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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为先，实现来华留学内涵式发展
———教育部国际司负责人就来华留学相关问题答记者问

近日，来华留学相关问题引起社会热议。围绕我国发展来华留学教育的相关政策等问

题，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负责人回答了记者提问。

问：请您介绍一下，新形势下，教育部为发展来华留学教育采取了哪些政策举措？

答：来华留学事业是我国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直得到党和国家高度重视，为共

建“一带一路”提供了有力支撑，也为提升我国教育国际影响力、增进中外人民的相互了解

和友谊、帮助发展中国家培养其社会经济发展所需人才，作出了积极贡献。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来华留学事业进入提质增效的发展阶段。教育部

明确提出来华留学发展要坚持质量第一，严格规范管理，走内涵式发展道路。近年来，教育

部采取的主要举措如下：

一是完善政策体系，依法依规管理。２０１７年，教育部会同外交部、公安部出台《学校招
收和培养国际学生管理办法》，要求各地各高校严把入学门槛，对申请来华学习者进行入学

资格审查、考试或考核，确保所招收学生符合学校入学标准，依法依规加强管理。

二是出台国家标准，明确基本规范。２０１８年出台《来华留学生高等教育质量规范（试
行）》，为政府管理、学校办学、社会评价提供指导和依据，其中专门强化了对来华留学生招

生录取工作、培养质量、汉语水平和趋同化管理的要求。

三是转变政府职能，建立质量保障机制。鼓励第三方行业组织开展来华留学质量认证

工作，建立完善激励、认证、评估等质量保障机制。同时加强管理监督，开展督导检查工作，

严格问责程序，严堵管理漏洞，对违法违规现象重拳出击，保证来华留学工作健康有序发展。

四是严格奖学金管理，保障培养质量。实施严格遴选、统一管理、预科教育、结业考试、

年度评审等制度，有效保证了中国政府奖学金生的培养质量。

下一步，教育部将继续坚持来华留学发展以质量为先，进一步完善现代化的来华留学治

理体系和管理机制，创新工作方法，完善管理措施，打造“留学中国”品牌，切实提升来华留

学教育质量与管理水平。

问：根据教育部发布的统计数据，２０１８年，共有来自１９６个国家和地区的４９２万名留
学生在国内１００４所高校和科研机构学习。在规模迅速发展的同时，就保障来华留学教育质
量，教育部近年来做了哪些工作？

答：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的讲话中指出，要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留学教育。

质量是来华留学教育的生命线，提高国际竞争力的关键是提高质量。经过多年的快速发展，

来华留学取得显著成就，但在教育质量和管理方面也存在一些问题，如部分院校的生源质量

亟待改善、培养效果参差不齐、管理服务存在漏洞等。

针对这些问题，教育部围绕“规范管理、提质增效”的主题，对来华留学质量保障作出具

体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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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８年，教育部印发的《来华留学生高等教育质量规范（试行）》，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
个针对来华留学生高等教育制定和实施的全国统一的基本规范，这是来华留学生教育转型

发展过程中的一项关键性、基础性工作，为来华留学生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的建设奠定了

基石。

教育部将抓好质量规范的落实列入２０１９年工作要点，加大对高等学校的指导和监管力
度，督促各高校提高发展质量、提升规范化水平，实现来华留学教育工作健康可持续发展。

对照《来华留学生高等教育质量规范（试行）》要求，教育部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来华留

学教育督导检查，查找漏洞，加强治理整顿。

２０１８年，教育部严肃处理了１８所院校在来华留学生招收、录取、签证等留学生管理工
作过程中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暂停１６所涉事院校招收外国留学生的资格。

第三方行业组织、学术和专业机构开展质量认证是国际通行、得到各方认可的质量保障

模式。教育部积极指导第三方行业机构开展试点认证工作，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自２０１６
年开始试点认证，至今已有９３所高校接受了试点认证，今年开始正式认证。以此为基础，逐
步建立与世界接轨的质量认证制度，使高等院校的招生和培养更加透明地接受社会监督。

师资和管理干部是来华留学事业发展的生力军。教育部重视这两支队伍的能力提升。

自２０１２年起，连续举办了２６期英语授课师资培训班，培训１３００余名教师；举办了１８期全
国来华留学干部培训班，培训超过３０００多名留管干部。

教育部还在加速推进全国来华留学管理系统建设，年内将实现对来华留学生全流程管

理，有效提升管理效率。

下一步，教育部将持续督促地方和学校严格按照相关文件精神和政策要求，落实主体责

任，进一步完善招生、教学和考试考核标准，保障生源和培养质量，提高管理服务水平，打赢

来华留学质量攻坚战。

问：教育部刚公布了２０１８年度部门决算，关于来华留学经费使用情况，您能否介绍一下
情况？

答：来华留学经费主要用于资助根据中国政府与有关国家（地区）政府签订的教育交流

协议到中国高校学习或开展科研的非中国籍公民。２０１８年，共有６３万名中国政府奖学金
生在华学习，占来华留学生总数的１２８％。来华留学经费直接拨付高校，大部分由高校统
筹用于来华留学生培养、管理等支出，仅生活费发放给奖学金生本人。

目前，中国和１８０多个国家签订了政府间教育交流协议，支持双方互派学生到对方国家
学习深造。其中，教育部以中国政府奖学金的形式资助对方国家学生来华留学，同时中国学

生通过对方国家提供的奖学金赴海外学习深造。

中国政府奖学金是来华留学工作的重要内容，有力提升了来华留学生源层次和水平。

２０１８年，中国政府奖学金生中，攻读学位的硕博研究生占７０％。多年来，中国政府奖学金生
中涌现出一大批优秀和杰出校友，为促进中外友好合作交流作出了积极贡献。

教育部高度重视中国政府奖学金生源和培养质量，要求国家留学基金委和高校实施严

格的遴选和录取程序，通过年度评审等方式对奖学金生进行严格考核，未通过评审的，中止

或取消其享受奖学金的资格，切实提升培养质量和使用效益。

下一步，教育部将进一步完善中国政府奖学金生的招生和管理，提高标准，保障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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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健全奖学金院校考核评估机制，对违规招生或培养质量不达标的院校，取消招收和培

养奖学金生资格。

问：我们注意到，“趋同化管理”成为当前来华留学教育管理的方向之一，教育部在推进

中外学生“趋同化管理”方面是如何考虑的？

答：《来华留学生高等教育质量规范（试行）》明确提出要推进中外学生教学、管理和服

务的趋同化，要求高校将来华留学生教育纳入全校的教育质量保障体系中，实现统一标准的

教学管理与考试考核制度，提供平等一致的教学资源与管理服务，保障中外学生的文化交流

与合法权益。

教育部将进一步推动来华留学生与中国学生的管理和服务趋同化，加大力度敦促各级

教育行政部门和高校将政策落到实处。高校应当在入学和日常教育中对来华留学生进行中

国法律法规、校规校纪和安全教育，对违规违纪的留学生严肃处理，涉嫌违法犯罪的，配合有

关部门依法依规处理，绝不纵容姑息。

但是，趋同化并不意味着等同化。既要对中外学生一视同仁，也要看到来华留学生风俗

习惯和语言、文化存在差异，以合理、公平、审慎为原则，帮助来华留学生了解中国国情文化，

尽快融入学校和社会。

在教育教学方面，建立有效的教学辅导体系，向来华留学生提供学业帮扶；在管理服务

方面，组织和引导来华留学生参加健康有益的课外教育活动，促进中外学生文化交流和互相

理解。

２０１９年７月２０日　　 教育部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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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意义

同济大学　张林华

２０１８年５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大学考察时，对在场的国际学生说“要了解中国，就
要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人文思想和发展阶段，特别是要了解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国际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是发挥大国影响、传播中国文化、树立中国形象、推动世界认同

的国际民心工程，也是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推进“双一流”建设、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和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举措。

新中国自１９５０年开始接受国际学生，今年恰逢７０周年。上世纪五十年代，主要接受前
苏联、东欧和亚非留学生；六十年代为“援越抗美”，大批量接受越南学生；七十年代，根据国

家外交需要，恢复接受亚非学生和少数西方发达国家学生；八、九十年代，为服务于改革开放

基本国策加强国际学生教育；进入新世纪，来华留学工作成为扩大影响、培育国家软实力的

重要组成部分。

７０年来，来华留学教育培养大批人才，为促进教育国际交流和配合国家外交大局，做出
了巨大贡献。

近年来，国际学生规模增长迅速。据统计，２０１７年共有来自２０４个国家和地区的４８９２
万名国际学生在全国３１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９３５所高等学校、科研院所和其他教学机构
中学习。

从中央到地方国际学生工作扎实稳步有序推进，国际学生规模持续扩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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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华留学事业已成为我国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做好国际学生思想政治

教育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一、外交层面的意义

１有利于塑造良好中国国家形象

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就举世瞩目，综合国力和影响力不断提升，与世界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

转变。新世纪以来，中国崛起受到西方世界的围追堵截，“中国威胁论”、“锐实力”概念和“一

带一路”是中国地缘战略工具等负面观念话语层出不穷。威胁、野蛮和忧惧的语境下，造成世

界各国民众对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各方面的误解，逐渐形成一个刻板负面的中国形象。

这样的现实迫切需要开展以消除误解提升国家形象为目标的公共外交。尤其是来华留

学的国际学生成为中国形象的直接见证者，其传播的中国国家形象在世界各国人民中更有

说服力。

国际学生来自世界各国，他们有理想、有抱负，熟悉所在国民众思维模式、语言习惯和文

化背景，可以实现用其人民听得懂、听得进，能接受和和愿接受的方式传播一个真实客观的

中国国家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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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原中国外文局对外传播研究中心）对外发布的《中国国家形象

全球调查报告２０１６—２０１７》（该报告覆盖全球２２个国家，受访者达到１１０００人）显示，中国
整体形象好感度稳中有升，延续了近年来小幅增长的势头。

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的印象总体好于发达国家，但发达国家的涨幅超过发展中国家。相

比年长群体，海外年轻人（１８－３５岁）对中国内政外交表现评价更高，整体印象更好，对中国
未来发展形势的看法也更为乐观。

２国际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是国际民心工程

公共外交作为一种建设人心的外交，以人为本是其核心要求。从公共外交的视角看待

国际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把国际学生作为开展公共外交的重要对象，通过增强国际学生的中

华文化认同，培养更多知华友华人士，通过国际学生的传播提升我国的国际形象，在当前能

够有效消除中国负面国家形象，增信释疑，排除误解。

青年是国家的未来和民族的希望，青年也是世界的未来和世界各民族的希望。重视国

际学生这一批青年群体，做好国际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对内提升文化传播软实力，对外加强

资源共享与合作，强化人文交流效果，打造良好国际形象。

许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国际学生将其留学期间所见所闻的中国社会发展与其本

国现状进行对比，呼吁国人向中国学习，加快改革开放，在其本国青年群体中产生不小反响。

国际合作交流事业是民心工程，将思想政治教育融入国际学生教育的整个过程。符合

当今以人为本的发展观对教育的要求，也会培养出更多的“精通中国文化的博雅君子”和

“在国际舞台上有发言权的中国通”，为“一带一路”的建设打好基础。

３有助于培养“知华友华”的朋友圈

来华求学的重要人物中，有不少回国后做出巨大贡献。有的在政府机构中担任要职，有

的成为总统、总理。比如：埃塞俄比亚总统穆拉图·特肖恩于１９７６－１９９１年在北京大学求
学。泰国公主诗琳通１９９１年作为中华文化研究项目奖学金的获得者在北京大学进行为期
一个月的学习研究。刚果金首位民选总统约瑟夫·卡比拉于１９９８年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
国防大学高级指挥员班。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于１９８３－１９８４年在北京语言大学进修。
越南前总理阮晋勇曾在广西师范大学求学。哈萨克斯坦前总理马西莫夫于１９８８－１９８９年
在北京语言大学学习汉语，随后进入武汉大学法学院求学。还有的学成归国后，在政界、商

界、学界等不同领域取得杰出成就。

这些重要人物都成为了中外友好使者，促进两国关系的发展以及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

做出了积极贡献。其中，泰国公主诗琳通在泰国掀起“中国文化热”，并著书立说，向泰国人

民介绍中国，为增进中泰两个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谊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和中国高等教育的长足发展，越来越多的人愿意了解中

国、感受中国。根据《中国国家形象全球调查报告２０１６—２０１７》显示，２１％的海外年轻群体
（１８－３５岁）对中国教育话题感兴趣，３６％的海外年轻群众在未来３年内有来华计划。发展
中国家和海外年轻群体来华意愿最高，计划访问地区更加广泛。

来华意愿最高的四个国家均为发展中国家：印度尼西亚、沙特阿拉伯、印度、俄罗斯。来

华留学正逐渐成为世界各国越来越多学生的选择。在中国，他们将不仅收获丰富的知识，还

将经历精彩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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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会层面的意义

１有利于构建融通中外的对外传播话语体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遵循中华文化优秀的传统价值观，顺应世界潮流，以人为本，与自由、

平等、公正、法治等全世界各民族共同价值高度契合，符合时代潮流的发展和人类社会的进

步。这种价值观是我们构建对外传播话语体系的核心。

在对外传播中，我们要秉承这些价值观念。根据国际社会的需要，用生动的中国故事，

打造让海外大众容易理解、乐于接受、倾向认同的新观念和新思维，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全球

化视野的新时代话语体系。

例如，“中国制造（ＭａｄｅｉｎＣｈｉｎａ）”曾经因山寨货一度被扣上低劣的帽子。近年来，从中国
“制”造到中国“质”造到中国“智”造，互联网＋时代的中国不止是影响世界，而是在改变世界。
２０１７年来自“一带一路”沿线的２０国青年评选了“中国的新四大发明”：高铁、扫码支

付、共享单车和网购。根据《中国国家形象全球调查报告２０１６—２０１７》显示，海外年轻群体
更加相信中国品牌，他们对中国品牌在质量和售后服务上的顾虑明显小于年长群体。

青年思维活跃，不受拘束，易于改变。面向国际学生构建对外传播话语体系，可从小事

做起，从身边做起，从生活做起，培养“意见领袖”，发挥人际交往的“乘数效应”，提高中国在

世界范围内的美誉度。

２有助于扩大国际学生教育经济效益

在高等教育国际化和知识经济社会背景下，国际学生兼具优质人力资源与经济资源的

双重身份，成为教育发达国家争夺的焦点。如：英国作为世界数一数二的国际学生目的地

国，２０１６年仅占英国居住人口的国际学生为英国带来６２４亿英镑的经济收益，占英国国内
生产总值（ＧＤＰ）的３２％，并支持了３６５，３８９个新增工作岗位。国际学生的经济效益逐层
渗透到英国高等教育体系、英国的经济和社会中。

可见，在经济与社会领域，国际学生的经济收益大大超出其所需的公共服务成本，他们

创造的经济效益为该国经济与社会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

相较而言，２０１１年我国国际学生教育使我国 ＧＤＰ总量增加２８２８亿元，为整个社会教
育创造的就业机会为 ２４２４万人。尽管如此，国际学生教育经济效益仅占当年 ＧＤＰ的
００５８％。因此，各级教育主管部门应当重视国际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让每一位国际学生学
成归国后，成为“中国高等教育”的海外宣传大使，持续扩大中国大学对海外优质生源的吸

引力，提高国际学生高等教育质量。

３有助于打造“中式教育”品牌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中国家长选择“美式教育”？除了大部分人富裕起来后，对中国孩子

的教育更加重视之外，和中国现行教育体制也有关系。中国的教育方针是培养“德智体美

劳”全面发展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而“美式教育”理念不一样，是要将孩子培养成人格与思想独立的、有社会担当的人才。

美国优良的本科教育成为美国留学的名片。美国大学重视基础教育，对学业要求很严格。

美国大学体制灵活，学生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专业。美国大学选拔体系相对比较灵活，比较

看重学习之外的能力，如领导力、毅力、社会责任感等。美国大学的培养目标是世界公民、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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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能力、前瞻眼光和行动能力。

更为重要的是，学生去美国留学具备了全球竞争力，就业范围扩大到全世界。因此，美

国大学毕业文凭自然含金量十足，成为各国留学生竞相追逐的“香馍馍”。

根据教育部印发的《来华留学生高等教育质量规范（试行）》的通知（教外［２０１８］５０
号），在国际学生人才培养目标中，其中首次提到“跨文化和全球胜任力”。并且为不同学历

层次的国际学生提出了参与国际交流与合作的竞争能力要求。这就对高等教育提出了更高

层次的要求。如何培养具有全球胜任力的国际人才，需要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行动计划。

表１　“跨文化和全球胜任力”培养目标

学历层次 专业学科领域 实际运用范围 国际合作能力

本科层次
本专业领域中具有一定

的国际视野

在多个国家的实际环境中运用专

业知识和技能

具备参与国际交流与合

作的初步能力

硕士层次
本学科领域中具有较好

的国际视野

在多个国家的实际环境中运用和

发展本学科的知识、技能和方法

具备参与国际事务和国

际竞争的能力

博士层次
本学科领域中具有宽阔

的国际视野

在世界范围内创新运用和发展本

学科的理论、技能和方法

在国际事务中具有竞争

优势

三、个人层面的意义

１有助于对中国的认识和理解

教育部《来华留学生高等教育质量规范（试行）》明确了国际学生的培养目标：来华留学

生应当熟悉中国历史、地理、社会、经济等中国国情和文化基本知识，了解中国政治制度和外

交政策，理解中国社会主流价值观和公共道德观念，形成良好的法治观念和道德意识。依据

教育文件精神，思想政治教育有助于国际学生了解中国政治、经济以及社会文化知识，成为

“中国通”。

据一份在沪高校８００名国际学生的调查显示，国际学生对“中国现任国家主席是谁”的
回答正确率为７５８％，对“上海市市长是谁”的回答正确率为４２３％。关于台湾问题，国际
学生普遍认可“一个中国”原则，高达 ７１５％的国际学生认为台湾是中国一部分，仅有
２８５％的国际学生认为台湾是“一个国家”。对于南海是否是中国的领土这一较为敏感的
问题５４８％的国际学生表示“不知道”，虽然如此，也有３４６％的国际学生认为南海是中国
领土，另外，还有１０７％的国际学生认为南海不是中国领土。

从这份调查报告可以看出国际学生对中国政治方面的知识了解不足，尤其是对政策方

面的知识比较欠缺。

因此，国际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最前沿应该放在讲好中国故事，展示中国形象。通过国

际学生喜闻乐见的方式，以互联网、新媒体为抓手，以文学、电影、报纸和讲座为载体，潜移默

化地培养国际学生正确的中国观。

２有助于培养国际学生对华政治认同

在对华“政治认同”的问题上，西方媒体主要持否定态度，并用其狭隘并带有偏见的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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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认同来凝视中国，呈现出一种自以为是的自我意识，枉顾中国社会独特的历史记忆和社会

经验，这也反映了西方主导国际话语霸权的现实。

国际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在不利的国际舆情环境中，应努力提升自身国际话语权，并逐渐

构建一个开放包容、有序竞争的国际话语体系。

增强国际学生对华政治认同，思想政治教育是关键。以十九大为例，中国传媒大学、南

开大学、对外经贸大学、海南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高校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学习十九大

活动。中国传媒大学的参会学员们表示通过十九大学习，加深了对习近平总书记思想与观

点的理解和认识，并希望在未来的学习中获得更多了解中国发展成功的经验的机会。

国际学生的培养是高校在建设“双一流”大学过程中的重要部分。高校不仅要培养国

际学生说汉语、学专业，更要促进国际学生在中国不断强大的背景下融入中国文化、讲好中

国故事、助力中国发展。

表２　各高校国际学生“十九大”学习情况摘录

校名 国籍 形式 主题 发言摘录

中国

传媒

大学

南苏丹、肯尼

亚、马拉维等

非洲国家

集体学习、深

入讨论

过去五年的

工作与历史

变革、人类命

运共同体、从

严治党

南苏丹学生：在过去五年里中国不仅在本国

建设上取得辉煌成就，在帮助其他国家进步

方面也作出巨大贡献，尤其是习近平总书记

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为沿线亚非拉国家

的发展提供了历史性机遇。

南开

大学

俄罗斯、罗马

尼亚、哈萨克

斯坦等 １２个
国家

交流会

聚焦十九大，

共话中国五

年来的变化

罗马尼亚学生：十九大的相关报道在罗马尼

亚也有播出，我的父母告诉我，他们在罗马尼

亚也看到了十九大的新闻，十九大告诉他们

中国未来五年要做什么。这让我觉得有些吃

惊，不禁感叹十九大有这么高的国际关注度

和国际影响力

对外

经贸

大学

美国、日 本、

韩国等 ９个
国家

中国文化交

流会
共话十九大

意大利学生：十九大是我在中国经历的第一

个盛世！每过５年，就总结成绩、规划未来，
这个会议很有意义

海南

师范

大学

巴基斯坦等

发展中国家
交流会

与信仰对话

·庆十九大

之语留学生

谈十九大

巴基斯坦学生：我以前不知道是极端，现在知

道十九大是中国共产党在北京举办的一个大

型会议，是关于中国的梦想以及该怎么实现

这个梦想，让中国人民幸福，让中国富强的

会议

华东

师范

大学

吉尔吉斯斯

坦、哈萨克斯

坦、孟加拉国

等 ２５ 名 留
学生

主题宣讲、演

讲比赛、征文

活 动、主 题

调研

国际学生眼

中的十九大

吉尔吉斯斯坦学生围绕“中国梦”这一主题，

讲述了自己眼中不断发展、不断强大的中国；

哈萨克斯坦学生探讨了在“一带一路”的背

景下中哈关系的发展；孟加拉国学生基于十

九大报告解读了自己对中国教育发展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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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学会领导同意，自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１６日起，本人正式辞退学
会会刊《外国留学生工作研究》主编和学会系列论文集《来华留学

教育研究》主编工作。今后各方投稿以及有关编辑出版工作咨

询，均请直接与学会秘书处联系，勿再投寄本人，以免延误。

多年来，在学会会刊和系列论文集的编辑出版过程中，承蒙

全国从事来华留学教育工作的留管干部、教师、专家学者及有关

领导热情关怀鼓励，积极支持工作，不吝惠赠稿件，在此一并致以

最衷心的感谢！

祝大家工作顺利！幸福安康！

陆应飞

２０１９年９月１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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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留学生预科教育定位与改革举措
———以北京大学为例

北京大学　王勇　李慧芬　卫唯

北京大学留学生预科项目设立于１９９９年，该项目以强化学生语言能力、弥合中外基础
教育的差异和增强留学生在华学习适应能力为目标，通过标准化的录取与升学、人性化的管

理与服务、精细化的课程与培养，吸引优秀的海外高中毕业生，以非学历教育带动学历教育，

为北大本科学位项目输送人才。

本文试图以我们北京大学留学生预科项目为例，阐述新时代留学生预科项目应如何明

确办学定位，以适应国际形势、服务国家战略；以及该项目为实现相应目标所进行的规范化、

标准化、制度化探索与实践。

一、历史经验与当代定位

我校外国留学生预科项目是为留学生顺利进入和尽快适应北京大学本科专业学习，扫

除语言障碍、铺平学习道路。项目自设立以来，先后经历了从单一功能到综合功能的发展过

程。成立之初，项目主要功能是强化汉语水平，确保留学生进入本科后，能够与中国学生同

堂听课。

随着时代的发展，大批外国学生来到中国，为确保北大本科生源质量，预科项目也在不

断进行功能上的调整，一方面，增强了适应性培训的功能，通过课程建设、服务与管理相结

合，帮助海外高中毕业生更好更快地适应中国教育；另一方面，通过预科招生和升本等环节，

选拔人才，提高留学生本科教育的质量，服务学校国际化发展。

为配合《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２０１０－２０２０年）》，我校推出了《北京大
学综合改革方案》，走内涵式发展道路。基于此，在来华留学事业方面也进行了一系列探索

和实践，总结了现有项目的发展经验。

针对预科项目，结合北大本科生培养的特色及国外高中毕业的留学生的特点，明确了作

为国外高中生入读北大本科的重要途径，预科的目标应该是全球各国优质高中的优秀毕业

生，汉语水平不应该成为优秀学生进入预科的障碍；预科的功能应该是为国外教育背景的留

学生提供一套为适应中国大学教学的过渡性培训，汉语应该是培训的重要部分而不是全部。

二、改革举措与模式探索

结合项目的新定位，我校在预科招生、培养与本科录取等各个环节逐步推行标准化和规

范化举措，主要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在语言培训功能中，由面向已有较高汉语基础的留学生进行强化提升，转型为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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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所有有志于来北大用汉语攻读本科学位的优秀留学生，无论其原有汉语水平如何；

第二，强化淘汰筛选功能，在录取和升本两个环节严格把关，增强竞争，优中选优；

第三，增加解决中外不同教育体制衔接问题的设置，例如增设不同难度的数学课程、开

设中国文化课程等；

第四，将管理与服务相结合，协同发展。

（一）丰富生源，严把入口关

优秀的生源是项目发展的第一法宝。学校对预科层次优秀生源进行了重新定义———国

外优质高中毕业、成绩优秀、综合评定良好的留学生，汉语水平不应该成为优秀学生入学的

门槛。为了让语言不成为优秀海外高中毕业生加入北大的阻碍，项目从２０１５年正式取消
ＨＳＫ要求，并从２０１７年起增设春季入学项目，让不同教育学制和语言水平的学生可以有更
多选择。

在拓展生源面方面，不断“走出去”是我校留学生工作多年来的主要战略之一。

预科项目的招生对象是国外高中毕业的优秀学生，如何让更多国外优质高中了解我校

及其入学途径，是开拓生源需要思考的问题。主动走出去，到国外高中去宣讲与交流，一方

面推广宣传项目招生，另一方面，主动增加对各国基础教育的认识和了解，为甄别优秀生源

掌握更多信息。此外，积极调动在校生与校友资源，凭借项目在他们中间良好的口碑，推广

到其高中校友和亲属中，以期延续优质生源。

在拓宽生源的同时，控制规模、精益求精是项目发展的重要着眼点。通过细化招生通

知、严审申请材料、设置现场小组面试及视频远程面试等方式，从学习经历、高中课业成绩、

课外实践活动表现、升学目标等全方位多角度考察学生的学习能力、态度和潜力，严把质量，

择优录取。

几年下来，预科项目学生整体在校表现有了明显提升，从考勤、课堂互动到学习积极性、

主动性等方面都获得了授课老师的肯定，尤其是学能方面，得到授课老师的认可。良好的生

源进一步营造了良好的学习风气和氛围，提高了教师授课热情，也提高了学生的满意度，形

成发展的良性循环。

预科项目实施五年来，学生人数稳定在９０人左右，留学生国别数量从２０１４年的１８个
到２０１８年增至了３０个；单一国别留学生人数比例也从２０１４年的６４％降至了２３％。

（二）切合需要，细化培养方案

我校创办预科项目，旨在为海外高中毕业的外国留学生进入我校本科做充分准备，以期

其能够很好地适应中国高等教育的体制与内容，尤其是适应我校趋同培养的大方针。为达

到这个目的，打破语言壁垒是预科的首要任务。但在实践中，仅仅完成汉语教学还不能满足

这些预科生的需要。他们在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对中国语境的适应，以及在对中国基础教育

中占很大比重的数学课方面都存在明显劣势。

由于中外基础教育的差异，许多留学生入学后，在数学的学习中往往存在较大的困难：

不具备相关基础知识、不掌握数学专有词汇、不适应授课和考核方式等问题，给预科升本学

生的本科学习造成了困扰，一定程度地打击了他们的学习积极性，影响在校成绩甚至是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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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度。

经过反复研讨，我校对预科项目培养定义进行了升级，即语言知识的学习与语言能力的

训练并重，全面提高学生的汉语水平及汉语运用的综合能力，同时也注重开阔学生的知识面

及学术视野，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自主学习的能力，力争在语言和专业知识背景方面为学生

们今后进入本科学习打下较为坚实的基础。

从２０１４年起，在汉语必修课之外，在预科项目中增设了数学选修课，根据我校各院系本
科培养方案中对数学要求的不同，细化预科生的培养方案。学生在进入预科后，项目综合其

汉语能力、数学基础和目标院系，为学生制定相应的培养计划，以期通过这一至两年的精细

化培养，让这些海外高中毕业的学生为本科学习做好更全面的准备。

在语言和数学课程之外，为拓宽预科生知识面，２０１５年，我们在预科项目中开设了《中
国概况》，提纲挈领地从历史、社会、艺术、地理等方面进行讲解，使留学生更深入全面地感

知中国、理解中国、融入中国。

为了提高学生的接受度，从２０１７年起，把该课程改为《中国语言文化讲座》，以讲座形
式介绍中国国情，趣味性和普及性更强，力争让学生们在繁重的必修课之外，补充一些中国

文化、社会知识。

（三）综合评定，规范升学制度

规范与标准是项目成熟发展的必经之路。据了解，目前其他预科教育在这方面也在进

行探索与努力。“结业测试可以说是指导各院校预科教育工作的风向标，应努力使其成为

一种知识重现的有效手段和评估教学效果、考核学生全面能力的最优方式。”［１］

我校预科项目多年来将ＨＳＫ汉语水平考试成绩达标作为升入本科（以下所述“升入本
科”均指从预科升入北京大学本科项目）的资质之一。从２０１５年起，我校针对预科学生出
口打造了汉语统一考试，作为学生升本的重要考核之一，考试内容覆盖面更广、难度更深，能

更加综合全面地考察学生的真实汉语水平。

申请升入本科的学生，凭借汉语统一考试及其在预科期间的一系列考核成绩的加权总

分参与综合评定。同时，增设数学标准化考试，严格选拔，增强学生进入本科后的适应和竞

争力。

（四）择优遴选，完善奖助体系

奖学金的评选资助与奖学金生的管理服务是预科项目的重要一环。每年新录取的预科

生中，学习成绩优异者，也有机会被授予北京大学外国留学生奖学金或北京市外国留学生奖

学金。这一举措较好地提升了报到率，有效吸引优秀学生来华学习。

预科学习期间，项目也支持和鼓励学生申请包括中国政府奖学金在内的各类资助，凭借

预科项目多年良好的声誉、授课教师有力的推荐和学生本人的优秀资质与努力。近年来越

来越多的预科项目学生获得社会各界的认可，在升入本科前顺利申请到奖学金资助，从经济

上有力保障了在华学习生活。

三、展望与发展

我校预科项目办学近二十年的过程，是一个不断摸索、改革和发展的过程，是从无到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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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是来华留学生教育的一个缩影。尽管目前取得

了一些成绩，项目也仍然面临诸多问题与困难。

首先，各国基础教育在学制、学习内容和评分标准等方面差异较大，录取时难以量化统

一，需根据不同国家的基础教育情况做单独的审核与评定，这对招生人员的业务素质提出了

很高要求。

其次，来自不同教育背景的高中毕业生如何适应北京大学较高的学习要求，如何让预科

生充分利用１－２年的时间完成从国外高中到中国大学的过渡，是预科教育需要不断求索的
课题。

第三，高中毕业生年龄较小，有的学生报到时还未成年，在华安全、社交和生活等方面的

管理都存在较大挑战。

目前，为促进预科项目可持续发展，我校也相应制定了一系列解决方案，如统一安排校

园住宿，指导学生最大限度合理利用学习时间；严格执行病假、事假请假手续；建立师生、新

老生不定期座谈制度等。

同时，重视团队建设，每学期以班级为单位组织市内教学实践活动、结业时安排全体合

影留念和毕业旅行、建立微信群方便师生及学生之间联络沟通等，实践表明，此类举措有效

地建立了紧密连结的纽带，增强了学生对项目与学校的认同感，有利于学生的身心健康、有

利于项目的文化建设与长远发展。

多年来，预科项目培养出了许多知华友华、对华感情深厚的青年，他们在校期间活跃在

校园各个舞台，助力我校国际化及公益活动；毕业后，多数人在增进中国与其所在国之间的

理解与交流上继续添砖加瓦，用自身的经历展现他们作为来华留学生的风采。

在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新时代，“加强留学生招生，扩大留学生规模，提高留学生培养质

量”［２］不仅是北京大学提升国际影响力、建设一流大学的规划，也是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
所面临的共同目标。针对这一共性问题，留学生预科教育作为其中的组成部分，对其进行系

统、科学地研究分析，能够为我国培养更多更优秀的国际人才起到积极作用。

参考文献：

［１］　杨娜：《留学预科教育的比较分析与对策》，《天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８年第２０卷第１期，第

９０页．

［２］　北京大学：《北京大学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建设方案（精编版）》，北京大学，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２８日，ｈｔｔｐ：／／

ｐｋｕｎｅｗｓｐｋｕｅｄｕｃｎ／ｘｗｚｈ／２０１７－１２／２８／ｃｏｎｔｅｎｔ＿３００８４７ｈｔｍ．

（作者王勇，系中国高等教学学会外国留学生教育管理分会副理事长。北京大学国际

合作部副部长、副研究员；李慧芬，系北京大学国际合作部留学生办公室副主任、助理研究

员；卫唯，系北京大学国际合作部留学生办公室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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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华留学教育发展历程及面临的问题和挑战

北京科技大学国际学生中心　贾兆义
《国际教育交流》执行主编　魏礼庆

来华留学教育是我国高等教育的基本内容之一，也是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重要组成部

分，同时也是我国留学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增进中国与外部世界的沟通与理解具

有重要的意义。来华留学教育的发展与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也始终同步。

一、来华留学教育发展历程的回顾

来华留学教育事业是我国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教育对外开放的窗口，是中

外友好交往的桥梁，也是一种独特的战略资源。

我国坚持“扩大规模、提高层次、保证质量、规范管理”的原则，逐步完善来华留学教育

工作体系，提升国际学生层次，改善和提高服务质量，为国外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培养了大批

科技、教育、外交和管理人才，为发展和巩固我国与世界各国政治、外交和经贸关系，开展文

化、教育和人员交往，提升我国国际形象和推动人类和平进程作出了积极贡献。

来华留学教育发展规模也由长期徘徊不前迈入快速发展轨道，价值取向由追求政治利

益到兼顾政治利益、经济利益和文化利益，来华留学教育的政策也由封闭逐步走向开放，管

理模式由政府直接管理向以学校为主体，政府负责调控的方向转变。

回顾来华留学教育发展的历史，在改革开放前初始发展的基础上，改革开放４０年间大
致经历了结构调整阶段、恢复发展阶段、快速发展阶段和质量提升阶段。

第一，初始阶段。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和苏联签订了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同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建

立和发展关系成为中国外交的首要任务。

由于抗美援朝和台湾问题，我国的对外交往受到种种限制，招收来华留学生工作首先从

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和对华友好的东欧国家开始，逐步扩大到亚非拉友好国家，招生渠道

主要是通过上述国家的驻华使馆派遣政府交换生。

１９５０年底至１９５１年初，第一批来自东欧５国的３３名学生进入清华大学“东欧交换生
中国语文专修班”学习，开创了新中国接收外国学生的先河，促进了中国与东欧社会主义国

家的交往与联系。

１９５４年万隆会议后，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得到发展，越南、朝鲜、蒙古、老挝等国家的学
生相继来华，推进和稳定了周边外交。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后期，亚非拉民族独立运动风起云涌，新独立的国家纷纷与我国建交，
我国秉承国际主义义务，为这些国家培养社会主义建设人才，并以此开展和加强与其他社会

主义国家的教育、文化、科技交流与合作，培养知华、友华的后备力量。

１９５９年，我国开始接收非洲留学生。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初，我国开始接收少量来自西欧、
北美和日本的留学生。自此，来华留学生的国别覆盖整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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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６６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我国于当年９月１９日和２２日先后照会各国驻华使馆停止
上课，休学１年，约有４０００名在华留学生先后回国；应部分留学生要求并征得其使馆同意，少数留
学生被批准参与上山下乡运动。因此，参加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队伍里出现了“洋面孔”。

１９７１年，联合国恢复我国合法席位以后，与我国建交的国家达１００多个。１９７２年，尼克
松访华，中美两国关系翻开了新的一页；同年９月，日本时任首相田中角荣访华，实现了中日
邦交正常化，日本留学生人数逐年增加。１９７４年，毛泽东提出“三个世界”理论，世界格局发
生了巨大变化，第三世界来华留学生人数递增。随着来华留学规模的扩大，留学生教育与

管理得到不断发展和完善。

１９５３年，教育部提出“学习上严格要求，生活上适当照顾”的方针；１９５５年９月，教育部
又提出“学习上严肃要求，生活上适当照顾，政治上积极影响”的策略；１９６２年，中央下达
《外国留学生工作试行条例》，形成了“学习上严格要求，认真帮助；政治上积极影响，不强加

于人；生活上适当照顾，严肃管理”的来华留学教育管理方针。

１９５０－１９７８年，我国共培养了１２８万余名留学生。虽然当时我国接收留学生的条件、
规模都十分有限，但大部分留学生都成长为帮助我国与各国开展友好工作的骨干力量。

第二，结构调整阶段。

１９７８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１９７９年１月１日，中美建交，
开启了中美互派留学生的新纪元，也进入了中外互派留学生的新时代。１９８０年２月，第五届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规定“在我国学习的留学生可

以向学位授予单位申请学位，对于具有规定的学术水平者，可以授予相应的学位”。

学位生的出现不仅代表着来华留学生结构的改变，也体现了我国高等教育进一步的对

外开放。１９８３年，邓小平提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中国高等教育和
来华留学工作进入了积极探索和结构调整阶段。

伴随改革开放政策和工作中心的转移，以及中国经贸、科技、文化和教育事业的发展，单

凭中国政府奖学金已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来华留学生的需求，高等院校开始招收自费来华

留学生，生源扩展到西方发达国家，来华留学生的层次和质量也逐步提高。

１９７８年到１９８９年，不仅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春天，也是来华留学教育发展的春天。来华
留学生队伍中不仅出现了公费学位生，也出现了大量自费生。他们体现了来华留学教育的

层次、质量和规模的上升，也体现了来华留学教育工作逐步与世界接轨。

在此期间，我国共接收了１３０多个国家的４０，２２１名留学生，其中奖学金生１３，６９９名，
自费生２６，５２２名。从此，自费留学生逐渐成为在华留学生主体。

这一时期，国家批量选派出国留学生、招收自费来华留学生，来华留学生生源覆盖西方

发达国家，这些成为中国教育对外开放的突出标志，成为推动中外语言文化交往和东西方价

值取向沟通融合的载体。

来华留学教育作为对外开放的窗口，检验着中国参与国际事务的能力，维护着中国的形

象和声誉。

第三，恢复发展阶段。

１９８９年下半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中止了与我国开展的教育交流合作项目，来华
留学工作进入低谷。１９９２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中国加大了改革开放的步伐，来华留学工
作逐步恢复。１９９０年至１９９４年，中国接收各类留学生人数的年均增长率为４９％。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国相继推出“２１１工程”和“９８５工程”等重点建设项目，实施科教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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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战略，推动高水平大学的发展。

同时，高校连续几年扩招，实现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１５％，提前进入了高等教育大众
化阶段。中国高等教育的繁荣推动着来华留学工作向更开放、更加包容和更加科学规范的

方向发展。

来华留学教育不仅在规模上有了重大突破，而且进一步将高校明确为招生主体，这意味

着来华留学的管理职能由政府向非政府机构转变；同时，外国留学生的管理逐步走上法制化

和社会化，逐步淡化在外国留学生的“外宾”、“外国人”、“客人”和“外交”色彩，拉近了中外

学生的距离，促进了多元文化的融合。

这一时期，来华留学教育工作的主要目的是引进国外优质资源，为世界培养领袖级人

才，在服务国家整体外交的同时，为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服务，为国家的社会和经济发展

服务。

为加强来华留学生教育工作的法制化管理，规范和简化外国留学生来华申请手续，促进

来华留学生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教育部先后颁布了《中小学接受外国学生管理暂行办法》

（１９９９年７月２１日教育部令第４号）和《高等学校接受外国学生管理规定》（２０００年１月３１
日教育部、外交部、公安部令第９号，简称“９号令”）。

“９号令”提出了“深化改革、加强管理、保证质量、积极稳妥发展”的方针，明确规定“高
等学校具体负责外国留学生的招生、教育教学及日常管理工作。高等学校招收外国留学生

名额不受国家招生计划指标限制。”

这一时期，我国共培养３１万余名留学生，其中政府奖学金生１８，３６０名，自费生２９２万
余名。２０００年，在华留学生人数达５２，１５０人，这些学生来自１６６个国家和地区的３４６所
院校。

第四，快速发展阶段。

外交是内政的延伸。硬实力是软实力的有形载体和物化，而软实力是硬实力的无形延伸，

两者既紧密联系又互相推动。吸引高层次国际学生与学者成为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必然趋

势，也成为衡量一个国家高等教育质量的重要标志，更是各国人才竞争和战略争夺的制高点。

高等教育国际化对于输出国而言，输出的不仅是专业知识和教育理念，还包括政治、社

会和文化理念。大量接收和培养国际学生，不仅可以提升本国的教育质量，推动本国的教育

改革和科技创新，还提供了正面宣传本国国情和价值取向的机会，促进国际理解，扩大本国

的国际影响力。

从国家长远战略和民族利益考虑，国际学生无疑是促进文化传播和友好往来的潜在人

脉资源。

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及“孔子学院”在世界各国的建立，吸引了大批外国留学生到中国留

学、访学、游学，来华留学教育进入快速发展时期，我国逐步成为国际学生流动的重要目的国

之一。

２００１－２００９年，外国留学生人数年均增长率超过２０％。２００９年，在华学习的各类留学
人员达到２３８，１８４人，其中政府奖学金生１８，２４５名，接收外国留学生的高校和其他教育机
构已经达到６１０所。
２００７年，教育部制定《来华留学生医学本科教育（英语授课）质量控制标准暂行规定》、

《普通高等学校外国留学生新生学籍和外国留学生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实施法》，来华留学环

境得到不断改善，保证了留学生培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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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教育部较大幅度提高了中国政府奖学金关于留学生的生活费的支持力度。在国

际金融危机不断蔓延的情况下，此举使来华留学的吸引力进一步增强。

第五，提质增效阶段。

来华留学工作是发挥大国影响、传播中国文化、树立本国形象、推动世界认同的奠基工

程，是引进优质教育资源、提升整体国民素质、建设教育强国、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和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举措，是实现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的重要投资。

来华留学工作必须着眼于我国核心利益、国家可持续发展，必须从国家战略的高度来看

待，以来华留学工作为抓手，推动中国高等教育质量和科技创新，推动“中国梦”的实现。

来华留学教育的发展，不仅在规模，更取决于质量。伴随国家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和人才

强国战略的实施，来华留学工作越来越受到党和国家的重视。

曾经担任教育部副部长的郝平同志把这一时期的留学工作概括为“一二三四”格局：

“一个方针”，即扩大规模，提高层次，保证质量，规范管理；“两个大局”，即把握并统筹好来

华留学工作的国内和国际大局；“三个关键”，即提高认识、解放思想，勇于创新、打造品牌，

以人为本、建设队伍；“四个体系”，即建设并完善招生宣传体系、奖学金体系、来华留学专业

课程体系和来华留学教育质量评估体系。

为贯彻落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２０１０———２０２０年）》，加强中外教
育交流与合作，推动来华留学事业持续健康发展，提高我国教育国际化水平，教育部于２０１０
年９月出台了《留学中国计划》，加快推进我国从教育资源大国迈向教育强国，从人力资源
大国迈向人力资源强国。

这项根据国际学生流动的趋势特点以及我国高等院校的容纳能力颁布的计划提出，

“到２０２０年使我国成为亚洲最大的留学目的地国家，来华留学生人数达到５０万人次”，即
在１０年内，来华留学生人数要在现在的基础上翻一番。
２０１６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做好新时期教育对外开放工作的

若干意见》，明确提出以质量和效益为主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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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加大留学工作行动计划实施力度，加快培养拔尖创新人才、非通用语种人才、国际

组织人才、国别和区域研究人才、来华杰出人才等五类人才。”这标志着来华留学教育发展

进入质量发展和内涵发展的崭新阶段。

随着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历史进程的新时代不断推进，中国教育取得的斐然

成绩和在国际上的地位以及中国语言文化在国外的普遍认同，来华留学事业迎来了前所未

有的机遇和发展空间。

２０１７年，《学校招收和培养国际学生管理办法》制定了适应形势需要的国际学生管理规
定，为推动国际学生招收和培养规范化提供了最新指导，尤其是《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

一流学科建设实施办法（暂行）》的印发和“双一流”建设的正式推行，作为高等教育事业重

要组成部分的来华留学教育站到更高的历史起点。

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２１日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加强和改进中外人文交流工作的若干意见》
中指出，中外人文交流是党和国家对外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夯实中外关系社会民意基

础、提高我国对外开放水平的重要途径。

从全球经济和社会发展来看，中国语言文字的生命力越来越强劲。因此，掌握与精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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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的国际学生的就业前景越来越看好，中国高等教育特别是中国的国际氛围越来越被国际

同行看好，这些积极因素都促进着来华留学教育质量不断提高。到２０１６年，中国已经成为
世界第三、亚洲最大的留学目的地国家。

二、来华留学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国际学生流动受到语言文化、留学费用、教育质量与监管、全球竞争力、就业与移民政

策、地域与环境、奖学金项目等因素的影响。目前，国际学生流动的趋势依然是发达国家和

发展中国家的资源向发达国家流动。

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２０１４年公布的数据，２０１２年，全球高等教育阶段国际学生流
动的数量约４５０万人，到２０１７年增加到５００万人，最主要的留学目的国依次为美国、英国、
中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德国、法国，中国成为亚洲最大留学目的国。

第一，来华留学教育发展战略缺乏影响来华留学教育发展。

发展战略是一项事业发展的指导思想，可以起到指南针和稳定器的作用。如何在国家

层面定位来华留学教育事业，如何清醒认识来华留学教育的定位和作用，保障来华留学教育

事业的持续健康发展，提高国际学生培养质量，必须制定长期而明确的来华留学教育发展

战略。

目前国际学生接收单位依然各自为政，仅仅从自身利益或眼前利益出发，过于注重国际

学生教育带来的经济利益，片面强调争夺国际学生教育市场，这往往导致恶性竞争，产生严

重的内耗。

教育部虽然制订了《留学中国计划》，并提出了来华留学教育事业发展的方针和政策，

但是这个计划不能满足来华留学教育事业发展的现实需求，不适应来华留学教育事业的发

展要求，关键是《留学中国计划》不具有规范性和强制性，对国际学生接收单位也没有有力

的制约和合理的引导，这必将使我国的“教育出口”后劲儿不足，无法实现持续发展。

在国家层面缺乏明确发展战略的环境下，国内相关的各项资源也很难得到整合利用，社

会各部门之间的配合也很不顺畅，无法形成合力。

第二，高等教育发展质量不足制约来华留学教育发展。

当前，我国已经具有世界第一位的高等教育规模，整体教育质量不断提高，但是我国高

等教育发展质量及竞争力与大国地位的要求还不相适应，内涵发展和质量发展存在不足。

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体制机制改革需要深化，现代大学理念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大学

职能尚未充分发挥，大学办学模式单一且固化，办学体制和管理体制相对滞后，学术共同体

和知识共同体没有成为大学价值标准，这些因素成为长期制约着高等教育质量提高的基础

性因素。

高校办学模式缺乏特色与创新，高等职业教育发展不足，教育国际化发展迅猛但是基础

薄弱，造成来华留学教育发展能力不足。

专业结构、课程设置和教材缺乏国际通用性和时代性，师资队伍不能适应高等教育国际

化和来华留学教育发展的要求，直接影响国际学生来华留学的体验度，影响国际学生培养质

量和来华留学教育发展动力乃至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声誉度。

第三，来华留学教育竞争能力不足是制约其快速发展的障碍。

虽然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三大留学目的地国家，但是来华留学教育规模扩大与质量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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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教育供给与需求、国家战略需要与支撑能力之间都存在着比较突出的矛盾。

２０１０年至２０１７年，我国接受来华留学教育的院校数量从６１８所增加到９３５所，国际学
生数量从２６５万名增加到４８９２万，其中学历生２４１５万人，占总数的４９３８％，硕士和博
士研究生共计约７５８万人，比２０１６年增加１８６２％。但与美、欧、加、澳等留学大国相比，依
然存在很大差距。

来华留学教育发展多没有纳入学校整体事业发展规划，教育拓展与项目开发与现实要

求相距甚远，参与主体广泛、国际推广效果明显的来华留学教育国际推广机制尚不健全，与

国家战略具有高度契合性、创造性、可推广、影响力大的项目缺乏。

生源规模地缘驱动特征明显，学历教育质量有待提高，非学历教育项目类型较少，汉语

国际教育质量层次不齐，制约着来华留学教育发展的支撑力。

课程和专业体系建设滞后，人才培养模式和国际学生事务管理体制、管理方法与手段需

要优化。

质量评估处于探索阶段，科学合理、覆盖面广、操作性强的来华留学质量认证体系尚未

建立，质量发展缺乏保障。

来华留学教育制度供给严重不足，既立足中国实际，又符合国际规则的前瞻性、时代性

的来华留学教育发展政策法规尚待完善，这些成为来华留学教育发展的主要障碍。

第四，来华留学教育层次与结构不够合理，发展不均衡的问题仍然比较突出。

虽然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三、亚洲最大的留学目的地国家，但是来华留学生的层次比例

和国别来源结构距离教育发达国家扔有较大差距。

留学生来自亚洲国家的比例高５９８４％，来自经济发达国家的国际学生的数量较少，绝
大多数留学生来源国集中在周边国家和与中国经济联系相对紧密的国家和地区。

此外，来华留学教育发展的区域失衡问题也比较突出，来华学习的国际学生集中在北

京、长三角、珠三角等经济比较发达的省市和区域，高等教育实力雄厚的部分中部省份和具

有独特地缘优势的边境省份的来华留学教育发展相对滞后，成为制约来华留学教育事业整

体推进的结构性因素。

第五，来华留学教育质量保障体系处于起步阶段，缺乏来华留学教育质量提升的监控能力。

目前，来华留学教育质量认证工作已经于２０１５年开始。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承担了
此项重要工作，并制订了比较详细的《高等学校来华留学质量认证工作办法》和《高等学校

来华留学质量认证指标体系》，来华留学教育质量认证指标体系共设定一级指标５个、二级
指标１５个、主要观测点３６个。

本着“以评促建、以评促改、以评促管、评建结合、重在建设”的指导思想，主要就办学指

导思想、发展定位、办学条件、教学实践、师资队伍、管理服务、办学质量以及特色项目等进行

综合考察。

通过自评自查、提交材料、专家通讯评审、现场考察和集中评审多个环节，对高等学校办

学能力和办学成果的综合评定，侧重对高校开展来华留学教育管理和服务质量的考评，促使

高校确立以提高培养质量为导向的来华留学教育办学理念，落实教育部“扩大规模，优化结

构，规范管理，保证质量”的工作方针，以促进来华留学教育事业健康有序发展。

但是，由于来华留学教育质量认证工作起步晚，时间短，来华留学生教育质量认证的监

控力度需要加强，公信力和认可度还需要进一步提高，评估标准、指标体系和认证程序还需

要进一步完善，评估结果发布和社会影响力需要进一步扩大等等。

９１



来华留学教育发展的政策导引和制度保障

华中师范大学　周波　佐斌

摘要：改革开放四十年，我国来华留学事业发展离不开国家方针政策的引导。当前，来

华留学进入“提质增效”新阶段，国家明确提出“扩大规模与提高质量并重”，来华留学要服

务于国家重大战略。

本文梳理了２０００年以来我国政府出台的来华留学相关政策、文件和重要精神，对
２０１７—２０１８年出台的重要文件从提高质量、规范管理、加强服务等方面进行了解读，论述了
国家政策指引来华留学工作的引导保障作用，介绍了来华留学在服务国家重大战略方面的

主动作为。

２０１６年４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出台了《关于做好新时期教育对外开放工
作的若干意见》（简称“《若干意见》”，教育部牵头制订了《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

（简称“《教育行动》”）。这两个重要文件确立了我国来华留学生教育事业近中期发展方向

和路径。

２０１７年３月，教育部、外交部和公安部联合签发了《学校招收和培养国际学生管理办
法》（简称“４２号令”），２０１８年９月教育部出台《来华留学生高等教育质量规范（试行）》（简
称“《质量规范》”），为今后我国来华留学教育规范管理和质量保障奠定了基础，将长期指导

我国新时代来华留学事业的发展。

一、国家方针政策为来华留学教育发展导航

（一）改革开放为来华留学打开国门

我国于１９５０年接收第一批来自罗马尼亚的５名留学生。改革磈放以前，我国来华留学
生教育经历两个发展时期：第一个时期为１９５０年至１９６５年，按每年来华留学生累计统计，
其间有来自７０个国家的各类来华留学生７２５９人［１］。“文化大革命”期间高校停课，没有招

收外国留学生。

第二个时期为１９７３年至１９７８年，我国来华留学共接收了６９个国家的２０６６名外国留
学生，主要以公费生为主。这一时期强调“外事无小事”，对来华留学生采取学习上适当照

顾、管理上高度集中的外事管理模式，这种是我国来华留学的探索和尝试，为我国后来的来

华留学教育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经验［２］。

改革开放后，我国来华留学生管理权逐步下放，自费生人数增长迅速。１９７９年，我国颁
布了《外国留学生工作条例》，正式提出了外国自费留学生的入学标准、接收类别和学制，为

引导自费生来华留学做出了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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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５年、１９８６年和１９８９年国家先后修订了《外国留学生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对来
华留学生的管理日趋完善，我国来华留学教育规模迅速发展，自费生成为来华留学生的

主流。

（二）新世纪来华留学大发展的重大政策

经过近２０年的探索和经验积累，为适应来华留学新形势的需要，２０００年教育部、外交
部、公安部发布了《高等学校接受外国留学生管理规定》（简称“９号令”），为高校的留学生
招生和管理工作提供了参考坐标，赋予高校更大的自主招生权，为之后十六年的留学生管理

水平的提高与留学生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２００３年教育部首次明确提出了“扩大规模，提高层次，保证质量，规范管理”的来华留学
教育方针，来华留学实现了跨越式发展。２０１０年６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并通过《国家中
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２０１０－２０２０年）》（简称“《规划纲要》”），《规划纲要》要求
我国“进一步扩大外国留学生规模，增加中国政府奖学金数量，重点资助发展中国家学生，

优化来华留学人员结构。实施来华留学预备教育，增加高等学校外语授课的学科专业，不断

提高来华留学教育质量。”

为贯彻落实《规划纲要》，教育部２０１０年９月颁布了《留学中国计划》，将来华留学教育
工作方针修订为“扩大规模，优化结构，规范管理，保证质量”，并确立了今后十年来华留学

教育发展的战略目标：到２０２０年，来华留学人数达到５０万人，我国成为亚洲最大的留学目
的国。《规划纲要》与《留学中国计划》文件的出台，有力地提升了我国教育对外开放和国际

化水平。

（三）来华留学教育发展进入“提质增效”新阶段

习近平总书记对２０１４年全国留学工作会议的重要指示，要努力开创留学工作新局面，
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断做出新的更大的

贡献。

２０１７年１０月２２日，教育部负责人在十九大新闻中心记者会上表示，到“２０４９年，中国
教育将稳稳地立于世界教育的中心，引领世界教育发展的潮流。”“到那个时候，中国将成为

世界上人们最向往的留学目的国，各国将有意愿和中华文化实现交流融合，学习交流中国发

展经验的老师、学生来中国交流，在交流过程中实现共同进步。”

为落实中央精神，来华留学工作“提质增效”全面提上日程。２０１７年３月２０日，教育
部、外交部、公安部联合印发了“４２号令”。４２号令是我国在新的历史时期对９号令的修
订与完善，是学校开展来华留学生教育和管理行为的根本依据，仅次于法律、法规，高于

规范性文件，对指导新时期全国来华留学事业发展和规范高校来华留学工作具有重要

意义。

４２号令的出台，标志着我国来华留学教育进入了提质增效的新阶段。教育部国际
司负责人在全国留学生工作培训会上解读 ４２号令时指出，我国要从留学大国向留学
强国转变，转变的路径就是提质增效。在以“提质增效”为核心的战略转型关键时期，

要坚持服务大局、质量为先、规范管理，提升服务意识和水平，促进来华留学内涵发展。

１２



二、规模与质量并重，不断完善来华留学政策规章

（一）扩大规模与提高质量并重

为贯彻落实２０１４年全国留学工作会议和《若干意见》精神，教育部在２０１６年１０月召开
了全国来华留学管理工作会议。会议中指出，我国来华留学在经历了过去１０多年快速增长
阶段后，能否实现从量变到质变，开启以质量为核心的发展新模式，关系到能否为我国实现

“留学强国”目标奠定基础。

大力推进来华留学事业规模发展和质量建设，意义十分重大。抓管理，提效益，高质量

打造“留学中国”品牌已成为当前来华留学工作的重中之重。来华留学发展的重心从“做

大”转向“做强”。

要坚持规范管理，以管理促发展、以管理提质量、向管理要效益。教育部对做好来华留

学工作提出了六方面的具体要求：一要思想上高度重视，二要加强顶层设计和统筹协调，三

要做好发展规划与落实工作，四要树立质量意识和品牌意识，五要规范管理，堵住管理漏洞，

六要提升服务水平［３］。

２０１７—２０１８年，我国来华留学生政策规章不断完善。２０１７年我国出台三份来华留学生
文件，其中三部委联合下发的４２号令最为重要。此外，人社部、外交部、教育部联合下发了
《关于允许优秀外籍高校毕业生在华就业有关事项的通知》，迈出了优秀外国留学生在华合

法工作的第一步。

同年，教育部办公室和外交部办公厅联合下发的《关于严格规范来华留学招生和管理

工作的通知》（简称“《严格规范》”）指出了当前来华留学工作在招生和管理中出现的问题，

并在招生、教学、校内外管理等环节进行了规范。

２０１８年，教育部和相关单位相继出台了另外三份文件。《质量规范》是一份对标性文
件，对来华留学生工作的各个方面和各个环节提出了明确要求，是“改进来华留学教育工

作，提高教育质量和管理服务水平”的“准绳”。《关于做好２０１８／２０１９学年中国政府奖学金
来华留学生入学有关工作的通知》对中国政府奖学金生的入学工作进行了具体的规范要

求。《关于做好２０１８—２０１９学年中国政府奖学金生预科教育工作的意见》专门就如何提高
预科生的培养质量提出了具体要求。

２０１７年４２号令和２０１８年《质量规范》两份重要文件的出台，都是落实《若干意见》和全
国来华留学管理工作会议中“抓管理、提质量”精神的集中体现，是把来华留学工作作为新

时代做好教育对外开放的重点任务之一的细化落实。

４２号令是提高来华留学质量、完善管理和服务、促进规模发展的现实需要，适应了更好
地服务于国家发展战略这一新形势、把我国建成“世界各国人民最向往的留学目的国”的这

一新要求，是新时代来华留学工作的纲领性文件，是来华留学工作的指南。

《质量规范》要求各高校根据此文件“制定本校层面的配套规范，完善来华留学质量保

障体系，以质量促发展，以规范促管理，实现来华留学教育工作健康可持续发展。”

针对当前部分高校存在盲目扩招、门槛偏低、缺乏中介监管，管理中“三非”突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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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隐患，《严格规范》要求各高校对照４２号令，系统梳理、整改存在的问题，严格规范来华留
学招生和管理工作。

《关于做好２０１８／２０１９学年中国政府奖学金来华留学生入学有关工作的通知》对奖学
金生报名录取、新生报到、入学教育等工作进行了具体的规范；

《关于做好２０１８—２０１９学年中国政府奖学金生预科教育工作的意见》是一份关于预科
生培养的综合性文件，在培养目标、教学安排、师资建设、服务管理、结业考核等进行了具体

要求，有效地保证了全国预科院校中预科生的教学和培养质量。

（二）来华留学教育工作遵循的主要制度与法规

２０００年以来，为了适应各个阶段来华留学的形势需要，国家出台了不少关于来华留学
的法律法规、通知和管理文件，还有领导国家层面上的会议讲话。

从规划方面的文件来看，有２０１０年的教育部《留学中国计划》和《规划纲要）》、２０１５年
的教育部、外交部、财政部、公安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２０１５—２０１７留学工作行动计划》、
２０１６年的教育部《教育行动》和《若干意见》。

在来华留学综合性的管理文件方面，教育部、外交部、公安部分别于２０００年和２０１７年
联合下发９号令和４２号令，这是两份在不同时期从事来华留学工作的指导性和纲领性
文件。

在涉及招生、教学、校内管理、奖学金生管理、医疗保险从管理制度及管理规定保险等环

节管理的文件方面，教育部及有关部门分别下发了２００５年的《关于来华留学生保留学籍服
兵股有关事宜的通知书》、２００６年的《关于加强来华留学生安全工作的通知书》、２００７年的
《来华留学生医学本科教育（英语授课）质量控制标准暂行规定》、《高等学校要求外国留学

生购买保险暂行规定》、２００９年的《关于规范我高等学校接受外国留学生有关工作的通知》、
２０１１年的《关于中国政府奖学金来华留学生综合医疗保险相关事宜的通知》、２０１５年的《关
于完善中国政府奖学金资助体系和提高资助标准的通知》、２０１７年的《关于严格规范来华留
学招生和管理工作的通知》、《关于允许优秀外籍高校毕业生在华就业有关事项的通知》、

２０１８年的《关于做好２０１８－２０１９学年中国政府奖学金生预科教育工作的意见》、《关于做好
２０１８／２０１９学年中国政府奖学金来华留学生入学有关工作的通知》、《质量规范》等文件。这
些文件对来华留学生工作的各个环节进行了规范，重在加强管理服务、提高培养质量。

从社会管理和安全角度来看，国家有关部门分别下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

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入境出境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国人宗教活动管理规定实施细则》、《在华外国人参加演出活动管

理法》、《外国人参加广播影视节目制作活动管理规定》。这些文件对留学生遵纪守法、规范

来华留学生的日常行为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为了加强来华留学队伍建设和信息化管理，教育部分别于２０１２年印发《全国来华留学
管理干部培训暂行办法》，２００４年印发《关于启用全国来华留学生管理信息系统的通知》、
２００７年印发《关于普通高等学校外国留学生新生学籍和外国留学生学历证书电子注册的通
知》、２０１１年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外国留学生学历证书管理和电子注册工作的通知》，对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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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留学生管理进行业务指导。

（三）依法依规，强化来华留学教育管理

高校来华留学自主招生权的落实，在促进来华留学上规模的同时，部分高校出现了招生

和管理不规范的情况，影响到我国来华留学事业的正常发展，对我国社会安全和稳定造成一

定隐患，来华留学招生、教学、管理等环节亟需规范。针对这一情况，教育部和相关管理部门

及时出台政策和意见，对来华留学进行规范。

１规范招生管理，规避招生风险，确保生源质量

２００９年教育部下发了《关于规范我国高等学校接受外国留学生有关工作的通知》，对移
民国外的留学生来华进入本科阶段学习，做出了“入籍四年，在国外实际居住两年”的招生

必要条件。教育部还及时印发了《来华留学生医学本科教育英语授课质量控制标准暂行规

定》，规范了我国来华留学生医学本科教育工作，规避了招生风险，提高了 ＭＢＢＳ的教学质
量，促进了来华医科留学生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

４２号令强调严格招生管理，对留学生入学资格、经济保证、入学考试或考核、录取、转
学、退学、收费退费等进行了明确规定。为配合落实４２号令，教育部办公厅和外交部办公厅
联合下发了《严格规范》文件，对各省级教育部门和高校提出要严把入学门槛，严格审核学

生学术水平、语言能力和经济能力等，提出入学考试和考核，确保入学标准。文件中介合作

进行规范，要求高校不得委托或授权中介代替学校招生，杜绝中介用虚假信息欺诈学生。

２０１８年下发的《质量规范》对招生管理进行了更为详细的规范，明确提出本科、研究生各层
次留学生的最低学历、入学语言能力要求，要求高校招生和录取要规范、公开、公平，采取规

定合理的考试考核方式，招收和选拔具备学业能力和发展潜力、达到入学标准的学生来华

学习。

２严格教学管理，提高培养质量

４２号令第三章从教学计划、师资配备、课程安排、教学规范、学籍注册、毕业管理等方面
对高校留学生的教学管理工作提出了要求。这些要求原则性和具体性相结合，对留学生的

教学语言、学位论文撰写、教学实习和社会实践、学历学位电子注册与发放等对高校提出了

原则性的要求，对学位论文的写作、授课语言等教学管理环节提出具体的明确要求。４２号
令还将汉语和中国概况列为所有学历留学生的必修课。

《严格规范》第五条明确提出“加强学籍管理，加强在校生的考勤管理，对于考勤严重、

长期不在校的学生，按照学校规定进行处理，加强对违法违纪记录者，行为异常者等人员的

管理，及时掌握动态，保持密切关注。”这些规定全面、细致，相互交织，相辅相成，组成一张

质量保证网络，对全国高校来华留学生教学的规范管理和提高培养质量起到了保驾护航的

作用，具有较强的指导意义。

３加强校内管理和社会管理，维护安全稳定

４２号令就高校留学生校内管理进行了指导，涉及留学生管理的归口统筹、建章立制、住
宿条件、法规宣传、辅导员专人管理、文体活动及宗教、勤工助学等政策，特别规定留学生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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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员配备比例不低于中国学生辅导员比例，加强力量对留学生进行有效管理起到了积极

作用。

在民族习俗、宗教信仰等敏感问题上，要求学校尊重，但不允许在校内进行传教、宗教聚

会等活动，以维护校园安全与稳定。在社会管理上，文件要求学校、公安机关、社会、学生监

护人共同肩负起对留学生的相应管理责任，对危害公共安全的精神病、传染病的处理也做出

了责、权规定，对留学生全员保险进行了规定，彻底避免了高校陷入赔偿纠纷的被动局面。

４２号令对校内管理和社会管理的有关条款是对留学生实施管理的法理依据。
《严格规范》就加强居留、签证和宿舍管理进行了具体要求。文件要求对未报到或注册

的学生要逐一核实名单上报。要求高校严格校内住宿和留宿管理，加强对校外住宿留学生

的管理，完善应急机制，突发事件应急预案要落实到位。文件要求各高校确保“看好门，管

好人”，防范和消除安全稳定隐患。

三、服务国家重大战略，来华留学教育主动作为

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来华留学。２０１５年，党中央、国务院颁布《若干意见》、教育部印发
《教育行动》，对新时期来华留学工作都做出了深入部署。文件指出，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

期，来华留学教育承担着促进中外人文交流、促进民心相通的历史使命。我国来华留学政策

的制定要确保提高留学教育质量，为服务国家战略大局做出不可替代的贡献。

《２０１５—２０１７留学工作行动计划》特别提出要加强来华青年杰出人才培养，完善来华留
学高层次人才培养办法和机制，为我国外交发展和中国经济走出去战略提供人脉资源。

（一）服务国家外交大局

２０１４年习近平对全国留学工作会议做出批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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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培养

造就更多优秀人才，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断

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本次会议明确提出，要鼓励和吸引世界各国的优秀青年到中国高校学习，把“留学中

国”品牌打造成靓丽名片。通过留学工程培养一批知华友华爱华的友好人士。

（二）发挥中国政府奖学金的引领作用

２０１７年，教育部继续扩大中国政府奖学金的规模，充分发挥奖学金的引领作用，受到中
国政府奖学金资助的外国学生规模达５万多人，占全国留学生总数的１１％，其中学历生达
８８％、研究生近７０％。

政府连续对优秀自费来华留学生实施奖励，每年奖励６００名。在中国政府奖学金的带
动下，２０１５—２０１７年来华留学生规模增长迅速，中国政府奖学金对来华留学的引领、拉动作
用十分明显。

（三）积极落实“一带一路”倡议

“一带一路”倡议是我国的国家战略，也是当前最重要的外交战略之一。《若干意见》提

出实施“一带一路”教育行动，促进沿线国家教育合作。设立“丝绸之路”中国政府奖学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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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资助１万名沿线国家新生来华学习或研修。《教育行动》提出，中国愿与沿线各国一
道，增进教育合作交流的广度和深度，构建“一带一路”教育共同体。该计划已列入“十三五

规划纲要”中我国要实施的１００个重大项目。
《教育行动》明确要求来华留学要为“五通”提供人才支撑，发挥教育“四两拨千斤”的

作用，实现“一带一路”建设推进事半功倍。

教育部特别重视吸引“一带一路”国家学生来华留学，２０１７年设立了“丝绸之路”中国
政府奖学金，５８６万名中国政府奖学金生中有３８万人来自“一带一路”国家，比２０１２年增
加２４万人。

（四）着力培养知华友华人才

１“中国概况”列为学历留学生必修课程

４２号令规定汉语和中国概况作为高等学历留学生教育必修课。“中国概况”课内容十
分广泛，涵盖经济、社会、地理、人文、政治、外交等各个领域，实际上是一门中国国情教育课。

做好中国国情课堂教学，对加深留学生对中国各方面的了解起到积极作用。

２“感知中国”活动让留学生充分了解中国

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在中国政府奖学金来华留学生中广泛开展了“感知中国”社

会实践与文化体验活动，以培养知华友华人士要求为目的，２０１５—２０１７年共组织１６万余
名学生参加，取得了良好效果。２０１８年的“感知中国”活动被列入全国教育系统“奋进之
笔”总体方案。

３“留动中国”活动影响广泛

２０１４、２０１６、２０１８年，教育部指导和委托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连续举办了三届全国范围
内的“留动中国———在华留学生阳光运动文化之旅”活动，每一届都有３００多所高校３０００
名中外学生参加，对促进留学生了解中国的运动文化起到了积极作用。

４“汉语桥”比赛成为文化品牌

每年孔子学院总部／国家汉办主办“汉语桥”中文比赛，目前已有一百多个国家一百多
万人参加。“汉语桥”中文比赛激发了各国青年学生学习汉语的积极性，增强了世界对中国

语言与中华文化的理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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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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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教育发达国家发展留学教育的政策和举措

北京科技大学国际学生中心　贾兆义

一、美国接收国际学生的经验和举措

美国是当今世界高等教育最为发达的国家之一，也是高等教育国际化水平最高的国家

之一，同时是世界最大的留学目的地国家。为适应世界贸易组织框架中教育国际化发展的

形势，美国政府和大学都制定了许多行之有效的战略举措，吸引诸多国家的高素质青年学生

就读，多年来一直保持着全球最大的留学目的地国家的地位。

美国依托其强大的综合国力和发达的教育体系，不仅吸引了欧洲发达国家的青年学生

而且成功开发了体量庞大的亚洲市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美国国际地位的确立，美国

以其发达的科技、教育和管理水平，吸引了相当数量的国际学生到美国就读。

根据《２０１６门户开放报告》显示，２０１５至２０１６学年，在美国高校学习的国际学生数量
达到１１８万，同比增长７１％，这表明美国是全球高等教育阶段留学的最大的目的地国家。

美国的国际学生规模之所以能够独步全球，除了美国高等院校的教育质量、多元性和较

高的声誉，能够获得更好的教育资源以及能够有更好的职业发展机会之外，美国政府、社会

组织和高等院校形成了三位一体的联动发展模式，推动国际学生教育到美国接收教育。

在全球化时代背景下，美国政府高度重视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战略规划，出台了同一系列

法规和政策，为吸引国际学生到美国接受教育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早在１９６６年，美国就
颁布实施了《国际教育法》，这是美国乃至世界上第一部保障本国国际教育发展的法案。此

外，美国还有《文化教育相互交流法案》《富布莱特法案》等专门的国际教育法律。

冷战结束后，国际学生流动受到了国际经济、文化及意识形态等多种因素的冲击。美国

根据形势变化开展了名目繁多的各种资助项目，如国务院资助的“教育与文化交流项目”，

国防部资助的“国家安全教育计划”，教育部资助的“教育部第五大计划”，以及各个高校的

奖学金计划，这些政策直接促进了国际学生数量的增长。

非政府组织和机构在美国接收国际学生的工作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如美国国际

教育交流协会、美国国际教育协会、美国外国学生事务学会等，这些非政府组织与世界其他

国家高等教育国际化组织进行沟通，为高等院校拓宽了与世界沟通的渠道，提供了一定的国

际学生项目和经费支持，有利于高等院校自主性的发挥。

美国大多数高校都把国际化纳入学校的发展规划之中，自行组织和管理国际交流与合

作活动，招收国际学生，根据社会和国际学生需求，开展和调整国际教育项目，保证了国际教

育资源配置的合理性、国际教育活动开展的灵活性。

美国高校普遍重视开设国际化的课程，既吸引了国际学生就读，也提高了包括国际学生

在内的人才培养质量。课程是知识传播的主要载体，设置课程是一个非常重要且边际成本

较低的吸引国际学生和国际化办学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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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十分重视对国际化课程的开设。早在《２０００年目标：美国教育法》中，就强调高等
院校必须将国际化的理念渗透到学校所有的课程领域。各高校也相应地从教学管理制度

上确立了课程国际化的重要地位，有些高校甚至将国际化课程作为学生的必修课，例如斯坦

福大学就要求每个学生必须选修一门亚洲或者非洲课程。

同时，美国高校注重通过师资队伍的国际化提高课程设置的国际化程度，并且利用现代

信息技术等手段向全球的公众提供国际化课程，并出现了一大批在全球具有广泛影响力的

国际化课程和教师，再次宣传了高质量的美国高等教育，成为当下国际学生到美国求学的又

一个推动因素。

综上所述，美国作为当今世界最大的发达国家，同时也是高等教育最发达的国家之一，

也是国际学生流动最大的目的地国家，采取了多种有效的策略和措施，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美国雄厚的经济实力、发达的科技力量、宽松的人文环境、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体制和

丰富的教育资源构成了美国吸引国际学生就读强有力的支撑要素。政府、社会组织与高校

分工协作、国际学生招收和培养政策的法制化、充分的市场竞争以及与时代同步的政策等，

保障了美国作为世界最大留学目的地国家的地位，这些经验在发展来华留学教育的进程中

都是值得参考的。

二、英国吸引国际学生的政策和措施

国际化是现代大学的重要特征，缺乏国际化的大学不可能成为世界一流大学，这是英国

政府和教育界的广泛共识。因此英国政府和大学都采取了积极的措施推进高等教育国际

化，吸引国际学生到英国就读。

英国作为以英语为母语的高等教育发达国家，对国际学生具有极大的吸引力。早在

１９３４年，英国议会就设立了第一个专门的国际交流与合作的机构———国际教育研究所。到
１９７０年代，英国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和法国的世界第三大留学目的地国家。

１９９３年，英国正式废除高等教育双轨制，将多科技术学院升格为大学以后，英国国际学
生规模以惊人速度增长。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留学目的地国家。根据英国文化协

会的估算，到２０２０年，英国国际学生的数量将达到８７万名，教育收入预计达到２００亿英镑。
英国政府采取了诸多优惠政策吸引国际学生到英就读。英国政府推行把教育作为一种

产业的理念，将英国教育产品向世界推广，并对申请到英国留学的国际学生采取了许多优惠

政策，为国际学生到英国就读提供便利。例如，凡是申请到超过半年学习签证的国际学生，

英国政府给予免费的医疗保险。

英国的奖学金政策也比较灵活，国际学生除了向学校申请奖学金以外，还可以向其他机

构申请。英国政府实行比较宽松的工作政策，在英国就读的国际学生可以有充分的合法时

间打工，允许国际学生每周打工２０小时，并允许国际学生的配偶到英国陪读或工作。
此外，英国的奖学金类型比较丰富，主要包括政府奖学金、高校奖学金和学术团体奖学

金，还专门设立了吸引优秀国际人才的“海外研究学生奖励计划”，以上这些因素大大刺激

了到英国留学的国际学生数量的增长。

英国重视境外教育宣传，提供丰富的课程和优质的服务，提高国际学生在英国留学的体

验度和获得感。受政府开拓国际市场政策的驱动和经费削减的影响，英国高校普遍设置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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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机构招收国际学生，也采取多种措施招收国际学生。

为此，大多数英国高校设立了国际事务办公室，负责学校招收国际学生的事务，各高校

也积极到海外开展国际学生咨询服务，或者直接到国外，尤其是重要留学市场举行教育展

览，推介英国教育。

英国非常重视国际化课程的建设，从师资、教材等多个方面制订了高校课程国际化的政

策，提高英国高校国际化的水平和质量，开设与国际相关和国际接轨的课程，注重课程内容

与安排紧密结合国际前沿和国际热点，在深度和广度上达到了国际公认的水平，教学方式也

照顾不同层次和不同国家的教育传统和教育水平，实现了面向国际学生的课程的多元化。

同时，高校采取多种措施，尽量为国际学生提供层次丰富、形式多样的学习课程，为国际

学生提供满足其需求的服务项目，例如为长期在英国学习的国际学生提供免费医疗服务和

宽松的工作政策。

此外，为方便国际学生申请赴英签证，英国在其他国家开设了不少签证中心，为办理学

习签证的国际学生简化签证手续，缩短签证时间。

为使国际学生深入了解英国社会和文化，还组织和介绍国际学生访问英国家庭，通过与

英国家庭短期的共同生活，让国际学生了解英国的普通家庭生活、文化风俗习惯和社会价值

观，也提高了国际学生在英国的留学体验。

严格的质量保障是英国国际教育水平受到认可的重要保障因素。英国在国际学生的留

学过程中尤其注重教育的质量。英国高等院校通过建立有效的质量保障体系，制定严格的

学术标准和培养标准，加强学校内部的教育质量评估和督导，形成全方位的质量监控体系，

形成自觉维护教育质量的舆论氛围。

１９９７年，英国就成立了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署（ＱＡＡ），并制定了统一的高等教育质量评
估指标体系，建立了行之有效的质量管理制度，并建立了分层次的质量保障机构和措施。

英国的国际教育质量保障体系包括质量控制、质量审计和审批、评估等环节，这些环节

相互衔接、相互制约，并把评估的结果通过多种渠道发布，增强评估的透明度、知名度和公

信力。

同时，英国政府把经费分配与质量评估的结果联系在一起，所有得到国家承认的高等教

育学历都由政府制定的机构进行严格的质量标准检查，以保证国家学历的质量和一致性。

三、德国吸引国际学生的政策及作为留学目的地的魅力溯源

德国是世界上最受国际学生青睐的留学目的地国家之一，是最受国际学生欢迎的非英

语系国家之一。根据德国联邦统计局发布的数据，２０１４年，在德国高校就读的国际学生数
量为３０１３５０人，占德国全部大学生数量的１１５％。

德国为什么能够吸引如此众多的国际学生到德国就读呢？首先，德国强大的科技实力

和人文魅力成就了国家魅力，吸引着世界各地的青年学子。

德国常被誉为“诗人和思想家的国度”，诞生了以康德、黑格尔、马克思、歌德、哈贝马

斯、贝多芬、洪堡等一大批在人类社会思想史上熠熠生辉的伟大人物。影响人类的众多科技

发明家和创新也出自德国，虽然二战之后德国失去了世界学术中心的地位，但是独特的文化

魅力、先进的科学技术、发达的经济水平、稳定的社会秩序以及优美的人文自然景观依然吸

引着世界各地的国际学生。

发达的高等教育及深受国际认可的教育质量是德国吸引国际学生的基础。德国是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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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科研相统一的现代大学诞生地，是确立大学第二项功能———科学研究的国家，在１９世纪
中叶到２０世纪２０年代曾经是世界学术的中心。虽然后来世界学术中心发生了转移，但是
以洪堡大学、海德堡大学、慕尼黑大学、哥廷根大学等传统名校为代表的德国高等教育至今

在全球享有盛誉。

德国的大学普遍学业任务很重，重视传授高深且前沿的知识，完成学业时间也很长，而

且因为学术要求高而导致学生辍学率较高。根据有关研究，德国大学生在本科阶段的辍学

率平均为２８％，工程类学科的辍学率为３６％，国际学生的辍学率比德国学生还要高出约１０
个百分点。这从另外一个侧面反映出德国高等教育文凭的含金量，这也是国际学生作为

“理性决策者”选择到德国留学的重要原因。

丰富多彩且高质量的招生宣传在全球范围内推介了德国高等教育，吸引了更多的国际

学生选择留学德国。１９２５年，德国就成立了德意志学术交流中心，现在已经成为全球最大
的面向大学生和研究者开展国际交流的资助机构之一。交流中心在世界范围内开设了１５
个办事处和５５个信息中心，这些机构成了德国拓展境外高等教育市场，开展境外宣传的
网络。

德意志学术交流中心与德国高校校长联席会议共同成立了德国高校市场委员会，专门

负责德国高等教育国际宣传。该委员会通过市场营销服务、开展培训项目、举办教育展览、

为高校提供信息化服务等多种方式帮助德国高校在世界范围内进行宣传。

德意志学术交流中心、德国高校校长联席会议和德国高校还共同成立了“国际学生留

学申请工作和服务处”，该机构统一实施对申请者材料的申请审核，提高了审核效率，同时

由于审核工作的标准化和高质量，也降低了德国高校国际学生的辍学率。

歌德学院在推广德语的同时，还举办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介绍德国的文化、社会、经济

与政治生活，为吸引国际学生留学德国做出了重要贡献。

舒适的留学环境提高了在德国求学的国际学生的满意度。日常生活是国际学生在国外

学习的基本内容，其舒适与否是决定国际学生留学满意度的一个重要因素。

为保证国际学生的生活质量，德国高校校长联席会议和德意志学术交流中心联合制定

了《德国高校留学事务国家准则》，对国际学生的咨询和申请，录取和入学前后的指导等问

题制定了普遍适用的准则和最低标准，给予国际学生与本国学生同等的权利，并为需要帮助

的国际学生提供必要的帮助。

德国政府还通过修订《移民法》，不断完善对于外国人居留权的规定，放宽国际学生在

德国工作和居留的限制。２００８年，德意志学术交流中心还提出了“促进国际学生融入计
划”，由联邦教育与研究部每年投入１７０万欧元改善国际学生的支持服务。

这一计划以促进国际学生在德国学习期间的能力提升、保障其学业成就和良好的生活

环境为目标，资助了１００多个项目，提升了德国高校对国际学生的生活服务水平。德国高校
设置有专门承担国际学生生活的机构，其中德国大学生服务中心起着关键的作用。

德国大学生服务中心是一个全国性的大学生生活服务机构，总部设置柏林，在全国设立

５８个分中心，除了向德国学生提供全方位、系统化的生活支持服务之外，还面向国际学生提
供许多诸如租房、生活用品租用、医疗费用救助、贷款等特殊性的服务，提高了国际学生在德

国留学的满意度。

四、日本国际学生教育发展的演变及动向

日本的国际学生教育是战后日本经济快速发展的产物。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日本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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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强国，日本开始谋求国际影响力。

１９８２年，日本政府制定了《２０００年的日本———具备国际化、高龄化、成熟化》报告，提出
“必须以国际视野看待一切问题”的口号之后，日本开始在教育领域采取一系列国际化的措

施。“接收１０万国际学生计划”就是日本推进教育国际化进程中的突出举措。
计划实施后，日本高等教育机构打破封闭的局面，吸纳国际学生就读。日本政府也积极

执行“１０万人计划”，放宽国际学生入境管理政策，解除了禁止国际学生劳动和就业的规定
等，使得到日本留学的国际学生的数量猛增。

进入２１世纪之后，日本政府继续采取了一系列举措继续推进“１０万人计划”。例如改
进高校的国际学生教育计划和指导体制，面向国际学生设立留学咨询机构，鼓励私人企业和

社会组织向国际学生设立奖学金，改善国际学生居住环境及加强国际学生校友工作等。

“１０万人计划”的实施，对日本高等教育国际化乃至日本教育质量的整体发展都起到了
明显的推动作用。通过完善国际学生教育制度，促进了日本高校与其他国家高校的国际交

流与合作，提高了日本高等教育的国际通用性和竞争力，建设了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学。

国际学生已成为加强和发展日本与其他国家关系的纽带，成为重要的民间外交资源，提

高了日本的国际声誉。从这个意义上说，“１０万人计划”成为日本文教政策和国际交往政策
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日本的经济、社会发展和软实力的提高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针对少子化、高龄化带来的劳动力人口减少及高校生源危机等问题，２００８年，时任日本
首相福田康夫提出２０２５年“接收３０万国际学生计划”，从国家战略的高度重新审视国际学
生政策，强调在产学官配合下，吸引更多国际优秀人才进入日本的大学和企业。“３０万人计
划”提出之后，日本的国际学生制度也根据计划实施的要求作出了大幅度的调整。

在招生中，积极采取多种措施，为希望到日本留学的国际学生提供信息咨询和服务，实

施日语考试制度；设立国际学生贷学金，促进发展中国家学生来日本留学。

在教学管理体制上，根据国际学生特点和需求，允许插班入学，调整部分专业和学历层

次学制，加强高校间的国际交流与学分互认，积极开设英语授课课程和专业。

同时，日本政府还倡议社会力量包括社会组织和企业积极参与到国际学生教育事业中

来，普及和完善政府、社会组织和高校共同支持国际学生的奖学金制度，并从日常生活、就业

等方面为国际学生提供便利，吸引更多的海外优秀人才到日本留学。

“３０万人计划”国际学生政策不仅是教育政策，同时还是产业政策、外交政策、移民政
策，把国际学生教育政策提高到国家战略的高度，仅中央政府层面就有文部省、法务省、外务

省、经济产业省、厚生劳动省和国土交通省参与留学计划的发布和实施，围绕国际学生到日

本求学的各个方面和各个环节携手合作，推动日本国际学生教育事业的变革和发展。

虽然由于近年来日本政权更迭频繁、部分政策朝令夕改、境外入学教育制度滞后等因素

阻碍了“３０万人计划”的实施，但是推动日本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吸引国际学生到日本就
读并留住优秀人才，是日本发展国际学生教育事业长期不变的战略方针。

五、澳大利亚招收国际学生的特征与趋势

澳大利亚开始接受国际学生是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科伦坡计划开始的。１９５１年开始，澳
大利亚政府给予来自东南亚和南亚的国际学生奖学金资助，支持他们到澳大利亚留学。这

项举措最初的动因是促进世界对澳大利亚的了解。

因此，这些国际学生不需要缴纳学习费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石油危机的冲击，导致澳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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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亚经济低迷，政府财政出现困难，由此导致了澳大利亚高等教育财政政策的改变，把免费

高等教育的政策改变为收费的政策。

同时，为鼓励大学改善各自的财政状况，鼓励大学积极招收国际学生。在这种背景下，大学

的运营模式开始出现实质性变化，兴起了一场以政府为主导，教育机构在国际范围内竞争的改

革，大大加速了澳大利亚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进程，也促进了澳大利亚国际学生规模的快速增长。

１９８４年杰克逊委员会在对国际学生教育项目评估的基础上，提出将高等教育作为输出产品，
明确指出“澳大利亚的教育服务国际贸易具有作为澳大利亚一个重要新兴产业的潜力”。

１９８６年，澳大利政府正式取消了国际学生进入澳大利亚留学的名额限制。取消名额限
制后，自费留学澳大利亚的国际学生数量迅猛增长。

从１９８０年到１９９０年的十年间，到澳大利亚留学的国际学生数量就增长了近十倍。此
后，澳大利亚不断完善招收国际学生的政策和措施，改善国际学生到澳大利亚留学的环境，

保持了世界重要的留学目的地国家的地位。

根据澳大利亚教育和培训部２２日发布的数据显示，２０１６年澳大利亚接收国际留学（课
程）生数量达到创纪录的５５４１７９人，教育出口额达到２１８亿澳元。高速增长的国际学生人
数给澳大利亚带来了丰厚的经济回报，教育服务成为澳大利亚第三大出口产品，因此而受益

的零售、旅游等行业在全国大城市和地区中心城市提供了１３万个全职工作岗位。
澳大利亚国际学生规模的快速增长得力于政府政策的强力推动，同时也充分发挥了市场和

高等院校的积极作用。澳大利亚不仅把高等教育国际化和招收国际学生作为高等教育发展的路

径选择，同时也作为一项国家战略，并形成了学术、商务和服务三位一体的发展模式。

通过实施知识管理、技术管理和知识管理的国际化管理策略，来实现教育服务国际贸易

的发展目标。为顺利实现该目标，澳大利亚政府确立以亚洲为战略重点的市场发展战略，积

极宣传和推介澳大利亚高等教育。

澳大利亚政府推出了一系列奖学金措施吸引国际学生到澳就读，主要有“澳大利亚发展与合

作奖学金”“澳大利亚资助培训奖学金”“公平与优等奖学金”“海外研究生奖学金”等。

澳大利亚高等院校在课程国际化建设方面也卓有成效，他们通过在课程中增加国际性

内容、跨文化研究，开设联合学位课程等方式实现课程的国际化。值得一提的是，澳大利亚

高校与国外高校联合开设课程成为澳大利亚高等教育国际化的一种特色，即在澳方教师参

与下，国际学生可以现在本国完成部分课程，然后到澳大利亚完成学业并获得文凭。

澳大利亚还通过立法建制保障国际学生教育的质量和可持续发展，政府和相关机构相

继出台了《２０００年海外学生教育服务法》《澳大利亚高等教育机构为国际学生提供教育的实
施准则》《澳大利亚大学为国际学生提供教育的准则和方针》，澳大利亚大写在这些法律和

法规服赋予的资助框架下，开展国际学生教育，努力为国际学生提供完善的服务，为国际学

生提供实习和参与项目的机会等“增值产品服务”。

澳大利亚设有大学质量保障署，负责对国际教育的审查，制定跨国质量战略。此外，还

通过完善澳大利亚学历资格框架，加强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质量保障合作等措施保障国际

学生的教育质量。

（基金项目：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外国留学生教育管理分会科研课题“新时代来华留学生

教育发展趋势与路径选择”阶段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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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兼容与升级
———关于新世纪来华留学教育的文化思考

华南理工大学国际交流与合作处　龙茜

２１世纪，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中国的国际实力不断增强，文化教育水平显著
提升，中国教育国际化理念正从“走出去”向“引进来”迈进。根据２０１６年１０月３１日在北
京召开的全国来华留学管理工作会议精神，“规范管理、提质增效、内涵发展，加快建成留学

强国”［１］（ｐ１４）已成为来华工作的重中之重。２０１８年，来华留学人数已达４９２，１８５人［２］，来华

留学事业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发展态势。

持续扩大的留学生规模，有力促进了我国教育的对外交流与合作，“为增进中国与世界

各国间的文化了解，提升我国的教育理念和教育管理水平发挥积极作用”［３］［２］。但与此同

时，也带来了全新的挑战。随着越来越多的外国学生来华学习，各式各样的异域文化传入中

国，与本土文化产生了激烈的碰撞，尤其是给校园文化带来了一系列的冲击与影响。这就需

要我们头脑清醒，积极应对。

一方面，放开眼量，充分认识到“没有碰撞的文化是不幸的文化”［４］（ｐ１），文化的撞击让我

们重新审视本民族文化传统，借鉴外来文化优势。另一方面，立足现实，只有以开放的态势

欢迎各国留学生，发扬中华文明海纳百川、兼收并蓄的特点，整合优化各类资源，在不断扬弃

中拓展和丰富自身，推陈出新，超越自我，才能使中国教育进一步走向世界，走向未来。具体

而言，主要是二个层面的问题。

一、文化的兼容

蔡元培先生主理北大时，实行“兼容并包”的办学思想。实践证明，这是一种获得了巨

大成功，经得起全方位检验的办学思路。在今天，这种“兼容并包”的思想用在来华留学生

的办学上尤显贴切。面对来自世界各地不同文明程度的不同文化，我们首先要做好的是文

化的兼容，这种兼容体现在胸怀、理念和策略上。

（一）拥有海纳百川的胸怀

曾国藩说：“盛世创业之英雄，以襟怀豁达为第一义”［５］（ｐ２３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

容纳万物的博大胸怀，主张吸收百家优长、兼集八方精义。豁达的胸怀又体现在三个层面，

一是理解，二是尊重，三是成全。

首先，留学生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来自世界各地，文化背景、成长经历各不相同，甚

至他们对中国的印象和态度也各有差异。这就需要我们以博大包容的心态对待他们，理解

他们不同的风俗习惯、学习方法和行为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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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欧美等国的许多留学生们在课堂上表现活跃，喜欢向老师发问，甚至质疑老师的

答案。一些习惯一言堂填鸭式教学的中国老师在教授这类学生时感到不适，认为不尊重老

师。事实上，这只是他们探寻知识、寻找答案的一种方式。

目前，中国的教育方式正在经历从填鸭式教育向启发式、讨论式教育的蜕变，留学生与

我国教师的交流与互动能够更好地促进这一变化。

其次，除了学会理解，还要学会尊重。比如，许多留学生都有自己独特的民族或宗教信

仰，除了众所周知的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等宗教，更有许多国人了解甚少的宗教，其教义

习俗千姿百态，那么我们就要理解不同民族的宗教信仰，在平时的言谈举止中也要谨言慎

行，以免造成不必要的误会。

再次，成全他们。世界上现有２００多个国家和地区，由于经济和教育发达程度的差异，
各国学生的受教育水平参差不齐，如北美洲、欧洲等国教育体系较为完善，学生基础较好；而

非洲等地区的学生则学习基础相对薄弱。

我国在招收外国留学生时，不但努力吸引发达国家的学生来华留学，也极为重视发展中

国家的生源，并且特设“中国政府国别奖学金”、“亚洲留学奖学金”、“中国—东盟（ＡＵＮ）奖
学金项目”、“中国政府海洋奖学金”等各种奖学金以吸引全世界各地的学子。

（二）秉承“和而不同”的理念

２０００多年前，孔子就提出“君子和而不同”的思想，“和而不同”成了中华民族人与人之
间相处交往的一条基本准则。“和而不同”一方面强调了和谐共处是前提，另一方面又强调

了事物的个性和差异性。只有“和而不同”才能各具其所，而又相生共荣。随着来华留学事

业的快速发展，“和而不同”的观点在多元文化背景下更有其独特的价值。

“和”包含两层含义，一是指和气、和睦，与留学生和谐共处。留学生们不远万里从世界

各地来到中国，他们大多是２０岁左右，有的甚至还未成年。对待这样一个年轻的群体，无论
是高校师生还是社会其他群体，都应给予更多的关爱。我们的热情、友爱和包容可以让留学

生们感受到异国他乡的温情和善意，提升他们在华学习的幸福感和归属感，也为我们培养国

际友好人士奠定良好的基石。

“和”的第二层含义是指融和（同融合），来自世界各地的留学生们带来了各具特色的异

域文化，通过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可以达到互相促进的双赢效果。

“不同”的要义是不盲从，有定力，有自信，有主见，敢于坚持并善于坚持本民族优秀的

文化传统，尤其是在文化交流中要能掌握有效的文化传承方式，将我们的优秀文化传播出

去。例如，在留学生教育教学的改革上，英美等发达国家的教育模式和教学案例给予了我们

许多启发，但是我们仍然需要结合本国实情，寻找最适合的发展途径。

由于政治、地理、历史等多方面的因素，来华留学生以亚洲学生为主，因此在汉语课上，

我们的教师既要考虑泰国、越南等东南亚学生在课堂上较为沉默的习惯，又要充分尊重欧

美、非洲等国的学生积极活跃、喜爱提问的学习方式，以教授汉语、传播中华文化为核心，根

据学生情况协调课堂秩序，包容差异，在丰富多彩中达成和谐。

另一方面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华夏文化的独特性和优越性，积极向留学生们宣扬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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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的文化优势。在和留学生交往过程中，我们要学会尊重和理解不同民族的宗教信仰、传

统文化和特殊节日，但是更要注重宣传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和文化精粹，从而让他们了解中

国，理解中国，进而喜欢中国，热爱中国，以培养更多的知华友华人士。

（三）坚持正确思想的指导，汲取百家之长

中华文化是世界上最具包容性的文明之一，源远流长、生生不息。但是包容并不是指全

盘接受，而是建立在保持自身主体性基础上的去伪存真，去粗取精。事实上，任何一个民族

的文化都有其“精华”和“糟粕”，吸收借鉴是一个选择、学习的过程，必须思路明确，方法得

当，才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成效。

其一，坚持三个“有利于”，借鉴和吸收外来优秀文化。

外国学生来华留学时带来的异域文化既有先进的内容，也有落后的成分。然而，如何辨

析良莠，则需要我们长期的观察、验证和融合。正如“甲之蜜糖，乙之砒霜”，也许一个民族

奉若经典的准则，对另外一个民族来说却并不适用，尤其是关于社会制度、宗教文化方面的

传承。那么，我们在辨别精华和糟粕前，首先应该明白，我们到底需要借鉴和学习什么？

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

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６］（ｐ２８５）同时也指出，必须有分

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总而言之，一切要为发展中国特色

的社会主义新文化服务。

我们需要“学习借鉴一切有利于加强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有益经验、一切有利于

丰富我国人民文化生活的积极成果、一切有利于发展我国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经营管理

理念和机制”。［７］这是我们对待外来文化时应当坚持的指导原则。

只有坚定不移地贯彻“三个有利于”原则，才能在反复实践中真正学会，并逐渐掌握吸

收和借鉴外来文化精华的科学方法。

其二，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使外国文化精粹服务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早在清朝维新变法时期先进的思想家们就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方针。２０１１
年，十七届六中全会明确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文化要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即坚持中国

优秀文化的主导和统治地位，积极吸收和借鉴国外优秀文化成果。

２１世纪以来，留学生事业的快速发展促进了异域文化和中国文化的交流，尤其是对校
园文化产生了极大冲击。越来越多的有色面孔出现在大学校园，白的、黑的、棕的、黄的，各

色人种聚集在一起，西式快餐、英语角、留学生文化节的盛行，更让同学们切实感受到了国际

化的氛围。课堂上日益增多的留学生也让同学们更为直接地面对各式文化的洗礼。这对年

轻的中国学子们来说，既是挑战，更是难得的机遇。

我们一方面需要牢牢把握这一契机，和各国的优秀人才进行学习交流，以开阔视野，增

进知识，加深对各国文化的了解和认知。另一方面，必须守住本心，坚持我国优秀文化传统

的自主性和主导性，尤其是在核心价值观和服务对象的坚守上一点也不能含糊。在此基础

上，积极发挥本土优势，借鉴外国留学生的优点和长处，融会贯通中外文化，为成为优秀的国

际化人才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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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化的升级

文化的兼容是基础，文化的升级才是关键。只有在兼容基础上实现文化的升级，不断超

越，充满活力，才能“衍生出新的文化生长点，使原有文化的内涵更加丰富，出现空间维度的

开拓和扩充”［８］］（ｐ１６）。文化的升级包含两个方面，一是整合优化，二是不断创新：

（一）整合优化

文化的整合“并非仅是其所有的部分的总和，而是那些部分的独特的排列和内在关系，

从而产生了一种新实体的结果。”［９］（ｐ４８）它是指多种文化相互借鉴吸收、调和相融，从而趋于

一体的历程，既包含了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汲取和融和，更重要的是体现了各种文化在冲

突、分化和调和后达到的相互协调的和谐状态。

文化优化是指“作为文化主体的人基于一种理性的自觉，通过一定的途径对文化的生

成、发展、传承的过程和结果进行的一种主动的控制、管理、规划、设计、调试，以此来实现文

化的进步、和谐、繁荣的文化实践活动。”［１０］（Ｐ１２７）

面对来华留学生们带来的异域文化，我们既要通过各种方法吸收、融合其精华使之与我

国本土文化和谐一体，也要充分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对这一文化的发展和传承进行优化

和改进。

例如，华南理工大学一直致力于整合优化留学生资源。国际教育学院作为留学生的管

理部门，一方面积极引导外国留学生参与校园文化活动，使校园活动更加丰富充实，呈现多

元发展的良性态势，并将引导留学生参与校内各式文化活动作为国际化校园文化建设的新

增长点；另一方面，通过举办汉语角、留学生文化节、中外学生联谊会、中外学生运动会等系

列活动，吸引中国学生主动参与到以留学生为主体的各类活动，以增进双方了解。

这样的整合优化有效推动了华南理工大学留学生教育的发展步伐，学校于２０１３年入选
教育部 “首批来华留学示范基地”，２０１６年，作为全国首批２８所试点院校之一、广东省唯一
试点院校，高质量顺利通过“来华留学质量认证”，成为全国留学生教育的标杆。

（二）不断创新

创新发展是交流、借鉴和融合外来文化的指归，推陈出新是文化进步的客观要求与必然

趋势。学人之长，为己所用，只有在继承、批判中不断扬弃，创造出符合时代潮流、民族特色

和大众利益的文化成果，大力推进教育国际化进程，才能有效整合优化外来资源，实现创新

发展的最终目标。创新包括两个层面，理念创新和实践创新：

其一，理念创新。

长期以来，我国的教育理念较为封闭落后，目光一直局限在本土之内，既没有积极主动

地开发利用海外资源，也没有向外敞开本国的教育市场。虽然，新世纪以来我国逐渐加强了

教育的国际交流和合作，但是相较于发达国家长期以来利用政治、经济和教育优势在全球教

育市场中所占据的巨大份额，我们依然差距明显。

“教育国际化的最终目的是充分利用国内和国际两个教育市场，优化配置本国的教育

资源和要素……培养具有国际意识、国际交往能力、国际竞争能力的人才，这种人才能立足

６３



于本土，放眼于世界，积极主动地参与国际竞争。”［１１］（Ｐ５４）

在这一背景下，我们必须抛开封闭保守的陈旧观念，树立开放包容的教育新理念，主动

进军国际教育市场，充分利用本土优势，既要“走出去”，更要“引进来”，积极招收来华留学

生，为建设完善的国际化教育体系而努力。同时，在人才培养的目标、规格，尤其是在人才培

养的方式方法上，更应灵活地革新理念，跟进甚而超越他人，走上前沿，引领潮流。

其二，实践创新。

理念开放是前进的源动力，实践创新是可持续发展的力量源泉。只有结合自身特色，创

造出兼具本土性、民族性和创新性的文化成果才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和意义。

当今社会，西方发达国家虽然占据了全球教育市场的有利资源，但我国仍然拥有明显的

竞争优势。首先，我国的高等教育已经形成较为完整的学科体系，其中一些学科处于世界顶

尖水平。

其次，国家加大了对来华留学奖学金项目的投入。“２０１７年共有来自１８０个国家的
５８６万名中国政府奖学金生在华学习，占总数的１１９７％”。［２］同时，中国政府进一步完善
了中国政府奖学金和孔子学院奖学金资助体系并提高了资助标准。与此同时，各省市近年

来争先设立地方政府来华留学奖学金，许多大型跨国企业也设立了一系列来华留学专项奖

学金，这为吸引更多高层次优秀学生来华留学奠定了良好基础。

再次，我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发展繁荣，但学费、生活费比西方国家低廉许

多。尤其是，我国五千年的灿烂文明和传统文化对留学生有着独特的吸引力。

因此，我们在借鉴欧美等发达国家经验的同时，更要充分利用本土资源和优势，制订富

有吸引力的外国留学生教育政策，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发展的创新机制。这种创新应该兼具

国际性、前沿性、本土性、综合性、实用性的特点。

一方面，与国际接轨，在充分吸纳国际上先进的教育思想的基础上，建立配套的教育制

度，如办学体制、学位制度、考试制度及相应的评价机制等。另一方面，建章立制以后必须严

格执行，同时又要做到吐故纳新，与时俱进，不断优化。

国家汉办以孔子学院，作为推广汉语和传播中国文化与国学的教育和文化交流平台，特

设孔子学院奖学金，资助各国汉语学习者，汉语教学老师来华留学。又如，东南大学创建国

际学生实习基地，进一步优化国际学生教育服务体系，目前已与包括国营、外资和民营在内

的上百所企业建立了经管类、工学类、医疗机构类等各种类型的国际留学生实习基地。

此外，华南理工大学与澳大利亚开放大学合作的全英文 ＭＯＯＣ（慕课，即网上微课程）
课程《中国语言与文化》成功上线，成为中国内地高校的第一门全英文 ＭＯＯＣ课程，在国内
外引起热烈反响。

习近平主席说：“一个国家综合实力最核心的还是文化软实力。”面对继往开来的留学

生教育事业，如何让中外文化在全面的对接交流中不断碰撞不断融合不断升华，在提高留学

生教育质量的同时促进中华文化的升级换代，提升文化的核心竞争力，是我们必须担当的光

荣使命，时不我待，守土有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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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目标导向影响个体文化智力
和创新能力的实证研究

安徽工业大学　胡善贵

经济全球化带来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多挑战。多元文化的接触和交融在国际事务中

已经不可避免［１］，由于文化差异等原因，不同文化、价值观和行为规范发生冲突，严重影响

到个体的跨文化绩效表现［２］。如何成功处理和经营跨文化情境下的国际事务，关系到个人

和组织能否适应跨文化学习或工作情境，关系到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能否生存和

发展［３］。

鉴于处理全球化事务的复杂性、重要性和高成本性，如何培养个体在文化多样性背景下

有效处理各类事务的能力，成为学界和管理界所共同关注的话题。

西方学者２００４年首次将个体在多元文化背景下有效处理各类事务的能力定义为文化
智力［４］。文化智力包括元认知、认知、动机和行为四个维度。自提出文化智力这一概念以

来，学界分别从个人层面和组织层面对文化智力的形成要素和作用机理开展了卓有成效的

研究，发现外语水平、跨文化工作经历和非工作经历、跨文化交流和跨文化培训等对文化智

力有着直接的影响作用［５－６］。

但纵观而言，对于文化智力的培育受到个体特质影响的研究还十分有限，如 Ａｎｇ等发
现大五人格与文化智力的四个维度存在关联［７］。作为个体特征的一个重要方面，学习目标

导向诠释个体情感、行为和认知的内在作用机制［８］，并影响个体创新、工作效能等发展结

果［９］，但作为个体显著特征的学习目标导向在跨文化情境下如何影响个体文化智力的发展

仍需进一步探索。虽然现有文献表明，学习目标导向正向影响个体创新能力［９－１０］，但其在

跨文化情境下如何影响创新能力发展的作用机理也需进一步挖掘。

因此，本研究将基于文化智力和学习目标导向的理论视角，探讨学习目标导向对于个体

文化智力和创新能力的影响，同时结合跨文化特殊情境，探索文化距离作为边界条件对于学

习目标导向影响个体文化智力发展的影响作用机制。

一、文献回顾及研究假设

１学习目标导向与个体创新能力

学习目标导向的个体认为个人能力是可以通过学习提高的，在面对困难时，学习目标导

向的个体通常表现出如下几个特征：

一是把自己所遭受的挫折或失败归结于自身努力不足，或者策略不当，并相信通过自身

的努力一定能获得成功；

二是认为挫折或失败只是个人学习的途径，因此情绪相对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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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继续坚持挑战既定目标，并投入更多的精力，直至目标的实现［１１］。研究发现，个体

的学习目标导向特质能有效提升个体的自我效能感、知识分享、跨文化适应、内部动机和绩

效表现等［９］［１２－１３］。

在跨文化情境中，虽然个体会遇到不可预知的困难和风险［１４］，但同时跨文化环境为个

体也提供了诸多创新的机遇。首先，对于学习目标导向的个体而言，他们在多元文化环境中

遇到困难时也能够保持较高的内部学习动机，勇于克服跨文化情境中的风险和不确定因素，

坚持挑战既定的目标。研究表明，强烈的内部动机和个人自信是创新能力发展的核心心理

资本［１５］。

其次，学习目标导向的个体更易于向同事或领导学习新思维和新方法，并视之为自身能

力发展的重要外部资源，所获得的新知识、新思维更新和改善了个体的认知结构，并转化为

创新能力的发展的内部资源。

基于以上观点，本研究认为：

Ｈ１：学习目标导向对于个体创新能力有正向影响。

２文化智力的中介作用

文化智力，是指在多元文化情境下个人有效发挥作用和处理相关事务的能力［４］。学者

们指出，文化智力不同于个体自身气质型特征，是可以被培养和提高的［１５］。作为一个多维

度的概念，文化智力包括四个维度：元认知文化智力，认知文化智力，动机文化智力和行为文

化智力。

具体而言，元认知文化智力指的是个体获取和理解与文化知识的个人意识，并且这种意

识觉醒能够控制个人的认知过程。认知文化智力侧重于个人不同类型的显性文化知识，包

括不同文化所折射的价值观、行为规范、实践模式、法律经济社会制度等。动机文化智力是

指个人在跨文化情境中聚焦个人注意力和精力去学习和处理事务的能力。行为文化智力反

映的是个体在多元文化情境中与他人互动的能力，这种能力包括表现出适当的语言和非语

言行为。

在跨文化情境中，学习目标导向的个体珍惜跨文化经历为自身学习和发展的需要，并设

立了挑战性的跨文化学习或工作目标。为达到完成挑战性目标，学习目标导向的个体会在

跨文化环境中积极寻求学习和改进的机会，因此，学习目标导向的个体比其他个体拥有更强

烈的学习和获取跨文化知识的意识，即元认知文化智力，并为此投入精力，始终坚持不懈，利

用可能的机会学习各类异域文化知识，了解不同文化的价值观，学习不同文化的规章制度、

风俗习惯和思维理念等，从而在跨文化经历中提升自己的认知文化智力。

同时，学习目标导向的个体为了达到完成挑战性目标，更加注意集中注意力和投入更多

的精力从跨文化经历中认真汲取知识和经验的营养，提升自身处理相关事务的能力。不同

文化知识的熏陶和强烈的内部动机驱使个体能在实践中表现出更加优越的与他人互动的能

力。综上，高学习目标导向的个体更能在跨文化情境中提升自身的文化智力水平。

学习目标导向的个体通过个人文化智力水平的提升，改善了自身的认知和行为能力，改

革并重建了原有固化的单一文化认知结构，在处理跨文化事务中能立足于不同的认知角度

去解决所遇到的新问题，从而为创新能力的发展创造了条件［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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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拥有更多跨文化知识的个体，在跨文化交际中能展现更多的自我效能感，与他人

建立良好的人际互动关系，并获得更多的外部资源支持，从而为创新能力的提升赢得外部

空间［９］［１７］。

基于以上观点，本研究假设：

Ｈ２：文化智力在学习目标导向和创新能力两者之间发挥中介作用。

３文化距离的调节作用

文化距离，是指主观感知的或客观存在的本国和他国之间存在的文化差异程度［１８］。研

究表明，在跨文化环境中，文化距离是造成个体跨文化适应困难的最重要原因和直接冲突来

源［１９－２１］，对跨文化经历中的个体造成心理孤独［２２］、焦虑［２３］等一系列负面情绪和心理障碍。

对于个体而言，文化距离反映了异域文化的新颖和差异程度。这种程度越深，就越加剧

了个体跨文化适应的难度，同时也压缩了个体拓展自身内部资源和外部资源的空间。具体

而言，文化差异程度越大，个体在跨文化环境中的心理舒适程度就越低。

根据资源分配理论模型［２４］，学习目标导向个体自身具备的积极心理状态将由于文化距

离的存在，而不得不分配更多的自身内部动机资源去克服文化距离所带来的负面心理情绪，

从而使得学习目标导向个体不能集中全部的内部动机去提升个人的文化智力水平。

另外，文化距离越大，个体适应环境的困难越大，与他人进行互动和建立、维持良好的人

际关系的障碍越大，获得的社会资本就越小，进而压缩了学习目标导向的个体进一步提升文

化智力水平的外部资源空间［２５－２６］。

假设３：文化距离负向学习目标导向和文化智力之间的关系。

图１　研究模型图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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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来自于国际权威学术期刊。为了更符合中国跨文化情境现

状，本研究对相关量表的题项进行了修订，并在相关研究专家的帮助下，对修订后的量表进

行双向互译，以确保量表题项在语义上不会出现大的分歧。

学习目标导向的量表出自Ｂｕｔｔｏｎｅｔａｌ（１９９６）［１３］，该量表包括１０个题项，如“有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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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挑战性工作，对我很重要”，“当我不能完成有难度的工作时，我会努力在下次做好”。在

删除了其中两个因子载荷低于０６的题项后，本量表最终采用了其中的８个题项，并采用５
点李克特量表计分，５表示“完全同意”，１表示“完全不同意”。

文化智力的量表出自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０７）［２７］。该量表包括四个维度，如“我会有意识地
运用文化知识去进行跨文化交流”，“我了解其它文化的文化价值和宗教信仰”，“我相信我

能适应不同文化带来的压力”，“如果有必要，跨文化交流时我会改变非语言行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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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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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距离的量表出自Ｃｈｅｎ等（２０１０）［２５］，本研究对部分题项做了语义上的调整和完善。
包括６个题项，如“中国和您本国在风俗习惯上相似吗”，“中国和你本国在文化价值上相似
吗”。量表采用５点李克特量表计分，１表示“完全相似”，５表示“完全不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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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所需问卷调查，受安徽三所大学国际教育部门的大力协助。总共向三所大学在

读国际留学生发放３９９份调查问卷，共回收３１６份问卷，回收率达到７９２％。在清楚不合格
样本问卷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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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假设检验

１信度与效度检验

相关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和信度如表１所示。各变量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ａｌｐｈａ值、因子载
荷、组合信度和平均提取方差值均达到阙值要求，同时通过比较得出两个潜在变量的相关系

数平方值均小于对应变量的ＡＶＥ平方根来验证变量间的区别效度，数据结果表明，各变量
有着良好的聚合效度和区分效度。

２假设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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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的数
据结果显示，与假设１相一致的是，学习目标导向与文化智力（β＝０２００，ｐ＜００１）和个人
创新均显著相关（β＝０２３９，ｐ＜０００１），假设１得到验证。

表３的数据表明，文化智力与学习目标导向和个人创新均显著相关，因此文化智力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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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介学习目标导向和个人创新两者之间的关系，因此假设２也得到了验证支持。

表１　变量信效度检验

题项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ａ 因子载荷 组合信度 平均提取方差值

学习目标导向 １０ ０８７８ ０６０８－０８２３ ０９０５ ０５４６

文化智力

４ ０７８４ ０６３７－０８４７ ０８６５ ０６１７

６ ０７９３ ０６４４－０７９４ ０８４０ ０５１３

５ ０８１３ ０７２１－０７９４ ０８７１ ０５７４

５ ０８２５ ０７４１－０８４７ ０８７９ ０５９３

个人创新 ６ ０８９７ ０７８２－０８５７ ０９２２ ０６６４

文化距离 ６ ０８８５ ０６２４－０８６９ ０９１３ ０６４０

表２　均值、标准差和相关系数表

均值 标准差 １ ２ ３ ４

学习目标导向 ４１８３２ ０６０３ ０７３９

文化智力 ３６００５ ０５０３ ０２０５ ０７４６

个人创新 ３７３８９ ０６４３ ０２４４ ０５５３ ０８１５

文化距离 ３４１８１ ０８８１ ０１４３ －０００８ －０１２６ ０８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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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斜线加粗部分为平均方差提取值平方根。

表３　文化智力的中介效应分析

文化智力 个人创新 个人创新

年龄 －００２６ －０００４ ００１０

性别 ００６０ ００３４ ０００２

学历层次 ００２７ ００４１ ００２７

来华时间 －００１９ －００２２ －００１２

学习目标导向 ０２００ ０２３９ ０１３４

文化智力 ０５２５

Ｒ２ ０００６ ００６３ ０３２５

△Ｒ２ ００５７ ０２６３

△Ｆ ９３８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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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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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验证了文化智力中介作用之后，对标准化后的学习目标导向和文化距离进行了乘积

项处理，并分三个回归模型进行验证分析，模型１中进行控制变量的回归分析，在模型２加
入学习目标导向进行回归分析，在模型３中输入学习目标导向和文化距离的交互项。

表４回归分析数据结果显示，文化距离负向调节学习目标导向和文化智力的关系（β＝
－０１５４，ｐ＜００５）。因此假设３也得到了验证。

表４　文化距离的调节效应分析

模型１ 模型２ 模型３

年龄 －００３８ －００２４ －００２１

性别 ００６７ ００５８ ００７０

学历层次 ００４８ ００２４ ００３３

来华时间 －００２９ －００１８ －００１４

学习目标导向 ０２０５ ０１８０

文化距离 －００３３ －００１９

学习目标导向×文化距离 －０１５４

Ｒ２ ０００７ ００４７ ００７０

△Ｒ２ ００４１ ００２３

△Ｆ ５８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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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进一步清晰描述文化距离负向调节学习目标导向和文化智力的关系，本文绘制了

图２。从图２中可以看出，文化距离削弱了学习目标导向对文化智力的正向影响关系。

图２　文化距离的调节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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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论与讨论

（一）研究结论与启示

本研究实证探索了在跨文化情境下，学习目标导向与文化智力和个体创新能力发展之

间的关系。回归分析结果表明，个体的学习目标导向越高，越能促进个体在跨文化情境下的

文化智力和创新能力。

数据结果还显示，文化智力在学习目标导向和个体创新能力两者之间发挥部分中介作

用，文化距离负向调节学习目标导向和文化智力两者之间的关系。

１理论启示。

首先，本研究拓展了学习目标导向在跨文化环境以及非西方情境下的应用，拓展了学习

目标导向的理论研究。

其次，本研究揭示了在跨文化情境下，学习目标导向对于个人创新能力发展的内在作用

机制，即部分通过文化智力的中介作用影响个人创新能力的提高。

最后，本研究还实证检验了文化距离作为边界条件对于学习目标导向在跨文化情境中

的抑制作用，进一步界定了学习目标导向在跨文化情境中发挥作用的理论边界条件。

２实践意义。

本研究也为管理者提供了有益的参考。首先，跨文化情境中的个体创新能力培养与个

体的学习目标导向特质有关。如要完成的国际事务中对员工的创新能力要求比较高，可以

优先考虑从具有学习目标导向的个体中选派合适的员工。

其次，文化智力被证明是提升个体创新能力的有效途径，对员工加强跨文化知识培训，

能有效提高员工的文化智力水平，并进而提升他们的创新能力。

最后，研究结果显示文化距离对于文化智力水平提升的负面影响，管理者应帮助个体熟

悉所需完成任务的目的地国的相关风俗习惯、规章制度、宗教礼仪等知识，尽可能补齐文化

短板，避免文化差异而带来的不利影响。

（二）研究不足及未来研究方向

本研究存在一定的不足。首先，本研究采取国际留学生作为实证样本，未来的研究可考

虑在跨国公司中以外派员工为样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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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结果只能显示各变量之间的关联性，而不能很好地

证明相互之间的因果关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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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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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生文化教育活动经验分享
———以我校国际文化节工作为例

华东师范大学　沈军　黄美旭

摘要：国际文化节深受留学生们的欢迎，留学生们把展位当成舞台，身着各自民族服装，

向其他同学展示自己国家的美食、美景、明星、英雄，表演各自民族的歌舞、乐器等。留学生

把文化节当主场，喜形于色，表演投入，中国师生的也很喜爱。

国际文化节是中国了解世界的一个窗口，也是校园国际化的重要体现。办好国际文化

节，已经成为各高校留学生管理干部的重要工作。本文以我校国际文化节为例，分享我校多

年来在留学生活动组织方面的思考、探索和实践。

我们华东师范大学国际文化节已经连续成功举办了十二届。十二年一轮回，国际文化

节一路走来，无论是活动形式和节目质量，或是活动效果和对外影响力都在逐年提升，现已

成为我校一张亮丽的文化名片，在沪上高校都享有声誉，每年都能吸引沪上众多兄弟院校的

广大师生前来参加。

回顾我校国际文化节的发展历程，学生们的舞台越来越大，活动形式和内容不断丰富，

活动影响力也突破了校园的藩篱、走向社区。而其核心更在于跳出学生活动的固有框架，不

断挖掘活动背后的文化内涵；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发掘和培养中外学生骨干，促进中外文化交

流融合；最终打造出具有群众基础和品牌效应的精品文化项目。

一、深挖文化内涵，是打造文化品牌的内在要求

随着教育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国际学生来华留学。国别越来越多，校园越

来越国际化；同时各种文化之间的差异也越来越明显。这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如何充分利

用好各国文化资源，打造有利于各国文化交流融合的平台，促进各国青年之间的相互理解，

成为摆在留管老师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为此，国际文化节也应运而生。

多年来，我校国际文化节不断开拓新的活动形式，着力深挖活动背后的文化内涵：如

“我眼中的中国”留学生摄影作品展，从留学生的视角看中国的社会发展、文化传承；

“我的中国故事”留学生演讲比赛，由留学生亲口分享他们与中国如何结缘，如何在中

国成长。

体育类活动如“中外学生足球友谊赛”、“上海市高校留学生羽毛球邀请赛”等，为中外

学生切磋竞技、加深友谊搭设了桥梁。

而作为每年的保留项目ＭｉｎｉＥｘｐｏ各国风情展和中外学生文艺汇演，更是为全校师生
各国师生提供了充分展现本国、本民族文化传统，展现个人才艺的绝好舞台，深受学生们的

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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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同时，每一届又都有各自不同的主题：如为了鼓励中外学生相互合作、同台献演，第三

届国际文化节特别以“中国风”为题；

为纪念国际教育中心成立十周年，留学生事业的发展和成就，第十届国际文化节提出了

“缘起师大，情动五洲”的响亮口号；

再如为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取得的丰硕成果，鼓励留学生分享他们的“中国情缘”、

“讲好中国故事”，第十二届文化节的主题特别定为“情聚师大，圆梦中华”，等等。

每一个主题都仿佛一面旗帜，既是为活动形式和内容指明方向，更是对文化节内涵和发

展思路的凝练与探索。

二、培养学生骨干，是打造文化品牌的必然途径

国际文化节举办的目的是为了学生，参加的主体是各国学生，而组织筹办的过程更要依

托学生。

多年来，我校始终把发掘和培养中外学生骨干作为学生工作的核心，通过各种场合搭建

各种平台，为中外学生提供展示自我、相互交流的机会，而文化节就是其中最好的形式。

通过老师搭台、学生唱戏的方式，鼓励和支持有组织能力的学生开动脑筋，做他们喜欢

的活动形式，并通过他们拉动更多学生参与文化节；

鼓励和支持文艺骨干充分地展现自我才华、展现本国本民族文化；

鼓励和发动有摄影、宣传及其他才能的学生骨干积极参加文化节的组织、宣传和志愿者

服务工作，提升了文化节的组织能力和活动体验，也促进了中外学生之间的交流融合。

可以说，文化节的成功离不开学生骨干的积极参与，同时也是发掘和培养学生骨干的绝

佳平台。

目前，我校已经初步建成了一支汇集文艺、宣传、活动组织人才的中外学生骨干队伍。

他们在各类文体活动、开学迎新、住宿管理等方面，积极协助留管老师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

起到了与各国学生交流沟通的纽带作用。

三、讲好中国故事，是打造文化品牌的根本目的

文化节绚烂的舞台和中外学生精彩的表演给全校师生乃至兄弟院校的嘉宾朋友们都留

下了深刻的印象。通过文化节，也极大地促进了各国学生之间的相互了解，加深了彼此的交

流，也发掘和培养了学生骨干队伍。而每年文化节结束后，学校还会专门制作纪念光盘，记

录留学生们的闪亮瞬间，作为礼物送给师生。

同时，还会在文化节的基础上，收录全年活动的精彩照片，以及留学生们在校生活的散

文、随笔，设计制作《留学丽娃》华东师范大学留学生年度纪念册，为同学们记录下留学生活

中的成长足迹和美好回忆。一套套纪念光盘，一本本《留学丽娃》，如照相机一般，把美好定

格永恒，更记录了文化节这个品牌的文化传承。

而纵观文化节这一品牌树立、发展的脉络，更是紧紧围绕“讲好中国故事”、落实培养

“知华友华”国际学生这一留学生管理工作的根本上来开展的。

除文化节外，我校还积极鼓励和支持留学生组建足球队、龙舟队等各种文化、体育社团，

为他们提供经费、场地、器材、教练员等各方面的支持。华东师大足球队在全国部属师范大

学留学生足球联赛中两度夺冠，而龙舟队更是四次夺得上海市高校留学生龙舟赛的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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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长达几个月的训练时间里，留学生们舍弃自己的休息时间，精诚合作、风雨无阻，为了

共同的目标、为了学校的荣誉艰苦训练，彼此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更磨练了团队合作与爱校

拼搏的精神。当夺得冠军后流泪相拥时，当留学生们一次次高呼“华师大最厉害！”的口号

时，这些在华留学的美好时光都会留在他们心底，成为他们对中国情缘、对中国文化最深刻

的记忆。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我校始终秉承“践外交于日常，寓管理于服务”的工作理念，把

外事工作作为学生工作的核心与目标，把学生活动作为留学生“中国国情教育”的载体与

途径。

通过深挖活动背后的文化内涵，在潜移默化中培养“知华友华”的学生骨干群体，引导

和发动更多留学生学习中国、了解中国、热爱中国，这才是做好留学生工作和外事工作的根

本落脚点。

（作者沈军，系华东师范大学国际教育中心留学生综合事务办公室主任；黄美旭，系中

国高等教育学会外国留学生教育管理分会副理事长、上海外国留学生教育研究会会长、华东

师范大学国际教育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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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留学生跨文化学习中的负面形象探究

广西民族大学　张群芳

文化在教育实践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Ｈａｌｌｉｎｇｅｒ和 Ｍａｓｅｍａｎ指出：学校是文化传播中
最重要的一个机构。（Ｈａｌｌｉｎｇｅｒ，１９９８；Ｍａｓｅｍａｎ，２００７）① 很大程度上，教师“如何教”以及学
生“如何学”都是由一定的文化所预先决定了的。

在跨文化教育过程中，由于师生之间文化价值模式的不匹配，如在交际模式、认知过程、

课堂规范及其预期、教学和学习风格等都不同，可能会产生许多富有挑战性的情况和严重的

文化冲突。这些冲突不仅对学生的学习有消极的影响，也会让师生对彼此产生不愉悦的刻

板印象。

本文以泰国来华留学生为例，通过东盟来华留学生在跨文化学习中师生所面临的一系

列问题和挑战，来探索中华文化对他们成长的影响。

一、东盟学生留学教育过程中的“负面形象”

Ｈｏｆｓｔｅｄｅ是跨文化学习领域中最有影响力的理论家之一，他曾经指出：“来自不同文化
的老师和学生之间的互动从根本上就存在问题，跨文化误解是一种经常性现象。因为课堂

互动是一种典型的人类现象，这种现象深深地根植于一个社会的文化。”（Ｈｏｆｓｔｅｄｅ，１９８６，
３０３）②。

在跨文化课堂上，老师和学生经常基于自身的生活经验和母语文化知识，用自己的那套

理念来武装自己，并对“怎样教”和“怎样学”做出各自的预期和判断。他们在课堂上不熟悉

别的文化，也不能很好地做出文化适应性的调整。因此，对彼此文化不熟悉（了解），师生之

间也许会导致悲观的刻板印象、沮丧（挫折感）甚至是冲突。

有意思的是，文化价值的不同经常是无意识的，当师生在课堂上彼此间的价值观和理念

相互矛盾发生冲突时，师生经常无意识地运用他们的预期和判断。结果，这些文化差异会造

成一些不必要的冲突和误解。

在笔者对广西民族大学对外汉语教师的调查中，其中“请你描述一下泰国留学生在学

习上的表现”，在对泰国留学生的评价中，除了认为“泰国学生有礼貌、尊敬老师，有合作意

识，体贴、友好、可爱”等的正面评价以外，老师们对泰国留学生有着很多相同的负面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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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

“泰国学生在课堂上从不积极主动提问、回答老师的问题，他们喜欢沉默，常常坐在那

里等着老师告诉他们怎么做”。

“泰国学生写作业喜欢抄袭，没有养成独立思考的习惯，有的同学作业抄得一模一样，

老师告诉他们不要抄作业，但毫无用处。”

“泰国学生课后从不看书复习，学过的内容等下一次课时基本已经全部忘记，学了等于

没学，同样的内容要反复学习好几遍，一个学期上不了多少内容。”

“泰国学生没有准时的时间观念，上课、参加活动经常迟到，并且觉得理所当然。”

在对泰国学生的负面描述中，我们看到了一个被动的、不爱思考的、懒散的、没有时间观

念的泰国留学生形象，而且这些特征要比其他国家，如越南、老挝等国的留学生更突出。是

什么因素导致了泰国留学生上述的“负面形象”？这显然是一个值得挖掘的命题。

二、“负面形象”背后的文化归因

影响跨文化教学和学习的因素有很多，例如老师和学生的个性特点，当地的社会环境，

两国文化的相似度和差异程度等。从文化方面考虑，泰国和中国同属亚洲文化，两国在文化

方面有很多相似之处，如从ＥｄｗａｒｄＴＨａｌｌ对文化类型的分类来说，两国都同属高语境文化；
从Ｈｏｆｓｔｅｄｅ的文化维度说来看，两国都是集体主义文化，权利距离大的文化等。但同时

中泰两国文化也有很多不同之处。泰国留学生“负面形象”的形成背后，凸显了中国文化和

泰国文化激烈的碰撞，主要表现在：

（一）权利距离大小差异的影响

根据Ｈｏｆｓｔｅｄｅ的文化维度说，所谓权力距离（Ｐｏｗｅｒ－Ｄｉｓｔａｎｃｅ），是指一个社会对权力分
配不平等的接受程度，权利距离大的文化成员视权力为社会的基本因素，强调强制力和指示

性权利，而权利距离小的文化成员则认为权力的运用应当合法。（庄恩平，ＮａｎＭＳｕｓｓｍａｎ，
２０１４，１０３）③，因此，权力距离越大，越容易接受不平等。

中国与泰两国虽然都被是权力距离大的国家，但中国在其现代化过程中受西方文化的

影响更深，古代中国社会形成的等级观念逐步淡化，“人人生而平等”日益成为指导中国人

行为实践的精神内核，表现在教育领域中，强调追求教育的民主化，强调教育过程中师生关

系的平等地位。

这种教育观念表现在具体的教学实践中，就是教师鼓励学生积极参与课堂教学与学习，

主动发表自己的见解，从而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突出并强调学生在教学中的主体地位。

泰国是一个君主立宪制国家，整个社会等级分明，极其重视个人的身份地位。泰国人重

视教育，基于历史和社会文化的背景。在泰国，老师的地位崇高，受人尊敬。不仅学生、家长

甚至整个社会都把老师看作是知识渊博的和权威性的人物。

在泰国的这种文化背景下，师生之间的关系不是平等的：课堂教学呈现出以教师为中心

的自上而下地单向度的交流模式，这是泰国课堂教学的常态。因而，在课堂上，泰国学生经

常是听而不说，问而不答。

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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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学习模式让中国老师很不适应，中国老师常常期待学生能积极参与到老师的教学

中来，希望学生多问多说，但泰国学生只习惯埋头记笔记，对老师在课堂上说的、写的，都能

非常认真地做笔记，用心记录下来。对于老师的提问常常是微笑着摇摇头，显得异常沉默。

（二）佛教思维的影响

泰国社会的文化模式、价值观和世界观，与其佛教思维有深刻的关系。佛教是泰国的国

教，全国９０％以上的人信仰佛教。在泰国，佛教“ｂｕｎｋｈｕｍ”一词，翻译成中文大概是“感恩、
知恩图报”之意。

受佛教文化的熏陶，人们从小接受的教育是要懂得回报父母的养育之恩和老师传授知

识之恩，而感恩经常是通过有礼貌、顺从、恭敬、体贴、关心等表现出来。因此，泰国学生与老

师们在课堂上的互动经常反映了这些佛教的教义———当然，这些“互动”行为，如“听而不

说，问而不答，只是专心记笔记”等，往往在跨文化语境中被中国老师视为“不参与教学”的

行为，因此给教师们留下了“负面的印象”。

另外，泰国学生对老师非常尊敬，他们非常在乎老师的感受，总是想方设法努力取悦老

师，让老师高兴，同时尽一切可能避免引起老师的不适感和麻烦老师。由于这种观念根深蒂

固，导致泰国学生即便在必需时，也不愿意向老师提问或寻求帮助，而是宁愿选择错误地完

成任务也不会打扰他们的老师。这是泰国学生在课堂上显得特别沉默的原因。

在中国，剽窃和抄袭是极端错误和不可接受的行为，但是泰国学生却经常出现这种情

况，这在中国老师看来很难理解，但是这种行为却是基于与中国完全不同的文化意识形态和

情境，这也许要归因于泰国独特的文化倾向，即人们对长辈和社会等级如此强调，以致学生

发展出一种应对机制来面对学习上的困难和问题。

当他们面对学习中的困难和问题时，他们知道自己解决不了，但源于对权威的尊重———

泰国学生尊敬他们的老师，他们愿意不惜任何代价来取悦老师，因此很多学生选择抄袭或剽

窃，而不是交一份不完整或不正确的作业给老师。理由在于：在泰国文化里，如果学生交一

份“不完整或不正确的”作业，会让他们的老师失望———即便在中国的留学过程中，泰国学

生也对此深信不疑。

Ｂｏｇａｒ从积极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他认为泰国学生抄袭的原因是也许是因为缺乏
学习方法，所以就会抄袭他人的作品来作为自己生存的工具。（Ｖａｒａｐｏｒｎ，２０１２，４２）④

笔者在多年的对外汉语教学中，对这一点深有感触，有时即便告诉他们不要抄作业，因

为老师知道这是抄的，老师会不高兴，但他们还是会这么做。

（三）关系取向的信念影响

Ｔｒｏｍｐｅｒａｏｅｓ＆Ｈａｍｐｄｅｎ－Ｔｕｍｅｒ把文化取向分为五组，其中有成就取向 ＶＳ关系取向。
（Ｔｒｏｍｐｅｒａｏｅｓ＆Ｈａｍｐｄｅｎ－Ｔｕｍｅｒ，１９９８）⑤ 在个人如何获取社会地位方面，在成就取向的社
会里，人们是通过自己所取得的成就来获取社会地位的，如美国。这与关系取向社会获得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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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地位完全不同。

在关系取向的社会里，一个人的社会地位是基于“他是谁”的基础上获得。如他的出

身、资历、性别、经济状况等，如东南亚国家包括泰国。成就取向的社会重视一个人的自信、

果断、竞争、尊重权力、财富和成果（结果）。而关系取向的社会重视一个人的教养、关心人

际关系。

中国虽然也很重视人际关系，但更强调个人能力和成绩。在这一点上来说，泰国比中国

更重视人际关系和谐。Ｂｅｎｅｄｉｃｔ指出泰国文化的三大特性是：享受生活；冷静的心（避免冲
突）和男性主导。（Ｄｏｕｇｌａｓ，１９９３，８０）⑥

泰国的佛教也强调保持沉默和矜持的重要性，一个人是否受过良好教育、有教养，是通

过他／她是否有能力控制和掩饰他／她的情绪来判断的。所以泰国人认为保持社会和谐是至
关重要的。表现在学习上，泰国学生更关心和同学老师建立良好的关系，而不是努力学习以

得到好的成绩。

再有，泰国人有一种坚不可摧的信念：活着就是好的。活着就是要享受生活。所以泰国

留学生课后很少复习预习，他们课后一般就是玩，学习普遍较差，而且也不在意。这一点常

常让教他们的中国老师十分头痛。同一个班的泰国学生和越南学生经常形成鲜明的对比。

他们喜欢帮老师做事，如在路上碰到老师帮老师拿东西，课间帮老师倒水等等，并希望

通过这些行为在考试时获得加分。这些学习行为和风格在中国老师看起来是荒谬和让人沮

丧的，但是中国老师要意识到，由于不同文化规范的存在，并且深深印入到人们的意识中、感

知和态度中，妥协和课程设置的调整是必不可少的。

（四）不同时间观念的影响

除了语言，交际模式，语境和其他文化取向不同之外，中泰两国文化对时间的态度以及

如何管理时间也有很大不同。Ｈａｌｌ把人们的时间观分成两个类别：单向时间观（或者 Ｍ－
ｔｉｍｅ）多向时间观（或者Ｐ－ｔｉｍｅ）。

单向时间社会里，人们做事严格遵守时间，讲究效率。“时间是宝贵的，不应该被浪费”。

时间是“商品，可以购买、出售、节省、花费、浪费、丧失、弥补和计算。”（霍尔，２０１０，１１３）⑦

人们的思维是线性思维，他们认为“从昨天到今天，从今天到明天，时间是无限呈直线

形一直向前，没有尽头，也不可能倒流”。（青木保，２００８，６１）⑧

对于时间的这种认知，中国古人也早就很清晰地表达出来了，如“子在川上曰：‘逝者如

斯夫，不舍昼夜。’”；“百川东到海，何日复西归？”；“君不见黄河之水天来，奔流到海不复

回。”等等，无一不把时间比作流水，日夜向前，永不回头。而“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

光阴”更是直接把时间和黄金对等，突出时间的宝贵。

所以具有这种时间观念的人是不会浪费时间的，做事讲究守时，准时。表现在课堂教学

上就是中国学校明文规定上课不能迟到，迟到无论是对老师还是学生来说都是违纪行为，是

要受到惩罚的。所以中国老师和学生上课一般情况下是不允许迟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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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德华·霍尔：《无声的语言》，何道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年。
青木保：《异文化理解》，王立杰等译，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２００８年。



而在泰国，时间显然呈现出另一种流淌的方式。泰国的国教是佛教，佛教的时间是呈圆

环形和循环的，认为时间是可以重复的，人生也是可以重复的，人不仅有今生，更有来世。时

间（延续且持久的时间）在生死轮回的教义中被贬值了。所以泰国人认为活着就要好好享

受生活，“他们不想一生忙忙碌碌，他们更愿意把时间花在吃喝玩乐上。”（庄恩平，

ＮａｎＭＳｕｓｓｍａｎ，２０１４，１２３）⑨ 因为在他们看来，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比时间更重要，因此
人们对待时间的态度更随意。

一个泰国学生写道：“泰国人做什么都是慢慢地，连走路都是慢慢地。中国人做什么都

是快快地，连走路都是快快地，刚来中国时，我很不习惯。”所以泰国学生在学习上经常表现

得特别被动、懒散。

这一点常常让老师们很无奈。笔者与老师们的接触中，经常听到老师们抱怨泰国学生

不守时。举行活动如果是上午９点半开始，通知泰国学生至少要提前１个到１个半小时，要
不可能活动已经结束了他们还没来。

上课也常常迟到。一个泰国学生对笔者说：“老师，在泰国学生上课经常迟到，迟到一

个小时都没问题。”而在中国，老师们一般都会期待学生“准时”到教室上课，如果迟到几分

钟，他们就会期待学生道歉。迟到超过一个小时，那已经不是迟到，是旷课，属于更严重的违

纪行为。正是因为师生之间对时间的感知如此不同，导致了双方在准时这一问题上无休止

的冲突和矛盾。

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严格按照自己的时间观念，将自己的节奏、计划与步调强加与他

人，是非常危险的，也不利于跨文化教学与学习。因为“时间不是单纯的数据或简单的束缚

……它是‘权力的关键，也是社会的关键。’”（米歇尔，马丁，２００８，１０３）瑏瑠 如何在跨文化教
学中协调好师生对时间的管理和安排，是摆在跨文化教育工作者们和研究者们一个急需解

决的问题。

没有共同文化经验的人该如何相互交流与理解呢？这不仅是跨文化交流研究尝试回答

的一个问题，也是摆在跨文化教学与学习的师生之间一个现实的无法避开的问题。接受了

大量单一文化社会化的个人通常只使用他们自身文化的世界观，所以无法以一个会产生不

同体验的方式去看世界。

随之而来的就是跨文化交流的主要障碍，即民族中心主义，这从理查德·波特和拉雷·

萨姆瓦对民族中心主义的定义中可以看得很清楚：“文化观点分歧的主要来源是民族中心

主义。它无意中把我们自己的群体文化和习俗当成评判事物和人类的标准…… 我们把自

己的群体，国家和文化视为最好的，最道德的。因此我们首先要忠诚，并发展出一个否定其

他理论存在的体系。我们的地位是毋庸置疑的，它不允许有任何其他理论适合其他文化。”

（米尔顿，２０１２，１３１－１３２）瑏瑡

民族中心主义最基本的观点是只有在自己的文化中事情才令人感觉正常，自己的文化

才是最真实的，因而最人性化、最正确。所以在跨文化教学与学习中，不论是教师还是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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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彼此在态度、行为、思维模式等方面与自身的价值观不同或与自身的实践不同时，经常会

无意识地把它们看成错误的或者是得出消极的评价。

但是，跨文化教学与学习不仅给教师和学生提供了学习不同文化和社会价值的机会，更

重要的是，它提供了意识到自己文化价值体系和规则的机会，学习其他文化的第一步就是意

识到自身的文化。

文化的自我意识是跨文化教学与学习的前提条件，因为它包含了对文化差异的理解。

如果老师和学生对自身文化没有基本认识，那么在认识和运用文化差异上会感到困难重重。

而跨文化教学与学习给师生提供了一个观照自身文化的绝好机会。因为只有在与其他文化

的对比中，才能更好地发现自身文化的特质。

每个文化都试图为其成员创造一个“话语的世界”，创造一个人们能解释其经验和彼此

能传达经验的意义结构。然而任何文化编码大多数情况下是信息通过模仿式的行为含蓄地

传达的，大多数情况下是被无意识地发出和接收的，从而形成了自己难以识别的文化基本假

设和偏好。

当两种不同的文化相遇时，也许文化视角和沟通编码的差异妨碍了相互理解的努力，但

正是这些差异使得师生有机会审视自身文化，从而以一个全新的视角更深刻地认识理解自

身的文化，认识到不同文化间的差异和多样性，认识到没有放之四海皆准的文化。正如

Ｍｅｚｉｒｏｗ所说的那样：“我们抵制学习任何与我们的意义结构不相符的东西，但鉴于我们的
意义结构的局限性，我们迫切需要去理解我们经验背后的意义，因此我们朝具有更多功能性

的观点努力：让我们的经验更具包容性、更容易区别以及更综合。”（Ｍｅｚｉｒｏｗ，１９９４，２２３）瑏瑢

只有当人们认识到他们的行为、价值观、信仰等都是受到特定环境影响的，才能理解其

他文化的存在，才能意识到不同文化间的差异。但仅仅了解文化差异并不意味着人们就能

在另一个文化环境中做出恰当有效的行为。如泰国留学生来华学习的第一天，中国老师就

告诉他们在中国上课是不能迟到、旷课的。但是他们仍然经常迟到，并且觉得理所当然。

中国老师也知道泰国学生上课就是爱迟到，但又不知怎么办。所以，能够站在对方的角

度理解或转换观念，理解对方行为背后的无意识的文化驱动力，从而产生出适用于对方文化

的思想和行为，就显得尤为重要。这不仅是来华留学生所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也是对外

汉语教师所要面对和解决的主要问题之一。

在跨文化学习过程中，泰国留学生展现出来的“负面形象”有其深刻的文化印记。这种

“负面形象”不能被视为泰国留学生差人一等的标签，更不能将之上升为泰国留学生之人品

问题的道德裁决所。

在跨文化学习日益频繁的当代，因材施教，不仅是要考虑到受教育者的“潜质、兴趣、爱

好、特长、动机”等个性化的“材”质，潜藏在受教育者背后的“文化基因”这一共性“材”质，

也是一个不能忽视的因素。

［本文是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外国留学生教育管理分会科研项目《中华文化对东盟国家

来华留学生成长的影响研究》（高留分会课题２０１３Ｙ０２４）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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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国际学生跨文化交流实践活动调查研究

哈尔滨工程大学　李震　丁学忠

随着我国教育对外开放的不断发展，来华留学教育进入了以“提质增效”为核心的战略

转型关键期。一方面，新时代对来华留学教育的要求不断提升，另一方面，教育对外开放格

局的深化，对来华留学教育也提出更好地服务于国家发展战略的要求。

截至２０１８年，共有４９２，１８５名留学生来华学习。在来华留学规模显著增长的同时，来
华留学生的结构也日益优化，学历生和研究生实现双增长。中国已经成为亚洲最大的留学

目的国，来华留学吸引力与国家经济实力和综合实力的匹配度进一步提升。

来华留学经历过去十几年的快速增长阶段后，未来能否实现从量变到质变，开启以质量

为核心的发展新模式，不仅关系到２０２０年５０万目标的含金量，也关系到我国能否为实现
“留学强国”奠定基础。同时，国家重大战略对来华留学教育的倚重度也在不断提升。

来华留学教育不但在国家外交整体战略、教育国际化发展及教育改革与创新方面发挥

作用，更在国家软实力建设、发展亲华友华力量的人脉工程方面发挥人文交流平台的重要作

用。其中，跨文化交流实践活动是实现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手段，在留学生培养环节中具有

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

一、跨文化交流实践活动在国际学生培养中的重要作用

１服务国家发展战略

２０１６年４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做好新时期教育对外开放工作
的若干意见》，明确了教育对外开放在创新发展、科教兴国、人才强国战略中的重要责任和

特殊使命：“坚持扩大开放，做强中国教育，推进人文交流，不断提升我国教育质量、国家软

实力和国际影响力，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有力

支撑。”“加强中外人文交流，以我为主，兼收并蓄。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讲好中国故事，

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

加强来华留学生的跨文化交流活动，有利于加强中外人文的交流融合。留学生可以通

过学习汉语、体验中国文化来了解中国，理解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客观、全面地了解中国，使

他们回国后能够在促进中外友好交往和文化交流方面发挥积极作用，为成长为中外交流的

“亲善大使”而奠定基础。

留学生的文化教育可以通过在语言教学中渗透文化因素来进行，也可以通过文化类课

程来进行，但这些都不能代替跨文化交流实践活动这种文化教育形式。

事实上，大多数的来华留学生对于中国文化、社会现状、行为习惯以及思维模式了解并

不多，如何使他们成为知华、友华、爱华的国际人才，是跨文化交流实践活动的目的所在。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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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多彩的文化交流实践活动，可以弥补来华留学生教育工作中只注重语言和专业教育而忽

略社会文化、人文教育的不足，对提升来华留学生的语言能力、社会工作能力、人际交往能力

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文化实践活动涉及到文化的四个层面，即精神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和物质文化，文

化实践活动能够使留学生由被动的学习动机和消极的学习态度转向更加积极持久的、具有

心理认同的学习动机和积极的学习态度，从而促进其学习。

跨文化交流实践活动可以使留学生全面、深入地了解中国文化，对异于母国文化的异文

化产生理解和认同感，有助于正确处理由于文化差异产生的矛盾冲突。

２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交融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教育领域逐步走向国际化，它直接推动了各国学生的国际流动。

近年来，从国家领导机关到各培养单位，都非常重视在来华留学生的培养环节中加入跨文化

交流实践活动的内容。

如教育部于２０１２年发起了“留动中国———在华留学生阳光运动文化之旅”活动，以体
育赛事、文体才艺表演为纽带，展示在华留学生的健康积极形象和青春风采，促进在华留学

生对中国的全面了解，并通过中外学生团队协作实现中外学生交流与融合。

活动遵循“体育搭台、文化唱戏、团队合作、中外融合”的原则，充分展现了改革开放、和

谐发展的复兴伟业，进一步提升了国家文化软实力和影响力。

２０１５年起，国家留学基金委在中国政府奖学金来华留学生中广泛开展了“感知中国”社
会实践与文化体验活动，通过带领外国留学生体验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和经济发展亮点，在

传统的课堂教学之外，打通了一条深入了解中国的新渠道。

三年来，该活动共计组织１６万余人次参加，如由哈尔滨工程大学承办的“感知中国 －
龙江工业”活动，通过召开“留学生助力龙江丝路带建设”专题研讨会，组织留学生走进位于

哈尔滨市的中航哈飞工业集团公司、哈电集团公司和位于齐齐哈尔市的齐齐哈尔第一机床

厂（齐重数控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中车齐齐哈尔车辆有限公司等四家具有雄厚基础和核心

竞争力的龙江企业，了解企业的发展历史、体验企业的特色文化、感知企业的工业成就，感知

了改革开放４０年以来，中国工业的蓬勃发展和蒸蒸日上的国际竞争力。
又如由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承办的“感知中国·创新未来”社会实践和文化体验活动，

组织了来自３０多个国家的来华留学生参观了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展示中心和北京
现代汽车有限公司。

通过观看展览和聆听讲解，留学生们了解了中关村的科技创新，看到了中关村在人工智

能、大数据与信息安全、生物健康、新材料、智能制造、智能交通、节能环保、３Ｄ打印、集成电
路、互联网＋等１０大领域的３６０余家企业取得的最新最亮、最有前景、最具突破性的前沿创
新成果。他们真实地感受到了中国制造、中国创造背后的巨大能量。

通过各类跨文化交流实践活动，来华留学生或与专家学者、企业管理和技术人员进行深

入交流和探讨，进一步明确了自身的学习目标，设计未来的职业规划；或感受中国制造和民

俗之美，通过体验非物质文化遗产、动手实践等形式深入了解中国文化，感受中华文化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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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生不但加深了对国际形势、国家政策、行业需求、发展趋势、战略规划等方面的理解，更

在情感上与中国结下了深厚情谊。

二、国内高校开展跨文化交流实践活动情况调查

我们对目前国内高校的跨文化交流活动进行了调查，主要可以分为官方组织、高校自主

开展和其他三类：

１官方组织的跨文化交流活动：

主要是由国家领导机关和政府机构发起的，并联合国内各大高校合作组织。目前国内

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官方组织主要有教育部和国家留学基金委。

（１）教育部组织的跨文化交流活动

教育部于２０１２年发起了“留动中国———在华留学生阳光运动文化之旅”活动，以体育
赛事、文体才艺表演为纽带，联合国内高校，旨在促进在华留学生对中国的全面了解，并实现

中外学生的交流与融合。如教育部联合中国人民大学及其他北京高校举办定向越野赛、体

育艺术展及３３篮球赛。
这类活动以体育运动为平台，一方面能够帮助中外学生达到强身健体的目的，另一方面

体育赛事的形式能够广泛的吸纳更多的留学生，比起语言类的活动限制更少，门槛更低，并

且出于比赛需要，有益于更快地将中外学生融为一体。

以教育部这一官方机构来组织，规模更大，宣传力度更强，也更有利于集合各方资源。

当然这类活动也存在着缺乏语言实践及内容创新等问题。

（２）国家留学基金委组织的跨文化交流活动

“感知中国系列项目”是其中最成规模成体系的活动项目之一。这一项目是从２０１５年
开始在中国政府奖学金来华留学生中广泛开展的社会实践与文化体验活动，常常深入一些

国内特定的省市地区，并与国内高校联合组织留学生进行特色的文化体验与实践。

比如“感知中国———大美陕西”留学生文化体验活动，国家留学基金委与西安交通大学

合作组织留学生分别赴西安银桥乳业集团、富平陶艺村做手工陶艺、参观大荔县丰图义仓、

华州国际皮影文化生态园参观学习。

又如感知中国———北京平谷文化体验活动，活动分为：校园志愿行（留学生与中国学生

共上中国文化课和体育课）、驻区文化企业行、区域农业体验行等；

还有联合华中科技大学组织的“感知中国———百名外国博士进光谷”活动，带他们亲密

接触一批明星企业，走进政府政务服务中心和创业园，深度了解光谷和武汉，感知中国。

这些活动主题鲜明、特色突出，都使留学生感受到了中国制造和民俗之美，通过体验非

物质文化遗产、动手实践、参观体验等形式深入了解中国文化，感受中华文化魅力。

（３）其他政府机构组织的跨文化交流活动

这类组织机构主要包括国家汉办和各省市的教育厅、国际交流协会等机构。组织活动

丰富多样，如国家汉办联合中央电视台举办的“在华留学生汉语大赛”，国家汉办主办的“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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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桥”世界中学生中文比赛。

又如由吉林省教育厅联合其他机构举办的“关东风·世界情”感知吉林中外文化成果

展，上海高校外国留学生教育研究会举办的上海外国留学生龙舟赛，广东教育国际交流协会

主办的“魅力广东 助我圆梦”在粤国际学生交流活动等。

这类活动多以比赛竞赛的形式为主，辅以一定的交流体验活动，能够短期内有效提高留

学生的汉语水平，促使其了解中国文化、融入中国文化，但内容比较单一，部分缺乏创新。

２高校自主开展的跨文化交流活动

我们选取了２０１８年国内排行前１５的高校来作为我们的调查对象，将此１５所高校自主
开展的跨文化交流进行调查分析，可大致将其分为以下四类：

（１）学术类

此类活动主要以一定的学术知识和语言能力为基础。如上海交通大学组织的国际学生

中国文化知识竞赛；复旦大学举办的“我在中国的日子里”征文大赛；浙江大学举办的“京剧

走进你我他”系列讲座和北京大学组织的中外学术交流日和组织中外学生结成语伴的奥斯

陆项目等。

此类活动能够使留学生通过比赛与交流，检验自身所学，丰富留学生的知识储备和词汇

量，提高汉语能力，发掘自身潜力，加深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并结识中国朋友。同时由于部分

活动对留学生的语言能力有一定要求，导致参与度不够或不能完全领会活动内涵。

（２）文艺类

主要以才艺表演、联欢，书法、摄影、服装设计等艺术形式为主。如清华大学举办的中外

学生交流舞会；中国人民大学的留学生武术大赛和外国留学生时装设计大赛；南京大学举办

的留学生“光影印象在江苏”摄影大赛和主题为“海外存知己，明月共此时”的中秋联欢晚

会，还有华中科技大学举办的留学生中文歌曲大赛等。

此类活动寓教于乐，将活动与文化因素结合起来，趣味性十足，能够很好地激发留学生

的兴趣和积极性，提升留学生艺术才能方面的素养，也很好的促进了中外学生的交流与互

动。但此类活动与留学生的语言学习连接少，没能将文艺活动与语言学习更好的结合起来。

（３）体育类

此类活动多以各类体育竞赛和课外体育活动为主。如复旦大学举办的中外学生共同参

加的乒乓球赛、羽毛球赛、篮球赛、足球赛及拔河比赛；北京大学举办的趣味运动会；上海交

通大学举办的中外学生“丝绸之路”主题校园定向越野和中国人民大学组织的乔波冰雪大

世界滑雪活动。

此类活动不但有益于学生们的身体健康，引导学生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丰富了学生们

的课余生活，而且促进了中外学生团队精神形成，有益于中外文化的交流与互动，结识中国

朋友。但所涉及文化因素浅层文化多，深层文化较少。

（４）实践类

实践类活动多以参观旅游，体验特色文化项目，参加相关社会活动等形式为主。如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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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组织学生参观国子监、雍和宫，体验房车露营、夜游八达岭长城；复旦大学与周边小学合

作，组织小学生教留学生剪纸；上海交通大学组织留学生志愿者走进社区开展“世界文化推

介”系列活动，留学生向当地社区居民介绍本国的地理、人文和美食；华中科技大学组织国

际学生开展“一带一路”实践活动，深入陕西省西安市的媒体和高科技企业，参加西安广播

电视台举办的２０１８中秋戏曲晚会，共同欣赏黄梅戏、京剧、河北梆子等剧种名家带来的经典
剧目；吉林大学组织留学生参观长春第一汽车制造集团以及组织国际学生包饺子等。

此类活动使来华留学生们走出课堂、走进社会，参加丰富的实践活动，通过亲身实践让

他们切身体验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多角度多感官的感受中华文化的魅力，提高全方位开口

说话的机会，有效增强其跨文化交际能力。

同时也丰富了学生们的课余生活，加深了他们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和认知，培养了留学生

对中国文化的兴趣，提升了他们的文化素养。但这类活动由于涉及不同的文化主题，出现的

相关语料难度较高，对一些留学生来说可能不易于理解，同时不易于理解文化的深层内涵。

三、未来人才竞争中跨文化适应能力的培养途径

放眼未来，“一带一路”倡议为来华留学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历史发展机遇，同时加强留

学生的跨文化交流实践，也成为促进我国教育改革创新，进一步走向国际化的重要途径

之一。

面对全球化带来的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国际人才的竞争日益激烈，高校对国际学生培

养也提出了新的要求。国际学生必须具备良好的跨文化适应能力，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和提

升个人综合竞争力。

所谓跨文化适应，是指处于不同本体文化氛围中的主体，逐步调整、接受、适应、融入客

体文化的渐进过程。

来华留学生来自不同的 国家和地区，背景、学历、年龄、职业各不相同，当个人或群体从

一个熟悉的文化环境到另一个陌生的文化环境生活学习，常会因价值观念，行为准则，习惯

等方面的文化碰撞，引起文化冲突。

加快留学生 的跨文化适应，除了用法制，校规校纪来管理和约束外，还必须协调 好中

外文化差异，才能使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产生互动的效果。

目前国内高校开展的各类跨文化交流实践活动，多以“体验活动”为主。多层次的文化

体验活动对于丰富留学生的学习生活固然具有积极作用，但想要进一步激发学生的参与度

和创造性，“如何搭建实践平台，引导创造发展”将成为面向未来，提升留学生人才培养质量

的关键路径。

专业技能型、公益服务型和实践锻炼型等活动的组织，能够有效地为留学生搭建实践平

台，大大开拓留学生的社交范围，为其提供了解和融入中国当代社会的“第二课堂”。

除此之外，鼓励留学生参加科技竞赛及各类创新创业活动，并为其提供将创意转化为实

体的平台，能够引导和发展学生的创新能力，从而实现他们的自我教育、自我主导和自我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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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华留学生教育为何难以实现管理趋同化

同济大学　张端鸿

近日，留学生政策成为争议的热点话题。一些社会舆论认为，外国留学生的录取标准比

本土学生低，却享受超国民待遇，引发了社会对来华留学政策的异议。

趋同化管理一直是我国高校努力的原则和方向，但现实中确实存在一些基本的前提和

原因，使得高校难以做到完全的趋同化管理，从而引发本国学生和社会的异议，为此需要进

行理性的分析和说明。

首先，留学生教育在国际贸易当中属于服务贸易范畴，而公办高等教育对本国学生来说

是一项准公共产品，属于一项社会福利。所以，我国公办高校学生每年只需缴纳５０００元左
右的学费，留学生每年则需要缴纳３万元左右的学费。

从国际上看，留学生流入国为留学生提供政府奖学金是一种常见做法，我国政府也不例

外。但是中国政府奖学金是竞争性的，只有很小比例的留学生有机会获得。

笔者查阅了统计数据，２００５年以来，留学生总人数从１４１万人增长到了４９２万人，其
中自费留学生比例一直在９０％左右。对于我国的部分名牌大学来说，留学生学费已经达到
几千万元级别的收入来源了。

正是由于服务贸易和准公共产品的性质差异，外国留学生需要缴纳较高的学费，而本国

学生只需要缴纳很低的高等教育成本分担学费，绝大部分培养成本是由政府和高校承担的。

第二，由于语言和国民教育体系的差异，只能实行差异化的招生录取政策。不少社会舆

论认为，我国学生需要经历非常激烈的高考竞争，留学生却只需要通过“申请—考核”就可

以获得入学机会，其中部分留学生还能够获得较高额度的政府奖学金。

实际上，这种“申请—考核”的过程并非很多人想象的那么容易。发达国家一般都有较

成熟的高等教育体系，家庭总体收入水平也较高，最优秀的生源往往都会选择到国际上最顶

尖的大学就读，来华留学生生源质量参差不齐。

而发展中国家的高等教育体系一般也相对落后，很多最优秀的生源会将中国的一流大

学作为自己的重要选择，比如在柬埔寨、老挝等国家，一般都是能够进入该国顶尖国立大学

的学生才能申请到中国政府奖学金，相当于北大、清华、复旦、交大的生源质量。

笔者在中国几所名牌大学做过留学生招生流程的调查，各校都建立了非常严格的招生

录取规范和流程。少数高校历史上没有开展过留学生教育，处于工作的起步阶段，招生录取

流程还不清晰，出现了一些把关不严的问题，也都在积极反馈和改进当中。

第三，同样是由于语言和国民教育体系的差异，在教学管理和毕业要求上难以实现中外

学生完全一致。由于英语是全球通用语言，按照国际贸易标准就应当使用英语或以英语为

主作为国际教学语言。例如在荷兰、比利时，大学对全体学生普遍使用国际通用的全英文教

学，最终本土学生可以选择使用荷兰语写作论文，留学生则使用英语写作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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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国高等教育体系的国际化程度还相对滞后，仍然以我国的官方语言———中文作

为高等教育的教学语言，而中文的学习难度又是首屈一指的，所以在课程考核、论文写作等

环节，留学生会面临比较大的困难。

校方和教师在教学管理中从实际出发，适当放宽要求也是人性化的措施。但这种适当

放宽要求并不是有些社会舆论所反映的毕业要求“形同虚设”。例如，留学生的毕业论文也

需要跟本国学生一样送外审，而且外审过程中评阅专家并不知晓所评阅的论文作者是留学

生，大部分留学生也能取得不错的成绩。

此外，笔者认为，那些９０％的自费留学生是真金白银来华留学的，也不允许中国高校让
他们在华虚度光阴。

第四，本国学生和留学生的奖助学金体系不同，中外学生都存在不公平感。我国高校的

学生学业奖学金主体是人民奖学金，针对本国学生发放，只有少量高校自设奖学金和社会捐

赠奖学金面向留学生群体，导致学业表现优异的留学生难以平等地获得学业奖励。

不少人认为，留学生已经拿到中国政府奖学金了，自然不能再给他们发放这类性质的奖

学金。但自费留学生群体占了接近９０％的比例，也有一些优秀的留学生能够使用中文在班
级里做到学业表现名列前茅，他们却只能在数量极少的学校自设学业奖学金和社会捐赠奖

学金当中进行激烈的竞争。

在笔者２０１８年所开展的留学生调研中，几位留学生对此提出了意见，希望能够在这方
面获得同等待遇。留学生的资助标准为本科生５９２万—６６２万元、硕士生７０２万—７９２
万元，博士生８７８万—９９８万元，单纯从数额看，本国学生和家长确实容易不平衡。

但这部分费用的主体部分用于缴纳３万元左右／年的学费和１５万元左右的住宿费，余
下的才是生活费。不要忘记，其他国家和地区也为中国学生提供奖学金，很多奖学金数量非

常可观。

此外，由于政策限制，来华留学生还不能像中国学生出国留学那样兼职、打工赚取生活

费，也不能像中国的贫困生那样享受免学费住宿费和助学金等优待，家境一般的留学生在华

的留学生活并不宽裕。

第五，在住宿方面，我国公办高校为全体本国学生提供普惠性、保障性的廉价住宿服务，

留学生则不能享受这种廉价住宿服务。本国学生每年只需要缴纳１０００多元住宿费，也正是
由于这种住宿服务的普惠性和保障性，本国学生的住宿条件一直都不理想。有些高校学生

还居住在８人一间的集体宿舍里面。即便是普通学生公寓的住宿条件也无法跟留学生公寓
相比，因此饱受学生和家长的批评。

但需要注意的是，留学生公寓条件相对较好，是因为其属于准商业性的留学生公寓住宿

服务，每个月需要缴纳１０００—３０００元不等的住宿费。很多家庭经济状况不太理想的留学生
感觉难以承受，向学校申请进入中国学生的保障性宿舍住宿，却无法获得批准，只有个别高

校启动了试点。

第六，在学生管理方面，留学生的学生管理和服务一般由为数不多的留学生管理办公室

人员负责，而本国学生管理和服务则由系统、完善的学生工作体系覆盖。我国的高校辅导

员、班主任工作是一种主动性的学生管理和服务，不仅在学生思想和生活上关心学生，也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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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参与学生学业指导。

在不少学校，当学生出现学习困难的时候，辅导员、班主任会通过学校的学生学习预警

体系及时发现问题，并进行主动干预。留学生群体则往往游离在这个体系之外，为数不多的

留学生管理办公室工作人员，已经在日常的留学生管理服务上疲于奔命，只能将留学生学习

问题推给专业院系。

但由于管理体系、工作职责和边界分属不同的部门，辅导员、班主任群体一般仅对本国

学生负责，只能在班级活动的时候兼顾留学生，这就使得留学生群体很难获得本国学生那样

全方位的学生管理和服务。也因此，很多高校的留学生管理办公室多年来一直呼吁趋同化

管理，呼吁全校所有的职能部门和院系都将留学生工作纳入自己的责任范围。

中国属于这个开放世界的一部分，已经建立起了在校大学生总人数３８００多万的高等教
育体系，留学生规模刚刚接近５０万人，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留学生教育已经成为推动我
国教育国际化、传播和弘扬中华文化、提升中国软实力的重要途径。

无论将高等教育作为面向各国留学生的服务贸易，还是作为知华、友华、爱华的国际交

往战略组成部分，我们都需要不断完善留学生管理政策，加大留学生工作的经费投入，优化

来华留学生的学习环境。

绝对的趋同化既不可能，也无必要。

我们应当承认公民权利、语言和国民教育体系的客观差异，坚持必不可少的差异化政策

和管理，并争取获得中外学生理解。

同时，我们也应在更加普遍性的学生管理和服务上坚持趋同化管理的原则和方向，不断

提高高等教育的国际化水平，不断提升来华留学人才培养质量，打造“留学中国”品牌，努力

让中国成为全球最有影响力的留学目的国，揽四海英才服务国家建设大局，为中华文明在世

界文明中绽放更大光彩做出贡献。

（作者张端鸿，系同济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副教授、副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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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院两级体制下的留学生趋同化管理探索
———以复旦大学为例

复旦大学　刘莉　丁洁　杨俐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水平不断提高，来华留学生人数不断增加，来华留学教育已经

成为我国高校教育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最早接受外国留学生的大学

之一，２００３年，我们复旦大学率先在全国高校成立了留学生办公室（处级），举全校之力做好
留学生工作。

近几年围绕服务国家整体外交、服务学校“双一流”建设的总目标，我校来华留学教育

在招生体系、管理服务体系、知华友华留学生校友支撑体系建设三大领域开展了卓有有效的

工作，形成了留学生教育管理特色，并在目前校院两级管理体制下，积极探索适合自身特点

的留学生趋同化管理模式。

一、校院两级管理体制和趋同化管理原则

２００５年，学校制定了《复旦大学外国留学生管理工作条例》，明确提出：全校各接受留学
生院系是学校外国留学生教学、管理的主体。院系应按照与中国学生趋同化管理的目标，切

实安排好本单位外国留学生教学及日常管理各个环节的工作。教务处、研究生院、学生工作

部、外事处、保卫处、总务处、财务处等各职能部处按照趋同化管理的原则，处理好各自职责

范围内涉及留学生的事务，外国留学生工作处负责工作协调。

十几年来，我校来华留学生教育一直贯彻校院两级管理、院系为主的管理模式。院系是

外国留学生教学管理的主体，各职能部处根据“加强趋同化管理，注重差异化教育”的原则，

各司其职做好涉及学校层面的留学生教育教学、后勤保障等管理工作。

归口管理部门外国留学生工作处，切实承担起全校留学生教学管理的工作协调和院系

留学生管理的业务指导和监督落实工作，并对全校留学生管理干部队伍进行培训。另外，学

校把外国留学生工作处作为一个独立部处建制，并由分管教学的副校长领导，这是我校有别

于国内其他高校留学生管理划归外事口的一大制度创新，也体现了学校将来华留学工作纳

入学校整体教学规划的深谋远虑。

《留学中国计划》中明确要求“积极推动来华留学人员与我国学生的管理和服务趋同

化，加强中国法律法规、优秀传统文化和国情教育”。趋同化管理是目前世界各国对留学生

教育的主要管理方式，指在教育管理上，对外国留学生的管理及教学关节，趋向于与本国学

生相同的管理及教育教学模式，是在遵循教育基本规律的基础上，针对国外留学生的特点采

用的管理方式；生活服务上，实行开放式管理，充分发挥公共服务体系的作用，在政策允许范

围内，给留学生提供便利，增强留学生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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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趋同化管理，《复旦大学外国留学生管理工作条例》也有明确的规定：学校外国留

学生管理的基本原则是，以人为本、规范高效、严格管理，积极稳妥地推进中外学生趋同化管

理进程。

学校一直秉持一个理念，即“趋同管理”并不是“等同管理”，而是一个鼓励各种文化相

互融合、相互影响的过程。虽然学生来自不同文化背景，但他们在来华学习过程中都应该得

到尊重和保护。

近几年来，我校每年接受留学生近７０００人次，在全国各高校中名列前茅。留学生人数
众多、类型多样的特点，决定了学校必然要积极探索校院两级管理模式，并认真实践趋同化

管理的原则。以下将从招生工作、学生培养以及校友工作三方面为例，介绍我校来华留学工

作的探索与实践。

二、留学生招生工作

（一）把脉国际学生流动趋势，通过多元化的招生方式，延揽世界一流人才

目前，中国还不是世界一流教育强国，汉语也不是全世界广泛使用的语言，因此到中国

攻读学历的世界一流留学生数量并不多。与此同时，经过国内高考的严格选拔，进入大学的

中国学生又具有天然的应试优势。在留学生教育趋同化的环境下，中外学生坐在同一个教

室内，使用同样的教材和考试标准，这对于留学生的生源质量提出了更高要求。

为此，学校始终注重留学生教育的内涵式发展，在保证留学生规模适度发展的前提下，

提出要发展与复旦声誉相适应的高水平的留学生教育，建立一批适应留学生修读的多语种

精品课程，在不断稳步提高外国留学生生源质量的同时保持规模的适度增长，同时不断优化

结构，提高学位学生的比例。

在这一战略转型的大背景下，留学生招生策略也进行了调整，从以前的申请制向选拔制

转型，更加注重学生的学业能力考核。

２００５年，我校开始实行全校自费留学生本科的统一入学考试。这一举措提高了留学生
的入学门槛，保证了本科留学生的招生质量。

２００８年，我校启动了“２１世纪海外优秀人才本科留学项目”，直接到国外一流高中进行
招生宣传，建立了包括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六个国家在内的１８个海外留学生生源基
地，通过免试入学、提供奖学金、预科教育等措施，吸引优秀高中学生来就读本科。

２０１１年，我校推出参照国际通行考试体系标准接收留学生政策。近两年，新增了“高中
校长直推制度”和采录ＡＣＴ考试成绩等新的入学选拔方式和考核标准，进一步拓展了外国
留学生招生的选拔渠道。目前学校的录取条件已与国际标准基本接轨，这为更好地吸引国

外优秀学生前来报读创造良好条件。

在研究生招生层面，院系根据学科要求自行制定录取标准，并审核录取材料，必要时还

会对报考留学生进行面试，决定是否录取。研究生院和外国留学生工作处作为职能部门，对

留学生的身份进行审核。这种招录形式一方面增加了院系作为办学主体的积极性，提高了

研究生留学生的生源质量；另一方面，也使院系在后续留学生培养中根据留学生的专业情况

更加有的放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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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全英语授课项目建设提升高层次学生招生工作

全英语授课项目与课程的建设离不开全校各部门的携手合作及通力配合，在招生、管

理、培养、教学等各个环节互相打通、联动，合力提高英语授课项目及课程的质量。

２００５年，在外国留学生工作处的推动下，我校开设了第一个全英语授课硕士项目“中国
政治与外交”，并自此推出了一系列以“中国”为主题的硕士课程，其中不乏与国外一流大学

合作开设的双学位项目。

２００８年，我校开设第一个全英语本科项目“临床医学六年制（ＭＢＢＳ）”。２０１８年１１月，
全英语本科项目“经济学”（ＵＩＰＥ）启动招生，并将于２０１９年９月迎来首批入学新生。

截至２０１８年１１月，我校现有英语授课项目３９个，其中２个本科学位项目、２３个硕士学
位项目、１４个博士学位项目，覆盖语言学、新闻学、政治学、法学、经济学、管理学、哲学等多
个学科，通过本校自设、国际合作两种模式同时运行。

同时，我校全英语授课课程体系建设日趋完善，目前已开设英语授课课程约３５０门，为
广大中外学生提供了丰富优质的课程资源。其中本科生英语授课已形成以“历史与文化”、

“社会与法律”、“经济与管理”和“科学与技术”为四大主题的课程模块。

２０１３年，我校共有７门全英语课程入选教育部“来华留学英文授课品牌课程”，并有多
门课程入选上海市教委“全英文授课示范性课程”。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全校共开设英语授课课
程约１０２０门（次）。其中，３门获批教育部来华留学英语授课品牌课程；１５门获批上海高校
示范性全英语教学课程；４９门获上海高校外国留学生英语授课示范性课程。２０１７年，又有
２２门英文课程入选第二批“上海高校外国留学生英语授课示范性课程”名单。英语授课课
程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有所突破。

三、留学生培养和管理工作

（一）中外学生标准一致，留学生培养“含金量”不断提升

根据趋同化原则，院系在开展留学生培养工作时，参照中国学生的评价、监督和质量考

核标准，与中国学生的培养标准和质量要求一致，此举保证了留学生的如期毕业率。

学校坚持以服务中外学生的宗旨，制定严格的质量监控体系，严把入学考试、毕业关，认

真完成从编制新生学籍，到培养方案制订、课程组织与运行、考务组织与成绩管理、专业分

流、学籍异动管理、成绩单制作与毕业证书翻译证明服务、毕业审核等涉及中外培养全过程

的各项事务工作。

此外，学校还针对外国留学生的规模和来源国特点，建立了较为有效的教学评价和反馈

机制。本科留学生跟中国学生一样，可通过教务部门组织的教学评估，对每学期的课程进行

系统打分，以提高学校的教学质量。每个学院有自己的教学管理平台，班级里有班导师，所

有留学生在听课、学习及与教师交流的过程中上遇到任何问题，都能及时反映给相关部门和

院系。

研究生留学生除了系统开展学院领导和项目主任听课制度外，还制定了学位项目评价

表。全面系统地对项目设计、生源与录取、课程与培养、师资队伍以及项目管理的５个一级
指标、１６个二级指标开展自评与互评，并不断根据评估结果对教学质量监控相关措施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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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和完善。同时每个学期课程结束后，还要请留学生对每位教师的授课时间、授课内容、

授课方式以及课程设计进行全面评估，并根据学生反馈给任课教师提供全面系统的授课评

估报告，从而保证了授课教师与学生之间的需求沟通和良性互动。

（二）开展各种类型帮扶工作，助力留学生顺利完成学业

因为大部分留学生的学业基础，尤其是数理化方面，相较于中国学生比较薄弱。为保证

留学生学业顺利进行，入学前，学校将培养方案发给留学生，请他们自学，做好学习准备；在

新生入学教育时，邀请教务部门讲解规章制度，端正留学生学习态度；入学后，为留学生配备

导师，与留学生互动，解决学业困惑并对人格素养上进行全面指导。此外，通过对培养过程

定期考核和评价反馈，学校不断推出改进和提升培养质量各类帮扶措施。

近年来根据《复旦大学本科生学籍管理规定》关于建立“学业警示与试读”制度的要求，

探索建立学业预警机制，教务处联合相应院系，于春季、秋季两个学期对未达到相应学业标

准要求的留学生进行学业干预，从学风建设和学业辅导两方面，促进学生的学业进步。

此外，我校中国学生与学业发展中心还针对留学生普遍感到困难较大的高等数学、线性

代数、数学分析等课程开设辅导课程，或进行“一对一”帮扶，留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寻

求课程辅导。

在趋同化教学的环境下，这些注重差异化的政策措施补充，有效地保证了留学生这一特

殊教学对象的培养质量。

（三）设立国际学生专职辅导员，加强管理

在高校中国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已经形成了一批专业化、职业化的从事思想政

治教育的教师队伍，而针对留学生的思想教育还未能与时俱进。这不仅不能满足留学生身

心发展的需要，也与我国留学生培养目标相悖。

如何教育留学生增强对中华优秀传统的深刻了解、中外学生加深共融，提高留学生对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制度、道路和文化深层次认同等，是建立国际学生辅导员队伍的重

要使命。

２０１７年，教育部、外交部、公安部联合颁布了《学校招收和培养国际学生管理办法》（简
称４２号令）第二十五条明确规定：高等学校应当设置国际学生辅导员岗位，了解留学生的
学习、生活需求、及时做好信息、咨询、问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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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不少高校以设立了相关的专职辅导员岗位，外国留学生工作处在调研基础上，在

研工部、学工部、人事处等相关部门协助下，今年已有四名专职辅导员上岗。这四名辅导员

纳入思政工作体系，承担四个校区不同院系的留学生管理任务，接受外国留学生工作处的工

作考核。

虽然这项工作也起步不久，但在学校各方的努力下不断争取各类资源，做到工作有条

件、做事有平台、待遇有保障、发展有空间。

（四）促进跨文化交流与融合，进一步推进趋同化管理

学校十分注重营造多元校园文化，校园内的各类设施设备、图书资源、网络资源等中外

学生趋同化管理，无差别使用。此外还利用学生社团，以及丰富的校内学生活动平台和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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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扩大中外学生交流的活动空间，增进中外学生的文化交流。

目前，我校有传统文化、科普创新、户外运动等各类社团１６大类１４８个。这些社团都积
极吸引和欢迎留学生的加入。研究生会和团委还分别下设海外学生交流部和中外学生交流

协会，致力于增进中外学生对全球事物的理解，促进国际间的学生交流。

各类留学生社团有１７个，主要分为国别类、实践类、文化类。外国留学生工作处专门制
定了《复旦大学外国留学生社团管理实施细则》，引导留学生社团开展积极向上的文体活

动，丰富复旦大学的校园生活。

在促进校园多元文化的和谐与融合方面，外国留学生工作处与院系及相关部处一起携

手开展工作。２０１３年，校内曾发生过一起中外学生自行车与助动车相撞事件。原本是一件
简单的校园交通安全事故，但由于中外学生的文化背景差异，导致双方在沟通过程中产生很

大的分歧陷入僵局。

在第一时间接报此事后，外国留学生工作处一方面积极协调中外学生所在院系进行处

理，另一方面与校内保卫处密切关注网上的舆情，避免此事继续发酵。最后在外国留学生工

作处的牵头下，召集了属地派出所、保卫处，中外学生亲友以及所在院系的老师们进行了深

入和充分的沟通，冰释前嫌。

虽然此事得以圆满解决，但学校也进行了思考，不断探索如何进一步加强中外学生的深

度融合。２０１３年，学校实行中外学生同住体验计划，希望通过留学生入住中国学生宿舍，让
中外学生同吃同住同学习。２０１５年，我校建成并启用亚洲青年交流中心住宿区域，打造中
外学生互知互容的合住新模式，为趋同化管理打下坚实基础。

（五）依托我校留学生心理咨询中心，积极摸索留学生心理咨询模式

随着我校外国留学生规模的扩大，学生因生活、学业和社会文化等不适应而引起的心理问

题日益凸显。２０１６年初，我校外国留学生工作处启动留学生心理咨询中心建设工作。在校心
理教育中心的大力支持下，通过对我校留学生进行问卷调查、与相关院系座谈沟通、对国内外

高校留学生心理咨询建设进行调研等工作，起草了《复旦大学留学生心理中心构建方案》。

随着留学生心理咨询中心的成立，我处加强了对留学生心理健康的关注，积极联系校内

校外资源，及时为留学生进行突发事件后的心理辅导；组织进行心理建设活动，为留学生缓

解学业压力和文化冲突带来的心理不适。

在近期开展的“ＢｅＡＢｅｔｔｅｒＳｅｌｆ”活动中，我们邀请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绘画治疗
师，以绘画疗法为主要形式，通过绘画使参与者能够在活动中认识自我、发现自己拥有的资

源和不足、发掘自身潜能、设立人生目标。其中有一位学生所在的国家饱受战火，心理遭受

了巨大的创伤。他主动报名参加了这次活动，与治疗师进行了交流，敞开心扉。

四、留学生校友工作

对于一所大学来说，校友无疑是它最宝贵的资源，而留学生校友更是当今纷纷走向国际

化的中国大学不可缺少的国际资源。这是因为全球化的时代让我们的高等教育走向世界，

我们已经承担了为未来的世界培养领袖和精英的神圣使命。经过多年来的工作实践，我校

在留学生校友工作方面主要有以下经验和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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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海内外留学生校友联系工作双线并进，全面开花

在以留学生自发组织、学校大力推动为原动力的情况下，在海内外同时开辟两条校友工

作“战线”。在国内，我校于２００５年正式成立了留学生校友会，广邀在沪、在华工作和学习
的复旦留学生校友参加。成立至今，校友会通过各种形式举办了多次校友返校活动、校友座

谈会、邀请校友参与国际文化节和才艺展示等活动，不断加深校友对母校间的情感，并以此

形成良性的互动，进一步促进个人和母校的共同发展。

在海外，充分利用复旦海外校友会优势，以属地化管理为依托，在中外校友并重的思想

指导下，促进中外校友一家亲。２００７年，在复旦大学校友会的组织下，我校在日本设立了复
旦大学日本校友会，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也相继成立海外校友会。２０１６年１月２４日，复旦
马来西亚留学生校友会正式成立，这标志着开辟海外留学生校友会的设想正在被一步步地

践行并逐步推进。

此外，我们的校友也积极融入留华的校友组织，如尼泊尔的阿尼哥协会，该协会由在华

留学回国的尼泊尔专业人士组成。学校一批医学专业毕业的校友是阿尼哥协会中的骨干，

为尼泊尔带去了先进的医学技术和医疗手段，并为当地医疗事业做出了喜人的贡献，形成了

良好的声誉和口碑，被冠以“中国医生”的美誉。

（二）精英校友和大众校友各不偏废互为补充

我校以开放的面向世界的态度吸引了大批的留学生。这些学生的组成成分也比较多

样，有自发前来学习的，有通过校际合作前来交流的，也有通过国家任务下派来学校深造的。

在学成毕业后，有一大批的精英校友脱颖而出。

前英国驻沪总领事艾琳、前新西兰驻沪总领事隋新、前荷兰驻沪总领事汪一力、前加拿

大驻沪总领事葛淑珊、拉脱维亚里加大学孔子学院外方院长白妩娜、越南河内大学孔子学院

外方院长杜青云、意大利威尼斯东方大学副校长李集雅、美国海军学院语言和文化系副主任

马伟宁等，均为学校精英校友的杰出代表。

除了加强与精英校友间的联系，我校对大众校友的重视也从未忽视。通过学校和各二

级院系组织讲座、座谈会等活动，积极邀请毕业留学生校友参加并发言，一方面增加校友与

母校间的互动，一方面也为在校留学生提供经验和指导，为在校生提供帮助。除此之外，通

过发展留学生社团培养学生骨干，为未来的校友工作和校友会的壮大进行人才储备。

为了更好的挖掘优秀留学生校友资源，加强校友与母校间的关联，学校每年６月会为即
将毕业的留学生举办欢送会，请毕业生校友留下联系方式，便于日后联系。同时，学校从教

师入手，通过优化留学生管理模式和提高教学质量来加深老师与留学生之间的密切联系，这

也为日后更好的发展留学生校友团体助力。

（三）发挥校友作用，鼓励各种形式回馈母校

一直以来，留学生校友们也通过各种形式回馈母校，为母校的发展变革和国际化进程添

砖加瓦。

１海外办学

匈牙利校友乐文特，现任匈牙利中央银行教育司司长，曾于２００７至２０１５年间在我校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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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学系旅游管理专业先后攻读本科和硕士。２０１５年至２０１７年就任的匈牙利驻沪总领事。
在我校度过８年学生时光，乐文特于这所高校积累下对中国的深厚情感，为母校复旦与匈牙
利牵线搭桥，始终是他致力于实现的美好心愿。在他看来，借助这一教育层面的合作，匈牙

利乃至东欧其它国家的金融及经济管理型人才，将能够获得更多机会了解中国企业和中国

企业文化，从而促进进一步的合作交流。

在他的不断推动下，自２０１６年起，匈牙利央行就开始与我校商谈在匈牙利布达佩斯设
立教学点、为匈牙利及东欧国家的金融及经济管理型人才提供关于中国经济、金融、宏观经

济政策和商业等相关的硕士课程。此合作意向获得了两国外交部、教育部的大力支持。

２０１７年１１月２８日，在李克强总理访问匈牙利的双边会见中，在中匈两国总理的见证下，双
方签署了合作意向的框架性协议。

在２０１８年１０月，我校首个海外教学点———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匈牙利布达佩斯教学点
正式揭幕启用。该教学点的首个合作项目“复旦 －考文纽斯”硕士将为匈牙利及中东欧国
家的金融及经济管理型人才提供关于中国经济、金融、宏观经济政策和商业等相关的硕士课

程，帮助他们深入学习中国的经济发展情况，探究“中国道路”的经验。由于留学生校友在

海外特有的“话语权”，“一带一路”和“１６＋１”的推进需要大量知己知彼的人才。

２校友捐赠

部分校友毕业后在自我发展之余，也通过捐赠的方式支持母校的发展。１９８２－１９８３年
间就读的戴杰士校友，成立了自己的运动服装公司，在经营之余，热心公益的他为上海儿童

医院捐赠了大批医疗仪器，作为优秀校友，他为母校带来了荣誉。

３创新创业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的新加坡校友许国荣在毕业后，投身于环保和资源再利用事

业，在旧衣的回收利用中获得灵感，自发创新创业，并与市政府合作参与政府实事工程。他

还将优秀的社会资源引入学校，搭建社会－学校－企业合作的三方平台。

４提供就业机会

１９８７年至１９８８年，在国际文化交流学院就读的李曦萌校友，现为北欧风情及特雷通集
团总裁，同时也是复旦大学外国留学生校友会会长。２００６年，因其对上海经济发展和对外
文化交流所做的贡献，他还被市政府授予“白玉兰纪念奖”。

在自己创业成功后，饮水思源，为校内的优秀学子设立奖学金，提供工作实习岗位和实

践机会，为母校共同培育人才。

５招生宣传

近几年，海外校友会不断为母校的国际招生推波助澜。复旦大学马来西亚校友会和新

加坡校友会，每年都会在当地举办招生宣传活动，此举扩大了学校在海外的声誉，也为更多

优秀的生源来我校深造提供了更便捷的途径。

（作者刘莉，系复旦大学外国留学生工作处处长，副研究员；丁洁，系复旦大学外国留学生工

作处副处长，助理研究员；杨俐，系复旦大学外国留学生工作处综合科科长，助理研究员。）

１７



《学校招收和培养国际学生管理办法》
对规范高校来华留学教育工作的重大意义

———以华中科技大学为例

华中科技大学　赵晓峰　兰行行

摘要：２０１７年３月，教育部、外交部、公安部印发了第４２号令《学校招收和培养国际学
生管理办法》，这是我国高等教育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国家层面出台的一部重要行政规章，对

规范高校来华留学工作和促进全国来华留学事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如何按照４２
号令的要求做好国际学生招生、培养和规范管理工作，提高人才培养质量，这成了新时代背

景下各高校必须深入思考和具体回答的问题。

华中科技大学作为教育部直属高校和全国首批来华留学示范基地，在严格招生、规范和

趋同管理、提高生源和人才培养质量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有益改革，取得了一定的经验。本文

将以华中科技大学为例，浅谈４２号令对规范高校来华留学工作的指导意义。

２０１７年３月２０日，教育部、外交部、公安部联合印发了第４２号令《学校招收和培养国
际学生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这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更加注重质量、来华留学工作

进入提质增效新阶段的大背景下出台的一部重要部门规章，对指导全国来华留学事业发展

和规范高校来华留学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办法》是对２０００年三部委第９号令在新形势下的修订与完善，包括八章四十八条，对
高校的国际学生招生、教学管理、校内管理、社会管理等方面的工作进行了更加严格的规定，

新增了“监督管理”的章节，强调了高校违规应当承担的后果，具有震慑性。

华中科技大学作为教育部直属高校和全国首批来华留学示范基地，在《办法》的指导

下，从国际学生招生、培养、管理和服务等工作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取得了一定的经

验。本文将以我们华中科技大学为例，论述《办法》对规范高校来华留学工作的指导意义。

一、严格规范招生管理，提高国际学生生源质量

《办法》第二章既对高校招收国际学生提出了明确的资格限定和备案要求，也对高校的

招生程序、公开透明性以及国际学生的申请材料提出了规范化的要求。明确提出了高校招

收国际学生时必须审查申请人的入学资格和经济担保证明，同时对国际学生转学等流程做

出了具体规定，从源头上指导高校把好生源入口关。

高校应按照《办法》的要求，不断提高自身硬件和软件实力，在基本硬件条件以及教学

保障条件和管理服务能力达标后，再根据自身优势，按照规范的招生简章和招生程序自主招

收符合本校招生录取条件的国际学生。

我校除了通过汉语授课专业正常招生外，还有５个本科专业和１６８个研究生专业以全
英文授课形式招生。所有全英文授课专业招生前，均须将完善的培养计划、师资配备、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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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资源保障等方案报教务处或研究生院审批，批准后方可对外招生。我校制定了严格规

范的国际学生招生工作流程。

国际学生招生部门先初审申请人的资料，符合条件的转交院系或者专家委员会进行复

审并作出录取决定，最后再由招生部门制作录取及签证审批材料。学校层面严格按照教育

部的规定严格审核申请人的身份资格、最高学历、学习成绩、经济担保等证明，进行资格把

关；学院层面及专家委员会严格审核申请人的学习／学术研究能力，进行学术把关，确保生源
质量稳步提高。

在严格规范的基础上，我校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提高生源质量。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

方面：

第一，将国际学生教育发展纳入对院系发展的考核，在“双一流”建设目标中明确了国

际学生教育在学校发展战略中的重要地位。学校提出到２０２０年，全校国际学生占比应达到
１０％，部分“一流学科”的国际学生占比应达到１５％。院系层面越来越重视做好国际学生招
生工作。

第二，充分发挥自身学科和专业优势，以全英文授课形式在全球范围内竞争优质生源。

目前我校已有５个本科专业，８１个硕士专业和８７个博士专业可全英文授课，全英文授课学
生数量占学历国际学生人数的８５％。

第三，充分发挥研究生导师的作用，招收优秀研究生。所有研究生申请人必须先取得导

师接收函件后方可启动申请程序，导师对申请人进行了充分的学术把关。吸收教授、研究生

导师参与国际学生招生工作，提高招生工作专业化水平。

通过这些措施，越来越多名校生源来我校留学，其中来自加拿大多伦多大学，英国诺丁

汉大，德国慕尼黑工业大学、亚琛工业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瑞典兰德大学，波兰克拉科夫

工业大学，日本早稻田大学，泰国朱拉隆功大学等外国名校的生源不断增多。

第四，准确定位，服务国家大外交以及“一带一路”倡议。我校立足为国家培养“知华、

有华、亲华”的力量，先后成立“华中科技大学东盟研究中心”、“华中科技大学中蒙合作发展

战略研究中心”等研究平台，为发展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合作交流提供理论、智力

支持。

我校与斯里兰卡、俄罗斯、老挝等国行政学院建立战略合作关系，招收并培养了一大批

公共管理领域高级别人才，培训了一大批高级别政府官员，有效传播了中国的治理模式和治

理经验。

第五，对国际学生入学资格进行全面复查。在新生入学阶段，我校对新生所持的毕业证

书、语言成绩、表现证明等全面复查，发现造假的一律取消入学资格。对所有学历生开展入

学语言水平复查，按照授课语言进行语言水平测试。语言水平未达标的学生，不得进入专业

学习，学校对其加强语言补习或者退学处理。

二、细化教学环节管理，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办法》第三章从教学计划、师资配备、课程安排、教学规范、学籍注册、毕业管理等方面

对高校工作提出了要求。这些要求既有原则性的，也有非常具体精准的。比如，《办法》根

据我国培养国际学生的目标，将《汉语》和《中国概况》列为所有国际学生的必修课，对学位

论文的写作、授课语言等教学管理环节提出具体的明确要求。这是对高校教学培养管理工

作的最基本要求，高校应充分领会规定精神，不断细化教学环节管理，同时加大投入，提高人

３７



才培养质量。

我校采取了一系列规范教学培养工作和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措施：

（一）设置国际学生新生入学教育必修课程

我校将“国际学生导入课”定为国际新生的必修课，在新生入学阶段就把中国法律法规

和风俗习惯以及学校校规校纪、注册、教学培养方面的管理规定全面向国际学生介绍，帮助

国际学生较好地适应中国高校育人环境。

（二）国际学生与国内学生教学培养趋同管理

我校按照教育部推进国际学生趋同化教育管理的指导思想，积极推进国际学生教学培

养工作趋同。汉语授课国际学生的培养与国内学生的培养采用同样的培养计划，英语授课

国际学生的培养质量与中国学生的培养质量也趋同。国际学生的学分管理、学籍管理、培养

筛查管理、毕业标准管理按照学生类别分别由学校教务处和研究生院进行管理，国际学生管

理部门予以协助。

（三）设立校级“来华留学教育示范基地”，带动全校来华留学教育发展

我校将国际学生教育发展与学校“双一流”建设相结合，自２０１６年起，将国际学生人数
较多的院系列为校级“来华留学教育示范基地”（共八个），每年从“双一流”建设经费中支

出４００万元支持基地建设，连续支持三年。经费全部用于改善国际学生教学培养条件、师资
培训等，从硬件和软件方面保障国际学生培养质量。基地建设推动了相关院系国际学生教

育的发展，也达到了示范带动其他院系发展的目标。

（四）加大对院系全英文授课专业和课程的建设力度

针对８５％的学历国际学生注册授课语言为英语的现状，我校每年支出５０万元用于全
英文授课课程和专业建设，以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截止目前，我校已建设８门国家级来华留
学英语授课品牌课程，１２门省级来华留学英语授课品牌课程，全英文授课专业和课程受到
国际学生的欢迎。

我校顺利通过了教育部本科临床医学专业（英语授课）专项评估和教育部来华留学质

量认证；我校申报的《来华留学生全英文授课通信工程本科专业国际化教育体系的探索与

实践》获得湖北省教学成果一等奖。

（五）建立健全了国际学生荣誉制度，以表彰引领国际学生卓越发展

２０１６年，我校分别建立了本科和研究生国际学生的荣誉制度，并启动国际学生先进个
人评选和表彰，通过该项制度，我校在校生的学术研究能力逐年提高。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学年发表Ａ类论文的国际学生数约为３０人，占在校外籍研究生的３％；发
表Ｂ类以上论文的学生总数约为１００人，占在校外籍研究生的１０％。
２０１６－２０１７学年，我校学生发表Ａ类、Ｔ类论文的人数大幅度增加，约占国际研究生人

数的５％，其中化学与化工学院巴基斯坦籍博士生ＡＩＭＡＬＫＨＡＮ三年在读期间发表了１２篇
ＳＣＩ论文，其中两篇为Ｔ类。一大批国际学生先进个人受到表彰，有效引导了其他国际学生
的发展。

（六）加强对国际学生的感知中国教育

除安排《中国概况》课程外，我校倾力打造一个面向全体国际学生的校园文化品牌活

动———“发现中国”，通过讲座、文化体验、实地考察、社会公益、游学等形式，全面、真实、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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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地向国际学生展示一个多姿多彩的魅力中国。经过探索实践，“发现中国”的内涵日益丰

富，包括了中华才艺研习、中国文化考察、国际学生公益行动、中文短期项目、百名博士进光

谷等活动。这些活动贯穿我校国际学生在校学习的整个过程，自入学教育一直延续到毕业

教育，有效提升了国际学生对中国的理解，增进了他们对中国的感情。

此外，我校还推出了“发现中国”系列讲座，帮助国际学生更深层次了解中国文化、政

治、经济、企业以及社会发展现状，讲述中国故事，传播“四个自信”，培育国际学生的知华、

友华和爱华意识，目前该讲座共举办了十九期。

三、推动趋同化管理，确保国际学生校内管理规范有序

《办法》第四章从高校国际学生管理机构设置、管理服务制度、设施配备、法律法规教

育、辅导员队伍配备、文体活动组织、联谊团体管理、宗教管理、勤工助学等方面提出了全方

位、可操作的具体规定，对高校建立健全国际学生教育管理体系和完善相关管理制度，具有

明确的指导意义。

我校依据《办法》制定了一系列的管理规定，做好了国际学生教育管理顶层设计，有效

推动了国际学生趋同化管理，管理工作规范有序。

（一）做好顶层设计，推进趋同化管理工作

根据《办法》，我校整合全校资源，制定了国际学生教育管理工作顶层设计规定，积极推

进趋同化管理，先后出台了《华中科技大学国际学生工作管理规定》、《华中科技大学国际学

生（研究生）管理办法》、《华中科技大学本科国际学生管理办法》等文件。

详细规定了学校教务处、研究生院、国际教育学院以及其他各职能部门的职责和分工，

其中国际教育学院负责国际学生的招生和涉外管理，学校其他部门根据自己的职能负责国

际学生的注册、教学培养、住宿、社团文化建设、服务等工作。

这一顶层制度设计，既兼顾了国际学生的特殊性，又把国际学生的管理和服务纳入到学

校的总体主流管理体系中，为实施国际学生的趋同化管理提供了制度保障。

（二）统一惩戒制度，助力趋同化管理

根据最新公布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学校招收和培养国际学生管理办法》

等上位法规定以及新制定的《华中科技大学国际学生工作管理规定》，我校修订了《华中科

技大学学生违纪处分条例》，将国际学生纳入全校统一的违纪处分管理体系，统一了国内和

国际学生惩戒制度和惩戒标准，有效推动了趋同化管理。

（三）配备国际学生辅导员，做好基层趋同化管理

２０１７年，我校正式批准设立国际学生辅导员岗位（１２名），并圆满完成了首批６名国际
学生辅导员的招聘工作，辅导员直接配备到院系。对于没有配备专职国际学生辅导员的院

系，我校要求院系指定辅导员兼职负责本单位国际学生的教育管理和服务工作。

该制度设计从管理体系上保证了国际学生辅导员的全覆盖，确保有专门力量具体处理

国际学生的思想动态、心理健康、突发事件、校园文化体育活动，奖励处分等细致入微的工

作，以保障国际学生能够融入所在专业院系，获得一个良好的留学体验。制度实施后，国际

学生的入学注册、开学典礼、教育管理、日常活动全面纳入到院系学生工作一盘棋当中，国际

学生的满意度明显提升。

（四）创新思路，做好国际学生实习管理

在国家关于国际学生勤工助学管理规定尚没有出台之前，为规范国际学生的校外兼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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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我校依据属地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门的政策，结合学校实际，创新工作思路，通过建立实

习基地的方式有效安排国际学生的专业实习实践。目前，我校已经与烽火科技集团、汉口北

集团等签订了国际学生实习基地的协议。

通过实习基地建设，一方面解决了国际学生无序兼职打工等问题，达到了规范管理的目

的。另一方面，达到了帮助学生实现了实习与学习专业匹配、学以致用的目标，让国际学生

真正通过实习实践提升能力，达到了育人的目标。

四、加强社会管理，确保国际学生管理无盲区

《办法》第六章将原９号令的第七章“社会管理”和第八章“入出境和居留手续”合并为
“社会管理”一章，是相对于国际学生校内管理的延伸，是规范管理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

该章节对国际学生申请签证、办理居留证件、进行体检和购买保险等具体工作予以规定，具

体内容可总结为三个“必须”：

一是国际学生必须申请Ｘ签证来华，二是国际学生入学必须全部体检，三是国际学生
入学必须全部购买保险。这些规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等上位法相关规

定的具体细化。

我校根据《办法》的规定，修订了《华中科技大学国际学生手册》，在入学管理规定一章，

对国际学生入学作出了明确的规定：

第一，在新生入学须知中，明确以上三个“必须”的规定。

第二，在新生入学注册环节，严格审核新生入境签证，发现学生持非 Ｘ签证入境的，拒
绝办理注册手续，要求学生回国变更签证。

第三，新生入校后，学校组织所有新生参加体检或者对体检进行校验。体检合格的学

生，予以注册。体检不合格的学生，不同意注册，取消入学资格；已经注册取得学籍的，取消

学籍。

第四，落实全员保险制度要求。对中国政府奖学金资助的学生，及时在国家留学基金管

理委员会系统上予以注册，由基金委为该类别学生购买保险。对于自费学生，当学生缴纳学

费后，我校为所有自费学生购买保险。对于来校交流的交换生，我校校验其在本国购买的保

险或者要求其自行购买我校指定的保险。确保了全员保险制度落到实处。

五、强化监督，防控风险，确保质量

《办法》第七章属于立法的创新手段，明确高校违法违规的严重性，旨在强化政府对高

校办学行为的监督，首次明确了出现国际学生招生、培养和管理违法违规行为，高校所应承

担的法律责任。

该规定对高校开展国际学生的各项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以华中科技大学为例，

我校根据该章的管理规定，建立了校内国际学生招生、培养和管理工作的监督和质量保障

体系。

（一）强化对国际学生招生工作的监督

我校在《华中科技大学国际学生工作管理规定》第三章“国际学生的类别、招生和录取”

中明确规定了招收国际学生的类别、招生归口主管单位、招生工作职责分工、招生工作流程、

招生录取标准等。明确规定国际教育学院归口管理全校国际学生招生工作，各院系招收国

际学生必须报国际教育学院审核和办理录取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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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保障国际学生招生录取的规范性，我校逐步在院系层面开展试点工作，建立院系层面

的国际学生招生录取工作领导小组，审核本单位拟招收的国际学生。

为规范奖学金候选人的遴选，保障奖学金遴选工作的科学性和专业性，我校从各院系和

专业抽调了长期从事国际学生培养工作的专家组建了奖学金遴选专家委员会，以加强学校

对奖学金候选人遴选工作的监督。

为规范学校与教育咨询机构的合作，我校制定了《华中科技大学国际教育学院招生中

介（个人）合作管理规定》，严格规范各类招生宣传中介的选拔、合作、评估和监督。为规范

自费生的招生录取，我校还制定了《华中科技大学国际教育学院关于外国来华留学人员签

证申请表（ＪＷ２０２表）的使用管理规定》，强化对自费学生招生工作的过程监督，明确了
ＪＷ２０２表的保管、使用审批、登记、备案和核销每个环节的管理，确保了签证申请表发放规范
有序。

通过以上措施，我校强化了对国际学生招生工作的监督。

（二）强化对国际学生培养和管理工作的监督

我校建立了国际学生满意度定期调查制度。就国际学生对院系招生咨询、入学服务、教

学培养质量、教学科研保障条件、管理和服务质量的满意度情况委托第三方机构独立开展调

查和研究。调查结果向院系主要领导公布，并在一定范围内通报。

我校还开展国际学生对院系英文网站情况满意度调查，委托国际学生团队对院系的英

文网站建设情况进行评估，主要评估院系导师信息、培养计划、课程信息、教学科研信息、学

生活动信息是否完善，以促进招收和培养国际学生的院系提升国际学生服务水平。

我校实施的满意度调查结果与院系国际学生招生指标、奖学金名额、奖励资助甚至是国

际学生经费挂钩。对教育管理质量差、学生满意度不高的院系，我校通过限制招生、停止招

生、不予评优、不予基地建设等措施进行惩戒，有效督促了院系改进工作。

我校以国际学生的切身感受和满意度为出发点进行制度设计，通过第三方机构客观评

估的方式，实现了学校对院系国际学生培养和管理工作的有效监督，提升了国际学生培养和

管理工作质量。

《办法》印发实施以来，全国各地方和各高等学校都在认真贯彻执行文件要求，各类配

套措施和规定已经出台或正在制定当中。高等学校应当将“提质增效、内涵发展”作为学校

来华留学教育发展的指导思想，认真领会《办法》的精神，做好顶层设计，制定好配套文件和

措施，推动来华留学工作的规范管理和高质量发展。

参考文献：

［１］　李滔：《中华南学教育史录———１９４９年以后》，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８７２－８７６页．
［２］　中国高教学会外国留学生教育管理分会：《来华留学教育研究（２０１４）》，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４

年５月，第４页．
［３］　中国教育在线：《全国来华留学管理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２０１６年１０月３１日，ｈｔｔｐ：／／ｗｗｗｅｄｕｃｎ／

ｅｄｕ／ｇｕｏ＿ｊｉ＿ｈｅ＿ｚｕｏ／ｄｏｎｇ＿ｔａｉ／２０１６１０／ｔ２０１６１０３１＿１４６３５０４ｓｈｔｍｌ．

（作者赵晓峰，系华中科技大学国际教育学院副院长；兰行行，系华中科技大学国际教

育学院来华留学办公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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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趋同化管理下的国际学生辅导员工作
———以复旦大学为例

复旦大学　丁洁　邓海兵　庄稼

２０１７年出台的《学校招收和培养国际学生管理办法》（教育部４２号令）第二十五条指
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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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４２号令要求，复旦大学结合趋同化管理的特点，设置了具有我校特色的国际学生
辅导员岗位，初步形成扎根院系、学工发展、留管考核“三位一体”的国际学生辅导员工作体

系，保证国际学生辅导员工作有条件、干事有平台、待遇有保障、发展有空间。

一、工作现状

多年以来，我校按照与中国学生趋同化管理的模式来开展国际学生的学生管理工作，学

生工作部以及研究生工作部下属的学生辅导员分别承担了所在院系班级的学历生日常学生

管理工作。而进修生目前由于来源多样，学制长短不一，授课内容和授课语言不一，在学生

管理上比较多元化。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第一类 在国际文化交流学院学习的各类进修生。目前主要由国际文化交流学院管理，

其主要的管理人员为各个班级的班主任以及学院层面设立的学生工作干事。

第二类 依据校际交流和院系国际交流协议来我校各院系学习的进修生。这类学生大

多数是按照不同项目单独开班上课，授课语言不少是英语授课，在学生管理上大多数是由各

个项目的负责带班老师承担学生管理事务。在目前全校每年上千人次的国际学生短期办班

的教学班级，也是由沿袭了带班老师或者项目主管承担国际学生辅导员工作的模式。

第三类 跟班学习的旁听课程的专业进修生，旁听本科层面课程的普通进修生和旁听研

究生层面的高级进修生和研究学者。对于这些学生之前在学生管理上相对较为薄弱。各院

系在对于这类学生的学生管理上更加多元化或者有脱节的现象，有的院系由国际学生秘书

来管理，有的院系是教务员或者研究生秘书或者外事秘书管理。

从学校实际情况和工作效果来看，现有专兼职结合的管理队伍能够保证日常工作的正

常开展，但在新形势下应对国际学生工作中的痛点、难点、盲点方面还有待进一步提升。

中外学生的思想和国情教育方式存在很大的不同，在新形势下，国际学生辅导员应做好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讲好中国故事，引导国际学生正确认识世界和中国发展大势，正

确认识中国特色和国际比较。

因此，作为国际学生辅导员，必须掌握相关政策方针，政治立场坚定，同时拓宽国际化视

野，熟悉外事工作常识，善于抓住国内外的热点焦点问题，真心实意地关心和爱护国际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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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实践探索

目前，已有不少高校已设立了专职国际学生辅导员岗位，我校在调研基础上，也确定了

复旦大学国际学生辅导员的工作机制。

１人员招聘

２０１８年初，根据国际学生辅导员基本条件要求和实际岗位需要，通过组织推荐和公开
招聘相结合的方式，在学工部、研工部、人事处、外国留学生工作处等相关部门共同参与配合

下，经过笔试、面试、公示等相关程序选拔了四名国际学生辅导员。

４人纳入我校专职辅导员编制，职务职级享受“双线”晋升待遇，这就为国际学生辅导员
提供了重要的激励保障机制。２０１８年７月，４人正式上岗后，接受学工部、研工部、外国留学
生工作处的“双线”业务指导和培训。

２分工安排

外国留学生工作处根据他们所属院系的特点，在立足具体院系负责带班的基础上，提出

了更高的要求：即分片管理，打通院系壁垒，以点带面掌握所属片区的国际学生情况。

４名辅导员中，１名国际学生辅导员岗位设在国际文化交流学院，其负责的学院本科生
均为国际学生，同时覆盖本部校区其他院系；其他３名国际学生辅导员分布在枫林、张江、江
湾三个分校区，在工作中做到中外兼顾，融会贯通。

３主要职责

（１）思想文化教育和价值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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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国际学生尽快熟悉和适应学习、生活环境；尊重国际学生的民族习俗

和宗教信仰，掌握国际学生的思想动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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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针对性地帮助国际学生处理好思想认识、价值取向、学习生活、择业交友等方

面的具体问题。

（２）学风建设

熟悉了解国际学生所学专业的基本情况，激发国际学生的学习兴趣，引导国际学生养成

良好的学习习惯，掌握正确的学习方法。指导国际学生开展课外科技学术实践活动，营造浓

厚学习氛围。

（３）国际学生日常事务管理

包括入学教育、毕业生教育及相关管理和服务工作、各类奖学金、助学金评选、协助指导

国际学生各类证照事务；

鼓励国际学生参加有益于身心健康的文体活动、正确建立和指导国际学生和国际学生

联谊团体开展活动，促进中外学生和谐相处、互帮互助；

协助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对国际学生心理问题进行初步排查和疏导，组织开展心理健康

知识普及宣传活动，培育国际学生理性平和、乐观向上的健康心态；

配合处理各类国际学生突发事件。

（４）就业创业指导

根据国家政策，为国际学生提供科学的职业生涯规划和就业指导以及相关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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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工作机制

半年多以来，在外国留学生工作处的指导下，国际学生辅导员以每两周一次的例会为抓

手，逐渐形成以“问题为导向”的“国际学生辅导员工作坊”，定期讨论，开展工作创新。

（１）聚焦重点问题，寻求突破

由于我校实行中外学生同堂听课，国际学生学业成为关注的焦点。在外国留学生工作

处的指导下，通过选取重点院系为突破口，整合校内资源，由国际学生辅导员负责开展学业

问卷调查、定制帮扶方案，培养高素质国际人才。

同时，辅导员还梳理了各大高校国际学生教育管理的最新成果，对面临的问题提出解决

方案。从国际学生工作理念、培养目标、管理方式等方面，提出建设性方案。

（２）以“绣花”的功夫开展“精细化管理”

许多中国学生已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对于初来乍到的国际学生而言十分陌生。国际学

生辅导员针对国际学生咨询的常见问题，整理出详细的校园生活小贴士。例如，以图文并茂

并标注的形式一步一步讲解诸如如何进行银行卡关联及校园卡绑定等操作，希望能以清晰

的解释帮助国际学生减少来回奔波的时间，避免由于食堂工作窗口工作时间限制而无法充

值的情况，这份贴士在国际学生中受到了广泛关注。

（３）促进中外交流，营造多元文化的和谐氛围

校园的多元文化互动有助于消除隔阂、促进多元文明间的对话。２０１８年１０月，我校举
办了“ＭｙＩｍ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ＭｙＳｈａｎｇｈａｉ上海印象”上海高校国际学生纪念改革开放４０周年演讲
比赛的筹备组织工作。在工作中，国际学生辅导员担任协调人参与全程筹备工作，与校内外

国际选手开展联系。

各国选手从政治、文化、经济、社会、生态、医学、教育等领域进行阐述，提供了在本国无

法实现或者获得的信息、思考方式，培养世界眼光和前瞻意识，设身处地地从最大的发展中

国家的角度思考问题，培养青年一代的跨文化交际能力。

三、今后展望

目前我校的做法仍处在“摸着石头过河”阶段，国际学生辅导员因涉及多部门多院系，

今后在工作中还需要进一步磨合以形成良好的互动。

此外，辅导员队伍也比较年轻，需要在国际学生特殊性政策上接受更多针对性地指导和

培训，充分发挥和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帮助他们在工作中进行思考和总结并形成各自的研究

方向，为新时期国际学生的管理和服务做出贡献。

参考文献：

［１］　贾兆义，赵立英国际学生专职辅导员队伍建设的思考［Ｊ］宁波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２０１８，４０
（３）：９３－９７．

［２］　鲁烨国际化与本土化：留学生辅导员职业素养及其建构［Ｊ］黑龙江高教研究，２０１５，（４）：８３－８５．
［３］　游梦佳来华留学生辅导员职业能力及提升研究［Ｊ］科教导刊，２０１６，（１７）：１５８－１５９．
［４］　赵晓兰，鲁烨国际化视域下留学生辅导员培育的困境与突破［Ｊ］江苏高教，２０１４，（２）：１０５－

１０６，１４２．
［５］　郑春龙国际学生辅导员队伍建设若干思考［Ｊ］宁波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２０１６，３８（５）：７０

－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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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华留学生课堂教学中的跨文化教学研究综述

华南理工大学　刘梅　刘程

摘 要：由于不同国家文化背景的差异，来华留学生在进行跨文化交流与互动时可能会

存在某些问题，比如环境问题、学习问题、生活问题等。这些跨文化问题会成为留学生学习

和生活上的阻碍，甚至产生文化冲突问题。那么，跨文化教学在留学生课堂教学中显得尤为

重要。实际上，很多高校在留学生课堂教学中都会进行多元开放的文化教育，这也是学界研

究的关注点。

文章通过检索中国知网以及期刊《外国留学生工作研究》上有关留学生中国文化教育

的文献，并进行文献梳理和分析，发现来华留学生课堂教学中的跨文化教学研究可分为来华

留学生自身的跨文化能力研究、来华留学生的教学内容研究及来华留学生跨文化教学体系

研究三个方面。

一、来华留学生课堂教学中的跨文化教学研究现状

（一）文献统计

１期刊

以“跨文化”并含“留学生”为“篇名”，并且以“教学”为篇名在中国知网上进行期刊搜

索，截止２０１９年５月３１日，共得到２２条记录，剔除其中的２篇与主题无关的论文，实际为
２０篇论文。另外，通过对期刊《外国留学生工作研究》２０１４年第１期至２０１９年第１期的论
文进行阅读，得到２０篇与主题相关的论文。因此，共得到４０篇有效论文。对论文进行数据
统计，情况如下：

年份 论文数量

２００７ １

２０１０ １

２０１１ ２

２０１２ １

２０１３ １

２０１４ ５

２０１５ ７

２０１６ ９

２０１７ ７

２０１８ ３

２０１９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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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书籍

笔者在中国国家图书馆网站（ｈｔｔｐ：／／ｗｗｗｎｌｃｃｎ／）以“来华留学生跨文化”为关键词进
行搜索，经筛选后，得到一本与主题相关的专著《来华留学生跨文化语言社会化研究》。

《来华留学生跨文化语言社会化研究》一书将语言社会化和跨文化交际学理论相结合，

并采用定性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以北京高校在校留学生为研究对象，分析影响学习者语

言文化习得的社会文化因素和主体因素，考察来华留学生与中国人进行跨文化交际时出现

的问题、产生的原因、表现形式及后果，从而为我国对外汉语教学推广提供过思考和

借鉴［１］。

（二）内容分析

１从来华留学生自身的跨文化能力来看，有关来华留学生课堂教学中的跨文化教育研
究包括跨文化意识研究、跨文化交际能力研究、跨文化适应能力研究等几个方面。

关于来华留学生跨文化意识研究，郭婉莹等（２０１６）以来华短期留学生为研究对象，认
为在教学中应把握来华短期留学生的跨文化意识心理，将跨文化意识融入到教学环节中，能

够使其更好地融入跨文化交际圈。

在课堂教学中，教学模式的选择要依据学生来源，教学方法应侧重交际性语言教学，课

堂互动模式要创新。同时，还要通过课外活动拓展跨文化意识教育。将课堂课外的跨文化

意识教育相结合，使其适应在华的学习和生活，有效地在跨文化沟通中习得汉语［２］。

同样地，赵一凡（２０１６）也认为跨文化意识教育有助于留学生理解汉语和和提升交际能
力，应根据不同课程的特点在教学中利用文化推广、文化渗透、文化分析、文化体验等教学方

式培养留学生的跨文化意识，提高学生跨文化思考的能力［３］。

关于来华留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研究，侧重于探讨其在留学生课堂教学中的应用问题。

王丽飞（２００７）以俄罗斯留学生为例，探讨了跨文化交际能力在留学生课堂教学中的应用问
题，具体来说，针对留学生在中国求学经历的四个阶段，提出在教学中应将跨文化交际能力

的应用区别开来，以便进行有针对性地跨文化教学，达到预期的教学效果［４］。

朱俊华（２０１７）通过对辽宁省来华留学生进行跨文化交际能力的问卷调查发现，留学生
跨文化交际能力存在性别、年龄、国别等方面的差异，且其语言水平也会影响留学生跨文化

交际能力。针对留学生这一跨文化交际能力状况，作者提出对外汉语教学需要加强汉语技

能训练、开展深层次的文化体验活动以及加强个别指导三点建议，以增强留学生的跨文化交

际能力［５］。

关于来华留学生跨文化适应能力研究，戴蓉（２０１８）以上海高校“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来
华留学生为研究对象，通过问卷调查发现汉语水平、来华时间、来华前的出国经历、来华学习

的目的和动因等个体因素以及高校的教学质量、社会支持等社会环境因素对对留学生的文

化适应水平具有显著影响，据此提出提高上海高校“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来华留学生文化适

应水平的策略，包括：第一，制定高校留学生培养标准，完善高校留学生管理制度；第二，提高

留学生培养质量；第三，提供切实有效的社会支持［６］。

杨恬（２０１３）采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法，对在华留学生跨文化适应现状、汉语教学
与跨文化适应的关系等方面进行调查，结果发现文化背景与汉语水平的差异会影响学生对

汉文化的适应性。据此对汉语教学提出建议：针对不同级别的学生采取不同的课堂教学模

式，以增强留学生跨文化适应能力［７］。

２从来华留学生的教学内容来看，包括留学生汉语教学、写作教学和翻译教学三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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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

关于留学生汉语教学研究，尹冠儒、牛力（２０１６）从文化差异视角出发探讨如何进行汉
语教学。他认为文化差异对对外汉语教学既有积极影响也有消极影响，为避免消极影响，在

对外汉语教学中，必须充分接受并且尊重汉语学习者的文化背景，汉语教师要渗透中国文化

教育、帮助学习者克服文化不适感、排除文化障碍［８］。

而宋丹（２０１７）从跨文化视角解析对外汉语教学的重要性，由于留学生在跨文化环境中
存在着语言障碍，而对外汉语教学不仅能帮助留学生解决语言问题，而且还能让他们了解中

国文化与母国文化的差异。对外汉语教学充当了不同文化沟通的桥梁［９］。

关于留学生写作教学研究，唐蕾（２０１０）以越南留学生为研究对象，实际考察对越南留
学生汉语写作教学的情况，发现由于教与学双方文化背景的差异，留学生在汉语写作中会遇

到跨语境、跨文化等方面的问题，即存在标点符号、汉字、词汇、语法、表达习惯等方面的使用

问题。针对以上问题，作者提出教师在课堂写作教学中允许学生模仿范文句式、跟随目的语

母语表达思维，并遵循精讲多练、循序渐渐的原则。此外，教师要尊重学生的文化差异，培养

学生对目的语文化的认同［１０］。

关于留学生翻译教学研究，陶燕（２０１４）以东盟留学生为研究对象，分析课堂翻译教学
中对中国文化与东盟文化的比较以及中国文化的导入情况，发现课堂翻译教学中重视对文

化的比较有助于促进他们的跨文化适应。因此，在翻译课堂中，教师可通过比较东南亚文化

和中国文化差异，使学生更深刻地理解中国和东南亚文化的差异，提高留学生跨文化

能力［１１］。

３从来华留学生跨文化教学体系来看，包括对教师、教材、教法的探讨，课程体系研究
和跨文化教学策略研究等。

关于关于教师、教材、教法的探讨，何沙玮（２０１７）认为留学生来自不同的文化背景，教
师应在跨文化交际背景下组织课堂教学。首先，教师要使用符合低语境文化要求的语言；其

次，要结合教学内容开展互动教学；第三，教师在课堂上要注意体现低语境文化语言；最后，

鼓励学生多提问，使学生在课堂讨论中受到启发［１２］。

魏丽丽（２０１２）以日本留学生为例，针对日本留学生在语言和非语言方面在课堂学习中
存在的跨文化障碍，提出相应的解决策略。第一，教材内容应渗透中国文化因素；第二，教师

要对具有文化背景的教材内容进行说明，帮助学生理解中西文化差异；第三，进行场景化教

学，帮助学生纠正语用错误，还要通过课外活动的方式对课堂教学进行补充［１３］。

关于课程教学研究，詹颂（２０１４）以 ＭＴＣＳＯＬ留学生为研究对象，探讨其跨文化交际课
程教学问题，指出确定跨文化交际课程的教学原则与侧重点应考虑学生实际情况。第一，理

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相结合，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第二，立足于语言教学，分析语言上的跨

文化交际障碍。第三，针对实际的教学和研究工作进行课程设计，兼顾实用性和学术性［１４］。

谭旭虎（２０１４）指出来华留学生规模不断壮大且留学类别日益多元化，而针对留学生的
跨文化交际课程很少，因此迫切需要开设针对来华留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课程。在课程内容

设计方面，要融入目的语交际文化内容，了解目的国实际发展情况；在课程教学方法方面，采

取由简入繁、从浅至深的教学策略，增加体验式教学比重以及综合运用科技手段、营建多层

次多终端教学平台［１５］。

关于跨文化教学策略研究，包括情感教育策略、德育教育策略、跨文化管理策略等。马

彬彬（２０１４）认为对外汉语教学也需要对留学生开展情感教育，跨文化下的情感教育能够帮
３８



助留学生融入新的文化环境。在课堂教学方面，关键要建设一支“以学生为本”的教育管理

团队，同时对外汉语和专业教师队伍要努力提高自身的业务和服务水平［１６］。

此外，在课堂教学中还可因材施教，激发留学生学习动力（张秋红、陈鹤，２０１１）［１７］。卢江滨、
黄伟（２０１５）认为目前来华留学生德育教育存在异国文化冲突、教育管理不够规范、中外教学周期
的差异、中外教学方式的差异等问题，所以在来华留学生德育教育中要注重跨文化模式的课堂教

学，教师要将德育渗透在知识教学中，不断地改进教学方法，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１８］。

梁少雄（２０１５）以中亚留学生为研究对象，认为中亚留学生跨文化管理中存在课堂秩序
差、课堂文化冲突等问题，因此，在课堂教学方面可完善中亚留学生管理规章制度、强化中亚

留学生纪律意识，并进行小班教学、建立师生交流平台、开展交互式学习方式 ，以加强中亚

留学生的跨文化管理［１９］。

二、来华留学生课堂教学中的跨文化教学研究评述

综上所述，有关来华留学生课堂教学中的跨文化教学研究成果十分丰富，且研究者的侧

重点不同。

（一）研究优势

１从研究角度上看，不仅有从留学生教学的角度探讨留学生跨文化教育问题的研究，
也有从留学生在跨文化课堂上汉语和文化习得的角度来探讨留学生跨文化教育问题的研

究，将来华留学生在课堂上的实际学习情况考虑在内的研究，更有利于留学生教育事业的发

展和进步。

２从研究主题和内容上看，对留学生跨文化教学的跨文化意识、跨文化交际能力、跨文
化适应等方面的教育研究较多，这与留学生来华以后的跨文化必经阶段密切相关。通过对

留学生来华以后的跨文化能力研究，了解他们在华的生活情况，根据相关情况可以开展更具

有针对性的跨文化教学。

３从研究方法上看，案例研究层出不穷，这与目前留学生教育的研究团队自身情况有
关，多数研究者研究自身所在高校留学生跨文化教学情况，是根据一定的实践经验展开

的研究，有利于提升特定高校的留学生课堂教学的跨文化教学水平，同时为其他高校提供借

鉴和思考。

（二）研究不足

１重复性的经验总结类研究较多，主观性较强，研究成果不具有科学性和权威性，无法
为后续研究提供可靠的研究支撑。

２研究所使用的方法和理论不足。一方面，研究使用的方法较为单一，多数为问卷调
查法与案例分析法。另一方面，研究所使用的相关学科理论较少，只有少数文献使用了跨文

化交际或跨文化适应理论。

３单一的文化差异陈述性研究多，不同文化背景的比较研究少。多数论文在进行留学
生跨文化课堂教学研究时，只是简单陈述文化差异是影响教学的因素，但很少专门将留学生

母国文化与中国文化进行比较的研究。

三、来华留学生课堂教学中的跨文化教学研究方向

跨文化能力是留学生来华生活和学习的必备条件，而考虑到留学生的文化背景以及在

异国文化中的实际情况的研究才能真正为留学生跨文化教育提供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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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重视中国文化与留学生母国文化的比较研究，更为具体地研究这种文化差异对来

华留学生造成的影响，以便针对来华留学生在异质文化中的具体表现采取更有效的课堂跨

文化教学策略。

第二，强化理论与方法的应用，不仅要加强对跨文化理论的应用，还应借鉴和使用更多

的研究方法，在相关理论和方法的指导下，逐渐探索这一领域的研究特色与重点。

第三，在研究角度上，关注来华留学生课堂跨文化教学的教学评价和教学反馈，可据此

反思并改进跨文化教学情况，提升教学质量，实现特定的教学目标。

总之，将来华留学生课堂跨文化教学放在来华留学生教育的体系之中，促进来华留学生

教育工作的顺利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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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４（Ｓ１）：１７３－１７５．
［１５］　谭旭虎．来华留学生跨文化交际课程教学探索［Ｊ］．黑龙江高教研究，２０１４（０７）：４－６．
［１６］　马彬彬．浅析跨文化环境中来华留学生情感教育对策［Ｊ］．外国留学生工作研究，２０１４（０１）：５９－６２．
［１７］　张秋红，陈鹤．从外国留学生跨文化心理适应角度谈高校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情感教育［Ｊ］．长春工

业大学学报（高教研究版），２０１１（０２）：６５－６７．
［１８］　卢江滨，黄伟．关于来华留学生德育教育的思考［Ｊ］．外国留学生工作研究，２０１５（０４）：８６－８９．
［１９］　梁少雄．中亚留学生跨文化管理策略初探［Ｊ］．外国留学生工作研究，２０１５（０４）：３０－３４．

基金项目：“国际学生中国国情教育情况调研”重大委托专项项目（教外司留［２０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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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梅，女，系华南理工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研究生；刘程，系华南理工大学国际教

育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副院长。）

５８



外军军事留学生培养现状、特点及启示

陆军炮兵防空兵学院　柏绪安

进入到二十一世纪以来，国际环境虽然总体趋向缓和，但也隐藏着多重风险，经济发展

迟滞、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盛行、国际冲突和民族矛盾不断，多方势力暗中角逐，国际军事教

育合作与竞争呈现多极化发展趋势。

美国利用其军事强国的领导地位，继续维持对外军事培训规模和质量，以强化与盟友之

间的军事合作和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文化价值观渗透，并且为其海外军事行动提供支持和

帮助；

俄罗斯以“新面貌改革”为契机，重组了初、中、高级军事院校培养架构，优化了军事留

学生培养课程体系；

以圣西尔军校为代表的法军院校对外军事培训开展历时悠久，实践经验丰富，其课程深

度开放、内外混编合训、社会化服务和保障优势明显，对欧洲、中东、尤其是非洲法语国家军

事留学生的培养独树一帜。

笔者试图在客观描述美国、俄国和法国对外军事培训尤其是学历教育阶段军事留学生

培养现状的基础上，进行比较分析，总结经验教训，概括特点规律，从而为我军院校军事留学

生的培养提供一定借鉴。

一、外军军事留学生培养的现状（以美、法、俄为例）

（一）美国培养外国军事留学生的主要做法

美军把培训外国军事人员列入国际军事教育与训练项目，并作为安全援助的一个组成

部分。美国２００５年、２００６年、２０１０年、２０１５年《国防安全战略》中持续强调：“美国必须继续

充当领袖角色”“为维持美国对世界的领导，应进行对外军事援助和国际军事教育与训练”。

１招生与录取方面

美国国防部下属的五所军事院校可以招收学历教育阶段外国军事留学生，分别是：陆军

西点军校、安纳波利斯海校、多斯普林斯空军学校、海岸警卫队学校和美国商船学院。招生

比例约占学员总数１％，录取淘汰率约为７０％～８０％，学员主要来自于全球与美国战略利益

攸关的国家和地区，例如中国台湾、格鲁吉亚、乍得等。学员入学前应得到本国政府部门的

推荐，通过托福或者学业能力评估测试。

２培养方式方面

除核心保密课程外，大部分军事留学生同美国学员共同上课，接受军事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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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课程设置方面

主要接受的是军官任命前教育内容，即“军官基础领导力课程Ａ阶段（ＢＯＬＣ－Ａ）”，属

于军事培训中的基础课程，包括科学文化、军事教育和体育课程三个方面：

科学文化课程主要包括数学科学、工程机械、信息技术、人文与社会科学等；军事课程包

括理论课程和野外训练两个部分，野外训练安排在每年夏季举行，训练科目包括徒步行军、

射击训练、近战战术、联合作战、飞行或航行、见习指挥训练等；体育课程主要包括理论课程

和竞技体育，有拳击、格斗、游泳、终身性运动等内容。

另外，军事留学生每年还有大量参观见学和社会实践机会，包括参与技术实验室研究、

军事行动计划、医务实习、社区服务，以及免费参观社交媒体、学校、政府、议会、北约组织机

构等。

４考核评价方面

美军院校将军事留学生定位为受援国未来潜在的国家或军队领导人，因此严格控制其

培养质量，尤其是军事教育的主流班次，对受训人员级别、个人经历、发展潜力、语言水平都

有严格要求，在入学要求、升级考核、毕业鉴定等方面与美国本国军人完全一致。

（二）法国培养外国军事留学生的主要做法

法国对外军事培训开展历时悠久，实践经验丰富，法军院校每年接收３５００多名来自７０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军事留学生，学历教育阶段军事留学生约占１０％，其中２６％是来自非洲

国家，６６％来自中东地区，亚洲和欧洲各占４％。

根据北约成员国军事培训交流协议以及欧盟高等教育博洛尼亚进程，法军院校需接受

部分美国、英国、德国、意大利等国海外实习的生长军官留学生。近些年来，法军院校还招收

了一些中东欧国家和俄罗斯等独联体国家的军事学员。

１课程设置方面

法军院校将课程区分为开放课程和保密课程，军事留学生只能选择开放课程，主要包括

学术、军事和体育等，可以与法军学员同堂听课，学习、询问、查阅权限与法军学员等同。学

术培养主要有：工程技术、政治科学、材料科学、经济管理等；

军事培养主要围绕军事基础训练展开，包括军事行为训练、作战任务训练、运动体能训

练和艰苦挫折训练４个方面，占用总训练时间的５７％左右。

军事行为训练主要涵盖单兵技能、条令知识、军人伦理与道德、教学指挥与训练等；作战

任务训练主要涵盖战斗射击、地形测量、情报、通讯、地雷、爆破、核危险感知、辐射、细菌学和

化学等。

运动体能训练主要涵盖耐力、水下能力、攀绳、通过障碍、力量（俯卧撑、腹肌运动、引体

向上）等，艰苦挫折训练主要涵盖突击、跳伞、丛林、山地等环境下的实习。

保密课程主要是情报和战略核力量等内容，不向军事留学生开放，如果军事留学生存在

违规和窃密行为，将面临严重的刑事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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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实践实习方面

军事留学生往往可以同法军学员一起参与实习，到部队实践，到实战装备上参观。例

如，陆军方向军事留学生可以申请到列装 ＶＢＣＩ轮式装甲车或者“勒克菜尔”主战坦克的作
战部队实习；空军方向军事留学生可以申请到列装法军最新型“阵风”战斗机的部队实习；

海军方向军事留学生可以申请到法军“戴高乐”号核动力航空母舰上实习。

针对军事留学生特殊性，法军院校还安排了一定课时量的参观见学，使军事留学生感受

法国美丽的自然风光和悠久的人文历史，以帮助他们更全面地了解法国。

３管理保障方面

法军院校军事留学生的管理实行开放式管理和社会化保障，每月除按照法国最低工资

标准发给学习和生活补贴外，不再负担其他开支。

军事留学生可以在校内集体食堂就餐，也可以选择在外就餐，可以在校内招待所或军官

宿合住宿，也可以在市内寻找寄宿家庭或者租房，费用自理。

（三）俄国培养外国军事留学生的主要做法

“新面貌”改革以来，俄罗斯对外军事培训工作归口到国防部国际军事合作总局下辖的

俄联邦国防部院校外军人员培训局负责组织实施。

１招生与录取方面

俄军院校招收的学历教育阶段军事留学生，主要以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塔吉克斯坦

等独联体国家、军事联盟国家以及国际合作伙伴国家学员为主。

培训的学校主要有军事医学院、军事财经大学、炮兵军事学院、防空兵军事学院、军事工

程学校、三防兵军事学院、军事通信学院、梁赞高等空降兵军事指挥学院等。

招收的外军学员多数为年龄１７～２１岁未服过兵役的高中毕业生或者年龄不超过２８岁
的现役军人，学制基本为４年。

２培养方式方面

俄军院校军事留学生的培养方式为混合编班、单独施训。每个院校都设有外训系，有单

独的图书馆和独立的学习、生活空间，与俄罗斯内训学员相区别。

３课程设置方面

军事留学生同俄罗斯本国学员学习的课程大体一致，主要专业有作战指挥、工程技术、

炮兵、防空兵、飞行、医学、通信等专业。课程分为共同课程（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工程技术

以及军事共同课程）和各院校专业课程。

军事留学生第１年学习预科，主要为俄语培训，后３年修完所有的课程，通过毕业论文
答辩，颁发“专业人员文凭”证，获得学士学位和本科学历。学习优秀者可以申请报考俄军

院校的研究生和副博士学位。

４安全保密方面

俄军院校非常重视保密工作，每名学生都配发专门的保密箱，凭借出入证和保密章领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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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教材和保密笔记本，教材和笔记本每页都有编号，防止撕毁和缺页，离开教学楼就要将

军事教材和保密笔记本锁在专用的保密箱内，并且交给专门的管理人员，再领回出入证件。

二、外军军事留学生培养的主要特点

通过比较美国、法国和俄国关于学历教育阶段军事留学生的主要做法，总结出当前外军

军事留学生培养呈现出如下的发展趋势和特点：

（一）传播本国文化价值观，输出软实力

美国为了达到培养潜在的符合美式价值观的受援国未来的国家或军队领导人的目的，

立法通过军事留学生必须进修包含人权、民主价值观、军队的民主控制和军队法制系统改革

等内容在内的课程，以传播美式价值观和民主制度。

法国军校要求，来到法国求学的军事留学生，必须通过对应级别的法语水平考试才能够

进入相关专业接受培训，否则就会遗返回国。法军院校还通过安排参观见学等课程，增加外

军学员对法国自然、经济、文化和历史的了解，使学员内心深处产生对法国的热爱、尊重与友

好的情感，从而充当国际友好联系交往的纽带和桥梁。

（二）实施混编合训，实践实习机会多

美国和法国军事院校都采取了外国军事留学生同本国学员共同上课、共同接受训练的

同班施训方式，俄国军事院校采取外国军事留学生单独编班、混编合训的方式。美、法、俄三

国军事院校都非常注重实践性教学。

美国和法国军校为军事留学生提供大量的参观见学、社会实践、装备参观、野外训练机

会，使其在实践中知识得到升华。

俄军课程设置无论是指挥院校，还是工程技术院校，都坚持战役战术训练与工程技术训

练相结合的方针，并进行分化单项课程教学，即按照讲演、练习、讨论、实验、实习等教学方

式，把单项课程分成多堂课，以同课异堂或者同课多堂的方式来进行实践性教学，并且俄军

院校教学保障场地和器材非常充分，最先进的武器摆进校园、炮弹实物摆进课堂，学院还经

常进行各科相关的教学实践和演习，不仅针对不同的授课对象，不定期地开展演习，同时还

有学院每年一度的毕业演习，会动用装甲车、直升机等。

（三）课程设置丰富，符合发展中国家的国情和特点

美军院校提供的技战术基础训练和提升课程与很多发展中国家的独特的标准相适应，

尤其是工程、医疗、宪警、运输、通信等通用技能方面，美军院校还提供大量关于国际关系、反

恐突击、维和维稳，镇压叛乱等方面的课程，以适应发展中国家培训需求。

俄罗斯军事院校在外训教学中特别注重“对症下药”，也就是根据学员来自不同国家、

不同地域的实际情况，有针对地开展教学活动。例如针对叙利亚学员，教员就会围绕叙利亚

及周边国家、中东范围内等预想作战环境等。

（四）深度开放与绝对保密相平衡

军事留学生的培养，属于军事外交的一部分，服务于国家总体外交和国家利益，有利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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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良好的国际关系和形成良好的发展环境，培养的上深度开放，既有利于保证教学质量，

提升国际声誉，也有利于深化互信，感受友好。

同时，也应直面保密工作带来的风险和挑战，从技术、法律、政策方面化解间谍、失泄密

等问题，达到深度开放和绝对保密相平衡。例如法国开放课程与保密课程设置泾渭分明，军

事留学生可以完全融入开放课程的学习，也能够对不能选择保密课程表示理解和尊重。军

事教员也能够对保密和非保密内容有明确的区分，避免讲浅了怕听不懂、讲深了怕泄密的

问题。

另外，美、俄、法等国在培养军事留学生时，非常注重军地交流，借助地方大学的优势资

源来培养学员，包括选修地方大学课程、请地方教授到军校做讲座等，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教

学水平和培养效果。

三、对我军院校军事留学生培养的若干启示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总体来说，我军院校军事留学生培养开展相对较晚，尤其是学历

教育阶段军事留学生，２０１１年才开始招收第一批学员，培养理念、培养方式方法、课程设置、

考核评价等有待提高和完善。

通过比较学习美国、法国和俄罗斯在外国军事留学生培养方面的相关经验，我们可以大

致总结出对外军事培训的一般做法和当前国际化发展的部分趋势，再结合我军特色，注入我

军优秀军事思想和中国文化等，走出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符合我国国家安全利益的对外军

事培训国际化发展道路，从而达到提高培养质量、扬我国威军威的目的。

（一）培养目标要综合考虑发展中国家培训需求，着眼未来发展需要

在国际军事教育竞争日趋激烈的情况下，针对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军事人力资源和未

来军官价值的争夺成为重点，美、法、俄分别借助于传统的军事联盟和强大的军事实力，划分

军事外交势力范围，拉拢利益攸关方选派优秀学员交流培训，扩大自身影响，形成外交优势，

为国际军事行动寻求理解和文持。

我国的学历教育阶段军事留学生，主要来自亚、非、拉等第三位世界发展中国家，其中，

亚洲国家学员占４０％～６０％，我军院校军事留学生的培养，应当综合考虑发展中国家的培
训需求，着眼未来发展需求，才能在激烈的国际军事人才竟争中拥有一席之地。

（二）培养方式上实施混编合训，试行内外学员共同上课、训练

实施混编合训，内外学员共同上课、训练是美、法等国家的通行做法。以内训学员为主，

将外军学员编入内训，在入学、升级考核和毕业鉴定方面同样要求，一方面体现了军事院校

内外一致、严格公平的培养标准，展现出自信开放的国际形象，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军事留学

生学习更加深入，与内训学员感情建立得更加密切。

目前，我军院虽然部分单位试行了同班施训，但学员积极性、课堂参与度不高，课堂标

准、考核成绩差别较大，无法达到较好的融合，质量不高。

实施同班施训，一是要优化培养模式的顶层设计，将外军留学生１年预科、３年本科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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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与内训融合式培养衔接起来，确定好同班施训的课程和内容，区分好保密与开放课程；二

是适当调整部分教学内容和考核标准，例如增加中国文化、中国国情军情、中国军事思想等

课程，调整政治理论类课程等，兼顾中外课程标准和难度的平衡；三是试点先行，逐步混编，

在军事留学生语言和文化相对适应之后，再进行相关课程的同班施训，保证教学效果。

（三）丰富课程设置，创新教学方法，注重实践性教学

美国、法国在课程模式上，以“必修课＋选修课”的模式为主，开设大量专门针对军事留

学生和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军事训练需求的的课程，例如政治科学、国际关系、伦理道德、民

主法治课等。

比较而言，我军院校为外国军事留学生提供的课程还不够丰富，课程设置相对固定、单

一，专门针对军事留学生的选修课数量不足，俱乐部、第二课堂等也参与较少，一定程度影响

了自主学习的积极性。

授课方式上，教员应改变传统的填鸭式教学，充分利用军事留学生年轻、思维活跃、创造

力强的特点，多使用讨论式、启发式教学，激发对中国文化和中国人民的友好情感；综合利用

野外驻训、装备操作、模拟演习、社会实习等机会，提高实践教学效果。

（四）注重深度开放和绝对保密相平衡

外事无小事，友好是主线，安全是底线。在深刻把握国际形势进行深度开放，推进友好

工作的同时，不应产生麻痹大意思想，尤其是外事一线工作人员，应时刻保持警惕，做到与时

俱进，密无疏漏，未雨绸缪。

首先是做好课程和教学内容的筛选过滤，层层把关，提高审批等级，做到核心秘密不开

放、不泄露；

二是完善审查程序和法规制度，对于违反规定、搜集情报、秘密的行为严肃处理；

三是应用先进技术，加强对智能手机、相机及其他终端设备的使用和管理，在军事课教

室、训练场、操作间等相关场所入口安装电子监测预警设备和手机保密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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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导师为核心的国际汉硕研究生
招生模式研究

———以大连理工大学为例

大连理工大学　杜芳　王松岩

一、来华留学教育事业发展态势良好

２０１７年，中国来华留学事业发展态势依旧良好，工作扎实稳步有序，来华国际学生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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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高层次高质量发展。

据教育部统计：２０１７年，共有４８９２万名国际学生在中国高等院校学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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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硕士和博士研究生
共计约７５８万人，比２０１６年增加１８６２％。来华留学规模持续扩大，我国已是亚洲的最大
留学目的国。

２０１７年，共有来自 １８０个国家的 ５８６万名中国政府奖学金生在华学习，占总数的
１１９７％。其中学历生５１６万人，占奖学金生总数的８８０２％，硕博研究生合计４０８万人，
占奖学金生总数的６９５７％，比２０１６年增加了２００６％。

值得关注的是，来华留学生的学科分布更加合理，学习文科类专业的学生数量仍排名首

位，占总人数的４８４５％；学习工科、管理、理科、艺术、农学的学生数量增长明显，同比增幅
均超过２０％［１］。

我们大连理工大学的国际学生教育始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截止目前，我校已经陆续接

收了来自１００多个国家的８０００多名国际学生来校学习。多年来，我校国际学生教育依托学
校雄厚的科学研究实力和优质的教育教学资源，逐渐形成了优质的国际学生学历教育和独

具特色的国际学生非学历教育体系。２０１２年，我校被辽宁省教育厅评定为“辽宁省来华留
学教育示范基地”。

我校已与３０个国家和地区的２０７所海外知名高校、科研机构建立了长期、稳定的校际
校所合作关系，学校有国际学生１４２２人。２０１８年成功申报汉语国际教育硕士点，致力于培
养适应新时代汉语国际推广和中国文化对外传播，并能胜任多种教学任务的高层次、应用

型、复合型、国际化专门人才。

二、选拔优秀硕博国际学生面临的问题

揽天下英才而育之，是接受国际硕博士高校的责任，由于时空和经济的局限，中国招收

国际学生，录取基本上按照国际惯例，不是面对面的面试，不是现场笔试，而是审核国际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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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以及网络面试。

为弥补国际研究生申报材料的不足，全面考察学生能力、有效甄选优秀人才、提高研究

生生源质量，是一个富有魅力而又迫切需要解决的课题。导师清楚自己所招收的学生应具

有熟练的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技能、良好的文化传播技能和跨文化交际能力。

通过完善的课程体系、高质量的教学内容、独具特色的研究方向和多样化的实践环节，

学生对于汉语国际传播有明确的自觉意识，学生的汉语和文化知识有提高的空间和潜力，具

有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技能和跨文化交际能力。

我校该专业招收汉语国际教育、汉语言文学、外国语言文学、新闻传播学及相关专业的

本科应届毕业生；具有学士学位或同等学力有志于从事汉语国际推广工作的各类人员；海外

具有同等资质的汉语教师或相关专业毕业生。

作为导师既要关注学生的专业知识理论背景，专业知识、论文水平高低、又要关注学生

写作水平及其他综合能力，不但具有较大的难度，而且要付出更多的辛苦和时间。人的精力

是有限的，花费大量的时间来选拔国际学生，势必影响到导师的教学与科研工作，导师积极

性会下降［２］。

我校目前选拔国际学生的过程如下（见图１）：

大连理工大学选拔留学生过程示意图

既然了解到了我校国际研究生选拔面临的困境，也就是说我们找到了病因，就能找到解

决办法。努力构建科学评价为核心 、沟通交流为桥梁 、师生认可为标志的，以导师为核心

的宣传选拔国际研究生模式。

三、完善以导师为核心的宣传选拔国际研究生模式

（一）制定导师宣传选拔优秀国际研究生工作量积分系统

１宣传方面

招收国际研究生属于市场行为，来华国际学生虽多，但竞争激烈。据统计，２０１７年，共

有来自２０４个国家和地区的各类外国留学人员在全国３１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９３５所高
等院校学习。

为了国际学生尽快找到硕博导师，国际学生导师应制定中英文网页，宣传自己的学术经

历、学术领域、学术成果、有无指导国际学生经验、本年度预计招收几人、公布招生信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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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国，尤其是到重点生源国进行学术交流时，可借学术交流及讲学之际，吸引国际学生

报考，也在学术会议上寻找和发现值得可培养的硕博生，推荐鼓励在读的国际留学生报考硕

博生。

宣传，这个关键步骤是导师招生意愿的集中反映。导师为此所花费的时间及相应支撑

材料上交学校，作为工作量积分依据。

２选拔方面

国际学生导师应仔细研读申请材料，根据学生信息，了解学生个人经历，对学生的 ＨＳＫ
水平、学习成绩和学习经历进行评定，判断其学术能力，根据申请书联系方式对学生进行视

频面试。

孔子学院奖学金生，各校会统一安排面试，自费生可以一起面试，也可以由导师自己面

试，（目前任何一位被录取的大连理工大学自费本科国际学生都经过了国际教育学院的面

试，此方法可行）硕博导师可根据其面试表现，判断其学术思维和学术潜力。这是导师招生

自主权的重要体现。导师为此所花费的时间及相应支撑材料上交学校，作为工作量积分

依据。

３到校前的沟通

要求国际硕博导师在国际学生录取后积极与其沟通，国际学生即将远离自己的祖国，面

对自己完全陌生的国度，会有很多疑难和困惑。作为国际留学生的硕博导师，可以向学生介

绍中国、城市、学校的详细信息：地理位置、气候特征、生活习惯、衣着服饰等等，面对国际学

生跨文化障碍，耐心解决文化习俗形成的历史与原因，指导国际学生进行行前准备，到校前

制定行之有效的研究计划。

这样可以使教师重思想见解，重因材施教，因势利导，实施启迪诱发式教育，关注外国

留学生的跨文化沟通障碍，及时解决他们面临的问题［３］。导师为此所花费的时间及相应支

撑材料上交学校，作为工作量积分依据。

（二）设置监督管理模式

１导师资格审查监督与管理

我校重视学历教育，视培养人才为核心工作，把师资队伍建设作为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

根本保证。我校通过国内培养、国外培养、四青人才外引计划等队伍建设环节，有效提升了

教师队伍国际交流和教育教学水平。

我校积极组织或参加国内外各类高校招聘活动，优先录用海外博士或具有海外留学工

作经历的青年教师，多次专门组团赴欧美及日本等教育发达国家进行人才招聘，每年新进教

师中具有海外博士或留学工作经历的人数逐年增加，高水平硕博导师队伍不断扩大。

我校要求各学部（系）成立教授评委会，对国际留学生导师该年招收国际学生资格进行

检查。导师科研能力、科研经费、国外生活与留学经历、语言水平、辅导留学生毕业设计业

绩，将做为硕博导师能否招生以及其招收名额的考量。

２导师从公平与优秀的角度选拔学生，学校要对其工作绩效给以考核

学部（院）设立学术监督委员会对国际硕博导师进行监督管理，一旦发现国际硕博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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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组织、实施宣传选拔程序上不够规范或违反招生规定现象，将给予处理，甚至取消其招生

名额，从而形成导师自我完善和约束机制，实现科学、公正地选拔优秀国际人才的改革目的。

３学院（部）教授评委会对导师的选拔国际留学生结果进行复审

各学部学院成立外国国际学生评审委员会，其成员由在国外工作留学至少一年以上的

教师组成。该评审委员会根据申请者的学习成绩、所在学校排名、中英文水平、科研能力、研

究计划、导师意见为本学部学院学生评定资格排序。

４终审与录取

国际教育学院和研究生院对各学部学院的录取学生及排序信息进行汇总和评审，由研

究生院和国际教育学院在国外工作留学至少一年以上的相关领导组成。最终评委会确定录

取名单，并上网公布。

以导师为核心的宣传选拔模式应做到程序合理，结果公正 ，评价透明，可以接受各方面

的监督。

（三）制定相关的政策

积分系统与监管模式都完成以后，就要制定相关政策。政策要在政策制定者、实际操作

者 、利益相关者间充分沟通交流 ，意见一致 形成共识 。

政策包括法理层面和操作层面。法理层面要求对以导师为核心的国际研究生宣传选拨

模式的定位和政策许可。操作层面主要指宣传与选拔规范，实际可操作性强，将宣传工作及

生源质量评价与导师的切身利益紧密的结合在一起。主要内容必含有以下几点：

１与导师资格挂钩

在宣传与选拔国际研究生生源中工作量不足者，停止导师招收国际留学生资格。宣传

与选拔工作量不足，自然难以找到优秀的国际留学生生源。

２与导师待遇挂钩

按学生招收选拨数目和导师积分情况，合理计算导师工作量。工作量应该转化成绩效，

绩效转化成货币。

３与导师招收名额挂钩

导师选拔出的学生应归该导师所有，在选拔招收国际研究生方面工作量大的老师，有奖

励名额。若超出名额太多，该导师可以自主决定将对自己宣传选拔的学生转让给哪一位

导师。

高质量的国际研究生生源质量是提高国际研究生培养质量的首要环节，高质量的国际

研究生生源选拔具有全局性重大意义。世界知名大学外国研究生占在校研究生的规模几乎

都达到２０％以上。我国教育部直属高校与世界知名大学在招收高层次国际留学生方面存
在巨大差距。

来华优秀的国际研究生的人数和学历层次，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国际化进程。国际上

一流的高水平大学都聚集着来自世界各国的精英。优秀的国际研究生来华带来世界各高校

先进的办学理念，各国的文化精华，这是我校宝贵的资源。教学相长，大规模高层次留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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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校学习，对提升我校师资水平，对加速国际化进程，将是最好的推动，选拔优秀国际研究生

应该是各高等学府孜孜以求的目标。

作为“２１１”、“９８５”和“双一流”建设重点大学，我校学国际学生工作目标明确，坚持以服
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为宗旨，深刻领会国家教育对外开放战略，将招收优秀国际学生工作确

定为学校国际化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培养知华友华，感恩爱校的国际学生为根本任务。

虽然提高国际研究生招生生源质量，面临国家来华留学政策、学校专业的排名、培养模

式是否与国际接轨、城市位置与繁华程度、学校软硬件是否完善等问题，但是完善以导师为

核心的宣传选拔模式绝对是其中不容忽视的一环。对此课题进行研究，非常有必要。

此举将有利于选拔到优秀的高层次国际研究生。相信完善以导师为核心的国际研究生

招生模式能够使中国的高等院校招收到“面向国家发展需要、适应当前中国发展战略和“一

带一路”战略规划、亲华友华爱华、具有国际视野、了解中国文化、掌握一定专业技能、未来

中国与世界友好合作的参与者和引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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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杜芳、孟秀丽、赵晓威、王松岩．“中国选拔国际研究生的困境及成因———以大连理工大学为例”《改

革与开放》２０１７（９）１２８－１２９．

［３］　杜芳、王松岩、陈宏俊．“牛津大学导师制及其对我国硕博外国留学生教学管理的启示”．《改革开

放》，２０１５（７）：１０７．

（基金项目：２０１８年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外国留学生教育管理分会科学研究课题。）
（作者杜芳，系大连理工大学国际教育学院副教授，院长助理、硕士生导师；王松岩，系

大连外国语大学汉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生教研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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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网络问卷的国际学生
来闽求学意愿调查报告

福州大学　赵新　林岚
福建工程学院　黄毅

根据教育部数据显示，２０１８年，共有来自１９６个国家和地区４０余万名各类来华留学人
员在华学习，涉及全国３１个省（区、市）的１００４所高等院校。来华留学人员人数超过１万人
的省市共有１０个，其中人数最多是的北京（８０７８６人），福建省位列第十名（１０３４０人）。相
较于前第六到九名省份，即广西（１５，２１７人）、四川（１３，９９０人）、黑龙江（１３，４２９人），陕西
（１２，９１９人），福建省来华留学人员总量还是偏少，具有较大的发展空间。

一、问卷调查背景与目的

福建省，简称“闽”，省会位于福州市。福建自古向海而生、向海而兴，是古代海上丝绸

之路的东方起点，当前正在积极打造“生态福建”、“清新福建”，稳步推进“２１世纪海上丝绸
之路”核心区建设，逐步形成了宽领域、多层次、全方位的高水平对外开放新格局，海陆空及

信息通道互联互通不断完善，中欧班列已通达亚欧１２国。
福州长乐国际机场通航城市已达９８个，开通航线１２４条，航班通达巴黎、纽约、悉尼、曼

谷、吉隆坡、大阪、东京、莫斯科等１６个国际热点城市；厦门航空已经搭建起从福建飞往中国
各省市及港澳台地区，辐射东南亚、东北亚，连接欧洲、北美洲、大洋洲的全覆盖航线网络，航

线延伸到１７７个国家和地区，航线目的地达１０７４个。
此外，欧洲２２个国家在福州设有签证中心；菲律宾、泰国、新加坡等三国在厦门设有领事馆。
福建省来华留学教育历史悠久，但新时代“留学福建”品牌有待进一步提升发展。目前

福建省高等教育接受的国际学生主要集中在厦门大学、华侨大学、福建师范大学等老牌高

校，其他地方高校在国际知名度、国际学生规模、国际学生培养质量、海外办学设点等方面与

老牌高校相比，还有比较大的差距。“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福建省来华留

学教育的新发展需要省内全体高校的共同努力，才能在数量和质量取得突破。

开展国际学生来闽求学意愿调查，可以为新兴高校提供振兴国际学生教育的切入点，帮

助他们有针对性地做好招生宣传工作，也有利于新兴高校设计适合本校办学特点的国际学

生培养项目，加强管理、提高培养质量。

二、问卷调查描述

此次问卷调查的对象：在福建省各类高等院校中学习、进修的学历生与非学历生，以下

统称为“国际学生”。问卷调查采用“问卷星”公司的标准问卷，通过各高校海外教育学院、

国际处等部门的留学生管理干部将网络链接推送给国际学生完成问卷，具有较强的针对性，

能够比较好地了解学生真实情况。

７９



由于网络调查的非强制性，截止２０１９年６月，收到网络答卷２０２人。为了弥补网络调
查人数的不足，以及进一步验证学生答案的真实性，课题组在福州大学海外教育学院内部开

展了一定数量的国际学生个别访谈，针对相关数据进行了对比。

本问卷分为５个部分：
１国际学生基本信息，包括国籍、性别、学生类别、是否奖学金生等。为了进一步了解

福建省对于东盟各国学生的入学吸引力，在“国籍”项目特别对东盟十国进行了细分。

２国际学生了解福建省高校的途径以及学生来闽求学的决定因素，包括：“来中国福建
省学习前，对福建省的大学是否了解？”“从何种渠道获得福建省的大学相关信息？”“你认为

在选择福建省的大学时，哪些方面的内容最吸引你？”等。

３国际学生对于奖学金与自费的态度，包括：“在来福建省求学前，你对哪个奖学金比
较了解？”“在自费的情况下，你愿意来福建省念什么专业？”“在自费的情况下，你愿意汉语

补习１－２年，然后进入专业学习吗？”等。
４国际学生来闽学习后的满意度以及获得感，包括：“你认为来福建省后，是否满意现

在的学习和生活？”“你认为在学习期间面临的最大困难是什么？”“你会向其他人推荐来福

建省留学吗？”等。

５国际学生是否推荐其他人来闽学习与未来工作安排，包括：“你认为以下哪项能吸引
更多的国际学生来福建省留学？”“如果顺利毕业，你更愿意留在中国继续就业还是回国就

业？”等。

三、调查问卷数据分析

１从参加此次问卷调查的国际学生基本信息看，在福建省学习的国际学生以亚洲为多，仅来
自东盟十国的国际学生就占到了５６４４％。从学历生与非学历生比例看，学历生比例非常高，达
到了９１％。这有可能是由于在调查的时间段内，非学历生参与比较少的情况，需要进一步分析。
２从国际学生对福建省大学的了解来看，非常了解的仅占６９３％，有超过三分之一的国际学

生“完全不了解”福建省的大学，近一半的国际学生处于“有了解，但很少”的状态（见下方图一）。

图一：来中国福建省学习之前，对福建省的大学是否了解？

在问及“从何种渠道获得福建省的大学相关信息？”，数据体现出两个主要的渠道：一是

网络（３９６％）；二是其他人的推荐（４０１％）。而通常认为比较有效，也开展比较多的教育
展或者影视节目等并未获得较高支持（见下方图二）。

以上数据表明，在对外宣传的过程中，网络宣传和重点人士的推荐是比较重要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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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加以重视。

３从国际学生如何选择来华留学地区和学校来看，调查数据体现出国际学生不仅关心
留学的院校，也很关心留学区域：即先选定留学区域，再综合考量专业（６２８７％）、奖学金
（２６２４％）等因素，选择该地区的某一学校入学。

图二：从何种渠道获得福建省的大学相关信息？

在这一过程中，学生普通更愿意自己进行选择（有５１４９％学生选“自己的决定”）。可
以看出，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各国教育信息在全球流动，国际学生可以通过网络便捷地了

解留学目标国的相关信息，综合考虑以后做出自己的决定（见下方图三、四、五）。

值得一提的是，我们通常比较关注的“大学的综合办学实力以及国际国内排名”支持度

不高，这可能与福建省世界排名靠前的大学数量不多有关。

４从奖学金生与自费生方面来看，奖学金生比例很高，达到了９０５９％，自费生仅占
９４１％，不到十分之一。从对奖学金的了解程度来看，国际学生对中国政府奖学金了解程度
最高（５１４９％），对福建省政府奖学金与各大学奖学金的了解程度都不高，有五分之一的学
生不了解各项奖学金。

图三：与中国其他省份（如北京、上海）相比，福建省的大学最能吸引你来留学的原因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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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四：在选择福建省的大学的时候，哪些方面的内容最吸引你？

图五：对来福建省留学的决定性因素是什么？

可以看出，目前各类奖学金是扩大来华国际学生规模重要影响因素，但国际学生对各类

奖学金的了解程度差异比较大，国际学生首选是中国政府奖学金，这可能与奖学金额度比较

高有关。

但有意思的是，当被问及“你是否愿意完全自费来福建省学习？”时，国际学生反应出现

了分化：“不愿意”占４３５６％；“愿意，但能资助一些更好”占４５０５％；如果“愿意，但能资助
一些更好””加上“只要学校好，完全愿意”占到了５６４５％，高出“不愿意”近１３个百分点
（见下方图六）。

课题组认为，这貌似矛盾的数据初步表明，各项奖学金虽然对国际学生来福建省留学起

到了巨大吸引、推动作用，但国际学生在渴望一定的奖学金资助的基础上，也有考量其他因

素，比如“学校好”等综合因素。

５为了进一步了解国际学生对于专业学习和汉语补习之间的关系的看法，问卷设计了
一个问题：“在自费的情况下，你愿意汉语补习１－２年，然后进入专业学习吗？”国际学生的
意愿分布比较平均，既有“不愿意”，也有“如果有奖学金，愿意”，也有“只要是自己喜欢的专

业，愿意”等，这说明国际学生还是有一定的自主性，根据自己的情况综合判断做出留学选

择。（见下方图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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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六：你是否愿意完全自费来福建省学习？

图七：在自费的情况下，你愿意汉语补习１－２年，然后进入专业学习吗？

６从学生来闽学习后满意度来看，近三分之一的国际学生表示“非常满意”
（２８７１％）；超过半数的国际学生表示“满意，可以接受”（５１９８％）；如果以上两者相加，满
意度达到８０６９％。在“你认为在学习期间面临的最大困难是什么？”，国际学生选项前两位
是：课程和汉语很难（３１６８％）、经济压力大和奖学金不够（２７７２％）。

这些数据与国际学生日常管理实践是相一致的，国际学生最常遇到的困难，一是教学内

容和语言关，二是经济上的问题。针对生活设施、人际交往方面的问题，国际学生并未十分

关注。（见下方图八）

７为了进一步明确国际学生对于来闽的态度和意见，问卷设计了一个问题：“你会向其
他人推荐来福建省留学吗？”，有６６８３％的国际学生选择“肯定会”，有３０２％的国际学生
选择“可能会”。如果以上两者相加，有９７０３％的国际学生对来闽留学持较肯定的态度。

有意思的是，当被问及“你认为在福建省的大学留学，最值得推荐的地方是什么？”，有

４７０３的同学选择“环境优美、社会环境安全”，超过第二项“教学水平高、教育质量好”２５个
百分点。（见下方图九）

当被问及“你认为以下哪项能吸引更多的国际学生来福建省留学？”，有４７０３％的学生
选择了奖学金，２０３％的学生选择了全英文授课专业。我们可以看出，国际学生在对来闽留
学持肯定态度的同时，依然担心教学语言和经济方面的困难。（见下方图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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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八：在学习期间面临的最大困难是什么？

图九：在福建省的大学留学，最值得推荐的地方是什么？

图十：以下哪项能吸引更多的国际学生来福建省留学？

８为了了解国际学生在华勤工俭学以及就业的意愿，问卷附加了两个问题：一是“在福
建省留学期间，是否参加过勤工俭学或实习？”，有７５２５％的国际学生选择“没有参加过”。
二是“如果顺利毕业，你更愿意留在中国继续就业，还是回国就业？”，国际学生的反应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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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半，“留在中国”比“回国”高出１１个百分点。我们可以看出，国际学生有在华就业的愿
望，但在毕业前，对以后就业环境了解偏少。

四、调查问卷综述与对策

通过以上数据分析，结合一定范围的学生访谈，我们可以初步看出：

１福建省高校来华留学教育对周边亚洲国家有较强的吸引力，尤其是“生态福建”、
“清新福建”以及福建省整体社会经济发展程度获得国际学生肯定，国际学生具有来闽留学

的初步愿望。但由于缺乏有效的国际宣传，福建省以及省内高校的国际知名度偏低。

２国际学生来闽留学的主要考量因素集中在对课程、语言的担忧以及经济能力的担
忧。在选定来福建省留学（留学区域）的基础上，各高校的奖学金额度、专业设置情况（尤其

是有没有全英文授课专业）以及大学排名、培养质量又成为国际学生的重点考虑因素。必

须指出，奖学金在吸引国际学生来闽留学过程起到了基础性作用。

３国际学生非常关注奖学金，但又不完全依赖奖学金。在选择高校时，大学排名、专业
情况也是国际学生会考虑的，尤其对于经济条件比较好的国际学生，他们能够负担自费学习

的费用，将更加关注学校本身的综合办学实力。

４已经来闽国际学生总体上对福建省来华留学教育持肯定态度，并愿意予以推荐。但
值得注意的是，推荐更多基于福建省外部条件的肯定，而对于学校本身，学生并未给予特别

推荐。另有两点值得关注，第一点是国际学生对语言类、人文类专业求学愿望降低，对经济

管理类、理工类专业兴趣的提升；第二点是国际学生对全英文授课专业的关注。这里面蕴藏

了国际学生对汉语学习的畏惧和希望来华求学的矛盾心理。

５国际学生具有在华就业的愿望，但相关接触较少。
面对历史新机遇，福建省需要抓住机遇，进一步提升国际影响力，推介“留学福建”品

牌，推动省内高校根据办学特色发展来华留学教育，开展内涵建设，提升培养质量，做到“量

质并举，提质增效”。我们建议采取以下对策：

１建立省级来华留学宣传平台，增加国际影响力

通过统一的外宣平台，将福建省社会经济发展最新成果、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作

办学成果以及各高校校情和奖学金政策发布出去，让更多的国际学生了解福建省，激发他们

来闽求学的兴趣。

值得一提的是，在做好原有的教育展、福建周等活动基础上，可以加大对欧美澳新等发

达国家的宣传力度，通过举办海外文化节、中国传统文化夏令营等多种模式吸引更多国家，

扩大生源国。

２加大投入，设立有针对性的“一带一路”奖学金

福建省目前来华留学教育生源基本来自周边亚洲国家。福建省已经与东盟国家建立了

良好的合作关系，越来越多的企业赴东盟国家开展业务，这也为发展来华留学教育提供了宝

贵契机。通过设立“一带一路”专项奖学金，有助于提升福建省在沿线国家的知名度，并为

沿线国家培养急需的国际化人才。

在发展奖学金的基础上，要重视奖学金的“示范”作用：即奖学金的最终目的绝不仅仅

是扩大留学生规模，而是为了吸引优质生源，培养高素质的人才，由此形成口碑与辐射效应，

从而吸引更多国际学生自费来闽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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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差异化办学，凸显各校办学特色

建设“双一流”大学是当下高等教育领域最热的话题。世界一流大学并不一定在每个

学科上都是国际领先地位，对于大多数院校而言，想在多个学科都取的成果是不太可能的。

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学科领域，不同的学校定位，都存在巨大的差压，要坚持“有所为，有所

不为”的战略，走特色化，差异化的道路，找准突破口，以点带面，提升整体办学水平。

比如师范类院校可以依托强大的文科背景，继续做大做强汉语国际教育；理工科院校可

以发挥理工科优势，开展“汉语＋工程技术”、国际学生联合培养等模式，把汉语教学嵌入理
工类专业培养计划，打造“懂汉语、会技术、知文化”的洋工程师。

４重视高层次人才的培养，形成辐射效应

通常而言，硕士和博士国际学生的规模标志着一个国家高等教育国际化水平。在部分

发达国家，国际学生研究生所占比例都高于本科生。作为高层次人才，特别是博士生在各国

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容易较快形成良好的口碑。

各高校在制定外国研究生的培养计划时，需要特别关注高层次学生的需求，尤其沿线国

家公派国际学生的需求。他们往往承担着国家相关领域的重要科研任务，能够形成辐射效

应。通过培养一批高质量的国际学生，提升学科办学水平，进而吸引更多的国际学生来校

学习。

５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目前，就国际学生在华勤工俭学或实习问题，国家还没有出台相应的管理细则。从调查

结果可以看出，国际学生对在华就业有一定的兴趣。如果福建省可以出台相应的试行规定，

将有力推动更多国际学生来闽求学。

五、结语

２０１９年７月５日，外交部以“新时代的中国：生态福建 丝路扬帆”为主题在北京举行了
福建省的全球推介活动。印度尼西亚、日本、法国驻华大使充分肯定福建的区位优势、生态

发展成就及本国与福建各领域合作成果，表示愿积极推动本国同福建的友好往来与互利合

作更上一层楼。

可以预见，福建省的国际知名度和影响力将有一个新的提升，也将吸引更多国际学生来

闽求学，需要为此做好相应准备。

当今时代，是全球化的时代，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来华留学教育是全球化的重要组成，

依托“一带一路”所带来的机遇，未来我国来华留学教育将迎来一个重要的发展机遇期。

福建省来华留学教育的发展空间还很大。通过调查研究，希望能为福建省来华留学教

育办学理念、培养目标和教育管理提供相关数据支持，为国际学生到校后，有针对性制定培

养计划和教育质量保障体系提供参考依据，从而提高福建省整体国际学生培养质量。

［本文是中国高教学会外国留学生教育管理分会２０１８－２０１９年科研课题《“一带一路”
背景下理工院校国际学生教育发展策略研究》的阶段性成果，课题编号（２０１８－２０１９
Ｙ０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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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添文（ＴｉｍＣｌａｎｃｙ）的中国梦：
做“洋女婿”、“洋雷锋”、“当代马可波罗”

浙江大学国际教育学院　叶文

江添文（ＴｉｍＣｌａｎｃｙ）是浙江大学澳大利亚籍本科留学生。他与中国的故事开始于一次
偶然的相遇。２００７年，作为悉尼科技大学交换生，他来到浙江大学学习汉语言文化。第一
次来到杭州，他就一下子喜欢上了这座城市，从此与杭州结缘。他的梦想和事业也在这里

起航。

地道的“洋女婿”　　　　

在浙江大学一年的交流学习充实而丰富，加上杭州深厚的文化底蕴，让第一次接触汉语

和中国文化的他，开启了一次异乎寻常的文化体验之旅。学习之余，江添文流连于杭州如画

的山水，烟雨西湖、龙井茶园、运河清波、西溪湿地……，一切都让他难以忘怀。

在这个美丽的城市，江添文邂逅了一场浪漫的爱情。一个是高大帅气的老外，身高１米
９；一个是聪明小巧的江南女孩。他们一见钟情。交换学习结束后，江添文回到了澳大利亚。
这对跨国恋情并没有因为遥远的空间距离而中断。完成悉尼科技大学的学业后，他们走入

了婚姻的殿堂，很快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

２０１１年，江添文和妻子从澳大利亚回到杭州，并在此定居。他成了“浙江女婿”。刚回
杭州的时候，他努力学习汉语，办过设计公司、开过咖啡馆、当过外教、主持过电视节目……

很快就完全融入了这里的生活。作为一个热爱学习的“学霸”，本来已经拥有悉尼科技大学

电气工程学士学位和工程管理硕士学位的他，２０１４年成功申请到中国留学基金委全额奖学
金，被浙江大学医学院录取，跨界到临床医学专业学习。

现在的他，已是两个孩子的父亲，已经在杭州连续生活了８年。不仅汉语说得字正腔
圆，就连粤语、浦江话等方言也不在话下。在忙碌的医学专业学习和工作的间隙，他会去菜

市场买菜、为家人做饭、去商场遛娃、骑自行车出行，生活的一切总是安排得井井有条。他已

经成为了一个地地道道的“洋女婿”，完全习惯了杭州的生活，经常自称是一个“杭州人”。

确实，杭州已经成为他心中的第二故乡。

热心的“洋雷锋”　　　　

江添文在杭州的知名度很高。在他的众多身份中，坚持最久、知名度最广的一个身份，

就是一名国际志愿者。刚来杭州时，周围的老师、同学们甚至是路上的陌生人都给他很多的

帮助。出于感恩，他想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回馈他人、回馈社会。一开始，他和妻子、孩子

从我做起，去西湖景区捡垃圾、当英文志愿者。他发现，光凭他一个人的力量实在有限。于

是，他和妻子发动认识的外国好朋友，慢慢聚集起来，一起做公益活动。

２０１１年，江添文夫妻俩创办了ＩｎＪｏｙ国际志愿者俱乐部。志愿者工作，他们一路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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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了近１０年，靠的不只是热情，更是一种生活理念和亲身实践。例如倡导绿色出行，江添文
说：“４年前我买了一辆折叠自行车，这４年内我每年骑１万公里，４年骑了４万公里。”每次
志愿活动，只要条件允许，他会带上女儿一起参加。用他的话讲，“志愿者活动已经成为他

们的家庭主题活动，不可能放弃。”

在杭州及省内大大小小的公益活动现场，经常可以看到一群老外的身影。国际志愿者

俱乐部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他们被誉为杭州的“洋雷锋”。毫无疑问，江添文就是这个“洋

雷锋”志愿服务队的队长。他们坚持“Ｎｅｖｅｒｔｏｏｓｍａｌｌ，Ｎｅｖｅｒｔｏｏｌａｔｅ”的公益宗旨，开展了火
车站志愿服务、西湖景区志愿服务、社区老人支援服务、关注留守儿童等一系列的公益活动。

因为公益成绩突出，江添文的事迹受到了广泛关注。他也成为了“万朵鲜花送雷锋”最美浙

江人形象大使，获得了“西湖区道德模范”、“最美杭州人”提名奖等荣誉。

２０１５年１２月，杭州团市委成立了“国际友人志愿服务团”。由来自美国、俄罗斯、意大
利、韩国、乌克兰、印尼等国家的５０余名高校留学生和外籍教师组成。江添文当仁不让，担
任志愿者服务团团长，带领国际志愿者开展志愿服务活动。２０１６年，作为中国志愿者交流
服务大会国际志愿者代表，江添文在中国志交会（全称）上得到时任团中央书记处书记秦宜

智的慰问，赞扬其为中国志愿者事业做出的贡献。

２０１６年，杭州迎来全球关注的Ｇ２Ｏ峰会。江添文作为Ｇ２０峰会官方国际志愿者代表。
因为知名度高、形象气质好，他承担了很多重要的对外宣传工作。作为 Ｇ２０国际志愿者代
表，其事迹在中央电视台、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人民日报、华尔街日报、新浪、网易、搜

狐、今日头条等各大媒体广为宣传，甚至登上《中国日报》（英文版）头条。

江添文作为特约嘉宾接受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对话》栏目访谈、《Ｇ２０湖畔观察》专
访，受邀拍摄的微纪录片《ＬａｏｗａｉＮｏｔ：ＡｕｓｓｉｅｉｎＨａｎｇｚｈｏｕ》等获得好评。除了宣传工作，江
添文还主动揽下了许多具体的志愿服务工作。

Ｇ２０期间，为了提升城市国际化水平、提高老百姓的英语水平，他穿梭于大大小小的社
区、写字楼，举行几十场英语口语培训，教社区的大爷大妈说英语，帮年轻人提高英文水平，

学员覆盖了从幼童到七旬老人的各个年龄段。因为在Ｇ２０期间的突出工作和取得的成绩，
江添文获得了“优秀志愿者”和“浙江省Ｇ２０杭州峰会工作先进个人”荣誉称号。

“当代马可波罗”　　　　

在１３世纪，意大利著名旅行家马可波罗向世界介绍杭州，称她为“美丽华贵的天城”。
今天，江添文不仅了解中国，热爱中国，与马可波罗一样，他也热切地向全世界推介他的第二

故乡杭州，推广中国文明和优秀文化。

２０１６年，江添文成立了个人工作室。随着影响力的不断提高，多年来，江添文通过中央
电视台国际频道、华尔街日报、越南日报等中外媒体发声，积极向世界推广中国的文化，提升

中国国际形象。因为他中文标准流利，曾担任许多大型活动的双语主持人，很多媒体形象地

称他为“当代马可波罗”。

为进一步提升杭州乃至浙江在旅游方面的国际声誉，江添文是杭州市旅游推广代表、杭

州景区公安形象大使，也曾作为代表参加２０１７年中国国际旅游交易会长三角地区全球旅游
推介会，不遗余力地宣传浙江的旅游资源。

江添文还曾受澳大利亚领事馆邀请拍摄个人在华纪录片，介绍他作为澳大利亚人在杭

州的生活，Ｇ２０前夕在澳大利亚国家官方各平台播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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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６年，江添文与杭州市西湖区政府宣传部合作，制作了一档迎Ｇ２０中英双语节目《和
Ｔｉｍ一起游西湖》，通过走访西湖名胜、文化景点，向世界游客介绍魅力杭州、美丽西湖。

江添文还曾担任杭州电视台《走遍杭州》《行走》《老外搜街记》等栏目主持人，是中共

浙江省委宣传部拍摄的《我在杭州》系列微纪录片、团中央网络影视中心拍摄的《中国力量》

５６集主题视频的主人公之一，还曾与白岩松、江一燕等人拍摄第三届全国志愿者服务交流
会宣传片等，通过中外各大媒体平台讲述他的中国故事。

作为国际化城市，江添文积极为杭州便利的城市生活代言。２０１７年４月１８日，全球首
个“无现金联盟”在杭州成立。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阿里巴巴蚂蚁金服作为理事和首批１５
家联盟成员一起倡导低碳运营，加速无现金支付的实现。

江添文作为无现金生活代言人，出门乘公交、坐地铁、去菜市场买菜、餐馆就餐……４月
２１日，联合国官方微信公众号发布了《假如世界不再有现金流通》一文，将他在杭州每天经
历的无现金生活体验传播世界各地。

除此之外，江添文热爱中国文化，并通过亲身体验、践行，在空余时间，他热爱茶文化，认

真学习书法、方言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致力于学习和推广优秀中国传统文化。例如

２０１８年７月，他作为出题官，参加了第十七届“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总决赛的节目
录制。

心　　声　　　　

２０１９年４月２５日，共青团杭州市委举行了“青春心向党，建功新时代———杭州市纪念
五四运动１００周年”主题团日活动暨杭州市精神文明建设表彰大会。经过严格的选拔程
序，江添文成功入选“新时代杭州十大青年英才”，成为杭州市第一位外国青年入选者。这

无疑是对他的志愿者工作的一个重大肯定和鼓励。

荣誉面前，他一贯低调谦逊，表示将不忘初心，继续努力。他心中有一个更远大的“中

国梦”，那就是真正成为当代的“马可·波罗”。是的！从一个地道的“洋女婿”、热衷公益的

“洋雷锋”到传播中国文明和优秀文化的当代“马可波罗”，这是江添文心中的中国梦。

江添文（ＴｉｍＣｌａｎｃ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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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华留学生高等教育质量规范（试行）》

前　　言
本规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等法律法规和

《学校招收和培养国际学生管理办法》制定。

本规范适用于全国来华留学生高等教育（含高等职业教育），旨在指导来华留学生高等

教育活动，持续提高来华留学生高等教育质量，是高等学校和其他高等教育机构开展来华留

学生教育的基本准则。

本规范是高等学校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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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各类教育评价机构开展来华留学生高等教育评价的基本依据。

本规范专门针对来华留学生高等教育的特有规律和要求，与适用于高等教育的其他教

育教学标准和规范相互补充、衔接、配合。本规范尊重不同地区、学校之间的差异和学校的

办学自主权，为学校的个性发展和办学特色提供充分空间。

第一部分　人才培养目标　　

学科专业水平

来华留学生在学科专业上的培养目标和毕业要求与所在学校和专业的中国学生一致，

符合相应教育层次、专业的教育教学标准或相关规范。

对中国的认识和理解

来华留学生应当熟悉中国历史、地理、社会、经济等中国国情和文化基本知识，了解中国

政治制度和外交政策，理解中国社会主流价值观和公共道德观念，形成良好的法治观念和道

德意识。

语言能力

以中文为专业教学语言的学科、专业中，来华留学生应当能够顺利使用中文完成本学

科、专业的学习和研究任务，并具备使用中文从事本专业相关工作的能力；毕业时中文能力

应当达到《国际汉语能力标准》五级水平。

以外语为专业教学语言的学科、专业中，来华留学生应当能够顺利使用相应外语完成本

学科、专业的学习和研究任务，并具备使用相应外语从事本专业相关工作的能力；毕业时，本

科生的中文能力应当至少达到《国际汉语能力标准》四级水平，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的

中文能力应当至少达到《国际汉语能力标准》三级水平。

跨文化和全球胜任力

来华留学生应当具备包容、认知和适应文化多样性的意识、知识、态度和技能，能够在不

同民族、社会和国家之间的相互尊重、理解和团结中发挥作用。

本科层次来华留学生应当在本专业领域中具有一定的国际视野，能够在多个国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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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环境中运用专业知识和技能，并具备参与国际交流与合作的初步能力。

硕士层次来华留学生应当在本学科领域中具有较好的国际视野，能够在多个国家的
实际环境中运用和发展本学科的知识、技能和方法，并具备参与国际事务和国际竞争的

能力。

博士层次来华留学生应当在本学科领域中具有宽阔的国际视野，能够在世界范围内
创新运用和发展本学科的理论、技能和方法，在国际事务中具有竞争优势。

第二部分　招生、录取和预科　　

１入学标准

高等学校应当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和本规范，根据学校来华留学生人才培养目标和培养

能力合理规定学校的来华留学生入学标准，包括学历背景、学术水平、语言能力、身份资格、

经济能力等。

１１最低学历要求

来华留学生入学标准中的最低学历要求为：

专科、本科入学要求高中毕业或具有同等学历（参照“成功完成《国际教育标准分类
法（ＩＳＣＥＤ２０１１）》３级或４级且通向高等教育”的要求）。

硕士研究生入学要求获得学士学位或具有同等学历（参照“成功完成《国际教育标准
分类法（ＩＳＣＥＤ２０１１）》６级或７级课程”的要求）。

博士研究生入学要求获得硕士学位或具有同等学历（参照“成功完成特定的《国际教
育标准分类法（ＩＳＣＥＤ２０１１）》７级课程”的要求）。

我国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签署的政府间学历学位互认协议中约定了对方学生进入我国高

等教育机构的准入条件的，依照已签署的互认协议执行。

１２语言能力要求

来华留学生入学标准中，以中文为专业教学语言的学科、专业的中文能力要求应当至少

达到《国际汉语能力标准》四级水平。对于以外语为专业教学语言的学科、专业，高等学校

在来华留学生入学标准中应当明确规定应有的外语能力要求。

２招生和录取

高等学校应当如实、准确、全面地发布招生相关信息，在招生宣传和咨询中坚持诚信原

则，为外国学生的求学选择提供充分的信息支持。高等学校的招生和录取遵循规范、公开、

公平的原则，建立健全管理制度，规定合理的考试考核方式，招收和选拔有学业能力和发展

潜力的来华留学生，保障和持续提高生源质量，承担维护教育公平的社会责任。

２１招生信息和咨询

高等学校应当运用互联网等信息技术手段，向外国学生提供真实全面、符合国际学生特

点的招生信息，提供良好的招生咨询服务。高等学校提供的招生相关信息应当至少包括：

学校基本情况，如学校所在城市概况、学校办学条件等；
教育项目情况，如学历层次、培养目标、学制、授予学位、转学和转专业规定等；
招生程序和录取要求，如申请时限和方式、入学标准、考试考核方式、经济保证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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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规处理、录取日程等；

财务规定和政策，如收费标准、支付方式、退费政策等；
校园文化和生活，如宿舍或公寓的条件和申请方式、饮食、医疗、保险、交通、文体活

动、社团组织等；

咨询联系方式和投诉举报渠道。

２２入学考试和考核

高等学校应当对申请入学的来华留学生进行入学考试或考核，确保录取的学生达到预

定的入学标准。高等学校宜自行或联合其他高等学校研制和实施符合办学实际、满足评价

要求的来华留学生入学考试。

高等学校应当在研究主要生源国教育情况的基础上，明确规定来华留学生入学的学术

水平要求和评价方式，根据教育经历中取得的学业成绩和学术成果、参加我国教育考试的成

绩和参加外国有公信力的教育考试的成绩等依据，准确评价申请人的学术水平。

２３招生录取程序和规则

高等学校应当按照明确规范的程序和规则，根据入学考试或考核成绩，综合考虑国家需

要和社会公共利益，决定来华留学生录取结果，并对招生录取工作中的重要事项进行书面记

录和妥善存档。

２４招生录取中的奖学金评定

高等学校实施各类来华留学生奖学金项目时，应当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和奖学金资助政

策制定明确的奖学金评定标准和程序。高等学校应当按照学业品行择优原则，规范、客观、

公正地进行奖学金评定，对评定结果进行公示，接受监督。

２５身份资格审查

高等学校应当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在入学标准中明确规定来华留学生申请入学的身份

资格，建立有效的审查程序对申请人的国籍等身份资格予以审查。

中国公民移民外国后申请以外国留学生身份进入高等学校本专科阶段学习的，必须持

有有效的外国护照或国籍证明文件４年（含）以上，且最近四年（截至入学年度的４月３０日
前）之内有在国外实际居住２年以上的记录（一年中实际在国外居住满９个月可按一年计
算，以入境和出境签章为准）。高等学校应当要求符合上述情形的申请人提供相应证明材

料并予以审查。高等学校可在上述规定基础上对来华留学生申请入学的身份资格作出更严

格的规定。

申请人属于中国公民移民外国或其他可能具有中国国籍的情形的，高等学校应当向当

地移民和出入境管理部门核查确认其国籍，并以适当的方式对其中的拟录取人员情况予以

公示，主动接受监督。

２６经济保证审核

高等学校应当根据学费、住宿费标准和当地一般生活成本水平，按照可以充分保障来华

留学生学习、生活、国际旅行等合理费用的原则，规定来华留学生申请入学的经济保证标准；

当地政府教育主管部门提出指导标准的，按照相应的指导标准执行。高等学校应当要求申

请入学的来华留学生提供符合上述标准的经济保证证明，并按照审慎、尽职原则进行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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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７外部服务

高等学校的来华留学生招生录取工作应当严格遵守国家有关规定，不得委托任何外部

机构或个人代理。高等学校在来华留学生招生信息提供和咨询中采用外部服务时，应当按

照审慎、规范、公开、透明原则，严格依照国家有关规定或规范履行监管责任，维护教育秩序

和来华留学生合法权益。

３预科教育

高等学校应当重视发挥预科教育在提高本科生源质量、扩大生源规模上的作用，积极开

展来华留学生预科教育。高等学校可开设预科教育项目，招收符合适当标准的来华留学生，

进行汉语和学科基础知识教学，使来华留学生达到本科入学标准、适应在华学习生活。高等

学校的来华留学生预科教育项目应当满足相应教育教学标准和规范的要求。

第三部分　教育教学　　

４专业设置和学位授予

高等学校应当依照国家有关规定设置和调整招收来华留学生的专业。高等学校来华留

学生教育的修业年限应当符合国家高等教育基本制度规定。

高等学校招收来华留学生的专业应当属于具有相应学位授予权的学科（专业学位类

别），并且是国家规定可以对外开放的专业；对于医学等直接关系人身健康、生命财产安全

的专业，应当满足国家对相应专业来华留学生教育的有关规定、专门标准或规范。

５学校层次的人才培养目标

高等学校应当根据学校的办学定位、国际化战略、服务面向、优势和特色，结合招收来华

留学生的专业设置情况，制定本学校的来华留学生人才培养目标。

６培养方案

高等学校应当根据相应层次和专业的教育教学标准和规范，结合来华留学生的培养目

标和发展特点，制定明确、适用的来华留学生专业培养方案。

６１培养方案基本要求

来华留学生的专业培养方案应当包含培养目标、课程体系、教学计划、实践教学等内容，

满足相应专业的教育教学标准和规范的要求，符合来华留学生的人才培养目标，适应来华留

学生的学习特点。

６２汉语和中国概况类课程

来华留学生的专业培养方案应当包含汉语能力水平要求和中国概况类课程的必修要

求；不应设置国防教育环节和军事课程（含军事理论教学和军事技能训练）。高等学校应当

安排充足、适用的汉语课程和中国概况类课程，满足来华留学生修课需求。

６３实践教学

来华留学生的实践教学应当在满足专业要求的同时，与来华留学生的职业规划相结合，

适应国际化人才培养的需要。

６４学位论文

高等学校应当鼓励和支持来华留学生使用中文撰写学位论文。高等学校的学位评定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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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会应当依照《学校招收和培养国际学生管理办法》，规定来华留学生在学位论文撰写和答

辩等环节中所使用语言文字的具体要求。

高等学校应当规范组织来华留学生学位论文的评阅、送审、答辩等环节，并按照学校统

一要求对来华留学生学位论文进行学术不端行为检测、同行专家隐名评审、学位论文抽查等

工作。

６５培养方案的复审和修订

高等学校应当定期复审来华留学生培养方案并进行必要修订，以适应国家和社会需要，

顺应来华留学生教育发展形势。

６６课程资源开发

高等学校应当持续开发适应来华留学生培养的课程资源，在理学、工学、农学、医学等国

际通用专业上不断提高课程体系的国际兼容性和可比性。

７师资队伍

高等学校应当有建设高水平教学师资队伍的总体规划和具体措施，满足保障来华留学

生教育质量和推动人才培养国际化的要求。

７１专业水平和教学能力

高等学校应当在来华留学生教学岗位标准中规定必要的教学资质、专业水平、外语能力

和跨文化能力要求，确保教师胜任来华留学生教学工作。

７２师资队伍建设

高等学校应当有计划地采取考核、激励等措施保护和提高教师承担来华留学生教学工

作、改进教学效果的积极性；应当有计划地以培训、交流等形式提升教师的外语水平和跨文

化能力，提高师资队伍国际化水平；应当保障汉语和中国概况等基础课程的师资发展。

７３教学研究

高等学校应当鼓励和支持教师开展来华留学生教学研究，更新教学内容，改进教学方法

和技术，更好地适应来华留学生学习特点。

８教学设施和资源

高等学校应当为来华留学生的教学培养提供充足合格的教学设施和资源，如教室、实验

室、图书馆、阅览室、教学和实验设备、计算机网络和电子资源等。高等学校应当确保中外学

生按照平等一致的使用条件、管理制度和收费标准使用学校提供的教学设施和资源。

９学生指导和课外教育

高等学校应当提供符合来华留学生发展特点的学生指导，组织和引导来华留学生参加

健康有益的课外教育活动，推动实现来华留学生融入校园环境和中外学生的充分交流及相

互理解。

９１入学教育中的学生指导

高等学校应当有计划地在入学教育中帮助来华留学生熟悉培养方案、教学要求和考核

方式，掌握学习方法，适应教学和学习环境，了解教学设施和资源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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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２教学辅导和学习支持

高等学校应当建立适应来华留学生学习特点的有效教学辅导体系，采取各种措施激励

教职工开展来华留学生的教学辅导，鼓励和引导中外学生开展教学互助，及时发现和干预来

华留学生的学业困难情况。

９３中国国情和文化体验

高等学校应当有计划地组织来华留学生参加中国国情和文化体验等活动，并与群团组

织、社区等积极合作，促进来华留学生与社会的正面良性互动。

９４学生组织和课外活动

高等学校应当建立健全来华留学生联谊团体管理制度，确保来华留学生联谊团体活动

合法合规。高等学校应当鼓励和支持学生会、研究生会等学生组织吸收来华留学生参加，鼓

励和支持来华留学生参与校内学生社团协会和文艺体育活动。

１０教学管理

高等学校应当建立健全来华留学生教学管理制度，符合国家教育教学标准和相关规定，

逐步实现中外学生教学管理的趋同。

１０１学籍学历管理

高等学校应当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完善学籍管理制度，规范来华留学生的学籍管理，落实

来华留学生的学籍学历电子注册制度，规定来华留学生转专业的条件和程序。

１０２考勤制度

高等学校应当严格执行来华留学生的考勤制度，明确出勤合格标准，并按照当地教育行

政主管部门以及移民和出入境管理部门的要求按时报告考勤不达标学生的信息。

１０３考试考核

高等学校应当明确规定来华留学生课程考试考核方式，在同一课程中应当对中外学生

采用相同的考试考核方式。

１０４学生参与教学评价

高等学校应当鼓励和支持来华留学生参与教学评价活动，积极征求来华留学生对教学

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１０５转学管理

来华留学生转学由本人提出申请，经所在学校和拟转入学校同意后办理。来华留学生

符合转出条件的，所在学校应当如实全面地向拟转入学校提供来华留学生的学业成绩和品

行表现等情况。拟转入学校应当按照不低于本校来华留学生入学标准、符合本校培养要求

且学校有培养能力为原则审核来华留学生转入申请。

转出学校和转入学校办理来华留学生转学手续时，应当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和各自职责，

紧密顺畅地衔接办理来华留学生的学籍、移民和出入境事务相关手续，交接文书档案副本。

１０６课程修习类非学历教育的教学管理

学校通过校际合作、学生交换、访问学习等方式接受来华留学生修习专业课程的，应当

按照本规范要求实施考勤和考试考核等教学管理，如实提供课程成绩单、学习证明、学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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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说明等记录文件。

１１质量保障

高等学校是来华留学生教育质量的责任主体，应当不断完善来华留学生教育的质量保

障，推动教育质量的持续改进。

高等学校的来华留学生教育质量保障是学校整体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的一部分。高等学

校应当根据来华留学生教育的特点，对学校内部教育质量保障体系各个要素和环节进行针

对性的补充，满足来华留学生教育质量保障的需要。

高等学校应当积极参与教育主管部门、专业机构和社会组织实施的来华留学生教育质

量保障活动。

第四部分　管理和服务支持　　

１２管理体制和工作机制

高等学校应当建立健全来华留学生教育管理体制和工作机制，保障来华留学生教育的

健康发展和持续改进，推进中外学生管理和服务的趋同化。

１２１目标定位

高等学校应当有定位合理、目标明确的来华留学生教育发展战略，并有运作良好的战略

实施和控制体系。

１２２机构设置

高等学校应当设置专门的来华留学生教育管理部门，实施归口管理，统筹协调全校来华

留学生教育管理和服务工作。高等学校的各个职能部门应当在各自的职权范围内积极为来

华留学生的管理和服务提供支持。

１２３工作队伍建设

高等学校应当为来华留学生教育配备充足的工作人员，配备比例和岗位待遇不低于国

家有关规定要求。高等学校应当依照《学校招收和培养国际学生管理办法》建设面向来华

留学生的辅导员队伍，确保辅导员配备比例不低于面向中国学生的辅导员配备比例；应当制

定辅导员岗位标准，确保来华留学生辅导员达到综合素质、外语水平、跨文化能力等方面要

求，能够针对来华留学生特点提供有效的指导和服务，促进来华留学生的全面发展。高等学

校应当有计划地采取培训等措施，提高工作队伍的业务能力、外语水平和跨文化能力。

１２４制度建设

高等学校应当建立健全来华留学生管理和服务制度。高等学校的来华留学生教育管理

制度应当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表述；提供外国文字翻译件作为参考时，应当明确注明翻译件

不作为管理依据。

１２５监督检查和责任追究

高等学校应当建立健全来华留学生管理和服务内部监督检查制度，主动接受和积极配

合政府有关部门的监督检查，严格依照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规范办学行为。出现违法违规

情形的，高等学校应当及时纠正错误、采取补救措施和消除不良影响，依法依规追究相关人

员的直接责任和领导责任，积极配合政府有关部门的调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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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６管理和服务能力提升

高等学校应当定期评估和持续改进来华留学生教育管理和服务，鼓励和支持来华留学

生教育管理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高等学校应当积极运用信息技术，加强来华留学生教育

管理和服务的信息化建设，提升业务信息化水平。

１２７非学历教育的管理和服务支持

高等学校通过校际合作、学生交换、访问学习等方式接受来华留学生进行非学历教育

的，应当提供符合本规范要求的管理和服务支持。

１３办学资源和条件支持

高等学校应当为来华留学生教育提供充足的办学资源，为来华留学生提供安全、卫生、

便利的生活条件，以合理、公平、审慎为原则，适当照顾来华留学生的风俗习惯和文化差异，

为促进中外学生的充分交流创造条件。

１３１经费管理和保障

高等学校应当为来华留学生的教学、管理、服务提供充足经费保障。来华留学生教育相

关经费使用应当纳入学校财务统一管理、集中核算，并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制定来华留学生收

费政策和具体管理办法。高等学校应当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制定来华留学生奖学金管理制

度，按照规范、合理、高效的原则使用奖学金经费；应当注重奖学金的激励和价值导向作用，

严格把握奖学金资助对象的学业、品行要求，建立定期评审和动态调整机制。

１３２生活设施

高等学校应当确保中外学生按照平等一致的使用条件、管理制度和收费标准使用学校

的饮食、文化、体育等生活设施。

１３３住宿管理

高等学校的来华留学生居住的宿舍或公寓应当符合法律法规中对外国人居住场所的要

求，并且是当地公安机关批准可办理外国人住宿登记的地点。高等学校应当建立健全宿舍

或公寓管理制度，满足当地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和公安机关的管理要求。高等学校采用外部

服务提供居住场所的，应当按照尽职原则，监管外部服务行为，落实管理责任，如实、准确、充

分地向来华留学生提供相关信息。

１３４医疗和心理咨询

高等学校应当为来华留学生提供基本医疗服务和心理咨询服务，并为来华留学生使用

社会医疗和心理咨询服务提供必要的辅助和支持。

１４档案和信息管理

高等学校应当有健全的来华留学生档案和信息管理制度，符合国家有关规定要求。

１４１档案管理

高等学校应当为每名来华留学生建立文书档案，如实记录招生录取、学习成绩、日常表

现、学历和学位证书、离校和校友联络等入学、在校、离校全过程中的重大事项，收录有关重

要文件，并妥善归档保存。

１４２信息管理

高等学校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采集来华留学生相关业务信息，依照法律法规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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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要求进行信息报送或备案。

１５安全教育和保障

高等学校应当对来华留学生开展安全教育，并采取全面的安全保障措施，维护来华留学

生的安全和合法权益。

１５１法律、制度和安全教育

高等学校应当在入学和日常教育中有计划地对来华留学生进行中国法律法规、校规校

纪和安全教育；应当及时向来华留学生提供安全信息，预防违法犯罪，防范不法侵害。高等

学校应当要求来华留学生遵守中国法律法规、校规校纪，依法依规预防和惩处来华留学生的

违法违纪行为。

１５２风险监测评估

高等学校应当开展来华留学生风险监测评估工作，对来华留学生个体或群体的学业、健

康、安全等方面的风险事项进行识别、分析和预警，及早采取防范和干预措施。

１５３应急管理

高等学校的应急管理制度和应急预案体系适应涉外公共突发事件应急处置要求和来华

留学生教育发展要求。高等学校应当有计划地组织来华留学生参加应急培训和消防、自然

灾害、公共卫生事件等应急演练活动。

１５４保险

高等学校应当依照《学校招收和培养国际学生管理办法》实施来华留学生的全员保险

制度，确保来华留学生在学期间受到符合规定要求的保险保障，并提供必要的保险事务

协助。

１５５紧急救援

高等学校应当制定来华留学生在中国境内遭遇重大疾病、意外、突发事件等紧急情况的

援助预案，并积极为救援行动和医疗救护提供协助。

１６移民和出入境事务管理和服务

高等学校应当建立健全来华留学生移民和出入境事务管理体制和工作机制，切实履行

法律法规规定的管理责任，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高等学校应当协助驻外签证机

关、移民和出入境管理部门为来华留学生提供良好的移民和出入境事务指导、咨询和服务，

为其在华合法停留居留提供有效支持和保障。

１６１移民和出入境事务相关机构设置

高等学校应当指定专门机构归口管理来华留学生的移民和出入境事务，代表学校依法

配合驻外签证机关、移民和出入境管理部门工作，协助来华留学生办理与来华学习有关的签

证、入出境和停居留手续，并为来华留学生提供移民和出入境事务指导、咨询和服务。

１６２移民和出入境事务管理制度

高等学校应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入境

出境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要求，制定来华留学生移民和出入境事务管理制度

和工作规程，切实履行法律法规规定的责任。

１６３移民和出入境事务指导和咨询

高等学校应当向来华留学生进行外国人出入境管理法律法规教育，提供学校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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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事项、办事流程等方面的指导和咨询。

１７学生权益保护

高等学校应当采取有效措施，切实维护来华留学生的各项合法权益。

１７１信息公开

高等学校应当依照国家有关信息公开的规定，以电子或纸质的书面形式和方便查阅的

方式向来华留学生公布招生录取、教学培养、管理和服务等相关信息。

１７２监督权

高等学校应当以方便查阅的方式向来华留学生公开告知对学校内违法违规行为进行举

报和投诉的渠道和方式，并规范地处理来华留学生的举报和投诉。

１７３申诉权

高等学校应当向受到处理或处分的来华留学生明确告知进行申诉的渠道和方式，并规

范地处理来华留学生的申诉。

１７４信息安全和隐私

高等学校应当依照国家相关法律要求，建立健全相关制度，采取有效措施切实保护来华

留学生的个人信息安全和隐私。

１７５教育项目的取消和中止

高等学校取消或中止来华留学生教育项目时，应当以尊重学生意愿、公平合理和适当补

偿为原则，维护和保障来华留学生的合法权益，妥善解决退还费用、损失补偿、转学安置等善

后事宜，并办理必要的停留居留手续。

１７６未成年人

高等学校招收未满１８周岁的来华留学生时，应当依照《学校招收和培养国际学生管理
办法》，在入学前确认其父母是否在中国境内常住；其父母不在中国境内常住的，高等学校

应当要求其父母委托在中国境内常住的外国人或者中国人作为该来华留学生的监护人，提

供相应证明材料，并按照尽职原则进行审核，妥善存档。高等学校应当为未满１８周岁的来
华留学生提供有利于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条件，并及时与监护人沟通学生身心健康和学习

生活情况。

１８校友工作

高等学校应当建立来华留学生校友工作制度，有效开展校友工作，推动来华留学生校友

和学校共同发展，支持来华留学生校友为促进文明交流、增进人民友谊、深化国际合作做出

贡献。

１８１校友信息和联络

高等学校应当有计划地收集和维护来华留学生联系信息，积极运用互联网等信息技术

手段联络来华留学生校友。

１８２校友组织和活动

高等学校应当积极推动来华留学生建立海外校友组织或加入现有校友组织，积极组织

来华留学生校友活动。

７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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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外国留学生教育管理分会（以下简称“分会”）对科

研课题的规范管理，推动来华留学生教育管理研究，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分会科研课题的研究，要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和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认真学习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系列

讲话精神，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积极探索，开拓创新，为来华留学教育改革和发展实践服务，

为来华留学教育重大决策服务，为全面推进来华留学教育的繁荣发展服务。

第三条　课题的申报立项，须遵循下述原则：

１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与国家有关法规、教育部有关政策相一致。

２课题要紧紧围绕外国留学生事业的发展，以发展中的突出问题为主攻方向。鼓励对

教育教学管理中的前沿问题、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的研究；鼓励深入的基础理论研究、

有针对性的应用研究和跨学科的交叉综合研究，进一步加强特色性课题的研究；鼓励跨学

校、跨地区联合研究。

３有利于调动广大外国留学生教育工作者的积极性，体现教育科学研究活动的群

众性。

第四条　分会面向全国，接受来自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地区学会、行业学会、高等学校的

外国留学生教育、管理、研究人员，特别是高校广大教师和管理干部申报的课题。

第五条　学术委员会领导分会的科研工作。主要职责有：制定并发布课题规划指南和

管理办法；组织课题申报、立项评审；管理科研课题；宣传推广优秀课题成果；指导会员院校

的科研工作等。

第二章　申报与评审　　

第六条　分会科研课题分为规划课题、委托课题和自报课题。规划课题由分会发布课

题指南，各单位根据课题指南申报，分会组织专家进行评审，评审通过后公布立项；委托课题

是根据上级部门和分会的工作需要，设定专门的课题，委托某一机构进行研究，并对课题研

究目标、研究内容、研究进度和研究成果形式等做出要求；自报课题是广大科研人员自行选

取有一定理论意义或现实指导意义的课题，向分会提出立项申请，经学术委员会评审通过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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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可立项。

第七条　分会定期发布规划科研课题申报通知，自申报通知发布之日起开始受理申报，

按申报通知规定进行统一评审。自报课题同期进行申报，不再另行通知。委托课题根据工

作需要，随时安排。

第八条　负责人应具备的条件：

１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拥护社会主义制度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２具有副高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不具备副高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的，须有两名高级

专业技术职称（至少一名正高级专业技术职称）的同行专家书面推荐；

３在所研究领域具有３年以上实际工作经验；

４必须真正承担和负责组织、指导课题实施。

第九条　申报程序：

１填写《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外国留学生教育管理分会课题申请书》（以下简称“申请

书”）一式三份。

２申请书由单位审查合格、签署意见后，报送分会。

３课题研究年限一般不超过三年，重大课题可适当延长。

４规划课题和自报课题须按以上程序申报，委托课题参照以上程序执行。

第十条　课题评审程序：

１学术委员会组织专家对各课题组的申报材料进行评审；

２评审实行回避原则，专家不参与本单位申报项目及本人负责或参与的项目的评审；

３评审结果公示一周，公示期间无异议即批准立项。

第十一条　经评审、公示后立项的课题由学术委员会颁发立项批准通知书，研究工作即

可启动。

第三章　管　理　　

第十二条　学术委员会负责对课题进行管理。课题实行目标管理与过程管理相结合。

管理工作主要有评审立项、经费管理、中期检查、不定期抽查和结题验收等。

第十三条　课题成果要求：

１重大需求课题成果直接报学会、国际司、留基委及其他相关部门。

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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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刊物或本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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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一般课题要在公开出版学术刊物发表文章一篇；

４自筹经费课题至少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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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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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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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条　经费管理：

１课题申报时须同时说明经费来源。

２批准立项后，课题经费转入课题组经费管理单位的账户。

３经费的筹集和使用要符合国家和经费管理单位有关财务制度以及分会有关规定。

第十五条　检查和抽查：

检查和抽查内容包括：队伍建设、档案、经常性活动、经费使用情况、阶段性成果等。

第十六条　结题验收

１各项目均须进行项目验收。项目验收以申请书为依据，体现科学严谨、实事求是的

原则，注重对项目的整体研究水平、创新成果和实用价值的评价。

２项目负责人在申请项目验收时应提交有关报告，具体包括：

１）课题申请书复印件。

２）立项批准通知书复印件。

３）项目研究总结报告。

４）项目研究所获成果一览表及最终成果一套。

５）项目经费决算报告。

３学术委员会对结题报告予以评审，评审通过的，由学术委员会颁发结题通知书。未

通过评审的，要求予以修改后再评审。

第十七条　课题结题评审由学术委员会负责实施。

第十八条　有下列情况之一者，课题组须书面报请所在单位同意后，报学术委员会批

准、备案：

１变更课题主要负责人。

２变更课题名称或研究内容做重大调整。

３课题完成时间延期。

４通讯地址、电话、联系人等情况变动。

第十九条　分会批准科研课题成果在发表或出版时，应标注“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外国

留学生教育管理分会科研项目（编号）”。凡违反有关法律和有关规定者、有剽窃和弄虚作

假行为者、与课题设计不符或学术质量低劣者、到期不能完成者，由学术委员会撤销其课题，

并收回预拨的经费。

第二十条　学术委员会对优秀课题成果进行表彰，并报送有关部门作为决策参考，或在

一定范围内推广。

第四章　附　则　　

第二十一条　本管理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行。

第二十二条　本管理办法的解释权属于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外国留学生教育管理分会学

术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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