在教学计划之外，引导和组织学生开展的各种有意义的健康
的课外活动。第二课堂是相对于第一课堂而言的。第一课堂是依据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
在规定的教学时间里进行的课堂教学活动；而第二课堂是指在第一课堂之外，在学校统一管
理下、在教师的指导下开展的一切与学生教育相关的活动。
现在外国留学生在选择学校就读的时候非常关心教学计划当中有没有体现中国文化的
选修课，丰富的第二课堂活动也逐渐成为吸引留学生的一个亮点。以广州地区为例，大部分
招收外国留学生的院校几乎都有每学期的旅行计划，有一些大学开设了书法、剪纸、广东话、
太极拳等选修课。留学生普遍认为成功的第二课堂会让自己觉得学习汉语很有意思，而且
因为对中国文化的某个方面有了深入的了解产生很大的成就感。
第二课堂不仅仅丰富了外国留学生的课外生活，而且陶冶了情操，最重要的是在潜移默
化中加深对中国文化的理解。英国社会人类学家埃德蒙·利奇认为“所有的人类行为（不
仅说话）均用于传播信息。传播的方式包括：写作、音乐演奏、舞蹈、作画、歌唱、建筑、戏剧、
医疗……在某种层次上，这些形式多样的交流机制必须是相同的，每种形式都是另一种形式
的变换，与书面文字变成口语的意义是相同的。”留学生博雅教育与第二课堂展现在学生面
前的是丰富多彩的文化意象，包括音乐、舞蹈、绘画、建筑、风景，经过长期的熏陶，学生对文
化的感受力会越来越敏锐，跨文化交际能力自然随之提高，心灵世界也更加丰富。

三、留学生博雅教育与第二课堂培养文化宽容的情怀
同样是拥有渊博知识与优雅人格的人，可是由于文化背景的差异，对许多事情的看法也
有非常大的差异。面对思想的巨大差异，该如何取舍呢？
这里举一个中外文化名人的例子来说明。著名的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早年放弃医学专
业，改学社会学专业，在英国师从人类学大师马林诺夫斯基，立志研究中国农村经济推动中
国经济发展。与他同门的英国社会学家埃德蒙·利奇对他的学术表示质疑：利奇认为中国
人类学学者以自己的社会为研究对象不可取；个别社区的研究不能作为广大中国的典型。
他们两位的学术观点相左，可是却没有反目。费孝通首先看到自己与利奇的思想差异缘何
而来，他自己深受“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所以喜欢有实用价值的研究；而利奇把学术当作
艺术来享受。他说：我们“不存在谁是谁非的问题，而是属于不同传统和处境的问题。我们
不仅能相互容忍而且还能相互欣赏。我们不妨各美其美，还可以美人之美。”费老感慨世界
上由于文化的隔阂造成的矛盾与纷争。他提出来“各美其美，美人之美”，就是要大家对自
己的文化要自信，同时还要学会欣赏不同的文化。
受此启发，留学生教育工作者是否也要试着体会文化差异对留学生可能造成的负面影
响呢？我们的汉语教学必须保持平和的心态，对他者的文化也要保存一份真诚的敬意，这样
才能赢得留学生的信任和尊敬。同样，在留学生的博雅教育和第二课堂中也要尽量体现不
同文化的相互理解、相互欣赏。不同国籍的留学生在一起构成了一个多文化的舞台，第二课
堂活动在互动环节中应当给每个学生机会表达自己，从而展现不同国家的思想和文化。笔
者与同事尝试着跟留学生一起包饺子，动手感受中国的饮食文化。另外，我们还鼓励学生亲
手做自己国家的特色菜，师生以聚餐的形式分享各国美食，这就是感受不同文化的一个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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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径。
第二课堂体现了博雅教育的精神，扩大了留学生的视野，把语言学习融入到精彩的有趣
的活动中。教师必须做适当的活动计划，让第二课堂能够深入留学生的内心世界，激发他们
的创造力。戏剧表演和演讲比赛、诗歌朗诵能够锻炼学生的口头表达能力；其他项目的实
践，例如赏花、饮茶、听戏、书法，都可以让学生以书面报告的形式写出自己的观感，这样可以
磨练学生的笔头能力。如果能够将娱乐与研究结合起来，让学生自主搞一些有创意的活动
也是非常好的尝试。
笔者发动留学生定期举办“世界文化之旅”主题活动，以下午茶的形式召集留学生和感
兴趣的教师，每次由一个国家的学生就该国历史、风俗、艺术做主题演讲，其他国家的学生听
的时候可以提问。在演讲之间穿插学生自己准备的传统歌舞节目，最后品尝由学生自己烹
饪的代表这个国家的食品。各个国家的学生轮流组织这个活动，老师提供设备支持。在这
个活动中，学生的口头表达能力得到了锻炼，在用汉语表达自己的民族情感的时候，他们觉
得特别自豪，无形中抚慰了思乡之情。最大的收获是让大家感受到每个国家都有非常可爱
的优秀的文化，让大家和谐相处，彼此宽容。
留学生的博雅教育势在必行，单纯的语言技能教学已经不适应时代的要求，每一位教师
都必须面对这样的挑战。在汉语课堂上，教师不仅教授汉语的语言知识，同时也把中国人的
思维方式和风俗习惯告诉学生，并且用有趣的话题不断激发学生的思考能力和表达能力，这
些都体现了博雅教育的理念。为了更好地实践博雅教育，大学要设计出一套包含选课体系、
学分体系、考察办法的严密的第二课堂方案，并且鼓励教师在第二课堂激发学生分析问题、
动手实践、团结合作，领悟中国文化，熟悉汉语表达，欣赏彼此的文化。
（作者吴云霞，女，系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留学生教育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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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加强留学生第二课堂活动建设的思考
陕西师范大学
摘

胡

丹

车

溪

要：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第二课堂是留学生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其

时间和空间机动灵活、内容形式丰富多样等特点，开展留学生第二课堂活动对于提
高汉语教学质量和效率、促进文化交流等方面有着重要作用和实际意义。
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国际影响力的提高，世界各地来华留学生的数量迅速增长，
对外汉语教学的规模也随之扩大。多年来，我国对外汉语教学总是以传统的课堂教学为主
要教学形式，传统的课堂教学固然能教会留学生掌握一套汉语规则，但当他们走出课堂与中
国人打交道时，却总会碰到不少交际障碍。可见，单纯的第一课堂教学并不能满足对外汉语
教学的需要，开辟一个有助于提高教学效果的第二课堂是很有必要的。

一、开展留学生第二课堂活动的必要性
第二课堂是丰富学生知识、开阔学生视野、扩大教学内容，使学生智力、能力得到充分发
挥的重要教育形式。它可由学校统一组织，也可根据不同专业特点由班级或学生组织。第
二课堂能够满足留学生个性发展的需要。留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爱好有针对性地学
习，弥补第一课堂教学的不足。
我们把留学生第二课堂活动分为两部分：第一，根据教材提供的话题开设，称为“课内
课外桥梁”；第二，根据日常生活之需要，称为“适时第二课堂”。此两者相辅相成，成为推动
汉语教学改革的原动力。
拓宽学生知识面，尽量让他们在生活中直接接触汉语文化，锻炼交际能力，这是开设
“课内课外桥梁”的出发点。例如组织欣赏中文影视作品，组织参加汉语比赛，参加“汉语
角”，这些活动对于提高学生听力水平，掌握地道、实用的汉语口语大有裨益，同时也增强了
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合作能力。
适时第二课堂，则更具有灵活性。我们不能墨守成规，而要开动脑筋，只有新颖丰富、趣
味性强的活动才能真正调动学生参与的积极性，才具有鲜活永久的生命力。

二、开展留学生第二课堂活动的策略
如何有效开展留学生第二课堂活动，以什么内容为主题、什么形式为依托，一直是开展
留学生第二课堂活动关注和探索的问题。
（一）灵活性与系统性相结合
课外活动由于没有统一的教学大纲、教科书的限制，内容丰富多彩，形式也可以灵活多
样。如趣味性中文歌曲比赛、话剧比赛、学术性讲座、演讲比赛、作文比赛、综合性汉语角和
文化考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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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开展留学生第二课堂活动时，首先要遵循“两个面向”，一是面向广大同学，使更多的
同学能够参与其中，感受汉语学习的文化氛围；二是面向特殊层次同学，考虑不同的年龄特
点和汉语知识水平，选用切实可行的方法和形式，有组织、有计划、系统地开展各类课外
活动。
因此，留学生第二课堂同样要求教师针对不同学生，分层进行。在实施过程中，教师应
系统地、不间断地给予学生各种指导，在活动结束后指导学生总结经验，使学生不仅仅是单
纯地参与活动，而是在整个活动的准备、参与、总结的过程中真正受益。
（二）开放性和独立性的结合
留学生第二课堂活动的现实性、时代性，能够为学生打开更广阔的生活领域，比传统课
堂具有开放性。我们在开展实践活动中遵循“走出去，请进来”的原则。
所谓“走出去”就是指导学生走出学院，走出校园，立足自身的特色和兴趣爱好，积极参
与各类校内外活动，广交朋友，丰富阅历。
如汶川地震后，留学生开展了“品异国美食，献涓涓爱心”义卖活动，为灾区人民筹集善
款，本身就是将情感教育融入到第二课堂中的最佳体现。
而“请进来”则是积极邀请校内外各种专业的教师或优秀社团为留学生开设讲座，举办
各种校际活动等。
如以汉语角为例，每期确定一个主题，介绍中国传统文化。例如中国传统乐器、茶艺展
示、汉服的发展等。留学生们通过校内外的互动参与，不仅提高了自己的口语交际能力、交
到了许多中国朋友，又学到了中国文化，真是“一举三得”。
（三）持续性和阶段性的结合
由于留学生课外活动没有相对稳定的内容和形式，项目众多，形式活泼，其持续性比较
容易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而良好的汉语学习环境不仅需要具备可持续发展的因
素，同时也要能够具备可分阶段操作的因素。
如许多高校举办的中外文化交流节活动，是在一段时间内围绕某一突出主题，连续举办
一系列交流活动。它的作用就在于能够在相对集中的一段时间内营造浓厚的汉语文化氛
围，激发留学生强烈的学习兴趣和求知欲望，并且为留学生提供广阔的展示平台和提升空
间。这种系列活动就是典型的阶段性的大型留学生课外活动项目。
课堂教学的持续性在于教师指导留学生注重汉语语言知识的持续积累和语言能力的持
续锻炼，以量变达到质变。
首先，通过中文电影展播、书法社团、体育俱乐部等可持续性的社团组织活动，能够帮助
留学生保持对汉语学习的浓厚兴趣。其次，通过开展各种培训课程和系列讲座等形式，尤其
是语言生的学习目的更加单一，专题性培训课程的开设显得尤为重要。如央视的留学生汉
语大赛得到了广大留学生的关注。这样阶段性的平台展示，充分调动了留学生的积极性，也
对日积月累的语言功底进行了集中检验。
因此，老师在计划安排留学生第二课堂活动时，就要注意各种活动的持续性和阶段性结
合进行，不能顾此失彼，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四）趣味性和学术性的结合
最好的学习动力是对学习内容具有内在的兴趣。针对学习动力不足的留学生，首要的
１０３

教学任务是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达到预定的教学目的。例如鼓励学生表演汉语小品，欣赏
中文影视作品，学唱中华民谣等娱乐性较浓的课外活动，激发并保持他们对汉语学习的兴趣
和好奇心，培养他们学习和使用汉语的自信心和成就感，形成良性循环，达到提高汉语言运
用能力的最终目的。
对于程度较好的留学生，则更应该在实用性和学术性方面下功夫。例如通过举办各种
类型的讲座，帮助他们摄取各方面的课外知识，开拓视野，挖掘深度，接受潜移默化的文化
熏陶。
总之，无论采用何种第二课堂活动的形式，我们都要注重活动的针对性，科学论证活动
内容，在组织安排上也要考虑其可行性。建立一个专门性的教师指导团队，对学生进行系统
性地训练和指导，会让留学生在活动中获得更多实质性的收获。

三、开展留学生第二课堂活动的建议
（一）加大对留学生第二课堂活动的指导和支持
作为留学生的管理部门应该充分重视留学生第二课堂活动的开展，积极地探索和思考
留学生活动的建设，因势利导，从学生活动发展规划、活动开展、经费场地等方面要给予关
心、指导与支持，切实扭转留学生第二课堂活动质量低的局面，优化社团组织结构。
（二）提高留学生对第二课堂的认识和参与热情
加强对留学生的宣传，制作针对留学生的外语宣传海报，在宣传形式上积极地创新，通
过网络、短信等形式吸引更多的留学生关注和参与。同时积极发挥班级的作用，通过所在班
级同学的交流和宣传，引导留学生正确认识第二课堂，激发他们参与课外活动的积极性。
（三）打造留学生社团活动的品牌
整合社团资源，协同开展活动，提高活动的覆盖面和宣传面，在社团建设过程中积极引
入中国传统文化，通过社团活动促使留学生尽快适应和了解校园，同时引导社团成员营造积
极向上的社团文化，并通过社团文化吸引更多的留学生参加社团，增强社团成员的归属感和
荣誉感，使社团的文化建设更好地传承，提高社团活动质量，打造留学生社团的品牌。
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和综合国力的进一步提高，会有更多的外国人到中国来学习。
在来华留学生教育中，结合课堂教学，开展丰富多彩的第二课堂教育活动是很有必要的。
只有将第二课堂活动与教学、管理相结合，不断改进留学生管理办法，面对机遇和挑战，才
能开创出来华留学生教育管理工作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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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语：
２０
０９年，学会共征集年会论文 ２７０余篇。为了进一步推动群众性来华留学生教育科学
３
研究的深入发展，提高科研的质量和水平，学会从征文中遴选出 １０６篇作为参评论文，请 １
个地区学会分别组织专家进行了认真地评选。
各地区学会根据学会评选一、二、三等奖及纪念奖的标准认真组织了评选、推荐。学会
根据 １
３个地区学会评选、推荐的结果最终评定 ４７篇论文获奖，即一等奖 ５篇，二等奖 ８篇，
三等奖 １８篇，纪念奖 １
６篇。一、二、三等奖将发给证书和奖金，纪念奖将发给证书。现将评
选结果公布如下：

２
０
０
９年年会征文优秀论文评选获奖名单
一等奖
论文题目
改革开放 ３
０年来华留学生教育的回顾与前瞻
教育转型中的中医药海外学生教育培养模式的形成与实践
中外学生跨文化敏感比较分析
全国金融危机对我市来华留学生教育的影响及应对策略

第一作者
工作单位
陈强
同济大学
牛欣
北京中医药大学
安然
华南理工大学
阎静

北京高教学会外国留
学生研究会课题组

汉语言本科教育质量评估内涵与模块探析

柯玲

东华大学

二等奖
论文题目
第一作者 工作单位
来华留学生突发事件预防控制机制探讨
顾建政 哈尔滨工业大学
留学生对中国人刻板印象的特点及其对适应产生的影响研究
陈慧
北京邮电大学
理工类留学生培养状况及影响因素调查分析
余海林 华中科技大学
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建立健全来华留学生思想教

吴招胜

华南理工大学

张晓光
文峰
赵瑾
张异宾

黑龙江大学
暨南大学
天津科技大学
南京大学

育沟通机制
黑龙江大学俄罗斯留学生现状及发展对策分析
“二次成长”：海外华裔学生来华留学的文化适应研究
基于留学生语用习得调查的跨文化教育策略
高层次海外汉语人才培养模式的研究与实践

三等奖
论文题目
实践科学发展，提升教育国际化水平
中亚东干族文化传统及近年中亚地区汉语教学的发展

第一作者 工作单位
杨灿明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孟长勇 西安外国语大学
１０５

科学规划留学生教育发展战略
来华医学留学生毕业跟踪调查的相关分析
国际学生流动与来华留学教育发展的现状和策略
高校留学生工作中“导生制”可行性探析
新疆的国际教育发展及策略研究初探

王恩林
韩?
高立平
刘冷馨

北京理工大学
天津医科大学
南京师范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

艾来提· 新疆医科大学
米吉提

医学留学生教育发展现状与展望
挖掘亚洲来华留学生市场潜力
上海来华留学生教育的整体营销策略
试述“国际高考移民”显失教育公平及应对策略
医科留学生全英文教学质量保障体系的建立与实践
全球金融风暴对我国留学生教育的影响
金融危机形势下对外国留学生勤工助学问题的几点思考
理工类本科留学生预科强化教学中的科技汉语教材
对外汉字教学中的角度和层次划分
经济危机下的来华留学生教育市场分析和预测
在沪留学生需求调查：分析及对策

宋玉霞
张庆滨
金丽君
姚玲
李国霞
朱红
王征
董杰
龙泉
晏卫平
潘倩菲

西安交通大学
哈尔滨工程大学
华东师范大学
清华大学
天津医科大学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山东财政学院
天津大学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上海交通大学

纪念奖
论文题目
加强留学生临行前入学指导的意义与方法
民族高校发展留学生教育的思路与策略
发挥双向办学优势，培养优秀中外人才
适应发展需求，加强留学生教育管理
后结构主义语言文化观与对外汉语文化教学
关于外国留学生教育的动因及价值倾向分析

第一作者
王蕾
刘兴全
王晓凌
丁川
徐瑾
姚震祥

工作单位
复旦大学
西南民族大学
陕西师范大学
东北师范大学
佳木斯大学
浙江工业大学

金钊

大连医科大学

外国留学生校外住宿现象及其对策探讨
趋同教育的原则与现实意义
留学生跨文化心理探究与高校外国留学生管理

刘阳春
房家毅
张秋红

北方工业大学
河北医科大学
长春工业大学

健全学历留学生教育管理机制，促进普通高校留学生工

杜海燕

天津科技大学

胡臻
计冬桢
陈宇英
路荣
朴美子

温州医学院
上海理工大学
中山大学
西安交通大学
上海体育学院

对医学留学生在华实习的“一加 １＋１”临床带教模式的
探索与分析

作科学发展
来华留学生专业建设及课程设置的国际化标准研究
如何提高外国留学生一年汉语强化学习效果刍议
用两种模式培养医科留学生
从对外汉语教学课堂看师生学习文化差异
政治外交突发事件与高校外国留学生管理

（中国高教学会外国留学生教育管理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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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高教学会外国留学生教育管理分会
第五届第一次常务理事会在南宁召开
本刊通讯员
１月 ２
２日，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外国留学生教育管理分会第五届第一次常务理事会议在
广西南宁市隆重召开。此次会议是常务理事经过换届改选后的第一次全体会议，出席本次
会议常务理事（含代表）１
４
０余人。教育部国际司生建学副司长出席会议，广西教育厅白志
繁副厅长、广西医科大学黄光武校长到会并致辞。会议由白松来常务副秘书长主持。
刘京辉会长做大会报告。简要总结了学会 ２０
０９年主要工作，并对今后工作精准定位提
出具体要求。她指出当前教育的重要性更加凸显，涉外教育面对更高要求，学会应充分发挥
民间团体的优势，深入研究，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规范管理、共同提高，共同努力，开创来华
留学工作的新局面。
教育部国际交流与合作司生建学副司长介绍了国际司 ２００
９年来华留学工作情况及
２０１
０年来华留学工作任务。希望学会利用自身优势，服务政府、服务会员，搭建好交流平
台、研究平台。
与会常务理事们认真地讨论了刘京辉会长的报告和生建学副司长的讲话；审议了学会
２００
９年工作总结和 ２
０１
０年工作设想以及优秀论文评选工作建议等学会工作，并对学会今
后工作提出建议。
１、建议 ２０
１０年年会定于 ８月份在宁夏银川市在召开。
２、加强对留学生教育管理政策的研究。
３、有针对性地开设专题会议。
４、希望学会能够升级为一级学会，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并吸收专业人士加盟。
５、
申请在《高教研究》上作一期留管专刊，将《外国留学生工作研究》上的优秀论文编辑
成册正式出版。
６、努力推进学会课题建设。规范管理，推进课题申报制度的建立。
７、继续做好学会网站建设工作，充实内容。开拓交流区域，建立案例库，在网站上开辟
专栏，将地方高校共性问题进行共性分析与探讨，为日常工作提供方便。使学会网站真正成
为留管干部及教师交流沟通的平台。
白松来常务副秘书长对本次会议做了总结。他重申学会是一民间学术团体，其职能就
是服务政府、服务会员。学会今后将进一步规范完善工作机制，继续扩大会员规模，完善网
络交流平台，努力提高学会学术研究功能，进一步规范来华留学管理工作，在学术研究的应
用性和前瞻性等领域不断努力探索，为来华留学事业又好又快地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１０７

上海高校外国留学生教育研究会
举行 ２
０
０
９年年会
２０
１０年 １月 ５下午，上海市高校外国留学生教育研究会在苏州举行 ２００９年年会。上海
市高校留学生教育与管理干部和教师近 ４０
０人出席了年会。会议由黄美旭副会长主持。
上海市教委副主任张民选出席会议并讲话。他首先代表市教委对长期奋斗在高校留学
生教学和管理一线上的留管干部和老师们表示由衷的谢意和亲切的慰问。他指出，过去的
一年，全市高校克服了金融危机的不利影响，全市外国留学生规模仍然保持了稳步增长，到
２００
９年年底，全市外国留学生达到了 ３８
５１０人，同比增长 ４．
８７％，其中长期生 ２８８８８人，同
５５％，短期生 ９
６
２２人，同比减少 ２．
４４％，说明本市来华留学事业在规模稳步增长
比增长 ７．
的同时，结构正在逐步优化，符合年初确定的“保增长，调结构”的工作目标。他希望市高校
外国留学生教育研究会继续发扬积极苦干、开拓进取、勇于创新的精神，起好政府部门的助
手作用，认真贯彻全国外事工作会议的精神，加强对本市来华留学工作的前瞻性研究，深刻
分析未来五年本市留学事业发展机遇、面临的挑战以及管理体制和机制方面需要作哪些改
革和调整。他也希望研究会继续为外国留学生组织更多更丰富多彩的活动，以丰富他们的
业余生活，营造一个良好的留学环境。他还希望研究会成为高校之间互相借鉴与交流的平
台，探索有序竞争、共同发展的多赢合作机制。最后他要求各高校充分利用上海举办世博会
的机会，在新的一年进一步扩大留学生规模，改善留学生结构，确保本市来华留学生教育事
业健康、有序、稳步的发展。
副会长杨增国宣读了全国外国留学生教育研究会表彰的留学生教育与管理工作先进集
体和先进工作者名单及上海市高校外国留学生教育研究会表彰的留学生教育与管理先进高
校和先进工作者名单。
市高校外国留学生研究会会长金伟国作了 ２０
０９年研究会工作总结报告。他说，作为政
府主管部门开展外国留学生教育工作的助手，学会紧密围绕上海外国留学生教育事业的发
展目标，围绕市教委来华留学生工作的重点来研究制定学会工作，协助完成重点工作的调
研，完成市教委交办的各项任务。２０
０９年，学会开展了很多有成效的活动：一是加强招生宣
传，促进各高校留学生人数的增长；二是加强了研究，组织代表参加全国留学生教育管理工
作研讨会并发表有质量的论文近 ２０篇；三是开展了京、津、沪三地高校外国留学生教育研究
会的协作交流；四是组织留学生各项有益活动：如举办第二届市高校留学生龙舟赛，组织留
１０８

学生代表参加张江杯外国友人乒乓球比赛，参与了上海外国留学生文化体验基地的建设和
相关活动的安排，参与了“迎世博，外国留学生文艺会演”的筹备事宜等。他表示，在新的一
年，市高校留学生教育研究会将一如既往地认真开展各项工作，努力起好政府部门的助手作
用，为高校留学生教育事业的发展多作贡献。
研究会秘书长沃国成向大会作了研究会财务工作报告。上海市外事办综合处处长候晓
渊和上海市出入境管理局五处吴晓立处长先后讲话。他们通报了留学生有关工作情况，并
对市高校外国留学生教育研究会的工作提出了建议。
会后与会的各高校留学生管理干部和教师开展了联谊与交流活动。

（上海市高校外国留学生教育研究会张锡九供稿）

广东省学会举行 ２
０
０
９年年会
２０
１０年 １月 ８－９日，广东省高校外国留学生工作委员会在清远市举行了 ２００９年年会。
外国留学生专职管理人员 ４８人出席了年会，他们来自广州、深圳、梅州、江门、湛江、韶关等
城市的 １９所高校。
年会分三部分内容：第一部分由中山大学、暨南大学、华南理工大学、韶关学院等学校的
老师作学术演讲。第二部分由刘传华会长传达教育部郝平副部长的讲话精神和上级有关会
０９年学会工作总结报告，同时宣读表彰和奖励 ２００９
议精神。第三部分由刘传华会长作 ２０
年在学术研究上做出出色成绩的外国留学生管理工作人员的决定。
省教育厅外事处梁永洪处长作了总结发言。
会议还安排了与会代表进行联欢和参观活动。

（广东省高校外国留学生工作委员会供稿）

１０９

２
０
０
９年教育外事干部
（来华留学）工作研讨班成功举办
２０
０９年 １２月 １
４日至 １７日，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主办的 ２
００９年度教育外事干部
（来华留学）工作研讨班在北京举办。本次研讨班共有来自 ７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教育
厅（教委）和 ２４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 ７６所高等学校的共 ８７位主管来华留学工作的负责
同志参加，其中副处级以上干部 ３
９人。
本次研讨班的中心内容是研究来华留学工作发展、改革现状，展望发展趋势；来华留学
工作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克服金融危机后的来华留学形势研判；中国政府奖学金招生工
作改革措施及英语授课的发展趋势；讨论来华留学发展战略—《留学中国计划》；面向重点
生源国（周边国家）的招生宣传经验交流。
研讨班邀请了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司长张秀琴、副司长生建学、国家留学基金管理
委员会来华处主任李彦光、上海教育科学院朱兴德教授等为代表们作报告，并向代表们提供
了《来华留学突发事件案例汇编》等学习和工作参考资料。
张秀琴司长在报告中向代表们传达了刘延东国务委员在 ２００９年全国教育外事工作会
议上讲话的重要精神，并且系统地介绍了教育外事工作的发展轨迹和所取得的成绩，对下一
阶段进一步做好来华留学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生建学副司长在报告中对《留学中国计
划》的起草过程和内容进行了详细系统的解读。
鉴于会议研讨内容的特点，本次研讨会特别安排了三个半天供与会代表进行交流与讨
论。代表们围绕着六个专题进行了分组讨论，内容包括如何深化中国政府奖学金招生工作
改革措施，加强对高层次学生的吸引力；来华留学工作的机遇和挑战 －克服金融危机后的来
华留学形势研判；打造学校特色吸引外国留学生；对各省区市奖学金使用办法的讨论；对来
华留学发展战略—《留学中国计划》的讨论；各地区和高校自主招收中国政府奖学金生的经
验交流等。
为加强全国来华留学管理干部队伍建设，提高干部整体素质和能力，教育部国际合作与
交流司自 ２０
０３年 １
１月建立全国来华留学管理干部培训制度以来，迄今已培训留管干部近
１８０
０余人次。
（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来华处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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