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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环境下高校
来华留学教育品牌传播研究

东华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　严新锋　吴小军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服装学院　陈李红

引言

网络和信息技术的发展促进了信息传播的广度和深度，也推动了新媒体的产生和发展。

在新媒体环境下，组织与外界沟通交流的内容和形式都发生了根本改变，这种改变使得新媒

体如网络、手机、数字媒体等的影响力日益增大，甚至超越传统媒体成为主流。

品牌形象是高校的无形资产［１］，随着教育的国际化交流日益频繁，国际化率成为评价

高校综合实力的一项重要指标，来华留学教育品牌是高校品牌形象的重要构成部分，高校来

华留学教育品牌传播也是高校整体品牌形象传播一项重要内容。信息化时代，新媒体不仅

仅是扮演着“信息通道”的角色，而且是来华留学教育以及高校品牌形象传播的重要工具。

来华留学教育是目前中国高等教育中一个新兴发展的领域。经过十多年的高速发展，

中国已经成为亚洲最大的留学目的国。２０１８年９月教育部《来华留学生高等教育质量规
范》（教外〔２０１８〕５０号）的实施，标志着中国来华留学教育的方向也开始从数量的增加转向
质量的提升。

来华留学教育品牌的影响力越来越强，新媒体环境为来华留学教育品牌的形成和发展

提供了有利的条件。高校管理者应充分认识到新媒体已经成为网络时代的来华留学教育品

牌形象传播的主要工具，利用新媒体有效对接高校来华留学教育品牌形象各利益相关群体，

能实现高校来华留学教育品牌价值的最大化。

在具体策略上，需要将新媒体环境下高校来华留学教育品牌传播的内容具体化，结合高校

的学科特色和专业优势，科学制定高校来华留学教育品牌形象传播策略。随着网络技术和信

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品牌传播的环境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传统理论不能提供合适的指导。

一、高校来华留学教育品牌的构成要素

品牌是无形资产，教育品牌是教育机构在长期发展过程中所积累的各种元素的综合价

值。高校品牌形象是高校内涵特质和外部表达在社会公众中所得到的整体上的评价，是高

校在可持续发展过程中所表现的行为特质和内在理念的综合［４］。

高校教育品牌的构成元素包括
"

校名称、标识、规模、环境、教学管理、学科体系、学术科

研、社会活动、国际交流等等［１］。形成来华留学生教育品牌的要素有：毕业生的质量、教授

知名度、学科水平、办学特色、国际化程度等等，其中质量和特色是教育品牌的生命线［２］。

综合而言，高校来华留学教育品牌的构成可以从载体、标识、内涵、传播四个方面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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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高校来华留学教育品牌的载体。

品牌的载体主要有产品（或服务）、企业和企业家。产品（或服务）是品牌载体的核心和

基础，承载了品牌的实际功能与价值内容。企业和企业家也是品牌的重要载体，但要为产品

（或服务）核心载体服务。高校来华留学教育品牌的核心载体是来华留学教育服务，也就是

高校提供给留学生的学习服务和学习体验价值，当然，也包括学校本身和学校知名教授学者

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其次，是高校来华教育品牌的标识。

品牌的标识包含品牌的外在标志、认知要素、支持行为三个方面。高校来华留学教育品

牌的外在标志包括品牌名称、ｌｏｇｏ、符号、图案、音乐等；认知要素则包括高校提供的来华留
学教育服务的质量、价格、特色、性能等；支持行为主要包括高校来华留学教育服务产品的推

广、活动和事件内容的宣传等。

第三，是高校来华留学教育品牌的内涵。

品牌内涵强调的是品牌倡导的一种理念，这种理念是消费者内心向往的并能够给消费

者带来满足感，并扎根消费者心中进而带来持久的影响。品牌内涵可以从品牌定位、价值、

个性、氛围四个方面来阐释。高校来华留学教育品牌的内涵具体体现为：

（１）高校来华留学教育的品牌定位
每个学校都有特定的主要服务对象，找准服务对象，并根据服务对象的需求提供针对性

的服务设计，就能够提升品牌的影响力。

（２）高校来华留学教育品牌的核心价值
体现高校来华教育服务倡导的教育方式和价值观。表现在高校来华留学教育的理念以

及提供给来华留学生的实际利益、情感体验三个方面。

（３）高校来华留学教育品牌的独特个性
这是高校来华留学教育品牌人格化的表现，在学生心目中独一无二的固化形象。这种

形象是品牌核心价值的艺术化表达，源自于高校的塑造和留学生的联想。

（４）高校来华留学教育品牌的文化氛围
这是高校通过活动、典型事件、特殊人物塑造的一种人文精神，是品牌得以屹立的底蕴。

第四，是高校来华留学教育品牌的传播。

品牌传播是品牌与消费者接触的通道，品牌信息与消费者充分接触是品牌传播的前提，

有效分析品牌与消费者的接触点是传播产生营销效果的关键。高校来华留学教育品牌的有

效传播关键在于分析来华留学教育品牌接触点，选取国际化的传播渠道，展开持续有效的

传播。

高校来华留学教育品牌的四个构成要素的功能关系：（１）载体和标识要素是高校来华
留学教育品牌的外在要素；（２）内涵是高校来华留学教育品牌的内在要素；（３）传播是联结
其他要素的纽带，体现高校来华留学教育品牌标识和内涵扩散以及载体运作的过程。

二、新媒体传播特点及理论基础

１新媒体概念内涵及特点

新媒体是相对于传统媒体而言的概念，传统媒体包括报刊、广播、电视等，而新媒体一般

是指利用网络、无线终端、数字化技术等新的媒体系统，如数字电视、手机媒体和网络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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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是一种新的媒体形态。［３］

新媒体具体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数字化终端，包括手机、电脑、平板、数字电视等

数字化终端设备；二是新媒体支持技术，如互联网技术、数字化技术、无线通信技术等；三是

联接消费者的数字化信息平台，如社交网络、微信、微博、网站等平台。［１］

新媒体的出现是由于新技术引起的新传播工具出现，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动规

则。与传统媒体相比，新媒体使信息传播速度更快，传播形式也更加具有多样性和互动性，

传播力更强。

新媒体的出现给高校来华留学教育品牌传播带来的积极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１）新媒体传播的受众范围广，更适合国际化的市场环境
只要来华留学教育服务客户是全世界的，因此，其品牌传播也应该是国际化的，受众是

全世界范围的。

（２）新媒体传播成本低
与传统传播媒介如报纸相比，新媒体传播几乎不需要印刷成本，因而大大节约了传播

成本。

（３）新媒体传播速度快
以网络技术和无线技术为基础的新媒体，利用数据技术，使得信息传播在世界范围内几

乎是同步、实时的，速度远超传统媒体。

但同时新媒体带来了一定的挑战：

（１）加剧了竞争
由于新媒体环境下信息量激增，加剧了信息间的竞争性，如何在海量信息中脱颖而出成

为新媒体传播中的关键问题之一。

（２）对传播主体学习要求更高
新媒体传播技术手段的快速更新，使得传播主体需要不断学习提高适应新技术要求。

（３）受限于硬件条件的制约
新媒体传播与互联网技术、通信技术和终端设备密切关联，由于不同地区发展水平和经

济水平差异，使得新媒体传播的应用受到一定的限制。

２新媒体传播的理论基础

从理论的视角看，新媒体传播与传统媒体传播有着根本的区别。传统媒体一般是从线

性的视角来看待问题，以传播主体说服受众为主要目标，是一种单向的推动式传播，受众只

能选择接受或者不接受。

而新媒体传播是从非线性的视角，更加注重受众的感受，受众可以根据传播主体提供的

信息，解读出不同的结果。因此，新媒体传播的过程可以用两级传播理论和分众传播理论来

进行解释。

（１）两级传播理论
拉斯费尔德率先提出的传播的两级理论，也称为两阶段理论。他将信息的传播过程分

为两级：第一级是信息传达阶段，信息源通过媒介通常先传达到意见领袖；第二级是信息的

扩散阶段，意见领袖将接收的信息扩散到一般跟随者。

新媒体传播的过程很多可以用两级传播理论来解释，其传播的效果主要体现在第二阶

段的扩散上。如社交媒体ＱＱ群、微信群等传播方式中，群主或者群中的任何信息首发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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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可能承担意见领袖的角色，他们通过自身关注的渠道获得一级传播的信息，然后作为信息

的传达人将自己搜寻到的感兴趣信息发到群中，完成信息的第二级传播，核心意见领袖在信

息的二级传播扩散中作用十分明显。

（２）分众传播理论
分众传播是一种精准的，目的性和针对性都很强的传播，比大众传播对媒介和传播技术

的要求要高很多。新媒体传播的基础和优势是先进的传播技术和传播媒介，正好可以满足

精准传播的要求。因此，分众传播理论成为新媒体传播的基础，并能指导新媒体传播的实践

和发展方向。

三、来华留学教育品牌的新媒体传播系统分析

１高校来华留学教育品牌的新媒体传播系统要素分析

（１）传播主体
高校来华留学教育品牌传播的主体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上讲，是高校负责来华留

学教育宣传的相关责任部门和责任人；广义上讲，包括高校所有二级组织、个人和利益相关

者，如高校的行政管理人员、教师、在学生、毕业生以及与学校有关联的企业人士等。

由于新媒体传播具有操作简单、容易参与的特点，使越来越多的相关主体都能够参与到

高校来华留学教育品牌的传播中去。由于来华留学教育品牌传播的受众主要是国际学生，

在校留学生以及毕业的留学生就成为最主要的传播主体。

根据两级传播理论，高校来华留学教育品牌的一级传播主体主要包括高校来华留学教

育管理部门负责人以及间接负责信息传播的相关部门，如宣传部、学生处、团委等；二级传播

的主体则包括其他教师、在学生、毕业生以及与相关企业人士等。

（２）传播对象
高校来华留学教育品牌传播的最终对象就是外国留学生，包括从未来华学习过的、以及

在华学习过的还想继续深造的国际学生。由于新媒体传播的重点在二级扩散阶段，毕业的

校友和在校学习的学生，以及出国进修和学习的中国学生和老师，是一级传播的主要对象，

因为他们最有可能成为二级传播的核心主体。

（３）传播内容
高校来华留学教育品牌传播的内容就是来华留学教育的品牌理念、定位、核心价值等信

息。内容的传播主要通过广告宣传、新闻资讯、活动预告、学习服务、生活服务、明星个人等

对高校来华留学教育品牌的内外元素进行扩散。

（４）传播媒介
媒介即载体和工具。高校来华留学教育品牌传播媒介包括传统媒介和新媒体，报纸、广

播、电视、刊物等属于传统媒介，数字电视、网站、微信、微博、公众号、ＡＰＰ、ｔｗｉｔｔｅｒ、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ｉｎｓｔａｇｒａｍ以及其他社交软件等属于新媒体。新媒体传播能够使品牌内容在短期内迅速扩
散，产生品牌效应，已经成为主流的传播媒介。

（５）传播方式
从过程上看，品牌传播是一个将内部信息转化为外部信息的过程。而新媒体环境下的

传播过程更是一种信息共享活动。因此，来华留学教育品牌的传播包括对来华留学教育相

关信息的加工、包装和传递，需要一套包含信息的加工处理、审核、传播路径设计、扩散、传播

结果检验等一系列过程［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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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高校来华留学教育品牌与新媒体传播的关系

（１）新媒体传播促进了来华留学教育品牌的深度传播
新媒体具有传统媒体无法比拟成本低、速度快，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等优势，利用新媒体

传播可以使来华留学教育品牌快速、全面地传递给目标受众。受众通过文字、图片、视频甚

至互动等形式能够精准了解品牌的详细信息。

互联网技术是新媒体发展的基础，受众可以通过互联网获取传播对象的足够信息，来华

留学教育品牌形象通过新媒体获得越来越全面、清晰地展现，从而使来华留学教育品牌得以

深化传播。

（２）来华留学教育品牌形象元素的新媒体传播优势
来华留学教育品牌形象外在要素的新媒体传播重在直接刺激受众的感官体验，例如通

过图片和视频来传递有关校园学习生活环境、设施设备、学习氛围、ｌｏｇｏ等信息，新媒体优势
明显，能够向受众传播大量、全面和多样化的信息。

来华留学教育品牌形象的内在要素，如管理体制、教育质量、学术氛围等，仅仅依靠传统

媒体的广告宣传远远不够，而是要通过重大的事项（活动）来进行由点及面的扩散传播，如

学术论坛、各种竞赛、科研成果、学生活动等。运用新媒体，如微信，对单个事件充分扩散，能

够获得传统媒体无法达到的快速而有效的传播效果。

（３）新媒体传播对来华留学教育品牌形象具有双刃剑作用
新媒体传播具有便捷、即时和广泛的特点，而这些特点是中性的，也就是正面信息和负

面信息的传播都具有同样的效果，甚至负面信息的传播效果会更加明显些。因此，新媒体传

播对来华留学教育品牌形象的影响也呈现出两面性：积极作用———正向的推动和促进作用，

消极作用———负向的阻碍和作用。

新媒体传播对来华留学教育品牌形象的积极作用主要表现在：第一、传播受众面大，能

增强品牌的影响力；第二、传播速度快，能快速建立高效率的形象；第三、提高了信息透明度，

降低了信息的不对称性，促进信息的自发监督。

新媒体传播对来华留学教育品牌形象的消极作用主要表现在：第一，个体能力差异的客

观存在影响了对品牌形象的客观评价。由于个体形成的拟态环境存在差异，同时信息接收

的质量和内容的不同，因此，较难形成统一的客观评价；

第二，负面信息的传播速度快，影响扩大。新媒体传播的便捷性和低准入门槛加快了信

息传播的速度，尤其是负面信息的病毒式扩散速度非常快，从而加深了对来华留学教育品牌

形象的负面影响。

３高校来华留学教育品牌的新媒体传播过程分析

新媒体是一种“互动式数字化复合媒体”，新媒体传播也是一种互动式传播。［４］新媒体

丰富了信息的表现形式，拓宽了信息传播渠道，传播主体也更加多元化。

新媒体传播过程摒弃了传统媒体单纯强势“推动”的传播方式，而是以多样化互动方式

的双向传播为基本思路，吸引用户参与，注重用户体验。

建立在两级传播理论基础上的新媒体传播过程基本模型如图１所示。信息源通过一级
传播到达意见领袖，再经由意见领袖和跟随着之间的互动传播（二级传播）实现信息的充分

扩散和广泛传播。

在一级传播阶段，新媒体可以实现信息内容和形式的多样化，包括图文、语音、视频等多

种展现方式，使得传播的信息具有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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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级传播过程中，可以实现充分互动，如点评、转发、参与活动和内容创作等，从而加深

传播力度、加大传播的效果。

图１　两级传播模型

高校来华留学教育品牌的新媒体传播过程如图２所示，一级传播主体是高校来华留学生
的归口管理部门，如国际教育学院、国际文化交流学院、国际合作处以及高校的宣传部门等。

通过对来华留学教育品牌相关信息加工和渠道选择进行一级传播，一级传播的对象主

要是从事留学生教育和管理的教师、在校的留学生、毕业生以及对来华留学生有需求的相关

企业人士等。

这些人成为来华留学教育品牌的二级传播的主体，分别通过各自的社交网络、朋友圈等

将信息传播给目标受众，这个过程属于二级传播，此过程中的传播特点是互动式的，因而也

是深度的传播。

图２　高校来华留学教育品牌的新媒体传播过程

四、高校来华留学教育品牌新媒体传播的策略建议

教育品牌传播需要创新传播理念，以提高传播效果为出发点，采用定向传播、定制传播

和媒介泛化策略构建模式。［５］

两级传播理论框架下来华留学教育品牌的新媒体传播的核心环节是充分发挥二级传播

主体的作用，有意识地培养意见领袖，同时在品牌传播的意识、组织和管理方面进行系统的

规划和设计，具体的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１树立来华留学教育品牌系统传播的意识
品牌的塑造是需要有系统的设计和规划，传播是打造品牌的必要手段，新媒体环境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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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华留学教育品牌的打造需要建立一个系统的品牌传播体系。

首先，高校的领导层要从学校来华留学教育发展的最高战略层面进行顶层设计，树立正

确的品牌传播意识，制定系统的品牌传播方案；

其次，利用新媒体优势，整合学校技术、人才、资源，搭建其来华留学教育品牌新媒体传

播的框架，成立新媒体中心品牌传播协调部门，设立专岗，监督品牌传播方案的落实；

第三，进行系统的培训和指导，使相关参与来华留学教育品牌建设的人员能从意识形态

领域真正领悟到来华留学教育品牌传播的必要性和有用性，并学习一定的技巧和方法。

２健全来华留学教育品牌传播的组织和制度建设
高校来华留学教育品牌传播需要有组织结构和制度体系的基本保障，才能取得有效成

果。组织结构方面，高校可在现有传播体系中增设品牌传播中心，由校长直接领导，同时设

立品牌发言人岗位，宣传品牌形象同时应对各种潜在舆情，各学院设置品牌传播专岗，建立

矩阵时管理结构，根据品牌传播的需要，随时组建工作组，完成特定的传播方案。

制度建设方面，制定和完善来华留学教育品牌培育和传播管理制度，规划来华留学教育

品牌传播战略地图，流程化信息的制作、审核、发布和监控反馈体系，建立来华留学教育品牌

传播的系统工程。

３有效管理来华留学教育品牌传播内容，挖掘传播热点
新媒体环境下信息传播便捷导致信息质量参差不齐，内容复杂多样，没有选择、不分主

次的传播肯定没有效果。因此要对来华留学教育品牌传播进行内容管理，将相关的信息进

行梳理分类，按照既定品牌传播战略地图有目的、有计划、分主次地进行传播。

同时在内容制作方面要注意：（１）内容要新颖、有吸引力，能够引起受众的注意；（２）内
容表现形式上简洁有力、图文并茂，可读性强；（３）增强内容的可互动性，吸引受众参与，并
积极回复，增强互动传播效果。

４制定应对来华留学教育品牌负面信息的新媒体传播预案
高校来华留学教育品牌传播中的负面信息一般是由独立第三方或者二级传播主体传播

的对品牌会造成负面影响的信息，如教学事故、培养质量问题、重大安全事故、刑事犯罪案

件、学生的投诉等。

借助新媒体平台，负面信息会以裂变的速度迅速传播，其传播效果以及对品牌形象的影

响会超过正面信息。因此，对负面信息的新媒体传播的管理尤其重要。

来华留学教育品牌传播中对负面信息应建立一套固定机制和应急预案，并成立专案小

组，快速响应，有条不紊地处理负面信息的扩散，积极主动引导，控制其传播方向和影响。负

面信息处理得当，对品牌形象甚至可以带来正面传播无法达到的效果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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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系统理论视角下的
来华留学教育问题探析

哈尔滨工程大学　丁学忠　王岩　肖易寒

发展外国留学生教育一直受到世界各国的普遍重视，世界各国都把发展留学生教育作

为一种软实力的象征，留学生教育水平与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紧密相连。改革开放４０年，
我国已从留学生输出国转变为留学目的地国。这种变化既得益于国际交流与合作形势的发

展，也是我国国力强大和文化自信的具体体现。

发展留学生教育是国家意志的集中体现。西方发达国家非常重视留学生教育，把加强

留学生教育作为一项基本国策来实施。我国中央政府也非常重视留学生教育工作，早在

２０１０年教育部就出台了《留学中国计划》［１］，其中具体明确了我国来华留学教育事业的发展
目标：到 ２０２０年，使我国成为亚洲最大的留学目的地国家。这一计划规定了我国来华留
学教育的总体战略目标和方向，为来华留学教育顶层设计奠定了政策基础。

近年来，我国来华留学教育事业发展迅猛，特别是在一带一路战略指引下，更进一步激

发了内生动力。在快速发展的背后，也出现一些值得关注的新问题。本文旨在以生态系统

理论为视角，从宏观、中观和微观角度，分析我国来华留学教育生态系统面临的现状，进一步

提出解决策略。

一、教育生态系统构成分析

自贝塔朗菲创立“一般系统论”以来，系统论的出现为人们提供了一种新的科学方法

论，给整个思想领域带来了“大变动”，又一次“改变了世界的科学图景和当代科学家的思维

方式”。［２］。系统又是相互独立地发生联系［３］。

生态系统理论是一个开放的理论系统，聚焦于人和环境的互动，所谓“人在情境中”。

人和所处的环境作为一个整体，相互依赖且彼此互为发展的条件，在良性的互动中，双方获

得了持续的改变和塑造。

生态系统理论以“栖息地”概念对情境具体进行阐述，是指人生活的环境是以“整体”的

结构出现，包括物理环境和社会环境。当栖息地有丰富的资源，能够提供有机体成长和发展

所需时，人就会逐渐地繁殖和成长；当栖息地缺乏必要的资源，人的生理、社会、情绪的发展

和相关的行为功能则会受到严重的影响。

教育生态系统是由教育及其周围生态环境（包括自然的、社会的、规范的、生理的、心理

的）相互作用而构成的统一整体［４］。来华留学教育系统其本身不是自然形成的生态系统，

而是具有浓重人为烙印的系统，它以来华留学生为主体，以高校为主导，以政府与社会为支

撑，通过专业学习、语言交流、文化影响、价值观熏陶等多个层面的发挥的协同作用。

宏观层面，主要关涉国家留学工作总体战略部署，相关政策、法律法规、涉及留学生教育

工作总体目标、主要任务、指导思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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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观层面，主要指各高校层面，留学生教育如何与高校人才培养目标相契合，涉及高校

留学生管理制度与相关政策、留学生教育硬件软件环境建设、留学生的文化教育与融合等；

微观层面，涉及留学生专业与课程设置、教学方法与手段、文化交流的内容与方式，个人

心理与校园社会生活。

二、教育生态系统现状分析

近年来，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我国高校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日趋频繁和深入，

“一带一路”相关国家来华留学人数快速增长。在规模上，我国已是亚洲最大留学目的国。

据统计，２０１７年共有４８９２万名外国留学生在我国高等院校学习［５］。来华留学教育的发

展，中国政府起到了主导和引领作用，通过设立政府奖学金，进一步引领来华留学向更高层

次发展。

在留学生工作整体快速发展的同时，目前仍然存在哪些问题，需要进一步解决？笔者在

宏观、中观、微观三个维度上做了如下阐述：

（一）宏观维度

１地区分布不平衡

根据教育部２０１７年数据，东部１１省市来华留学生约占总数７０％，西部地区留学生数
量较少。这种地区间的不均衡现象之所以很严重，是因为地区间的经济发展水平、文化和社

会环境、地理气候条件等严重制约了留学生来华目的地的选择。

２教育结构不合理

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也离不开中国。新中国成立后，海外留学人才对我

国发展的贡献是独特的，杰出的。中国是世界大家庭中的一员，要尽大国义务，要发展留学

教育，体现文化自信。然而，有留学我国经历的外国政要、政商界精英数量还比较少，显示度

还不够。

从生态视角看教育，教育更类似农业而不是工业，杰出人才的培养，不但需要优秀的种

子，更需要良好的育种环境。发展留学生教育事业，不但要吸引国际优秀人才来华学习，在

国际教育体系中具有相对比较优势的相关专业，更需要优化良好的育人环境，这是一项长期

的系统工程，需要以系统的视角来破解。

长期以来，来华留学生在专业的选择上是很有特点的。发达国家的来华留学生选择语

言学习的比例较大，亚非发展中国家的来华留学生攻读学位的比例较大。这种情况近年来

有所改变，但来华留学生专业仍主要集中在语言、经管、医学等人文社会科学性领域。

尽管我国高校在理工科领域的国际声誉十分突出，但在国外大学生中仍缺乏认知度。

笔者以为这有多方面原因：

首先，在国际留学教育体系中，比较优势影响了学生的专业选择。我国声誉比较好的理

工科面对发达国家留学生选择时，比较优势不强，而亚非发展中国家留学生相对比较优势

较强。

另一方面，长期形成的社会刻板印象影响了留学生的专业选择。我国是经济总量第二

的世界性大国，同时也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西方社会长期形成的科技落后的社会刻板印

象很难得到根本改变。因此，竞争力较强的理工科院校被非理性的“偏见”屏蔽了。

３生源国集中

亚非发展中国家留学生是我国目前来华留学生的主体。这既有历史社会因素，也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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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方针大略影响，比如一带一路战略。我国留学生教育发展主要由政府主导和推动，服务于

国家根本利益，政府通过设立国家奖学金，吸引相关国家优秀学生来华留学。

发展与合作是当今国际社会共识，在全球一体化趋势下，发展中国家越来越认识到人才

培养在国家和区域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在此背景下，生源国政府积极支持本国学生到中国

接受专门的教育和培训。这对于合作共赢，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另外一个方面，生源国过于集中也反映出，我国留学生教育发展在世界范围内缺乏竞争

力，优势学科专业在西方发达国家学生中缺乏认知度和比较优势。这提示我们，留学生教育

发展不但需要政府的支持和政策引导，服务于国家根本利益和需要，更需要建立品牌吸引

力，强化宣传策略，通过市场的规则，积极参与到国际留学生教育竞争体系中。

（二）中观维度

１管理模式趋同

我国高校留学生的管理模式，目前仍然是“趋同管理，区别对待”，以“区别对待”为主，

譬如：国际学生独立的培养方案、单独的班级编制、完全有别于中国学生管理机制等，这些措

施有其存在的时代性和必要性，这是由我国接收来华留学生的现实情况和我国高等教育体

制所决定的。

教育主管部门、各高校需要花大力气去思考并逐步探索与国际接轨的留学生管理模式。

以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为例，从２００６年至２０１４年，留学生数由２５００人增至６９７７人（不含
短期非学位生），阿大国际排名跻身世界百强。

在管理模式上，阿尔伯塔大学国际学生实施与本土学生完全趋同化管理模式。这种模

式的优势在于内外学生同质化管理，降低培养成本；加速国际学生对校园文化的整体融入

度，缩短跨文化不适应期；内外学生同标准、同要求，有利于评估国际学生的培养质量；“学

分认定”、“学分互换”、“学分银行”等制度，为国际学生跨校之间流动提供极大的方便和

可能。

２教学与服务水平竞争力不强

大学的国际化首先是教师队伍的国际化，具有国际视野的师资队伍是开展国际交流与

合作的前提，是培养和吸引优秀留学生的重要条件和保障。

目前除部分知名高校外，大部分高校师资队伍国际化程度还不能满足留学生需要，尤其

是汉语能力不强的留学生。在教学环节中，大部分教师采用传统的教学方式，课程设计缺少

国际化特点，很少使用国外优秀原版教材。

在留学生生活管理制度方面，国内高校通行的做法是沿用国内学生的统一管理制度，本

土学生由于文化因素能很快适应，对于留学生而言，显得缺乏弹性。

比如有些管理制度没能充分考虑到留学生的文化、宗教和教育背景等因素差异，留学生

对公共服务、管理等方面意见较大。部分来华留学生不懂英语，汉语水平较差，同学间相互

联系较少，增加了人际沟通冲突的可能性。近几年来，来华留学生人数整体有较大幅度增

长，相关学习住宿条件已经不能满足需要。有的高校多媒体教室短缺，有的体育设施少，有

的住宿条件简陋等。

（三）微观维度

１留学生心理问题突出

随着高校来华留学生人数的增加，留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成为高校留学生教育管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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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注焦点。多种因素影响和制约了留学生群体的心理健康水平。从外部因素看，来华留

学生家庭经济、文化背景和宗教信仰成为影响心理健康的重要因素；从个体内部因素看，语

言掌握能力、环境适应能力、个性特点是影响心理健康水平的主要因素。

来华留学生的主体是处于人生发展阶段中最活跃阶段，即青年时期。青年人的心理发

展是在其社会生活环境和自身社会实践活动中完成的，对自我的探索、认同、人际关系、社会

角色也在不断变化。

留学生心理问题突出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是负面情绪问题。留学生经常会出现思乡感、孤独感、抑郁情绪和挫折感。这种消极

情绪如不能得到及时有效的控制，就会造成较为严重的心理问题。尤其是在缺少社会支持

下，孤独感、挫败感体验会相对强烈。较长时间的负面情绪体验会影响留学生的自我认同，

生活满意度，进一步会转变为对学校负面评价。

二是人际关系敏感问题。留学生在异国生活和学习，因社会文化差异，语言沟通的障

碍，导致留学生呈现出更多的焦虑状态。与中国大学生相比，来华留学生存在更多的强迫、

人际关系紧张、焦虑和恐惧等心理问题。

三是文化、心理和社会适应问题。留学生的负面情绪问题、社会交往中的人际问题往往

都是内在的文化、心理和社会适应问题外在体现。多元文化背景下，生活方式、宗教信仰、个

性差异等因素在同一个场域，以显性和隐性的方式对留学生群体发挥着影响。

四是学习与就业压力。近年来，随着我国高校留学生教育质量提升，针对留学生学习学

业培养标准趋于严格，部分留学生感受到了学习方面的压力。

２工作存在薄弱环节

２０１６年，国家卫生计生委等２２部门联合发文《关于加强心理健康服务的指导意见》进
一步指出“每所高等院校均设立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室），按照师生比不少于１：４０００
配备从事心理辅导与咨询服务的专业教师”。

从实际操作层面看，目前国内大部分高校专职教师配备尚不能达到指标要求。一方面

是数量不足，在未能满足本土学生服务需求时，更难全面覆盖留学生，开展工作很难常态化；

另一方面是专业咨询教师双语交流能力限制，制约了针对留学生个体咨询服务工作。

为普及心理健康知识，提升抗挫折能力，应对心理危机事件，高校为本土学生开设大学

生心理健康教育课，为新生开展心理普查，建立心理档案。我国大学生心理危机导致的突发

事件远低于西方发达国家高校，应当说，在专职教师队伍配备不足的情况下，这些举措是有

效的。

然而针对留学生，这些举措存在着制约因素。以课程教学为例，来华留学生的培养方案

有别于本土学生，培养方案中未列入心理健康教育等通识课程，来华攻读本科学生未能接受

心理健康教育相关知识学习。

在心理咨询服务方面，我国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模式实际上是社会工作模式，专职教师、

辅导员是主动发现、主动介入和服务，而在西方高校心理咨询服务是被动服务，需要学生主

动咨询。特别是在心理普查环节，我国高校采取的是利用标准化量表，针对全体新生开展网

络或纸质测量，同时建档。在现实操作层面，需要做好保护隐私和知情同意。

三、教育生态系统对策分析

系统论告诉我们，任何一个开放的系统都会具有有序性、目的性和稳定性特点，系统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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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子系统是协同发展、自控与他控的统一，系统与环境存在着信息和能量的交换，系统具有

不断适应环境和不断优化内部结构的能力。

从系统论的视角看，留学生教育生态系统发展是不均衡的，各子系统间互动是不协同

的，没有与环境建立良性互动关系。从系统内部看，教育主管部门和留学生教育主体即高校

间未形成良性他控与自控关系，表现为教育主管部门对各高校缺乏宏观指导，未充分做好顶

层设计；各高校在留学生发展规划、设计上存在定位不清晰和管理模式趋同问题。

从系统与环境关系看，两者关系不协调。这里笔者将环境分为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

层面：

在微观层面，比如留学生公共服务体系，留学生管理模式有待改进。

在中观层面，各高校本土学生与留学生在教学内容设计、管理制度等方面缺乏一致性和

融合性，造成留学生培养质量下降。

在宏观层面，我国留学生教育体系尚未融入国际留学生教育体系，比如在跨国学分互认

制度方面还存在着不足，这严重制约了我国留学生教育国际化发展水平。

教育生态外部环境系统制约了内部系统的发展。我们加强和改进来华留学教育工作既

要看到问题和不足，又要坚持发展观点，看到我国的优势和发展现状。政府部门需要做好大

环境优化，发挥地缘优势，制定相关政策，积极吸引人才。高校要突出办学特色优势，发挥核

心竞争力，提供良好的学习和学术氛围。

（一）宏观层面，做好来华留学顶层设计和发展规划

根据欧美留学生管理的经验，国家和高校是留学生教育实践中起到关键作用的两个子

系统或者主体。在留学生教育生态体系中，国家和高校作为不同的子系统，所起的作用不

同，影响方式不同，但是对教育目标和愿景都有非常大的一致性。

新时期新形势下，我国的来华留学教育事业不仅承载着培养知华友华爱华的国际力量，

服务于国家外交大战略，更应考虑走出一条适合国情和现实需求的产业化运营之路。

各高校必须制定本校的来华留学教育发展规划，明确来华留学教育在学校主体工作中

的定位和发展目标，把发展留学生教育作为建设一流大学的桥梁。笔者认为，在做好顶层设

计方面，重点要考量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把好入口关，建立健全的来华留学生准入制度。

随着我国留学生教育的快速发展，留学生整体规模持续上升，在这一过程中必然伴随着

对生源质量要求的提升，生源质量的下降必然会影响留学生的教育质量。

把好入口关意味着要建立健全留学生准入制度，构建各项评价指标体系；把好入口关，

来华留学生不但要具有良好的个人综合素质和学业水平，还要有良好的语言沟通能力和个

人心理素质。同时针对优秀留学生，评价筛选标准要更加具有灵活性和高效性。

其次，强化认识，建立共同愿景。

为了推进来华留学生工作，教育部出台了《留学中国计划》，就是要站在全局层面建立

共同愿景，推动地方政府相关部门、各高校进一步强化认识，协调发展。然而在留学生教育

实践中，往往由于地域原因、经济原因、高校发展水平甚至高校领导主观认识方面的原因，导

致留学生教育发展不利或停滞不前的局面。

因此，要进一步强化制约机制，传导压力和责任，强化各相关群体对发展留学生教育的

正面认识，保障留学生工作健康有序发展，促进办学国际化水平的提升。

再次，组织开展多方位综合评价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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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和政府作为留学生教育生态系统的两个子系统，以及作为系统环境的社会，三者之

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联系。高等教育最终目的要服务于社会，但教育过程和教育质量要受

到社会制约。比如社会需求调节最终会影响到高校的专业设置问题。

同样在系统内部，高校和政府相关部门也要积极发挥相互促进、彼此监督的作用。政府

相关部门要针对高校留学生工作建立督查指导评价体系，强化宏观指导和检查，促进各高校

加强和改善留学生教育管理工作，不断提升教学质量，促进专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形成常

态机制。

（二）中观层面，创办特色教育，增强国际吸引力

我国的留学生教育发展在总体上与发达国家相比有较大差距，但与周边国家有相对比

较优势，意味着留学生教育体系存在进一步发展的空间和动力因素，而外部空间的拓展程

度，更取决于内生动力的激活情况。

从系统角度看，一个开放的生态系统具有两个主要特点：

一是系统的开放性，表现为系统内部与环境之间的信息和能量的传递。留学生教育发

展体系本身就是一个开放的系统，是高等教育体系下的一个子系统，面向外部环境开放。因

此，国际化、多元化，强调合作与交流，是发展本国留学生教育参与国际竞争的必然趋势。

二是从系统的内部机制看，系统具有不断自我优化自组织能力。自组织体现在结合目

的性的系统自控行为。如果把政府部门作为教育生态系统的子系统，所发挥的宏观监督指

导作用理解为他组织作用，那么可以把高校的自我发展、自我监督、自我优化功能理解为自

组织作用。自组织过程是系统变得更具有适应性和更加强大的作用机制。

民族的即是世界的。特色化、差异性是系统存在的根本条件，自我监督、自我优化是系

统强大的机制。开放性、国际化是留学生教育系统发展的必然趋势和方向，各高校在国际化

办学的同时，更要立足中国文化特色，在办学的指导思想、学科体系构建等方面体现传统文

化精髓。

各高校作为发展留学生教育的主体，要充分发挥自我评价、自我促进、自我优化的功能，

不断推进特色化和国际化留学生教育发展质量。

然而在实践中还存在诸多亟需解决的问题，比如跨国学分互认是推进留学生教育国际

化发展重要途径。２０１７年国务院发布《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中提到：“以学分
互认为重点，推动学生交流，深入参与相关多边教育行动”。我国目前关于跨国学分互认制

度还缺少相关法律及配套政策的配合。部分高校存在着留学生教育系统差异性不强，特色

不明显，因此进一步影响了竞争力，对优秀留学生吸引力不强。

（三）微观层面，进一步加强留管队伍和教师队伍建设

目前，我国留学生主体是亚非发展中国家学生，留学生生源国过于集中，发达国家来华

攻读学位生比例相对较少，因此进一步拓展海外发达国家留学生市场，吸引优秀留学生来华

攻读学位尤其是我国优势明显的理工科专业，是提升我国留学生教育体系竞争力的必经

之路。

然而多元化的生源需要有多元化、国际化的教师队伍和管理队伍作为支撑。具有国际

素养、通晓国际规则和多元文化理解力的高水平专业化队伍，在留学生教育实践中的作用是

至关重要的。

各高校应当进一步树立留学生教育国际化特色化发展战略，培养和引进具有国际背景

的优秀人才，逐步提高国外和境外学习或工作经历的教师和外籍教师的比例；进一步加强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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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交流合作，推动教师队伍紧跟国际学术前沿，实施全英语授课海外培训计划；进一步加强

中青年教师外语口语培训、出国或出境进修的力度。

（四）留学生层面，优化物质和精神环境，助力跨文化适应

在来华留学过程中，两个体验对留学生而言是最为关心的：一个是学习体验，一个是生

活体验。学习体验需要有国际化水准的教师队伍和国际化课程体系，而生活体验需要有友

好的、包容性强的生活服务环境，这其中最为关键的是要有多元文化理解力的后勤服务

人员。

因此，公共生活服务管理水平和后勤服务人员的素质会直接影响留学生满意生活度。

如果高校能够让留学生获得满意的留学体验，进而形成良好的国际口碑，则有助于我国留学

生教育的可持续发展。

以生态系统理论的观点，来华留学生能否适应在华期间学习和生活，不仅取决于其本人

个性特点，也取决于栖息地的包容性和丰富性。良好的物质和精神环境有助于留学生建立

归属感和身份认同。

各高校要增加投入，改善并提高硬件水平，包括教室、图书馆、自习室、公寓、文体活动中

心等，以达到或接近发达国家高校水准；加强校园文化建设，提升文化育人功能；完善留学生

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全方位的留学生服务水平；营造出浓厚的学术空气、学习氛围、传统文化

氛围，让每个留学生参与进来，更好地与本土学生融合，感受到这种氛围的熏陶。

加强和改进来华留学教育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考虑各个子系统的相互作用关系，这里

既涉及国家宏观层面的顶层设计，也涉及地方政府、高校相关政策，甚至公寓管理层面具体

举措；从内容上看，既涉及物理、制度环境，也涉及文化和心理环境。

在多元文化背景下，构筑良好的栖息环境和发展空间，提升归属感，助力留学生跨文化

适应，充分释放和挖掘个人的潜力，形成环境认可和身份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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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生质量保障体系》（编号：高留分会课题２０１８－２０１９Ｙ０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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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来华留学教育工作
助力高校“双一流”建设

厦门大学招生办公室　陈春萍

综合性大学具有办学历史悠久、学科门类齐全、多学科交叉融合、国际合作交流深度广

等优势，是中国高等教育走出去和国际化的先锋者和主力军，也是来华留学教育工作的核心

载体。

本文以来华留学教育工作的系统化建设为基点，通过数据分析、互联网调研、电话咨询

和实地访问交流等方式，基于同类“双一流”高校在来华留学教育方面的经验做法，从来华

留学教育工作的系统化、全链条角度，梳理当前来华留学教育工作的前景和挑战，探讨发展

瓶颈与不足，并结合我校来华留学教育工作实际提出思考与建议。

一、新形势下来华留学教育的机遇与挑战

（一）统筹推进“双一流”建设，深化教育对外开放格局

２０１５年，国务院印发《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提出“双一
流”建设总体要求，坚持以中国特色、世界一流为核心，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以支撑创新驱动

发展战略、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为导向，加快建成一批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提升我国高

等教育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

教育，尤其高等教育是知识创造的源泉和人才培养的摇篮，是否拥有世界一流大学是一

个国家是否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关键之一。一个国家想要始终处于领先地位或者实现跨越式

发展，需要有世界一流大学，并力争在全球高等教育的金字塔顶端取得一席之地［１］。

２０１６年，国家出台《关于做好新时期教育对外开放工作的若干意见》，实施“一带一路”
教育行动，促进沿线国家教育合作，是国家教育对外开放的里程碑式创举。通过加强教育互

联互通、人才培养培训等工作，对接沿线各国发展需求，实现合作共赢。

来华留学将成为未来一段时期内中国教育国际化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提前筹备和部

署“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来华留学的通道、模式和发展路径，不仅有利于推动“一带一路”来

华留学快速发展，还将促进中国教育改革与国际化进程，更能助力“一带一路”倡议的

实现［２］。

（二）我国来华留学蓬勃发展，规模和质量稳步提升

国家高度重视来华留学教育工作，将来华留学与出国留学并重，推动来华留学事业蓬勃

发展。２０１４年１２月，习近平主席在全国留学工作会议上指出，“新形势下，留学工作要适应
国家发展大势和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统筹谋划出国留学和来华留学，综合运用国际国内两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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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培养造就更多优秀人才，努力开创留学工作新局。”

根据２０１３－２０１７年全国来华留学人员的数据统计，随着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
来华留学人数近年来呈快速发展趋势。２０１７年来华留学工作扎实稳步有序推进，留学生规
模持续扩大，生源结构不断优化，中国政府奖学金吸引力不断提升，来华留学事业发展态势

总体良好，向高层次高质量发展。

当前我国已成为亚洲最大留学目的国，２０１７年共有来自２０４个国家和地区的各类外国
留学人员４８９２万人，规模增速连续两年保持在１０％以上，其中学历生２４１５万人，占总数
的４９３８％，同比增幅１５０４％。
２０１７来华留学前十生源国：韩国、泰国、巴基斯坦、美国、印度、俄罗斯、日本、印度尼西

亚、哈萨克斯坦和老挝，“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华留学生达３１７２万人，占比６４８５％，增幅
达１１５８％，高于各国平均增速。打破以汉语学习为主的格局，学科分布更加合理，生源层
次显著提高［３］。

（数据来源：中国教育部公布的２０１３－２０１７年我国来华留学生情况统计）

（三）世界各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竞争日趋激烈

根据２０１７年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留学工作处关于“来华留学形势、政策与思考”
的专题报告会，国际教育竞争的日趋激烈对来华留学提出了新的挑战。

２０１２年，美国制定《国际教育与交流助力美国全球成功—国际战略２０１２－２０１６》，将教
育国际化作为促进美国教育成功的重要一极力量。

２０１２年，加拿大颁布实施《国际教育是加拿大未来繁荣的关键动力》，争夺留学生国际
市场。

２０１３年，英国颁布《国际教育：全球增长和繁荣》，搭建“教育英国”招生平台，加强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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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销能力建设。

２０１５年，澳大利亚公布《国际教育国家战略草案》，通过多方合作为留学生创设专业化
服务体系做强国际教育产业，保障澳大利亚在国际教育中处于世界领导者地位。

２０１７年，俄罗斯提出“俄罗斯教育出口潜能计划”，未来８年，俄罗斯高校留学生招生规
模将翻倍，并出台各项优惠政策吸引优秀留学人才。

面对各国从国家战略的角度重视国际教育、争夺国际人才的诸多举措，中国大学需进一

步增强来华留学教育的使命感和紧迫感。

二、当前来华留学教育发展的瓶颈

当前来华留学发展处于规模发展和质量提升的关键时期，为进一步规范各高校招收、培

养和管理国际学生的行为，２０１７年３月国家正式出台《学校招收和培养国际学生管理办法》
（教育部、外交部、公安部第４２号令）。

来华留学教育作为系统工程，已纳入国家发展战略和各个学校中长期发展规划，但相比

发达国家，我国的留学教育起步较晚，经验积累不够，许多高校尚缺乏具体的目标进程，管理

机制也在逐步探索中，加之国际学生涉外管理的政策性和复杂性，在具体操作层面遇到许多

困难。

（一）国际学生的生源开拓竞争力不足

我国已成为留学大国，但还不是留学强国。国际学历生占在校生比例关系着大学人才

培养的国际声誉，体现大学国际教育服务的能力，是衡量一所大学国际化发展的重要指标。

世界一流大学的国际学历生占比一般在１０％－２０％以上。
根据软科２０１８中国最好大学学生国际化排名，位列前五名的综合性大学，上海交通大

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大学、浙江大学的比例在５％ －７％。综合性大学集中了中国
高等教育的最优资源，然而国际学历生占比与世界一流大学还有很大差距。

高校国际学生生源结构有待优化，生源质量有待提升。目前国际学历生主要来自亚洲、

非洲等发展中国家，欧美发达国家较少；国际学生专业基础薄弱，水平参差不齐。

高校参与国际生源市场的竞争力有待提升。国外一流大学把招生作为一个教育服务产

业来运作，而国内高校的招生行政色彩较浓厚，尚缺乏生源市场分析和营销管理意识，留学

招生宣传特色不鲜明，招生宣传渠道有限，与国外大学同台竞争的能力不足。

许多高校对来华留学的招生经费和招生人员投入不足，各学院作为人才培养的主体开

展国际学生招生宣传的意识较弱，还主要依托学校招生部门或国际教育学院招生。

（二）教学培养的国际化水平有待提高

当前国际学生来华留学以中文授课为主，与中国学生同堂上课，多数高校对国际学生培

养的针对性不足，未能充分结合国际学生教育背景和文化特点，制定针对性培养方案并有效

组织和开展教学工作。

国际学生虽然通过汉语水平等级考试（ＨＳＫ），但进入专业学习的语言能力依然薄弱，
当前开设的汉语课程多难以满足不同程度国际学生的专业学习需求汉语课程分级教育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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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

不少高校如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对外经贸大学、浙江大学等已开设许多英文授课

项目吸引国际学生，但英文课程和英文师资缺口仍较大，全英文授课课程往往跟不上国际学

生数量的增长，图书馆英语教材、案例和学习资料也有待丰富。

高校当前国际学生综合办学经费的下拨一般只下拨至学院，导师指导国际学生需付出

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然而往往因没有激励政策支持，多数导师不愿意接收，特别是英文授课

的国际学生。

此外，与国际学生联系密切的教学管理队伍，其外语水平能力和外事管理经验不足，缺

少充分的语言提升和业务培训机会。

鉴于国际学生的特殊身份，高校对国际学生提供社会实习机会较少，国际学生在中国留

学期间对中国的社会、经济、文化的深度体验不足。

（三）国际学生的管理机制需进一步优化

目前高校来华留学生管理的传统体制主要包括两种：一种在学校“国际合作与交流处”

下设 “留学生办公室”来负责留学生招生、学籍和日常管理等事务的行政管理模式。另一种

由独立二级教学机构“海外教育学院”或“国际教育学院”全面行使留学生招生、教学、日常

管理和外事管理于一体的综合学院管理模式。

这两种模式在来华留学教育发展的不同阶段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来华留学生数量的

快速增长和生源结构层次的变化，既有模式的局限性也逐渐凸显。

“国际合作交流处下设留学生办公室”的模式，发挥了学校国际合作交流的优势资源，

有利于国际学生生源开拓，但教学事务需要与学校的教务部门沟通，由于信息未共享和资源

不对等，往往出现沟通脱节和困难。

“海外教育学院或国际教育学院”模式的优势在对院内学生的教学和日常管理，弱势在

于难以协调与整合学校各职能部门、各学院的资源来推进各层次国际学生教育管理的整体

发展。

在高等教育国际化不断发展的背景下，高校单一的放养式或保姆式管理机制在一定程

度上难以适应新形势下来华留学发展的要求，许多高校也在尝试探索新的国际学生管理体

制。如复旦大学在全国首创设立外国留学生工作处，作为一个正处级单位下设招生科、学生

管理科和综合科，统筹负责国际学生的招生和管理，并与教务处和研究生院保持联系，追踪

学生的教学培养情况，同时负责国际学生校友工作，建立了系统高效的国际学生综合管理

体制。

目前我校来华留学管理实行趋同化管理和适当照顾的模式，然而趋同化不是等同化，对

来华留学生管理建立有效的联动机制势在必行。

（四）国际学生的校友工作还处在起步阶段

来华留学生是我国加强对外交往和文化传播的独特资源，这一群体“他者镜像”的传播

在弘扬中华文化、展现中国形象、解读中国政策等方面，无论是在当下或者将来都会起到不

可替代的重要作用［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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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高校培养的国际学生规模不断扩大，但因传统体制等原因，国际学生的校友工作还

未引起足够重视，多数高校尚未理顺国际学生校友工作的管理机制，主要还是依托培养国际

学生较集中的海外教育学院或国际教育学院。复旦大学外国留学生工作处处长兼任学校校

友会的副秘书长，在体制上将国际学生的校友工作纳入学校的整体发展中，为国际学生校友

工作提供了一种有益的发展模式。

虽然很多高校已意识到国际学生校友在发挥知华、友华和提升中国的国际影响力等方

面的重要作用，但尚未建立起完善的国际学生校友数据库和追踪机制，在服务国际学生校友

方面也基本处于起步探索阶段。同时，高校对优秀国际学生的先进事迹、毕业后的发展成就

等宣传报道力度不足，国际学生典型挖掘深度、广度不够。通过传播国际学生校友的榜样故

事提升学校国际声誉方面还大有可为。

三、探析来华留学教育的发展路径－以厦门大学为例

做好来华留学教育工作既是国家发展战略的需要，又是高校自身走国际化发展的必然

选择，各部门主动将来华留学教育定位为各自重要的工作之一，认真研究制定与本部门工作

呼应衔接的来华留学工作推进机制，部门间形成完善的工作流程，有效整合教学和管理资

源，形成合力，突破阻碍来华留学教育工作的瓶颈问题，构建大的来华留学教育工作

格局［５］。

我们厦门大学拥有良好的留学生教育传统作为中国最早开展海外教育的高校之一，

１９５６年即开办海外函授教育项目，１９８１年开始接收来华留学生，中国第一个外籍海洋学博
士和会计学博士就在这里诞生。

“一带一路”战略是国家教育国际化的顶层设计，为来华留学发展提供了历史发展机

遇，我校也迎来了来华留学教育事业快速发展的黄金期。我校已制定包括来华留学在内的

教育国际化发展规划，在探析来华留学教育的发展路径上迈出了坚实的步伐。

（一）创新招生宣传模式，提高生源开拓竞争力

１全方位，有的放矢

充分发挥我校境外交流院校、共建孔院、海外校友会、驻外使领馆、各学院教授博导、外

籍教师、在校或已毕业的海外学生、外派汉语教师和志愿者等各类资源扩大招生宣传影响。

通过举办“国际学生大使”活动，鼓励学生寒假回国回母校开展招生宣讲会、经验分享、

励志讲座等。

加强来华留学生生源分析，根据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特点，制定针对性的宣传方案，探索

市场化运行机制。

２发挥奖学金资源效应

主动配合国家外交和人才战略的重点地区和优先方向，扩大招收中央及地方政府各类

奖学金生，充分发挥奖学金在吸引优秀国际学生发挥的关键作用，通过多种渠道加大包含中

国政府、国家汉办、福建省政府、厦门市和厦门大学等各类国际学生奖学金的招生宣传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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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加强信息化平台建设

完善多语种的国际学生招生网，细化各类国际学生招生简章，为申请者提供全面丰富的

来华留学资讯。

建立国际学生网上报名和在线审核系统，实现招生办、院系和申请者的三方互动平台。

积极打造厦大招生微信平台，宣传国际学生各类招生政策和奖学金信息。

加强与国家留学基金委和国家汉办等网站合作，依托国内外知名留学网站，开展媒体合

作推广等。

４规范招生录取流程

优化国际学生招生录取方式，探索“申请 －审核制”和专家“笔（面）试考核”两种入学
方式相结合。

进一步规范各学院国际学生学术审核流程，由学院招生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国际学生的

录取复核和奖学金人选推荐排序。

坚持国际学生各类新生奖学金遴选工作小组机制，公平公正、科学选拔优秀奖学金候

选人。

（二）依托综合性大学学科优势，打造来华留学教育品牌

通过优化来华留学生源国别，加大优势学科课程建设力度，打造“留学中国”品牌。以

培养国际化人才为目标，树立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改革国际学生培养方案和教学模式，突出

课程的国际化和实践性［６］。

我校自２００７年起推动各院系开设硕博英文授课项目，不断优化现有英文授课项目培养
方案，提升国际化师资队伍水平，打造特色鲜明的来华留学教育品牌。目前我校共有９个学
院（研究院）开设１６个英文授课硕士项目（学制两年），２１个学院（研究院开设４０多个英文
授课博士专业，可以招收和培养国际研究生，英文授课导师２３０多位。

学校通过选派高校优秀青年教师、学术带头人等赴国外高水平机构访学交流，加快引进

世界名校师资，推进外籍教师资格认证，完善专任教师标准体系，加快高水平师资队伍建设。

通过积极推进来华留学教育，来华留学规模不断扩大，教育质量不断提升，既促进了世界了

解中国，也提升了中国的国家影响力［７］。

（三）优化国际学生管理机制，统筹谋划国际学生发展方案

来华留学教育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也是一项人心工程，需要全校上下齐心协力，建立

完善学校统筹，部门联动、学科导向、分类支持的工作机制。

经过近十年对国际学生管理机制的探索改革，我校分步骤实现国际学生趋同化的管理

模式。学校招生办公室统筹负责全校国际学生的招生录取工作，教务处和研究生院统筹负

责国际学生的教学培养工作，国际学生的日常管理服务纳入到学校的学生工作体系中，由学

生处统筹协调，各学院具体负责。

建立起学校、学院、学生三级管理体制，改变原来单个学院承担国际学生全部事务的模

式，优化了国际学生管理机制，对调动全校资源，提升国际学生规模和质量，整体教学培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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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服务水平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２０１８年学校正式成立国际学生工作领导小组，由校长担任组长，分管校领导担任副组
长，相关职能部门主要负责人作为小组成员，统筹谋划国际学生发展总体实施方案，将定期

研究国际学生的招生、培养、管理、校友等工作议题。

（四）重视国际学生校友工作，培养知华友华人士

我校已将国际学生校友工作纳入学校校友工作的整体规划，分阶段逐步建立完善国际

学生校友管理体制。针对国际学生规模较集中的学院，做重点突破，在重点国家建立国际学

生校友会，目前已成立尼日利亚校友会、泰国皇太后大学孔子学院校友会，并筹划印度校友

会等。

校友总会秘书处与学生处和各学院加强联系，建立完善学校国际学生校友数据库，同时

做好国际学生校友的联络和服务工作，让国际学生校友及时了解学校的发展动态并感知母

校的关怀。

我校校友会将积极通过挖掘国际学生校友典型，充分利用《天南地北厦大人》等栏目和

“厦大人”微信公众号、校友总会英文网站等媒介，对已经在行业内、领域内崭露头角或极具

特色的国际学生校友进行宣传报道，进一步提升我校国际声誉。

进一步扩大国际学生招生规模和优化生源结构，提升国际学生教学培养和管理服务水

平，推动国际学生校友工作上新台阶，是推进高校“双一流”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来华留学教育工作是全链条、系统化工程，需要通过全过程的管理服务体系构建，在各

个环节上体现高校的国际化办学理念和水平，通过提高国际学生的满意度进而提升留学中

国的美誉度和吸引力，为国家培养更多“知华、友华、爱华”的国际友人。

参考文献：

［１］　刘念才序［Ｃ］／／程莹，王琪，刘念才世界一流大学：对全球高等教育的影响上海：上海交通大学

出版社，２０１５：１．

［２］　王辉，苗绿，郑金连，李庆。全球化与“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中国留学发展的机遇与挑战［Ｃ］／／王

辉耀，苗绿。中国留学发展报告（２０１７）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７：４９．

［３］　《来华留学工作向高层次高质量发展》中国教育部网，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ｏｅｇｏｖｃｎ，２０１８年３月３０日．

［４］　方宝，武毅英高等教育来华留学生的变化趋势研究［Ｊ］高等教育研究，２０１６，３９（２）：２０．

［５］　卢江滨，黄晶，张煜浅谈以影响综合性大学发展来华留学教育的主要因素—以武汉大学为例／／陆

应飞主编《来华留学教育研究（２０１６）》［Ｃ］北京：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６：４０．

［６］　赵奇栋国际化对留学生招生培养工作的挑战与应对［Ｊ］外国留学生工作研究，２０１７，１０３（３）：７０．

［７］　邵兴江中国教育战略研究［Ｍ］浙江：浙江教育出版社，２０１４：１８２．

（作者陈春萍，女，系厦门大学招生办海外招生科长、英语语言文学学士、法学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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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会会刊《外国留学生工作研究》概述

《外国留学生工作研究》主编　陆应飞

内容提要：本文对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外国留学生教育管理分会会刊《外国留学生工作

研究》的基本情况进行了介绍，对刊物从２００７年到２０１８年来的专题栏目、文章选题及主题
内容等进行了详细地梳理和总结，并对会刊的未来发展方向进行了展望。

一、《外国留学生工作研究》简介

《外国留学生工作研究》杂志是中国高教学会外国留学生教育管理分会会刊，创办于

１９９０年，面向全国接收来华留学生的高校、各省、市、自治区教育部门、教育部国际司、国家
留学基金委及外事、公安等有关部门发行。

本刊是季刊，由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主办，外国留学生教育管理分会编辑出版。实行会长

领导下的主编负责制。主编人选经北京市新闻出版局培训并经考试合格后上岗。每年都需

经“北京市新闻出版局”审批一次。每期１００页，印制２６００册，发送至１０００多个招收来华留
学生院校、科研院所和其他教育机构等单位。每年还印制合订本，发送至各省、市、自治区教

育厅（局）和中国高教学会、教育部国际司、国家留学基金委等有关单位存档。

本刊的论文都是对当时来华留学教育所遇到的理论与实践问题的探讨，记录了来华留

学教育的印记，记载了来华留学教育的历史发展过程，留下了历史文献，形成了历史积淀。

本刊所刊登的文章主题突出，内容丰富，观点明确，资料翔实，语言文字规范。论文内容

涉及来华留学生教育管理的方方面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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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来华留学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

了重要贡献。

我们欣喜地看到，很多领导同志和留管干部表示，他们对会刊的每篇文章都要认真地阅

读；有些学校的留管部门专门选取本刊上的有关文章，组织留管干部和教师，集合本单位的

具体情况集体讨论学习，运用于留学生教育管理工作实践中；有些作者告知我们，他们在本

刊发表的论文对他们评职称和职务晋升起到了很大作用等等。这些都是对我们工作的肯

定，也是对我们的鼓励和鞭策。

诚然，本刊以繁荣来华留学教育科学研究为宗旨，按照教育规划纲要和留学中国计划的

精神，广泛深入研究我国来华留学教育改革发展问题，加强来华留学教育理论创新，逐步形

成有中国特色的来华留学教育理论体系。

本刊是“交流平台”。它聚集了从事来华留学教育管理领域的领导、专家和学者，搭建

了相互沟通、平等交流的平台。同时加强了高校之间、区域之间的横向交流。

本刊是“研究平台”。它非常重视来华留学生教育工作的前瞻性研究，特别是围绕外国

留学生工作的长期发展规划，进行调查研究、提供咨询，为我国高校加速国际化发展提供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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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支持。

本刊是“实践平台”。它始终面向实践，抓住来华留学教育中面临的热点、难点等问题，

组织研究探讨，解决实际问题。因此，本刊的论文都是广大一线来华留学生教育工作者们努

力实践、科学研究、认真总结的成果，对来华留学教育管理工作具有指导和促进作用。

本刊是唯一专门研究探讨来华留学生教育管理理论和实践的全国性刊物。二十多年来

从未间断，目前已出版了１１３期，刊登了２０００多篇论文，已有１０００多名从事来华留学教育
工作者先后在本刊上发表了自己的科研成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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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上发表自己的处

女作，迈入了留学生教育理论研究的学术殿堂。

本刊从２００７年第１期开始，同时出版发行纸质版和电子版，电子版每期都挂在全国留
管学会官网上。从２００８年起，编辑部遴选本刊中质量高、有理论和实用价值的论文正式出
版成系列论文集《来华留学教育研究》，每年出版一集，有正式书号，公开发行。

该书贴近留管干部、读者和广大会员，表达了他们的心声，记叙了来华留学教育的印记、

足迹和业绩，而且书的质量一年比一年高，深受大家喜爱，已成为来华留学教育研究品牌。

总之，会刊《外国留学生工作研究》是学会与会员之间联系的紧密纽带，是全国留管学

会的靓丽名片，是学会会员们交流和研究的重要平台。

二、《外国留学生工作研究》主题内容

本人从２００７年１月受聘担任会刊《外国留学生工作研究》主编至今（２０１８年１２月），这
期间，本刊共设立了５０多个专题栏目，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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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生招生工作研究》、《年会优秀论

文评选》、《学会课题研究报告》、《留学生突发事件处理研究》、《留学生勤工助学工作研

究》、《医学留学生教育研究》、《对外汉语教学研究》、《中外合作办学研究》、《留学生奖学金

制度研究》、《理工类留学生培养问题研究》、《汉语言专业＋Ｘ方向问题研究》、《留学生师资
队伍建设研究》、《院长圆桌会议论坛》、《学历留学生培养研究》、《留学生预科教育研究》、

《留学生心理适应问题研究》、《医学留学生临床实习模式研究》、《全球金融危机对留学生教

育的影响及对策研究》、《留学生学习能力研究》、《留学生教育质量研究》、《外国人眼中的

来华留学教育》、《地方高校留学生教育研究》、《中外文化习俗差异研究》、《大学校长论留

学生教育》、《留学生全英文授课研究》、《留学生教育管理评估指标体系研究》、《留学生辅

导员工作研究》、《中外教育对比研究》、《留学生满意度评价研究》、《留学生素质教育研

究》、《“一带一路”与来华留学教育》、《国外留学教育信息研究》、《来华留学教育往事回

眸》、《留学生文化体验纪实》、《医学留学生 ＭＢＢＳ教学研究》、《留学生跨文化适应研究》、
《留学生思想教育工作研究》、《留学生教育品牌建设研究》、《留学生文化教育活动纪实》、

《留学生思想教育活动纪实》、《引导留学生讲好中国故事》、《留学生教育模式研究》、《美国

麻省国际学生教育研究》、《留学生演讲比赛征文选登》、《来华留学博士生论坛》、《留学生

教育的其他研究》、《来华留学教育信息》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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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论文内容主要分为来华留学生教育管理和来华留学生教育教学两个方面。有从来

华留学教育宏观战略角度分析研究的，也有从来华留学教育微观方面的具体事件分析研究

的。论文选题情况大致如下：

１论文内容具有学术价值和实践借鉴价值

学术价值，例如：

“西方留学生教育的跨文化适应模式理论述评”

“我国来华留学生满意度评价指数模型研究”

实践借鉴价值，例如：

“留学生安全管理的应急处理机制”

“高校留学生档案管理工作刍议”

２分析研究来华留学教育的热点、难点问题

研究热点和难点问题更受读者欢迎。例如：

“双一流”建设（热点问题）、预科教育（难点问题）、就业管理（打工问题）（难点问题）、

留学生生源国国情研究（热点问题）等。

３论文内容很“接地气”，具有实用性

作者的选题“接地气”，写的就是我们大家都希望研究探讨和急需解决的问题，非常具

有实用性。例如：

与外国留学生聊天的艺术、留学生校友工作、留学生突发事件处理、留学生“重点人”工

作等。

４论文内容紧跟形势，配合当前中心工作

选题紧跟国内外形势，更具有时效性。例如：

“对‘一带一路’国家来华留学生进行‘订单式’培养的研究”

“‘精准扶贫’理论体系下来华留学生跨文化交流平台的构建”等。

５有些作者喜欢根据兴趣爱好选题

作者根据自己对中外文化、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兴趣、爱好选题。比如在国外学习或

工作过的人，他们比较喜欢做中外文化、教育、习俗等方面的对比研究。例如：

“中韩学生饮食习惯对比研究”：比如韩国人喜欢泡菜、大酱汤、烧烤等；中国人的口味

总体为：南甜、北咸、东辣、西酸等。

６有些论文的选题从小处入手，从专业出发

有些作者愿把论文题目选得小点，写得具体点，写得深点、透点，使人看后有所启示，有

所收获。例如：

留学生校外住宿情况调查分析、留学生档案管理问题、某国留学生特点分析、新媒体技

术在留学生管理工作中的应用等，或者副标题用“以某某学校为例”等。这样能写得具体，

写得深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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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７—２０１８年会刊《外国留学生工作研究》内容归类统计如下：

２００７—２０１８年会刊《外国留学生工作研究》内容归类统计表

年份 论文 领导讲话 来华留学教育信息 学会新闻报道

２００７ ７５ ４ １０ ４

２００８ ７７ ３ １１ ５

２００９ ７４ ５ １５ ９

２０１０ ８２ ２ ２ ７

２０１０（年会专刊） ７ １

２０１１ ７９ ９ ２ ５

２０１２ ８０ ４ ９ ５

２０１３ ８６ ２ ２ ２

２０１４ ８１ ３ ４ ７

２０１５ ８１ ３ １ ３

２０１６ ７４ ２ ３ １

２０１７ ７４ ５ ２ ３

２０１８ ７７ ２ １ １

合计 ９４０ ５１ ６２ ５３

中国高教学会外国留学生教育管理分会《科研课题管理规定》的第三章第十三条“课

题成果要求”明确规定：

１重点课题要在ＣＳＳＣＩ期刊发表文章一篇；或在北大核心期刊目录再加公开出版学术
刊物或本学会期刊各发表文章一篇；或以第一编著人公开出版著作一部；

２一般课题要在公开出版的学术刊物发表文章一篇；
３自筹经费课题至少在学会期刊发表文章一篇，或在全国性的学术年会会议宣讲文章

一篇；

４重点课题和一般课题发表的文章需报送分会会刊主编，以供会刊选用转发。
从学会已经结项的科研课题看，大多数结项课题负责人都能遵守学会的《科研课题管

理规定》，他们在会刊《外国留学生工作研究》上发表的论文大大地提升了会刊的质量，具有

较高的学术价值和实践借鉴价值，有效地促进了来华留学教育事业的发展。

三、《外国留学生工作研究》未来展望

我国来华留学教育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特别在进入新世纪以后，来华留学教育呈现

跨越式发展。现在，我国已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来华留学教育管理体系，锤炼了一支勤勤

恳恳、兢兢业业、熟悉业务、善于管理的留管队伍，造就了一支具有丰富教学经验的来华留学

教育师资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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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国的来华留学教育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很大的差

距。比如，总体规模依然偏小；生源结构欠合理；学生层次较低，尤其是学历生、研究生等高

层次学生比例较低；生源地过于集中；专业学科分布不均；地区发展不平衡等。我们还有很

长的路要走，任重而道远。

来华留学教育工作意义重大。发展来华留学教育是深化教育改革开放，促进高等教育

国际化，培养知华友华人才，增进我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友好交流合作，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需要。

本刊也是随着国家来华留学教育事业的发展壮大而在不断地改进与完善编辑出版工

作，提质增效。我们认真地总结了经验教训，找到了合适的定位和发展方向。深刻认识到：

办好会刊，必须注重政策性、思想性、理论性和实践性。

今后，我们要不断分析研究来华留学教育的热点和难点问题，比如留学生预科教育问

题、留学生心理文化适应问题、留学生趋同化管理问题、留学生突发事件处理问题、以人为本

的留学生工作理念问题等等，切实帮助会员院校解决实际问题。

参考文献：

［１］　陆应飞．《来华留学教育研究（２０１６）》［Ｃ］．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出版，２０１６年４月．
［２］　陆应飞．《来华留学教育研究（２０１７）》［Ｃ］．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出版，２０１７年３月．
［３］　陆应飞．《来华留学教育研究（２０１８）》［Ｃ］．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出版，２０１８年５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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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辽宁省来华留学教育工作的思考

沈阳师范大学　崔宁宁

一、辽宁省来华留学教育工作发展概述

（一）辽宁省来华留学教育发展基本情况

辽宁的来华留学教育始于上世纪５０年代，以东北大学为代表开创了我省来华留学教育
的发展历史。６０年代中期，辽宁大学、大连海事大学等高等学校相继接受来华留学生，全省
来华留学教育初具规模。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１９８４年、１９９８年两次全国来华留学工作会议，在国家确立“扩大
规模，提高层次，保证质量，规范管理”的来华留学工作指导方针以后，我省的来华留学工作

步入新的良性发展阶段，来华留学生规模逐年扩大，学历生比例和国别逐年增加。近几年来

辽宁留学规模排全国６或７位，有４９所高校招收了留学生。
特别是最近十年，是全省来华留学工作的一个快速发展期，这里简单提供几组对比数字

来说明这个发展的势头。

来华留学生数据十年对比

类别
年度

２００７ ２０１６
增长率

学

历

生

专科生 ２ ７ ２５０％

本科生 ３１４３ １２３６９ ２９３５％

硕士研究生 ２３４ ２３０５ ８８５０４％

博士研究生 ５５ ７３１ １２２９０９％

小计 ３４３４ １５４１２ ３４８８％

非学历生 ７０５９ １００６７ ４２６１％

合计 １０４９３ ２５４７９ １４２８１％

尽管目前的统计口径还有待完善，但这是令人惊叹的进步。特别是最近三年，我省来华

留学工作更是成绩斐然，在规模、结构、层次上都有显著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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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华留学生２０１５年—２０１７年数据对比（一）

年份
招生

高校数

长期生

（总数占比）

短期生

（总数占比）

学历生

（总数占比）

非学历生长、

短期（总数占比）
国别

中国政府

奖学金生
总数

２０１５ ４１ １９９５７（８７１％） ２９５７（１２９％）１３９３３（６０８１％）８９８１（３９１９％） １７１ ２３１９ ２２９１４

２０１６ ４６ ２１５５４（８４６％） ３９２５（１５４％）１５４１２（６０４９％）１００６７（３９５１％）１７１ ２７４１ ２５４７９

２０１７ ４９ ２３１７１（８５２％） ４０３０（１４８％） １６６４４（６１６％）１０５５７（３８４％） １６８ ３１８６ ２７２０１

来华留学生２０１５年—２０１７年数据对比（二）

年份 占比 专科生 本科生 硕士生 博士生 总数

２０１５

人数 ６ １１２２９ ２０７６ ６２２

总人数占比 ００４％ ４９％ ９１％ ２７１％

学历生占比 ８０５９％ １４９％ ４４６％

１３９３３

２０１６

人数 ７ １２３６９ ２３０５ ７３１

总人数占比 ００４ ４８５５％ ９０５％ ２８７％

学历生占比 ８０２６％ ９０５％ ２８７％

１５４１２

２０１７

人数 ４ １３１１４ ２７０１ ８２５

总人数占比 ００２％ ４８２１％ ９９３％ ３０３％

学历生占比 ７８７９％ １６２３％ ４９６％

１６６４４

来华留学生２０１５年—２０１７年数据对比（三）

年份
一级学科（人数／占比）

文学 医学 工学 经济学 管理学 法学 理学 教育学 农学 哲学 历史学

２０１５
１０２６７／

４４８％

５１４５／

２２４５％

３８３６／

１６７４％

１６２１／

７０７％

１４０５／

６１３％

１８８／

０８２％

２８０／

１２２％

１３０／

０５７％
２５ １４ ３

２０１６
１０９５８／

４３％

５５６６／

２１８５％

４７０１／

１８４５％

１７９７／

７０５％

１６７６／

６５８％

２２４／

０８８％

３１７／

１２４％

１７２／

０６８％
５１ １４ ３

２０１７
１０６１１／

３９％

５８６７／

２１５７％

５２９１／

１９４５％

１９２７

（７０８％）

１９０５

（７％）

７２４

（２６６％）

６７９

（２５％）

１５７

（０５８％）
２６ １２ ２

（二）辽宁省来华留学教育的优势和特色

一是环境优势。从辽宁省的实际来看，主要体现在省委、省政府对来华留学教育的密切

关心和支持。来华留学教育作为科技、文化、教育、人文交流的重要载体，已融入全省经济建

设和对外开放战略之中，正在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辽宁省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２０１０－２０２０年）》已经确定了“扩大辽宁来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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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规模，制订并实施《留学辽宁计划》，并下发了《关于做好辽宁省新时期教育对外开放工

作的实施意见》。省政府设立留学生奖学金，建立奖学金体系，鼓励支持高校发展来华留学

教育。

从高校层面看各校已将来华留学教育纳入学校总体发展规划之中，来华留学教育已经

成为学校推进教育国际化进程的重要内容。留学辽宁的大环境建设得到进一步优化和

提升。

二是地缘优势。辽宁地处东北亚中心区域，东与朝鲜接壤，与韩国、日本隔海相望，与俄

罗斯近邻。是东北地区既沿海又沿边的省份，也是东北地区对外开放的门户。历史上我省

与周边国家的友好关系源远流长，建立了许多友好省州（县）及友城关系，在经贸、人文交

流、教育等领域的合作交流活跃。

本着为国家外交大局、我省经济建设、教育改革与发展服务的宗旨，加强与周边国家的

人文交流深层次发展，推动教育交流与合作，吸引周边国家和地区的来华留学生，培养知华、

友华、爱华的人士，进而促进东北亚地区的稳定与繁荣意义重大。

三是高等教育的资源优势。辽宁是高等教育资源大省，各校已经深刻认识到开展国际

学生教育作为高校国际化的重要桥梁和发展平台的重要意义，开始积极利用和优化现有教

育资源大力发展来华留学教育。

各校因基础不同，开始设定或重新设定来华留学教育的发展目标并制定措施，设置专门

机构，新建、改建基础设施，选配优秀人员，加大经费投入，整合教育交流合作资源，提升来华

留学教育的重要地位。

四是学科、专业特色优势。辽宁高等教育发展特别注重特色发展，重点大学、重点学科

建设力度不断加大，高等教育的整体实力水平全面提高。目前全省拥有一级学科国家重点

学科７个，二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５６个。省政府每年投入重点建设经费１５亿元对国家及
省重点学科进行重点建设。组织实施“提高高等学校核心竞争力特色学科建设工程”，以突

出高等学校办学特色和办学优势。

辽宁高校已经成为国家特别是东北地区高层次创新人才培养、高水平科学研究与高新

科技成果转化、高层次决策的重要基地，为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全面振兴提供了强有力的人才

支持和智力保障。特色发展和门类齐全的学科、专业优势给辽宁发展来华留学教育提供了

强有力的支撑。

（三）辽宁省来华留学教育工作的经验

一是积极利用地缘优势，立足周边国家和地区，发展来华留学教育。

我省依托地缘优势，始终将周边国家和地区作为教育交流与合作的重点区域。确立了

“立足东北亚、面向东南亚、发展欧美非、协调持续发展”的来华留学发展战略。

韩国、日本、俄罗斯是与我省经贸合作最紧密的几个国家，也是与我省开展实质性教育

交流与合作项目最多的国家。友好省州、友好城市、友好学校关系密切，保持了双边教育交

流合作尤其是来辽宁留学的可持续发展。

二是积极打造留学辽宁的大环境，扩大国际影响，多渠道吸引国际学生留学辽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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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利用我省对外开放的良好环境，加大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文化、教育交流与合作的

力度，提升我省的国际影响。借助各类国际交流平台，整合各种社会资源，加强留学辽宁的

大环境建设。

省、市教育、外事、公安等部门通力合作，与俄、韩、日、美、法等国家驻辽领馆保持沟通协

调关系，为来华留学生提供便利的服务。“留学辽宁”已逐渐成为周边国家来华留学生首选

省份之一。

我们通过多种渠道吸引各国学子来辽留学。利用友好往来、校际学生交换、学分互认等

方式招收留学生；发挥已建孔子学院的影响力和资源优势、利用各类短期语言培训班、“汉

语桥”系列活动、中小学夏令营等培养潜在的生源市场。

三是发挥学科、专业优势，开展特色来华留学教育，大力发展专业学历教育。

充分利用我省高等学校学科、专业门类齐全的优势，大力开展学历学位教育，学历留学

生发展迅速，２０１７年学历生达到了１６６４４名，占６１６％。积极鼓励支持高校开展来华留学
专业特色学历教育，已形成文学、医学、工学等特色专业、以及英语授课、联合培养专业人才

等的特色项目。

四是发挥政府奖学金的龙头引领作用，带动和促进我省高校来华留学教育的持续发展。

我省是全国较早接受中国政府奖学金生的省份之一，目前有２４所高校承担中国政府奖
学金生的培养任务。我省作为边境省区，按照教育部统一安排部署，面向周边国家和地区自

主招收中国政府奖学金生。

与此同时，省财政出资８００万设立辽宁省政府外国留学生奖学金，２０所高校招收博士
层次的奖学金生，我省基本构建了以中国政府和省政府奖学金为主、市政府奖学金、高校奖

学金等为辅的多元奖学金体系。

各项奖学金项目的实施对优化来华留学生结构，提升层次，保证质量，特别是对改革人

才培养模式、学科专业设置、提升导师培养能力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我省多名知名专家学

者都带头承担国家和省政府奖学金生的培养工作。政府奖学金的龙头引领作用凸显，带动

和促进我省来华留学教育的持续发展。

五是加强对来华留学工作的政策引导，建章立制，提高来华留学管理和服务水平。

多年来，我省十分重视对来华留学工作的政策引导，发挥政府主管部门的指导、协调和

综合服务职能。建章立制，制订《辽宁省外国留学生暂行管理办法》、《辽宁省教育厅关于进

一步加强来华留学工作的若干意见》、编印了《辽宁省来华留学生简明统计》等，进一步规范

对来华留学工作的管理。

召开了全省来华留学工作会议，加大推进来华留学工作力度。作为全国来华留学教育

先进省区在新世纪第一次全国来华留学工作会议上进行了典型经验介绍。

为适应来华留学教育的新形势、新发展、新需要，实现我省来华留学的全面持续发展，在

做好日常管理工作的同时，加强对全省来华留学工作的调研，加强来华留学规律性问题的

研究。

充分利用全国留管学会的信息平台，学习借鉴各省市来华留学教育的先进经验。

积极发挥辽宁省外国留学生教育学会的作用，定期组织省、地方学会开展来华留学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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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学术研讨。

整合各校留学生教育资源，加强校际间的协作，实现资源共享。

分批组织全省留管干部参加教育部及省自行组织的培训，赴国内留管工作先进省份考

察学习，不断提高我省来华留管干部的素质和服务水平。

充分利用全国来华留学信息管理系统平台，加强对留学生各种信息的采集、整理，分析

和开发利用，通过统计数据指导高校来华留学教育科学发展。

二、关于辽宁省来华留学教育工作的思考

为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关于做好新时期教育对外开放工作实施意见》、全国留学工作

会议精神、教育部《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以及《辽宁省教育“十三五”发展规划》

总体要求，进一步研究制定面向２０２２年、２０３５年规划，筹备召开全省教育大会为契机，深化
全省教育对外开放工作，加强教育国际合作与交流，推动我省来华留学教育事业持续健康发

展。面对新形势的几点思考：

（一）发展目标

到２０２０年，在辽国际学生总规模达到４万人（其中：高等学校国际学生总规模３万人以
上），年均增幅１０％左右，接受高等学历教育国际学生比例达到６０％以上，其中：研究生层次
的国际学生占总规模１５％以上。

优化结构，提质增效，突出特色、转型发展，构建有辽宁特色的国际学生培养机制和管理

模式，使我省成为国际学生留学的重要目的地省份，打造“留学辽宁”品牌。使辽宁成为具

有一定来华留学规模，特色鲜明，高质量的来华留学目的地。

（二）中心任务

１继续稳步扩大全省来华留学总规模，实现规模和效益同步增长

发挥我省的地缘优势和高等教育资源优势，确立以“东北亚”为中心，以“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和地区为重点的发展定位，继续加大与亚洲、非洲、东南亚、中亚等发展中国家、欧美

等发达国家教育交流合作力度，全面增强留学辽宁的吸引力和影响力。

在规模发展上要有重点，分层次、分区域，实现协调均衡稳步发展。要紧密围绕国家外

交战略布局，全省教育对外开放战略部署，辽宁省高等学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高校“双一

流”建设等工作，重点支持构建全省三个国际学生区域增长极。即沈阳区域中心增长极、大

连区域中心增长极和锦州为中心的辽西区域增长极，确保在辽学习的国际学生规模持续稳

定发展。重点发展专业学历留学生教育，特别是研究生层次的学历生教育，保持学历生占比

持续达到６０％以上。

２加强内涵建设，把结构优化、质量提高、特色突出和转型发展作为未来工作重心

严格执行《来华留学生高等教育质量规范》。鼓励支持学校参与国家来华留学教育质

量认证，努力构建全省来华留学质量保障体系。积极发挥本科高校培养国际学生的主体作

用，鼓励支持高职高专开展国际学生培养工作。

结合辽宁高等学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教育和高校“双一流”建设和发展需要，在稳步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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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文学、医学等学科专业的同时，重点支持发展工科等学科专业人才，努力培养一批即掌握

专业技能又了解中国文化的复合型、高质量、高层次专业人才。

加强师资和管理队伍建设，为来华留学教育质量建设提供内生动力。创新培养机制和

管理模式，严把招生生源、培养体系和毕业成果各环节，保证来华留学教育办学质量。

３突出特色发展，打造留学辽宁品牌

继续推动辽宁来华留学示范高校建设，发挥其示范带动作用最大效应。重点支持建设

１３所全省来华留学教育特色型高等学校，引领来华留学教育提质增效，实现特色发展。
加强品牌专业、品牌课程建设，努力建设一批有国际影响的品牌专业，一批可推广借鉴

的英文授课的特色专业和特色课程。创新和改进国际学生培养模式，探索行业特色型院校

国际学生培养新模式，建立行业特色型高校联盟，推进课程、教材、师资、学生信息等资源共

享、协同发展。

鼓励高校间专业优势互补，联合分段培养国际学生。鼓励高校把来华留学教育与行业

需求紧密结合，借助“一带一路”建设平台，为行业企业“走出去”提供强大本土化和专业化

人才支持。鼓励高校通过中外合作办学、孔子学院平台联合培养学历留学生。积极推进来

华留学教育本土化和国际化相结合的特色发展模式，逐步实现来华留学教育现代化。

（三）工作举措

第一，进一步统一认识，把握来华工作发展重心的转变。

目前来华事业发展已经进入一个重要的转型期。在全国留学工作会议以及中央发布新

时期教育对外开放意见之后，来华留学教育已经进入了一个内涵发展、转型发展和质量提升

的新阶段，提质增效、突出特色、打造品牌已经成为我省来华教育事业的发展重心。

为了这个转型，国家层面已经开始有了具体的工作举措，来华留学质量规范已经出台，

国际交流协会哈尔滨研讨会达成“质量是来华教育发展生命线”的共识，去年开始，中国政

府奖学金已经实行了项目申报制。

我省确定了“优化结构，提质增效，突出特色、转型发展”的工作思路，确定了“稳步发展

规模、着重提高质量、突出打造特色”三个核心任务以及我们未来的具体工作举措。作为工

作举措之一，组织开展的来华特色建校工作，引导省内各高校在高等教育事业整体转型发展

的重要阶段，结合各自来华教育的基础、条件，充分发挥学校学科专业的特色优势，全面促进

工作提质增效。

我们不能盲目地、单纯地追求规模，应该认清当前的形势、认清工作方向，及时调整工作

认识，调整工作策略，在结构、规模、质量、效益全方位发力，在提升质量、规范管理、打造特色

上下足功夫，追求人才培养方案、人才培养模式乃至我们的课程体系、内容、教学方式方法的

不断完善和创新，追求管理规范、工作依法依规。

第二，提高政治站位，增强政治敏感性。

我们一要自觉服从服务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和外交大局，在区位、人文、经济综合优势，在

党和国家对外战略中做出我省应有贡献；二要积极服务辽宁经济社会发展，大力宣传我省振

兴发展新成就新变化，讲好中国故事辽宁篇；三要进一步强化外事管理和服务，做到无差错、

零失误；四要切实加强党对外事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学校党委对来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

导，是我们做好工作必须始终坚持和遵循的第一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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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华留学工作初始定位就与我们的外交工作相关。我们面对的学生群体有其特殊性，

思想上我们要有这个认识。来华工作是学校大外事的一部分，要有这个政治敏感性。我们

的政治意识、组织观念、大外事观念要进一步强化。另外，队伍的思想建设也要跟上，我们要

加强管理人员、辅导员的政治教育，不断提高队伍政治素质、修养。

第三，进一步规范管理，为事业发展提供保障。

首先要进一步健全工作体制机制。来华留学工作不单是国教院自己的工作，不是一个

部门的工作。专业建设、培养方案制定、教材、教师、实习实训等工作，要进一步完善与校内

各职能部门、院系的整体协调配合衔接，要做好工作规划、顶层设计，建立党委统一领导，各

部门职责清晰，分工明确，协同配合，合力推进，有效落实的协调高效的工作机制。

国教院要与国际处、党政办、教务处、宣传、保卫等相关部门联动，包括图书馆，提高各院

系对来华工作的认识，调动参与的积极性，整合校内外资源，形成相互支撑、相互配合、共同

发展的良好工作环境。

其次要进一步健全和完善来各项规章制度，严格学生的日常管理。还有个别高校国际

学生管理制度建设不完善，不健全，学生出勤率低，旷课现象严重，学生有在校外兼职、违法

打工行为，留学生公寓管理登记制度不严格，学生晚归、不归的现象时有发生；校外住宿跟踪

不及时，有扰民现象发生；中外大学生间的融合、趋同化管理工作流于形式，存在一些不和谐

因素。对上述这些问题要依法依规严格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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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来华留学教育质量保障体系探索
———以中国石油大学（华东）为例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栾凤池　许琳

随着我国来华留学教育的快速发展，国际学生规模增速与质量提升之间的矛盾日趋明

显。对于任何一个努力发展来华留学教育的高校来说，数量和质量的矛盾是一个必然会面

对的问题。２０１２－２０１４年间，我校国际学生规模实现飞跃式增长，同时，国际学生生源质
量、培养水平也面临诸多问题与挑战。

近年来，我校通过对来华留学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的不断构建与践行，探索改进管理机制

和体制，提升管理和服务水平，在国际学生教育规模、结构、质量等方面都有了长足发展，成

为首批通过全国来华留学质量认证的高校之一。

本文谨以我校多年来的实际发展情况及经验为例，对来华留学教育发展路径作以探索。

一、我校来华留学教育发展历程

（一）我校来华留学工作概况

我校成立于１９５３年，是适应新中国石油工业发展的战略需求而组建成立的新中国第一
所石油高等学府。现是教育部直属全国重点大学，是国家“２１１工程”重点建设和开展“９８５
工程优势学科创新平台”建设并建有研究生院的高校之一。２０１７年，学校进入国家“双一
流”建设高校行列。

我校在建校初期就招收和培养来自越南、古巴和朝鲜的国际学生，当时生源主要是政府

派遣。改革开放以后，我校来华留学教育为适应我国经济发展和高等教育国际化而逐渐发

展起来，经历了“起步期”（１９９６年 －２００６年）、“发展期”（２００７年 －２０１３年）和“提升期”
（２０１４年以来）三个发展阶段，经历了从国际合作与交流处国际学生办公室至国际教育学院
管理的两种管理模式。

（二）我校来华留学教育发展历程

１起步期（１９９６年－２００６年）

我校于１９９６年恢复招收国际学生，学生主要为语言进修生，生源规模小，每年大约３０
－５０人，培养层次低，生源主要来自周边国家。这个阶段学校没有设立专门的国际学生管
理部门或机构。

２发展期（２００７年－２０１３年）

“十一五”以来，我校不断加强国际学生工作，并将其作为学校国际合作与交流工作主

要突破点来考虑。２００６年７月，利用青岛校区的区位优势，加大国际学生教育工作的投入
和管理，成立对外汉语教学部，挂靠国际合作与交流处，配备了专门的管理人员和专职对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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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教学教师，专门负责学校各层次国际学生的招生、教务、学生事务和后勤管理等工作，全

面改善国际学生的学习、住宿、生活等条件。学校还出台了《中国石油大学（华东）接受外国

留学生暂行管理规定》，规范国际学生招生和管理。

２０１１年，根据我校来华留学教育发展目标和实际状况，借鉴国内众多高校发展经验，着
手筹建国际教育学院。２０１２年５月，国际教育学院正式成立。国际教育学院为学校国际学
生工作的归口管理部门，负责全校国际学生教育政策的制定、计划管理、培训指导、监督实

施、工作协调以及招生、培养、汉语言教学、国际学生管理与服务等。

这一时期我校围绕石油专业优势和特色，加大对外宣传力度，全方位拓宽招生渠道，改

善国际学生教育的软、硬件环境。国际学生规模实现了快速增长，由原来的几十名发展到近

１２００名，生源国拓展到８０多个国家。国际学生培养层次实现了根本提升，由以语言生为主
发展至以学历生为主，占比最高达到８９８％，涵盖了本科、硕士、博士、进修生等。与此同
时，学校制定和完善了国际学生招生、学籍教务管理、日常管理等一系列规章制度，保证来华

留学教育的质量。

３提升期（２０１４年至今）

走以提高质量为核心的内涵式发展道路是来华留学教育的生命线，是来华留学教育工

作可持续健康发展的保证和源动力。自２０１４年以来，我校采取一系列措施，集中提高国际
学生教育教学质量。

在第一课堂方面，制定和出台了学历国际学生预科教育管理办法，全面试行入学考试考

核和预科教育。同时修订各类国际学生培养方案和教学计划，使之更加科学、合理，符合学

校来华留学教育实际现状。

第二课堂方面，结合我校来华留学教育培养目标，开展丰富多彩的实践活动，加强中国

文化教育，提高国际学生参与社会活动、科技活动的能力。

同时，按照以规治校的总体要求，进一步完善原有国际学生各类管理文件和规定，全面

规范学生管理，以制度治院，以制度规范管理，使学生的制度意识、法治观念不断增强，学生

教育教学和日常管理日趋完善和规范。

２０１４年，我校被评为全国来华留学教育先进单位。２０１５年，我校通过全国来华留学质
量认证，是全国２７所首批通过该质量认证的高校之一。

二、构建来华留学教育质量保障体系

（一）质量保障体系构建背景

１规模与培养质量的矛盾

２０１１年至２０１８年，我校国际学生总人数由３５１人上升至１１１７人。学历生由２３９人增
长至９１４人（本科生６７５人、研究生２３９人）。随着规模扩大，我校形成了以学历生为主的发
展格局，学历生占国际学生总人数的比例保持在８０％以上。
２０１１年至２０１４年，我校国际学生规模实现飞跃式增长，２０１４年人数达到１１２０人，是

２０１１年的３２倍。国际学生生源国家数由３１个上升为８１个，主要集中于中亚和非洲。
由于规模的迅速扩张，学校软硬件设施资源、师资力量、培养水平以及学校内部关系理

顺方面都面临了一些问题与挑战，影响了来华留学教育质量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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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生源质量“先天不足”

受国际学生教育的就近流动等因素的影响，我校生源国中欧美等发达国家比例较低，

８３７％的国际学生来源于中亚和非洲。
中国是教育大国，但非教育强国，以目前的教育水平对发达国家生源的吸引力不足。因

中国较低的学费政策，经济水平较低的国家学生比较愿意选择来华学习，而这些国家的教育

资源和基础一般远低于中国，国际学生教育基础在入学初就低于中国学生。

同时，由于各个国家中学教育考核标准和教育理念各有不同，生源水平很难统一，给入

学后的专业培养带来不少困难。

３国家有关政策要求

２０１５年，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受教育部国际司委托，正式启动来华留学质量认证工
作，并出台了高等学校来华留学质量认证指标体系。认证工作旨在促使高等学校以人才培

养为核心，以提质增效为导向，提高来华留学生培养质量和管理服务水平。

２０１６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做好新时期教育对外开放工作
的若干意见》中对提高留学质量做出了明确要求，“通过优化来华留学生源国别、专业布局，

加大品牌专业和品牌课程建设力度，构建来华留学社会化、专业化服务体系，打造‘留学中

国’品牌。”

２０１７年，教育部、外交部和公安部联合制定出台了《学校招收和培养国际学生管理办
法》，该办法从国际学生招生管理、教学管理、校内管理、奖学金、社会管理、监督管理几个方

面明确管理细则，要求学校在来华留学教育中做到“规范管理、保证质量”。

２０１８年，教育部印发的《来华留学生高等教育质量规范（试行）》分别从人才培养目标，
招生、录取和预科，教育教学，管理和服务支持四个方面提出具体质量规范要求，作为高等教

育机构完善来华留学生教育内部质量保障、开展自我评价的基本依据。

（二）质量保障体系内容

质量保障体系就是要通过一定的制度、规章、方法、程序和机构等把质量保证活动加以

系统化、标准化及制度化。它的主要内容包括四个方面：

一是设定质量目标，根据本校国际学生培养现状，设定切实可行的人才培养目标。

二是思想保障体系，即用全面质量管理思想、观点和方法，使全校来华留学教育相关人

员真正树立起强烈的质量意识。

三是组织保障，就是要建立健全各级组织、分工负责，形成有明确任务、职责、相互协调

和相互促进的有机整体。

四是工作保障，通过入学、培养、论文、毕业等各环节质量监督工作的实施，保障国际学

生的培养质量。

质量保障体系是以学生培养质量为中心，强调过程管理，通过计划、实施、检查和处理四

个环节，找出影响国际学生培养质量的问题，制定出科学合理的解决方案，然后按指定的计

划组织实施，对执行情况和效果进行对照检查，分析检查结果，总结经验，在此基础上进行改

善和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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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质量保障体系环节

１设定质量保障体系目标

质量保障体系的主要任务是完成既定的培养目标。结合我校来华留学教育实际，我们

的国际学生培养以《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２０１０－２０２０年）》以及《留学中
国计划》为指引，以《学校招收和培养国际学生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为依据，坚持“稳

定规模、优化结构、规范管理、保证质量”的来华留学工作方针，秉承“强化特色、提高质量、

创新引领、内涵发展”的工作思路，扎实推进来华留学教育工作的开展。培养具有中国情

结、熟悉和热爱中国文化、业务能力合格的国际人才，服务我国外交战略、能源战略以及“一

带一路”建设。

２健全思想保障体系

提升来华留学教育质量，需要在全校统一思想，提高认识，从而保证全校的来华留学教

育工作能够统一到提高质量、内涵发展的道路上来。

在我校，首先将国际教育发展目标明确在学校的“十三五”规划中，集全校之力，达成目

标。每一年度都在全校范围内召开国际化工作会议，统一认识，以部门联席会议的形式，提

出并解决来华留学教育中存在的问题。

同时，每学期开学之初，主管校长组织召开学校来华留学教育工作会议，听取来华留学

教育工作汇报，并讨论解决相关问题。

值得指出的是，在提高对来华留学教育的认识上，需要强调领导作用。高校领导者确定

高校来华留学教育统一的宗旨和方向，如果没有领导的重视与推动，遇到的阻力往往比较

大。因此学校高层的重视、领导层的意见一致显得十分重要。

３完善组织保障

为保障国际教育工作的开展，我校完善了各级组织部门的分工和架构。

我校成立有国际教育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制定来华留学教育发展规划及其实施细则，协

调解决国际学生教育和管理工作中的主要问题，并将重大事项报学校研究决定。

国际教育学院是我校国际学生工作的归口管理单位，负责全校国际学生教育的政策制

定、计划管理、培训指导、监督实施以及工作协调。国际教育学院在招生、学生事务、教务管

理、签证等方面都设有专门的部门，明确工作职责，全力服务于教师和学生。

学院（部）是学校国际学生教学、专业培养工作的主体，按照国际学生培养目标，做好本

院（部）国际学生的教学和培养等各个环节工作。教务处、研究生院、人事处、财务处、公安

（保卫）处、后勤管理处等有关部门按照上级部门和学校的要求，协同配合，处理好各自职责

范围内涉及国际学生工作的相关事务。

４健全内部实施环节

在工作实施环节方面，我校主要通过把控入口关、强化培养环节质量支撑体系和提升管

理及服务水平来保障国际学生培养质量。

（１）严把入口关

在招生方面，我校通过强化各国教育背景研究，建立起较为科学的录取标准。同时，自

２０１４年起开展国际学生入学考试及预科教育，对国际学生入学实行考试选拔。不能通过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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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考试的学生，需进入预科班级学习６－１２个月，合格后进入专业学习，１２个月仍不能满足
专业学习要求的将被淘汰。通过实施预科教育，强化国际学生数、理、化、语言基础，为专业

学习夯实基础。

（２）强化培养环节质量支撑体系

在培养环节，主要通过加强专业建设、教材建设和课程建设为人才培养奠定基础。

我校注重加强专业建设，力求多学科协调发展。国际教育学院与相关教学院部密切配

合，开展了全英文授课本科以及研究生专业建设。目前已建成包括石油工程、机械设计制造

及其自动化、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资源勘查与技术、土木工程、工程管理等在内的十个全英

文授课本科专业，以及石油与天然气工程、地质工程、化学工程与技术全英文授课硕士专业。

我校全英文授课专业涵盖了油气田开发上下游环节，对中东、非洲等以石油为主要经济

增长点的国家的国际学生具有很强的吸引力。除此之外，全校所有本科以及硕士、博士专业

全部面向汉语授课的国际学生开放。

对于国际学生的培养，我校既采纳国际通用的教学体系，又依据学校的学科优势、特色

和国际学生的基础水平，制定了包括中文课、公共基础课、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相结合的培

养方案。国际学生的培养方案以“体现特色、整体优化、加强基础、拓展专业、因材施教”为

原则，加强实践训练，设置专业多方向课程。

同时根据教育部关于招收和培养国际学生相关文件的规定，突出和强化汉语以及中国

文化教育。在国际学生培养方案中，中文及中国文化类课程学分占比大于２０％，实验、实
习、专业实训、毕业设计等实践类课程学分占比不小于２０％。

在课程建设方面，依据国际学生培养目标，系统优化课程内容，改革教学方法。我校以

教育部来华留学英语授课品牌课程建设为导引，按计划分批次建设全英文授课品牌课程，重

点加强专业核心课程建设。目前我校建有教育部来华留学英语授课品牌课程３门，校级英
语授课品牌课程３门。

在教材建设方面，我校立足于专业发展，按照“编选并重，合理配套，突出特色，锤炼精

品”的指导思想，鼓励教师编写具有本校学科优势特色，又兼顾国际学生基础的精品教材。

学校划拨经费，每两年通过立项的形式支持国际学生特色教材建设，到目前为止共立项教材

３８项，公开出版４本，为国际学生课堂教学提供了有效的支撑。

（３）加强制度建设，管控培养质量

通过制度建设规范学生行为，引导学生遵守中国法律法规。我校每年都会完善和修订

国际学生手册，并将重要条款以告知书的形式下发给学生，要求学生阅读和签字。同时在本

科生中设立“道德与法律”必修课程，从入校起便以课程的方式宣传法律法规和校规校纪。

我校重视学生培养质量的管控过程，对学历生实行严格的学分预警制度。每一学年进

行一次学分测算，对于学习表现达不到要求的学生，根据规定进行降级（获得少于培养计划

二分之一学分）或劝退（获得少于培养计划三分之一学分）处理。并将这种预警淘汰制度贯

穿于整个培养过程。

（４）开展丰富的第二课堂活动

《留学中国计划》中提出要“帮助来华留学人员客观了解中国社会发展情况”，“建立起

教学与实习对接、课堂与社会衔接的教育机制”的精神，根据这些要求，我校不断为国际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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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举办各类跨文化交流实践活动，与校外单位共建了８个文化体验与教学实践基地（青岛
名家美术馆、千禧龙花园小区、、青岛闻卿茶苑、青岛二中分校等），共分为语言实践、文化实

践、社会实践与教学实践四种类型。

通过为国际学生搭建跨文化实践活动平台，开展各项实践体验活动，丰富了国际学生的

在华学习经历和文化体验，促进国际学生综合能力的提升。同时，使得中国文化因素通过文

化体验、课外活动、生活实践等形式渗透进国际学生教育中，使国际学生真切感受中国文化，

并在与自身文化的比较中认同中国文化，为实现培养大批知华、友华、高素质的国际学生目

标起到了良好的作用。

（５）打造“名片学生”影响力

随着国际学生培养质量的不断提高，我校涌现出一批在学术研究、文体活动、文化项目

的高水平级赛事中获得成绩的优秀国际学生。

２０１２年，我校刚果（布）学生菲娅在全国第五届“汉语桥”大赛中获得铜奖。同年，我校
国际学生在首届“留动中国”总决赛中获得定向越野比赛第５名和总分第９名的好成绩。
２０１５年，我校国际学生和中国学生组队参加ＳＰＥ亚太区国际石油工程知识竞赛获得亚

军。同年，在青岛市校园足球联赛大学组比赛中，我校国际学生与中国学生组队参赛斩获

冠军。

２０１６年，我校在第二届“留动中国”大赛中获得山东省高校冠军，也门籍学生沙卫诗获
得“汉语桥”２０１７全球外国人汉语大会银奖，等等。

国际学生参加各类高水平的赛事，一方面提升了学生的综合素质，另一方面也通过“名

片学生”的影响力，很好地宣传了我校来华留学教育品牌。

（６）做好校友工作

做好校友工作是提升学校知名度，扩大学校来华留学教育品牌效应的一种重要手段。

２０１３至今，我校共毕业学历国际学生７０６人，其中本科生６２８人，研究生７８人。相当一部分
毕业生在中国企业的海外公司就职，为企业发展和中外文化交流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针对国际学生校友，我校设立了国际学生校友会分会，通过邮件、电话等形式加强与毕

业生的联系沟通与交流，让毕业生了解学校发展，宣传学校成就，提高学校在国外的声望和

知名度，以吸引更多高素质的生源。

三、我校来华留学教育发展特色及办法

在发展过程中，我校在践行质量保障体系环节时，持续探索，群策群力，形成了有一定特

色的发展办法和举措。

（一）实行积分制管理制度，落实精细化管理

严格落实国际学生积分制管理制度，完善积分制管理实施细则内容，保障赋分与扣分标

准的科学化与规范化。

为保证管理工作的公平性和科学性，更加适应国际学生直线型思维模式，我校探索出了

积分制管理模式，推行精细化管理。在奖优罚劣的过程中使用积分制度，通过量化的衡量考

核办法，使国际学生增强遵守纪律的意识，同时使国际学生的管理更精细、更全面、更科学，

提高国际学生管理工作的规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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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惩罚制度方面，我校出台了《外国留学生“积分制管理”实施细则》，国际学生入学时

给予基础积分１０分。如学生出现违纪，根据扣分细则扣除相应的积分。当累计扣分达到
１０分，即学生基础积分为０时，学院将给予学生开除学籍处分。

基于我校国际学生管理经验，针对国际学生可能出现的各种违纪行为，制定扣分细则，

内容包括了学习纪律、住宿纪律、日常纪律等方面。所有扣分情况均进行公示，并记录存档。

在奖励制度方面，我校出台了《本科辅助培养计划赋分细则》。国际学生积极参加学术

活动、文体活动和社会实践等，都可以根据积分细则获得一定量的辅助培养计划分数。学校

将此学分作为本科国际学生的毕业条件之一，同时也作为评选年度奖学金的重要依据。

积分管理制度的实施收到良好的效果。首先，国际学生更加明确地了解校规校纪的内

容，违纪率明显下降。国际学生关注自己的积分情况，将校规校纪内化于自身的学习行动

中。同时，辅助培养计划的积分管理，也促使国际学生更多地参与到校园活动和社会实践

中，促进了中外学生的融合与相互了解，是我们力求培养知华、友华国际学生人才的有力

举措。

（二）构建“研行合一”工作模式，形成国际教育学院发展特色

来华留学教育是一项崭新的事业，为了避免工作出现盲目性，保障来华留学工作能够快

速、健康、良性发展，学校国际教育学院构建“研行合一”的组织管理模式，即注重国际教育

理论和问题先前研究，运用研究成果指导来华留学教育教学与管理，对实际工作开展制度模

式设计。

２０１５年，我校被确定为山东省首批国际教育研究基地。研究方向包括来华留学生教育
理论与实践研究和对外汉语本体研究。该研究基地立足于山东文化教育和地缘优势，迅速

反映国内国外国际教育理论研究、教学方法、管理体制的最新信息、进展和成果，为山东省国

际教育政策制定、体制改革和教学改革提供参考和建议。

截至２０１７年，我校国际教育学院已立项课题２２项，完成从校级到国家级各类项目的全
覆盖。其中，２０１５年获批国家社科项目一项，２０１６年获批教育部社科项目一项。另外，共出
版论著５部，发表论文６０余篇。获得教育部和山东省以及青岛市一批优秀科研成果奖项。

通过构建“研行合一”工作团队，把研究作为有效管理的手段，注重成果转化，使理论研

究切实指导工作，从而提升国际学生教学管理工作格局与水平。例如我校的全英文授课专

业建设、国际学生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的构建，以及国际学生积分制管理模式等，都是在大量

的调研和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实施的。

通过研究指导了实践，通过研究推动创新，通过研究解决了工作的深层次问题，也通过

研究锻炼了队伍，从而更好地保障学校来华留学教育健康有序可持续发展。

虽然我校在提高来华留学教育质量方面做了一些探索性工作，但也清醒地认识到依然

存在不少问题，有发展的短板和瓶颈。同时，国际学生培养质量保障体系始终处于动态过程

中，需要坚持落实计划、实施、检查和处理四个环节，在此基础上不断完善与改进。

下一步，我校计划在加强海外稳定生源地建设，更加合理地把控解决规模与质量矛盾等

方面多下功夫，多做研究，努力提升学校来华留学教育品牌的吸引力和竞争力，吸引更多优

秀的国际人才来校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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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华留学质量认证工作总结

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

为深入推进“留学中国计划”，贯彻落实《关于做好新时期教育对外开放工作的若干意

见》，积极配合教育部国际司建立健全来华留学质量保障体系，切实提升高校来华留学培养

质量和管理水平，２０１４年起，在国际司的支持下，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以下简称“协
会”）开展了来华留学质量认证项目研发和试点工作。

一、总体情况

教育部国际司对来华留学质量认证工作高度重视，将其作为新时期建设来华留学质量

保障体系和质量监测评价机制的重要抓手，作为贯彻落实政府转变职能、简政放权，有效推

进放管服改革和管办评分离的重要举措。

协会也将来华留学质量认证作为核心业务重点打造，将其提升到协会转型升级试验区

和提质增效尖兵班的战略高度，充分发挥第三方社会组织开展教育评价专业性、独立性和客

观性的独特优势，积极参与跨境教育公共治理，服务大局，做好配角，推动来华留学事业又好

又快健康发展。

过去四年，协会按照“政府制定来华留学生高等教育质量国家规范、高校依照规范开展

来华留学工作、第三方社会组织依据规范独立实施质量认证”的基本方针，建立和完善来华

留学质量认证的制度和规则、工作机制和办法、认证机构和队伍、网络平台和系统等。

自２０１６年起，共实施三批试点认证工作，覆盖２２个省区市的９３所高校，其中５４所“双
一流”建设高校，占半数强；中国政府奖学金高校７８所，占比８４％。这些高校多为来华留学
示范性院校，有底气有信心先行先试，同时也有一些高校高度重视来华留学工作，积极主动

参与认证试点，希望借此梳理工作和提升水平。

通过试点实践和探索，来华留学质量认证规则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得到了验证，制度框架

和业务流程初步形成，同时也积累了一些宝贵经验。２０１８年１０月，在协会主办的第十九届
中国国际教育年会上，高等学校来华留学质量认证项目在教育部国际司、国家认监委和协会

领导以及有关权威专家的共同见证下正式启动。

二、主要经验

（一）以政府重心为纲，密切配合国际司中心工作

紧紧围绕教育对外开放重点任务开展业务。提质增效已成为教育对外开放时代特征，

聚焦质量就是抓住关键，保障质量就是规范行业，提升质量就是打造品牌。交流协会能够顺

利推进认证业务，根本在于看准了趋势，服务了大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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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把握角色定位。深刻认识交流协会作为社会组织第三方在教育对外开放公共治理

中的作用，深入理解政府加快简政放权、推动放管服改革的精神要义，充分发挥协会在行业

中的组织动员、专业聚焦、基层调研、规范引导等功能，充分利用社会组织第三方开展评价的

专业性、独立性和客观性，将政府鼓励社会组织规范开展教育评价的要求贯彻到协会的职能

业务中，将来华留学的政策法规和标准规范落实到高校的办学实践中，成为来华留学质量保

障四梁八柱之一。

交流协会能够顺利推动认证业务，关键在于配合了政府，找准了定位。

（二）以制度建设为根，制定科学规范专业的认证制度和规则

质量是来华留学事业的生命线，而制度和规则体系是来华留学质量认证的命脉，以科

学、规范、专业、权威的管理体系、认证标准、工作办法、业务流程来保证认证质量。

２０１５年底，在多方调研咨询、借鉴世界主要教育发达国家质量认证做法的基础上，制订
了《高等学校来华留学质量认证工作办法》《高等学校来华留学质量认证指标体系》等相关

文件，并据此开展试点工作。

在试点过程中，协会于２０１８年３月成功获得国家认监委批准的“教育服务认证”资质，
加之三部委“４２号令”以及《来华留学生高等教育质量规范》先后颁布，协会根据国家认证
工作的相关要求和全国来华留学教育统一的基本准则，全面系统修订了认证制度和规则，以

教育为体，以认证为用，力求兼顾两者的规律和特点。

（三）建设一支政治过硬、客观公正、专业权威、结构合理的认证队伍

认证队伍由两部分人员构成：一是服务认证审查员队伍，负责依据认证要求和规律科学

规范开展工作。二是来华留学教育和管理权威专家，负责为认证提供专业意见和技术支持。

自获批认证资质以来，协会组织了两批３７位内外部人员参加了中国认证认可协会的培
训，截至２０１９年１月，已有２５位注册成为正式认证审查员，获得教育服务认证执业资格。

此外，建立了来华留学专家库，目前共有２７位专家受聘，这些专家所在高校的来华留学
工作卓有成效、特色鲜明，且本人也在行业内资历较深，有一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且热爱来

华事业。协会将进一步扩充专家库以满足认证工作的需要。

（四）以认证院校为本，促进高校来华留学工作规范发展

来华留学质量认证的目的是推动来华留学的政策法规、标准规范真正在高校层面贯彻

落实，帮助学校实现来华留学工作机制、框架、流程等的基本标准化，建立起内部质量保障

体系。

从试点情况看，认证院校均对照标准和指标梳理工作现状，发现问题和死角，发掘亮点

和优势，改善软硬件设施和环境，完善工作体制机制，提高来华留学教育培养质量和管理服

务水平，提升来华留学在学校整体办学中的地位，提振来华留学工作者的士气，达到了以认

证促进建设和发展的目的。

（五）以质量认证为轴，构建来华留学公共治理体系

在政府层面，来华留学质量认证为指导和监管来华留学提供了抓手，为宏观管理和行政

决策提供了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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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校层面，为高校来华留学质量保障体系建设提供了标准框架、同行评价和外力

推动；

在社会层面，能够通过认证结果了解高校来华留学生培养质量，作为社会评价和市场选

择的依据；

在协会层面，挖掘专业优势，集结行业资源，推行基本准则，规范市场行为，引导科学发

展，服务政府、高校、社会，将各相关方联结在一起构成发展共同体，为来华留学质量保障体

系和公共治理体系建设搭建了平台。

三、创新特色

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是教育系统单位中首家（也是目前唯一一家）获得国家认证认

可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具有开展教育服务认证资质的机构，将跨境教育质量保障作为事

业发展关键点和增长点，并为此建设专业能力、打造核心竞争力、参与构建国家跨境教育质

量保障体系、服务完善教育对外开放治理。

教育对外开放进入新时期新时代，承担新使命新任务，面对新机遇新挑战，需要在巩固

传统优势的基础上解放思想、改革求变、开拓进取。

教育服务认证业务正是在这种理念的指引下，在教育部的指导和支持下，把握方向，敢

于创新，久久为功，一茬接着一茬干，一棒接着一棒跑，将教育和认证两个专业领域联结融

合，将国家质量认证体系延伸到教育领域，同时在教育领域建立服务认证的示范性旗舰项

目。在实现协会事业发展转型升级的同时，也为国家教育和认证事业发展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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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趋同化管理背景下
国际学生学业问题的思考

———以 Ｓ学院为例

复旦大学　徐邦柱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水平的不断提升，各高校在国际学生招生规模上不断扩大，留

学生教育事业稳步推进。据相关公开资料统计，２０１７年，共有来自２０４个国家和地区的
４８９２万名各类国际学生在全国３１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９３５所高等学校、科研院所和
其他教学机构中进行学习［１］。而每年来上海的国际学生接近５万人次。

越来越多的大学将国际学生纳入全校管理的体系中进行规范化培养，即采用趋同化的

教育管理模式。

所谓趋同化管理，是指对国际学生的教学、研究、生活等趋向与中国学生相同的管理，是

一种比照教育本身的含义和国外对国际学生教育所采用的方式而提出的一种国际学生管理

模式［２］。其宗旨是提升国际学生质量，培养一批知华、友华的高素质国际学生。同时坚持

“同中有异”、“异少同多”、“趋同化不等于等同化”的原则。

根据来华留学生教育管理系统数据，笔者所在的Ｓ学院，２０１８年有在校国际学生博士研究生
１５人，硕士研究生１４２人，本科生８８人，高级进修生６７人，普通进修生６８人。共计３８０人。

由于留学生成长于不同背景的国家，接受的教育、形成的三观都与中国本土学生截然不

同。面临来自学习困难、生活环境复杂、人际关系紧张等多方面的压力。其中大部分本科生

和部分硕士研究生面临较大的学业压力。

如何利用高校趋同化管理模式的优势，对Ｓ学院国际学生学业面临的问题提出解决的
思路与方案，已经成为当务之急。

一、调研基本情况与结果分析

为了更好了解Ｓ学院国际学生在学业上面临的具体困难，笔者设计了中英文版的调研
问卷，并通过问卷星平台，发放给各班级国际学生。问卷主要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为基本

信息；第二部分为目前学习情况；第三部分为对学业帮扶的看法。问卷共发放９８份，有效回
收６６份，回收率为６７４％。

（一）基本信息

１国籍分布

本次在调研的国籍中，韩国、加拿大、日本、蒙古和马来西亚的学生最多。分别为人２２
人、１７人、１２人、６人、４人。其他国家共５人。

２学历及人数

本次调研的有效人数为６６人。其中本科生３０人，研究生３６人。本科生一年级８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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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级１３人，三年级６人，四年级３人。

３来华时间长短

本次调研主要是了解国际学生在攻读目前学位之前，来中国多长时间。来华２年及以上
的学生最多，共有３６人。其次为１－２年的有２０人，１－１２个月的有５人，从未来过的有５人。
可见大部分国际学生在攻读学位之前，对中国已经有一定熟悉度，或已经和中国产生了诸多联

系。这为其更好地适应中国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等方面的情况打下了良好基础。

４就读高中地点

问卷调查了国际学生高中在哪里就读。高中在本国（外国留学生祖国）就读的占大多

数，有４３人，占比 ６５２％；高中在中国就读的有 ２０人，占比 ３０３％。其他有 ３人，占
比４５％。

（二）学习情况

１学习兴趣和热情

主要调研了国际学生对现在学习的专业或学科是否有兴趣和热情。从统计结果可以看

出：对学习非常有兴趣和热情的有１９人；比较有兴趣和热情的有３１人；不确定的有１０人；
选择比较没有兴趣和热情的有５人，非常没有兴趣和热情的有１人。绝大部分国际学生对
自己所学的专业都充满兴趣和热情。

２高等数学课程能听懂多少

统计结果平均值为４６８９。不到５０％。高等数学面临较大困难。

３线性代数课程能听懂多少

统计结果平均值为４６８５。不到５０％。线性代数面临较大困难。

（三）学业帮扶

１是否在参加补习

问卷调研了国际学生参与补习的情况。没有参加补习的有５０人，占７５８％；参加补习
的有１６人，占２４２％。国际学生参加补习的比例较低。

２学业帮扶方式

问卷调研了国际学生希望学校提供什么方式来提高学习成绩。其中选择“邀请中国学生

一对一辅导”人数最多，有４０人；选择“老师答疑”的其次，有１８人；选择“自行解决”的有８人。

３空余时间段

问卷调研了国际学生在一周里面什么时候比较空闲（方便学校安排答疑、辅导等）。统

计结果如下图。其中周六日、周四、周二较为空闲。

二、国际学生学业帮扶措施

（一）抓好新生入学周关键期

中国学生进入大学前一般有新生入学教育，国际学生则有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一般对国
际学生住宿、签证、保险、奖学金等事宜介绍比较详细，对国际学生入学后的退出机制介绍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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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层面可以健全学业警示制度，在开学时给国际学生提前打好预防针，如果成绩达不

到毕业要求或者继续学习的条件，将按照教务处的相关规定处理，办理休学或者退学手续，

以达到警示学生的目的。

与此同时，学院层面，应抓好新生入学周这一黄金时期，组织召开针对国际学生的师生

见面会，有针对性地进行专业方面的介绍、选课指导、课程修读的注意事项等。

院系层面，还可以邀请高年级较为优秀的国际学生，进行经验分享，拉进不同年级国际

学生的距离，建立微信答疑组群，使国际新生更快适应大学新环境。

（二）健全国际学生奖学金制度，树立优秀典型

建议学院以教育部印发的《留学中国计划》和《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精神为

指导，结合目前学院招收国际学生实际情况和今后录取计划，对符合条件的优秀高层次国际

学生进行专项培养，并设立学院层面的知华友华人才专项奖学金，用以表彰在各方面表现突

出的国际学生，其中强调学业的重要性。学业成绩占比不低于６０％。

１基本条件：

（１）对华态度友好，无不良言论；
（２）成绩优异，表现优异；
（３）良好的自我约束能力，乐善好学；
（４）遵纪守法，尊敬师长，无违反校纪校规情形。

２进阶条件：

（１）积极参加学校国际学生社团并担任一定职务，组织活动；
（２）在校期间积极参加班级、学院（团学联）、学校、上海市或者全国组织的各类文体活

动，获得奖励或取得良好反响；

（３）积极为学校学院国际化发声并作出贡献。

３高阶条件：

（１）具有国际视野，积极为学院国际学生事业献言献策、为学院发展服务；
（２）具有领袖才能，善于倾听并投身于当地或全球性议题；
（３）具有创新思维，利用自身专业特长或语言优势服务学院及周边社区；
（４）具有母校情怀，作为学院校友，服务国际学生校友会。
凡符合以上条件的国际学生，可提供各类支撑材料，并邀请一名教师（任课教师、辅导

员）作为推荐人，签署推荐信，于每年定期提交学院进行审批。审批通过后，可以申请学院

层面的知华友华人才专项奖学金。

通过奖学金的良好激励和导向作用，可以有效调动国际学生学习和参与各项活动的积

极性，促进中外学生融合，对于培养高素质国际学生人才具有重要作用。同时每年可定期对

获得学院知华友华人才专项奖学金的学生进行采访报道，树立优秀典型，集结成册，于每年

开学新生周进行宣传，达到良好的舆论氛围和教育效果。

奖学金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是国际学生学习深造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院系实际情况设

立学院层面奖学金，优化奖学金设置，增加奖学金宣传与教育，有利于改进奖学金体系，提高

国际学生管理的质量。

（三）朋辈互助，帮扶学业

朋辈互助作为新形势下大学生“助人自助，共同成长”的新模式，可以充分调动学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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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性和主动性，引导学生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学业方面的朋辈互助可以从以

下几个方面进行展开。

１依托班级，结对互助

班级成员由于专业相同，课程相似度较高，有利于进行学业帮扶。班级辅导员可以组建

以党员、入党积极分子、班委、奖学金获得者为主体的班级朋辈学业帮扶团队。由于班级中

国际学生数量不会很多，可进行“一对一”帮扶。

建立有特色、个性化的学业帮扶计划。每位国际学生面临的学业困难不尽相同，需要从

学生出发，以人为本，进行个性化的帮扶工作。从学习习惯、学习方法、课程资料等多方面、

全方位对所帮扶对象进行指导。

与此同时，做好建档追踪工作。学业帮扶是持续性的工作，对帮扶过程进行信息化管

理，才能使帮扶机制长期化、有效化、固定化。

２组建志愿者团队，讲课答疑

成立朋辈学生为主体成员的学业帮扶志愿者中心，为学业困难的国际学生提供讲课和

答疑机会。充分利用学校资源，全校范围内招募《高数》、《线性代数》成绩优异的志愿者，依

托学校资源，固定时间、场所进行课程补课。

学院专业课，则招募Ｓ学院研究生和高年级学生或课程助教，在每周六日定点定时进行
补课或答疑。课程助教和高年级学生补课，需提前备课，并把备课讲义稿提前发送任课老师

邮箱，和任课老师沟通进度之后，进行补课，以免影响教学进度。

３寓教于乐，实践学习

结合学院学科特点、学生专业背景知识，积极开展国际学生“第二课堂”社会实践活动。

结合自身所学专业知识和实地考察了解，对所学知识有更深入的理解，为今后的论文和进一

步的学术研究打下良好的基础。

参加活动前需要提交“第二课堂”社会实践报告方案，活动结束后，完善社会实践报告，

并提交社会实践活动小结。本活动通过“知行合一”、“寓教于乐”的形式，有利于促进国际

学生对所学专业知识的思考，在实践中体验、学习和收获。

（四）完善学业发展预警体系

为了更好地加强国际学生学习的过程管理，提升国际学生学习成绩，督促国际学生自主

学习以顺利完成学业。建立针对国际学生的学业发展预警体系。

自二年级起，每学年初，辅导员向导师发送“导师 －学生基本信息表”，辅导员在与学生
深入谈心的基础上，将国际学生的基本信息、生涯规划、个性化描述、希望导师提供的帮助等

信息填入表中，导师根据表格提供的信息对国际学生进行个性化、深入、有效的辅导，以期切

实帮助学生成长。

自一年级下学期起，每学期初，辅导员通过邮件或其他形式向达到预警条件的国际学生

发送预警通知。并告知国际学生确认已阅读并且理解预警通知。所有邮件及通话记录请辅

导员做好备份，以便查询和考核。辅导员且需每月定期向学院报告国际学生的日常学习情

况和生活状况。

学院对以下国际学生实行预警机制：

（１）一学期内未通过学分≥６的学生；
（２）平均绩点或专业排名比上一学期下滑５０％以上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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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平均绩点＜２０的学生；
（４）因学习困难而延期毕业的学生。
学习预警机制充分调动多方力量，通过导师、辅导员、国际学生三位一体的沟通、协调，

对国际学生的学习状态进行跟踪，从而督促学生努力学习、改进方法，顺利完成学业。对于

所有受到学习预警的国际学生的重要举措如下：

（１）对于达到预警状况的国际学生统一建立文字档案，由学院教务办公室和国际学生
工作办公室同时向国际学生本人下达学习预警通知书。

（２）辅导员应指导帮助学习困难的国际学生制订学习计划。辅导员应与学习困难国际
学生保持随时沟通；定期以书面形式向学习困难国际学生通报其在校学习生活情况；在期中

和期末重点关注困难国际学生的学习进展。

（３）导师、辅导员紧密合作帮扶国际学生，辅导员统筹安排每位预警学生与导师谈话
（每学期不少于２次），填写“预警学生谈话及跟踪记录表”；辅导员与教师充分配合，了

解他们的上课出勤及作业情况，经常与国际学生谈话，了解他们的思想状况；及时和教务老

师保持沟通，积极配合教务老师，做好反馈处理。

（４）对于成绩确实较差的国际学生，按照学校教务处相关规定处理。

三、利用趋同化管理优势，提升国际学生学业水平

在我国高校中，辅导员制度优势明显，利用趋同化管理模式的优势，把国际学生纳入到

整体的学生工作中，整体一盘棋，有利于帮扶工作的开展。

在我国高等教育日趋国际化的大背景下，应坚持“同中有异”的原则，坚定“异少同多”

的方向，进一步梳理国际学生管理中“异”于中国学生的部分，充分利用“同”的优势。

在教育教学中提供全方位、多层次的指导和帮扶，努力提升国际学生学业水平。例如，

对从偏远农村地区招收的本科生，学校会在发送录取通知书时随附一本基础课程讲义。讲

义内容涵盖大一基础课程的必要知识点、习题和解题思路。农村地区学生可以利用暑假这

段时间，通过自学或者其他方式弥补自身高中所学知识的不足，缩小与其他省市学生在学业

水平上的差距。

在国际学生方面，可以借鉴此帮扶中国农村地区学生学业的方法。再比如，充分发挥中

国大学辅导员制度的优势。辅导员是与学生接触最密切的群体，对学生的思想起引领作用。

通过辅导员，可以进一步加强学校、学院与国际学生的联系，及时全面掌握国际学生的情况，

并对他们的学习、生活等各方面进行指导和帮助。

尤其在学业帮扶方面，辅导员获取信息的渠道较多，可及时分享学校、学院课程信息。

与此同时，辅导员与学生保持密切的联系，起到了润滑剂的作用，可及时缓解国际学生由于

学业压力而产生的各类负面情绪问题。

参考文献：

［１］　教育部２０１７年全国来华留学生数据．
［２］　顾莺，陈康令高校留学生趋同化管理的比较研究———以全球８所高校为例［Ｊ］思想理论教育，

２０１３（０９）：８６－８９．

（作者徐邦柱，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国际学生辅导员、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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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造字法在汉语国际教育
汉字教学中的运用

沈阳大学国际教育交流中心　李刚

汉语国际教育，特别是汉字教学，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外国人，尤其是成年的汉语

爱好者，初学汉字的方法一定与中国儿童不同，相比儿童，虽说在汉语习得和认知上不占优

势，但有一个很大的优势不能被忽视，那就是成年的老外具有丰富的生活阅历。

文字起源于自然，起源于自然的物；文字起源于生活，起源于生活的事。因此文字的产

生，不能超越人类在当时对自然的认识程度，也不能脱离人类当时的生活水准。所以每一个

时期的文字状况，都能够反映当时人类的生活水平，以及当时的基本生活状况［１］。

因此，无论是汉字的孕育期、萌芽期，还是汉字的形成、发展与演变，都体现着汉族人民

在生活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精神财富，是汉民族智慧的结晶。

哲学家维特根斯坦强调说，心智活动，如命令、怀疑、期望、意向、推理等等是人的生活的

重要组成部分，是一些重要的生活形式（ｆｏｒｍｏｆｌｉｆｅ）。在维特根斯坦看来，语言或语言活动
才是最重要的生活形式［２］。维特根斯坦始终把语言本身看做一种活动，语言指的就是语言

活动，语言由于作为一种活动而成为一种生活形式［３］。

语言总是与生活形式（ｆｏｒｍｏｆｌｉｆｅ）结合在一起，存在着种种不同的生活形式和与之相应
的“语言游戏”，因此为要获得对研究对象的理解，就要深入到研究对象本身的生活形式中

去，用当事人自己的语言游戏来说明当事人自己对其语词的理解［４］。

语言是人们用来在相互之间传递信息的手段，它是一种活动，而且是人的全部活动中的

一个重要组成部分［５］。

回顾一下汉字的造字方法，六书中的“象形”和“指事”，出自于自然的事或物，称之为

文；“会意”与“形声”出自于人的思维，称之为字；“转注”和“假借”则文、字相兼。六书相

加，总称文字［６］。见文知义，汉字记录着先民的重要生活内容，是了解先民思维和生活方式

的重要信息来源，在世代间的文化传承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

在教学中紧紧抓住汉字的造字法，字形和构造，象形字、指事字、会意字和形声字的造字

规律，在汉字结构规律上和语境中感悟字形、字义。汉字的学习过程，像儿童的积木游戏一

样，象形字或指事字好比是积木游戏的零件，创造性地组合成会意字和形声字就变得容易而

有趣。

值得一提的是来华留学生来自不同的生活环境，会不会完全听不懂中国这个陌生的生

活形式？维特根斯坦认为，不同的部落、民族或国家里的人们尽管使用不同的语言，但他们

仍然能够通过翻译交流思想，这正是由于不同的语言植根于不同的生活形式之中，而在不同

的生活形式之间存在着许多或大或小的相似之处，他把这些相似之处称为“人类共同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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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方式”［７］。

因此，虽说学生们来自不同的生活环境，但在各自的生活环境中早已获得了生活经验，

这些经验对汉语的学习会帮助很大。汉字造字法的汉字教学设计容易使学生自然地联想到

自己的实际生活，增强好奇心，自觉积极探求，产生共鸣，还汉字表形、表义之原始形式。

本文则以下面一组文字为例，谈一谈象形字、指事字、会意字和形声字的造字规律。

一、象形字

“象”在甲骨文和金文 中是大象的形状。大耳、长鼻、长牙是它们的突出特征。象

是陆地上现存的最大食草动物，生活在非洲和亚洲，非洲象的耳朵更大，其形状有点像非洲

大陆。象的本义指大象，也指象牙。象也有相似、如同之义，引申指仿效［８］。

“人”字在古文字中是象形字，人字形状似一个人侧面而立。人的本义是指一种高级生

物，有理性思维，能制（ｚｈì）造（ｚàｏ）和使用工具。

“田”是象形字。在甲骨文中 、 ，田就像一片阡（ｑｉāｎ）陌（ｍò）纵（ｚòｎｇ）横（ｈéｎｇ）的
田地，例如水稻田。囗（ｗéｉ）为田的周围，里面的十像是伸向四面八方的田埂路。田的本义
指已耕种的土地。

“木”是象形字。甲骨文中的木字 如同树（ｓｈù）的形状，上有枝 ，下有根 。树在

上古时称作木，后来才称树。木的本义指树木，后引申指木头、木料。

“未”是象形字，在甲骨文中 ＝ （木或树）＋ ，像树木茂（ｍàｏ）盛（ｓｈèｎｇ）、枝叶
重（ｃｈóｎｇ）叠（ｄｉé）的样子，有人认为此时果树上的水果还没有成（ｃｈéｎｇ）熟（ｓｈú）。未也表
示一般否定，相当于“不”。

“月”字也是象形字。古文月字 像半月形。月的本义指月（ｙｕè）亮（ｌｉɑｎｇ），又引申指
月份。

二、指事字

“大”是指事字。古文中的大像一个两手平伸、两脚分开的顶天立地的成年人的样子，

表示抽象的大义。大与小相对。

“太”字与大字本来是一个字，太的本义是大。太字 是在大字下面加一点指事符号，

所以被称为指事字，表示大的最高程度，极大、无限大。

“本”是指事字。在金文或篆文中，本字是在木字中标明树根的位置所在，是指事字。

本义指树木的根或茎干，树木需要它们吸（ｘī）收（ｓｈōｕ）和输（ｓｈū）送（ｓòｎｇ）水分和营养。后
泛指草木的根茎。引申为根本、主体、原来、原始等意义。

“末”字是指事字。 （木）代表树，树上端用“一”指示部位。树的顶部叫末。末的本义

指树梢（ｓｈāｏ），泛指事物的顶端、尾部。
“旦”是指事字。日在一上，一指地面或大地，表示太阳刚出地平线。在甲骨文、金文

中，日下空心 或实心 ，指日的影子，表日初升出地平线。旦本义指天亮、早晨。

“夕”字在古文字中是指事字，一短竖是指事符号，像半个月字。甲骨文中夕是不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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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表示月亮刚出现时月光朦（ｍéｎｇ）胧（ｌóｎｇ），若隐若现的样子。夕的本义指傍（ｂàｎｇ）
晚（ｗǎｎ）、黄昏。

三、会意字

“天”字。篆文的天字是会意字，由一和大两部分会意而成，指最高而无以上加的巅顶

部位。古文的“大”字，表示一个顶天立地的人的外形。孔子从不把人的领域上升到天之

上，而是把人置于天地之间的某一中心位置。周朝所说的“天”就是商朝人心中的“上帝”。

天的本义指头或头顶，后转指天空。一昼夜也指一天。

“明”是会意字，由日和月会意。日和月是最明亮的，故日、月构成明字，表示明（ｍíｎｇ）

亮（ｌｉàｎｇ）的意思。甲骨文 ＝ （月亮）＋ （日，太阳），表示白天与黑夜发光的两个天

体（古人以为月亮在夜里发光）。明的本义指光明，引申指人的眼睛明亮。天明为新一天的

开始，所以明又表示下一段时间，如明天、明年。

“晶”字的甲骨文 由三个 （日，代表天体）会意，表示众多闪烁发光的星体。晶在

小篆中是会意字，用三个日字组成。晶的本义指星，又指星光，引申为明亮、光亮。

“林”字的甲骨文 和金文林像树连树的样子。林是会意字，由两个木字构成，表示树

木连成片之义。林指成片的竹、木，引申为聚集在一起的同类的事物或人。

“从”是会意字甲骨文字形从、 好似一个人在前，一个人在后。从的本义表示跟（ｇēｎ）
从、随（ｓｕí）从。

“休”字。甲骨文 像一个人 呆在大树 的枝叶之下，表示古人在野外劳作时，选择

在大树下歇息。休是会意字，由亻和木两部分组成，表示一个人背靠大树歇（ｘｉē）息（ｘī）。
休的本义是歇息，引申指休（ｘｉū）假（ｊｉà）。

“佃”是会意字，由亻和田会意。佃的本义表示人种（ｚｈòｎｇ）田（ｔｉáｎ）。由种田引申为农
民向地主或官府租（ｚū）种（ｚｈòｎｇ）土地，又指租种土地者，即佃户。

“名”是会意字，由夕和口两部分组成。甲骨文 ＝ （口，呼叫）＋ （夕，傍晚），表

示天黑时呼叫孩子的名字回家。

“尖”是会意字，小在大上，表示顶（ｄǐｎｇ）部（ｂù）细小。尖的本义指物体尖锐细小的末端。

四、形声字

“像”是会意兼形声字，篆文 ＝ （人）＋ （象），由人和象两部分组成，本义指类

（ｌèｉ）似（ｓì）、如同。引申指比照人物制作的雕（ｄｉāｏ）塑（ｓù）、图画等。
“橡”是形声字，木为形，象为声。橡的本义指橡子，即栎（ｌì）树（ｓｈù）的果实，橡又指橡

胶树。

“星”是形声字。晶是星的本字。甲骨文 在“晶”的字形 （星群，众多发光天体）

基础上再加“生” （从无到有）另造“
#

”代替，表示星群的“天生”现象。距离地球最近的

星是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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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是形声字。甲骨文 ＝ （木）＋ （豆，容器）＋ （手），表示手持木苗栽种在

盆子里。

“时”是形声字，本义指春（ｃｈūｎ）、夏（ｘｉà）、秋（ｑｉū）、冬（ｄōｎｇ）四季，引申泛指时间。古
代指时辰，现在指小时。

在实际的汉语国际教育汉字教学中，学生们的多元文化生活背景是想象力的源泉。如，

象、田、木、未、本、末等等；对自然或天体宇宙的崇拜和敬畏是人类共有的特征，如，日、月、

旦、早、天、星等等；

会意字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象形字或指事字的组合，表示出一种新的、通常是抽象的字

意，如“明、晶、东（东）、林、森、从、休、名、尖”等等；

形声字是在象形字、指事字和会意字的基础上形成的，由表示意义的形旁和表示声音的

声旁组合而成，所以有人将汉字称为意音文字，如“像、橡、树、时”等等。

在《康熙字典》中形声字占汉字总量的９０％。形声字早在甲骨文中就已被广泛应用，是
最多产的造字方式。

哲学家维特根斯坦在其后期的研究中认为：人们不仅可以使用语言去描述这个世界，更

可以通过语言去表达自己的观点和主张［９］。思想（ｔｈｏｕｇｈｔｓ／ｍｉｎｄｓ）、实在或事物（ｒｅａｌｉｔｙ／
ｔｈｉｎｇｓ）、语言（ｗｏｒｄｓ）是哲学家对语言的关心，用词语来明白地表达意思，这个意思来至于思
想是怎么和所想的事物相关联的。

每一个汉字都具有神魔的力量，起源于生活或生活的事，并自然地使用于表述生活的

事，字字体现着先人的智慧。这种用来弄清实在在多大程度上是可理解的努力和每一个汉

字为什么这么构成的努力，有助于我们对先人生活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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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学生满意度提升路径分析
———以阿尔伯塔大学为例

中央财经大学　刘伟?

一、引言

国际学生满意度是高等教育机构迎接日益激烈的全球竞争的关键因素［１］。有很多学

者证明：国际学生满意度是学生对学校忠诚度［２］（或流动性［３］）的影响因素，国际学生满意

度数据成为校园变革和加强服务的重要依据［４］。国际学生满意度还是大学竞争力的衡量

维度，进而影响国家的竞争力［５］。因此，提升国际学生满意度无论对于学生还是学校而言

都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很多学者研究了国际学生满意度的影响因素，因素可大致分为个人、学校和社会三方

面。但因调查学生样本不同，有时会得出相悖结论。因个体差异无法避免，社会因素需要社

会各部门共同努力，最容易提升国际学生满意度的路径应该从学校着手，重点关注日常管理

服务和教学服务。

与国内高校“主动服务”于国际学生不同，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Ａｌｂｅｒｔａ，以
下简称阿大）对于国际学生采用的是“被动服务”的方式，但阿大学生对学校的满意度一直

很高［６］。采用被动的服务策略还能获得高满意率，可见其国际学生服务确实有值得借鉴的

地方。

本文作者通过对阿大三个月的访问，从管理理念、管理模式和服务内容等三个方面梳理

出国际学生满意度提升的七条路径。本文未采用以往论文对进行学生问卷调查的方法，而

改为邀请曾有阿大访学经历的２７位国际学生管理同行对结论的认可度进行打分，这是本文
方法上的创新之处。本文最后对于认同度最低的结论讨论了原因。

二、文献综述

国内对于学生满意度的研究主要针对的都是中国学生，针对国际学生满意度的研究很

少。而国外对于国际学生满意度研究比较早，最早的论文是 Ｐｅｒｒｕｃｃｉ，Ｒｏｂｅｒｔ和 Ｈｕ，Ｈｏｎｇ
学者１９９５年的文章［７］。他们首次对国际研究生满意度进行分类，并对其决定因素进行了定

量分析，进而指出提升国际学生满意度的努力方向。这篇文章成为后来很多文章的研究

范式。

１国际学生满意度分类

国际学生满意度分类从大类上说可以分成学术满意度和生活满意度。如 Ｐｅｒｒｕｃｃｉ，
Ｒｏｂｅｒｔ和Ｈｕ，Ｈｏｎｇ将国际学生（研究生）满意度分为三个方面：学术课程（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ｐｒｏ
ｇｒａｍ）、学术任命（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ａｐｐｏｉｎｔｍｅｎｔ如担任教学助理或研究助理）和非学术社交关系
（ｎｏｎ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ｓｏｃｉａｌ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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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ｍｍｉｇａｎ将国际学生满意度分为：到达经历、学习经历、生活经历和服务经历的满意
程度［４］。

２国际学生满意度影响因素

学者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国际学生满意度的影响因素。提到的影响因素大致可以分为

个人、学校和社会三方面因素。

但因其所取的学生样本不同，在得出的结论中很多有相矛盾的地方，如Ｐｅｒｒｕｃｃｉ，Ｒｏｂｅｒｔ
和Ｈｕ，Ｈｏｎｇ调查后发现：语言技能与满意度有很明显的影响关系［７］。

而Ｓａｍ，ＤａｖｉｄＬａｃｋｌａｎｄ调查后发现：语言技能对于国际学生满意度无明显影响［８］。具

体见表１。

表１　国际学生满意度影响因素

分类 影响因素 有明显影响的论文代表 无明显影响的论文代表

个人因素

语言技能 Ｐｅｒｒｕｃｃｉ（１９９５） Ｓａｍ（２００１）、Ｍａｋ（２０１５）［９］

当地朋友数量
Ｐｅｒｒｕｃｃｉ（１９９５）、Ｈｅｎｄｒｉｃｋｓｏｎ（２０１１）［１０］、
Ｍａｋ（２０１５）

Ｓａｍ（２００１）

母国朋友数量 Ｓａｍ（２００１） Ｍａｋ（２０１５）

感知歧视
Ｐｅｒｒｕｃｃｉ（１９９５）、Ｓａｍ（２００１）、Ｗａｄｓｗｏｒｔｈ
（２００８）［１１］、Ｊａｍａｌｕｄｉｎ（２０１８）［１２］

财务状况 Ｓａｍ（２００１） Ｐｅｒｒｕｃｃｉ（１９９５）

文化适应 Ｗａｄｓｗｏｒｔｈ（２００８）

职业发展 Ａｒａｍｂｅｗｅｌａ（２００６）［１］

学校因素

日常管理服务
Ｓａｍ（２００１）、Ｍａｖｏｎｄｏ（２００４）［１３］、Ａｒａｍ
ｂｅｗｅｌａ（２００９）［１４］、Ａｌｉ（２０１６）［１５］

教学服务
Ｍａｖｏｎｄｏ（２００４）、Ａｒａｍｂｅｗｅｌａ（２００６）、
Ｌｉｍ（２０１１）［１６］

学术服务 Ａｌｉ（２０１６）

硬件设施 Ｍａｖｏｎｄｏ（２００４）、Ａｒａｍｂｅｗｅｌａ（２００６）

学校声誉 Ａｒａｍｂｅｗｅｌａ（２００６）、Ａｌｉ（２０１６）

社会因素
经济发展 Ａｒａｍｂｅｗｅｌａ（２００７）［１７］

社会安全 Ａｒａｍｂｅｗｅｌａ（２００７）、Ｗａｎｇ（２０１１）［１８］

还有的学者专注于某项国际学生满意度的提升，如 Ｔｏｍｐｓｏｎ，ＨｏｌｌｙＢ等认为教师可以
通过一次课后的会议、建立多文化小组、及时修改授课方式和进程、开展多样化的讨论等，提

高国际学生的学习成绩、加强社会融合，帮助国际学生获得更强的参与感和学术成就［１９］。

３国际学生满意度对其它变量的影响

国际学生满意度对其它的变量也有很大的影响。如学生对学校的忠诚度［２，１５，２０］、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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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竞争力［５］、国际学生流动性［３］等方面。这些都说明提升国际学生满意度十分必要。

通过分析文献，我认为提升国际学生满意度的主体应该重点考虑从学校因素出发。

一是因为国际学生个体千差万别，社会因素需要社会各部门共同努力。学校是一个有

秩序有规则的团体，因此最容易提升国际学生满意度的因素应该是学校。

二是以往的学者大都从学生角度出发，因所选取的样本原因，会得出相悖的结论。

基于以上考虑，本文将从学校的角度出发，分析成功院校的做法，得出国际学生满意度

提升路径。根据文献，日常管理服务和教学服务的提升是满意度提升提及较多的方面。

三、研究框架

本人在文献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听取在阿大三个月报告、走访调查等方式，以日常管理

服务为视角，从管理理念、管理模式和服务内容等三个方面得出国际学生满意度提升路径。

最后，本人邀请了曾有阿大访学经历的２７位国际学生管理同行进行对结论进行认同度
打分，从而得出最终的结论。具体框架见图１。

图１　研究框架

四、阿尔伯塔大学提升国际学生满意度路径分析

阿尔伯塔大学始建于１９０８年，位于加拿大艾伯塔省省会埃德蒙顿市中心，北萨斯喀彻
温河南岸，是加拿大的一所综合研究性大学［２１］。阿大的国际学生服务除国际学生特有的服

务（如签证、移民等）在国际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Ａｌｂｅｒｔａ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之外，其它的采用完全趋同
的服务方式，即所有职能部门和各学院以对待加拿大本地学生的方法，为国际学生提供

服务。

阿大的国际学生服务与中国大部分高校最大不同之处在于：他们采用的是“被动服

务”，即学生来办公室，他们才会为其提供服务。他们从不采用“主动”的方式为学生提供服

务。但根据在阿大网站上公布的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１日发布ＦＯＲＴＨＥＰＵＢＬＩＣＧＯＯＤ：Ｐｅｒｆｏｒｍ
ａｎｃｅＭｅａｓｕｒｅｓ报告，阿大学生对学校的满意度一直很高。

报告中说：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ｕｒｖｅｙｏｆＳｔｕｄｅｎｔ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ＮＳＳＥ）于２０１７年调查阿大高年级本
科生满意度为８２１％，ＣａｎａｄｉａｎＧｒａｄｕａｔｅａｎｄ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ｕｒｖｅｙ（ＣＧＰＳＳ）于２０１６年
调查阿大研究生满意度为８７１％，且几年调查都维持在很高的满意度水平上［６］。

阿大采用这样的服务策略还能获得高满意率，可见其国际学生服务确实有值得借鉴的

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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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有幸于２０１８年６月至９月对阿大进行三个月的访问，共听取了４８场报告，参
加了１８场参观，以及２３节辅助课程（如英语课、管理学课等）。通过众多的报告、参观、辅
助课程以及日常观察中，从管理理念、管理模式和服务内容三个方面梳理出国际学生满意度

提升的七条路径（Ｈ１－Ｈ７）。

１管理理念

Ｈ１：将国际学生当成独立的成年人管理，提供他们最需要的服务，可以提升国际学生满
意度。

阿大对学生管理的核心思想：将学生当成独立的成年人进行管理，无论是加拿大本地学

生还是国际学生，学校充分尊重他们的想法，认为他们自己可以照料好他们的生活。因此，

这也就是阿大很多部门都采用“被动服务”的策略。

他们认为，只有学生有需求，管理服务部门才提供服务。如果他们不来相关部门，则认

为他们不需要学校提供服务。这与国内部分高校采用的保姆式的“主动服务”有很大的不

同。这种管理理念会给国际学生提供最需要的服务，从而可以提升满意度。

２管理模式

Ｈ２：学院依靠高度自主权，通过学院内生动力为国际学生开展服务，可以提升国际学生
满意度。

阿大整体的学校管理模式是分散化的（ｄ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ｚｅｄ），学校将很多的自主权给了学院。
学院可以根据自身发展的需求和预算的约束，自行决定相关事宜。学校的职能部门更多的

是给学院提供服务，而不是干涉学院的决定。这与中国高校集中化（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ｚｅｄ），自上而下
的管理有很大的不同。

因为学院有高度的自主权，当学院认为国际化对他们有益的时候，他们的内生动力就会

很强，他们会主动的考虑国际化的策略，主动开展国际学生相关工作。由于学校不会更多地

干预学院的工作，学院的国际学生工作各具特色，并更贴合学院自身特色。这与学校自上而

下下压国际化任务相比具有很大的优势。

每个学院都会设立１－２个 ａｄｖｉｓｏｒ用于给国际学生提供服务，国际学生多的学院有专
门的部门，开展从招生到毕业全部的国际学生服务。由于学院的 ａｄｖｉｓｏｒ更了解学院的情
况，他们提供招生咨询服务和在校生的学业咨询会更加具体和专业。在调查中，其中在阿大

学习一年的中国留学生都认为学院的 ａｄｖｉｓｏｒ非常有用。因此学院国际学生服务人员或服
务部门的设立有助于提升国际学生的满意度。

Ｈ３：学生代表可以参与学校的重大决策，可以提升国际学生满意度。
阿大十分重视学生意见。无论是校董会、总议会、参议会等各种重要会议，都会有学生

代表参加，并发表意见。学生代表大都由学生会和研究生会主席等担任。

由于阿大对于国际学生和加拿大本地学生实施趋同管理，因此，国际学生可以与本地学

生一样参加学校学生会和研究生会主席的竞选。根据讲座中提供的信息，有几届的研究生

会的主席和副主席都由国际学生担任。

由于国际学生有机会在学校出台重大政策时发表自己的意见，维护自己的权益，因此此

举有利于国际学生的满意度的提升。

３服务内容

Ｈ４：学校课程培养要求与相关行业协会要求相一致，可以提升国际学生满意度。
６５



学校部分学院（如工程学院等）在培养方案的制订上都先与相关行业协会进行沟通，根

据行业协会的实际需要对学生进行培养。学生通过在阿大的相关课程学习，可以通过行业

协会要求的入门考试，这就为国际学生的就业创造了便利条件。

加拿大对于国际学生的移民十分支持，学校的国际处也会提供很多移民方面的服务。

这就使得国际学生在阿大毕业之后，能够找到好的出路，因此，这也有利于国际学生满意度

的提升。

Ｈ５：学校媒体可以了解到身边国际学生的故事，可以提升国际学生满意度。
学校的网络等各种形式媒体十分关注国际学生的生活，在网络媒体和各类宣传物上都

可以了解到国际学生的故事。学校和学院的招生部门还请国际学生拍摄了一系列的宣传

片，用于其对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学生宣传。国际学生在学校的媒体上了解到身边朋友的消

息，会认为学校十分关注他们的生活，有很强烈的存在感，因此也会对学校的满意度有所

提升。

Ｈ６：学校开展跨文化交流项目，可以提升国际学生满意度。
阿大十分重视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学校设有专门针对跨文化适应、跨文化交流等研

究的部门。学校还开设了如 Ｇｌｏｂａｌ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ｇｒａｍ等项目，通过这些项目让国际学生了
解文化差异的存在，尊重各自的文化差异，提供各种文化交流的平台。国际学生在感受到自

己族裔的文化被尊重的同时，还能够了解如何与拥有不同文化的国际学生相处，有助于其满

意度的提升。

Ｈ７：民间协会组织提供更贴近本国国际学生的服务，可以提升国际学生满意度。
学校有很多协会组织，虽然他们不具体有官方背景，但他们也在学校和社会各方面的支

持下，积极为本国国际学生服务。比如目前做得比较大，也比较好的阿尔伯塔大学中国学生

学者联谊会（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Ａｌｂｅｒｔａ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ａｎｄＳｃｈｏｌａｒｓ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他们给中国留学生提供很多贴心的服务。如为新生开展免费接机服务、举办 ＤＡＹ

ＴＲＩＰ、新生大会、新生ＢＢＱ等活动。他们还提供如：选课、学术、工作等在学生活的各方面的
帮助，很受中国留学生的欢迎，很多中国留学生都愿意加入这样的协会，有很强的归属感。

这也有利于满意度的提升。

五、同行认同度验证

为了验证第四部分结论，并且避免在本文第二部分中提到学生样本存在因调查群体差

异导致的结论相悖的情况。因此，本人邀请了曾有阿大访学经历的来自２７所高校的２７位
国际学生管理同行，进行对结论进行认同度打分。所有邀请的同行都具有多年的国际学生

管理服务经验，并且都具有至少三个月的阿大访学经历。

１数据收集

本人对于第四部分的七个结论，采用５星制的评分量表，从“完全不同意”到“完全同
意”进行认同度做答，并对选项从１－５进行赋分。本文采用在线问卷的方式，共收到有效
问卷２７份。

２数据分析

通过问卷可知：同行们对于这七个结论的总体认同度（即七个问题认同度的平均值）是

４１４。因此，同行们大部分认可这七个结论。具体来看，这七个结论认同度由高到低排列如
图２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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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七条路径认同度排序（由高到低）

由图２可知，认同度最高的两个结论是Ｈ１和Ｈ５，认同度最低的是Ｈ３，而且选择中间项
“一般”的人数占比较多，如图３所示。我也就相关情况与部分老师进行探讨。之所以这
Ｈ３认同度相对较低还是与路径的可行性有关。

他们认为让学生代表可以参与学校的重大决策，确实可以提升国际学生满意度。但在

目前高校的运行体制下，学生代表，尤其是国际学生代表可以参与学校的重大决策，在短期

之内是无法实现的，因此，在阿大这边是提升学生满意度的路径，但放在中国高校运行之中

操作难度极大。

图３　Ｈ３选项具体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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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讨论与结论

１讨论

加拿大与中国的高等教育体制有很大的不同，无论是管理理念、管理模式和服务内容都

有很多有区别的地方，甚至是冲突的地方。比如阿大更多的会把国际学生与本国学生等同

看待，并将他们视为独立的成人进行对待；再如，阿大会更多采用“被动服务”的方式来提供

服务。这都与中国高校对于学生的管理和服务有很大的不同。

当然，在面对这些冲突的地方，我们还是应该考虑到中国高校的实际情况来进行学习和

接收。一味地照搬照抄可能无法解决目前我们面临的问题，但很多好的经验，我们还是需要

去了解，去借鉴。这样才能更好的提升中国高校对国际学生的管理服务水平。

本文为了验证第四部分结论，并且避免在第二部分中提到学生样本存在因调查群体差

异导致的结论相悖的情况。因此，本文未采用以往论文对学生进行问卷调查的方法，而改为

邀请曾有阿大访学经历的来自２７所高校的２７位国际学生管理同行，对结论进行认同度打
分。他们既了解阿大的管理服务方式，又具有丰富的国际学生管理经验，因此所得出的结论

会更加可靠。这也是本文方法上的一个创新。

２结论

本文通过文献研究和对阿大实际的调查走访，提出了七条国际学生满意度提升路径。

通过认同度问卷调查可知：同行们认可了这七条路径，但也指出学生代表可以参与学校的重

大决策，虽可提升国际学生满意度，但在现阶段实际执行难度较大。

３不足之处和努力方向

本文还存在以下不足之处和努力方向：

１对教学服务内容讨论较少。因本人工作内容和篇幅所限，本文对于日常管理服务关
注较多，而对于教学服务内容讨论较少。以后可就教学服务内容进行深入探讨。

２样本数量较少，结论普遍性有待提升。因相关条件限制，本人只获得了２７位老师回
复的问题。应该加大样本数量，便能更好地验证本文结论的普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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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伟?，系中央财经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留学生管理办公室主任、助理研

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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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鉴中外校友工作经验
做好中国政府奖学金校友工作

南京大学海外教育学院　钟乔睿

随着综合国力与留学教育影响力的不断提升，我国目前已经成为亚洲最大的留学目的

国，２０１７年来华留学人数达４８９２万，其中１１９７％的经费来源为中国政府奖学金；而中国
政府奖学金生又以学历生为多，占比达８８０２％［１］。

这些受中国政府资助的学生在入学时经受过层层选拔，生源质量较高，且在校时间长，

在完成学业后对中国和母校的感情将更为特殊，把握好中国政府奖学金校友资源对提高高

校的来华留学教育水平、提升“留学中国”品牌的社会和国际美誉度而言，意义尤为深刻。

然而与欧美高校重视国际校友工作的传统不同的是，目前国内高校的国际校友工作仍

处于基础阶段，对中国政府奖学金校友资源的重视程度尚显不足，有必要在更进一步认识奖

学金校友资源重要价值的基础上，积极借鉴国内外高校的校友工作经验，按照起步、充实、提

升的顺序逐步推进中国政府奖学金校友工作，以使奖学金效益得到最大化的发挥。

一、中国政府奖学金校友资源的价值

中国政府奖学金校友经历了来华留学教育的完整过程，对母校和中国感情深厚，是母校

培养与管理工作的反馈者、招生工作天然的推广员、就业工作的人脉资源，更是中外人文交

流的坚实推动力量。

中国政府奖学金校友可以为高校的培养与管理工作提供反馈，促使高校进一步提升来

华留学教育质量。奖学金校友是来华留学教育的亲历者，他们毕业后在学术、工作等各方面

的能力与表现在一定程度上是学校教育成果的反映，他们还可结合整个学习经历对学校的

教学安排、学术氛围、管理服务等提出反馈意见，这些均可为母校培养方案、教学保障、质量

保障等的调整与升级提供宝贵思路，助力国际化办学水平、“双一流”建设水平的提升。

中国政府奖学金校友能够凭借在华学习与生活的亲身经历，协助高校开展来华留学招

生宣传。随着国际学生规模的不断扩大，包括中国政府奖学金生接收院校在内的各高校已

逐渐将提高来华留学教育的培养质量放在更为突出的位置，而提高生源质量在整个提质增

效的过程中有着起点性的要义。

中国政府奖学金校友经历了从申请来华到在华学习、生活乃至升学、就业的全过程，了

解有意来华留学者的关注重点和心理期待，又对学校的培养、服务特色等有切身体会，比起

高校的专业招生人员，校友们更容易和与他们来自同一国家或地区的潜在生源产生共鸣。

高校如能在招生工作中适当发挥校友推广的作用，可以自然而然地提升对优质生源的吸

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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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府奖学金校友可为国际学生后辈提供升学、就业信息与指导，为高校的就业工作

开拓路径。以南京大学为例，其中国政府奖学金校友中，既有成功在华升学或者被中国高校

录用为博士后人员的，又有回国进入政府、大学等事业单位及跨国公司等企业工作的。近年

来，还有一些留在南京、上海等地工作的例子；

这些校友有现身说法的力量，指导学弟学妹们做出升学与就业选择，分享准备经验，还

可凭借自身资源为后辈提供升学、实习、就业信息。在目前国内高校国际学生就业工作尚待

发展的情况下，校友们的指导与资源于应届毕业生而言具有关键意义。

中国政府奖学金校友能够在各自的行业领域充当中外学校、企业、政府和人民之间增进

了解、促进合作的使者，助力中外人文交流。经过在课堂内外感知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成

果，感受中国文化，受中国政府资助、在华接受过长期教育的国际校友们能够十分自然地成

长为真正知华友华的国际青年。

毕业后，无论是回国进入学校、企业、政府部门等工作，还是加入中国的高校或跨国公

司，他们均可在各自的岗位上充当中外相互了解的窗口、沟通的使者与合作的催化剂，促成

更多我国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政府间、高校及科研机构间、企业间、民间合作的发生。

发挥好这一资源优势，于高校而言既是促进校际交流与科研合作、提升国际化办学水

平、服务“双一流”建设的良机，更是维护国家利益、响应国家“一带一路”倡议、服务我国和

平崛起大局等所应有的担当。

二、中外高校校友工作的已有经验

目前，国内一些高校已经开展了一些国际校友工作，不过与欧美高校较为成熟的校友工

作体系、我国高校起步较早的中国校友工作相比，国内高校的中国政府奖学金校友工作仍处

于基础阶段。

考虑到以美国高校为代表的欧美高校在开展国际校友工作时，多采取与本国校友不加

区分的管理模式［２］，趋同化也是近年来来华留学教育的倡导方向，高校在推动中国政府奖

学金校友工作时，不妨多从国外高校的校友工作与国内高校的中国校友工作中汲取经验，并

适当结合国内高校的国际校友工作尝试，探寻适合自身的发展道路。

中外高校校友工作的已有经验主要集中在建设校友数据库、建立健全组织架构、推动校

友反哺母校、提供校友专属服务、培养在校生的校友意识等多个方面。

（一）建设校友数据库

无论是国外高校的校友工作，还是国内高校的中国校友工作，均把建设、更新校友数据

库作为十分基本的环节。

美国高校一向关注收集校友信息，依此掌握校友动态、与校友保持联系、有针对性地开

展校友活动。一些学校还对这些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用于指导后续的招生、办学建设工

作［２］；德国的一些高校则设有专人追踪、及时更新校友信息［３］；国内高校也有在中国学生毕

业时收集统计毕业去向的共同做法。

拥有一个信息齐全、准确的校友数据库，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细致的数据分类、统计分析，

可谓开展后续校友工作的前提。

２６



（二）建立健全组织架构

建立健全为校友工作服务的组织架构，是中外高校开展校友工作的关键。从学校层面

校友部门的设立，到基层校友会的建设，再到校友沟通平台的建设，中外高校已拥有不少

经验。

高校的校友工作专属部门是服务于校友工作的组织架构中最高的一环，欧美高校与国

内高校在开展校友工作中均已设立此类部门。美国大学的此类部门“通常隶属于大学的发

展规划部门”［３］，德国的大学设有国际校友办公室［４］，包括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在内的不少

中国高校也拥有校友工作办公室。

高校设立校友工作专属部门，从学校层面对校友工作提出整体规划和指引，统筹各类资

源，分配专人管理，对于高校校友工作的战略要义不言而喻。

校友会是以校友为主体的组织，是服务于校友工作的组织架构中的基层，国外高校在校

友会建设方面已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我国高校也已开展相应工作。

美国大学的校友会历史悠久，各校校友会在吸纳校友、为校友与学校提供双向联系、组

织校友活动等方面发挥着巨大作用。马萨诸塞大学洛威尔分校还按照校友的地理、年龄在

校友会中下设分会，使得毕业生们能够参与更为契合自身情况的分会活动［５］。

在国际生校友会的建设方面，大部分欧美地区高校的海外校友会同时为本国籍与外国

籍学生提供服务［６］；而德国一些大学一方面利用已有的德籍学生海外校友会吸纳其他国籍

的校友，一方面也在国际校友分布较集中的国家组建国际生专属校友会［４］。

我国高校很多也早已拥有中国校友会及其分会，包括北京大学、复旦大学、清华大学等

在内的一些高校近年来还陆续成立了国际生专属校友会［４］［７］。

从建立校友会到按不同因素拓展分会，对国际校友会建设采取或灵活或趋同的处理方

式，均可成为中国政府奖学金校友工作的参考思路。

如果说高校的校友工作专属部门与校友会发挥了校友工作的纵向联结作用，那么校友

沟通平台便是为横向的校友间沟通、交流提供了支持。在互联网时代，网络联系无疑以其便

捷、不受地理与资金限制的特性成了校友沟通平台的主流载体。

校友工作经验丰富的美国大学有为校友搭建网络沟通平台的习惯，其中马萨诸塞大学

洛威尔分校还按照专业、行业等建立了校友网络分会与小组［５］；德国、法国、澳大利亚等国

开发了国际校友网站，在为校友提供资讯、交流机会的同时，还注重对优秀校友事迹的宣

传［６］。在我国，校友网站、社交媒体等对于中国校友了解学校动态、彼此交流等也有重要

作用［８］。

（三）推动校友反哺母校

校友资源是高校的宝贵财富，引导校友在学校的育人、就业、科研、资金筹措等各领域发

挥作用，是开展校友工作的动机与重点。作为前辈的校友可以其言行举止、突出事迹为在校

生树立榜样，国内不少高校有邀请校友返校讲学的做法［９］。

美国麻省大学波士顿分校推动校友们为应届毕业生提供实习、就业信息或机会［５］；斯

坦福大学还构建了校友与在校生的交流平台，鼓励校友指导在校生树立正确的职业观、训练

就业技能等［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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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一些大学也有类似做法［１０］。在我国，利用校友丰富的社会关系促成学术交流、

科研合作、产学研结合等，已成为校友反哺母校学术科研工作的重要形式［８］［１０］［１１］。

在资金支持方面，美国大学有鼓励校友捐赠的传统［５］。校友捐赠也是目前我国国内大

学补充办学经费的一种形式［１０］，北京大学还有泰国籍校友为校舍修建筹措资金这段佳

话［４］。校友资源在辅助高校的各方面工作中有很大潜力，高校须在开展校友工作时开辟路

径，充分地激发与引导。

（四）提供校友专属服务

校友工作发展比较成熟的国外大学，在开展工作时并不止于关注校友资源能为学校带

来的收益，还十分注重学校所能为校友提供的多种多样的服务。

美国、德国、英国的大学非常重视与校友的日常联络，持续通过邮件、杂志等方式致以问

候，推送学校动态，关注校友发展［２］［４］［６］。美国的大学组织丰富多彩的校友返校活动，以及

满足不同校友文化、体育等兴趣爱好的俱乐部［５］；德国大学则定期为校友举办学术研讨会

与论坛［２］。这些均持续增进了校友之间、校友与学校间的联络与感情。

同时，美国大学为校友提供校内设施及活动门票折扣、信用卡优惠等专属优惠［５］；德国

大学为国际校友提供免费电邮及其他电子资源服务［４］，都让学生在毕业后仍能感受校园生

活的便利与校友身份的荣誉感。此外，德国、美国、日本的很多大学为校友提供各类短期学

习研究、职业培训、返校深造的机会［４］［５］［６］，使得已走出校园的毕业生能够感受到母校育人

为本的持续关怀，真正获益终生。

注重日常联络，举办各类活动，提供校园优惠，促进终身学习，让校友在享受母校带来的

益处之时保持对学校的深厚感情，是使其更好回馈母校的基础。

（五）培养在校生的校友意识

海外高校校友工作做得比较成功的又一因素是，注重对在校生学校认同感与归属感的

培养，这样学生毕业后有强烈的校友意识便是水到渠成了。例如，普林斯顿大学以趋同化的

态度对待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提供优厚的学习、成长待遇，令这些未来的本国、国际校友感

受到强烈的校园凝聚力与学校精神［２］；

更多的美国高校在入学时为新生提供欢迎信、纪念品、校园优惠，重视校园文化传统，丰

富社团活动，组织在校生与校友一起参加讲座、论坛、午餐会等，为毕业生提供纪念品商店折

扣、名砖认购等，使学生从进校到离校都对学校有一种强烈的归属感［２］［３］。如今，国内一些

高校也在重视有凝聚力的学校生活回忆对中国校友母校认同感的影响［１２］。

三、中国政府奖学金校友工作的分步走策略

从中外高校的校友工作经验中可以看出，立足于良好的在校生培养与服务，从有校友信

息、有校友组织，到通过各种途径实现校友与母校的长远互惠互利，对于我国尚处于基础阶

段的国际校友工作而言可谓不错的开展思路。

校友工作具有长期性，并非一蹴而就，高校可以考虑在具体工作中采取分步走策略：

（一）第一步：高效起步

对于刚开始着手中国政府奖学金校友工作的高校而言，在从无到有的初步阶段，以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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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有助于迅速建立起校友工作的基础格局。

１优化培养方案，强化教学保障，全面保证及提升中国政府奖学金在校生的培养、实习
与实践、毕业与就业工作质量；提高管理服务水平，让在校生感受到热情友好、凝聚力强的校

园氛围。让在校生拥有在华学有所成、融入感强的经历，可以使他们对学校有归属感，对中

国有亲切感，为其毕业后的校友精神奠定基础。

２通过教师、好友、同国别在校生、毕业时所留联系方式等多种渠道与已毕业校友取得
联系，结合中国政府奖学金来华留学管理信息系统、学校国际学生管理系统上的原有信息，

掌握校友们的个人信息、学习经历、工作情况、联系方式等数据。做好应届毕业生的去向统

计工作，开展新校友信息统计。通过老、新校友的信息更新工作，初步建立起本校的中国政

府奖学金校友数据库。

３通过微信、ＱＱ等社交软件建立起中国政府奖学金校友的专属网络交流平台，既方便
校友彼此了解近况，交流学习、工作经验，也用于推送学校动态、活动通知，使学校与校友保

持沟通，并为后期开展校友活动提供信息发布的平台。

４依托国际学生会，选择有热情、精力和感召力的奖学金校友担任国别或地区的校友
代表，请他们广泛收集其所属国家或地区的校友信息，在其所属地协助学校招生部门开展招

生宣传与面试工作，为在校生提供实习、就业信息与指导等。在正式的校友会成立前，这些

代表将为高校中国政府奖学金校友工作的起步发挥重大作用。

５在征得主人公同意的前提下，通过网络、校刊校报、社会媒体等多种形式介绍、宣传
中国政府奖学金优秀校友的突出事迹，激励在校生奋发向上，提升学校工作、中国政府奖学

金品牌的校内与社会美誉度。

（二）第二步：全面充实

这一阶段的高校实际上已经具备了建立组织架构、开展校友活动等的基本条件，中国政

府奖学金校友工作需要全面充实起来。

１做好校友数据库的更新与维护工作，按时转入新毕业生信息，在校友信息发生变更
时能及时修改。逐渐对数据库进行分类整理，掌握同一专业、从事行业、所在地等门类

下的校友信息，为之后按照校友需求推送不同类型的信息，举办各色活动，联系各领域的校

友协助学校开展学术交流、招生宣传、就业指导等提供便利。

校友网络交流平台也可实现更丰富的子栏目、分类设置，满足校友分享就业信息、交流

工作、开展日常讨论等的不同需求。

２依托国际学生会、中国学生的海外校友会等，初步建立起中国政府奖学金校友会群，
开展相应活动。考虑到国际校友毕业后分布跨度大的特点，校友会的建立方式可以按

照毕业生国别或者目前所属区域组建分会为主，如高校所在地的校友会、东南亚区校友会、

韩国校友会等。

具体组建方法可以灵活多样，如吸收已有国际学生会的组建经验与架构模式、吸纳

学生会已毕业的骨干成员加入，也可以委托已有的中国学生海外校友会吸收当地的外

籍毕业生、组建下属国际生分会。各校友会成立后，应定期、不定期开展学术研讨、联谊、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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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等活动。

３高校应与校友保持联系，通过电子邮件、社交平台等方式定期发送问候与节日祝福、
电子版校刊校报等，让校友感受到母校的持续关怀，也能了解母校动态、为母校发展献

言献策。

学校还可以邀请优秀校友在校庆等时机返校做报告、开讲座、参加活动等，为国际生后

辈提供学业、就业方面的指导与资讯，勉励他们不负奖学金生荣耀。

４高校应为校友提供符合其需求的各类长短期学习与培训服务，如为在海内外大学、
科研机构工作的校友提供返校科研支持，为在华工作的校友提供语言、跨文化交际等培

训，为有意继续深造的校友提供返校攻读学位的优惠条件，等等。

帮助奖学金校友树立终身学习与发展的意识，既可以激发校友爱校荣校的精神，也有利

于更进一步提高来华留学教育的影响力。

５高校可以在学校网站上设立优秀校友名录，在征得校友同意的情况下，展示各行各
业中国政府奖学金校友的在校就读信息、毕业去向、个人照等。既有利于潜在优质生源了解

学校的培养质量与特色，是很有说服力的招生宣传，还可以向社会各界展示来华留学教育成

果，促成关于中国政府奖学金的正面舆情。

（三）第三步：长期提升

进入第三阶段，高校需要不断细化工作内容，提升服务质量，在校友全面反哺母校的过

程中充分发挥中国政府奖学金的长期效力。

１逐步健全高校中国政府奖学金校友工作组织架构。随着奖学金校友工作开展的
深入

与细化，高校有必要成立专门部门负责全面规划，把管理奖学金校友工作作为长期工作

来抓。

在校友会方面，分会的设立还可以不断细化，如按行业成立分会，按兴趣爱好成立俱乐

部等，方便有相似背景、需求的校友沟通与交流，也可以使学校与校友的联络工作更有针对

性、更便利。

２建设门类齐全的中国政府奖学金校友网站、ＡＰＰ等，长期更新校友数据、学校动态、
活动信息等，提供校友与校友、校友与学校的线上交流平台，使得校友信息共享工作不

仅局限于社交网络，而有更全面广泛的辐射空间。

此类网站与ＡＰＰ还可以向潜在生源、在校生与社会开放部分权限，成为新生向老生取
经、扩大中国政府奖学金品牌美誉度的窗口。

３校友活动定期化、规范化发展，推出校友专属优惠服务，不断提升校友服务质量。高
校应整合各类资源，协同校友会定期开展丰富多彩的返校节、俱乐部、长短期学习与培训活

动，扩大活动规模，提高活动质量。

学校还可以通过向校友开放部分图书馆资源权限，提供校园健身房、纪念品商店的折扣

等，使校友们在得实惠时提升归属感，增强向心力。

４鼓励校友扩大反哺母校范围，支持校友回馈学校与中国。随着来华留学教育水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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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奖学金校友将在各自的工作领域取得越来越多的成就。

他们有的在华学习期间受过中国政府的资助，今后也可能为母校、中国的来华留学教育

提供资金支持；有的则可以凭借自身的人脉与影响力，推动母校与国内外其他学校、科研院

所的合作，推动校企合作，反哺母校的“双一流”建设和国际化办学工作。

高校应建立健全相应制度，使校友捐赠规范透明，校际及校企合作开放顺畅，为校友反

哺母校提供便利条件。

综上所述，中国政府奖学金校友是高校今后提高学生进校、在校、离校各阶段工作水平

的思路来源与现实资源，更是学校维护国家利益、服务国家大局的重要着力点，做好他们的

校友工作于各接收院校而言已是势在必行。

中国政府奖学金生的接收院校可以参考中外高校的校友工作经验，在起步期以打基础

为重点，初步建立校友数据库、校友网络社交平台，做好校友会成立准备，并培养好未来

校友；

在充实期以建立规模为中心，丰富校友数据库、网络社交平台建设，建立校友会群，以情

感、学习机会等为催化剂，推动校友协助母校开展招生、育人、就业等工作；

在提升期，要健全校友工作组织架构与校友信息共享平台，使校友活动定期化、规范化，

校友服务全面化、细致化，校友反哺母校的范围扩大化、深入化……通过不懈努力打造出符

合国家、高校、国际校友特色与需求的中国政府奖学金校友工作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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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东盟留学生奖学金政策执行情况调查

贵州大学国际教育学院　张成霞
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组委会秘书处　罗希

引言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科技的发展、教育质量的提升，以及“一带一路”倡议的实

施，外国学生对中国经济发展十分向往，对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和汉语怀有很大兴趣，越来

越多的外国青年学子选择到中国留学，２０１７年共有２０４个国家和地区的约４９万名留学生
在华学习。

国家、地方政府及高校为了吸引优秀外国留学生来华接受教育，都设立了各种奖学金，

形成了国家－地方政府－高校三级外国留学生奖学金体系。光国家层面就有中国政府奖学
金、孔子学院奖学金和 “丝绸之路”中国政府奖学金。

自２００３年中国与东盟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以来，双方交流与合作呈日新月异之势，进入
了历史发展最好时期，成为国家间友好交往与合作的典范。双方高层领导人互访更加频繁，

政治互信更加牢固，经贸联系更加紧密，人文交流更加深入。从２００８年起，“中国—东盟教
育交流周”连续十一年在贵州成功举办，促进了贵州与东盟的教育交流，有力推动了贵州省

东盟来黔留学生教育事业的发展。

本文对我们贵州省东盟留学生奖学金资助政策执行情况进行了调查。对我省外国留学

生奖学金管理部门相关人员、享受到奖学金的部分东盟来黔留学生和高校留学生管理工作

人员行进问卷调查和访谈，总结取得的成绩、分析存在的问题，提出要提高我省招收东盟留

学生资助政策的成效，充分发挥奖学金的激励作用，应从政府、学校和学生三个层面，对我省

外国留学生奖学金政策制定和执行进行深入探索和思考。

一、我省来华留学生教育发展现状

（一）我省来华留学生教育的历史回顾及发展现状

我省来华留学生教育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从全国来看，贵州是来华留学教育起

步较晚的省份之一。自１９８８年招收第一批留学生起，我省来华留学教育的前进的脚步从未
停止过，但是规模一直很小，接收外国留学生的院校只有两、三所。

到九十年代后期，我省来华留学生数量、对外汉语教学水平和留学生管理、服务能力都

有了明显改善，全省已有１０余所高校先后接收外国留学生来黔学习。２０１０年以后，在国际
国内大环境影响下，特别是在“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平台的推动下，在国家、贵州省人民
政府及相关部门和各高校的关心和重视下，我省的来华留学教育也进入了一个崭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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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统计，２０１７年，我省招收外国留学生的院校已增加到２５所，来黔留学生２９７０人次，
比２０１６年的２１７８人次增长了３６３％，为历年来黔留学生数之最［１］。生源国覆盖近６０个国
家，学习层次包括短期生、语言进修生、专科学历生、本科学历生、硕士学历生和博士学历生。

其中东盟留学生占总留学生人数的三分之二，主要来自老挝、柬埔寨、泰国、越南等。

从纵向发展来看，我省来黔留学生数量增长迅速，留学层次提升显著，生源国别日益丰

富。然而与全国其他省市横向比较而言，我省来华留学工作仍然存在留学生数量少、学习专

业单一、生源结构不合理等问题。

（二）我省东盟留学生奖学金资助政策出台的背景

我省东盟留学生奖学金资助政策的出台，与东盟国家对加强与中国合作的需求，我省高

等教育具有特色优势，东盟留学生普遍缺乏资金等背景因素密切相关。

东盟与中国互为近邻，两者之间的经济、政治、文化交流十分频繁。在经济交流方面，中

国—东盟自贸区建成并快速成长，中国每年都从东盟国家进口大量的农产品、木材、矿产品

等货物，同时大量出口机械、电子产品、建材等工业产品。

随着中国 “一带一路”倡议的逐步实施，特别是中国与东盟国家合作建设高速公路、高

速铁路，打通中国与东盟国家的交通，未来中国与东盟国家的经济联系将更加密切，给东盟

国家带来更多的经济发展机会和青年就业机会。

对于个人来说，想要获得中国与东盟国家的经贸合作红利，最基本的就是要学好汉语。

东盟国家会汉语的人才不多，本土的汉语教育资源缺乏，只有极少数的国立大学、华文学校

和孔子学院可以学习汉语［２］。然而，需要与中国人做生意的企业却不少，造成精通汉语的人

才十分紧俏，特别是国际贸易、旅游管理、物流管理、金融服务等行业中能够熟练掌握汉语的

人才，在东盟国家的就业市场很受青睐。因此，东盟国家学生非常希望能够来到中国学习汉

语和其他专业知识。

近年来，我省高等教育发展迅速，体系完善。我省部分重点高校的学科门类设置相对齐

全，学科发展完备，具有一定的区域文化特色和明显学科专业优势，能为一些东盟发展中国

家培养急需的高层次专业技术人才。

贵州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发展职业教育，贵州职业技术教育优势和特色明显，如轨道

交通、路桥、水利水电、汽车等都是东盟国家学生选学的热门专业，因为这些专业是东盟国家

的实际需求。

从我省高校的类别与层次来看，可以基本满足东盟国家来华留学人员的学习需要，尤其

是对越南、老挝、缅甸和柬埔寨等经济社会发展程度相对较低的国家来说，更需要实用型、技

术型的人才。

为吸引更多外国留学生留学贵州，扩大我省留学生规模，提高外国留学生教育质量，增

进外国留学生对贵州的了解和友谊，提升贵州的国际影响，提高贵州高等教育国际化水平，

２０１３年，我省财政出资设立了“贵州省外国留学生奖学金”，２０１５年设立了“黔老（老挝）留
学生奖学金”，２０１６年设立了“黔柬（柬埔寨）留学生奖学金”，２０１７年设立了“贵州省东南亚
奖学金”、“贵州省中国 －东盟海上丝绸之路奖学金”等，以资助东盟国家优秀学生来黔
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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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此同时，我省的多所高校也先后设立了面向东盟留学生的校级奖学金，形成了“中国

政府奖学金—贵州省政府奖学金—高校奖学金”三级奖学金体系，共同支持来黔留学教育

的良好格局。

２０１３年１０月，我省教育厅出台了《贵州省外国留学生奖学金管理办法》，２０１６年３月，
我省教育厅、公安厅、外事办公室联合下达了《省教育厅 省公安厅 省外事办公室关于进一

步加强高等院校接受外国留学生管理工作的通知》，为东盟学生来黔学习提供了良好机会

的同时，也为东盟留学生的教育和管理提供了政策制度保障。自从东盟国家成为主要生源

地以来，我省的留学生教育在数量和质量、美誉度和影响力上都取得了良好效果。

（三）我省外国留学生奖学金类别及内容

２０１７年，我省外国留学生奖学金包含四个项目：“优秀来黔留学生奖学金”、“黔老留学
生奖学金”、“贵州省东南亚奖学金”和“贵州省中国－东盟海上丝绸之路奖学金”，后三项均
专为东盟留学生提供。优秀来黔留学生奖学金包含部分奖学金和专项奖学金，其中，东盟国

家留学生专项奖学金专为东盟国家留学生提供。

总体来说，奖学金按类别分为全额奖学金、部分奖学金和专项奖学金，每个类别细分为

不同的学习层次或者奖项内容。从奖学金的设置情况来看，我省将东盟国家留学生作为近

年来招生的重点。

表１　贵州省外国留学生奖学金类别及内容

奖学金类别
奖学金内容

学费（元） 住宿费 保险费 生活补助

全额奖学金

专科生 含 含 含 含

本科生 含 含 含 含

硕士研究生 含 含 含 含

博士研究生 含 含 含 含

部分奖学金

进修生 ６０００ ／ ／ ／

专科生 ６０００ ／ ／ ／

本科生 １００００ ／ ／ ／

硕士研究生 １５０００ ／ ／ ／

博士研究生 ２００００ ／ ／ ／

专项奖学金
特殊贡献奖学金 ２００００ ／ ／ ／

东盟国家留学生专项奖学金 １００００ ／ ／ ／

二、我省东盟留学生奖学金资助政策的成效

（一）吸引了更多东盟学生来黔留学

“十二五”期间，来黔留学生数达 ２７００人次，比“十一五”期间的 ５２４人次增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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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５２％。２０１５年，来黔长短期留学人数达１１５０人次，比２０１４年增长了２６１％［３］。进入

“十三五”之后，来黔东盟留学生规模逐年攀升，特别是来自老挝、泰国、柬埔寨和越南已成

为我省高校外国留学生的主要生源国。例如，贵州大学２０１８－２０１９第一学期在读留学生
中，老挝学生达１７０余名，泰国学生近７０名，有些高校的东盟留学生比例达到８０％以上。

（二）激励了东盟来华留学生努力学习

对于留学生来说，奖学金政策的功能兼顾了资助与奖励两个方面，重点在于奖励。不同

类型的奖学金对不同类型的学生进行奖励，可以使学生根据自身优势明确奋斗目标，对大多

数同学起到了激励作用。我省东盟留学生奖学金资助政策在引导学生学习、激励学生行为、

资助学生学业等方面都发挥着积极而有意义的作用［４］。

（三）择优录取优秀东盟来华留学生

由于我省外国留学生奖学金要求学生满足一定条件，因此，奖学金生都学业成绩优异、

个人特长突出、对华友好。对于我省教育厅与东盟国家组织机构合作的奖学金项目，招收的

奖学金生一定程度上受到外方机构的监督，在学习和生活上都表现良好，对贵州高校的留学

管理工作起到正面辐射作用。部分奖学金生中文基础较好，甚至持有相应的汉语水平资格

证，受到贵州高校的欢迎。

三、我省东盟留学生奖学金资助政策执行存在的问题

通过对我省外国留学生奖学金管理部门的访谈，对１０所我省外国留学生培养院校和
１３６名奖学金获得者问卷调查分析，发现如下比较突出的问题：

（一）政府层面

１奖学金宣传不够

目前我省外国留学生奖学金主要通过网站和宣传手册等方式发布信息。我省教育厅网

站只有中文和英文，尚未开发针对东盟小语种的宣传网页。如果东盟国家学生中文和英语

都不是很熟练的话，就可能看不懂宣传内容，无法提出申请。

２奖学金力度不足

奖学金总额度偏低、奖学金名额偏少。２０１３－２０１６，我省来华留学生奖学金总额度均无
增无减。奖学金的名额偏少，不能满足我省不断新增的招生院校对招收东盟国家留学生分

配名额和东盟留学生来黔学习的需求。

另外，奖学金获得者主要为本科生和汉语进修生，因此，硕士生和博士生获奖者较少。

与中国政府奖学金相比，我省外国留学生奖学金的额度篇低，硕士生和博士生申请人数较

少。例如，黔－斯里兰卡专项奖学金支持来黔攻读博士学位的斯里兰卡学生，生活费远远低
于中国政府奖学金博士生活费，学生反映难以支撑在贵州学习时的生活开支，提出申请希望

提高生活费标准。

３奖学金分配不均衡

我省高校目前有“部省合建”高校、省属高校、地方高校、高职高专等类别。调研中，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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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高职高专和地方性院校反映获得的奖学金名额比较少，我省外国留学奖学金分配不均衡；

其他一些综合性大学也提到，他们的留学生规模比较大，但是获得的奖学金名额并没有与之

成正比，学生能享受到奖学金的机会相对较少。

４奖学金流程不清晰

有高校反映，部分项目的奖学金经费支持方案、名额、标准不明确，导致宣传和招生工作

难以开展，或由于信息不一致，导致学生放弃申请。

（二）学校层面

１评定标准不清楚

奖学金应提供给学习努力，品学兼优的学生，奖学金的评选应该依照什么样的标准，我

省招收留学生的院校没有制定出明确的标准和政策。

２评定流程不透明

评定流程不透明的问题，主要是留学生对评定情况并不了解。由于奖学金总是稀缺性

的，在越来越多东盟国家留学生来黔留学的背景下，奖学金的竞争必然越来越激烈。竞争本

身是好事，只要奖学金评定的标准清楚了，评定流程透明了，留学生们知道应该往哪个方向

去努力，并以获得奖学金的留学生作为优秀的、值得学习的榜样。

３没有明确奖学金退出机制

奖学金政策应明确规定考查学生的学习和表现情况，不符合条件的学生应被取消奖学

金，比如成绩很差，或者违反学习纪律等。但是，目前留学生教学和日常管理工作都较为粗

放，使得定期严格检查学生学习成绩及学生生活行为并未达到预期效果。

（三）学生层面

１申请动机不足

申请动机不足表现在一些东盟留学生自主申请奖学金的意识较差，申请奖学金总是需

要在老师的不断敦促下完成。大多数留学生认为获得奖学金是困难的事情，不愿意去努力

争取。

２认识存在偏差

关于奖学金的作用，不同的留学生给出不同的答案：

有人认为奖学金使留学生获得学习保障的安全感，减少家庭负担，能更加安心努力学

习，学生也更重视成绩的低高分，更加遵守纪律和规章制度；有人认为是让更多东盟国家学

生可以互相交流，丰富知识，建立国家之间的友好关系，支持学生交换学习项目；有人认为获

得学习汉语，了解中国文化，学习先进科学技术的机会，将来更好地建设自己的国家；有人认

为是为将来在事业上有更好的发展空间；有人认为是吸引更多东盟国家的学生到贵州省

学习。

实际上，对于留学生来说，奖学金最重要的作用是激励其努力学习。如果因为对奖学金

理解的偏差，导致学生误以为即使不努力学习，也应该获得奖学金，那就严重误解了设立奖

学金的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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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消极应对挫折

奖学金申请和评定是一个竞争过程，必然有人成功，有人失败。重要的是不怕失败，能

够总结经验教训，努力学习，改正目前的不足之处，争取今后能够获得奖学金。然而，参与调

查的部分留学生却选择消极应对挫折，不愿意积极努力争取。

四、提升我省东盟留学生奖学金资助政策执行成效的探索与思考

（一）政府层面

１加强奖学金宣传

完善我省教育厅来黔留学网站建设，并与东盟国家的中央和地方教育网站进行合作，在

这些网站显示窗口和链接；除了中文和英语，针对东盟国家开发东盟小语种的宣传网页；奖

学金资助政策具体内容宣传到位，如申请条件、申请时间、申请成功通知、奖学金的金额、发

放时间等，都要进行具体、明确的说明。

２加大奖学金力度

政府应该增加奖学金额度。留学生奖学金政策是促进留学生选择东道国的“拉力”因

素之一，由于留学国外需要大量的交通、住宿、学费等开支，教育成本要比在国内接受教育要

高很多。除非经济很富裕的家庭，一般都会将留学费用作为选择留学国家和学校的重要考

虑因素。

一些大学为了吸引优秀的学生而对这些学生给予丰厚的奖学金作为前来留学的条件，

所以一些即使不需要担心留学费用的家庭和学生，也往往会将获得奖学金视为一种

荣誉［５］。

政府应该根据来黔留学的东盟国家学生人数增加的幅度，考虑增加奖学金名额。例如，

规定获得奖学金的留学生人数占留学生总人数的比例。

３均衡分配奖学金

要解决奖学金的院校分配不平衡和学生分配不平衡的问题，政府应该对不同层次的院

校、不同层次的学生都一视同仁。目前，高职院校的学生，也就是专科生们得到奖学金的机

会比较少。

东盟国家越南、柬埔寨和老挝这些国家经济发展十分迅速，也需要大量的技术人才，例

如技师、医务人员、农业技术员等。中国拥有大量的各领域优秀技术人才，在人才培养制度

方面也较为成熟。我省的高职院校也能够较好地满足这些国家的人才培养需求。因此，奖

学金政策也应该向高职院校适度倾斜。

政府还应该重视为硕士、博士留学生提供奖学金。我省一些重点院校和优势学科专业

具有培养硕士生和博士生的资格，应鼓励东盟留学生选读这些学科专业，为东盟国家培养高

层次的专业人才，并再提高资助标准。

４理清奖学金流程

我省外国留学生奖学金流程可操作性有待提升，建议相关管理部门从申请、评定、发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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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反馈等环节理清奖学金操作流程。政府应该就奖学金流程制作出相应的手册指南供

学校参考。奖学金流程完成后，奖学金管理部门进行总体情况通报，让各校可以横向比较，

明确不足之处，改进本校留学生教育和管理工作。

此外，政府还应注意到东盟国家的实际情况，使奖学金流程能够较好地与东盟国家的教

育衔接起来。我省的东盟留学生奖学金项目以面向不同东盟国家的留学生群体为对象，设

定具体细节时要充分地考虑到这些国家的差异。对于成绩评估应当建立健全一套科学的转

换评估标准，对于学制时间的差异可以设立弹性的申请时间，不能一刀切。

（二）学校层面

１明确评定标准

学校应明确奖学金的评定标准，最主要的问题是如何衡量申请人的成绩。既然是国际

教育，奖学金评定标准就应该考虑到各国教育体制的不同。有的标准表现为学分和成绩评

估不同，有的则表现为学制时间不同。

部分留学生建议采取统一的奖学金考试，并根据考试成绩来决定是否能够获取获得奖

学金。由于考试的主动权在我省留学生奖学金管理部门和学校，因此这种方式的确能够避

免一些弊病的发生。然而，如何具体实施该办法，仍然有待进一步讨论。

２评定流程透明化

奖学金的评定过程一定要做到公开、公平、公正，学生才会心服口服，努力去争取，评定

结果大体上也要符合大多数留学生的心理期望和价值认知，否则他们就会放弃努力。评定

结果也要及时实施公示，接受留学生们的监督。

３强化激励作用

在学习成绩方面，应提高考核要求，对于补考、挂科的学生，不给予奖学金的机会；同时

也要提醒教师在考试和平时测验时不能对留学生采取通融的态度让其蒙混过关。在行为表

现方面，对有违规违纪情形的一律不予参评奖学金的资格，应把乐于助人，积极参加各类问

题活动，担任留学生干部等指标作为评定奖学金的重要参考。奖学金除了激励作用之外，还

应该注重服务学生需求，负责部门的老师应在申请过程中给予留学生关心、鼓励和指导。

（三）学生层面

１提高申请动因

奖学金虽然有时金额不菲，有的甚至能负担奖学金接受者的主要生活费和学费，留学

生们关心奖学金中的经济物质利益是显而易见的，奖学金也正是通过这种物质奖励来实现

其激励的作用。但是奖学金毕竟不是工薪收入，其荣誉奖励性要大于其经济物质意义。因

此，奖学金的发放过程中要公开表彰，颁发荣誉证书，加强宣传，才有助于提高留学生的申请

动因。

２克服认识偏颇

奖学金确实具有多种作用，既有利于国家发展，也有利于中国高校，更为东盟国家留学

生带来机遇。从这个角度来看，我省东盟留学生奖学金资助政策是多赢的。留学生应该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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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到只有努力学习，遵守中国法律法规和学校纪律，表现优异，才能够获得奖学金，也才能够

对得起这份奖学金，因为东盟国家还有很多贫困学生想来中国留学，但是机会有限。留学生

所在国也希望其学有所成，能够报效祖国。

３积极应对挫折

相比中国本土学生，外国留学生在异国他乡要面对更多的挑战，也面临更多的挫折，奖

学金申请只是挑战之一。当前培养人才在注重智力和道德培养之余，还应该培养意志坚定、

自强不息和具有较强的抗挫折能力的人才。学校应该把培养留学生的抗挫折能力作为素质

教育的重要内容，及时与留学生进行沟通，鼓励其努力学习，争取获得奖学金的机会。

结语

在教育领域，留学工作历来是教育对外开放的标杆，是国家对外开放的窗口。来华留学

作为留学工作的半壁江山，一直受到国家重视。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对外开放力度的加大和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外国留学生选择了到中国留学［６］。近年来，特别是

《留学中国计划》实施以来，来华留学生工作成就突出，发展规模快速增长，结构不断优化，

接收留学生的高校要规范管理、提质增效、实现多赢［７］。

从国际国内发展趋势来看，来华留学生教育仍存在巨大的发展空间，对于经济发展较为

滞后，来华留学教育开展较晚的贵州，仍有巨大的市场份额可以挖掘。

我省应紧抓新时代机遇，充分利用“中国 －东盟教育交流周”的平台效应，发挥我省外
国留学生奖学金的激励作用，突出自身优势和特色，打造“留学贵州”品牌，才能使我省来华

留学生教育迅速上规模、上质量，更好地融入“一带一路”倡议和“双一流”建设进程，使贵州

成为西部地区东盟留学生理想的留学目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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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华留学生跨文化教育实践思路研究

天津大学国际教育学院杨娜　张长会

一、引言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文化是语言的内涵”［１］。如果不了解一个民族的文化，仅仅习得

它的语音、词汇、语法是无法真正掌握一个民族的语言的，也无法顺畅地与他人进行交际。

只有对语言背后的文化有所了解，才能根据不同话题和语境恰当地运用语言。

其实汉语学习的过程就是“不断体验与认识中国文化的过程，自然也是跨文化交际过

程”［１］，因此针对来华留学生进行的汉语教学不应只停留在语言技能的培养上，国际汉语教

师更要强化跨文化教育意识，有机融合语言教学和文化教学。

１９９２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首次提出“跨文化教育”一词，认为：“跨文化教育是面向全体
学生和公民设计的，旨在促进对文化多样性的相互尊重与理解，从学校、家庭、社区等多方入

手促进学生融入多元文化，获得学业成功，增进国际理解，涉及到教学方法、教学内容、语言

学习、学校生活、教师培训、学校与社会的互动等方面”［２］。

国际汉语教学本身是在跨文化交际基础上进行的语言教育活动，国际汉语教学中的

“汉语”既是一种交际语言，也是中国文化中的语言。教师应该把语言教学与跨文化教育相

结合，扩大学生知识面，使学生不但习得语言技能，而且了解中华文化，具有跨文化意识。

国际汉语教学课堂是中外语言文化接触和碰撞的场所，不同国家的语言文化差异都呈

现在此。教师要帮助学生认识到自身文化和它国文化的差异，克服文化定势，摒弃文化偏

见，养成客观的跨文化意识，从而使得不同文化背景的学习者能够排除文化冲突和文化误

解，以开放、宽容的心态对待彼此的文化，在跨文化交际过程中顺利无碍地交流。

二、对不同留学生群体实施不同的跨文化教育内容

“因材施教”是教育教学的一条基本原则。为了高效且有针对性地实施跨文化教育，我

们有必要对施教对象进行分类。分类以学生来华时间长短为标准，因为跨文化教育实践的

具体内容需要根据留学生个体来华时间的长短进行设置和调整，留学生个体的“跨文化适

应”更是需要时间来保障。有鉴于此，我们采用“来华时间”这一维度大致将来华留学生分

为“短期来华留学生”和“长期来华留学生”。

（一）短期来华留学生

这里的“短期”我们定位为来华时间约三个月以内。这部分留学生群体会经历文化初

适应期，具体可分为“文化兴奋期”和“文化休克期”。

学生初到中国，置身于完全陌生的环境，饮食、语言、气候、交际方式等等都有别于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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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熟悉的。他们置身中华文化，最初会对周遭事物倍感新鲜好奇，生活中充满不尽的发现

和惊喜。但当这种文化新鲜感带给他们的兴奋逐渐减弱后，文化差异对其心理造成的负面

影响就逐渐显露出来。这一阶段称之为 “文化休克期”。

“文化休克”又叫“文化震荡”、“文化冲击”，主要指一个人初次进入异文化环境后，由

于失去熟悉的社会交往信号，对于对方社会交往信号不熟悉而出现的各种心理和生理上的

不适应。［３］这有可能会表现为内在的孤独、思乡、挫败等情绪感受，也有可能会表现为外在

的易怒、自我封闭等行为症候。

针对处于“文化休克期”的留学生，跨文化教育的工作重点应该放在心理教育上，帮助

留学生进行自我文化调整，消除其以自我文化为中心的倾向。

初入华留学生刚刚接触异国文化，会不自主地以自己国家的文化作为标准来判断异文

化。只有通过培养留学生的跨文化意识，让其认识并了解不同文化间的差异，理解并尊重其

他个体，才能使他们逐渐适应在多元文化环境下的学习与生活。

我们要以寻求理解为出发点，重点传授中华文化的精髓，激发其深入了解中华文化的兴

趣以及与汉语母语者交往的愿望。

除了心理教育以外，汉语教学更是这一阶段的重中之重（短期游学生除外），因为来华

留学生跨文化适应的程度依赖于其汉语运用能力的大小。对于初级水平的留学生而言，语

言表达不畅以及语言学习中的困难使其跨文化适应的难度更行增大。

留学生纠缠于母语文化和汉语文化的交际规则、思维方式，这时作为施教者的汉语教师

就应适时引导留学生保有学好汉语的积极性和兴奋点，使其能顺利度过这一困难期。

为了激发学习者进一步学好汉语的兴趣，汉语教师可以“词汇教学”为着力点进行跨文

化教育实践。词汇是语言学习的第一步，也是文化教学的第一步。

词汇是语言系统中最为活跃的，它包含的文化含义也非常丰富，一个社会的文化特征最

先从词汇中体现出来。留学生对于词汇的学习是最为有感的，他们也乐于习得词汇背后彰

显的文化因子。

对于初级水平学习者，我们除了要讲清词语的本义以外，也要根据情况适当地浅析其涉

及的文化因素，以此提高其学习汉语的动力和兴趣。

霍尔将世界文化分为“高语境文化”和“低语境文化”［４］，中国属于高语境文化，交际方

式婉转含蓄。教师要在语言教学的同时，传授基本生活用语的常识性文化背景知识，学习者

才能习得所学语言的内涵和应遵循的文化规约，顺利与中国人进行交际。

（二）长期来华留学生

这里的“长期”指的是来华时间超过三个月，包括长期语言培训生和专业学历生。初入

华学生在经历了“文化兴奋期”和“文化休克期”以后，就过渡到“深度调整期”和“基本（完

全）适应期”。这是一个缓慢起伏的恢复阶段，也是一个渐入佳境的“归化”阶段。

这一阶段跨文化教育实践的重点落在了增扩文化内容和深化文化意识这两个方面。这

一阶段留学生的汉语水平已经或正在步入中高级阶段，这一阶段的跨文化教育实践也要因

应此变化，因为文化因素的教学与学习者的水平相关联，同样具有层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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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中高级阶段，学习者业已习得汉语的基本语法规则，词汇量不断扩大，交际能力也

随之提高，对汉语的认识由表及里，对中华文化的理解逐渐深入。

汉语教师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加以引导，在课程结构的安排上设置不同类型、不同程度的

跨文化教学内容。目前，中国的大部分院校都为留学生专门开设了中国概况、中国文化概

论、高级汉语等语言文化类课程。

这些语言文化类课程的设置本身就是一种显性的跨文化教育方式，这种方式有助于学

生突破母语的思维定式，强化学生的跨文化意识，在刻意营造的环境中使学生更准确地理解

中华文化。

除了直接增扩文化教育内容以外，潜移默化的隐性跨文化教育实践更要重点关注。根

据教育部近年来的统计，目前外国人来华学习涉及到的专业领域除了传统热门的汉语、文

学、中西医以外，还有新兴的管理、经济、工科类等学科。

在我国大部分专业院校采用趋同管理模式，平等对待专业学历留学生和中国学生，这些

入专业的留学生与中国学生在同一课堂一起学习，使他们完全沉浸在中国交际文化圈内。

对于他们来说，这就是活生生的跨文化交际课堂。留学生与中国师生相处的时间里，不但是

专业内容的学习，更是中国文化的身临其境，能努力做到入乡随俗，能有效与他人互动。

康健（２００９）将文化教学分为一般表层的物质文化教学和深层的精神文化教学［５］。我

们认为通过理想的跨文化教育，可以最终让学习者体会到中华儿女的深层精神文化，它包括

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审美趣味、道德文化以及情感和价值观等等。

三、跨文化教育内容及实践渠道

２００３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指出，跨文化教育不能简单地被看作是一种附加在常规教育之
上的教育，而应同时关注学习环境、学习群体及学习过程，整个跨文化教育过程的设计必须

是多层面、多角度的［６］。

我们也认为跨文化教育的实践渠道应是多方位、多角度的，可以有实施者的多元化，像

一线授课教师、办公室管理人员，留学生身边的中国学生甚至留学生的他国好友；也可以有

实施场景的多样化，包括着力打造的课上、课下以及无形的日常生活等。

跨文化教育实践是不同的实施者在不同的实施场景进行的各类跨文化教育活动，它不

但要通过传统课堂教学的手段，而且更要依靠课外文化交流活动和日常学生管理。

我们根据跨文化教育的实施内容对其进行分类，一方面可以融合实施者和实施场景，另

一方面也可以清晰理出不同的实施渠道：

（一）实务性内容的宣讲

这类跨文化教育实践活动贯串留学生在华留学的始终，既包括入学教育，也包括平时的

日常学生管理。这其中，管理干部应该发挥其主要作用。他们应该以包容的心态服务好学

生，切实从学生角度出发，强化服务意识，以解决好问题为管理导向，给予学生更多的人文关

怀，倾听他们的声音，尊重差异，及时帮助学生解决在学习、饮食、住宿等方面遇到的问题，做

好其思想和心理健康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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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管理经验，在留学生就读的不同阶段有预见性地提前做好服务，比如在来华留学生

入学之初，可以发放中英文学习生活指南，介绍交通、购物、就医、安全等方面的情况，安排中

国学生陪同他们熟悉周边环境、购买生活必需品、办理入学手续。

当其生活安排妥当、对一切抱有新鲜感的时候，给学生科普“文化休克”的相关知识，让

学生有一定的心理准备，以便顺利度过日后的文化适应期。。

（二）知识性内容的传授

学习是留学生在华生活的主要安排，在课堂教学环节进行中国传统文化传播是实现跨

文化教育中知识性内容传授的主要手段，一线任课教师为主要实施者。语言离不开文化，它

是文化的载体，语言学习无法独立于文化学习之外，文化为语言学习创造了一个真实而丰富

的环境。

教师在传授语言知识的同时，也不能忽略对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只有通过了解

文化知识，学生才能掌握活生生的语言，才能真正理解一个词语或是一句话的含义。

汉语课堂要求汉语教师增强跨文化教育意识，重视中华文化知识传播，避免学生在实际

交际中因为文化障碍造成语用失误和文化误解。

除了可以通过“隐性路径”———伴随语言学习过程，渗透与语言学习紧密联系的中华文

化知识以外，还可以通过“显性路径”———在语言课程之外开设中国概况、中国文学、中华才

艺技能等通识类、鉴赏类文化课程，专门介绍中华文化。

“显性路径”和“隐形路径”是董晓波（２００６）提出的跨文化教育两条路径［７］，我们认为

在传授跨文化教育知识性内容时可以穿插进行。

（三）体验性内容的参与

这类实践既包括仿真的课堂展演，也包括丰富的课外活动，目的是让留学生通过亲身参

与来感知和深化中国文化。留学生在生活中通过表层接触或者在课堂上了解中华传统文

化、风俗习惯、道德意识等，大体上都是比较粗浅的，缺乏深入感受。

我们可以延展教学场地，从课堂内延伸到课堂外，采用多种活动形式让留学生来亲身体

验中华文化，如游览名胜古迹、观看传统文艺演出、参观博物院、组织新年联欢会、参加学生

社团等等。

语言学习过程是情感与认知融为一体的过程，是学习者亲自实践和感知的过程。中华

文化包罗万象，除了课上传授，课后提供给学生文化体验和文化实践的机会，能让他们更直

接、更感性地浸润在中华文化之中，从而增进其理解，增强其认同感。

同时，多样的课外文化生活对初入华学生而言，不仅可以丰富其生活，而且能分散其注

意力、克服心里孤独感、减轻思乡之苦，助其更快度过“文化休克期”。

很多初入华留学生虽有结交中国人的愿望，却缺乏勇气和行动，我们搭建中外学生间的

交流互动平台，可以让留学生有更多机会加入中国学生交际圈，中国高校校园文化的感染力

和亲和力会让留学生切身体验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四、跨文化教育实践应遵循的原则

无论采取哪种渠道实施跨文化教育内容，教育实施者都要建立并提高跨文化意识，在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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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留学生从文化冲击阶段过渡到恢复适应阶段时，秉持以下原则，有的放矢地实施跨文化

教育：

（一）包容性原则

不同文化背景中的人们被自己从小所受的文化教育和文化熏染影响，在跨文化交际中

必然会不自觉地将自己的文化价值观作为衡量标准来理解或评价异文化。

要帮助留学生建立多元文化观和平等的跨文化交际态度，我们一线教师和留管干部自

身就需要先具备这一素质，以宽广的胸怀尊重和接受差异，以包容的心态帮助留学生逐步

适应。

（二）实用性原则

来华留学生生活在中国，沉浸在汉语文化氛围当中，教授给他们的文化内容应该与学生

所学的语言内容密切相关、与学生的日常生活紧密相连，能涉及到平日交际的主要方面，让

学生在与中国人直接接触时有机会能用得到。

针对学生在交际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实际问题，帮助他们学会运用跨文化交际策略有效

地与中国人进行交流。学生逐渐积累跨文化交际经验、磨练交际能力，从而激发学习语言和

文化更浓厚的兴趣。

（三）适当性原则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知识浩如烟海，国际汉语教学中的跨文化教育不可能面面俱到，教

师要有所选择，不能随意讲授，也无需全盘托出。

不同类别的学习者对文化知识的需求不尽相同，教师要根据学生的汉语水平、接受能

力、学习目的、理解能力等来确定跨文化教育内容，如果过多、过细地导入文化教学的内容，

非但不能促进语言教学，反而会给学生造成不必要的学习负担和阻力。

（四）渐进性原则

跨文化教育要与语言不同教学阶段相匹配，教育内容随着学生语言水平的提高不断扩

充，二者齐头并进、同步展开。

秉持由浅到深、由简单到复杂、由表层现象到本质内涵的顺序，以循序渐进、逐渐加深的

方式进行跨文化教育。从学习者的角度而言，对异文化的理解不是一朝一夕间的，也有一个

不断深化的过程。

五、结论

汉语教学的目标是要培养知华、友华的高素质来华留学生。在实际汉语教学中，要注重

跨文化教育，增强学生对不同文化的认同感和包容性，才能更好地促进不同语言和文化之间

的交流和沟通。

对来华留学生的跨文化教育不是一门单独开设的课程，它应该渗透到教学和管理的各

个方面，贯穿于每门课程和每项文化活动当中。

一线教师和留管干部应该具有充分、自觉的跨文化教育意识，针对不同学生群体调整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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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教育侧重点，秉持包容性、实用性、适当性和渐进性的原则，向学生宣达实务性内容，传

授知识性内容，鼓励其参与体验性内容，并做到以下几个结合：

（一）文化教学与语言教学相结合

汉语的语音、文字、词汇、语法等无不携带汉民族文化信息，教学中应将其放在文化背景

下。单纯的语言学习如果没有文化作为背景，在实际运用中只会障碍重重。

（二）课内教学与课外活动相结合

课外活动是课内教学的延续，它不但让学生学以致用，培养其听说能力，而且可以增加

学生的文化体验，培养对文化差异的敏感意识和对异文化的宽容度，接受中华传统文化的熏

陶，进而增进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理解，并在真实的跨文化交际互动中渐渐学会恰当、有效、得

体地与中国人进行交际。

（三）教学与管理相结合

不能仅靠任课教师在语言课堂上穿插的文化知识以及为数有限的基础文化课程来培养

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还应培养管理干部的跨文化教育理念，将这种意识融入到学生管理

工作当中，时时以身示范并要求学生遵守相应的规章制度、行事规范。

参考文献：

［１］　赵金铭国际汉语教育中的跨文化思考［Ｊ］语言教学与研究，２０１４（６）：１－１０．

［２］　赵中建（主译）全球教育发展的历史轨迹：国际教育大会６０年建议书［Ｍ］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

１９９９：５０３．

［３］　ＯｂｅｒｇＫＣｕｌｔｕｒｅｓｈｏｃｋ：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ｔｏｎｅｗ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ｓ［Ｊ］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１９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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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康健全球化语境下对外汉语教学中的跨文化教育［Ｊ］西华师范大学学报，２００９（１）：７４－７７．

［６］　ＵＮＥＳＣＯ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ｉｎａＭｕｌｔｉｌｉｎｇｕａｌＷｏｒｌｄＵＮＥＳＣＯ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Ｐａｐｅｒ［Ｍ］Ｐａｒｉｓ：ＵｎｉｔｅｄＮａ

ｔｉｏｎｓ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ｎｄ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２００３：１４－１６．

［７］　董晓波以跨文化教育为主导的大学英语教学［Ｊ］黑龙江高教研究，２００６（１）：１３０－１３１．

［基金项目：天津大学自主创新基金项目（２０１７ＸＳＣ－００３４）；天津大学研究生创新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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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文化情境下包容性课程
对于留学生创新能力的影响
———基于安徽省属高校的实证研究

安徽工业大学　胡善贵　戴俊霞　雷金火

一、引言

扩大留学生教育规模，提升留学生教育质量，已经成为各高校扩大对外合作与交流的重

要组成部分，并成为衡量高校国际化发展水平的关键要素之一，也成为地方本科院校扩大国

际合作交流的重要着力点。

虽然我国留学生总体数量得到了迅速增长，但留学生教育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也逐渐凸

显，如培养模式单一，留学生跨文化适应困难［１］，留学生教学偏重理论［２］等。如何在合理增

长留学生规模下，促进留学生能力发展，提升留学生教育质量，已经成为目前来华留学教育

中急需解决的重要问题。

作为留学生教育改革和提升留学生教育质量的重要组成部分，课程建设关系到培养出

怎样合格的人才，关系到留学生跨文化适应能力的培养。目前，我国现存的传统课程板块已

经不能满足来自于不同文化背景的国际学生的教育需求，如何结合留学生多元文化背景，培

养留学生对于中国大学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并进而提升留学生创新能力水平，关系到能否真

正培养出一大批知华、友华的高素质来华留学生。

目前，在留学生课程板块中，国内高校都开设有中国文化概况和汉语两门留学生公共必

修课。在课堂教学过程中，开展来自于不同文化背景留学生之间的对话交流亦成为课堂教

学中必不可少的环节。

鉴于课程建设在留学生教育中的重要性及国内学界对留学生课程建设研究的匮乏，本

研究重点实证探索包容性课程对于留学生归属感和个人创新能力的影响，以揭示课程建设

对于留学生个人能力发展的影响及作用机理。

二、文献回顾及研究假设

１包容性课程与留学生个人创新能力

包容性课程是指所开设的包含有多元文化内容的或组织开展来自于不同文化背景的留

学生之间对话和讨论的课程［３］。国外学者对包容性课程对于留学生的影响展开了富有成

效的探索。

研究表明，包容性课程对于留学生的跨文化适应有着积极重要的影响［４］，关于不同种

族和性别内容的对话能改善留学生对于社会文化的认知，帮助留学生与来自不同社会建构

的人进行有效的社会互动，增强留学生对于跨文化、跨种族、跨信仰的理解，鼓励留学生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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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的跨文化活动，并在跨文化活动中与其它不同文化的留学生进行相互交流，相互学习，

帮助留学生学习不同的文化知识，从而改造留学生自身原有固化的认知结构和能力，为个人

创新能力的发展提供基础知识性条件。

另外，与不同文化背景的留学生进行互动交流，能够帮助留学生从不同的认知角度去思

考问题，训练留学生批判式逻辑思维，为从事创新性活动提供思维认知上的便利［５］。

最后，包容性课程的开设有利于留学生在对话交流中建立的良好个人社会关系，帮助学

生拓宽社会网络，拓展个人社会资本，从而为个人创新能力的发展扩展了外部资源空间。

鉴于以上逻辑推理，本研究提出假设１（Ｈ１：包容性课程有利于留学生个人创新能力的
发展）。

２留学生归属感的中介作用

学生的归属感是指学生在跨文化学习经历中，对于所获得的社会支持、学习挑战和学业

支持的感知度和与学校的关联度［６］。

学界指出，对大学的归属感是学生不懈努力和学业成功的关键要素［７］，强烈的归属感

有利于学生减少由于跨文化差异而带来的文化冲突和一系列负面情绪，如孤独感、失落感、

精神压力［８］等。对大学的归属感，能增强留学生的跨文化学习和社会适应，增强对学校和

中国文化的情感认同。

包容性课程鼓励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群进行交流和对话，鼓励留学生开展各类文化交流

研讨，客观上促进了留学生之间的情感交流，帮助留学生克服跨文化经历中学业和生活上的

各种障碍，增强留学生对于大学文化的情感认同。

情感上的认同和归属有利于增强留学生跨文化学习和交流的自信心和内部动机，驱使

留学生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在跨文化环境中从事个人创新能力发展的各类跨文化

活动［９］。

另外，归属感的增强，有利于留学生建立良好的人际交流关系，拓展社会资本，在跨文化

学习经历中进行更多的知识分享和能力创新。

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设２（Ｈ２：学生归属感在包容性课程和学生创新能力两者之间发挥
中介作用）。

图１　研究假设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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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设计与数据收集

１变量测量

本研究所选择的变量量表选自国际权威学术期刊。并根据预实验的反馈情况，对相关

量表的题项进行了修订，借助相关专家的帮助，对修订后的量表进行了双向互译，以确保量

表题项在语义上的准确性。

包容性课程的量表出自Ｇｌａｓｓａ和Ｗｅｓｔｍｏｎｔ（２０１４）［３］，该量表包括２个题项，具体由留
学生选择“学校开设的不同文化学生间的对话的课程数”和“学校开设的有关种族、民族、性

别、阶层、宗教及性取向等问题的跨文化课程数”。量表采用５点李克特量表计分，编码规
则为：“没有—１”，“１门—２”，“２门—３”，“３门—４”，“４门及以上—５”。

归属感的量表也出自Ｇｌａｓｓａ和 Ｗｅｓｔｍｏｎｔ（２０１４）［３］，该量表包括４个题项，如“我对我
的学校非常有感情”，“我觉得与同学们、老师们关系很好，我们相互支持”。量表采用５点
李克特量表计分，５表示“完全同意”，１表示“完全不同意”。

个人创新能力的量表出自Ｍａｄｊａｒｅｔａｌ（２０１１）［１０］，该量表包括６个题项，如“我有很多
很有创造性的想法”，“我能提出非常有新意的学习或工作方法”。量表采用５点李克特量
表计分，５表示“完全同意”，１表示“完全不同意”。

本研究还同时选取性别、年龄、来华时间和教育水平作为控制变量。其中，性别采用虚

拟变量，男性为“０”，女性为“１”。

２样本数据收集

本研究在安徽三所公立综合性大学中开展了问卷调查，在三所大学国际教育部门同仁

的大力协助下，共向三所大学在校留学生发放３９９份调查问卷，回收了３１６份问卷，回收率
达到７９２％。在删除不合格样本后，最后实际采用合格问卷２４８份。样本描述性统计信息
为，男性１２５人，占５０４％；女性１２３人，占４９６％；本科生以下１６２人，占６５３％；本科生
６８人，占２７４％；硕士生及以上１３人，占５２％；学历信息不全５人，占２％。年龄结构上，
２０岁以下 １１４人，占 ４６０％，２１

$

２５之间 ９９人，占 ３９９％，；２６
$

３０之间 ２７人，占
１０９％，大于３１岁８人，占３２％。在来源洲别上，来自于亚洲其它国家１２７人，占５１２％，
来自于非洲７８人，占３１５％，欧洲３人，占１２％，美洲４０人，占１６１％。

四、假设检验

在正式检验各相关假设前，我们对相关变量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ａ、因子载荷、组合信度和平
均提取方差值等进行了检测，均达到阙值要求。

数据结果表明，各变量有着良好的聚合效度和区分效度。表１为各相关变量之间的均
值、标准差和相关系数表。

本研究运用ＳＰＳＳ１９０对各相关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在进行分层回归分析后，表２的数
据结果显示，与假设１相一致的是，包容性课程与归属感（β＝０４８３，ｐ＜０００１）和个人创
新均显著相关（β＝０３９０，ｐ＜０００１），假设１得到验证。

表２的数据表明，归属感与包容性课程和个人创新都显著正向相关，因此归属感部分中
介包容性课程和个人创新两者之间发挥中介作用。因此假设２也得到了验证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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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均值、标准差和相关系数表

均值 标准差 １ ２

包容性课程 ３０５９ １０８９

归属感 ３３６７ ０７９６ ０４９５

个人创新 ３７３９ ０６４３ ０３９０ ０４８５

　　Ｎ＝２４８（合格问卷２４８份）所有相关系数均进行了标准化处理表示在００５水平上显著，
表示在００１水平上显著。

表２　归属感的中介作用

归属感 个人创新 个人创新

年龄 ００２５ －００３２ －００４２

性别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６

学历层次 ００４７ ００６７ ００４９

来华时间 －０１４０ －０００３ ００５２

包容性课程 ０４８３ ０３９０ ０１９９

归属感 ０３９５

Ｒ２ ０００６ ０１５６ ０２７０

△Ｒ２ ００５７ ０２６３

△Ｆ ３７６７２

　　Ｎ＝２４８所有相关系数均进行了标准化处理。表示在００５水平上显著，表示在００１水平上
显著，表示在０００１水平上显著。

五、结论与讨论

１研究结论与启示

样本数据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包容性课程与归属感和个体创新能力发展之间显著正相

关，结果表明，包容性课程数目越多，越能促进个体在跨文化情境下的归属感和创新能力的

发展。归属感的中介作用表明，包容性课程部分通过提升个体的归属感进而提升个体的创

新能力。

（１）理论启示。

首先，本研究拓展了个人创新在跨文化情境下和教育领域研究的理论外延。

其次，本研究揭示了在跨文化情境下，包容性课程对于个人创新能力发展的内在作用机

理，指出归属感是个体在跨文化情境中提升个人创新能力的有效途径。

（２）实践意义。

本研究也为教育工作者和管理者提供了现实参考价值。

首先，在旨在提升留学生个人创新能力的课程教学改革中，应注重加强对包容性课程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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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力度的重视，因为包容性课程是提升留学生创新能力的重要途径。

其次，要注重对留学生归属感的培育，留学生归属感是留学生对学校和留学目的地国在

情感和认知上高度认同的集中体现，同时也是留学生个人创新能力提升的有效途径，应加大

对留学生在学习和生活上的关心和支持力度，帮助留学生克服跨文化障碍，并提升个人能力

发展。

２研究不足及未来研究方向

本研究还存在一定的不足。首先，本研究采取安徽三所高校留学生作为实证样本，未来

的研究可考虑选择更大范围内的留学生作为样本，以进一步检验本研究的相关结论。

其次，本研究采用横截面数据，因此不能很好地证明各变量之间的因果关联性，未来的

研究可以采取纵向研究方法，以进一步厘清各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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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国家来华留学教育服务
战略与政策研究

———以我校农业与生物学院为例

上海交通大学　刘娇月　王丹

综述

“一带一路”倡议是由习近平主席于２０１３年提出的重要战略构想，其核心理念是合作
发展，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是

我国对外开放的重大战略构想，为中国与沿线国家彼此更好地利用新的外部环境、参与国际

贸易投资新规则制定、促进区域合作带来了新机遇［１］。

在当前国际竞争中，我国不仅需要在经济贸易和全球战略方面与沿线国家进行密切合

作，同时在文化和教育方面，也需要与沿线国家进行深层次的交流。

高等教育“一带一路”战略的部署和实施为进一步推进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深化高等

教育领域综合改革，以及提高教育质量提供了重大机遇［２］。如何在这一重要契机下对各高

校和研究机构的教育机制以及来华留学生的管理服务进行改革和升级，是国内高校需要深

思和解决的问题。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一带一路”高等教育问题，并针对相关问题做了调

查研究或对教育前景作出推测。如刘志民等人分析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高等教育大众

化进程，并预估了在未来５－１０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高等教育的发展态势［３］。

白鹭探讨了“一带一路”战略引领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路径，具体为：协同创新，打造“丝

绸之路学术带”；融合发展，进一步推动“丝绸之路大学联盟”；制定人才培养计划，着力培养

国际化人才；开展多种形式教育学术交流，增进文化理解等［４］。

周谷平、阚阅详述了“一带一路”战略的人才支撑与教育路径，提出以“内生”和“外延”

为路径，更新观念，完善制度，优化办学，创新实践，切实担负起人才培养的重要使命［５］。

国内研究基于宏观角度，对沿线国家的留学的前景和战略做了分析和整合，对人才培养

模式也进行了许多探讨。但在微观方面，针对不同国家留学生的特点和服务方案则仍旧欠

缺相应的研究，结合留学生的生活、学习和社交等方面的细节研究也较少有涉及到。

因此本文将对较少被论及的沿线国家留学生的学习、生活、心理适应情况做一定的调

查，并在调查的基础上，结合相关政策，对留学生教育服务提出相应的建议。

国外学者ＶａｎｄｅｒＷｅｎｄｅ等认为，中国的高等教育领域情况越发复杂，迫切需要采取新
型管理战略，抓住新的机遇，带领整个国家的教育发展向世界一流迈进。而“一带一路”战

略则为中国高等教育的国际化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契机［６］。

Ｗｅｌｃｈ分析了“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对欧洲教育的影响，评价了“一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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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战略的影响力，指出了发展中存在的困难和障碍［７］。

Ｓｈａｍｂａｕｇｈ系统阐述了高等教育“一带一路”战略对中国软实力提升的重要作用，可以
以此为切入点，进一步提升中国的影响力［８］。

总体来讲，在国内学者的研究中，针对来华留学生教育服务管理类的政策研究开展较

多，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我国高校来华留学生服务管理模式上，梳理高校在招生管理、教学

管理、后勤管理等工作中所存在的问题，从来华留学生教育管理主体与管理客体两个方面剖

析其原因，并提出有效提高留学生管理水平的方法和途径。而对来华留学生教育服务“一

带一路”战略研究实证研究还非常有限，只有少量的“一带一路”战略与来华留学生数据的

分析。

国外学者的研究则基本以地域为划分，比如Ｌｅｕｎｇ分析了高等教育“一带一路”战略中
中国与土耳其的关系［９］；Ｇóｒｓｋｉ探讨了“一带一路”框架下中国与波兰的高等教育战略伙伴
关系［１０］。因此，对高等教育“一带一路”战略的实证分析还有欠缺。

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高等教育需求研究

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三大留学生输入国，但与欧美及澳大利亚等国家相比，来华留学生人

数仍远少于我国出国的留学生。并且长期以来，我国来华留学生教育的重心是少数发达国

家，这与一些高校认为来华的欧美学生能体现该校的教育国际化水平有关。在这种情况下，

招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来华留学生对于完善我国高校中来华留学生的比例和文化背景、

加强与周边国家的学术和科研交流、以及开拓高校发展路径都有帮助。

自实施“一带一路”战略以来，沿线国家来华留学生规模不断增大，生源国也不断增加，

对于专业的选择、学校的选择和学历学位的认证也在不断完善。据统计，２０１７年，“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来华留学生为３１７２万人，占全体来华留学生总人数６４８５％。但总体而言，
沿线国家来华留学生总体规模还不大，学历生占比例较小，资助系统有待优化，推介方法和

信息渠道也比较单一。

面对“一带一路”战略提出的要求和国际形势带来的挑战，高校自身需要根据实际情

况，研究如何利用现有条件，创新教学和教育理念、完善管理和服务制度，招录和培养高质量

的来华留学生群体，打造更为合理和较为完善的留学生教育管理制度，培养更多符合“一带

一路”发展战略和“走出去”战略要求的国际化人才。

本文旨在立足于实际，了解“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高等教育留学需求，充分分析我国高

等教育留学服务中现存和未发现的问题，并提出“一带一路”战略下提升我国高等教育留学

服务的举措，有利于未来的来华留学服务的提升。

“一带一路”沿线的６５个国家，跨越亚、非、欧三大洲，虽然总体上看，目前八成以上的
沿线国家已经处于高等教育大众化及以上发展阶段，但由于各个国家在政治、经济、社会、文

化和宗教等方面有着不同的背景和需求，相应在高等教育方面也有不同的要求和相应的教

学系统。

为了解这些国家的高等教育特点，在招录和培养来华留学生时，有必要对这些国家进行

系统的分析，从经济发展状况、文化教育背景、产业发展需求和科研发展状况入手，找出相应

的需求和相匹配的方面，从而尽可能了解到留学生可能的诉求和可预见的问题，方便对留学

生的管理和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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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我校农业与生物学院的在华留学生进行问卷访问和深度访谈发现，沿线国家与

我国文化的差异首先体现在文化隔阂和沟通上，其次才是其他生活方面和科研及学习的

差异。

我校对在华留学生没有掌握中文沟通的要求，主要使用英语为课堂教学和师生交流中

的沟通语言，且在日常交往和交际中，在校中国学生也基本具备可用英语交流的能力，所以

沟通的障碍还主要在于文化方面的差异造成的理解和沟通的隔阂，以及周围环境差异带来

的不适应。

宏观层面上，文化差异是留学生不适应来华生活环境的一个原因，但这个因素也与留学

生本人的习惯、性格和阅历相关。

在调查问卷中，学习过汉语或提前了解过中国文化的留学生较能适应文化，在存在文化

冲击的情况下，有过其他国家留学经历的留学生也能较快地适应和转换心态，且年纪稍长的

留学生对留学的满意度也更高。这说明一定的留学经验和主动了解留学所在地的态度，从

一定角度能够帮助留学生更快地适应在华留学生活。

仅次于文化差异的是宗教信仰方面的差异。由于沿线国家持不同的宗教信仰，对于饮

食和宗教活动也有不同的要求。学校在尊重学生宗教信仰的前提下，也需要加强管理，以免

出现极端宗教活动等情况。从宗教方面了解学生情况也是理解学生心理的一个切入口，但

如何把握沟通中的度，让不让理解关心变成宗教辩论也是在沟通和管理中需要注意的问题。

在科研和教学方面，留学生在入学后大部分都能够紧跟课程，对自己的科研项目和研究

方向也都有较好的认识，最为难的是奖学金和科研经费等相关的问题，这与许多奖学金的国

际化做得不到位也有一定关系。

学校或者国内的一些针对留学生的奖学金主要集中在招录阶段，对科研经费的使用也

主要由导师和学生沟通决定，而欧美国家更为常见的企业奖学金则较少关注留学生方面，所

以留学生在录取时是否获得奖学金以及获得什么等级的奖学金成为了他们最为关注的

问题。

在由国家、市政府和学校扶持的情况下，奖学金和签证仍然会成为一些得到导师认可的

留学生难以跨越的一道门槛。如果企业能够在奖学金方面加强对于留学生的扶持，或者对

国际化人才提供定向扶持，则更有可能会达成互惠共利的局面。

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高等教育留学服务的问题与挑战

在分析“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留学需求的过程中，笔者也发现了留学生服务中现存的诸

多问题。以农业科学及相关学科为例，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各个国家因地理和气候

条件的不同，也都有不同的农业科学及相关学科特色，对于幅员辽阔的中国来说，吸取不同

地区特色也具有现实意义。

食品匮乏仍然是全世界面临的重大问题，而在粮食生产、畜牧业养殖、食品加工和处理

方面，学术沟通和交流也具有学术和实际意义。以上海交通大学农业与生物学院与以色列

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的合作为例，两校互派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并进行学术交流的合

作项目，可以进行资源交流和优势互补，开拓学生的眼界，同时也方便两院教授和研究者之

间的学术交流和技术交流。

前文提到学生在申请奖学金时可能遇到瓶颈，其实在专业选择方面也有一些隐性的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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槛。由于各个国家的专业设置和教学系统的不同，高校对于毕业生的要求也不尽相同，所以

在申请时，留学生可能遇到专业课程不对口、专业要求有偏差，以及无法找到对应导师等

情况。

以农业及相关学科为例，各个地区的条件和特点不同，能够研究和发展的问题也是有限

的，对于学科和研究的拓展不能盲目追求全面，但在学术资源交流和共享能够提供技术或研

究方法上新的思路，跨学科或者多学科交叉结合的研究也是各学科发展过程中将会面临的

方法，所以在国际交流中利用合作交流的契机，是互利共赢的好机会。

在评分体系和学位制度上，我国高校仍与国际体系有许多不同，这也是教务方面需要考

量的问题。

除了在华留学生与校园文化的融合之外，还有在留学生团体之间的交流问题。在不同

国家的留学生中，能否构成留学生自治和管理的集体以及相应的体制，如何对留学生的不同

文化和习惯要求合理满足；以及在饮食和气候条件上，是否有相似的生活环境也是部分留学

生考虑的问题。

在汉语学习过程中，不同学生的基础不同，同时在教材和课程方面的问题。有些学生在

汉语学习方面进度较慢，又较少与中国学生用中文交流，更加阻碍了汉语学习的进程并减弱

了融入中文环境的可能，甚至减少了在国内交流和发展的更多机会。

英语作为通用语言确实是师生都需具备的，我们不能强制留学生学习中文，但如果能学

习中文则会对他们融入高校和周围的文化氛围有更好的帮助，特别是对继续在中国学习工

作等计划的留学生，汉语水平将是影响其未来在华发展的指标之一。

留学生的心理承受和适应能力与家庭文化信仰相关，也与自身的年龄和心智相关，在适

应中国的硬件设施、文化氛围及教育方式时，学生本人的学习习惯等也是一个变动的因素。

在留学生管理中，容易遗漏这些细节。如果在教学或者行政管理中，对这些因素予以关注，

能够及时发现留学生可能存在的问题并合理解决，可以避免不必要的冲突，提高留学生来华

学习的效率和满意度。

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来华留学教育服务的战略与政策

２０１７年９月，我国出台了“双一流”的战略就应我国当代发展的需求而生，在“双一流”
体制下，培养具有国际视野、全球思维和专业素质高的创新人才是当前高校的紧要任务。

众多高校在提高教学质量的同时，也重点着眼于国际化，让教学和科研质量与国际接

轨，让国际交流服务于学校建设，让高校能在国际化进程中打造自己的品牌。而这个过程

中，来华留学生教学管理和服务代表了国内高校的教学和服务水平，是衡量国际化水平的重

要指标。

通过分析“一带一路”相关政策，可以发现沿线国家教育需求的热点。以我校农业与生

物学院为例，我国是农业大国，然而在粮食需求上仍不能完全依靠国内产出满足全部需求，

而沿线国家中有４２个在农业产业上占比较大、基本从业人员众多，在农业方面也有类似的
需求及可借鉴的技术。在双方的共同需求和利益推动下，沿线国家的农业项目有了更多的

发展空间。

我国政府奖学金对沿线国家学子有很大的影响力。通过“一带一路”项目，实现出国留

学的梦想，同时能够在沿线项目上做出贡献，成为能够独当一面的国际人才，是沿线国家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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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学子们在学业和就业方面的难得的机遇。

在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背景下，通过比较“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教育需求和现

有留学服务中的不足，提出新的战略措施，如教育体制的设计、专业和课程等与国际接轨、服

务设施的改善、地域文化的尊重、日常管理的对策等。

在专业课程等教育能力方面，以我校农业与生物学院为代表的一类高校，拥有较多国外

留学归国的教师，也聘请了不少海外教授前来讲学或组织国际交流合作项目，为中国学生提

供了良好的学习环境和发展空间。

而在外国留学生看来，国内专业课程则不一定有国外的课程有吸引力，大多数留学生更

多是以奖学金和体验中国文化为目的，对于科研和学业水平的要求也因而无法提高，所以科

研结果更多是以国内实验和专业课程水平为准。

并且，来华留学生主体以非学历生和本科生为主，以短期交流为主要目的，体验中国文

化氛围，较少有文化差异大、语言不通畅的留学生选择在中国获得学位。这与中国学位制度

的特殊性也有关系。如果有更多来自他国和地区的学历生，在班级氛围中可以融洽地与国

内生源相处，将会有更好的国际交流的效果。

吸引留学生的政策中一项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措施是留学生奖学金。许多来自不发达或

发展中国家的留学生，在中国国家奖学金、上海市奖学金、和高校奖学金等资助下，获得了宝

贵的留学机会，得以来华深造。“中国每年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提供１万个政府奖学金
名额，实施《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１１］。

在经济和生活有保证的前提下，留学生的留学意愿更强，对留学生活的期待也较高。有

部分高校也加强了与企业的合作，增设企业奖学金，这种校企合作不仅有利于学生的学习，

也为学生提供了实习经验，这对于培养实践型创新人才也起到了积极作用。因此，加强企业

与高校、政府与高校的合作，将能够部分解决来华留学生在华遇到的经济和体制问题，是一

个可供参考的选项。

在招录留学生来华学习的过程中，也要注意留学生素质和准入水平。在学科设置上，英

语教学科目或其他外国语教学科目的设置尤为关键。沿线国家教育文化合作的基础在于沟

通和交流。在英语为通用语种的前提下，互相学习对方国家的语言还没有得到更多的重视

或推广，但交流的深层仍旧需要仰仗语言和文化的沟通，对于当地文化的了解和语言的应用

是必不可少的一环。

在这一方面，其他外语见长的高校则不如北京外国语大学做得快和好。更需要注意的

是，语言学习和人才培养都是一个阶段性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能完全依靠小语种

的普及来推动沿线国家的交流和沟通。

在深化文化和教育方面，仍需要大量的专业人才通过英语沟通，而且更重要的是取得符

合国际标准的成果，例如学生的学历得到国际其他院校和单位的认可、教师和学生的成果取

得国际上的认证。

在深化教育改革方面，还有一些学校起到了带头作用。如２０１７年，北京外国语大学新
开设了１１个本科语言专业，培养更多沿线国家的小语种人才。与柬埔寨语、捷克语、匈牙利
语、印度尼西亚语、哈萨克语、老挝语、蒙古语、波兰语、塞尔维亚语、土耳其语、越南语等较为

常见的小语种比起来，库尔德语、克里奥尔语、提格雷尼亚语、茨瓦纳语、绍纳语、恩德贝莱

语、科摩罗语、白俄罗斯语、毛利语、汤加语、萨摩亚语等语种更不为人熟知，所以也更加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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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门的学习人才。

在非语言专业的学习压力下，学习其他专业课程，对于国际人才的压力较大，投入也会

更多，而在华留学生通过英语课程和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则可以更好地为双方国家的合作交

流提供便利，并在专业创新上表现出优势。

在高校教师的课堂设置上，可以创新授课形式，如网络课程和远程教育等。国内高校在

读秀平台和慕课（ＭＯＯＣ）等上面有一些课程的展示，但一流大学在平台上展示的课程数量
普遍较少，以概论课程等为主，而且主要针对国内的学生，对不会中文的留学生来说参考意

义不大。

在教学实践中，不可能将每个课程都刻录并放在网上，但精品课程和较少开设的高端课

程，由于受众窄，实则更需要被记录和传播。相比于慕课平台这种较为单向的教学方式，通

过视频网络进行教学和实时互动（Ｗｅｂｉｎａｒ），是一种更为高效的跨地区的学习和教学方法。
这种实时互动对教师和学生的时间要求和网络要求都更高，还需要合理的课程安排。

以我校农业与生物学院为例，学院在２０１７年开办“一带一路”培训，对１０个沿线国家的留
学生进行农业相关培训，涵盖农业和食品等相关讲座与实践基地参观等活动。培训结合学

校专门机构和上海市相关企业的特点，对我校的农业领域前沿信息和企业相应的内容进行

了学习和宣讲，遴选出的优秀留学生通过学习和实践活动，加深了对我校和相关企业情况的

了解，对中国农业政策和农业技术发展有了更清晰的认识。

通过市教委支持的这类培训活动，高校发挥了自身优势，提升了大学本身和相关专业的

国际知名度，加强了“一带一路”国家之间的信息互通，带动了领域内知识和技术创作成果

的共享与合作，并且提升了学员在领域内的知识全面性和创新能力。

来自沿线国家的留学生通过短期课程学习并了解了上海高校的课程和企业相关实践的

内容，高校和企业因此获得了一定的国际影响，双方通过短期课程的方式达到共赢。

除了课程设置外，在学历认证上，学校如果能够与国际接轨，使得国内的毕业和学位证

书更有国际说服力，则会吸引更多海外学子。而高校的这种影响力主要依赖教师和学生的

科研和学术产出，这也是学校的整体学术建设所必须经历的。

在学术之外，来自各个国家的学生也必然带有不同的文化习俗和宗教信仰方面的特点，

学校教师在交往中要注重文化和信仰方面的细节，尊重对方，同时在硬件上也可以做出一定

的改善措施，如在餐饮和居住条件上给予一些留学生方便，并为这些留学生的习惯做出尊重

的改变。

为留学生打造较好的生活条件，是确保他们能够安心读书的前提，但不是必然的诱因。

在对留学生的要求上，国内高校普遍秉承“宽进宽出”的教学宗旨，从而降低了对在华留学

生的学术要求。这不利于留学生本身的学习追求，也无法完成树立高校威望的目标。

所以在对研究生的管理方面，从生活上，需要尊重，同时对他们进行预防性教育，尽量防

止不良事件的发生；从学习上，需要加强要求，对留学生的科研和学术目标及结果也要多加

留意。特别是“一带一路”沿线留学生，他们是我国与沿线国家发展经济贸易和政治邦交的

重要一环，在教育方面的成功也将会引领经济上的成功以及政治上更加紧密的友好关系。

因此，更应当重视沿线国家留学生在华教育的质量，紧抓学业和科研过程，为沿线经济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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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性的专业人才，为沿线经济储备力量。

留学生数量是评价高校国际化水平的指标之一，但高校不能仅仅为了国际化指标而降

低留学生准入标准或放宽留学生毕业标准。在留学生来华留学标准和在华学习成果的检测

上，高校还应仔细衡量和考察。

结语

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来华留学生规模不断扩大的当下，对留学生的服务和管理应当

结合留学生本身的学术背景、宗教和文化习惯、以及个人特点，有针对性地遴选适合于学术

交流和沟通的人才进行培养，在尊重对方合理的要求和文化习惯的前提下，高校管理留学生

也应当从自身的管理体系出发，找出不足之处，及时发现和解决。

在课程体系设置和教学设计上，国内高校的大部分课程还无法满足远程教学或与国际

接轨，因而教师如果在做好科研工作的基础上，将教学课程与国际接轨，不断提升教学质量，

加上管理服务人员的配合，将会为留学生提供更好的学习和工作环境。

国内教育体系在学位认证等方面还有与国际脱轨的地方，通过学生交流、联合培养、暑

期学校和短期培训等方式，灵活运用教学方法，能够扩大国内高校的国际影响力，也可以为

课程设置的国际化积累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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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背景下国内高校
商务汉语专业发展现状及对策研究

———以若干高校为例

浙江工商大学国际教育学院　赵军

一、研究背景

２０１３年９月７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作题为《弘扬人民
友谊 共创美好未来》的演讲，提出共同建设 “丝绸之路经济带”。

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３日，习近平主席在印度尼西亚国会发表题为《携手建设中国—东盟命运
共同体》的演讲，提出共同建设 “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２１世纪
海上丝绸之路”简称“一带一路”倡议。①

教育部统计数据显示，２０１７年，中国共接收４８９２万名外国留学生。其中“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来华留学生３１７２万人，占来华留学生总人数的６４８５％，增幅达１１５８％，高于各
国平均增速。可见，来自“一带一路”国家的留学生教育蕴含的市场潜力很大。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心相通在于语相通。为了达到政策沟通、设施

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人才的培养至关重要。随着“一带一路”倡议得到沿

线国家的积极支持和响应，商务汉语人才的需求量将会呈现显著的增长。

二、存在问题

目前国内面向国际学生开设商务汉语专业的高校很多，可谓是百花齐放，招生数量也在

逐年递增，形势喜人。但是从专业名称、课程设置、师资培养和教材建设等方面来看，商务汉

语专业的发展还存在诸多问题。

１专业名称和方向不统一

目前直接以商务汉语命名的专业还没有。间接的命名方式目前包括：

（１）汉语言专业（国际经济与贸易方向），比如北京语言大学；
（２）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商务汉语方向），比如上海师范大学；
（３）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商务方向），比如上海财经大学；
（４）汉语言文学专业（国际商务汉语方向），比如对外经贸大学；
（５）汉语言文学专业（商务方向），比如深圳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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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汉语言文学专业（商务汉语方向），比如浙江工商大学。
从以上的专业名称可以看出，跟商务汉语密切相关的专业包含三个专业：汉语言、汉语

国际教育和汉语言文学。而从方向上看，涉及商务、商务汉语、国际商务汉语和国际经济与

贸易等。可见，国内商务汉语专业的命名和方向都不统一。而对国际学生来说，想要理解上

述专业和具体方向之间的差异，着实困难。

２课程设置不统一

目前各高校商务汉语专业的课程设置，从内容上可以分汉语课程、商务汉语课程、商务

课程、文化和跨文化交际课程。

从课程类别来看，一般仅有专业必修课和专业选课两类。

从课程内容来看，目前每个学校商务汉语专业课程设置大相径庭。以必须课为例，有的

完全侧重于汉语能力的培养，开设了大量的汉语类课程。比如上海师范大学，没有开设商务

类课程，商务汉语课程也仅有《商务汉语写作》和《经贸听力》两门。

有的高校融入了一定商务课程，但每个学校商务类的课程也不尽相同。比如北京语言

大学，商务类的课程包括《经贸洽谈》（三年级上下）、《微观经济学原理》（三上）、《国际贸易

实务》（三上）、《宏观经济学原理》（三下）、《世界经济概论》（三下）、《当代中国经济》（四

上）、《经济调研》（四上）等８门；
深圳大学的商务类课程包括《商务谈判》（三上）、《国际贸易实务》（三上）、《国际商业

法律》（三下）、《经贸案例分析》（三下）、《ＷＴＯ知识》（四上）、《中国经济解读》（四上）等
６门；

上海财经大学的商务类类课程则包括：《跨文化商务交际》（二年级）、《经济学入门》

（三年级）《中国区域经济》（四年级）、《当代中国经济热点问题》（四年级）等四门；

浙江工商大学的商务类课程则包括《国际商务概论》（二上）、《经济学基础》（二上）、

《电子商务》（二下）、《商务谈判》（二下）、《国际市场营销》（三上）、《国际贸易实务》（三

上）、《国际商业法律》（三下）、《财务管理》（三下）等８门。
仅从商务类课程的设置来看，四所学校安排的商务类课程有的丰富，有的太少，而且在

学期安排上也不尽相同，有的从大二开始学习，有的从大三开始学习。除了商务类课程以

外，各个学校所开设的汉语课程、商务汉语课程、文化及跨文化交际课程也大相径庭。有的

学校没有开设文化及跨文化交际的课程。

而从课程类别来说，目前面向国际学生的商务汉语专业都开设了专业必修和选修课，没

有开设诸如《大学生就业与创业指导》这样的属于必修课的普通公共课，没有开设《英语／日
语／德语／法语》等属于必修课的学科共同课，也没有通识选修课。

此外，课程设置的不统一还体现在课程开设时间和开设顺序上。比如：北京语言大学开

设的《世界经济概论》和《当代中国经济》，前者为三年级下学期，后者为四年级上学期。这

不符合课程开设的规律。

这些现象的存在非常不利于商务汉语专业学生培养质量的把控和提升。要提高商务汉

语专业学生的培养质量，统一专业必修核心课程是关键的一步，在此基础上，当然可以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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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校的特色。

３复合型的商务汉语师资紧缺

目前，从事商务汉语教学的师资可分两类：

一类毕业于汉语言文学专业，他们教授汉语类课程，诸如《综合汉语》《汉语口语》《汉语

阅读》《汉语听力》《汉语写作》等。另一类教师毕业于商务类专业，他们教授《经济学基础》

《国际商务概论》《中国经济》等。

但是对于商务汉语类课程诸如《商务写作》《高级商务汉语》《商务汉语口语》《商务汉

语阅读》等课程，两类教师教起来都可能存在一定的问题，比如中文系毕业的教师缺乏商务

知识，而商务类的教师则缺乏专业的汉语知识。

４商务汉语教材质量不高

当前，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发展，商务汉语专业受到各国留学生的青睐，可是商务汉

语的教材建设还没有与时俱进。

目前，普通汉语类的教材不仅种类多，而且质量高，北语出版社和北大出版社推出了大

量的精品汉语教材。可是相比于普通汉语教材，商务汉语类教学由于销量不可能太大，无论

从编者还是出版社来说，都不愿花太多的精力出版精品力作。

因此，现在市场上的商务汉语教材内容过于陈旧，比如有的教材还在让学生学习邮局、

寄信、Ｔ／Ｚ型列车等内容，不去教学生了解支付宝、快递、共享单车以及微信等内容。

三、原因分析

当前商务汉语专业发展所面临的问题，我们可以从内部和外部来分析。内在的因素主

要是指学界对商务汉语的理解有所不同，而外部的因素在来源于体制和机制上，比如学科边

缘化、重视力度不够、缺乏协会指导等。

１内在因素

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商务汉语是一门专门用途汉语，是领域语言（李宇明 ２００４）。张
黎（２００７）将商务汉语定义为从事跨语言商务交际活动及相关活动的人员在商务工作和日
常生活中所使用的语言。但我们认为，商务汉语专业不同于商务汉语。

商务汉语专业是面向国际学生的中文授课的本科专业。从学生发展的角度来说，该专

业的培养目标是：以汉语、中国文化、商务为主要课程，旨在培养具有较强的汉语听、说、读、

写、译能力，掌握经贸专业用语和国际贸易基本知识，对中国社会、文化、政治、经济、风俗的

历史与现状有较清晰的了解，了解中国商业文化知识和商务礼仪，能够熟练运用汉语在各类

中外商贸机构中从事相关工作的应用型人才。

从语言学研究的角度来说，商务汉语是一门专门用途汉语。而从学生的培养来说，仅仅

只学习汉语是不够的，应该是学习“汉语＋文化＋商务”复合型专业。正是因为对商务汉语
理解有所不同，各校的商务汉语专业所开设的课程有相当大的差异性。

２外在因素

从外在因素来审视，当前商务汉语专业的发展之所以面临上述问题，主要是由于体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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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的不完善导致。

商务汉语是面向国际学生的专业。在诸多高校中，商务汉语专业一般设立在国际教育

学院，而国际教育学院在很多高校往往不是主流的学科性学院，是一个兼具行政功能的非学

科性学院，往往处于边缘化的状态，因而专业受重视力度不够，没有设立专业教学委员会和

学术委员会，专业建设投入不足，这也是导致师资和教材质量不高的主要原因。在大部分高

校，商务汉语专业的教学信息未纳入学校的教务系统就很能说明问题的严重性。

就普通汉语教学来看，目前比较有影响的协会诸如：世界汉语教学学会。就全国范围来

看，商务汉语专业目前还没有形成一个全国性的专业协会。没有协会，就缺乏了专门研究专

业发展的阵地。

同时，就教学质量检查来说，无论是教育部、孔子学院、省级教育厅，还是各高校，对面向

国际学生的专业开展的专门教育质量检查力度不够，有的高校只是在专业开设时审核一下

专业申报书，而对于实际的教学并无监管。

四、对策探讨

基于存在的问题，从“一带一路”的发展和人才培养的角度出发，我们需要统一名称，统

一核心课程，加强师资培养和教材建设，理顺体制机制，以此推动商务汉语专业走上良性发

展之路。

１统一专业名称

“名不正，则言不顺”。各高校所开设的面向国际学生的商务汉语专业在命名上存在着

很大差异，急需统一。五花八门的名字让国际学生眼花缭乱，不利于专业的发展。

建议以商务汉语来统一命名。一方面，简单明了；另一方面，包涵了两个最主要的关键

词，商务＋汉语，便于招生宣传。

２统一核心课程

当前，高校开设的商务汉语专业的课程设置大相径庭，这说明各校对商务汉语课程的认

识还不统一。有的学校开设了大量的汉语类课程，商务类课程很少；而有的学校不仅开设了

汉语类课程，也开设商务类课程。但就开设商务类课程的高校来看，所开设的商务类课程也

完全不同。

此外，汉语课程、文化课程以及和课程开设的时间等都需要进一步统一。只有主干课程

统一起来，商务汉语专业培养的人才质量才会得到更广泛的认可。

３加强师资队伍

高素质的师资队伍是教学质量的关键所在。要通过联合培养的形式切实培养出既懂汉

语也懂商务的复合型商务汉语教师，通过送出国的方式培养教学的国际事业，通过走进知名

企业培养教师的实践能力。

４提升教材质量

高质量的商务汉语教材是实施优质商务汉语教学的保障。针对当前商务汉语教材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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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问题，我们要更新教学内容，做到与时俱进，努力打造商务汉语品牌教材。同时，通过教材

讲好中国品牌故事，中国企业发展故事等等，更好地宣传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就。

５理顺体制机制

高校通过资源整合，建立商务汉语专业教学委员会和学术委员会，委员会的成员应该包

括：汉语教师、商务教师和文化教师。商务汉语专业的教学信息必须纳入到学校的教务系

统中。

必须建立一个由汉语教师、文化教师和商务教师组成的省级乃至国家级的专业协会。

通过组织定期研讨与交流，不断提升师资水平，大力提升教学质量。同时，协会还负责对各

校的商务汉语进行检查和指导，从而更快地提升商务汉语的办学质量。

五、结论和余论

以上，我们对国内若干高校的商务汉语专业名称和课程设置进行了调研，并从商务汉语

的发展现状出发，分析了当前诸多问题的产生原因，在此基础上探讨了解决商务汉语专业发

展的对策。

商务汉语专业的发展高度契合了“一带一路”倡议。未来，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入

推进，来中国学习商务汉语的国际学生将会越来越多。

因此，我们只有坚持以学生为中心，以学生需求为导向，充分发挥互联网＋的优势，不断
丰富课程类型，统一核心课程，进一步优化课程开设时间和开设顺序，合理科学有序设置课

程，打造一流商务汉语教师和商务汉语教材品牌，商务汉语专业才能走上良性发展的道路，

这必将为“一带一路”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参考文献：

［１］　李宇明、周建民，“领域语言研究”开栏引言［Ｊ］江汉大学学报，２００４年第２期．

［２］　张黎，经贸汉语课程研究［Ｍ］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７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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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招收和培养国际学生管理办法》

（第４２号令）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学校招收、培养、管理国际学生的行为，为国际学生在中国境内学校学
习提供便利，增进教育对外交流与合作，提高中国教育国际化水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等法律法规，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学校，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实施学前教育、初等教育、中等教
育和高等教育的学校。

本办法所称国际学生，是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法》不具有中国国籍且在学校接

受教育的外国学生。

本办法第二至五章适用于高等学校。实施学前、初等、中等教育的学校，其对国际学生

的招生、教学和校内管理，按照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规定执行。

第三条　学校招收和培养国际学生，应当遵守中国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应当维护国家
主权、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应当规范管理、保证质量。

国际学生应当遵守中国法律法规，尊重中国风俗习惯，遵守学校规章制度，完成学校学

习任务。

第四条　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统筹管理全国国际学生工作，负责制定招收、培养国际学
生的宏观政策，指导、协调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开展国际学生工

作，并可委托有关单位和行业组织承担国际学生的管理和服务工作。

国务院外交、公安等行政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做好国际学生的相关管理工作。

第五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国际学生工作进行
指导、协调和监管，负责研究制定本行政区域内学前、初等、中等教育阶段国际学生工作的相

关政策。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外事、公安等行政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做好国际学生的相关

管理工作。

第六条　招收国际学生的学校，应当建立健全国际学生招收、培养、管理和服务制度，具
体负责国际学生的招收与培养。

第二章　招生管理　　

第七条　招收国际学生的高等学校，应当具备相应的教育教学条件和培养能力，并依照
国家有关规定自主招收国际学生。

第八条　招收国际学生的高等学校，应当按照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规定的事项和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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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备案。

第九条　高等学校招收国际学生，接受学历教育的类别为：专科生、本科生、硕士研究生
和博士研究生；接受非学历教育的类别为：预科生、进修生和研究学者。

第十条　高等学校按照其办学条件和培养能力自主确定国际学生招生计划和专业，国
家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十一条　高等学校按照国家招生规定，制定和公布本校国际学生招生简章，并按照招
生简章规定的条件和程序招收国际学生。

第十二条　高等学校应当对报名申请的外国公民的入学资格和经济保证证明进行审
查，对其进行考试或者考核。国际学生的录取由学校决定；对不符合招生条件的，学校不得

招收。

第十三条　高等学校经征得原招生学校同意，可以接收由其他学校录取或者转学的国
际学生。高等学校对国际学生的收费项目和标准，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高等学校应当公布对国际学生的收费项目、收费标准和退学、转学的退费规定。收费、

退费以人民币计价。

第三章　教学管理　　

第十五条　高等学校应当将国际学生教学计划纳入学校总体教学计划，选派适合国际
学生教学的师资，建立健全教育教学质量保障制度。

第十六条　国际学生应当按照高等学校的课程安排和教学计划参加课程学习，并应当
按照规定参加相应的毕业考试或者考核。学校应当如实记录其学习成绩和日常表现。

汉语和中国概况应当作为高等学历教育的必修课；政治理论应当作为学习哲学、政治学

专业的国际学生的必修课。

第十七条　国际学生入学后，经学生申请、高等学校同意，国际学生可以转专业。转专
业条件和程序由学校规定。

第十八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通用语言文字是高等学校培养国际学生的基本教学语言。
对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水平达不到学习要求的国际学生，学校可以提供必要的补习条件。

第十九条　具备条件的高等学校，可以为国际学生开设使用外国语言进行教学的专业
课程。使用外国语言接受高等学历教育的国际学生，学位论文可以使用相应的外国文字撰

写，论文摘要应为中文；学位论文答辩是否使用外国语言，由学校确定。

第二十条　高等学校按照教学计划组织国际学生参加教学实习和社会实践，选择实习、
实践地点应当遵守国家有关规定。

第二十一条　高等学校根据国家有关规定为国际学生颁发学历证书或者其他学业证
书。对接受高等学历教育的国际学生，高等学校应当及时为其办理学籍和毕业证书电子

注册。

高等学校为符合学位授予条件的国际学生颁发学位证书。

第四章　校内管理　　

第二十二条　高等学校应当明确承担国际学生管理职能的工作机构，负责统筹协调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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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学生的招收、教学、日常管理和服务以及毕业后的校友联系等工作。

第二十三条　高等学校应当向国际学生公开学校基本情况、教育教学情况、招生简章以
及国际学生管理与服务制度，方便国际学生获取信息。

第二十四条　高等学校应当为国际学生提供食宿等必要的生活服务设施，建立健全并
公布服务设施使用管理制度。国际学生在学校宿舍外居住的，应当及时到居住地公安部门

办理登记手续。

第二十五条　高等学校应当对国际学生开展中国法律法规、校纪校规、国情校情、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和风俗习惯等方面内容的教育，帮助其尽快熟悉和适应学习、生活环境。

高等学校应当设置国际学生辅导员岗位，了解国际学生的学习、生活需求，及时做好信

息、咨询、文体活动等方面服务工作。国际学生辅导员配备比例不低于中国学生辅导员比

例，与中国学生辅导员享有同等待遇。

第二十六条　高等学校鼓励国际学生参加有益于身心健康的文体活动，为其参加文体
活动提供便利条件。国际学生可以自愿参加公益活动、中国重大节日的庆祝活动。

高等学校一般不组织国际学生参加军训、政治性活动。

第二十七条　国际学生经高等学校同意，可以在校内指定的地点和范围举行庆祝本国
重要传统节日的活动，但不得有反对、攻击其他国家、民族的内容或者违反公共道德的言行。

第二十八条　国际学生经高等学校批准，可以在学校内成立联谊团体，在中国法律、法
规规定的范围内活动，并接受学校的指导和管理。

第二十九条　高等学校应当尊重国际学生的民族习俗和宗教信仰，但不提供宗教活动
场所。学校内不得进行传教、宗教聚会等任何宗教活动。

第三十条　国际学生在高等学校学习期间可以参加勤工助学活动，但不得就业、经商或
从事其他经营性活动。

国际学生勤工助学的具体管理规定，由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另行制订。

第三十一条　高等学校参照中国学生学籍管理规定开展国际学生学籍管理工作。学校
对国际学生做出退学处理或者开除学籍处分的，应当按照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的规定进行

备案。

第五章　奖学金　　

第三十二条　中国政府为接受高等教育的国际学生设立中国政府奖学金，并鼓励地方
人民政府设立国际学生奖学金。

中国政府奖学金的管理办法，由国务院有关行政部门制定。

第三十三条　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择优委托高等学校培养中国政府奖学金生。承担中
国政府奖学金生培养任务的高等学校，应当优先招收中国政府奖学金生。

第三十四条　高等学校可以为国际学生设立奖学金。鼓励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及其
他社会组织和个人设立国际学生奖学金，但不得附加不合理条件。

第六章　社会管理　　

第三十五条　外国人申请到本办法第二条所指的学校学习的，应当在入境前根据其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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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期限向中国驻其国籍国或居住地国使领馆或外交部委托的其他驻外机构申请办理 Ｘ１字
或Ｘ２字签证，按照规定提交经教育主管部门备案的证明和学校出具的录取通知书等相关
材料。

第三十六条　国际学生所持学习类签证注明入境后需要办理居留证件的，应当自入境
之日起三十日内，向拟居留地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部门申请办理学习类外国人居留证件。

第三十七条　外交部对外国驻华外交代表机构、领事机构及国际组织驻华代表机构人
员及其随任家属申请到学校学习另有规定的，依照外交部规定执行。未按规定办理相关手

续的，学校不得招收。

第三十八条　学校招收未满十八周岁且父母不在中国境内常住的国际学生，须要求其
父母正式委托在中国境内常住的外国人或者中国人作为该国际学生的监护人，并提供相关

证明材料。

学校可以接受以团组形式短期学习的国际学生，但应当预先与外方派遣单位签订协议。

实施初等、中等教育的学校接受团组形式短期学习国际学生的，外方派遣单位应当按照其所

在国法律规定，预先办理有关组织未成年人出入境所需的法律手续，并应当派人随团并担任

国际学生在学校学习期间的监护人。

第三十九条　国际学生入学时应当按照中国卫生行政部门的规定到中国卫生检疫部门
办理《外国人体格检查记录》确认手续或者进行体检。经体检确认患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出

境入境管理法》规定的严重精神障碍、传染性肺结核病或者有可能对公共卫生造成重大危

害的其他传染病的，由公安部门依法处理。

第四十条　学校实行国际学生全员保险制度。国际学生必须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学校
要求投保。对未按照规定购买保险的，应限期投保，逾期不投保的，学校不予录取；对于已在

学校学习的，应予退学或不予注册。

第七章　监督管理　　

第四十一条　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建立健全国际学生培养质量监督制度。省、自治区、
直辖市教育行政部门应当对本行政区域的国际学生培养进行监督。

第四十二条　负有国际学生管理职责的国务院教育、公安、外交等行政部门，应当利用
现代信息技术建立国际学生信息管理系统，推进信息共享工作机制，不断完善国际学生的管

理与服务工作。

第四十三条　对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
罚法》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入境出境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国人宗教

活动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规定的国际学生，公安等主管部门应当依法处理。

第四十四条　高等学校在国际学生招收和培养过程中出现以下行为的，主管教育行政
部门应当责令其整改，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的有关规定追究法律责任，并可以限

制其招收国际学生：

（一）违反国家规定和学校招生规定招生的；

（二）在招生过程中存在牟利行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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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未公开收费项目、标准和未按项目、标准收费的；

（四）违规颁发学位证书、学历证书或其他学业证书的；

（五）教学质量低劣或管理与服务不到位，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的；

（六）其他违法违规行为。

第八章　附则　　

第四十五条　本办法中的短期学习是指在中国学校学习时间不超过１８０日（含），长期
学习是指在中国学校学习时间超过１８０日。

第四十六条　中国境内经批准承担研究生教育任务的科学研究机构招收国际学生的，
按照本办法执行。

教育行政部门批准的实施非学历教育的教育机构招收国际学生的，参照本办法执行。

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地区学生的招收、培养和管理，以及中国境内外

籍人员子女学校的招生、培养和管理，按照国家其他有关规定执行。

第四十七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教育、外事、公安等部门，应当根据本办法，制
定本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管理规定。

第四十八条　本办法自２０１７年７月１日起施行。教育部、外交部、公安部２０００年１月
３１日发布的《高等学校接受外国留学生管理规定》、教育部１９９９年７月２１日发布的《中小
学接受外国学生管理暂行办法》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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