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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来华留学生跨文化教育
与管理研讨会上”的讲话

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副司长 生建学

２０１１年７月１４日

各位老师大家好：

很高兴参加来华留学生跨文化教育与管理研讨会。首先请允许我代表国际司向各位老

师、专家来参加这次研讨会表示感谢！

我们中华文明历来强调沟通和交融。多元文化的交融和碰撞不仅能增进理解，加深友

谊，也对我们和谐社会的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

近年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快，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趋势日益明显。青年学生跨国流动

的规模逐渐扩大，到中国来学习的外国留学生越来越多。２０１０年来华留学生总数已超过２６
万人，他们也是我们跨文化教育的最大群体。今天来参会的各位老师都是从事来华留学教

育或理论研究方面的专家，我在此仅谈几点想法。

第一点，来华留学生跨文化沟通问题目前比较突出，把跨文化沟通和交流作为一项研究

课题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目前在华留学生总数已达２６万人，几乎所有建交的国家，甚至
有些没有建交的国家都有留学生在我国学习。来自各国留学生的文化背景差异非常明显，

他们带着不同的文化传统来到中华文化的大环境下，文化之间的冲突或不适应一定会产生，

甚至有时很突出。如果处理不好，就会出现问题。

留学生们不远万里来到异国他乡接受教育，跨文化交流从他们走下飞机的那一刻事实

上就已经开始。他们来到中国，感受到中国独特的文化，教学方式，管理模式以及社会经济

的飞速发展，往往会带给他们很多的思考和收获。与此同时，强烈的文化震撼又会让很多学

生感到难以适应，甚至产生一些心理问题。

近年来，来华留学工作出现的很多问题，其中有很多因素都与跨文化沟通有关。所以我

们对来华留学生跨文化教育和管理应下大力气进行研究，找出其中的规律和解决问题的有

效途径，对来华留学事业的可持续发展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学会和华南理工大学以来华留

学生跨文化教育与管理作为专题召开研讨会，可以说是抓住了来华留学生工作的重要环节，

十分必要也非常及时。

第二点，我认为在来华留学生跨文化沟通中应该注意以下两个原则：

一是在跨文化交流中要有平等意识。各国的文化，各国的文明，各有所长，文明之间、文

化之间不存在等级之分。所以在跨文化交流时首先要树立平等意识，要在平等和相互尊重

的前提下进行沟通和交流。只有这样才会做到相互理解，相互补充，共同进步。一位电视评

论员曾提到不同文明之间交流时采取的三种不同态度：仰视、俯视和平视。我们在跨文化交

流时，对来自不同国家的留学生要采取平视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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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要加强学习、加强研究。首先要了解自己的文化。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底蕴深厚，

我们要有基本的中华素养。还要了解对方的文化，否则就失去有效沟通的基础。正所谓：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另外，要找出双方文化的共同点，中华文化与其它文化之间一定有

共同的地方，这就是我们进行沟通交流很好的基础；不同文化之间可能会有差别，但有一些

不构成矛盾和冲突的差别，我们允许保留其特性；当然，肯定也有些矛盾或者完全不相容的

地方，这是我们进行跨文化交流沟通时需要重点解决和探讨的问题。所以我们要抓住共性，

保留差别，求同存异。

第三点，我们在跨文化教育管理工作中要做到耐心、细致，有针对性。在工作中除了要

执行各项规章制度，也要纳入跨文化的因素，尊重留学生的风俗习惯，有针对性地对留学生

提供生活与服务指导，让我们的管理象春风化雨、润物无声。要通过各位老师的努力，使留

学生们在中国学得充实，过得愉快，走得不舍，想着亲切。使他们在毕业回国之后，回想起在

中国的这段人生经历时带着好感，充满温馨，是一段美好的人生回忆。

以上是我关于跨文化教育与管理的几点想法。学会组织的这次会议很重要，是一个非

常好的平台，希望大家在这个平台上深入交流留学生跨文化教育工作的经验，共同探索有效

的教育管理模式。这种探讨既可以是理论层面的，也可以是实践环节的。希望大家勇于探

索，不断创新，逐渐总结出一套行之有效的跨文化教育管理的工作方法，培养更多的知华友

华人士，为来华留学事业做出贡献。最后预祝本次研讨会取得圆满成功

櫘櫘櫘櫘櫘櫘櫘櫘櫘櫘櫘櫘櫘櫘櫘櫘櫘櫘櫘櫘櫘櫘櫘櫘櫘櫘櫘櫘櫘櫘櫘櫘櫘櫘櫘櫘櫘櫘櫘

！

读后感

《外国留学生工作研究》编辑部：

读了贵刊２０１１年第二期中国石油大学罗蕾老师的文章《交汇与融合》，很受启发，也很
感动。受启发的是：罗老师的教育思想和做法：教学形式的生动活泼，教学内容的与时俱进，

教学理念的“仁者爱人”，无疑都是很好的，值得借鉴的；受感动的是：从文章的字里行间看

出，罗老师非常热爱来华留学教育事业，兢兢业业、全力以赴投入到工作中。“要给学生一

碗水，老师要有一桶水”，“功夫下到课前，功夫下到课外”等，都是很好的写照。完全可以相

信，以这种敬业精神，可以编写出高质量的《中国文化概况》教材，制作出丰富多彩、让学生

喜闻乐见的课件，探索出针对性强和效果显著的教学方法。罗老师的文章，文风也好，清新

洗练，可读性强。作为一个老的来华留学教育工作者，我认为，来华留学教育，是培养人才和

友好使者的事业，意义重大，做好《中国文化概况》的教学，是其中很重要的环节。以上是我

的读后感，谨向贵刊和罗老师表示谢意。

李海绩

２０１１年８月１２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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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来华留学生预科教育学术研讨会”
上的总结发言

中国高教学会外国留学生教育管理分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贺向民

各位领导、各位同仁：

本次研讨会马上就要结束了，按照议程，要我做个总结，但在听取了专家们的大会发言

和３０余位学者一天来的报告和研讨之后，再去继续谈预科教育，我想是多余的，是浪费大家
的时间。大家可能发现此次研讨会有以下三个特点：

１．论文提交和会议发言人在地域分布、院校分布和学科分布方面，一改过去的星星之
火，大有燎原之势，遍布全国各地，既有留管干部，又有很多一线教学老师，而且还有外国老

师参加，已不再仅仅局限于个别地区、少数学校，以及部分老面孔。

２．我们学会的研究工作，已不再仅仅局限于留学生管理工作方面，而是向来华留学生教
育的整体和全面的科学研究发展。

３．来华留学教育战线比过去更加重视科学研究，学术研究氛围更加浓厚，我们的来华留
学生教育研究水平在不断提高，学会的学术功能进一步得以彰显。

另外，我想用几分钟时间谈另外两点不成熟的看法：

第一、在学术研究方面，秘书处的职能究竟是什么？为什么要召开这样的研讨会

按照去年末常务理事会的决议，秘书处今年组织安排了三个研讨会，７月１４～１５日在
华南理工大学已经组织召开了“来华留学生跨文化教育与管理研讨会”，在哈师大召开的

“来华留学生预科教育学术研讨会”马上就要结束了，９月２１～２４日还将在新疆召开“西部
五省、自治区来华留学教育发展研讨会”。

同时，大家可能已在学会网页上看到，秘书处刚刚发布了“十二五”来华留学教育科学

研究课题指南，以及２０１１年科研课题申报通知。在科学研究和学术研讨方面，秘书处的职
能究竟是什么？不是要去亲自搞多少科研，而是要以科研组织为主。秘书处要在调研的基

础上，争取及时准确地发现当前来华留学教育面临的重点、热点、难点和急待解决的问题，以

及一些前瞻性的思考问题。然后积极动员和组织广大会员重视和关注这些问题，深入研究

和探讨这些问题，与大家一道去付诸实践，去提高。秘书处的任务就是八个字，即号召大家

“关注、探讨、实践和提高”。昨天在和山东大学国教学院姜苏华书记交谈中，他讲大家现在

都开始重视预科教育了，这就达到学会召开研讨会的初衷了。

第二、像今天这样的学术研讨会我们究竟要达到什么目标？

学术研讨会的目标并不是要找到唯一的答案或解决方案。研讨会可以取得共识，也可

以达不成共识。我们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希望通过交流、研讨、辩论，甚至是激烈的争

论，各自充分阐述自己的观点、论点，从而是与会者充分了解到目前大家对研讨主题都有哪

些认识，哪些观点和什么样的实践。即获取对研讨主题的全面信息。然后，通过了解到的这

些信息，经过自己的批判性分析和比较思考，激发出自己的创新思维，从而提高对该主题的

认识，形成对该主题的新的观点，这就达到研讨的目的了。我想我们此次研讨会已经达到了

这样的目的，是圆满的，成功的。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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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来华留学生跨文化教育与管理
专题研讨会”上的总结发言

中国高教学会外国留学生教育管理分会常务副秘书长 白松来

大家中午好！

首先我代表全国来华教育管理学会感谢华南理工大学国际教育学院的全体同志们为本

次研讨会做出的努力！感谢各位代表积极参会共同研讨来华留学的科学发展。

短短一天半的会议，我们聆听了北京大学跨文化交流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关世杰教授

的讲座，安然院长从来华留学跨文化研究的视角和方法阐述了跨文化理论研究的必要性和

广泛的应用性。与会代表们也根据不同的专题分组作了认真深入的交流。我想用一句话概

括我们的会议———那就是我们学会对来华留学教育管理的研究正在向深度、广度发展。这

实在可喜可贺！

来华留学教育６０多年来，我们累计接收了全世界１９５个国家和地区的１６９万人次长短

期留学生。他们中间人才辈出，如埃塞俄比亚前议长穆拉图、哈萨克斯坦总理马西莫夫等，

据不完全统计，有３０多人回国后担任部长级领导，２０多人先后担任驻华大使、３０多位驻华

参赞，１２０多人在各自国家的大学里担任教授、副教授，还有许多著名企业家。他们成为所

学专业领域的专家，成为所在国家的栋梁之才，成为知华、友华人士，为促进中国与世界各国

的外交、政治、经济、贸易合作起到了积极作用。来华留学教育工作，有力地配合了我国的外

交发展战略，为营造和平的周边和国际环境，正在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这一切，都凝聚了我们来华留学教育管理战线成千上万名辛勤耕耘者的心血和经验，非

常值得我们去总结提升，以指导我们今后的工作。这就是我们选择“跨文化教育和管理专

题研讨会”的初衷。我们所有从事来华留学生教育者、管理者都是跨文化理论的实践者，希

望大家更进一步成为这一理论的研究者。

在研讨会上，老师们从各个角度阐述了自己对留学生跨文化教育的理解和举措。尽管

我们的理论研究还有待继续深入，我想，我们首要的目的是要让大家树立起“跨文化”意识。

当留学生管理工作中遇到问题的时候，在设计教学方案的时候，在制定管理政策、确立工作

方法的时候，我们都要把文化差异的因素考虑在内。我想，只有当这种跨文化意识渗透到我

们工作的方方面面、点点滴滴之中的时候，我们的工作才能更容易被留学生所接受。

对于本次专题研讨会我仅谈点感想，权作会议的小结：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这一出自孙子．谋攻篇的著名论述早已成为我们决策制胜的方略，被广泛运用于社会生
４



活的各个领域，在我们留学生教育管理领域亦应如此。了解学生、了解他们国家、民族和社

会文化背景，更有针对性地指导他们跨越文化障碍，有益他们在华的学习、生活和情感健康，

使他们了解、熟悉中华文化，成为传播中华文化的友好使者。

要做到上面几点，我们首先要坚持不懈地学习。正如英国前首相布莱尔所说：“无知是

冲突的根源。我们要鼓励文明之间的理解。更多的知识，更多的了解，才能更好地和平共

处”。作为留学生教育管理一线工作者，我们每天都在感受不同文化之间的碰撞，也在思索

不同的解决方案。除了这种宝贵经验的积累，我们还要加强理论学习。这样，我们在遇到文

化冲击时不是简单的概括和总结，而是能够系统地分析，宽容地对待，做出最科学的解决

方案。

“投之以桃，报之以礼”

只要你对留学生付出了努力，付出了爱，一定会得到同样的回报，也会吸引更多的留学

生来到我们的国家，走进我们的校园。６０年来我们从事来华留学的前辈们正是这样做的，

我们来华留学有今天这样的可喜局面就是最好的佐证。２０１０年学会出版的“中国记忆”留

学生征文选集受到了大家的好评。在文集里，许多留学生表达了对中国的深厚感情，他们

说：“中国就是我的第二故乡”，“中国就像我的一个家一样，我走的时候非常想念她，真想带

走她。”这些深情的话语正是对我们从事留学生教育管理工作者的最好回报。

“近者悦，远者来”。孔夫子的这句治国之言简捷表达了我们留学生跨文化教育工作的

宗旨和目的。当前，一些留学生教育比较发达的国家都将招收留学生作为国际服务贸易的

重要内容。既然留学生教育是一种服务，我们就要提高服务的质量，提高留学生在华学习和

生活的满意度，使他们在中国的留学成为一段美好的人生体验。

我想强调的第二点就是，我们的留学生教育工作者要树立和加强“服务意识”。正如暨

南大学一位老师所说，“对来华留学生的管理工作，我们不能简单看成是学生管理，要认识

到对外国留学生管理是跨文化管理，是以服务为导向的管理。”

各位代表、各位老师，我们既然选择了来华留学教育管理这一职业，也就意味着我们要

承担起这一岗位赋予我们的责任。“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传道、授业、解惑”六个字很

简单，但要做到、做好是需要我们在修养、知识、能力方面不断地充实和提高自己。

因此，希望我们所有来华留学教育管理工作者都把研究、掌握并运用跨文化的理论作为

一门必修课，这也正是我们举行本次研讨会的目的所在。

最后，再次感谢大家冒酷暑参加本次研讨会！顺祝大家暑假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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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生课外学习行为的调查研究
———以北京联合大学留学生为例

北京联合大学 刘东青 申莉 王青

一、课外学习的意义

（一）课外学习是学习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学生的学习过程是一系列学习行为的发

生和发展过程，包含着由学习动机到实现学习目标这一过程中的一切行为活动。学习行为

不仅仅发生在课堂上，对知识的掌握和运用也不应仅仅局限于课堂，著名数学家华罗庚曾

说：“人的一生中有三少三多：在校的时间少，自学的时间多；有教师的时间少，没有教师的

时间多；学的知识能直接运用的少，需要自己创造运用的多”。可见，培养学生课外学习的

能力和习惯是非常重要的，尤其对语言学习来说，提高对语言的综合运用能力离不开课外

功夫。

（二）课外学习可以弥补课堂学习的不足。张崇富认为：“自然习得对有意识语言学习

的不足有较大的弥补作用，轻视课外环境无疑是对丰富的语言环境资源的巨大浪费”，课堂

学习是一种有指导、有计划、有组织、成系统的正规学习，其输入方式主要是输入型和操练性

的。这种学习形式的不足是学习的时间和空间相对固定，学习的内容和话题的控制权受到

教科书和教师的限制，课堂上接触的语言材料往往是教科书语言，而课堂上创设的情景与真

实的交际情景也存在差异。而课后学习可根据学生的需要和兴趣自主安排学习的时间、地

点和学习内容，学生可以在校外的社会环境中接触到更真实、更地道的语料，在实际交际活

动中习得各种语言技能和交际策略。

（三）课外学习对在华学习汉语的留学生尤为重要。环境对语言学习至关重要，充分利

用语言环境资源，能够大大提高学生的语言综合运用能力和文化感悟能力，促进学生得体

地、灵活地、创造性地使用语言。刘繤先生曾撰文指出：“我们在汉语的故乡进行汉语作为

第二语言的教学，如果我们能充分利用汉语的社会环境这一得天独厚的条件，应该能取得更

好的效果，但我们对社会环境的运用并没有重视，对环境在语言学习中的作用更缺乏专门的

研究，致使这一优势未能得到充分地发挥”。因此，我们要大力开发课外学习资源，高度关

注留学生的课外学习行为。

二、调查的背景

为深入了解留学生的课外学习行为，探索有利于自主学习的教学模式，我们于２０１０年
１２月对留学生的课外学习行为进行了抽样调查。此前，调查问卷草稿曾在部分班级试用，
后做了一些补充、调整和修改，正式问卷涉及课外学习的动机、时间、内容、方式、效果等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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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内容。

调查对象：北京联合大学国际交流学院和师范学院的留学生，其中包括不同年级、不同

专业、不同国家的语言生和学历生。共发出问卷２６０份，收回２２２份，有效卷２１７份，有效率
为９８２％。调查对象的总体情况见表１。

表１　（样本构成）

男生 女生 语言生 学历生

人数（个） ８０ １３７ １３９ ７８

比例 ％ ３６．９ ６３．１ ６４．１ ３５．９

研究方法：第一，问卷调查及访谈：设计问卷，指导学生填写，并以座谈、访谈的形式加深

了解。第二，数据统计法：运用ＳＰＳＳ１０．０软件对调查结果进行统计分析。第三，资料法：参
照和收集国内外的相关研究文献。

三、调查结果和分析

（一）课余学习的动机

学习动机主要源于学生对学习目的的认识和对自我能力的评价。根据表 ２，前一个问
题有关学习目的，４０６％的留学生是出于学业或就业的需要才进行课外学习的，２３％的学生
是为巩固课上学习成果，这两部分学生的学习动机很明确，有相当的功利性和实用性。他们

的机动是出于学生的基本需求。

根据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当这种需求得到满足的时候，动机强度就会减弱。有少部

分人利用课余时间学习是出于兴趣爱好（２５８％）或是为了拓展学习的内容（７８％），这两
部分留学生的学习主动性更强，可持续的时间也会更长，因为这样的动机是出于学生的成长

需求。

有研究证明，成长需求非但不会随其得到满足减弱，反而会因获得满足而增强。在课余

学习方面，学生的自主权和自我意识非常强，师长和同伴的影响力十分有限（２８％）。后一
个问题有关留学生对个人能力需求的认识，其中包括语言技能和自主学习的能力，调查数据

表明，留学生对说的技能更为重视（２７２％），通过座谈我们进一步了解到这部分学生一方
面认为自己的口语表达能力需要提高，另一方面认为课余时间适合用于练习口语表达技能。

这体现了他们对自己的能力和对可供利用的客观环境都有较为清醒的认识。

当然，他们课余学习的动机是多种多样的，体现着多方面多层次的学习需求。但他们对

自己的内在学习能力不够重视，如自我管理能力、自主学习能力和专业研究能力均占很小的

比例（６５％），而这些能力其实应该作为校方着力培养也是学生努力提高的根本能力，这也
验证了前文提及的他们学习的功利性和被动性较强的判断。

在座谈中，我们还明显感觉到他们对自己的能力认识水平和老师对他们的能力评价有

很大的不同，这需要师生双方进行反思，但留学生元认知水平不高是事实，教师要注意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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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正确、全面地认识自己的能力水平。

表２　（学习动机）

问题项 选项 人数 百分比

为什么利用

业 余 时 间

学习

兴趣爱好 ５６ ２５．８

考学、考试、毕业、就业 ８８ ４０．６

巩固课上学习 ５０ ２３．０

拓展学习的内容 １７ ７．８

师长和同伴的要求 ６ ２．８

通过课余学

习，希望提

高哪方面的

能力

听的技能 ２６ １２．０

说的技能 ５９ ２７．２

阅读的技能 １７ ７．８

写作的技能 ２３ １０．６

翻译的技能 ２２ １０．１

汉语的综合运用能力 ２３ １０．６

对中国文化的理解能力 ５ ２．３

自我管理的能力 １４ ６．５

自主学习的能力 １４ ６．５

专业研究的能力 １４ ６．５

其它 ０ ０

（二）课余学习规划

学习对于学生来说是一项巨大的系统工程和繁重的任务，需要制订适合自己的学习计

划，并严格按计划执行。对课余学习也不例外，尤其是在华的留学生，他们有相对充裕的课

余时间，要有计划地充分利用在中国的语言环境和各种学习设施、学习资料。

但表 ３显示，留学生的学习计划性不强。只有１７５％的学生有书面的学习计划，这说
明大部分留学生课余学习的盲目性、随意性较大。在制定学习计划的留学生中，仅有７５％
的人能严格执行，４６５％的留学生实施了大部分的学习计划，其余４５５％的学生计划执行
情况很差。这表明留学生的学习自我监控能力有待加强。自我监控能力是学生学习自主性

的重要表现，直接影响着学习的质量和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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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学习计划及执行情况）

问题项 选项 人数 百分比

利用业余时

间学习的计

划情况

有明确的长期的计划 ３８ １７．５

有大致的目标和想法 １０２ ４７．０

只有临时的计划 ６０ ２７．７

基本没有 １７ ７．８

计划的实施

情况

完全按计划实施 １５ ７．５

实施了大部分计划 ９３ ４６．５

实施了小部分计划 ７３ ３６．５

基本没有实施 １９ ９．５

（三）课余学习时间

表４显示，多数留学生利用晚上的时间学习（５９４％），学校在组织活动的时候应尽量
避开这个时间段。被调查的留学生中多数是语言生（６５４％），他们下午很少有课，但只有
１８４％的学生在下午学习。从课余学习投入的时间来看，比较用功和比较懈怠的留学生都
不多，１７５％的学生每天学习３个小时以上，１８９的学生每天学习不足半小时，６３６％的留
学生能每天学习１－２个小时。无论是专业学习还是语言学习，都需要投入一定的时间，课
余学习的目的、内容、方式理应是多元的、个性化的，但其学习效果都需要相应的时间作

保障。

在座谈中，我们了解到学生对“课余学习时间”的理解是不同的，有的人只计算了预习、

复习的时间，没有把不同方式的学习时间都算在内，所以实际情况比数据反映的情况可能要

乐观一些。

表４　（课余学习时间）

问题项 选项 人数 百分比

主要利用那

段时间学习

早晨 ２３ １０．６

下午 ４０ １８．４

晚上 １２９ ５９．４

周末 ２５ １１．５

一周平均用

多长的课余

时间学习

１８小时以上 ３８ １７．５

１２小时左右 ５６ ２５．８

６小时左右 ８２ ３７．８

不足三小时 ４１ １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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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课余学习的内容

一般而言，课余学习内容的个性化需求很强，但表５显示４１５％的学生在课余时间仍
然是围绕课堂学习的内容预习、练习、复习。一方面说明学生能够以课堂学习为中心，另一

方面受到客观条件和学业压力的影响，他们的课余学习的内容还不够丰富。按照年级进行

统计分析来看，语言生和学历生、一二年级学生和三四年级学生的学习内容没有明显差别。

这一状况值得我们重视，我国的教育思想受传统教学观念和教学模式的影响根深蒂固，课堂

教学的主导地位过高，不利于学生自主性学习能力的培养。

课堂教学和自然语言环境的习得是提高语言综合运用能力的两个基本途径，美国俄亥

俄州立大学吴伟克教授（ＧＷａｌｋｅｒ）曾这样描述二者的关系“好像是两个上下倒置、部分交
叠的三角形。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语言水平的提高，第二语言学习中习得的成分愈来愈大，而

学习的成分就相对地变小”，课上的语言学习和课下的言语使用互相结合，往往会取得事半

功倍的效果。

参照表５、表６的数据来看，学生的学习内容和方式都略显单一，在华留学生在自然的
汉语环境中习得的成分偏低。

表５　（学习内容）

问题项 选项 人数 百分比

在 课 余 时

间，你主要

学习哪方面

的内容

围绕课堂学习的内容预习、练习、复习 ９０ ４１．５

进行语言实践 ５５ ２５．３

体验中国文化和风土人情 ４２ １９．４

深入学习专业知识 ２６ １２．０

其它 ４ １．８

（五）课余学习的方式

狭义地学习方式主要包括学习的形式和途径。问卷总结概括了留学生可能采用的多种

学习方式，共开列了十个选项，分别是：Ａ自己学习课本上的知识；Ｂ跟同学朋友一起学习
书本上的知识；Ｃ浏览中文网页；Ｄ跟中国人进行语言实践；Ｅ跟外国同学、朋友进行语
言实践；Ｆ看中文电影、电视、视频；Ｇ参与社团活动、社会活动、打工；Ｈ上补习班；Ｉ阅
读课外书；Ｊ其他。

调查数据显示有３７３％的留学生认为跟中国人进行语言实践是最有效的学习方式，
４２９％的人希望采用这种方式，而实际上，只有１５７的人采用这种方式学习，这反映了愿望
与现实的差距，也反映了认识与行动的差距。类似的情况还有１７１％的留学生希望通过参
与社会活动学习，而有２７６％的人从没采用过这种方式。４０６％留学生最常用的学习方式
是自己学习课本上的知识，也有１８％的学生认为这种方式的有效性，可却没有人选择这一
项作为他们希望采用的学习方式，可见其中必有被动和无奈的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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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课余时间上网是留学生普遍的课余活动，但这只是他们娱乐或沟通的方式并不是他

们的学习方式，很少学生（６％）上网浏览中文网页，中文网页中大量的视、听、读的资源并没
有受到留学生的重视。还需要引起我们注意的是“阅读课外书”排在了“从没采用过的学习

方式”的第三位。

通过座谈，我们了解到这样的情况，学生在选择课外书和阅读课外书方面都需要指导，

他们认为有趣有益且能读懂的书太少了，在高年级中有一部分人有阅读的计划和习惯，他们

喜欢看《读者》、《青年文摘》等杂志，但问到他们购买的最多的课外书时，绝大部分学生给出

的答案是“有关ＨＳＫ考试方面的辅导书”。我们要积极引导学生广泛阅读，同时也要警惕应
试教育可能对留学生教育产生的负面影响。

表６　（学习方式）

问题项 选择人数较多的前三项 人数 百分比

你最常采用

的学习方式

Ａ．自己学习课本上的知识 ８８ ４０．６

Ｆ．看中文电影、电视、视频 ４２ １９．４

Ｄ．跟中国人进行语言实践 ３４ １５．７

你认为最有

效 的 学 习

方式

Ｄ．跟中国人进行语言实践 ８１ ３７．３

Ｂ．跟同学朋友一起学习书本上的知识 ４７ ２１．７

Ａ．自己学习课本上的知识 ３９ １８．０

你最希望采

用 的 学 习

方式

Ｄ．跟中国人进行语言实践 ９３ ４２．９

Ｇ．参与社团活动、社会活动、打工 ３７ １７．１

Ｆ．看中文电影、电视、视频 ２５ １１．５

你从没采用

过 的 学 习

方式

Ｇ．参与社团活动、社会活动、打工 ６０ ２７．６

Ｈ．上补习班 ４３ １９．８

Ｉ．阅读课外书 ２９ １３．４

（六）对课余学习的评价

表７显示，６０８％的留学生认为课余学习的效果是好的，５７６％对自己课余学习的表现
也是满意或比较满意的。但也有相当一部分学生（３９１％）认为课余学习的效果不明显或
没效果，４２４％对自己的表现不满意，这部分学生所占的比例也不小，有７９３％的学生希望
改善自己的课后学习行为。我们要关注他们在课余学习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苦恼，帮助他

们尽快调整课外学习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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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７　（对课余学习的评价）

问题项 选项 人数 百分比

课余学习的

效果

很有效 ３６ １６．６

比较有效 ９６ ４４．２

效果不明显 ７６ ３５．０

基本没有效果 ９ ４．１

对自己课余

学习表现的

评价

很满意 ２０ ９．２

比较满意 １０５ ４８．４

不太满意 ８８ ４０．６

不满意 ４ １．８
通过审视目

前的课余学

习效果，你

对今后课余

学习的打算

保持现状 ４５ ２０．７

做些调整 １０８ ４９．８

大力改进 ５６ ２５．８

彻底改变 ８ ３．７

（七）课余学习时遇到的困难

表８显示留学生在课余学习时遇到的困难是多种多样的，但学生遇到的困难和需要校
方解决的困难并不完全相符，尤其是还有１／１０的学生选择了“自己的事，跟校方没关系”，
这说明学生有很强的自主意识，他们面临的问题并不完全依赖校方解决，而是很清楚自己和

校方的责任，他们有“疑难问题”、“缺少学习伙伴”、“没有机会参与社会活动”等困难时并

不完全依赖校方来解决，所以这三项中有两个问题是认为困难的人数多于求助校方解决的

人。而在“检验学习效果”、“开放更多的学习设施”、“提供更好的学习环境”等方面则有更

多的学生希望学校提供的帮助。

四、调查的结论与启示

（一）留学生课后学习行为的基本状况

１学习动机对学习行为起到发起、推动和维持的作用。从调查数据看，大部分留学生
（６３６％）的学习动机处于基本需求动机层面，他们课余学习主要是为了巩固课堂学习、完
成学业或成功就业；小部分留学生（３３６％）的学习动机属于成长需求动机的层面，这类学
习动机的可持续性和主动性更强。自我能力评价是激发学习动机的重要因素，调查表明学

生对语言能力更为关注，有７８３％的留学生在课余时间学习是为了提高他们的听、说、读、
写、译等方面的能力，而只有１９５％的留学生注重学习的内在能力的提高，如自我管理和自
主学习的能力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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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８　（遇到的困难）

问题项 选项 人数 百分比

利用业余时

间学习，遇

到 了 那 些

困难

有疑难问题 ４５ ２０．７

制定计划 ２ ０．９

监控进度 ３６ １６．６

检验学习效果 ２７ １２．４

缺少学习伙伴 ４０ １８．４

有更多的参与社会活动的机会 ３５ １６．１

开放更多的学习设施 １５ ６．９

提供更好的学习环境 ９ ４．１

其它 ８ ３．７

希望校方帮

助解决那些

困难

解答疑难 ２５ １１．５

制定计划 ７ ３．２

监控进度 ２１ ９．７

检验学习效果 ２７ １２．４

介绍学习伙伴 １７ ７．８

有更多的参与社会活动的机会 ３４ １５．７

开放更多的学习设施 ３７ １７．１

提供更好的学习环境 ２２ １０．１

其它 ３ １．４

自己的事，跟校方没关系 ２４ １１．１

２课余时间的特点是随意和自主，而充分利用课余时间则需要进行合理的规划。调查表
明，留学生课余学习的随意性大于计划性，在已制定计划的学生中，其计划的执行情况也不容

乐观。只有１７５％的留学生有明确的课余学习计划，而能严格执行计划的人只占７５％，很多
留学生的课余学习处于随意和盲目的状态，他们的时间管理的能力和自我监控的能力有待加

强。从留学生实际利用课余时间的情况看，他们进行课余学习的时间段主要是晚上（５９４％），
多数学生（６３６％）平均每天的学习时间为１～２小时，时间投入程度不高。
３留学生在业余时间学习的内容和方式都不够丰富。有４１５％的留学生的课余学习

内容是围绕课堂学习的内容进行的，有４０６％的留学生的课余学习方式是自己学习课本上
的知识。学习方式的调查还反映出学生实际的学习方式与他们认为最有效或最希望采用的

方式存在很大的差异，其中有受客观条件限制的因素，也有留学生自身的问题。这方面值得

我们关注的问题很多，比如留学生对课外阅读不够重视，甚至有１３４％的留学生从没有课
外阅读的经历；几乎所有留学生都利用业余时间上网，但浏览中文网页并不是他们常采用的

学习方式；他们“与中国人进行语言实践”和“参与社会活动和社团活动”方面愿望十分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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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且没有得到充分满足。

４留学生对课余学习效果的评价令人喜忧参半。学生对课余学习的期望值、自身努力
的程度、对结果的满意度三者之间是相互关联的，满意度高的学生对课余学习的期望值不一

定高，期望值高、努力程度高的学生对课余学习的满意度却不一定高，学习探索的过程应该

是不断调整和超越的过程。可喜的是：绝大多数学生（７９３％）认识到他们今后的课余学习
策略还需要改进；令人堪忧的是他们的如果没有科学的指导和合理的引导，课外学习策略改

进的效果还是难以得到保证。

５通过调查留学生课余学习遇到的困难，我们得到了一个重要启示，就是要注意保护
学生的独立自主的意识，发挥他们的主观能动性，鼓励他们自己解决问题，避免让学生感到

“被干涉”、“被强制”。调查也反映了他们的一些合理诉求，对此应予以重视，比如学生需要

在监控学习进度、检验学习效果等方面得到适当的帮助和指导，需要有更多的参与社会活动

和社团活动的机会，希望学校的学习设施和学习环境有所改善等等。

（二）对教学管理的启示

１增强留学生学习的内在动力。学习的前景和学习的乐趣可以激发学习的内在需求。
首先，青年学生有着强烈的成功意识和积极进取的人生追求，引导留学生把这种价值追求融

入到在华学习的过程中，必然能够激发他们学习的潜能，强化学习的针对性、主动性和持久

性。让学生在鼓励和肯定中不断获得学习的成就感和自信心，激发他们树立更高的学习理

想。对于在学习过程中遇到挫折的学生，要引导他们对汉语学习和专业学习的长期性和艰

巨性有正确的认识，帮助他们正确归因，强化学生的成就动机。合理的归因可以提高学生克

服困难的信心和恒心，而错误的归因会导致自卑或自弃。

其次，留学生普遍有很强的求知欲望和探索精神，要培养他们的学习兴趣，使他们在学

习的过程和探索创新的道路上不断获得积极的情感体验。态度包括认知、情感和意向三种

成分，学习态度直接影响学习的行为和效果，而李小平、郭江澜对我国小学生的一项调查结

果是“更能影响学习行为的是对学习本身愉悦的情感体验和积极的行为准备倾向。这就意

味着不断地施加压力和强调学习的重要性对于提高学习效果的作用是有限的，而培养学生

对学习的喜爱与专注才是改进学习行为、提高学习效果最有效的途径”。从我们的教学经

验来看，这个结论同样适用于留学生。

２加强留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激发留学生自主学习的愿望是前提，培养自主学
习的能力是关键。自主学习能力是在实施自主学习行为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的。“自主性

学习是学习者对自己的学习目标、学习内容、学习材料进行掌控的学习模式。这种学习模式

不仅强调学习者个体的投入和调控，更需要教师在课堂教学设计中对学习者个体学习经验

和学习方法作充分的考量，并能帮助和指导其实现自主学习的效能”。

我们可以从四个方面培养留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

第一，培养自我认识的能力。要帮助和引导他们对自身条件和目标进行准确的定位，要

让学生了解汉语言的特点以及他们在学习汉语的不同阶段和不同课程中所应掌握的各项知

识技能的内容及标准，向他们介绍各种学习汉语的有效方法，并为他们开辟尽可能多的学习

实践汉语的途径，帮助他们摸索出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

第二，培养自我管理的能力。这是把学习动机转化为学习成果的重要保证。要强化学

生合理安排课余生活的意识，使他们认识到适当的自我约束会让他们的生活更加从容而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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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其中目标管理（即，把长远的总的目标分解成不同时期的单项的目标）和时间管理（即，

统筹安排时间，关注时间的利用率，加强时间的计划性）是学生自我管理的重要内容。

第三，培养自我评估的能力。自我评估指学生能够客观全面地评价自己的学习活动，包括

学习动机、目标、方法、态度、效果等，其目的是要培养学生能够对某一阶段的学习成果形成正

确的认识。我们提倡采用形成性评价手段，即根据学生的具体情况，注重对学习过程的评价。

第四，培养自我调控的能力。通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学生需要在自我评估的基础上，修

正自己的学习动机和目标，更合理地分配精力、调整学习策略，这就要求学生具备自我调控

的能力。通过自我调控进一步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和自主学习的能力。

３教师要关注留学生的学习行为，引导学生充分利于课余学习资源。我们要坚持“以
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念。只有学生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人，才能激发他们学习的主动性和

自觉性。教师要积极主动地了解留学生的课余学习行为，及时地发现并肯定学生课余学习

所取得的成果。

在掌握留学生学习行为特点的基础上，积极探索课堂教学与课余学习相结合的教学模

式，努力把课堂教学延伸到课外，倡导学生在课余时间大胆尝试各种学习方式，引领他们充

分利用各种学习资源和汉语语言环境的优势，鼓励他们参与各种学习实践活动，为他们推荐

适合留学生的图书杂志、网站和广播电视节目，帮助他们结识中国朋友、了解中国文化，培养

他们的学习兴趣、学习能力和交际能力等等。

４．校方要进一步优化学习环境，大力开展课外学习实践活动。优美的校园环境、先进的
学习设施、丰富的学习参考资料是学生课外学习的外部条件，学校要加大这方面的建设力

度。同时，学校要采用多种形式，营造良好的课余学习实践氛围，把开展留学生的课余学习

活动作为学校隐性教育的一种重要形式和校园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要积极推进中外学生的交流，要为他们开辟各种渠道，以多种形式开展深入广泛的中外

学生交流活动。对那些以中国学生为主的综合性大学，建议学校把留学课余生活动纳入到

学校的整体的学生活动规划中来，鼓励他们参与学校的学生会、运动队和社团组织，鼓励他

们参加各种形式的公益活动、文艺演出和比赛项目，使他们深度融入到学校的大家庭之中，

为他们参与交际活动创造更多的机会。

（三）有待研究和探讨的课题

目前对外汉语教学界对留学生的学习行为的实证研究还十分缺乏，随着研究的演进，我

们认为需要进一步探讨的课题还很多，比如：

（１）以提高留学生自主学习能力为中心的教学管理模式研究。
（２）留学生课外学习行为与学习效果的相关性研究
（３）学习态度与学习行为的相关性研究
（４）对课外学习活动开展专题研究，包括课外学习活动的内涵、地位，组织管理的原则、

方式、制度保障、评价标准等等。

（５）对学生在课余时间进行听、说、阅读、交际等行为的专项调查分析。
（６）学习行为的个性特征在不同的学习阶段存在差异，有必要对这种差异进行量化研

究并提出相应的教学策略。

（７）由于教育制度、教育背景、教育传统的不同，在学习行为方面来自不同国家的留学
生群体也会表现出各自的国别特征，对此我们可以开展大量的饶有趣味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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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外国留学生校友资源的开发和管理

复旦大学外国留学生工作处 丁洁

一、外国留学生校友资源的重要性

１．培养知华友华人士，提升国家“软实力”

“软实力”一词最早是由美国的国防部部长助理，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院长约瑟夫·奈

提出的。具体来说，软实力包含一个国家的思想吸引力和政治导向力，如国家的凝聚力、文

化被普遍认同的程度、参与国际机构的程度等。“软实力”是一种吸引其他国家作为自己盟

友和伙伴的“隐性资源”。软实力在教育领域主要体现在人才资源、文化价值观、文化的国

际推广以及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等方面［１］。

外国留学生校友们在校期间与老师建立起深厚的感情。从对老师的认同，发展为对学

校的认同，乃至到对国家的认同。这种早期培养的感情逐渐被放大，成为维系母校与校友的

重要纽带。建立在这种“互悦机制”之上的良好人际关系，使校友们更容易接收来自留学目

的国的观点、立场，最终成为对我友好的重要力量。在心理学中，这也被称为“自己人效

应”。这种效应一旦形成，容易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建立起家庭式互不设防的干事环境。

尤其当这些外国留学生校友在本国政治、经济舞台上发挥重要作用的时候，更加意义非凡。

以我校日本校友中田庆雄为例。中田庆雄先生至今已８０岁高龄，是日本国际贸易促进
会理事长［２］，也是该会任期最长的一位理事长。他应邀在中国十几个省、市、自治区担任经

济贸易顾问。１９９２年被我校聘为顾问教授。中田庆雄先生青年时代参加过新中国的建设。
１９５６年９月至１９５８年７月，在我校师从胡裕树先生，学习现代汉语。１９５８年回国后，曾在
日中友好协会工作，１９６４年起，先后担任日本国际贸易促进会部长、常务理事等职；１９９４年
３月任理事长。他一直致力于促进中日友好交流、进出口贸易和对华投资工作，至今访华已
超过３３０多次，曾受到国家领导人周恩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的亲切接见。２００３年１
月２０日，中日友好协会宋健会长代表中国政府授予中田庆雄先生“中日友好使者”称号。

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开始，他就积极组织日本经贸界人士参加广交会。１９６３年，在
中日没有建交的情况下，中田庆雄和朋友们克服重重阻力，促成了日本工业展览会在北京和

上海两地举办，这是日本首次在中国举办大型工业展，受到了我国各界的热烈欢迎。１９８９
年，西方八国联合起来对中国实行经济封锁。当年６月１１日，中田庆雄紧急飞往北京，进行
友华访问，在中央电视台发表谈话。回到日本后，他马上召开贸促会全体理事会议，马不停

蹄地到日本十几个城市举行演讲，告诉日本人民贸促会将一如既往地为中日往来搭桥铺路。

在他的努力下，日本率先在８个西方国家中第一个解除对华制裁。
２００７年１０月２８日，我校日本校友会正式成立，中田庆雄被聘请为名誉会长。上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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旦大学日本校友会是我校在亚洲国家成立的第一家校友团体，也是首次和复旦大学日本的

留学生校友共同组织的校友会，其中离不开中田庆雄在中日两国的友好合作和经贸交流方

面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不懈的努力和巨大的贡献。

２．提高母校的国际声誉，为母校提供发展资源

１）推动母校国际化的发展，树立母校的国际声誉

校友资源也是母校的形象资源。一所高校之所以著名，不仅凝聚着前辈的心血，更要靠

一批批优秀的校友们为学校树立“品牌”。在经济全球化、贸易自由化的大背景下，高等教

育国际化就是在高等教育领域，教育资源在国家间加速流动现象［３］。外国留学生教育作为

教育国际合作与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评价高等教育国际化的重要指标。校友的成功

就是母校的成功。国外院校常常宣传他们所培养的杰出学生，以提高他们在国际上的知名

度和吸引更多的优秀人才。

我校俄罗斯校友金亦思是汉语言（对外）专业首届本科毕业生，现任俄罗斯联邦外交部

经济合作司投资促进处处长，曾任俄罗斯外交部第一亚洲局二秘，多次担任俄罗斯前总统普

京的翻译。其他活跃在外交工作方面的校友，如现任荷兰驻沪总领事馆总领事汪一力先生；

现任新西兰驻沪总领事隋新先生；现任匈牙利驻沪总领事馆副总领事米哈依先生；现任新加

坡驻沪总领事馆教育领事柯志声先生；前加拿大驻沪总领事馆总领事葛淑珊女士；现任保加

利亚共和国驻沪总领事馆签证官忆莲女士；前比利时共和国驻沪总领事馆副总领事助理马

英女士等。

２）为母校提供丰富的办学资源

校友是高校无形的财产、办学的资源，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要发挥校友的作用，通过多

种渠道筹措办学资金。美国的学者阿莫德（Ａｍｏｌｄ·ＧｅｒｔｒｕｄｅＬｅｅ）将校友定义为“曾经在大
学就读并确认资格作为校友会会员的学生和为大学做出贡献的捐助人。”而剑桥大学的校

长也曾以剑桥的发展为例，肯定了校友资源在学校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剑桥大学几百年来

一直站在学术和现今教育的最前沿，这是由剑桥人本身的品质以及剑桥众多拥护者的慷慨

共同达成的，剑桥的未来就在他们的支持当中”［４］。

我校美国校友戴杰士先生曾于１９８２年至１９８３年在我校学习汉语。学习结束后，在上
海成立了杰米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至今已２０多年。在这些年中，他已经为我校附属儿童医
院慷慨捐赠近４００万元人民币，为儿童医院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资金来源。

我校首届留学生校友会会长，８７级丹麦校友李曦萌先生，是第一个将自己的私人企业
特雷通集团打入上海５００强的西方人。２００６年因其对上海经济发展和对外文化交流所作
的贡献，李曦萌被市政府授予“白玉兰纪念奖”。他被推荐作为留华校友代表，在２００８年教
育部的留学生招待会上发言。为了回报母校，他在２００５年复旦大学百年校庆之时，向新落
成的光华楼慷慨捐赠了“北欧风情”系列家具，为母校增辉。此外，他还在我校视觉艺术学

院设立了奖学金，每年资助和筹划以“北欧风情”命名的创意大赛，鼓励更多的学弟学妹们

走上设计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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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国外高校校友工作的启示

１．建立校友网络，充分利用校友会资源

国外的研究表明，美国的高校在建校之初就重视校友的作用。广大校友分布在世界的

各条战线、各行各业、各个地区，组成了母校在海内外庞大的信息网络，通过这张网，校友可

以把各种教育、科技、产业等信息不断地反馈给母校，为母校的建设决策提供重要的信息依

据。因此每所高校都有校友会组织，他们的工作任务明确定位于“为母校和校友全方位服

务”［５］。从人际交往的角度来说，时空上的接近有利于关系的维持，而生态距离和交往的频

率会影响人际关系的好坏。所以校友网络的建立，可以加强校友与母校、校友与校友之间的

密切联系，成为重要的沟通载体。

到１９世纪末期，美国几乎所有的大学都成立了自己的校友会组织。耶鲁大学被看做是
校友活动的发源地，而美国第一个正式的校友协会是１８２１年在威廉姆斯学院成立的。威廉
姆斯学院校友会是北美大学中最古老的校友组织，成立的目的是为了加强校友相互之间的

友好关系，以期更好地提高母校的声誉和利益［６］。

如今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各高校的海外留学生人数也不断增加。为此，不少大学专门设

立了国际学生校友会。波士顿大学建立专门的国际校友项目（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ｌｕｍｎｉＰｒｏ
ｇｒａｍｓ）。该项目隶属于波士顿校友会，该校友会根据国际学生的国际分类，下属的各个校友
会实行自筹资金［７］。密西根州立大学建立了国际学生校友网，该校的在华校友成立俱乐

部，并有９人参与北京、上海和广州等各地的校友联系［８］。２００５年５月３１日，正在中国访
问的新西兰女总理海伦·克拉克在北京的新西兰驻华使馆宣布，新西兰中国同学网正式成

立。建立新西兰中国同学网的目的是为了帮助从新西兰高等教育机构学成归国的中国学子

能够与他们留过学的大学和其他学友保持经常性的联系；新西兰中国同学网还会为曾在新

西兰留过学的中国校友以“信息快讯”的方式提供新西兰的最新信息，以及中新两国关系的

最新发展。此外，新西兰中国同学网计划举办各种活动，并邀请中国校友参加同学网的活

动，如在新西兰政府官员访问中国时安排中国留学生与新西兰政府官员见面等。总之，新西

兰政府希望，新西兰中国同学网提供的信息和举办的活动能够对曾在新西兰留学的中国校

友有所帮助［９］。

一个组织能否顺利达到目标，能否促进个人在实现目标过程中做出贡献，在很大程度上

取决于组织机构的完善程度。［１０］”组织完善的校友会和有序的校友网络对开展校友工作非

常有帮助。由于体制和历史原因，我国高校校友工作起步较晚，在这方面与国外校友工作还

存在差距。但国内外高校对校友资源以及价值等方面、校友会的职能和校友资源的开发管

理模式是相同的。在这种一致性下，我们可以边借鉴，边学习，边改进。

２．重视校友捐赠，专业管理筹资办学

西方国家的校友捐赠具有悠久的历史。慈善在西方国家被誉为人类最高境界的伦理美

德，慈善文化伴随着宗教势力的渗透，成为西方发达国家人文环境中的核心精神支柱，而捐

赠则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正是基于这种全民慈善的文化氛围，社会捐赠尤其是校

友捐赠成为西方各国教育事业发展的最主要动力。无论公立大学，还是私立大学既需要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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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办学经费，又鼓励校友给在校学生设立奖学金。耶鲁大学在１８９０年率先创设了第一个校
友基金会，哈德利校长曾将校友会比做“扩大的耶鲁”，可见校友对耶鲁的重要性。

在美国，筹集办学资金几乎发展成为一门科学，内容涉及如何建立信用、选择筹集运作

的模式、确定筹资战略、使用筹资专家等；研究涉及多科学的知识领域包括：公共关系学、营

销学、新闻学、广告学、心理学、社会学、法律等。在美国的一些州筹款必须有筹款证书，为获

得“筹款证书”要通过正规培训，学习筹款学、慈善学和法律等课程。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不仅在东京雇佣了兼职筹款人，而且还在香港、韩国、日本、台

湾和泰国等地建立校友会。麻省理工学院在几年前就着手与１万名海外校友建立联系，期
待将潜在的捐款变成现实［１１］。哈佛大学在近１０年中，捐赠基金在美国诸多高校中保持在
前三名以内，在２００５年，哈佛总资产达５５５亿美元，其中２５９亿美元为捐赠基金。这要归功
于高度专业化、职业化与市场化运作的哈佛管理公司 （Ｈａｒｖａｒｄ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Ｃｏｍｐａｎｙ，简称
ＨＭＣ）［１２］。该公司成立于１９７４年，专门管理学校的捐赠收入。ＨＭＣ的理念是“尽全力提升
捐赠收入的购买力，从而为学校各部门的运转提供稳定而长久的财力之源”。随着捐赠基

金的日益壮大，ＨＭＣ在哈佛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１３］。以校友为主力的志愿者队伍也

是哈佛大学历次筹资活动不可或缺的生力军。在常规的年度筹款中 ，志愿者既可在募捐电

话中与身处各地的哈佛新老校友交谈 ，也可提供信函收发、文件处理等服务 ，而大规模集

资运动的前期筹划、组织、实施与管理也都离不开志愿者的参与与付出。１９７９年发动的历
经５年的集资运动中，大批志愿者的服务与参与，不仅有效地节约了哈佛集资活动的成本，
而且为校友参与母校事务管理提供了机会，增进了双方的联络与情感［１４］。

德国柏林工业大学的留学生校友办公室定期举办暑期和冬季培训，主要是针对新入学

和即将毕业的留学生。培训的内容主要是跨文化交流、如何提高工作能力，介绍德国的就业

状况，如何申请德国的居留权等。由于在德国住址、电话、电子邮件等个人信息是保密的，所

以这种培训班也是收集留学生信息的一个重要手段。该经验表明，通常参加过培训的留学

生都会与该办公室保持经常性的联系［１５］。

与国外高校相比，我国的高校捐赠管理工作起步较晚，仍处在初级发展阶段。但随着各

高校的日益重视，已在１０００多所高校的１４０多所高校中先后成立了董事会，另一部分高校
成立了发展委员会；大部分高校成立了教育基金会或校友基金会［１６］。我校于２００４年６月１
日正式注册设立了“上海复旦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并在上海，美国和香港设立分部，开展

校友工作。

３．以“进行时”看待校友

校友之“友”的本质内涵是互动的情感的胶结，校友工作主要是一种对人的工作，是一

项感情工程，它充当学校、校友之间的情感纽带。校友会作为一个群众性的社会团体，与其

他社团的主要区别就在于，它是一个以浓厚的师生情、母校情、校友情凝聚起来的、感情色彩

浓郁的社会团体。因此校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应该着手于情感的交流与互动［１７］。

国外高校则把最终为学校发展贡献力量的功利价值追求隐含于日常情感的投入中，以

情感为铺垫，以情感为纽带，以牢固校友之谊为基点。加拿大大学强调好校友是培育出的而

不是天生的观点，强调“新生就是校友”，要“用四年时间培养学生一生的校友意识”等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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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理念的指引下，加拿大大学非常注重以学生为本的办学理念，并形成以学生为中心的

学生服务体系，这样的服务不仅会陪养学生及其家长对本校的认同感，给学校带来良好的声

誉，而且有利于高校进一步为目前以及未来的筹资工作提供条件［１８］。

三、根据我国留学生工作的特点，做好校友资源的开发与管理

国外的校友工作非常成熟，有很多的经验和做法值得我们学习。同时，也应当对我国国

情、文化和社会等特点，从更多的方面做好外国留学生校友资源的开发与管理。

１．重视来华留学生校友工作，了解国外的留学动向

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曾于２００７年５月发布通知，要求各接受来华留学生院校加强
与留华毕业生的联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刘延东在２００９年１２月１０日举行的
２００９年全国教育外事工作会议上强调，要努力开创我国教育外事工作新局面。教育外事工
作处于大有可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应当充分发挥学校民间外交作用，推动教育国际交流合

作向深度广度发展。在２０１０年２月２６－２７日召开的上海高校党政负责干部会议上，提出
以教育国际化作为教育改革创新的突破口，并将加大留学生教育工作力度作为重要举措之

一。可见，外国留学生校友工作已经成为来华留学生工作的重要内容，应予以高度重视。

同时，来华留学工作作为国家大外交的一部分，与国际局势和国家发展紧密相关。为应

对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各国的政策制定者也调整了高等教育和学生培养的角度。未来欧洲、

美国来华留学的需求将逐步增加。美国、欧盟都越来越重视学生的海外学习经历，越来越重

视培养了解中国、懂汉语的人才。美国有关机构正在审议《保罗·西蒙参议员海外留学基

金法案》，计划在未来若干年内，每年向外国派出１０万名学生，并提供相应的基金资助。我
国便是该计划的首选地区。奥巴马访华期间，中美两国签订的《中美联合声明》提出，美方

将启动一个鼓励更多美国人来华留学的新倡议，在接下来的四年中将向我国派遣１０万名留
学人员。这必将大力促进美国来华留学人数的激增，而这些学生也是未来的潜在校友［１９］。

关注海外留学的新政策和新趋势，使我们的校友工作具有更大的前瞻性。

２．提高校友工作者的素质

要将留学生校友资源的潜在价值变为实在价值，需要校友工作者积极主动地进行高校

校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把校友自身的内部需求变成实际行动。从行为与心理科学的角度

来看，人的行动是由动机控制的，而动机则由需求与外界刺激形成。校友工作者要改变等待

与被动的思想态度，善于抓住校友的思想，洞察校友的心理，主动与校友取得联系，增加外部

刺激，激发校友的爱校动机，实现校友回报母校的需求，在思想认识提高的基础上，主动

出击［２０］。

随着来华留学生来源地的不断增加，培养和提高校友工作人员的跨文化交流能力成为

重要的课题。除了熟悉校友工作的基本程序外，还应当了解各国的文化背景，了解不同文化

之间的差异，避免和缓解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２１］。外国留学生校友工作者应当具备公关技

巧和外事知识、一定的倾听艺术、沟通艺术、语言艺术，使留学生校友工作超越地理、经济、文

化等障碍。

不仅是专职的校友工作者，其实每一位接触外国留学生的老师都是参与校友工作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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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老师们是帮助留学生在异文化环境下形成认同和建立归属感的最好对象。校友和母校

的感情就是在点滴间逐渐加深和培养起来的。

３．完善校友会机制和网络，做好重点校友工作

由于来华留学生人数的不断增多，高校留学生校友工作中可根据学生的来源国、背景和

现状进行分类管理。其中要特别关注“重点校友”的发展。这些“重点校友”包括对母校、社

会和国家有突出贡献，有一定影响力和知名度的校友。经常与这些校友保持联系和沟通，在

他们的生日和特殊纪念日时寄去贺卡，表示慰问。关心他们的生活，在重要的节假日请学校

的领导对他们进行慰问。在这些校友看来，这样的举动表示他们自己在所处的社会的人们

眼中具有价值，是一种荣誉。这种荣誉的力量往往是留学生校友们所非常珍视的。

胡锦涛同志在全国人才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而校友

资源是学校最富饶的人才资源”。我国高校要充分认识到外国留学生校友资源的重要性及

其工作中的不足，并积极实施各种有效的策略，实现高校校友资源开发与管理实质性的突破

与飞跃，使社会、母校和校友之间达到资源共享，实现互利互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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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医科留学生汉语教学的质量管理
———以南京医科大学教学实践为例

南京医科大学 张曦 黄晓嘉

南京医科大学招收英文授课的医学专业留学生已经有六年的历史，目前首批毕业生已

经顺利毕业，一个完整轮次的教学实践业已完成。在整个培养过程中，学校高度重视对留学

生的汉语教学，并较早在同类高校中实现了汉语教学的预科化。

汉语教学对留学生在中国的专业学习，尤其是实习阶段的临床教学提供了有力支持，取

得了初步成效。这与卓有成效的、富有针对性的教学质量管理系统是分不开的。

对于汉语教学质量管理体系的规划，在教学工作开展之初就已启动。我们进行了广泛

的调研，参照了长期从事对外汉语教学的兄弟院校的实践经验，并逐步引入了以“过程方

法”为基础的 ＩＳＯ９００１质量管理体系的 ＰＤＣＡ模式。作为 ＩＳＯ９０００族标准所包含的核心质
量管理标准之一，ＰＤＣＡ模式实施的关键在于在策划、实施、检查和改进（ｐｌａｎ、ｄｏ、ｃｈｅｃｋ、ａｃ
ｔｉｏｎ）四个基本过程模式中，实现基于其交互关系的整体性的连续控制。这种将管理融入过
程的动态质量监管理念，在实践中帮助我们完善了管理制度、细化了过程监控、实现了持续

改进，有效提高了教学质量。

一、严谨的教学策划

教学策划中最重要的应该是教学目标的确立，而这应由明确教学目的开始。“根据

ＩＳＯ９００１关于产品实现的解释，高等教育就是通过提供一系列教育服务把学生培养成满足
社会需求的合格人才的过程。”［１］具体到医科院校的汉语预科教育来说，教学目的则在于为

学生提供日常生活和专业学习所需的语言能力，体察并适应我国的语言文化，帮助其克服语

言障碍和文化休克。在更深层面上，培养学生对中国语言文化乃至价值观念的认同，实现我

们举办留学生教育的长远目标———培养学生对中国的友好感情。

基于这样的目的，我们将教学目标具体化为学生的听、说、读、写等语言技能得到初步但

全面的培养，获得相应的汉语交际技能，从而形成一定的跨文化交际能力。这种综合能力的

量化体现则表现为学生应能通过汉语水平考试（ＨＳＫ）３级。结合国家汉办《高等学校外国
留学生汉语教学大纲》中关于长期进修的规划，我们制定出了符合医科院校实际情况的汉

语教学大纲，将教学目标表述为如图所示的可以进行过程分析和控制的层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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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着教学目标体系，总学时数的设定、教材的选用、师资的选择都逐步得到了明确。

总学时数的确立建立在我们早期教学实践所积累的经验和与同类院校比照的基础之上，最

终根据医科专业学生课程负担较重的实际情况确定为６５０学时。后来的教学成果表明，在
预科化的背景下（不同时安排医学课程），这个总学时数基本可以实现既定的教学目标，学

生通过ＨＳＫ考试三级的比率接近９０％。
教材的选择则以经典的初级汉语教材《汉语教程》和中级教材《桥梁》为骨干，附以配套的

听力、写作等教材。但考虑到总学时有限，针对这些教材大都为语言专业留学生而编写的实际

情况，将其中一些过于细碎或者内容过时的篇目略去，以突出重点，加快教学进度。为确保教

学质量，教学由专职、专业的教师负责，尽可能不外聘临时教师，逐步形成了可靠的教师队伍。

二、教学实施的规范化和制度化

ＩＳＯ９０００标准的一个重要思想是“质量产生于产品形成的过程，必须使影响产品质量的
全部因素在生产全过程中始终处于受控状态”。可见作为生产过程的教学，其规范化是十

分重要的，生产过程越规范就越容易加以质量控制，成果也就越符合预期。当然这控制又当

“以制度和组织机构为主导，而不是依靠个人的运作模式”［２］。

在实际教学实施中，教学者和学习者共同接触到的是课堂教学内容。故而规范出统一、

明确、可操作的课堂教学要点是实现教学实施过程可控的基本措施。况且作为教学目标体

系的最基层，课堂教学要点事实上是策划过程规划的各项指标在实施过程中的落实，因而对

它的控制也是实现策划对实施引导的作用的关键。

规范课堂教学要点要求有明确的教学理念，这涉及到教学法的选择。在不同的教学法

的视角中，课堂教学的要点是不一样的。第二语言教学的基本方法很多，无论早期“听说

法”，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结构法”、“功能法”，还是后来的“结构———功能———文化”相

结合法，以及近来影响较大的任务教学法，这些方法都有其合理性。

我们结合非汉语专业留学生预科教育时间紧、任务重，学生精力投入有限的现实情况，在

实践中逐步认识到：一个多种教学法相结合，在不同层面上各自起作用的宽泛框架相对于以某

一种教学法为主的执教思路要更为灵活合理。在这个框架中，我们认为处理好汉字教学与语

言教学的关系则是实现教学效率事半功倍的关键，这与后来国内资深专家的意见不谋而合［３］。

在每课教学目标确立的过程中，我们都把汉字教学放在极为重要的地位，以此作为培养

学生语用能力、文化能力的起点和突破口。比如，对于《汉语教程》（第一册上）第十四课“你

在哪儿学习”的教学，学生在技能层面应该达到：（１）生词教学完成后应可以熟练听写、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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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音所有生词。（２）课文教学完成后，基于对生词地掌握，可以在３到５分钟的短暂准备后
比较顺畅地朗读课文，发音和声调基本正确。（３）复习时可以听写字数１５到２０个不等的
两到三个句子，在每分钟８个字的速度下，错误在８个字以内。在交际、文化层面上应该达
到：（４）学生可以使用课文所学的内容询问对方的个人信息及特定事物的信息。（５）激发学
生在中国交友的愿望，愿意了解更多相关表达手段。

经过几个教学轮次的努力，每一课的教学要点都在教学过程中得到了明确。这些与教

学策划总体目标相一致、可操作的课堂教学要点确保了学生所接受的是统一的教学信息，为

测验、考试等教学环节的标准化奠定了基础，从根本上保证了教学实施的规范性。

确保教学规范性，提升教学质量，还需要制度上的保障。

首先，定期集体备课制度是一项需要长期坚持的重要教学制度。虽然说课堂教学要点

可以统一，但每个老师的个性、教学风格、针对课堂和具体学生的教学措施是不一样的，这种

体现教学活力的多样性必须得到尊重。这就反过来要求通过集体备课来帮助教师精心设计

目标明确，方法得当，能够调动学生积极性的课堂教学步骤，做到既严格执行教学要点，又别

具一格，因材施教。为此，我们坚持每两周进行一次集体备课，要求任课教师对前期教学作

出总结，特别是注意集中教学中遇到的问题与困难，集思广益加以解决，同时形成关于下阶

段教学的简练但重点突出的教案。

集体备课之外，教师互相听课、试讲的学习机制，可以促进教师间的交流，促进教学改

革，带来有益竞争，所以我们要求任课教师每学期听课不得少于４次，并将被听教师授课的
优缺点加以记录。这已经成为了一项长期实施的教学管理制度。

其次，对学生方面而言，保证出勤率也是保障教学实施质量的重要环节。事实上，医科院

校招收的留学生早期多以南亚学生为主，生源质量普遍不算太高，上课迟到、缺课的现象在学

生中比较普遍。加之他们对汉语不重视，汉语课缺课的情况就更为严重。针对这一情况，我们

强化了考勤制度，坚持课堂签到与学工老师随机点名相结合。经过数年努力，逐步提高了学生

的出勤率，改善了学习风气。这些严谨有效的教学制度，确保了教学实施的顺利开展。

三、多层次的教学质量检查体系

精干、高效、科学的评估、检查体系是 ＩＳＯ９００１质量管理体系中重要的一环。我们主张
教学质量检查体系应是一个教师个人与学院督察相结合，重视主客观能动性结合的多层次

系统。

首先，教师本人要根据包括课堂反馈和测验反馈在内的阶段性反馈信息，客观对照课

堂、阶段性教学成果是否与预期教学目标相符合，不断对教学进行调整。对检查发现的阶段

性问题要加以总结归类，并提出解决方案。

第二，在教研室层面，要组织教师对学期考试成绩，特别是 ＨＳＫ考试成绩作认真分析。
尽管仍须改进，但ＨＳＫ作为国家统一举办的语言考试，还是能够比较客观地量化出学生的
实际汉语水平。该考试对我们教学质量的检验作用，应予以充分重视。每学期，我们都要求

任课老师做好期末考试成绩与 ＨＳＫ考试成绩的分析工作。在对试卷自身的难度、信度、效
度、区分度作出评定之后，梳理出成绩所反映出的学生实际水平以及学习中存在的问题，对

照是否达到教学目标的要求，对教学实施作出检讨与总结。

第三，学院层面力推的资深专家督导机制在日常教学检查中发挥了很好作用。学院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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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留学生教学之日起就成立了由资深教授组成的督导专家组，布置其一定的听课任务，对

任课教师的教学展开督导。老专家的监督、指导不仅检查了教学质量，还发挥了很好的帮带

作用。

第四，教学中心由教师向学生转移是当今教学改革的显著趋势。作为学生评估教学的

重要手段，教学质量网络测评在教学检查体系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依托学校重点投入建立

的教学质量网络测评体系，学院为汉语教学建立了自己的网络测评程序。学生被要求登陆

网络对教学实施中的各项指标打分，并且被鼓励匿名向任课教师留言，对教学提出具体意

见。由此形成的“观点的自由市场”，对教学工作起到了非常好的评估促进作用。事实上，

由于教学策划和实施的高质量，学生对于汉语任课老师的评价一直比较高，其意见也能很快

得到反馈。在教学相长的过程中，检查评估对教学的良性促进得以实现。

四、教学质量的持续改进

在ＰＤＣＡ模式中，改进实际上是针对前三个过程模式作总体性的革新。汉语教学作为
提供给学生的服务性产品的性质，在留学生教育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只有不断改进产品质

量，才能确保生源，拓宽教育市场。为此我们从多个方面入手，努力促进教学质量的改进。

学生座谈会和教师座谈会是学院每个学期固定举行的教学会议，其目的主要不在于检

查教学而在于对从总体上对包括汉语教学在内的教学工作提出建设性的改进意见。前面谈

到的汉语教学的教学目的、目标的策划，课程教学重点地确立，教学方法的改进，教学管理制

度的修订，都融入了这两个座谈会所总结出的经验和提出的建议。

每年举办一次的讲课比赛和优秀教师教学示范也是促进教学改进的重要措施。讲课比

赛的教师都来自任课一线，示范教学多由上次比赛的胜者或网络教学质量测评的优秀教师

充任。其所展示的多元化的教学风格，所形成的教学竞争气氛，促进了教学经验的交流、改

进以及教学质量的提高，对于整个师资队伍的培养也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此外，学院对于对外汉语教师参加各种学术会议、培训的支持；对于他们从事语言文化

教学本体研究和教学改革研究的提倡与督促，也为教学质量的改进提供了基础性的动力。

总而言之，有效的教学质量管理是教学成功的重要保障。借助 ＩＳＯ９００１质量管理体系
的理念，在教学策划、实施、评估与检查、改进这四个环节上进行的质量控制，在过往的工作

实践中帮助我们提高了汉语教学的质量，实现了教学目标。同时，医科院校的留学生汉语预

科教学还是一个新课题，较短的历史使得针对它的教学质量管理工作还有很多需要摸索、总

结和创新之处。

（作者张曦系南京医科大学国际教育学院讲师、博士；黄晓嘉系南京医科大学国际教育

学院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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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英文授课的医学留学生
的教学与管理规范化探索

新疆医科大学 雅森·米吉提 艾来提·米吉提 海如拉·伊玛目

近年来随着我国医学教育水平的提高，医学留学生人数持续增长，在所有学科中排列第

二位，仅次于文科类专业，给我国高等院校留学生教育及管理尤其医学留学生教育管理提出

了的挑战［１］。我校２００１年开始招收医学留学生至今，留学生无论人数、国别、层次、类别上
都有了空前的提高，学生人数超过５５０余人，有来自巴基斯坦、印度、阿联酋、沙特阿拉伯、阿
富汗、英国、美国等１８个国家的医学留学生，专业主要为临床医学。２００９年开始招收医学
硕士生，计划招收口腔医学、中西医结临床医学和护理学专业本科生及医学博士生，留学生

层次和专业朝着更高层次和多样化方向发展。

随着医学留学生教育规模的不断扩大，改进和加强宏观管理，教育和管理服务的规范

化也成为我们医学留学生教育的重点。我们认为要提高全英文授课留学生的培养质量，关

键是要把握好以下几个重要方面。

一、明确培养目标，制定科学合理的教学管理模式

随着教育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医学留学生教育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对来自不同国家的

医学留学生的培养方案及师资队伍提出了新的要求。培养目标是制定培养方案、进行课程

设置，改革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的依据［２］。医学留学生教育的培养目标主要是为生源国当

地培养合格的国际医学专业人才，毕业生必将面临获得生源国医师执照问题。因此，培养

方案及课程设置必须满足这种人才培养目标，即必须“服从”生源国社会的需要和国际医学

专业人才标准。这种模式培养的学生基本能与国际接轨，符合生源国当地医疗实际，能较

好避免培养与应用的脱节。

１．留学生培养目标的国际化和本土化接轨

国际人才培养是来华留学生教育最根本的目标，国际一流的名牌大学培养出来学生的

真才实学得以扬名。医学教育国际化的标准是在承认各国在经济、文化、健康与疾病谱、卫

生、政策制度体系、教学系统等各方面的差异和各地区不同差别的基础上定位的。本土化并

不是排斥国际化，而是与国际化相互促动过程中的提升［１］。在医学教育的国际化标准上，

要求的核心内容是一致的：即基础生物医学、行为和社会科学、一般临床技能、临床决策能

力、交流能力和医学伦理学。

我校作为边疆培养医学人才的主要基地，我校根据国际医学教育标准准入内涵，明确了

我校以留学生教育为切入点，加大本科教育力度，加强研究生教育，培养能够进入国际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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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市场的医师和适应国际医疗服务市场竞争的医师的思路，形成了学校重点学科重点建

设和培养创新型医学人才的办学格局，加快了学校参与世界医学教育市场的竞争步伐。

我校所有留学生均采用英文原版教材，使用全英文授课。在课程体系设计方面，学校重

新核定了２８００个知识点的教学内容，结合国际通用医学人才培养标准，制定了我校的人才
培养方案、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对课程体系和课程内容进行了重组和优化，加强了基础与

临床学科间的横向和纵向联系，逐步实现了教学内容、教学理念、教学模式与国际化接轨。

我校结合英联邦国家的学生特点，对传统本科教育课程体系进行大胆改革的基础上，将

医学主干课程保留，内容进行适当增减调整，放弃了体育、政治等中国特色过浓的课程，开

设了与中国文化相承的中国文化概要、汉语等课程。将法医学、急救医学等课程纳入必修课

范畴。这种课程设置使留学生在学习医学知识的同时，不断接触了中国语言和文化，寓医

学教育于国家开放的国际化战略之中。

２．树立正确的全英文教学理念

办国际教育必须有先进的办学理念作指导［３］。医学留学生是一个特殊群体，来自不同

国家，他们的文化背景、风俗习惯、宗教信仰、道德观念、社会价值等与中国学生有明显的差

异。不同文化之间存在着“文化差异”并会产生“文化摩擦”也就在所难免。尊重不同文化

的价值，避免和防止将自身文化强加给对方，积极引导学生适应不同文化环境，使之感受领

悟，并逐步学习、理解进一步融入其中，和谐发展，才能保证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专业教育有序

进行。

全英文教学作为一种全新的教学方式，承接了中西文化的碰撞和融合，涉及到教学理

念的更新。树立正确的教学理念，通过探索和分析影响实施英语教学的主要因素，提高医

学教育者对英语教学的认识，采取有效的措施，英语教学才能持续发展下去。我校留学生

主体是英联邦国家巴基斯坦的学生，由于英语为这些留学生国家的官方语言，学生从小具有

良好的英语听、说、读、写的能力。因此，全英文教学模式，对这批医学留学生扫除了最大的

语言障碍，是他们选择我校作为留学目的地学校的主要原因之一。

经过反复讨论，我们确立了国际教育学院的办学指导思想：培养师资骨干，加快学科建

设，促进教学改革，推动双语教学，加强国际交流，塑造国际品牌，争取规模效益。在此原则

指导下，根据学校实际情况，确定了《国际教育学院五年发展规划》，做出目标定位，做好以

下三方面工作：

第一，全方位招生：立足南亚，辐射周边，面向世界。改善生源构成，建成名符其实的国

际教育学院。

第二，多层次结构：优先发展博士、硕士高层次教育，稳步发展本科教育，适当招收专科

层次（护理为主），扩大短训班规模，逐步形成各层次合理比例，提高办学水平和办学效益。

第三，宽领域学科：瞄准国际市场需求，逐步拓宽学科领域，形成现代医学、中医、针灸推

拿、药学、口腔、妇产科、儿科多专业方向发展，充分利用资源，扩大办学规模，培养符合国际

市场需求的合格人才［４］。

３．完善留学生教学效果评价模式

留学生教学质量的好坏，直接体现我国的教学水平和国际声誉，因此医学留学生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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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工作是重中的任务，教学质量是留学生教育管理工作的生命线。留学生与我国学生在学

习目标、教学安排和教学方法上均有所不同，因此在评价留学生教学效果的方式上也应有所

不同。对任课教师来说优先安排留学回来的教师承担主要教学任务的同时提高教师的待

遇，留学生课时津贴按国内学生的两倍计算、评选优秀教师和晋职称是优先考虑承担留学生

教学任务的老师。

有计划的培养全英文授课师资梯度，通过各种激励途径，提高教师的积极性。对留学生

来说一是要加强学生考勤并纳入成绩体系，凡是平时出勤率没有达到１／３以上的学生不能
参加期末考试，旷课还将扣掉相应的平时成绩。将出勤率作为平时成绩之一避免了学生逃

课现象。二是组织小测验并将成绩纳入成绩体系：为了敦促学生平时抓紧时间学习，教研室

决定每学期进行三次不定期的小测验，成绩纳入成绩体系。

鉴于留学生的特点，我们采用“期末考试７０％＋平时实验报告１０％＋小测验１０％＋考
勤１０％”的方式来对留学生的病理生理学教学效果进行综合评价。在理论课的考试中也加
入了实验操作相关内容的考核，以强化留学生对动手能力的重视和培养。

二、根据医学留学生特点，制定和完善学生管理模式

留学生在文化背景、受教育程度、生活和学习习惯、思维方式方法、对专业学习的要求和

目的等多方面与对国内学生存在很大差异。留学生在来华学习和生活期间会面临的首要问

题就是来自学习、生活和文化适应方面的挑战。由于大部分学生第一次远离家乡，对异国生

活很不适应。我们就从生活居住条件、饮食问题等问题关心帮助他们，让留学生尽快适应学

校环境，感受到学校大家庭的温暖。由于教育背景和生活环境的差异，和中国学生相比，留

学生思想活跃，但是他们自律性较差，经常出现上课迟到、早退、旷课现象。

１．注重人文关怀，加强沟通，建立良好师生关系

医学留学生也是来自不同国家，其文化背景、风俗习惯、宗教信仰、道德观念、社会价值

等与中国有明显的差异。由于各国文化、种族、风俗习惯的差异，他们看问题的角度、思维方

法、情感体验、行为模式等都具有鲜明的民族性。不同文化之间存在着“文化差异”并会产

生“文化摩擦”也就在所难免［３］。

针对以上问题，我们结合实际情况，选拔外语专业毕业的优秀毕业生承担班主任工作，

在学生宿舍住宿，加强师生沟通，体现人文关怀。班主任随时了解他们身在异国它乡的感

受，尊重他们的信仰和生活习惯，关心他们在想什么，困难是什么，及时地帮助他们解决生

活、学习中遇到的问题，和他们一起欢度传统节日，甚至带领他们去宗教场所以免不法分子

干预。这样有利于消除他们的异域文化和国情的陌生感，加强感情的沟通，取得他们的信赖

和尊敬。班主任定期听课，及时发现他们学习中存在的问题并反馈教务科及时解决，让留学

生尽快投入到学习中去。

２．加强学生管理工作的制度化和规范化：

来华留学生管理重点在于管理的制度化和规范化。实现制度化和规范化的管理首先要

建立一套完备、合理的留学生管理规则、章程、制度。在国家和地方政府颁布的法规制度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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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上，根据本校实际，根据教育部的指示精神，制定了“新疆医科大学留学生手册”、“新疆

医科大学留学生学籍管理”、“新疆医科大学留学生出入境、居留、旅行的规定”、等规章制

度，并配有中英文对照。新生入学第一件事就发给人手一册。因此我院十分重视留学生管

理的制度化和规范化，使我校留学生工作做到“有据可循”。

３．重视入学教学、完善奖罚体制

考虑到留学生以往所受教育的特点，以及法律法规的不同，开学伊始，我们就安排了相

关人员进行了此方面的教育。首先，教育留学生遵守中国法律，严格校纪校规，遵守公共道

德。遵守中国法律是我们包容不同文化和不同价值观的基点和底线，因而对任何违法者都

要严肃查处，决不姑息。

但由于校纪校规和公共道德在不同社会制度和文化背景下有较大的共性和相似内容，

因此，在道德行为规范方面的规定尽可能采用共性内容，使之切实可行。根据留学生的实际

情况，我们制定了《留学生的安全协议书》，在新生入学教育的同时，要求每个学生对了解规

定和遵守规定做出书面签字承诺，使违规行为的处理有据可依。

针对留学生的学习考核情况，制定了“新疆医科大学留学生奖学金试行办法”。凡是留

学生在学习上获得奖励或违反学习纪律、违反校纪校规，均及时通报给留学生家长。这些规

章制度的建立和实施，使得留学生的各项教育管理工作得以顺利进行。由于奖罚分明，留学

生都自觉遵守，学风日渐上升，人人暗下功夫，相互竞争。

４．出行安全教育常抓不懈

外事无小事，留学生在校内外安全涉及到两国关系。因此学校定期不定期开展宣传出

行安全活动，促进学生加强自我保护意识。

５．狠抓消防安全管理，杜绝安全隐患

我校留学生配备电视机、冰箱及饮水机等家用电器。因此采取积极措施，认真抓好消防

安全管理工作，全面抓，抓重点，杜绝各类安全隐患。加大宣传，邀请消防局相关人员来我校

现场讲座，提高广留学生的消防意识。结合自己学校的实际情况，学院每周定期进行留学生

宿舍安全大检查，发现问题及时通报上级部门。每年，学校定期组织大型检查，有效处置校

园内的一些安全隐患、不稳定因素和治安难点，加大对重点要害部位和易燃易爆、化学药品

的管理，防止重大刑事案件和火灾事故的发生，确保了校园安全和稳定。

三、后勤服务社会化、提高服务水平

１．留学生后勤服务社会化

随着学生规模的增加，现有后勤服务不能满足留学生的需求，因此后勤改革，服务社会

化是非常必要的。后勤社会化不仅提高工作效率，对后勤工作人员实行按劳分配，提高他们

的积极性，同时对留学生提供有偿服务，提高留学生爱护公共财产的意识和节约意识。我校

留学生每月限定额度免费提供电、冷热水，超出部分自己承担。留学生宿舍所配备的家用电

器免费使用，若使用不当或维修不满一年出问题，费用学生承担，超过一年的学校承担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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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勤改革应为教学、科研和师生提供优质服务、为学校的建设和发展提供良好的物质保

障三是创造良好的育人环境和条件。后勤改革将促进后勤干部和职工转变观念，增强服务

意识，树立危机感和紧迫感，真正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同步提高，促进学校各项事业

的不断发展［５］。

２．给留学生提供多样化的服务

大部分留学生家庭条件较好，学生生活自治能力较差，因此我校后勤服务公司向留学生

提供有偿洗衣服、家政等服务。这不仅改善学生生活条件和宿舍环境，给留学生创造更好学

习的时间和气氛；我校留学生食堂聘请会做生源国特色的食品师傅，并延长食堂作息时间，

为留学生保证随时能吃本国饭，减轻他们生活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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箱庭疗法对留学生异国
文化适应问题的干预研究

天津大学 孙颖 段琪 张树俊 王天欣

来到异国求学的外国留学生，面对的压力通常远大于他们在母国文化环境中所承受的

压力。再加上他们在异国文化环境中的社会支持系统相对薄弱，因此比较容易因异国文化

的适应障碍而陷入困境之中。这里所说的异国文化适应，指的是一个人从他固有的文化环

境中移居到一个新的文化环境中所产生的文化上的调适。

胡芳等的研究显示，在ＳＣＬ－９０量表上，留学生的强迫、恐怖、偏执、精神病性因子分均
显著高于中国青年常模（Ｐ＜００５或００１）。留学生阳性因子分≥２的检出率最高为强迫
症状（４９０％），留学生阳性因子分≥３的检出率最高为敌对情绪（９４％）［１］。即部分留学
生存在一定的心理问题，亟待心理援助。

但是，留学生与国内的心理辅导老师通常存在语言和文化上的差异，因此，辅导起来总

会有些困难，甚至会产生误解，辅导效果不甚理想。因此，需要在传统的辅导过程中，加入超

越言语、文化障碍的心理咨询方法，才可能更加深入地了解留学生的内心，发现其问题，从而

进行更具针对性的辅导，帮助留学生尽快适应异国文化环境，提高他们的身心健康水平。

一、箱庭疗法与留学生的异国文化适应

１．什么是箱庭疗法？

箱庭疗法是在治疗者的陪伴下，来访者从玩具架上自由挑选玩具，在盛有细沙的特制箱

子里进行自我表现的一种心理疗法。箱庭疗法在国内又称沙盘游戏或沙箱疗法，是一种将

分析心理学理论和游戏疗法相结合的心理疗法。一般的心理治疗通常是以语言为主要沟通

媒介，而箱庭疗法则具有非语言性的特点，因此，箱庭疗法特别适合于儿童和语言表达欠佳

的来访者的咨询和治疗中使用。

２．箱庭疗法的作用

来访者在选择沙具和摆放的过程中，自己的无意识会自动地流露在箱庭作品中。咨询

师根据箱庭作品洞察来访者的潜意识内容，并通过引导，带领来访者将无意识的内容整合到

意识中，使无意识意识化，从而促进人格改变。箱庭疗法是一种高度形象生动的、超越了语

言和文化障碍的心理咨询方式［２］。在箱庭疗法实施中，咨询师通过营造一个自由和受保护

的空间，让来访者在箱庭世界里将自己的内心世界尽情展现，以静默见证者、共感理解和母

性原理的态度激发来访者的自愈能力［３］。本研究正是借助箱庭疗法的这一特点，帮助留学

生完成异国文化的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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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留学生的特点

（１）留学生的文化与语言特点

留学生在异国的学习，与他们在本土学习存在着很大的不同。首先就是文化冲击的问

题。来自世界各地的留学生，持有不同的文化理念，拥有不同的民族信仰。当他们被集合在

一起的时候，相互之间的摩擦力很大。摩擦力越大，留学生对异国文化的适应力越差。其

次，语言也是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陈慧等发现，语言适应、环境适应、交往模式适应、隐私

观念适应和社会支持适应五个因素的适应程度都相对较低。［４］这里谈到的语言适应问题，

指的是留学生到中国的时间有限，因语言不通或不熟练造成了一定的适应困难。学校里的

心理辅导老师，至多精通一两门外语，面对来自世界各地的留学生，不可能都用对方的母语

和其交谈。如果用汉语，留学生可能会因为汉语水平不高，表达不出自己内心真实的想法，

妨碍咨询师对其实质的问题把握；或者留学生听错了咨询师的言语表达，结果造成心理咨询

非但不能起到帮助留学生解决问题的作用，反而产生一系列误解，致使留学生的心理状况更

加恶化。因此，在留学生的心理咨询过程中，语言问题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２）留学生的行为与心理特点

和在本土文化就读的同龄人相比，在异国文化环境中学习的留学生，由于控制优势的丧

失，通常会变得封闭、谨慎。所谓控制优势，是指当人们处在一个比较熟悉的环境，自感可以

比较好地控制周围的环境，个体的思想通常会比较开阔，行事比较大胆，消极情绪出现的几

率会比较低。留学生则不同，即便对中国的语言和文化有比较多的了解，但毕竟是来到一个

并不熟悉的环境，个体通常会感受到控制优势的丧失，这使得留学生在异国文化下的行事通

常谨小慎微。

此外，一个新的文化环境不仅使留学生要面对异国文化的冲击，还迫使他们与自己非常

熟悉的生活圈子分离，因此留学生面临着社会支持系统的重构问题。但是，留学生有时很难

适应中国人对待朋友的方式。中国人交友讲究真诚，因此朋友之间相互的自我暴露会比较

多，仅就这一点，对于那些来自于比较强调隐私文化背景国家的留学生，他们会在与中国学

生建立深厚友谊的过程中感受到心理压力。或者，中国人的“差序格局”观念，又会让留学

生感到“中国同学不喜欢和我们交流”［４］。由于上述种种因素，使得留学生较难建立起一个

很强大的社会支持系统。由于缺少社会支持系统，留学生在出现问题的时候只能独自承担。

如此恶性循环，容易导致留学生心理问题的加剧。

４．箱庭疗法在留学生心理咨询中的适用性

（１）箱庭疗法的超言语性

洛恩菲尔德在创立“世界技法”的时候，最初是想寻找一种能与儿童沟通的有效媒介，

既对儿童有持久的吸引力，又能为儿童和观察者提供一种可描述的语言［５］。箱庭疗法确实

沿袭了这一特点，通过来访者在沙盘上布置场景，可以比较容易地将内部心理状态外化。因

此，在留学生心理咨询过程中，一旦出现语言交流障碍，可以让留学生制作箱庭来尽情地表

达思想，宣泄负性情绪，并帮助咨询师对其进行更深入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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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箱庭疗法的去文化性

留学生来自不同的国家，拥有不同的文化和宗教信仰，他们很容易将自己的个性特质隐

藏在这种文化的差异里。一旦隐藏，咨询师就很难分辨出留学生的问题是源于自身，还是源

于文化特质，而且容易丢失一些宝贵的咨询线索，使心理咨询效果受到强烈干扰。在会谈式

的心理咨询中，要捕捉文化和宗教差异带给留学生的心理影响，存在很大的难度。但在箱庭

疗法中，文化和宗教方面的信息通常会比较自然地在作品中表露出来，而且箱庭疗法带有强

烈的象征性和原型基础，并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世界共通性，这有利于咨询师在留学生箱庭作

品的启示下，在心理咨询中迅速、准确地将留学生身上的文化因素提炼出来。本研究将提炼

文化要素的理念定义为“去文化性”。箱庭疗法较好地解决了留学生心理咨询中这一去文

化性问题。

（３）有效减弱留学生的心理防御

如上述留学生的心理特点中所提到的，留学生因为远离本土文化，在心理上难免有些脆

弱，因此会有比较强的心理防御机制。此外，由于咨询师与留学生在语言与文化上的差异，

会加剧留学生的心理防御程度。箱庭疗法自身属于一种投射性的心理疗法，可以有效地减

弱来访者的心理防御机制［３］。第二，箱庭疗法治疗室要求布置的自由、安全和舒适，加上沙

盘里的沙本身就容易给人一种回归和放松的感觉，沙具架上的沙具又栩栩如生。在这样放

松、充满亲和力的物理环境中，留学生的阻抗会大大降低。第三，咨询师的治疗态度也有利

于降低留学生的心理防御水平。在创作箱庭作品的过程中，咨询师始终以无条件的积极关

注、母性和静默的见证者的态度来关注来访者在沙盘世界中发生的一切。咨询师在整个治

疗过程中都表现出包容、鼓励和信任的态度，这会让来访者感到自由和被接纳，逐渐与咨询

师建立起信任的关系，并逐步发挥着自我治愈的能力。总之，箱庭疗法可以比较有效地降低

留学生的心理防御水平，促进心理咨询的顺利展开。

（４）为留学生提供情绪宣泄的机会

由于语言与文化的不同，留学生在平时的交往中，无法很好地向中国同学倾诉自己的心

路历程，而且远离家乡，与家人的交流也十分不便，只得将负性的情感压抑于内心。这样，在

异国求学的他们要比中国学生或是在本国求学的同龄人缺失很多情感宣泄的机会。

箱庭疗法通过每一个沙盘场景构成的内容和主题，折射来访者内部经验世界。在箱庭

作品的创作中，留学生可以通过场景的布置，将潜入于无意识世界中的消极情感宣泄出来，

宣泄的本身就是一种极好的治疗。因此，从这样的角度，箱庭疗法的确可以为留学生的情绪

宣泄提供机会。

二、半限定性主题法应用于留学生心理咨询之探索

本研究在箱庭疗法的实施过程中，采用了“半限定性主题”的比较研究方式。由咨询师

限定主题，来访者根据这个主题进行箱庭疗法的创作。但是，这个限定性主题并非完全限

定，而是像半命题作文一样，由咨询师为来访者限定主题范围，再由来访者在这一限定范围

内进行独立的创作，并为其创作的作品命名。因为针对那些已经发现存在一定的适应问题

的留学生，采用这样的咨询方式，可以借助主题的引导，让留学生围绕这一主题进行思考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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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省，使咨询师更好地发现来访者在中国留学过程中的异国文化适应情况，这样即促进了留

学生的自愈力，又使问题的解决更具针对性。现以一例留学生适应不良案例进行简单说明：

来咨询的是一个柬埔寨籍的女生，２００９年９月入学，到现在已经五个月。从初步的交
谈中发现，她的主要问题是适应不良，但由于该生不能用中文准确地表达自己的状态，咨询

师建议她体验一下沙盘的感觉，并决定采用箱庭作品的制作来对她的情况作进一步的了解

和分析。

在第一次箱庭治疗主题中，为她提供的半限定性主题为“现在在中国的我”（作品 Ａ１），
以了解她在中国目前的状况和感受。该生在箱庭作品中表达了明显的思念之情。其中一个

局部的布局是将中国和母国之间用河隔开，河的上面没有桥，只有一只小船，但她却在船的

底下铺上了薄薄的沙子，给人一种船行进困难的感觉，甚至有一种搁浅的味道，暗示着自己

在努力，但却很艰难。结合其箱庭作品展开交谈，咨询师对其有了更多的了解：她来中国已

经五个月了，但还是有些不适应，主要体现在气候、饮食和环境方面。此外，她也没有交到中

国朋友，其他国家的朋友也不算多，和朋友也很少见面，所以感觉很孤独。最重要的是，她虽

然有明确的目标，但是却举步维艰，在中国的五个月，似乎还没有向前迈进一步，觉得自己什

么都没有做，这种挫败感加上孤独感令她心境忧郁。

在第二次箱庭治疗中，为他提供的半限定性主题是“过去在柬埔寨的我”（作品 Ｂ１），以
观察与作品Ａ１的差别，从而具体了解该生在母国的生活情况。这次的箱庭作品含有“逃”的
意味。其中一个局部布局表达了她在柬埔寨的家是一个大家庭，但是亲属之间不是很和睦，

箱庭作品中的两头牛表达了家庭内部的矛盾和争斗，对此她感到害怕、排斥，因此她有时候

很想脱离那个充满矛盾的环境，作品中背包的女孩和鸟（注：她自己）和其他人物之间有一

些距离，暗示着她向往一种自由、独立的生活，不要被家庭的矛盾所羁绊。

在作品Ａ１和作品Ｂ１中均有道路的布局，但是在作品Ａ１中的道路上汽车飞奔，而在作品
Ｂ１中道路前面的沟壑与工程车表示柬埔寨现在到处修路，所以交通不便利，但是柬埔寨的
车开得都比较慢。这暗示着中国惊人的发展速度也让来自异国的她多少有些不适应。

第三次箱庭治疗的半限定性主题为“期待在中国的我”（作品 Ａ２），可以通过与作品 Ａ１
的比较，发现个体期望的发展趋势。她先在沙盘靠近右上角的部位放了一个别墅，又在别墅

的旁边放了一个水果比较丰富的果篮。在房子的前面放了与前两次作品中出现的相同的

鸟，又在鸟的旁边放了三个女孩。随后，她又挖了一条河，与第一次箱庭作品中出现的河基

本相同，船依然是在起点位置，不同的是船下面的沙没有了。她在河的源头处放置了两个亭

子，最后，还放上了两只蝴蝶。作品出现了明显的“治愈”主题，展示出她内心已经有了更大

的勇气和动力去面对日后的学习和生活。更值得欣喜的是，她丰富了表示目标的亭子的种

类，并在亭子旁边放上了蝴蝶，这象征着她对生活和学习的目标更加明确，而且也充满了美

好的期待，从中看到她更加积极地适应留学生活和面对未来的内部力量。

第四次箱庭治疗的半限定性主题为“期待在柬埔寨的我”（作品Ｂ２）。因为该生的问题
是适应不良，因此 “期待的在母国的我”的作品状态应该可以展现来访者内心期待的最佳

状态。观察作品Ｂ２与作品Ｂ１之间的意义是否趋于一致，如果趋于一致，表示箱庭疗法对于
来访者在该问题的治疗过程基本完成。如果没有趋于一致，则为咨询师对来访者问题的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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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提供了方面与目标。在作品Ｂ２中，她展现的是对家庭和睦生活的向往。她为作品起了一
个非常充满童趣和温馨色彩的题目———“一起吃鱼吧”。她选用了一个比较大的别墅，一个

坐在椅子上的安详的妇女（代表她的母亲，父亲已去世多年），两个小男孩（代表她的两个弟

弟），她依然用那个背着背包的女孩代表自己，而且快活地站到了亲人们中间，不再想着逃

避原本那个充满矛盾的家庭，表达了她勇敢地面对生活的勇气，这与作品 Ａ２的意义趋于一
致。因此，就该生适应不良问题的心理咨询阶段基本结束，并为日后转入更深层的自我成长

主题的心理咨询阶段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为了更好地说明这种半限定性主题的操作方法，以此次适应不良问题为例，将咨询师应

该观察的注意事项总结如下图（其他类型的问题读者可以仿照此图自行推导）：

三、结语及启示

留学生将成为一个愈加庞大的群体，采用一种有效的方式促进其心理健康是一个具有

深刻意义的举措。通过作者的实践探索，巧妙地以异国文化的比较为题引，通过箱庭作品展

示出留学生的适应不良具体原因和内容，为咨询师给留学生提供针对性的心理咨询服务提

供了可能。这说明箱庭疗法的确可以以其独特的方式帮助留学生宣泄自身情绪，发现问题，

使咨询工作得以顺利进行。今后，以箱庭作品为依托的异国文化背景下留学生心理状态的

比较研究，在留学生心理咨询工作中应该受到进一步的重视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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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高校外国留学生招生策略研究

大连理工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 杜芳　赵胜川

一、来华留学形势与辽宁留学生现状

中国高等教育要同国际接轨，必须扩大外国留学生的比例。国际上，目前招收留学生最

多的是美国，其次是法国、德国。中国排名第１２位。如今好多国家已把发展留学生教育作
为一项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事业，如：澳大利亚同中国的贸易中，招收中国留学生成为了第

五大产业。美国每年招收留学生的收入近１００亿美元。招收留学生数量与国家的经济发展
也是同步的，大致能反映出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一所高校接受外国留学生的数量和层次，

标志着这所学校整体学科水平高低和在国际上的地位，标志着对外开放程度的高低。

２０１０年，国务院颁布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２０１１－２０１２）”。教育
部为进一步贯彻执行纲要提出的“进一步扩大留学生规模”的要求，出台了“留学中国计

划”，提出了到２０１０年，在华就读的外国留学生人员要达到５０万人次，接受高等学历教育的
留学生达到１５万人的目标。２０１０年，全年在华学习人数首次突破２６万人。辽宁独特的地
缘优势也吸引了大量的韩、日、俄等国家的留学生。在激烈的市场竞争和历史性机遇面前我

们要立足于辽宁地缘特色和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把目光扩大到东南亚、欧美、非洲，利用各种

渠道，进行外国留学生招生，全面促进对外汉语教学事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模式。

辽宁外国留学生数目的增加对辽宁经济和社会发展作用都是不容忽视的。结合辽宁地

缘优势，从认识上、政策上、制度和教学上对外国留学生招生工作研究得不多。在这样的背

景下，我们便在原有研究的基础上，更系统更全面地对辽宁高校留学生招生策略进行了

研究。

（一）全面认识辽宁外国留学生招生的现状和发展趋势

只有广泛收集外国留学生的资料和数据，在科学调研的基础上，全面了解外国留学生的

招生现状，才能全面认识外国留学生招生的发展趋势。虽然２００９年辽宁留学生按人数在全
国排名处于第四位，但应该看到学生总数相对较少，不足全国的４％，办学层次较低，专业设
置滞后。目前留学生教育的层次在逐步提高，由单纯学习语言扩大到覆盖文、史、哲、经济、

管理、法学、教育、理、工、农、医等普通高等教育全部学科门类。根据《２００９年来华留学生简
明统计》可知来华留学生学习专业以汉语言、西医、文学、经济、管理、工科、中医为主，这７
大类占总数的９３．９％。

来华留学生的类型和层次呈现出新的变化，主要表现为三点：一是学历生继续增多；二

是短期交换生增加；三是自然科学领域的留学生增加。因此，辽宁各高校发展留学生教育面

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下表是２００８年辽宁省接受来华留学生院校前六名在全国排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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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辽宁省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２００８年辽宁省接受来华留学生前六名院校在全国排名

学校名称 合计
留学生总数

学历生 非学历生
在全国排名

大连外国语学院 ２２１４ ３３４ １８８０ ２６

辽宁大学 １０４２ ３７３ ６６７ ５１

东北财经大学 １０００ ２６６ ７３４ ５４

大连医科大学 ９３６ ４１６ ５２０ ６３

辽宁师范大学 ８２８ ７７ ７６１ ６６

大连理工大学 ７３２ １３８ ５９４ ７３

　　图表来自辽宁省教育厅国际交流处２０１０年３月《２００９年辽宁省来华留学生简明统计资料》

（二）辽宁外国留学生招生现状滞后原因探究

１）观念陈旧：一些院校对来华留学教育的意义和重要性认识不足，没有正确把握当前
来华留学教育的发展形势，还缺乏国际留学生市场发展与壮大的观念与思路。在制定学校

发展规划时忽视了来华留学教育。

２）比照发达国家，来华留学教育与管理的手段落后。美国高等教育具有鲜明的开放
式、国际化特点及优势，并能为外国留学生提供各种优良的管理和服务，特别是能提供勤工

助学、合法打工的政策和机会，英国增加设立奖学金的种类，日本加大奖学金经费投入，等

等。而我省相关政策支持力度不够并且缺少相关政策的支持和管理制度的保障，制约了学

校来华留学教育的发展。有些学校的留学生服务机制不健全，缺少专用留学生教室，教学设

备落后，留学生住宿条件差等，给学校带来了不少负面影响，自然就影响到招生。

３）对外汉语教学师资短缺。辽宁高校普遍存在对外汉语师资短缺、层次偏低的问题。
现有的对外汉语教学不够灵活多样，也不够规范，语言教育和培训的滞后使得辽宁高校在招

收语言生和语言类专业学生时与北京、上海、天津相比处于弱势地位。

４）留学生招生渠道缺少多样性和灵活性。留学生招生模式各校千篇一律，亦步亦趋，
不能把握留学市场中的机遇，缺乏开创性。对外宣传渠道较少，主要通过互访介绍以及留学

生上门咨询等被动方式，流于形式，实效性差。辽宁教育消费贸易在国际市场上的营销运作

模式有待进一步开拓。

５）缺少宣传力度：辽宁地处边境，但辽宁高校资源丰富，民族文化积淀深厚，但很多留
学生不知道不了解辽宁，因此辽宁留学生短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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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外国留学生招生现状滞后原因探究示意图

二、辽宁省高校外国留学生招生策略研究

（一）加强市场调研，把握高校自身优势，有针对性地进行招生宣传工作

要积极开展国际合作，遵循“走出去，请进来”的原则。拓展海外合作办学点。利用校

际交流项目，招收来华留学生是扩大留学生规模的一条渠道。加大在日韩俄三国的宣传力

度，建立长效机制。韩日俄三国与辽宁有着广泛的经济文化联系，地理位置优越，为吸引留

学生创造了很好的条件。

此外，还可针对高校本身优势，将招生目光放在自身的优势学科上，比如大连理工大学

要以本校的优势学科、重点学科作为吸引点，突出新兴学科、交叉学科、特色学科，争取吸引

生源。紧抓和自己有联系的欧美高校，在进行校级交流时，通过与国外大学签订友好交流协

议，举办冬令营和夏令营，争取对方中文专业的学生在学制时间内来中国短期语言学习等方

式，建立比较稳定的生源输送渠道。还可委托友好学校在该校中文专业做招生宣传，介绍、

推荐学生来辽宁留学，建立稳定的交换生合约。大连理工大学对友好学校韩国的翰林大学、

英国的爱丁堡大学，美国的普渡大学都做了大量的工作。此外，校长出访建议安排演讲，做

隐性招生活动。

再有要关注周边工业弱国生源市场。印尼、越南、泰国、蒙古、马来西亚、尼泊尔、朝鲜、

菲律宾、巴基斯坦、老挝、缅甸，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是农业国，工业发展相对落

后，有学习理科和工科的强烈要求和愿望。大连海事大学依托本身海事优势，大连医科大学

依托医学优势，大连水产大学等均可利用本身特点，开展与这些国家的合作与交流，利用科

研、教学的特色和优势，进行有针对性的宣传，值得强调的是，赴国外招生团组，行前一定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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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大量的、周密的准备工作，才会收到好效果。

例如：准备全方位宣传学校的资料：拍摄制作包括校长、重点学院院长、留学生，外教、

宿舍、食堂等录像、图片。制作用英、日、韩、俄、法等语言翻译的精美清楚易于携带的手册、

ＤＶＤ等。了解所访问城市、访问大学情况，所设汉语专业的情况，做好事前联络工作；拟出
对招生工作起重要、关键作用的友协名称、友好人士名单，做好拜访的事前准备工作；建立与

留学中介长期联系等。

总之，做好对出访国招生情况的预测和对策工作。招生工作犹如对弈，不能看一步、走

一步，应有全局观念。

（二）实现生源数量突破，调动高校内部一切积极因素，拓宽招生渠道

招生需要多管齐下。诸如：建立或完善留学生招生网站，利用网络的便利、快捷等特点

进行招生宣传，以优惠的方式推进网上报名活动；利用学校人员出国、出访的机会，布置他们

到他国进行实地招生；广泛联系国外校友、国外友好人士、本校外籍教师帮助招生；保持与本

校毕业学生的联系，请他们现身说法进行招生宣传；学校组织出境招生；拓宽各兄弟院校无

竞争性资源共享，比如大连医科大学的中介，可与大连理工大学共享，介绍想学习工科和理

科的外国留学生去大连理工大学。大连交通大学没有设立汉语言文学本科，可以介绍给大

连理工大学、辽宁师范大学等，各大学多加强信息交流。学校多承办大连留学生活动，如大

连外国留学生学生联谊活动、音乐会、朗诵会等。以便大连外国人、留学生了解大连、增大大

连高校的吸引力；此外积极参加教育部或各省市中国境外教育巡回展等。所有这一切，需要

学校自筹经费设立招生奖金，以提高参与人员的积极性。

（三）重视所在市的政府部门的桥梁作用，努力拓展招生渠道

辽宁省有外国领事馆和外国领事馆代办处，辽宁省国外的友好城市较多，充分利用所在

市与国外友好城市的关系，通过友协牵线搭桥，请国外友好城市市政府、友好团体或友好人

士给各高校输送、推荐留学生是个好办法。

此外还可以通过所在市外经委、外商投资企业协会，招收外商及其家属子女学习汉语。

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综合国力的增强，成了举世瞩目的投资热点，吸引了众多的合作伙伴，越

来越多的大财团、大企业来辽宁投资办企业。学校宜与所在市的外经委、外商投资企业协会

合作。与外商和政府的合作开展招生工作，常常能够产生一举多得、多赢的效果。比如大连

理工大学和日本住友会社多年来形成了很好的交流合作形式，大连理工大学的毕业生去住

友会社工作，大连理工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为住友员工进行语言培训。

（四）巩固汉语进修教育，发展学历生，提高办学层次

根据我国国情结合辽宁的教育资源，我们应该在继续以发展汉语进修教育为主的基础

上，提高招生层次，形成具有短期培训速成教育、进修培训教育，以及预科、专、本、硕、博学历

教育一体化的教学体制，扩大学历生的招生，对吸引更多优秀来华留学生就读学历教育有着

积极的促进作用。尤其要把握韩日俄学生的需求，扩大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课程设置，加

强各学科针对外国留学生的对外汉语教材建设和授课师资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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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完善奖学金制度，提高我省高校在留学市场上的竞争力

现在设置的奖学金还不完善，在国际市场上缺乏竞争力。进一步完善辽宁省政府奖学

金、学校奖学金制度。推进各市政府奖学金和各高校奖学金的设立，吸引更多的高层次优秀

学生来辽学习。

（六）注重对外汉语学科教学的理论建设和整体建设，提高教师队伍素质

各留学生教学单位必须增强学科意识，建立一支有较高科研教学水平的师资队伍，重视

教学研究和理论探讨。新的教学理念会对教学产生积极的影响。如果还停留在传统教学方

法和手段上，势必影响对外汉语教学的发展。我们要以课堂教学为中心，摸索出网络、视听

相结合的立体化的教学模式。借鉴国内外远程教育的模式，研发辽宁特色的对外汉语远程

教育模式。在招生工作中，以视频、图像的方式呈现给留学生，以便吸引更多的留学生入学。

（七）优化管理，以管理促招生

管理水平的高低是决定学校声誉、吸引留学生流向的一个重要因素。我们应为优化、规

范管理，逐步实行来华留学生管理的国际化、法制化、社会化管理体制。留学生来自不同的

地域、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文化背景，有着不同的意识形态、思维方式和风俗习惯。留学生因

文化背景的骤变、语言的障碍、专业学习遇到的挫折等，身心会产生各种不适，影响正常的留

学生活。为帮助留学生更快适应并顺利过渡。必须切实做好留学生入学辅导、生活辅导、心

理辅导等工作。

扩大辽宁高校留学生招生，辽宁对外汉语教育事业的可持续发展，不仅可以带来持续增

长的外汇收入，而且也可以带动相关的第三产业的发展，更重要的是可以培养出大量的了解

辽宁经济、文化的汉语人才，对提高辽宁在国内外的知名度和“软实力”会发挥越来越重要

的作用。

（作者杜芳系大连理工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讲师、博士研究生；赵胜川系大连理工大

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院长兼国际合作与交流处处长、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

［基金项目：“外国留学生教育与辽宁经济发展研究”，辽宁经济社会发展立项课题（批

准号ｌｎｓｋｌｋｔｊｙｘ－６１－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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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语环境下的任务型
汉语教学实践活动研究

东华大学 柯玲

一、概念界定

１．关于目的语环境

本文主要研究目的语环境下的汉语学习，也就是在中国国内的汉语国际教育。

国际经济体系和利益格局面临重组，为中国培育国际竞争力和培育软实力创造了难得

的机遇，中共中央领导和各相关部门更加重视来华留学生工作在培养友好人士方面的作用。

中国在世界格局演变中的地位增强，外国朋友了解中国的需求将会加强，也会扩大利用

来华留学生渠道培养“知华人才”，来华留学生的潜在价值将越来越得到认可，来华留学吸

引力将越来越大。

目前，来华学习汉语的人数保持着良好的增长势头，中国作为学习汉语的目的语国家，

会吸引越来越多的海外学子。

２．关于“任务型教学”

汉语国际教育中的“任务”涉及语言的实际运用，是一种语言教学的方法和途径。任务

型语言教学即Ｔａｓｋ－ｂａｓｅｄ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Ｔｅａｃｈｉｎｇ，是一种基于任务或以任务为基础的语言教学
途径。任务型教学法是美国教育家杜威以实用主义作为教育理论基础而提出的“学生中

心，从做中学”的教学模式，他主张教育的中心应从教师和教科书转到学生，教学应引导学

生在各种活动中学习。任务型教学也是一种建立在“建构主义”（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ｉｓｍ）理论基础上
的教学法。建构主义理论认为，学生知识的获得主要不是靠教师传授，而是学习者在一定的

情境（即社会文化背景）下，借助他人（包括教师和学习伙伴）的帮助，利用必要的学习资料，

通过意义建构方式获得。建构既是对新知识意义的建构，同时又包含对原有经验的改造和

重组。

很多学者研究者认为任务型教学方法体现了现在最新理论的优点，比如系统功能语言

学，中介语理论，输入、输出理论，互动理论，社会建构主义理论等等，也有人认为它是交际法

的进一步发展。对外汉语教学中任务型教学之所以受到重视，是因为学习者接受任务后，在

完成任务的过程中，注意力主要集中在意义而不是语言的形式上。学习者在完成任务的过

程中，可以自觉地、有意识地提高目的语的学习兴趣，强化目的语的学习效果。任务型教学

强调真实的语言环境，强调互动，强调通过“做”来学习语言。

任务型语言教学是一种语言教学途径而不是唯一固定的语言教学方法，它对我们对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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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教学产生的影响不应该仅是在课堂教学模式上的改变，更多的应是在教学理念教学思

想的转变。把传统的以教师为主的课堂教学转换成以学生为主的课堂教学或现实活动，缩

短了课堂教学与现实生活的距离，把课堂变为一个小目的语社会，或把目的语环境变为相应

的汉语学习课堂。学生在这一环境中自发、自由、创造性地运用语言。那么学习者学到的不

仅仅是语言知识，更多的是语言的运用。

３．关于“汉语教学实践活动”

“任务”不仅仅指为达到语言学习整体目标的课堂活动，包括简单短暂的语法练习以及

复杂耗时的集体课堂活动；也可以指类似课堂之外（即真实生活中）的社会交际实践，即具

有交际目的而非教学目的的活动。中国的学历教育体系中教学实践活动一般包括三个部

分，即：专业实习和毕业实习。针对来华留学生的汉语言本科课程体系中增加了认识实习、

语言实践或文化参访活动。但这些实践活动往往并不和课程学习直接相关，因此，此类教学

实践活动尚不是本文所关注的教学实践活动的主体。本文的教学实践活动在一定意义上讲

是课堂教学的延伸。侧重两个方面：既是指课堂教学中用任务型教学方法指导的课内教学

活动，也包括课程学习时老师布置的课外实践作业。在任务型教学的理念下从事对外汉语

教学，已经成为来华留学生各科学习中重要的、效果显著的教学方法。中国得天独厚的目的

语环境，更使任务型教学实践活动，成为中国许许多多大学汉语教学的首选方法和教学

特色。

二、目的语环境下任务型教学实践活动的意义

任务型教学即利用目的语这一环境优势，要求学生“通过运用语言来学习语言”———在

用中学，通过让学生完成语言任务来习得语言模式，这种教学模式既符合语言习得规律，又

极大地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本身也具有极强的实践操作性。对汉语教学本身而言，教学实

践活动有如下几点意义：

１．实践活动使得抽象的教学目标具体化了

通常的课堂教学，我们的教学目标都是教案中理论性的阐述。教者或听课评课者往往

并不十分关注更不会去具体分析教学目标的实现情况。而一旦付诸具体的教学实践任务或

作业，则必须确定一个具体的目标。如：口语教学中的问路实践：问一个中国学生（路人），

体育馆（某某银行）怎么走。必然会用到“方位词、前后左右或东南西北、向、拐、一直、先

……再……”等词。任务十分具体、明确，所以，教学实践活动可以让教学目标成为实在的、

具体的、可评估的有效目标。

２．实践活动使书本知识变得鲜活了

课堂教学中也有操练，但一般来说有相对稳定的模式，以便养成学生的听课习惯。如替

换练习，本来可以扩展，但由于缺少变化，学生很快会失去兴趣，变为机械的读书。而任务型

的教学实践却可以，变静态为动态，并让学生真切地感受到有用。如学习“中国人的晨练习

惯”一文，带学生到公园去调查一下，若再与中国人一起活动一个早晨，那一切都变得鲜活

起来，包括那些运动名词也自然印在学生脑海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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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实践活动可变被动接受为主动需求

任务型实践活动以完成任务为首要。语言的交际功能在任务型教学实践活动中既是动

力也是目的。为了完成任务必须交际，而为了交际又必须学会语言。当汉语成为交际的必

备工具时，人们会积极主动地去运用它、理解它、琢磨它。

４．实践活动还可以增强团队精神，加深同学感情

任务型教学实践活动多以小组为单位行动，实践活动中既要分工协作，又要团结互助，

只有齐心协力才能实现目标，并最终完成任务。

５．实践活动还能使学生真正走进中国，进一步了解中国文化

任务型教学实践活动是将对外汉语课堂与目的语环境链接的重要渠道。精心组织的实

践活动打破了封闭式的课堂教学模式，使留学生真正走进中国、走进中国百姓生活。

三、目的语环境下任务型教学实践活动的分类和设计要求

目的语环境下的任务型教学实践活动可以按不同的标准分类。广而言之，任何课程都

可以有独具特色的教学实践活动。而细分则有依据课后练习设计的实践任务和根据实际目

的语教学资源设计的实践任务、个人独立完成的实践任务和团队协作完成的实践任务、课内

限时完成的实践任务和课外限时完成类实践任务、还可以根据课程性质设计语言技能类和

专业知识类实践任务等等。

任务型教学实践活动只是课程学习的一种方法或手段，无论那种类型的教学实践活动

都是在辅助教学而不能取代教学本身。我们为学生设计的任务都是“以目标为导向”，要求

学生在规定的时间内用语言做事，完成规定的目标。任务的完成最终要使学生觉得在语言

技能、语言知识、情感态度、文化意识和学习策略等方面的有所收获，重点在于为完成任务而

理解和传递意义，在完成各项任务的过程中，学生们要有意识地使用语言。作为教者，任务

的选题和设计应遵循以下几点要求，即：相关性、真实性、适应性和可操作性：

１．相关性

相关性是任务型教学实践活动存在的根本依据。所谓相关性是指任务的核心必须是课

堂教学内容中的教学重点或难点。语言技能课的任务设计应有与之直接相关的语言要素和

语言材料，这就要求教师一方面要立足相关课程纵向考量，同时也要与其他课程横向协调，

从教学文本的语料中提炼出与教学内容密切相关的话题，使词汇围绕话题和情景聚合出现。

专业知识课的任务确定应有与之直接对应的知识点和能力目标，这就要求教师立足本课程

横向勾连与目的语环境的关系，将课堂教学的知识点与实际运用紧密融合起来。

２．真实性

真实性是任务型教学实践活动的魅力所在。所谓真实性，是指任务是真实的任务，是学

习任务也是实践任务，是有意义的任务也确实是有某个真实的问题需要解决。这个任务在

现实生活中有发生的可能性，并且一定得完成任务。也就是说，任务型教学活动设计的任务

多为现实生活中的真实活动真实的场景（街区、招聘现场、市场、文字刊物、视听媒体等）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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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的人物、真实的交流、真实的语音语调以及真实的结果。

３．适应性

适应性是任务型教学活动的特色所在。所谓适应性，主要是指任务应适应如下三个

方面：

（１）适应目的语环境

目的语环境是任务型教学实践活动的依存背景。教学实践活动须适应目的语环境的资

源特点来设计，以寻求教学内容与目的语资源的最佳结合。如：胡同是京派文化的典型代

表，学习《胡同文化》这一课，在北京与在上海可以设计的教学实践活动就得有所变化。北

京人称小街或小巷叫“胡同”，上海人则称为“里弄”或“弄堂”，北京胡同的特点与上海里弄

的特点各有不同。北方的学校可设计胡同文化调查，在上海则应叫做“里弄文化”调查（见

附录）。

（２）适应学生的汉语水平

任务型教学实践活动总是在相应层级的汉语教学中执行的，因此，任务的设计必须适应

学生的实际水平。不适应，无论是太难还是太容易，都会失去任务的意义。如初级班的任务

应多为课内任务。课外任务不宜太难太远。如在初级班口语课上学习“问路”时，可以以校

内或学校附近的实物为问路目标，要求学生必须向中国人问路，记下问路时的对话，到达目

标后以照片为证，回来复述问路对话并告诉同学怎么到达目的地。而像中级汉语视听说等

课涉及的任务是综合性任务，应将视听说三者结合起来，然后完成故事梗概、男女主人公性

格的描述等任务，这种交流接近随意的日常交际，目的性相对较弱但比较实用。再如高级班

学习《爱情是什么？》，获得了与之相对应的语言要素和语言材料，能确保词汇的足量和背景

知识的准备，可以让学生对大学生择偶标准进行一次调查，从而达到学以致用的目的。

（３）适应课程的性质特点

语言技能类课程只是汉语国际教育课程的体系的一部分或基础部分。如今汉语言本科

专业下设的方向也越来越多。如商务汉语、旅游汉语、比较文化等新生方向对学生的专业要

求越来越高。课程体系中除了汉语基础课程外，专业方向课程也是各式各样。任务型教学

活动须适应课程特点，以掌握课程学习目标为设计理念。因此，不同的语言技能课程（听说

读写译）有不同性质的任务，不同的专业方向课程也须设计不同专业色彩的任务。

（４）可操作性

可操作性是任务性教学实践活动的行动纲领。所谓的可操作性是指完成实践任务的指

令要明确，路径要清晰。任务的题目可以是开放性的，也可以是封闭式的，还可以是半开放

的，视目的语环境资源、学生汉语水平或课程性质而定。活动主旨、活动形式、活动步骤、可

供使用的目的语环境资源、完成时间、角色分工、预期目标和考评方式等等都应明确告知学

生。并确保学生有所依循，进而有序地完成任务。

四、目的语环境下任务型教学实践活动任务的反馈和评价

外汉语教学中的任务型教学实践活动的过程也就是用汉语做事的过程。在任务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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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学习者不仅需要运用语言知识和语言技能，还要依靠学生们其他知识和技能的综合

运用，个人的生活经历、工作学习经验等都是完成任务的重要条件。任务实施阶段对每位学

生来说，教师布置的任务、提出的限定性要求必须是目的语使用过程，结果的展示形式也需

要用汉语呈现。

与一般课堂教学有别，任务型教学实践活动因活动形式多样化，反馈的形式也有相应不

同。语言技能类课程的教学实践活动反馈以展示语言技能的实践为主；专业知识类课程的

教学实践活动的反馈应体现语言技能与专业知识并重；教学实践活动的反馈可以用书面形

式，也可以用图片、影像等形式；个人独立完成的实践任务以个体形式反馈，团队协作完成的

实践任务既可以选代表回答也可以按照分工集体回答；依据课后练习设计的实践任务可以

在课内反馈，根据目的语教学资源设计的实践任务可以在实际环境中随机反馈；课内要求限

时完成的实践任务教师课随堂点评，课外限时完成的实践任务可在根据任务的内容提出反

馈要求。

作为教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任务型教学实践活动同样需要评价。但因教学实践活动的

形式、方式的特殊，评价的方式、形式也不同于一般的课堂练习或课程考试。除了个体独立

完成的教学实践活动可以根据学生的各人表现予以鼓励性的评价外，任务型教学实践活动

多以团队为单位，因此考评的方式一方面任务顺利完成就可以给一个基本合格的成绩，同时

也要照顾到通过实践活动后的学生反馈。从学生的自我反馈中检测其在某次活动的中的表

现。针对不同形式的任务的完成情况，教师应负责任地进行认真的口头点评或书面批改。

书面批改可以给学生明确的评价或成绩评定。口头点评则要注意：

１．重内容，兼顾形式

任务型教学实践活动首先是对任务完成情况的评价，因此教师可就完成任务内容多角

度全方位地评价，突出对交际意义的重视和实践活动目标的实现的评价。如采访实践活动，

可以从采访策略的使用、问题设计的难易、归纳总结的层次、典型材料的选取、认识评论的立

场以及表达结构的安排、遣词造句的优劣等方面给予评价。

２．重特点，兼顾一般

口头点评具有现场效应，只有评出特点才有说服力，才能迅速见效。教师要努力捕捉每

个学生的独到之处，力争每个短小精悍的评语都能对号入座，让学生感到老师确实了解到自

己的努力，评语是老师为自己量身定做的，缺点优点都恰如其分。

３．重鼓励，兼顾问题

课堂上的口头点评应以鼓励表扬为主，特别是在初始阶段。教师要小心地培植学生的

自信和兴趣，使之产生期待任务和完成任务的勇气。点评还要避免全唱赞歌，特别是对中高

级班的学生，必须指出其存在的问题。当问题过多时，不能指望一次全部解决。一般情况

下，也还应以表扬鼓励为主。应择其问题的要害，将与其他同学相同的问题，分解转移，不要

让某个学生感到自己的问题比同学们多很多。书面批改则应全批细改，评语要针对性强，要

有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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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语环境下的任务型教学实践活动，这种课外大环境的实践极大地促进了课堂学习，

其意义不仅在于巩固检查了课堂教学效果，弥补了课堂教学不足，活跃了课堂气氛，更重要

的是采用任务教学模式就学习心理而言，一方面学生在实际生活中积极运用目的语交际，比

在课堂上机械模仿更易获得成就感；另一方面，在课堂上学到的知识和获得的方法指导学生

马上投入“实战”，见出成效，也使学生由衷承认课堂学习是有用的，这些都会激发学生积极

地选取交际策略，选取在“用中学”、在“做中学”的过程中，想方设法地去了解和体验汉语的

无穷魅力，感受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

附录：目的语环境下任务型教学实践活动举例（从略）

（作者柯玲系东华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汉语言系主任、副教授、文学博士，主要研究

方向为对外汉语教学、民俗教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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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汉语教学中现代教育技术的有效性

浙江理工大学 贾芹 王晓军

现代教育技术是指以多媒体计算机和互联网通讯技术为核心的信息技术，对学习资源

和学习过程进行设计、开发、利用、管理和评价的一门教育技术学科。它包括教育技术学的

理论基础、媒体与教学、教学资源的开发与应用、教学过程的理论与实践、教学设计与开发、

远程教学技术、教学评价技术等内容。近年来被开发引进教学领域的一批现代传播媒体，如

幻灯、投影、广播、录音、电影、电视、录像、光盘、电子计算机等硬软件及其相应的组合系统，

如语言实验室、多媒体综合教室、视听阅览室、微格教学训练系统、计算机网络系统等等，都

被统称为现代教学媒体。

高等教育中的“现代教育技术热”影响到对外汉语教学领域，各高校的多媒体网络（局

域网）教学设备的安装为现代教育技术在对外汉语领域的运用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传统的

对外汉语教学特别是初级阶段的教学，教学手段以教科书为重要的教学信息资源，辅助以图

表、身体语言，难免有时会枯燥乏味。进行交际性练习时，唯一的交际训练场就是教室，缺乏

真实的言语交际环境。而以多媒体计算机和因特网为基础的现代教育技术给对外汉语教学

带来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

多媒体有利于创造语言交际的真实环境，把文字、图形、影像、声音、动画以及各类多媒

体教学软件等先进的手段引入教学实践中，可以实现模拟现实环境，为言语技能和言语交际

能力的训练创造图、文、声、像并茂，丰富多彩的语言环境。而网络则通过链接把丰富的中文

课外读物、课外小组、课外活动等提供给中文水平不等的学习者，诸如：中文图书、报纸、杂

志、广播、电影、电视，还可以在网上和中国人交友、向老师提交作业等等。

但是，当前现代教育技术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运用情况怎样？对外汉语教育起点不同

的高校，他们在运用现代教育技术存在哪些差异？我们从目前现代教育技术在课堂教学中

应用的范围来和不同高校实际使用情况两方面来看。

一、目前现代教育技术在课堂教学中应用的范围

首先，从对外汉语教学中不同的课型看课堂教学中现代教育技术的运用

综合课上，教师针对内容做成 ＰｏｗｅｒＰｏｉｎｔ（ＰＰＴ），包括生词展示、语法讲解、句型操练等
等，既节省了大量板书所浪费的时间，又能把句型、举例等以文字的形式展示出来，对于同音

词多、文字有象形意味的汉语来说，留学生在接受信息的质和量上要比之前不用 ＰＰＴ好
得多；

听力课上，从教师以往录音机播放磁带录音的形式，转变为用多媒体播放录音材料或者

视听材料，部分教学内容从之前纯粹地听转变为视听，用视觉调动学习者的情绪，这种多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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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的输入可以让他们更好地把握信息要点；

口语课上，教师就内容在ＰＰＴ中用图片展示语境，进行情景教学，不仅省去了教师口头
解释语境的大量周折，而且使学习者有身临其境的感觉，使得教学更富有吸引力；

阅读课上，教师把阅读材料分解、处理做成 ＰＰＴ，把难以理解的阅读背景材料用视频或
图片的直观形式展现出来，都可以提高对原有纸质阅读材料的利用率；

其它如在初级阶段的汉字课上，教师用动画展示笔顺、用图片展示象形文字，在新闻课、

报刊课和写作课教师从网络上寻找语言材料等等，都是教师根据不同课型的教学要求和教

学目的有选择地运用现代教育技术。

其次，从教学内容上来看现代教育技术在课堂教学中的运用

教师针对语音、字词、语法、课文的内容，运用多媒体的不同的信息表达元素来开展教

学。语音教学部分的声母教学、韵母教学、声调教学，可以用静图、动画来或数字化视频来展

现；字词教学部分特别是象形独体字教学、汉字结构教学、汉字部件教学可以用静图和动画

的方式；生词教学时可以用文本的形式展示例句、展示词义系统（如同义词、反义词等）；语

法教学方面语法引入、语法操练往往用文本或者静图的方式；课文部分，课文导入、课文理

解、课文操练大都采用文本或者静图的方式提示信息、突出重点。

最后，从教学环节上看现代教育技术在课堂教学中的运用

在复习旧课的环节中，教师把上次课的内容做成简短的 ＰＰＴ，只提示某些重点，不把全
部内容列出，学习者可以根据ＰＰＴ上的提示回顾上次课的重点内容；学习新课的环节中，生
词学习、课文讲练、重点语法和词汇讲练都可以用 ＰＰＴ形式；课堂小结和布置作业环节，用
ＰＰＴ比以往的教师板书或口头表达都更加清晰有效。

总的来说多媒体教学中多以ＰＰＴ的形式，其它形式利用得少一些。ＰＰＴ中也以文本和
图片为主，其它形式利用得少一些。

二、现代教育技术在不同高校对外汉语教学中运用情况

目前国内高校都很重视现代教育技术的硬件建设，对外汉语多媒体教室越来越多，有的

教室还建立了网络教学系统主控室及教学观摩系统。但是，现代教育技术不仅仅只是硬件

建设，还包括软件、潜件和人件①的建设。对于一些对外汉语教学历史悠久、师资力量强的

重点院校，如北京语言大学、厦门大学，学校对对外汉语教学中运用现代教育技术的政策和

制度上、教师在应用现代教育技术的观念上和精力的投入上，都和对外汉语教学历史短的高

校上有非常大的差别。

以北京语言大学为例，除了网络教学系统的建立以外，普通的对外汉语教师在教学中普

遍能够自觉地运用现代教育技术，不管是哪一种课型。而且在北京语言大学汉语进修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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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硬件指设备、设施，如校园网、多媒体教室。软件包括与硬件配套的教学软件、网络课程与数字化

教材、资源库等。人件指的是在软件应用开发过程中，凡是与人有关的任何事物，诸如管理、组织发展、个

性、模型、工具、方法、过程、人机交流等。潜件包括各种理论体系、方法和相关的研究成果。徐娟．论数字
化对外汉语教学的硬件、软件、人件与潜件［Ｊ］，［Ｊ］，现代教育技术，２０１０（２）



的国际汉语教师师资培训课程中，也是把“现代教育技术及运用”作为一门课程来看待的，

该课程设置对应《国际汉语教师标准》，培训模式采用“基础理论＋教学实践”。在培训班结
业之前的模拟课堂上，学员们都能够有意识地利用现代教育技术进行模拟教学。北京语言

大学的出版物《多媒体汉字字典》（１９９７）、《汉语课堂教学示范》（２００７）、《汉语多媒体教学
课件设计》（２００９）都引领时代潮流。其中《汉语课堂教学示范》中的绝大部分示范课堂的教
学中都采用了现代教育技术。北京语言大学在培养海内外对外汉语师资、树立其现代教育

技术观念起都到了很好的示范和推广作用。

目前“汉语热”持续升温，各地高校纷纷开拓领域招收留学生。那么，在这些对外汉语

教学开展历史比较短的普通高校中，现代教育技术在对外汉语课堂能实现多少？制约其发

展的因素是什么？

以浙江理工大学为例，这是一个只有七年对外汉语语言培训历史的省属高校，从２００３
年的１个留学生发展到现在每年近百名长短期语言生，但由于师资不足、教师投入有限、经
验有限等等，现代教育技术并没有广泛地运用于教学中，只有个别综合课教师全凭自我在有

限的教学领域内运用。学校从政策和制度上也缺乏引导与支持。

现代教育技术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运用在这类高校的进程非常缓慢，尽管这些高校的

硬件一点儿也不啻于老牌高校。这是一个普遍现象。是什么制约了现代教育技术在这些高

校的运用呢？我们知道，在教学媒体的利用上，有四个基本原则，即发展性原则、综合性原

则、经济性原则、教学最优化原则，制约这些高校现代教育技术在对外汉语教学中运用的最

大障碍就是经济型原则。

编制的教学媒体要考虑经济效益，以最小代价，得到最大收获。这里的“代价”，主要指

使用的人力、材料、经费和时间；“收获”是指优秀的教学媒体，即有助于提高教学质量和教

学效率，能够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的教学媒体。

在这些高校师资不足的条件下，教师完成基本的教学任务尚且勉强，更不用说花费时间

和精力用现代教育技术搞活课堂，同时，由于缺乏共享资源，教师即使是制作简单的ＰＰＴ，为
了寻找合适图片、视频、网络资源上也需要花费大量时间。而且，教师的运用现代教育技术

完全是自我行为，教学部门和学校对于教师用不用现代教育技术也没有特别的有针对性的

政策，往往只有教师在教学上取得了非常明显的效果时，才会引起一点重视，而这又不是短

时期能过显现得出来的。

综上，我们看到，在现代教育技术高速发展的今天，对外汉语教学中现代教育技术的运

用还存在一些问题：

首先，在对外汉语教学四大环节总体设计、教材编写、课堂教学、语言测试中，现代教育

技术目前只在课堂教学中应用得比较多，其它环节尚待进一步有效开发（目前虽有个别多

媒体教材，但影响比较小）。在课堂教学中，除了前文提到的一些应用领域，实际上还可以

在不同课型、不同教学内容和不同教学环节上继续挖掘开拓。比如在听力课教学中，以往的

听力课很少布置作业，运用现代教育技术，教师可以让学习者课后利用网络上听力资料完成

听力作业等等。汉字教学中，可以给学生播放一些汉字形体演变的视频资料，让学生对汉字

的历史有个纵观的认识。在布置作业的教学环节中，可以充分运用网络，比如教师帮助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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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班级博客、用ＭＳＮ、ＱＱ、Ｅ－ｍａｉｌ进行作业交流等等。
其次，在现代教育技术的四件中，往往重视硬件和软件的建设，而忽视人件与潜件的建

设。人件建设的基本目标是使学科教师、学生、技术统筹人员、管理者等都对现代教育技术

形成积极的态度，具备基本的数字化教学知识技能，掌握数字化在学习、教学和管理中的应

用方式，能够充分利用现代教育技术提高自己的工作成效，促进教学改革①。而潜件建设的

基本目标是构建现代教育技术对对外汉语教学的思想理论体系，其研究成果可以引领现代

教育技术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应用方向，决定汉语教学质量和效果②。忽视人件与潜件，就

不能形成长效机制，就不能充分调动一线教师运用现代教育技术的积极性。

最后，不同对外汉语教育起点的高校在现代教育技术的运用上存在很大差别，起点低、

历史短的高校要在政策制度上支持和鼓励教师运用现代教育技术，从时间上、经费上保证教

师对此的投入。

总而言之，如何最大限度地发挥现代教育技术的作用，提高教学的效率，是摆在年轻的

对外汉语事业和年轻的对外汉语教育工作者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

（基金项目：本文得到“浙江省教育厅项目”资金支持。）

（作者贾芹，女，系浙江理工大学文化传播学院副教授，博士；王晓军，女，系浙江理工大

学国际交流与合作处副教授）

０５

①

②

曹进，王灏．基于计算机与网络技术的外语课程至于正和策略研究［Ｊ］，外语电化教学，２００７（６）
徐娟．论数字化对外汉语教学的硬件、软件、人件与潜件［Ｊ］，［Ｊ］，现代教育技术，２０１０（２）



中医药院校留学生汉语教学内容及思路探讨

山东中医药大学 刘娟 金一兰

在中国大踏步走向世界的今天，越来越多的外国朋友来到中国；在来华学习的留学生当

中，越来越多的学生把目标锁定在了中医。古老而神秘的中医正在为世界所了解所接受。

面对热爱中医、想学好中医的留学生，我们的中医汉语教学，应有其独特的一面，以满足学生

的特殊学习需求。

一、汉字教学

对学中医的留学生来说，会写汉字，并能快速准确地书写汉字是极其重要的。比如，要

从事中医工作，必须通过国家组织的统一考试，取得中医医师资格证书。这个考试是不分国

籍的。以前经常有留学生在这样的考试中，因为书写速度慢答不完试卷从而考试失败。学

生的反映是：会答但是不会写汉字，或者是会答但是写得太慢，答不完试题。

故此，汉语教学中，开始时，就应紧抓学生的书写，要求准确、快速。从另外一层意义上

说，“准确”可以培养学生的严谨态度，“快速”可以提升学生的干练程度。这两个方面对从

医的人员来说都非常重要。

要达到书写准确、快速的教学目的，就要让学生对汉字这种记录语言的书写符号有一个

基本的、准确的认识：

１．汉字象是一幅画，充满了神奇

我们从“汉字起源于图画”［１］的汉字起源上给学生介绍我们六千多年的古老的汉字。

最早的汉字是象形文字，是从图画而来的。比如日（太阳， ）、月（月亮，）、山（ ）、水

（ ）、人（）等等。开始时，人们用这些“图画”记录事情，后来当人们赋予这些“图画”以读

音的时候，他们就真正变成了文字。而他们的形体又经过了甲骨文、金文、篆书、隶书、楷书

等的演变，发展到了今天使用的规范字体———简化字体。于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太阳“日”已

不再是圆的，变成了方形，牛也只剩下了一只“角”。

２．汉字是由笔画组成的，不要畏惧汉字的书写

汉字的形体经过演变，已不能用画画儿的方式把它们画出来，那要怎样写出这些汉字

呢？要让学生认识到：像事物的通理，整体都是由个体组成的。爸爸妈妈孩子组成了家，树

根树干树枝组成了树，车轮车身组成了车，而横一、竖丨、撇丿、捺
"

、点丶等这些不同的笔画

组成了汉字。分析至此，学生的畏惧心理至少能去掉一半。

明白了道理，还要对学生进行严格规范的训练：横，就要从左到右写，竖就要从上到下

写，不能随意。了解了笔画，接下来规范的就是笔顺（汉语考试时笔顺也很重要）：先横后

竖、先撇后捺、从上到下、从左到右、先进人后关门……这样理清了书写的思路，学生的畏难

情绪就会有很大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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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要强调的一点是，一定要强化练习，养成习惯：“口”字就一定要“竖—横折—横”的笔

顺，不能随意写成如“竖折—横折”的组合。笔画练习对大部分西方学生来说，就是书写习

惯改变的练习，也是思维方式改变的练习，笔不听使唤的情况常会出现，所以一定要重视引

导，强化练习。

汉字书写的教学，一定要先介绍笔画，一定要对汉字的形体进行解剖。

３．汉字合体字是由偏旁和独体字组成的，不要畏惧笔画多的汉字合体字

现代汉字在形体上的最大特点是方块。组成方块汉字的次小单位是偏旁和独体字，再

由偏旁和独体字组成合体字。独体字多是象形字（包括指事字），合体字多是会意字和形

声字。

当学生学习到一定阶段 有了一定的汉字积累的时候，教师就应该有意识地引导学生

对汉字的形体结构进行分析了。比如汉字可由多个汉字组成：一个木是树（一棵树），两个

木是林（表示更多的树），三个木是森（更多、更大面积的树）。先从这些同体会意字开始，引

起学生的兴趣，逐步过渡到异体会意字：日、月为明，人、木为休；再到形声字上：糊葫瑚、洋恙

烊、江河湖泊、想念愉快。

形声是汉字造字法中造字能力最强的方法，故而形声字在汉字中占有很大的比例，所以

等学生有了一定的基础后，一定要介绍这种组合：与人体有关的汉字，用“月（肉）”字，如肝

脾肺肾脏腑胳膊腿脚；与疾病有关的汉字，用“疒”字，如病症疾痛疮疱疼痒痢瘦，从而进入

到偏旁部首的认识，以帮助学生更快、更多、更准确地掌握汉字。毕竟字与字的组合，记忆起

来，比笔画的组合容易多了。

以上的教学设计往往会引起学生极大的学习兴趣，甚至有些学生会自己组合一些汉字，

然后查证自己组合的汉字对与不对……

二、词汇教学

学生的学习目标是中医，所以词汇教学方面，也要注意服务中医的特色，为学生的中医

学习打好基础。

１．加强词义本义的教学，以增强引申义的理解

像学习“本”的时候，结合前面谈及的对汉字形体结构的认识（它是一个指事字），要介

绍其本义为“树根”［２］（草木的根干），后引申为“事物的基础或主体”等意义。学习“标”的

时候，要介绍其本义为“树梢”［３］，正与“本”的本义相对，故其与“本”相对的引申义是“指事

物非根本性的一面”，两者构成一对反义词。这样，了解了“本、标”的本义与相对的引申义，

待学到中医的理念“治本治标”时，学生就会很容易地理解，就会更深切地认识体会中医为

什么要讲“先治其本后治其标”了。另外还有一个“末”字，学生了解了其本义为“树梢”［４］，

也与“本”的本义相对，那么其引申义之一的指人体的四肢义，也就很容易理解了。

本义与引申义的教学不强调系统性，主要是给学生一些认识，增多一些对学习中医更有

用的知识，引起学生更大的学习兴趣，让学生更有意识地去探索学习。

２．增加中医特色词汇的教学

这要分两个阶段：初级阶段和中高级阶段。

在学习汉语的初级阶段，主要增加一些中医常用的名词术语，如人名：黄帝、扁鹊、华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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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仲景、李时珍，可以结合人名配以简单的人物故事介绍，以加强学生的印象。如药名：人

参、当归、甘草、牛黄、藿香、巴豆，辅助以一种基本功效的通俗介绍，像人参对人体有帮助，巴

豆可以让人闹肚子等。如治疗方法：针、灸、推拿、按摩，穴位名称：人中、百会、太阳、涌泉

等等。

本阶段中医特色词汇教学，以不过多增加汉字数量为原则，是让学生少量接触。

中高级阶段，是对中医词汇扩增的阶段：扩大中医名词术语的认识范围，增加中医理念

词汇的学习。

经过初级阶段的汉语学习，学生已经具备了一定的汉语基础，从中级阶段开始，就要逐

步、适度增加中医词汇的数量，以满足学生日后学习中医的需求。

如书名：从“黄帝内经素问”、“灵枢经”，逐渐学习到“伤寒论”、“本草纲目”、“类经”、

“温病条辨”等等；如中医学说名称：从阴阳、五行，逐渐学习到“脏腑”、“经络”、“虚实”；中

医养生防病：五禽戏、导引术，中药名：开始简单接触其主要功效：金银花、大青叶是清热药，

山楂、神曲是消食药，人参、山药、当归、阿胶是补虚药。还有一类成套的词语：寸关尺、望闻

问切、木火土金水、肝心脾肺肾，要求学生按顺序成套记忆。

中高级阶段的中医词汇教学，主要原则还是以不过多增加生字为主，因为学生毕竟要先

通过汉语水平考试，取得入学资格。所以，中医词汇的扩增教学，尽量在需要认识的文字

（ＨＳＫ用字）范围内，以增加义项、增加概念为主。

三、文化教学

传统的中医植根于中国传统的文化，而文化又决定着人们的思维方式。文化背景不同，

思维方式有异，缺少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了解，势必影响到对中医的准确理解，而这一点，已

在近几年的对外中医教育教学中得到验证：固有的非中国文化的背景，限制了留学生对中医

药的理解（不懂中医药学的思维方式），给留学生学习中医造成了很大的麻烦。所以，在汉

语学习的阶段，就应注意加强文化方面，包括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医药文化方面的内容教学。

如儒家文化：从孔子讲起，讲孔子对生命的重视，引入《论语》中的记载：“子之所慎，斋

战疾。”讲孙思邈与《千金要方》，孙思邈认为生命的价值贵于千金，而一个处方能救人于危

殆，价值更当胜于此，因而用“千金要方”作为书名（简称《千金方》）。如儒释道三家对医学

家思想的影响：孙思邈与《大医精诚》［５］，王冰与《黄帝内经素问注》。如中国古代的哲学概

念“阴阳”：阴阳的最初含义是指日光的向背，山南为阳，山北为阴，向日为阳，背日为阴，后

来引申，代表所有事物的最基本的对立面。“阴阳”概念对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有

着极为深刻的影响。

如中医药的传说历史：黄帝内经、神农本草，杏林春暖、悬壶济世，麻沸散、五禽戏。如中

医药学的观念治则：天人合一、整体观念，寒热虚实、辨证施治，重视生命、未病先防，四时养

生，冬病夏治。如医药民俗俗语：倒药渣、奉药王，良药苦口利于病、冬吃萝卜夏吃姜，等等。

总之，以文化熏陶为主，努力改变学生的思维方式。

四、古汉语教学

留学生进入本科段学习中医的时候，有一门专业基础必修课叫“医古文”，开课的主要

目的是培养学生阅读中医药古籍的能力，为学习后续的中医药经典课程、钻研中医药古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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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好基础。“医古文”属于古汉语的范围，而古今汉语是有其各自的特点的。所以，为了学

习上的衔接，在学习汉语的中高级阶段，就应该让学生适量接触一些古汉语的内容［５］。

如前面提到的儒家文化介绍中《论语》中的记载：“子之所慎，斋战疾。”就可以把原文写

给学生，再讲解。再如《大医精诚》中的“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黄帝内经素问》中的

“夫四时阴阳者，万物之根本也”等等，让学生接触、了解古汉语的表达方式与词义。除此，

中医药方面的内容同样要适量介绍一些：如病入膏肓［６］，扁鹊见齐桓侯［７］，华佗治曹操头风

病［８］，春夏养阳秋冬养阴［９］等。

在这些古汉语片段的阅读学习当中，主要是让学生了解古今汉语的不同，而以了解古今

词义的不同为主：古汉语中，流“涕”是指流“眼泪”，“脚”指的是今天的“小腿”，“望见桓侯

而退走”的“走”意思是“跑”，“扁鹊已逃去”的“去”是“离开”，“随手而差”的“差”读音为

ｃｈàｉ，意思是“痊愈”。而“禽”是鸟兽的总称，“戏”包括了文、体两方面的活动，所以华佗的
一套模仿动物虎、鹿、熊、猿、鸟的动作来治疗疾病和锻炼身体的方法，在当时被命名为“五

禽戏”，确实没有一丁点儿用词错误。

古汉语教学不要求系统性、完整性，不要占用太多课时（除非单独开课）。其内容随前

面讲到的三个方面的教学内容的展开而适时加入即可，主要目的是为学生顺利学习中医打

一些基础，做一些准备。有了这些准备，学生进入本科后，就会较为顺利地与“医古文”课程

接轨，以完成自己的学业，提高自己古医籍的阅读水平。

以上所讲的四个方面是相对独立而又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汉字是词汇学习的基础，汉

字、词汇又是文化理解、古汉语学习的基础；反之，文化的理解、古汉语的学习又会促进汉字、

词汇的掌握。比如讲到孔子，就要讲《论语》中的“子之所慎，斋战疾”。讲到华佗，就会讲到

他为曹操治疗头风病，治疗方法是针刺，治疗的效果是“随手而差”。这既是文化学习，又是

古汉语学习，同时还是词汇学习。所以在汉语教学过程中，初级阶段以汉字、词汇为主；到了

中高级阶段，特色内容的教学就要贯穿在语言教学的全过程当中，关键在于灵活掌握。

（作者刘娟系山东中医药大学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对外汉语教学、中医古籍语言研究；

金一兰系山东中医药大学国际教育学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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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零起点非洲留学生的汉字教学

吉林农业大学国际教育与交流学院 宋硕

近几年来，随着汉语热的升温，越来越多的非洲留学生来华学习。根据教育部国际合作

司的统计，从１９９９年至２００９年底，短短十年的时间，我国已接受的非洲留学生数量从１３８４
人增至１２４３６人。而这个数字也将在今后５年内扩大，胡锦涛总书记在中非合作论坛北京
峰会开幕式上曾亲自宣布：“在２００９年之前，向非洲留学生提供中国政府奖学金名额由目前
的每年２０００人增加到４０００人。”这充分说明我国政府对中非教育合作与交流非常重视。由
此可见，随着中非教育交流合作的深入，非洲留学生必将成为来华留学生的主要群体之一。

因此，非洲留学生汉语教学活动已逐步提上日程，对于这些初次接触汉字没有汉字基础的非

洲留学生来说，汉字的认读和书写成了汉语学习过程中他们遇到的最大的困难。因此针对

零起点非洲留学生的汉字教学，本文提出了一些设想。

一、非洲留学生汉字教学的现状分析

（一）汉语初级阶段课程设置不合理，国内很多学校并未单独开设汉字课程

非洲国家的跨文化教育起步较晚，２０世纪６０年代，非洲国家才开始积极向国外派遣留
学生。因此，大多数非洲留学生在来中国之前对中文和汉语文化的认知几乎为零。母语和

本族的文化背景对他们在中国的学习生活没有任何帮助。刚接触中国文化的非洲留学生处

于语言休克阶段，汉字的学习和文化的冲突使他们举步维艰。但是国内的学校并没有意识

这一点，很多学校的非洲留学生和其他留学生一样学习汉语的基础课程：精读、口语、听力和

阅读等。学校并没有开设专门的汉字课程，汉字只是作为一种辅助性教学内容，在精读课的

课文中以生字的形式加以体现。因此，对于零起点非洲留学生的汉字教学往往达不到“认

写同步”的教学效果，非洲留学生的汉字书写正确率和认读率大大低于同一水平的日韩留

学生。汉字已经成为他们学习汉语的最大困难。

（二）现有的初级阶段汉语教材内容较难，不适合零起点的非洲留学生学习汉字

多年来，初级阶段的汉字教学一直采用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的《汉语教程》系列丛书。这

套教材采用“认写同步”的教学模式，以实用会话为课文，要求留学生随文记忆生字、生词。

但是这套教材的内容偏难，课文中出现的汉字不是从学生的认知规律出发，遵循先易后难、

由简入繁的识字原则。以《汉语教程》第一册为例，仅前三课就出现了象“谢、难、语”这样的

复杂合体字。这对于没有汉字基础的非洲留学生来说更是难上加难，他们不仅要记忆这写

生字的语音、书写和字义。还要记忆生字在词和句子中的位置。所以到最后，虽然他们花费

了大量的时间精力学习汉字，却达不到预期的效果。以至于丧失了学习的信心，汉字学习半

途而废。

（三）对外汉语教师缺乏对非洲留学生的了解和认识，教学方法陈旧

在对外汉语初级阶段的教学过程中，非洲学生一直因为其数量较小而得不到足够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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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一部分教师对非洲留学生的汉字教学无先导意识，主观上忽视了学生的文字背景差异，

认为学生能否掌握汉字全凭自身的主观愿望和客观努力。因此，课堂上经常出现，老师忽略

基础汉字教学或将汉字教学当成已知参数简要带过的现象。教师对非洲留学生的认识和了

解不够充分，必然导致教学经验积累有限、教学方法陈旧等一系列的问题。近年来，尽管一

些学者对汉字教学提出了一系列的教学理念、教学方法。如：先语后文、语文并进或拼音和

汉字交叉出现、认写分流等。但是从教学实际来看并不能满足零起点非洲留学生的汉字教

学需要。由此可见，零起点的非洲留学生的汉字教学仍然是偏向有汉字基础的日韩留学生

教学。

（四）教学手段单一，多媒体技术应用观念淡薄

非洲留学生性格热情奔放，喜欢音乐、善于表达。受本国基础教育的影响，他们更适应

“结构－功能－文化”相结合的交际教学理念，因此他们更喜欢声音、动画和视频图像结合
的多媒体教学手段。但是国内对外汉语教学中，大多数高校的汉字的教学依然依赖于教材

和板书，学生缺乏真实的教学场景，因此教学效果甚微，而国家重点大学的多媒体设备虽然

质量较好，功能齐全，但并没有硬性指标规定其必须应用于对外汉语教学过程中，所以在汉

字教学过程中，多媒体技术应用相对滞后，达不到辅助教学的效果。

二、非洲留学生开设汉字课的必要性讨论

（一）汉字在中国文化中的特殊地位是开设汉字课的理论依据

汉字是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瑰宝，许多文化著作都把汉字视为中国文明区别于其他文

明的标志。作为世界上唯一至今仍在使用的古老文字，汉字至少有五千多年的发展历史。

尽管汉字的形体由古至今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汉字一直秉承着以象形为基础结构、以形

声为主要造字法的方向，汉字的构造表现为字形、字音、字义的结合。因此汉字本身也具有

十分丰富的文化积淀，记载了中国历史的发展轨迹。中国人很早就意识到了汉字和汉字研

究的重要性。从西周时起就设有小学。《汉书．艺文志》：“古者八岁入小学，故周官保氏掌
养国子，教之六书。”因为小学先学文字，所以把教幼童识字的课本和有关文字方面的著作

统称为“小学”，后来“小学”就成了专门研究汉语汉字的学科的代称。因此读书先认字，这

条千古不易的真理使得汉字教学成为中国各种教育的基础。所以，针对非洲留学生汉字学

习初期遇到的困难，我们绝对不能避而绕之，为了使他们更好的学习汉语，应该首先对他们

进行专门系统的汉字知识培训，绝对不仅仅把汉字作为精读课文的辅助内容。

（二）解决非洲留学生的汉字习得困难是开设汉字课的现实意义

非洲留学生的汉字习得困难是多方面、多层次的。首先，根据第二语言习得理论，母语

对学习者第二语言的习得会造成负迁移的影响。因此非洲留学生的母语文字背景将会对汉

字的学习造成困扰，其表现为汉字视觉上识别的转化困扰和识记困扰。首先，非洲留学生的

母语为拼音文字，字母是从左到右线形排列，而汉字构字以基本比划为基础，且变化复杂，结

构分为上下、左右、内外等不同的排列维度。所以，拼音文字对视觉的冲击和复杂程度比较

低，而汉字投入视网膜的映像较拼音文字复杂且程度较高。因此非洲留学生初次接触汉字

往往会视觉混乱，记忆读写不得要领。其次，汉字形声脱节，不像拼音文字，留学生很难从字

形上辨别汉字的读音，此外同音不同义，同音不同形等现象的存在，增加了留学生记忆的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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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非洲留学生母语的习得，符合形音对照规律，只需构建拼音—字义的单向关系，所以拼音

文字比较好识别和记忆。而汉字习得，非洲留学生需要构建一个二维平面结构（即在字

形—字音—字义中构建相互对应的关系）。由此可见零起点非洲留学生从母语到汉字的习

得需要一个转变的过程。也需要一套科学有效地方法指导学习和记忆。

（三）提升高校的国际化程度的是开设汉字课的长远战略

近年来，高等教育国际化成为一个新的趋势，而国际化的大学不仅体现在留学生人数上

的增多，也要体现在教学质量的层次上。只有一流的规模和质量才能吸引一流的生源。众

所周知，非洲留学生的教育一直都是令人头疼的问题，他们一般很难通过汉语水平考试，专

业课学习也经常不及格。因此他们时常被看成是“问题生”或“后进生”。如何提高这些非

洲留学生的学习水平是提高高校留学生教育整体层次的关键。分析非洲留学生落后的根

源，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非洲留学生的专业课学习的好坏直接受其汉语水平的制约，因此，

如何通过汉字教学来提高非洲留学生的汉语水平是我们必须解决的问题。汉字课程及理论

性和实践性为一体，具有很高的学习价值。为非洲留学生开设汉字课程，即提高了留学生的

汉语水平又为学校的国际化发展奠定了基础。

三、针对非洲留学生汉字课的教学内容

（一）树立汉字笔画观念，培养非洲留学生对汉字基本结构的认识

笔画是汉字的学习基础，每一个汉字，无论其复杂与否都是由基本笔画组合而成的。因

此，非洲留学生对汉字的认知应该从树立汉字笔画观开始。当然，一种全新文字观念的树立

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从汉字基本笔画的识读、书写和汉字基本笔画在简单或复杂汉字中的

辨认，都需要一个由浅入深，由简单到复杂的认知过程。在学习的过程中，教师应使用田字

格进行书写示范，对笔画的大小、长短、距离、形状的变化都做以明确的要求，以确保笔画、部

件的种类和数量及相对应位置和结构类型的稳定为前提，不能随意而为。通过大量的书写

和辨认练习使留学生逐步掌握汉字的基本笔画，从而培养学生树立汉字结构观念。

（二）强调汉字书写规律，提高非洲留学生汉字书写的效率

“写汉字就像画画”这是多数非洲留学生对汉字书写的错误印象。这种错误观念的形

成是因为非洲留学生缺乏对汉字书写结构和顺序的认识。我们在零起点非洲留学生汉字教

学中，首先就应该理清他们的思路，使他们了解无论多么复杂的汉字，都是汉字基本笔画有

序的叠加、相接、串联而成的。因此笔顺的学习是从简单笔画到复杂汉字的过渡过程。在学

习过程中，教师应口手并用，边读边写，让学生看清楚、看明白汉字是从哪笔开始起笔的，笔

画的书写顺序是怎样的，笔画间相互位置如何，只有让非洲留学生掌握汉字的书写规律，才

能从根本上扫清他们对汉字书写的困扰，提高他们汉字书写的效率。

（三）发挥传统文化的魅力，帮助非洲留学生建立字形、字音、字义三者的联系

语言和文化是密不可分的，学习一种语言必然就接受语言的文化。汉字蕴含了中国文

化理念和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它具有象形性、表意性、会意性和人文性等特点。抓住汉字的

象形和表意的特点，加以文化内容的渗透能够很生动、直观有趣地使学生认识和理解并记忆

汉字。如：“日、月、水、牛”等独体字的讲解，可以通过图例就汉字的造字理据进行解释，使

学生认识到汉字的最早阶段是通过字形描绘事物来记录语言的。再比如说，汉字的合体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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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讲解可以从偏旁入手，汉字合体字的拼和方式更为深刻的揭示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学习了

汉字“女”就明确了表义性，进而学习“好、嫁、妇”等一系列汉字。这些汉字都从意义的角度

阐明了中国传统的婚姻观念和妇女的地位。学习了汉字“马”由其表音特点，进而学习“吗、

码、玛、骂”等汉字。因此对于汉字的教学，必须以字为切入点，通过汉字表意性在汉字的字

形和字音之间搭建桥梁。只有多角度进行教学，才能寓教于乐取得良好的效果。

四、非洲留学生汉字课教学方式的特殊性

（一）汉字课应使用双语教学，课堂讲解以英语为主，力求让学生加深理解

汉语课是一门直观性很强的语言课程，但是他覆盖着各种复杂关系。例如：汉字的语

音、语义、语用和文化内涵的关系，汉字与学生母语文字的区别和关系等。所有这些问题都

是汉字教学过程中需要面对的问题，对于零起点的非洲留学生，英语的讲解有益于他们对课

程内容的理解和有效的开展课堂互动，使教师及时掌握教学情况，调整教学进度。

（二）注重多媒体技术的教学应用使学生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的认识汉字

多媒体手段是帮助学生掌握汉字的一个很好的途径，汉字的表意性、象形性演变历史、

文化内涵都可以通过照片、图案或者动画的形式展现出来，具有高度沉浸感，学生能够直观

生动的理解教师讲解的内容，而且又弥补了书本和文字讲解的不足。特别是针对非洲留学

生，他们更适应“结构－功能－文化”相结合的交际教学理念，因此更喜欢动画和视频图像
结合的多媒体教学手段。多媒体的教学效果在国外汉语教学实践中已经得到了证实，美国

俄亥俄州州立大学东亚语言文学系中文部教授吴伟可先生曾大力提倡现代信息技术在汉语

教学中的应用，他认为“原汁原味的文化体验法”可以说是汉语教学手段改革的先锋。

（三）加大课堂和课后练习的强度，将学生自我校错和老师检查结合起来

学习的捷径就是练习，零起点非洲留学生的汉字练习是他们学习汉语必不可少的环节，

根据艾宾浩斯遗忘曲线，最佳的复习的时间是记忆后的一到三天，这段时间可以最大程度的

提高记忆效率，并最终形成长期记忆。因此老师要抓住学生记忆的黄金时期，加大课堂练习

和课后练习的力度，还要注重对学生的指导，提高练习的质量。培养学生自我校错的能力，

通过自我检查作业和练习使学生加深了对错误的认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教师对学生练习的二次检查，进一步指明了学生的错误和存在的问题，提高学生汉字掌握的

准确率，为将来更好的学习奠定了基础。

汉字课作为非洲留学生的基本必修课程，将会成为高校汉语教学体系不可或缺的一部

分。因此如何将这门课引入和推广到非洲留学生的汉字初级阶段的教学实践当中，既是对

汉字课的大胆尝试，也是对从事这门课的对外汉语教师的能力考验。汉语无国界，为了更好

的推动汉语的普及和推广，我们应该以非洲留学生的汉字教学为契机，从各个方面加强对汉

字课程的研究和教学实践，为汉语走向世界推波助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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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外国留学生一年汉语
强化培训教学的几点思考
—以我校初级强化班教学为例

山东科技大学国际交流处 何玉 李武

对外汉语教学作为一门新兴的综合性交叉学科，在我国已走过了半个多世纪的历

程，现在正进入一个蓬勃发展的新时期。依据“教学方法应根据教学情境的变化、教学对

象的不同，不断地调整、更新、改进”［１］的原则，本文将以我校实际教学为例，谈谈对外国

留学生进行一年汉语强化培训的过程中，如何创新教学方法，快速、有效地提高留学生的

汉语水平。

一、充分利用情感因素，缩短认知过程

教学方法是“为达到教学目的、实现教学内容，运用教学手段而进行的由教学原则指导

的一整套方式组成的师生相互作用的活动”。在对混编班里零起点留学生的汉语教学中，

教学方法的运用对学生的语言学习效果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对零起点的留学生来说，最困难的问题是语言障碍。由于他们来中国之前从没学习过

汉语，对汉语的理解可能只停留在最简单的“你好”“再见”上，甚至连这些都不明白。和有

过少量学习经验的学生相比，这些学生在学习的最初阶段容易表现出更多的急切、困惑，所

以，用什么方法减少教师和学生的语言障碍，让学生明白教师讲述的内容就显得非常重要。

１．发挥情感因素，营造和谐的课堂气氛

“情感因素是影响学习效果的重要因素之一。”［２］在对外汉语教学中，恰当地调动情感

因素，对激发留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学习主动性有明显作用。在一个完全陌生的文化环境

中学习，留学生要面对来自异国的文化差异和语言障碍，跟本国学生相比，他们会产生更多

的紧张和不安。尤其是零起点的学生，由于语言不通，课堂学习更会觉得困难重重，压力很

大，挫败感较强，而且大多数学生都是成人，因自尊心问题害怕犯错误从而表现出害怕开口

等现象，这些都是对学习极为不利的。

教育心理学认为，心理状态对学生的学习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消极的心理会使学习能

力下降，而积极的心理状态则会激发学习兴趣，提高学习效率和面对困难的勇气。教师一定

要鼓励学生积极开口表达，多参与对话，学生表现出一点点进步就立即鼓励，不吝啬表扬。

在学生用汉语表达的时候，教师应该面带微笑用肯定点头的方式表示赞同，对语言中的错误

不需立即纠正，待其说完后再拣其明显的错误进行纠正，但对其好的方面一定要立即表示赞

同和肯定。另外，每个学生的学习特长是不相同的：有的汉字写得好，有的语感好，有的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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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强，有的擅于交流。教师要尽快发掘学生们的学习强项，使他们满怀信心地投入到学习

中去。

在课堂上，教师要重视加强学生之间的交流和互动，增强班级的凝聚力，营造和谐的课

堂气氛。可安排有趣的互动环节，多运用情境教学法，多展示实物或图片，便于学生理解。

多了解每个学生的特点，根据实际情况，采取灵活的教学方法。实践证明，和谐的课堂气氛

可以迅速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提高教学质量。

２．根据思维认知的相通性，充分利用直观教具、手势等辅助教学

语言具有民族性，而思维是全人类共有的［３］。在教学过程中，我们经常有这样的经验：

用不同的面部表情来解释“笑”和“哭”、用手部动作来比较“推”和“拉”、用绘图来说明“面

包车”“轿车”“卡车”的区别等等要比单纯用语言来表述显得更容易、效果也更好。再比如，

多数韩国学生不能准确地区分舌尖前音和舌尖后音，这时给他们画画人的发音器官示意图，

让其在认图过程中了解二者在发音部位上的差别。我们完全可以利用人类思维中的这些认

知共同点来进行对外汉语教学。事实证明，在给零起点留学生教学的过程中，教师的动作、

表情等更容易让学生跨过初期的语言障碍，减少对中介语的依赖，使他们更快、更好地了解

教师的意图。

３．寓教于乐，变理性知识为感性认识

语言是一门理性知识。对零起点留学生的汉语教学，不能采用一成不变的教学方法，要

尽可能想办法消除学生语言学习的枯燥感，尝试以鲜明的形象，真切的情感，具体的情境来

调动学生学习汉语的积极性，便于他们有效地掌握。

可以选择适当时机带学生到室外去进行语言实践，让他们置身在真实的语言情境中。

穿梭在中国人中间，看和听的感官刺激要比在课堂上来得更清晰和深刻。

比如在讲到水果的时候，带学生到市场现场学习，不仅可以看、摸每一种水果，还可以询

问价格，体会一下讨价还价的乐趣。这样就可以使学生对每种水果都能形成直观印象，把枯

燥的语言学习变成生动有趣的认识事物的活动。

二、精心安排学习重点，注重基础教学

留学生学习汉语的目的不完全相同，有的是为了在中国生活时能进行基本的语言交流，

有的是为了能考取一个好的ＨＳＫ成绩。教学时对不同学习目的的学生应设置不同的教学
重点。但入门阶段的留学生刚开始学习汉语的时候，基础内容的教学还是最重要的，只有基

础牢固了，才能培养学生良好的学习能力。

１．标准的普通话发音

语音是学习语言的基础。零起点学生学习汉语发音时一定要从汉语拼音开始，要学好

普通话的标准发音，包括声母、韵母、声调以及语音规则，如轻声、儿化、变调等。

教学中对每个声母、韵母和声调，老师都要不厌其烦地示范发音，让学生模仿。老师领

读、纠正、再领读、再纠正的实践环节非常重要。练习中，教师应对学生出现的每一个细微错

误都不放过，立即纠正，这对学生形成强烈印象是非常有好处的。一定要从学习开始时就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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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养成一个良好的发音习惯，好的习惯让学习变得简单而有效。

２．正确的书写习惯

汉字书写对大多数国家的留学生尤其对欧美学生来说是件非常困难的事。汉字方块的

整体特性以及对书写笔顺的严格要求使很多留学生产生了畏难情绪。但在汉语学习中，汉

字又的确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内容，所以，必须要求零起点的学生多抄写生词，逐个过关，巩固

加强对汉字的印象，养成良好的书写习惯。有的学生在写“口”的时候，一笔画个四边形，像

这种不良习惯要马上纠正，错误认识一旦形成有时比学习一种新的内容还要困难。教学中，

可结合多媒体教材，如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汉字的智慧》来辅助汉字教学。该书通

过历史事件讲述、相关实物或动画展示、文化故事讲解等形式，使学生在轻松氛围中获得与

汉字相关的知识，生动、形象地了解汉字的笔顺、笔画规则，激发他们学写汉字的乐趣。

３．注重朗读和背诵

朗读也叫诵读。古今中外，诵读都是学习语言最基本且行之有效的学习方法。在我国，

诵读法是传统语文教育重要的组成部分，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学习者反复诵读课文，实际上

也等于作者在反复不断地向读者提供语言刺激的信号。因此，“诵读形成的信号刺激的强

烈程度要远远超过交谈和默读，使书面语系统内化的速度和牢固程度也要超过默读。”［４］

学习一门语言，最重要的是形成这种语言的语感，那么在学习过程中就应该抓住一切机

会来练习和强化。只有坚持让零起点的留学生每天抽出充足时间来诵读课文，才能使他们

在短期内迅速形成语言的感性认识，尽快习得汉语。

另外一个非常简单却非常有效地基本功就是背诵。背诵是朗读的高级阶段。背诵学过

的课文，不仅可以使学生尽快熟悉汉语的句法结构，还可以使学生在背诵中形成角色转换，

尽快熟悉汉语交际情境，当生活中出现类似场景的时候，熟记的句子就会自然地脱口而出。

４．加强语言交际能力的培养

对外汉语教学的目的是培养学生的语言能力和语言交际能力，它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

语文教学，这就要求我们要按照语言认识规律，依照语言教学的特点组织教学。

对留学生来说，实际表达能力即“听得懂、说得清、会认读、能写作”。要强调这种能力

的培养，我们在教学中就应该贯彻实践原则，精讲多练，充分发挥学生的积极性，让学生多开

口、多练习。

零起点的留学生因为所学内容非常有限，在早期还不能自如地表达，但不能就此放松要

求。上课时，采用小组形式让不同国别的两个学生坐在一起，规定学生从到教室直至离开教

室都必须讲汉语。开始，大家很不习惯，后来表达的欲望逐渐成了学习的最大动力，大家开

始习惯预先准备自己的说话内容，在每天一点点的倾听中进一步强化学习。一段时间后，几

乎每个人的汉语表达能力都得到了大幅度提高。

三、教传结合，在教学中传播优秀的中国文化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是传达人们思想的工具。“学好一种语言离不开那个民族的文

化”［５］。语言和文化是密不可分的，在学习语言的过程中，必然涉及到接受文化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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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零起点留学生学习汉语的过程中，要反复强调要学汉语应当先了解中国文化的观念，

要了解中国的传统习俗、中国人的感情好恶、中国人的生活现状等。只有这样，才可能跨越

不同民族不同种族的文化差异，真正了解汉语、学好汉语。如：了解中国人尊老的习俗，与中

国人交谈才能根据对方的年龄、身份使用不同的称呼；了解中国人谦虚的传统，才能掌握

“哪里哪里”“还比不上你”等语言表达的情境。

教师要以开放的态度看待不同文化：既以自己祖国优秀文化为荣，同时尊重他国优秀的

文明成果；既不要有自高自大的民族中心主义，也不要有自愧不如的民族虚无主义。课堂教

学中，无论是听说读写技能的培养，还是价值观念的理解，都始终贯穿着文化传播。比如识

字教学中“人”字，虽然笔画简单，但它表示人的形象应该是站立的；它由一撇一捺组成，说

明人是相互支持的；取“仁”音，表示做人要“仁义”为先。这样来识记，会加深学生的理解。

要与文化传播相结合设置话题，提高学生学习兴趣。中国的传统节日（如春节、端午、中秋）

内涵丰富，中国的民间故事（如牛郎织女、梁祝）美丽动人，中国的民歌（如《茉莉花》）旋律

动听……这些中国传统文化，深深吸引着外国学生。

教师不仅要向学生介绍优秀的传统文化，还要向学生介绍正在产生和发展的现代文化。

留学生比较关注中国的旅游，如选取介绍北京、上海等古老而富有现代气息的城市，便捷的

交通，优美的景点，丰富的美食，深厚的文化底蕴，和谐的社会环境，将给他们留下深刻的

印象。

因此，对外汉语教学发挥着传播优秀中华文化的功能，帮助留学生全面了解中国文化，

有利于世界文化和中国文化的交流，也有助于构建和谐世界奋斗目标的实现。

对外汉语教学任重而道远。当前对外汉语教学正进入蓬勃发展的时期，尤其在海外

“汉语热”进一步升温的情况下，如何在一年的强化培训中，根据学生掌握汉语的不同程度、

学习目的、专业以及今后从事工作的性质等特点来创造灵活多变的教学方法，以尽快提高他

们的汉语交际能力，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是对外汉语教学要考虑的重要问题，值得我们关

注和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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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桂诗春．心理语言学［Ｍ］．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１９８５：２２１．

［３］　叶蜚声、徐通锵．语言学概论［Ｍ］．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７：２０．

［４］　戴昭铭．语文教学诵读法原理探析［Ｍ］／／胡盛仑．语言学和汉语教学．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１９９０：４５．

［５］　张德鑫．中外语言文化漫谈［Ｍ］．北京：华语教学出版社，１９９６：１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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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留学生的学习风格及汉语教学策略分析

哈尔滨工业大学 杨奕

由于东西方文化背景的差异，美国留学生的思维方式、学习风格、个性特点都与韩日等

东方国家的留学生有着显著不同，学习风格的文化差异是客观存在的，如何因材施教，根据

美国留学生的文化背景、思维方式、民族性格、学习特点进行细分式教学，以使我们的对外汉

语教学更具有针对性、有效性，是当前美国留学生日增的形势下需要考虑和值得研究的

问题。

一、东西方文化差异导致人们思维方式及学习风格不同

心理学研究发现，文化背景不仅影响语言和风俗，也影响到人们的思维方式，影响到人

们如何感受周围世界及接受新知。

中西文化的差异首先表现于思维方式的差异。在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化中，人们强

调个体的独立性，占主导地位的是以个体思维、机械思维为特征的实证分析方法。它往往重

视每一个具体事物的状况，在具体细节上穷极分析，善于从解剖个别事物中看问题。它的不

足是容易孤立地、片面地、静止地看问题，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不善于从

总体上把握事物之间的联系和整体功能的发挥。

而东方文化则注重事物相互间的依赖关系，以中国人为代表的东方思维方式偏重于整

体的、辩证的思维，善于运用综合的方法，把事物看成是普遍联系的，习惯于从整体上看问

题。这种思维方式有利于对事物进行总体上的把握和宏观上的概括，有利于从大体、大局方

面认识事物的共性和统一性，促进事物整体功能的发挥和事物之间的融会与和谐。它的不

足是缺乏对事物复杂性、异质性、个性的认识，很少对具体事物进行细致入微的考察和分析，

对自然现象的解剖研究尤其不够。

因此，面对同一场景，西方人往往侧重中心事物而忽略周围环境；相比之下，东方人则更

多的关注到周围环境和事物之间的联系。最近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人员海登（ＴｒｅｙＨｅｄ
ｄｅｎ）和盖布瑞利（Ｊｏｈｎ·Ｇａｂｒｉｅｌｉ）发表在《心理科学》杂志上的实验结果，为这一心理学观察
提供了高科技的脑研究佐证。

不同的文化传统同样导致各国学生的学习风格存在明显差异。ＡｎｕＰａｍＪａｉｕ（２００２）等人
研究调查了美国、印度、韩国三个具有不同文化传统国家的商学院大学生学习风格的特点。研

究结果表明，不同文化群体大学生的学习风格存在差异：美国大学生更偏好反思性观察和具体

经验型的学习风格；印度学生倾向于主动实践和抽象概括化的学习风格；而韩国大学生则偏爱

反思性观察和抽象概括化的学习风格。受先天遗传的影响，加上后天生活学习经历的不同，每

个学生都有自己独特的学习风格。但同一文化群体往往会存在着共同的价值观，在该价值观

环境下成长的个体，在学习上必然受到文化的影响。已有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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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美国留学生的性格特征

凡同美国人有过接触的，大抵都会认为美国人待人热情、开朗大方、易于接近，但美国人

交朋友的特点是交情泛泛，缺乏可以推心置腹的知交。美国人都抱有强烈的平等观念、自我

意识，不喜欢服从于别人，不易接受权威的领导，不理会阶层间礼节之别，不拘小节。美国人

独立进取，他们从小便养成了独立奋斗、不依赖父母的习惯。美国人讲求实际，不像法国人

那样喜欢幻想，也不像英国人那样讲派头、要面子，美国早期历史造就了他们善于在逆境中

不气馁、看准目标、孜孜以求的性格，他们喜欢一切自己动手，讲技术、讲实用，然而又缺乏耐

心，急于求成，从而导致许多事情半途而废，遭到失败。美国人渴望成功而勇于竞争，因为生

活在充满角逐、激烈竞争的社会环境中，他们认为只有强者方能出头，只有打败所有的对手，

才是成功。

美国人就是这样，爱憎分明，充满活力，热情好动，独立进取，有强烈的求新和冒险精神，

不理会权威，不拘小节，讲求实际，在金钱上也非常务实。因渴望成功而勇于竞争，然而耐久

性差、急于求成。

这种民族性格与中国传统教育要求大相径庭。中国人大都尊敬师长、遵守纪律、服从管

理、做事严谨、按部就班，对学业认真刻苦、持之以恒……美国学生则不然，性格外向、易于冲

动、自我中心、敢怒敢言，会即刻当众表示自己的不满。他们大都具有较强的自信心、表现欲

和荣誉感。在学习上表现为容易变换兴趣，转换话题，缺乏耐心，有时又固执己见，苛求

细节。

三、美国留学生的认知风格

认知风格对外语习得研究有着重要的贡献。Ｗｉｔｋｉｎ（１９６２）场独立和场依赖概念的提
出，使这种认知风格受到广泛的重视。场独立型是指个体凭借所处的生活空间的内在参照，

从自己的感知出发去获得知识、信息。场依赖型指个体依赖自己所处的周围环境的外在参

照，从环境的刺激中去定义知识、信息。

具体表现在：１、同伴关系：场独立者喜欢竞争并获得个别肯定，场依赖者喜欢帮助他人，
对他人的意见及情感较敏感；２、教学活动：场独立者喜欢单独学习，较不需要教师的协助，场
依赖者则喜欢与他人一起学习，并希望得到教师的引导和肯定；３、师生关系：场独立者很少
主动跟教师直接接触，场依赖者公开表示对教师的正面情感；４、学习动力：场独立者在学习
中能通过自我设定目标、自我勉励激发学习动力，场依赖者则需同学或教师口头的称赞、外

在的鼓励激发学习动力。场依赖型与场独立型的学习者在不同的学习环境中，对不同的材

料，在不同的学习任务中各有优势与特点。

Ｓａｍｏｖａｒ，Ｐｏｒｔｅｒ＆Ｓｔｅｆａｎｉ（２００３）对于美国多元文化课堂的学习风格进行了阐述，他指
出受美国主流文化的影响，欧裔美国学生的学习风格主要有以下类型：场独立型、竞争型、试

误型、非正式交流型、主题中心交际型、独立型、冲动型、内在动机型等等。

结论证明，一方面美国学生在学习上独立性强，往往以学习任务为导向，属于场独立型、

独立性的学习者、主题为中心交流模式的学习风格；另一方面，美国学生的学习风格是竞争

型的，他们的学习动机是内在的。学生常常通过不断尝试错误直到最后成功的过程进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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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学生能对学习任务做出快速反应，属于冲动型学习者。这与ＡｎｕＰａｍＪａｉｕ（２００２）等人对
美国学生更偏好反思性观察和具体经验型的学习风格的研究结论是一致的。

四、针对美国留学生的认知风格和学习特点制定相应的教学策略

如前所述，美国学生在学习上独立性强，往往以学习任务为导向，属于场独立型、独立性

的学习者、他们自我意识较强、不够敏感，与人交往往往保持一定的距离。他们不认为所学

知识一定是正确的，他们要经过分析和思考再做出判断。他们喜欢抽象的、不带感情色彩的

语言材料，也喜欢事实性的或分析性的、有实用价值的材料，善于做分析性语言训练。

在学习上，美国留学生表现出很强的自主性和选择性。不喜欢下死功夫，不愿被教师、

课本牵着走。在汉语学习中听说技能优势明显，读写能力较弱。他们厌恶死记硬背，机械重

复，更喜欢采用交互式的、立体的方式去获取信息。美国留学生在学习汉语时的主动性、参

与性、目的性、灵活性都很强。他们愿意在使用中学习，为解决问题而学习。他们擅长现学

活用，在使用中巩固，在使用中提高。在语言学习上注重语用，主要通过参与、交流、反馈的

互动方式来强化识记。对教师未讲清或有疑问的问题喜欢问个究竟；似是而非的回答是不

能令他们满意的，他们要求的回答是细致、准确、明朗。学习方法上，他们喜欢朋友式的平等

关系，不喜欢师生式的垂直关系；他们喜欢讨论，不喜欢灌输。

同时，美国学生的学习风格又是竞争型的，他们的学习动机是内在的。学生常常通过不

断尝试错误直到最后成功的过程进行学习；还有，学生能对学习任务做出快速反应，属于冲

动型学习者。

与韩日等东方学生相比，美国学生的课堂是活跃的。在课堂指令发出之后，多数美国学

生迅速反应，争先恐后地对老师的问题做出回应，但他们的答案往往是笼统的，有时是片面

的，因缺乏深思熟虑而带有大大小小的偏误或语误。美国学生对单纯的输入性技能训练不

感兴趣。相比于输入，他们的表达欲望更强烈且急于表达，他们做不到先进行大量的输入后

再实现一定量的有质量的输出。他们急于输出，并常常将“有限输入”作“深度发掘、极度发

挥”，他们不怕错误，勇于在一次次表达中纠错、调整、再尝试，直到成功。

对于课堂教学的方式及教学法美国学生也有着明显的偏好。目前的对外汉语课堂教学

中交际法仍占主导地位。交际法重视大量地输入并把输出分为三个阶段：１、通过机械性练
习完成适应性输出；２、通过有意义的练习达到熟练输出；３、通过交际性练习提高输出的流利
程度，实现自由输出。在以韩日学生为主体的班级教学中，我们较注重前两项输出而相对忽

视后一项输出，但美国学生在汉语学习中主要是运用最后一种输出方式，喜欢自由表达。

因此，在对美国学生的汉语教学中，教师可以采用如下教学策略：

１．重视教材的选编

我们原有的教材从内容到体例编排大都无法满足美国学生的实际需求，很多语料偏离

或落后于现实生活，因此，为美国学生选配最新出版的汲取西方教材长处、突出交际技能训

练的教材是非常重要的，这样的教材形式新颖、图文并茂、语料更鲜活真实，有些还配有电子

教案或多媒体影音资料。另外，教师可以根据学生的专业特点和兴趣点编写、组织一些语

料，本着“急用先学，学以致用”的原则，增强教材的实用性，激发学生的兴趣。教材应以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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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到输出为主线安排，重在交际运用，避免以课文为主而造成语言与运用的脱节。基础阶

段按结构———对话练习———交际运用顺序组成单元，使语言功能出现自然而有序。

２．采用针对学生特点的教学法

在教学法的设计上，很多教师仍大量使用机械重复的方法，靠下“死功夫”来拉动学生

成绩的进步，也据此评价学生的用功程度甚至道德水平，这在对美国学生的教学中是行不通

的。我们建议教师注意语言学习过程的渐进性和逼真性，尽量采用生活中的真实材料并以

任务教学法（组织学生用所学语言做事）作为课堂练习的主要方式进行教学；尝试多样化信

息呈现方式，采用言语描述、板图、投影、录音、录像、多媒体展示、实验演示等多样化的教学

手段和教学媒体呈现信息。另外，根据美国学生灵活好动，多属于动觉型学习者的特点，通

过动作、做习题、角色扮演、边学边做、即兴表演、游戏、参与式研习会等方式将教学信息与现

实生活中的事物联系起来，以促进学生记忆。

３．正确处理师生关系

中西文化中，人们的实际角色行为和理想的角色行为都存在差距，但不同文化对偏离理

想角色行为的允许程度或者说容忍程度有区别。在美国由于松散的社会结构，允许行为偏

离理想角色行为的程度较高，学生可以在课堂上与教授争论得面红耳赤，而在中国的课堂上

学生跟老师叫板是稀奇的事，学生如果当堂指出老师的错误，老师会觉得很没面子，同学也

会觉得他过分。但在美国，学生的这种行为体现了他们的高度关注、积极参与和独立思考。

因此，教师要充分认识这一文化差异，避免因此造成文化冲突影响教学。

另外，美国学生多属于冲动型认知风格的学习者，他们发言踊跃，敢于表达自己的见解，

因此也更易犯错。教师应保护他们喜欢发言的积极性，不能因其常犯错误而轻率做出判断，

认为其汉语学习能力较弱。所以，教师应循循善诱，及时地给予他们点拨和启发。

在美国，“平等”意识深入人心，不同的角色关系几乎都可直呼其名，因此美国人在师生

交际方面不拘小节，也不把教师当作权威看待，在课堂上开玩笑甚至恶作剧的情况都有可能

发生。教师要把握好课堂调控的“度”，既做到气氛轻松，又不能一味迁就放任学生。应首

先向学生申明中国课堂的纪律规定，使学生明白课堂“轻松”的限度，以保证教学的顺利

完成。

４．积极开辟第二课堂

我国的对外汉语教学是以课堂教学为主的，因此与美国学生的学习方式、学习特点、心

理预期及需求尚有一定距离。课堂学习实际上是整个第二语言习得环境中的一个很小的部

分，学习者可以在更多的时间、更多的场合、更多的机会中习得汉语。一般美国留学生都能

较快地融入外部环境，从课堂以外的校园、社会，通过与中国人的交往，获得汉语的词语、句

式和表达方式，他们都希望了解中国文化、历史、物产及民俗风情。我们应根据这一特点，多

安排一些文化含量较高的活动。如参观博物馆、古迹遗址、农村农户、工厂企业、特色文化购

物街、特色小吃街等。以此作为课堂教学的丰富和延伸，增加学生对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的

感性认识及切身了解，培养他们对中国文化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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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异文化环境中外国留学生的情感教育

辽宁师范大学国际教育学院 朱俊华

一、引言

外国留学生的教育管理中离不开情感因素，这取决于教育、人与情感的关系。人是有情

感的动物，“情感”和“语言、思维、意识”等都是“人类的一般本性”，即人所特有或表现出人

类主要特征的要素，而“教育受人的发展规律所制约，教育要适应受教育者身心发展的需

要，遵循受教育者身心发展的规律才能促进其发展”［１］，所以教育中的情感因素不容忽视。

外国留学生教育不应该忽略情感教育这一重要内容。一方面，留学生教育的核心目的

是培养了解中国并对中国友好的使者。如果情感教育不足，外国留学生可能了解中国，却很

难成为中外友好的使者。另一方面，对外汉语教学也需要对留学生进行情感教育。因为如

果不是对目的语和目的语国家充满喜爱，目的语学习很难深入下去。所以情感教育对留学

生教育与对外汉语教学都会产生重大影响，应该引起重视。

外国留学生的情感教育有其特殊性，即留学生所在的教育环境属于与其母国相异的异

文化环境。因此，外国留学生的情感教育主要是异文化情感教育。异文化环境中外国留学

生的情感教育在内容、途径和实现条件方面都有其自身的特征。外国留学生教育管理者如

果不能针对其特征进行教育，很难收到良好的教育效果。

虽然留学生的情感教育非常重要，但是相关研究不为多见，本文不揣浅陋，尝试浅论外

国留学生情感教育，探讨外国留学生情感教育的内容、途径以及实现的条件，以加强外国留

学生情感教育研究、提高留学生教育水平。

二、外国留学生情感教育内容

外国留学生情感教育既有一般学生情感教育的内容，包括个性成长、心理健康等内容，

又因其教育对象的特殊性，情感教育的内容也与一般学生有所不同。为了培养中外友好的

使者、促进对外汉语教学，这里强调外国留学生情感教育的内容包括文化情感教育、地域情

感教育、师生情感教育、生生情感教育等四个方面。

１．文化情感教育就是对中国文化的情感教育

一方面，对于针对留学生的汉语教学来说，中国文化教育很重要。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或

体现形式之一，语言和文化是一种表里关系，因此，语言的学习自然要涉及到文化，到一个国

家来留学，应该与对目的语国家的情感不无关系，而这种情感便是对目的语国家文化的情

感。鉴于语言和文化二者的关系，学习一个国家的语言首先与对这个国家文化的偏爱不无

关系。而且，也只有这样才能够对这个国家的语言进行深入的学习，相反如果对一个国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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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不感兴趣，很难深入地学习一个国家的语言。对文化的兴趣的确可以激发留学生进行

语言深入学习的动机。另一方面，对于培养中外友好的使者这一教育目的，对中国文化的情

感教育便显得更为重要。外国留学生只有喜欢中国文化，才会喜欢中国，才会在中国和自己

的母国之间架起友谊的桥梁。

文化情感教育的媒介既包括琴棋书画等中国传统文化，也包括衣食住行等生活文化，以

及传统文化的现代变迁等。教育实践中选择哪方面的内容要因人而异、因材施教。年长的

外国留学生尤其日韩籍留学生相对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年青一代外国留学生更喜欢武侠

文化等动感刺激的内容；而民以食为天，中华饮食文化可以说对于任何国家、不同年龄层的

留学生都具有吸引力。通过这些中国文化教育引起留学生的兴趣，可以培养他们对中国文

化的感情。

２．地域情感教育就是对留学所在地区的情感教育

中国幅员辽阔，各地风土人情、生活习俗差异很大，而对于留学生来说，留学所在地就代

表了中国，他们爱上了留学所在的地区，也就会增进对中国的感情。地域情感教育就是要培

养留学生对留学所在省市、学校、学院的感情。一般而论，归国留学生往往会经常提到他曾

经留学过的城市和学校，会抱有特殊的情感，因为与某个留学的国度相比，留学所在的城市

和学校会带给留学生最直接的留学记忆。

３．师生情感教育就是培养留学生对中国教师的深厚情感

情感关系是师生心理关系的重要内容，“它在教育过程中能产生直接提高学生积极性

的重要的动力作用”［２］。追求教育效果必须处理好师生的情感关系。外国留学生如果和留

学生的教育管理者建立起深厚的情谊，不仅能够促进留学生的汉语学习———亲其师信其道，

而且能更加热爱中国。因此教师要注意搞好与留学生的关系，建立良好的师生感情。但是

要注意不要一味的讨好，而是在坚持原则、树立威信的同时，尽量与留学生交朋友，以心换

心，增进感情。

值得一提的是，以外国留学生为教育对象的教育中，教师不仅代表自己，也代表中国。

留学生的教育管理工作者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不仅体现着个人的修养，还体现着中国的

文化精神。“对外汉语教师的形象不仅仅代表个人，更代表着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中国

有史以来一直以‘礼仪之邦’著称，尤其以五千多年悠久的文明史著称于世界。因此，应当

让学生从对外汉语教师的身上体会文明之邦的精神。”［３］因此以外国留学生为教育对象的

师生情感教育对文化情感教育也有积极的影响。

４．生生情感教育就是培养留学生之间的情感教育

留学生之间的感情教育也很重要。有些留学生喜欢在某地某校学习，不仅仅因为该地

适宜生活、该校教学质量高，还会因为在学习过程中结交了志同道合的留学生朋友，包括本

国人，也包括其他国家的留学生。所以，外国留学生的教育管理者，尤其是班主任老师，一定

要想方设法创造机会，增进留学生之间的感情，这也有利于留学生互相帮助、互相促进、共同

进步。

生生情感和师生情感都属于人和人之间的情感，而文化情感和地域情感也最终归结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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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人之间的情感。情感属于人类的特质，情感教育必须由人来完成。因此，无论哪方面的

情感教育都要求外国留学生教育管理工作者投入时间和精力，用心去做。

三、外国留学生情感教育的有效途径

外国留学生情感教育的有效途径主要有三方面：第一，以对话的方式进行情感教育；第

二，应用心理学中的情感效应进行情感教育，第三，课堂内教学与课堂外活动相结合进行情

感教育。

以对话的方式进行情感教育，要以平等为前提。“对话是人们的一种特定的交流和沟

通方式。这种方式突出了参与各方的平等性，彼此之间特定人际关系的形成，参与者表达意

见和观念的自由与权利，个体思维与集体性思维的本质等众多方面。”［４］所以在外国留学生

情感教育中一定要以平等为前提，尤其要注意不要把中国文化强加给留学生，这样造成反

感，适得其反。

以对话的方式进行情感教育，进行一对一的沟通和交流更为有效，尽管它需要更多的成

本。“教育的根本还是一对一的熏陶”［５］，真正的人才不是在大教室里培养出来的。“必须

一对一地放在教授的身旁培养”［６］。情感教育更要通过一对一的对话方式，才能使教育双

方进行深入的交流，增进彼此的情感。比如教师要多与留学生进行一对一的沟通，要多创造

留学生之间一对一交流的机会。

应用情感效应进行情感教育十分必要，情感效应属于心理效应学说中的一部分。心理

效应学说“是研究心理效应现象及其规律的一门学科，是研究人、物、境诸因素相互作用下

人们心理所产生的效应与引起人们心理反应方面的理论”［７］。情感效应是“由于情感因素

而发生的特异变化的心理现象”［８］，诸如皮革马利翁效应、心理距离效应、压力效应等。在

留学生情感教育中有效地利用情感效应理论，收效会更好。

以皮革马利翁效应为例，皮革马利翁效应，又称期待效应。皮革马利翁为传说中古代塞

浦路斯的国王，相传他雕刻了一尊象牙少女像，由于他每天含情脉脉地注视她，欣赏她、迷恋

她，终于有一天象牙少女活了，他们结为伉俪。皮革马利翁的期待得到了回应。后来美国心

理学家罗森塔尔在动物和学生中分别做实验证实了皮革马利翁效应。留学生的教育管理者

如果对教育对象充满期待，很好地应用期待效应，一定会使留学生情感教育有更大的收获。

留学生情感教育贯穿在课堂内的教学活动中。对外汉语课堂教学，不仅教授语言，也要

教授文化，文化贯穿于语言教学之中。很多语言的深入理解离不开对文化背景的把握，只有

在语言教学中渗透文化知识和语言的文化要素，才能使留学生透过语言层面把握语言文化

的精髓。另外课堂教学中教师的言谈举止，及对教学的组织安排，都可以渗透对留学生的情

感教育，甚至一个眼神都可以使留学生疏远教师，或更加亲近教师。

在课堂之外开展有意义的活动也是对留学生进行情感教育的有效途径。无论文化情感

教育、地域情感教育，还是师生情感教育、生生情感教育，都可以融入丰富多彩的活动中。例

如中文歌曲演唱会、迎新年文艺汇演、趣味运动会、郊游、野餐、爬山等娱乐型活动，以及各种

社区公益活动或社会体验活动等。如果事先进行充分的准备，事后进行有意识地总结，这些

活动会成为留学生学习汉语和中国文化，加深与中国老师和其他外国留学生的友谊以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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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中国社会的大课堂。这些活动使有相关才艺的留学生得到展示的机会，也使广大参与活

动的留学生得到学习和交流的机会，是很好的情感教育的途径。

四、外国留学生情感教育的实施条件

外国留学生情感教育的实施条件是谙熟异文化、对留学生情感教育有自觉意识的教师

队伍、高水平的人性化管理团队、以及国家政府、自治体和学校多方重视情感教育的共同体。

１．外国留学生情感教育的实施需要教师谙熟异文化，而且对留学生情感教育有自觉意识

教师是课堂教学的主导因素，在教授语言的同时，又承载着文化传播的重要任务。留学

生作为一个特殊的学生群体，刚到留学目的国时由于文化和语言的差异，往往更多地集中精

力在教室里学习语言。教师的言行有可能对留学生的情感造成巨大影响。所以，这对外国

留学生教育管理者的素质提出了更为特别的要求。教师不但在教学能力上要过硬，还要谙

熟留学生母国的文化和风俗惯、宗教信仰意识形态等因素，至少也要对其稍有了解。这可能

成为师生勾通的基础，也会使留学生对教师产生认同感。因而，对外汉语教学并非单纯地由

普通教授汉语的教师便能胜任，它需要教师具备专业从师素质，尤其是对异文化的理解。

对留学生情感教育有自觉意识是指外国留学生教育管理工作者要明确情感教育是留学

生教育的重要内容，并在实施留学生教育的过程中时刻注意情感教育，利用各种机会增进外

国留学生对中国的感情。

２．外国留学生情感教育的实施需要有一支高水平的人性化管理团队

高水平、人性化的留学生管理队伍，要根据各国不同文化特点和风俗习惯有针对性地进

行管理。鉴于目前大部分留学生管理人员都有管理中国学生的经验，所以，在管理过程中，

要尽力避免受管理中国学生经验影响，例如，中国学生管理往往将教学管理和生活管理视为

同等重要，而在多数欧美文化培养的来华留学生看来，生活是个人私事，甚至个人安全也完

全由个人负责，不希望管理部门过多干涉，如果管理部门对此没有自觉，很有可能好心变成

坏事，影响留学生对教师及学校的认同感。

外国留学生管理者要充分自觉到所管理群体的特殊性，充分尊重每个留学生的人格和

个性，还要注意自身言行一致，做到诚信管理，在留学生情感教育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３．外国留学生情感教育的实施需要国家政府、自治体和学校多方重视情感教育的共同体

情感教育是综合性系统工程，留学生的个人情感体验是这个系统工程的中心环节，它需

要与其它环节紧密衔接，其它任何环节一旦出问题，就会影响中心环节的情感体验。整个社

会应该从心理上认同留学生是留学目的国大家庭的一员，对来自远方的朋友以礼相待，不应

有所谓的“他者”意识，从而从心理上和情感上排斥留学生，比如对留学生的长相和不同肤

色品头论足等，给留学生带来不愉快的感受；另一方面又要注意到留学生的不同之处，处处

考虑他们在不同文化、不同环境之中的难处，设身处地的为他们着想，为他们办实事，让留学

生亲身感受到作为留学生的存在价值和获得的实惠。

五、结语

“语言”只是工具的打磨，“教育”则是灵魂的雕琢。外国留学生教育是要培养了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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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喜欢中国的友人，外国留学生在异文化环境中的情感教育是留学生教育的核心内容。外

国留学的情感教育需要外国留学生教育管理工作者以博大的胸怀、诚挚的爱心，深入到留学

生的学习和生活中，通过一对一的交流，通过丰富多彩的活动，树立中国教师的形象，同时给

留学生以良好的影响，使留学生深入地学习汉语、了解中国文化，并对其产生认同和深厚的

感情。异文化环境中的外国留学生情感教育是来华留学生教育管理的重中之重，其有效实

施必将提升来华留学生的教育质量，使留学生教育管理更加深入、顺利地进行。

（作者朱俊华，女，系辽宁师范大学国际教育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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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华留学生跨文化交流模式研究
———以“求本论坛”为平台的探索与实践

浙江中医药大学 陈晔 黄在委

随着全世界对传统医学的关注和需求的日渐增加，中医药以其得天独厚的文化底蕴和

认知方式造福中华民族，在国际上逐渐被广泛接受。作为我国特有的优质教育资源之一，中

医药国际教育在中国加入ＷＴＯ后展现出新的发展契机。大量外国留学生希望前往中医药
的发源地中国，或系统地进行长期学习，或参加短期培训，以求正本清源、原汁原味的掌握中

医药理论知识和临床技能。来华学习中医药的留学生近年来都居我国自然科学教育招收留

学生人数的前列。

然而文化冲击（休克）是很多留学生初来乍到中国时遇到的现象，特别是中医药属于理

论和临床紧密结合的实践性学科，留学生与中国师生和病人有较多的接触，在文化方面不适

应的情况经常出现，文化休克的种种表现在他们的学习过程中时常会反映出来。“克服这

种文化冲击，除了留学生本人思想及心理上的调整及适应外，留学生教育管理工作者起着重

要作用”［１］。根据我校留学生的实际情况，我们探索了以“求本论坛”为平台的跨文化交流

模式实践。

一、求本论坛的起因

在与本研究相关的前期课题中，我们曾使用了集体访谈的调查方法。即在毕业典礼后，

邀请当年毕业留学生和在读生参加主题为“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Ｏｕｔｌｏｏｋ（反思与展望）”的座谈会。
会上各国留学生畅谈留学生涯的得失，并对各自的困惑与国际教育学院的老师以及在座的

留学生同学进行了讨论。会后我们感觉到这不仅是一个集思广益的好方法，同时也可以成

为一个留学生交流的平台，我们称之为“求本论坛”。

“求本远志”是我校的校训，“求本”源于《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治病必求于本”。原

意为治病应透过表面现象，抓住并针对疾病内在的本质进行治疗。在实践过程中，我们总结

出论坛的四种形式：①留学生、教师和留学生管理部门研讨会；②留学生介绍学习方法和在
中国的生活经验；③国际教育学院内部定期学习研讨会；④国际教育学院培训留学生兼职
翻译。

二、求本论坛的开展

１．留学生、教师和留学生管理部门研讨会

即在每年毕业前后，邀请当年毕业留学生畅谈在中国学习生活的得失，参会人员为国际

教育学院、授课老师或带教医生代表、以及在校留学生代表。人数以５－７人为宜，不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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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人。每次需确定一个主题，如“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Ｏｕｔｌｏｏｋ（反思与展望）”。
我们认为研讨会是一种“集体访谈”形式的座谈会，就是“研究者对于所选定的个人及

特定主题，进行非正式的讨论，希望获致各种不同的观点”［２］。陈向明［３］认为，相对于个别

访谈，集体访谈有其独特的作用：①访谈本身作为研究的对象：不同年龄、性别、文化群体和
社会阶层在团体访谈的情景下表现出一定的互动模式，这不仅可以反映他们平时的态度和

看法及由此透视出的权力关系，更可以观察到他们在遇到冲突时的行为表现；②对研究问题
进行集体性探讨：通过群策群力，使得参与者共同面对现存的问题。而且（更重要的是）使

大家都参与到民主参政的过程中；③集体建构知识：集体访谈不仅可以将群体成员的认识往
前推进，共同建构新的知识，而且可以加强群体成员相互之间的了解，消除（或减少）彼此之

间的隔阂。

有观点［４］认为集体访谈不只是在探讨研究者已知的问题，而是希望能产生一些研究者

起初也没有想到的想法，或对于同一主题获得多元的观点，其目的并不是在建立共识，反倒

是尽力在挖掘不同的意见，因而特别适合用于探索性的研究。

这种研讨会的特点是多层次互动与交流，即不仅有留学生和管理教学部门的互动，更有

留学生之间的互动。但是这种研讨会容易形成一种思维和谈话的定势，再加上从众心理的

影响，部分成员往往有意无意隐瞒或改变真实情况，使自己的回答和看法顺从、接近或符合

大多数人的意见，而不愿或不敢表示不同的意见［５］。

在一次研讨会上，好几位留学生都提到了和中国导师以及研究生相处的困惑，其中的一

些矛盾导致导师中途放弃了继续指导留学生。比如日本的一位毕业生说：“在日本导师管

的很多，而这里（指导留学生）像‘放弃’一样。而且中国学生有师姐师哥互相学习、师弟师

妹互相帮忙，没有人愿意帮助我”。一位毕业生说“我觉得留学生对导师是个负担，因为中

国的研究生可以帮老师做事情而留学生不能”。

在座的教师留学生展开了热烈讨论：有的教师提到留学生不够主动而期望导师做所有

事情；有的留学生提到不清楚可以从导师这里得到什么样的帮助；而国际教育学院的老师则

抱怨为了协调师生关系常常要当“三明治”等等。

对于这一点，我们认为跟留学生还没有认识到中国人的社交和人际关系特点有关。费

孝通［６］把中国社会关系的特点高度概括为“差序格局”，而与之对应将西方社会概括为“团

体格局”。在“差序格局”中，社会关系是逐渐从一个一个人推出去的，是私人联系的增加，

社会范围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这使得中国人在交往时，格外看重与他人关

系的远近亲疏，对‘自己人’表现得很客气和礼貌、乐于提供帮助，对‘外人’表现的不够客

气、粗鲁，有的时候甚至会很无礼，使得留学生产生了很多交往方面的适应问题”［７］。对留

学生来说，在同一位导师手下从事研究工作即意味着和这位导师指导的其他中国学生从属

于一个团体，因而理当互相帮助；但对中国研究生而言，亲疏关系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和

自己好不好说”摆在第一位，如果彼此意气相投，则愿意全力协助。

２．留学生介绍学习方法和在中国的生活经验

即定期邀请优秀留学生代表分享学习技巧和生活经验，参会人员为国际教育学院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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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留学生，人数可扩大至３０人左右。每次需确定一个主题，选择发言的留学生应有代表性
并十分了解学校尤其是国际教育学院的情况。

我们认为这种形式的理论基础为同辈（伴）学习（ＰｅｅｒＬｅａｒｎｉｎｇ），它是基于这样一种共
识：每个人都有可能教给他人以知识与技能，尤其是有效学习的知识和技能［８］。在剖析同

辈学习环境时，龙君伟［９］归纳了指导性学习环境的３种形式：同辈指导、合作学习和互动学
习。其中的互动学习具有成员间紧密协作、互动和双向交流的特点：“知识是通过个体间和

个体内的社会性建构过程而获得，同辈群体一起共同寻找、商谈、辩论，从而获得丰富而深刻

的知识，发展了认识能力，也学会了社会交往的技巧”。

如２０１０年我们邀请了“浙江省十大优秀留学生”我校沙特籍博士毕业生 Ｍｏｈａｍｍｅｄ
Ｂａｆａｄｈｅｌ返回母校，举办名为“我的大学，我的情”的讲座。参加讲座的有来自哥伦比亚、澳
大利亚、美国、印度尼西亚、加拿大、日本、韩国等国家和地区３０多位留学生以及国际教育学
院全体员工。从择校的迷茫到喜爱杭州，从怀疑到酷爱中医，从懵懂被动到积极主动的学

习，从普通眼科验光师到沙特阿拉伯国家第一位中医博士生，Ｂａｆａｄｈｅｌ回味杭州６年学习生
活的经历，与在校留学生分享人生感悟。他讲述了求学过程中的困惑、挫折和困难，但随着

对中国文化的认识不断加深，在杭的生活也越来越开心，并顺利完成了硕士和博士论文，而

且２００９年被省教育厅评为“浙江省十大优秀留学生”。最后，他对学弟学妹们提出很多外
国人学习中医的好方法和建议，让同学们坚信中医。由于讲座内容非常贴近留学生，现场充

满了不断的笑声，讲座过程中和结束后都有很好的互动与交流。很多留学生表示希望将来

国际教育学院继续举办类似的交流活动。

同辈间的相互作用和对话，不仅发生在这样正式的环境中，也发生在广泛课堂环境下形

成的非正式同辈群体中，这对学生的学习和发展起着积极的作用［１０］：奈扎尔和他的同事发

现同辈间的许多非正式谈话都是与课堂发生的事情有关，这对学习是有指导作用的。同辈

间的非正式谈话为学生获取新知识、新技能、新思想提供了相互支持的机会，有助于学生建

立新旧知识之间的联系，激活“惰性”知识，促进学生认知结构的重建。

３．国际教育学院内部定期学习研讨会

即国际教育学院定期举办研讨，参会人员仅限于留学生管理干部，每次确定一名留管干

部发言，主题可以为本人有关留学生教育与管理的研究，也可以是当前留管干部关注的热点

问题。

笔者曾经给本部门做过一次留学生管理中引入跨文化交流概念的讲座，在介绍跨文化

交流基本概念的基础上，结合留学生管理中的具体案列，以跨文化的视角重新审视反思管理

工作的得失。比如在介绍非语言交际时，副语言（ｐａｒａｌａｎｇｕａｇｅ，包括音质、音幅、音量、语速
以及会话中发出的一些非语言声音［１１］）引起的交际障碍容易被忽视。相关的研究表明［１２］

阿拉伯人讲话很响因为音量的大小透露出力量和真诚；对以色列人来说，对话中升高的音量

代表他们对所讨论问题的强烈信念；而对泰国和日本人来说，高音量意味着无礼和缺乏自

控；日本妇女因掩藏慌乱和尴尬也会发笑。会上大家表示以前很多时候是经验指导工作，而

对跨文化交流理论的研究不仅帮助留学生更快地投入到在杭的学习和生活中去，而且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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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学院将会更有目的地为留学生提供学习和生活的指导与服务，从而使他们学习顺利生

活开心。

这种内部研讨会借鉴了同伴教学（Ｐｅｅｒ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ａｎｄＬｅａｒｎｉｎｇ）的理论，大量研究表
明［１３］：同伴教学中的施教者和受教者其收益程度是相同的，有时甚至会更大。因为通过教

授别人，施教者的知识体系会变得更加清晰完善，把握不好的知识点可能得到巩固，而在对

方的反馈中还能发现一些不足之处。这种过程增加了学习者之间互动的机会，为学习创造

氛围，有利于学生对问题形成新的想法，拓宽思路，而互相评价又能使学生通过客观思考作

出决定。与传统的知识习得过程相比，以这种方式获得的知识更容易被运用到实际环境中。

４．国际教育学院培训留学生兼职翻译

作为一所医学院校，其提供的国际教育必然是理论和临床相结合。考虑到很大一部分

留学生不懂中文，带教医生不会英语，我们较早就启用在校中医针灸专业研究生作为兼职翻

译。为了提高教学质量和临床实习的翻译水平，国际教育学院开展了系统培训如：中医术

语、针灸穴位国际编码、翻译技巧、涉外礼仪、对外教学技巧和跨文化交流知识讲座。培训教

师不仅来自国际教育学院的留管干部，而且邀请在校留学生和有中医药背景的外教做培训。

如近期国际教育学院邀请我校加拿大籍外教 Ｄａｖｉｄ，对新聘的兼职翻译进行岗前培训，
培训主题为“留学生心目中的好翻译”。Ｄａｖｉｄ在做外教前已有十多年中医药学习和临床经
历，因此既有在中医院校当留学生的感受，又有做英语教师的丰富经验。Ｄａｖｉｄ主要阐述了
针灸、推拿和中医临床各科翻译的特点，还讲述了翻译的概念、模式、角色、中医翻译的内容

和所要具备的素质，以及怎么成为留学生的好翻译。在讲到中西方交流差异时，他引用了眼

神交流的例子：在欧美文化里面，没有眼光接触的交流是不可想象的。交流的一方在讲话或

者倾听时，眼睛一定会看着对方，否则会被认为对话题不感兴趣或者不真诚，眼神的交流和

地位没有关系。而在东方文化中，眼神接触并非一定要有，特别是存在上下级关系时，地位

低的一方一般都不看另一方，因为眼光的直视会被认为不尊敬。

三、影响国际教育的跨文化因素及应对措施

笔者之前的相关研究［１４］总结了影响国际教育的跨文化因素，即：思维方式的不同导致

语言交际障碍，风俗习惯的不同导致非语言交际障碍和价值观的不同导致社会交往和人际

关系障碍。笔者认为：跨文化交流的中心问题是各方要有一种包容和开放的多元文化意识，

面对交流沟通的障碍和问题应本着开诚布公的态度来面对和解决，切忌以自我文化为中心

而鄙视其他民族文化。同时留学生管理部门需采取多种措施、开放更多渠道，培养留学生和

中国师生的多元文化心态，促进中外交流互动。

四、结论

文化人类学家Ｏｂｅｒｇ１９６０年首先提出文化休克这个术语，即“由于失去了自己熟悉的社

会交往信号或符号，对于对方的社会符号不熟悉，而在心理上产生的深度焦虑症”［１５］。中医

药是一门理论和临床紧密结合的实践性学科，大多数留学生抵达中国后，首先要面对日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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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方面的生存适应，如生活节奏、适应气候环境、饮食、住宿购物等；然后是跨文化适应，适应

中国的教育和管理方式，更要学会如何处理与留学生管理部门、中国师生、医院和病人的关

系。“如果前两个适应出现问题，那么学习上一定会出现问题，可以说前两者是来华留学生

适应在华跨文化学习的关键。在这三者都经历后，留学生便会形成对中国留学环境的总体

看法或好或差，然后就会向其朋友、同胞等宣传。如果留学生适应状况良好，感到很满意，就

会形成良好态度和正面形象，就会吸引更多学生来留学；倘若出现适应危机，就会产生情绪

和负面形象，影响对外宣传和学生人数。这是一个循环的过程”［１６］。

作为应对措施之一，我们举办了“求本论坛”系列讲座和研讨会，对这一跨文化交流模

式进行了理论和实践探索：如留学生、教师和留学生管理部门互动交流的研讨会；有留学生

之间介绍学习方法和生活经验的讲座；作为留学生管理部门，国际教育学院内部有定期学习

讨论；涉及到授课和临床翻译的环节，有针对兼职翻译的培训。实践表明：该论坛将跨文化

交流的利益方纳入这一机制内，并在多个层面展开有益的对话。

（作者陈晔系浙江中医药大学国际教育学院硕士研究生、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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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留学生工作，促进高校国际化

西安交通大学 宋玉霞 兰雪萍 张华

进入新世纪以来，高水平、国际化的留学生教育已成为世界一流大学的普遍特征，也是

先进国家高等教育国际化的重要标志。在高等院校承担留学生教育工作，培养国际化人才

的过程之中，加大了高等院校与国外知名学府的联系与学术交流活动，不仅为培养国际化人

才作出了贡献，于高等院校本身更是一种国际化进程的推进。此外，接收、培养来华留学生，

也是国家软实力建设的需要，并已经成为促进中外友好关系，培养对华友好使者，推进国际

文化交流，加强高等教育国际竞争力的重要举措。下面结合西安交通大学留学生教育工作

的实践，探讨留学生工作对促进学校国际化的进程的作用和贡献。

一、开展文化交流活动，营造学校国际化氛围

在高等院校的国际化进程中，营造国际化氛围是培养国际化人才、拓展学生国际视野的

一项重要工作，对于青年学生的未来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对于青年学生而言，建立起远大

的抱负和志向需要国际化视野。约翰·奈斯比特在《大趋势———改变我们生活的十个方

向》中指出：“一个国家在新世纪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将是其人民的思想面向世界。”这就要

求青年学生了解世界各国的文化，具备基本的国际知识，具有与国际接轨的意识和国际化视

野，能够广泛参与国际交流活动，借鉴和学习国际先进理念和经验。开展留学生教育工作为

我们的青年学生打开了一扇面向世界的窗户。

众所周知，在校留学生规模是高校国际化的具体体现和重要指标之一。在近期教育部

公布的２０１０年工作要点中，“实施‘留学中国计划’，扩大来华留学规模”被明确列为深化教
育体制改革，扩大教育对外开放的一项重要工作。我校历来非常重视做好留学生工作，随着

留学生规模的扩大和生源国家的增多，通过组织多种形式的中外学生文化活动，是促进国际

文化交流、营造校园国际化氛围的重要途径。

近年来我校通过举办富有特色的“国际文化节”，有效营造了校园的国际化氛围。“国

际文化节”主要包括了三大部分：

１）互动与交流为主的人文地理展示：通过小型世博园的形式，让来自不同生源国的留
学生以本国历史、地理、经济和文化为主题，绘制独具特色的各国文化展示板，并进行现场讲

解与交流。许多留学生还现场制作具有本国特色的饮食，供参观者品尝。使得中外学生和

参观者们对异国绮丽文化有了更多、更深的了解；

２）学习成果展示：让留学生们以“留学生活”为主题，用中文演讲，介绍他们学习中文的
经历，比较中外大学生活异同，以及在中国学习的感受，同时还有留学生的摄影、书法、绘画

作品展示，让中国学生了解到一个外国人眼中的中国、一些国外大学的学习和生活状况以及

中外大学生活的异同；

３）艺术风情展示：通过举办“相约交大”留学生主题文艺演出，用原汁原味的异国音乐
和歌舞呈现一个五彩纷呈的多元化世界，为参观者带来强烈的异国风情和国际化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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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０年，我校来自６４个国家的外国留学生和中国师生参与了“国际文化节”的各项活动，中
外学生共建校园国际化氛围，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通过举办这些形式多样的文化交流活动，展示了各个国家和民族特色，促进了青年学生

之间的交流，既加强了我校各国学生间的沟通，又增强了中国学生对世界各国文化的了解，

并让尽可能多的中外师生在校园里感受到了浓郁的国际化氛围。

未来我们将进一步扩大国际文化节的活动参与度与影响力，使其成为我校一项展示异

域风情、了解各国文化的年度盛事，让不同国家的青年学生深入了解语言背后的思想情绪、

人文风土，了解语言所承载的一个民族的历史与传统，进而感知和理解全球化时代壮美多元

的文化风景。

二、开展留学生教育项目，促进课程体系国际化

建设国际化的大学，迫切需要培养和引进国际化人才，这也对承载着高等教育使命的高

校提出了全球化时代人才培养的新要求，并已成为国际高等教育发展的趋势。

实施高等院校课程体系国际化改革是培养国际化人才的要求。美国著名教育学家克拉

克·科尔认为：“拥有众多良好全球意识大众的国家将在国际上占有优势”。而培养国际化

人才已经成为各国教育改革的关注点。早在１９６５年，日本就在《所期望的人》中明确提出
要把培养“世界通用的日本人”作为今后总的教育目标。韩国则在１９９４年发布的《创造新
韩国的教育改革的方向与课题》中提出“强化具有国际感、能够理解国际的教育，造就适应

经济社会、科技发展需要的优秀的国际化人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学的国际化意识逐

步加强，诸多大学都将培养国际化人才提到了计划日程之中，但是相比之下，我国的国际化

人才非常短缺。这就要求我们加快大学国际化的步伐，推进大学课程与国际接轨，实施大学

课程体系的国际化进程。

实施高等院校课程体系国际化也是我国创建世界先进水平大学的需要。正如美国斯坦

福大学名誉校长理查德·莱曼所说：“在大学发展战略规划中，国际化已经成为一个关键性

的因素”。为了应对新世纪的国际竞争和挑战，我国在上世纪末作出了“在我国重点建设若

干所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的战略决策。由于在大学教育中，课程是实现教育目

标、提高教学质量的最基本手段之一，因此作为大学国际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课程体系国

际化是实现高等院校国际化进程的重要手段和途径。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在其报告中提出“课程国际化”的涵义是：课程发展或者变化的过

程，目标是将国际因素整合到正式课程和课程操作中［２］。这就要求我们从课程内容、资料

和教学手段两个方面实现课程体系的国际化。

考察近年来，我国一些重点大学在课程国际化方面做出的尝试不难发现，聘请外国教

师、聘请有知名海外高校教育背景的学者和科研人员、实施英语授课、双语教学、引入国外原

版教材等举措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课程国际化的进程。这与国内高校与海外院校加强教

学联系密不可分，也与国内高校自身开展的留学生教育项目密切相关。事实上，留学生教育

就是一条推进课程体系国际化、密切海内外高校间联系的重要途径。

我校医学院（原西安医科大学）自１９９５年起开展医学留学生项目，是全国首家采用全
程英语授课培养医科留学生的高校，毕业生人数居全国之首，绝大部分毕业生回国就业，得

到了所在国家卫生部门的好评，数十名学生通过了ＵＳＭＬＥ、ＰＬＡＢ、ＡＭＣ考试，部分优秀毕业
生留在中国高校任教。２００３年巴基斯坦国家卫生部和医师执照委员会对我校医学院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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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教育进行了实地考察并给予了充分肯定，他们回国后经过讨论决定：我校医学院毕业的巴

基斯坦学生可以免试得到该国的医师执照。２００５年，为了规范全国医学留学生教育的英文
授课，教育部成立了留学生医学教育专家组，鉴于我校在医学留学生教育中取得的成绩和积

累的经验，教育部的委托我校负责起草了我国第一个留学生教育的质量控制标准———来华

留学生医学英语授课的质量控制标准，并于２００７年８月正式颁布实施。
我校在医学留学生教育方面取得的成绩得益于高校国际化理念的建立，通过使用英语教

学培养外国留学生，建设师资队伍，调整课程设置，从而推进了课程体系国际化的形成，在１５
年的医学留学生英语授课项目的教学过程中，不断的尝试按照国际化的标准完成教学计划，调

整教学课时总量，推进课程体系与国际接轨。目前还在尝试将英语授课模式推广到在中国学

生的教学过程中的应用，即：采用中文教材和课件、英语授课的方式教学，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三、开展英语授课模式教学，促进科技语言的国际化

语言作为一门工具，已经成为学习国际先进文化的必备技能。英语作为世界公认的科

技语言，使得英语授课日益成为世界各国高校高度关注并努力实施的一个国际化教学项目，

也是诸多国内重点大学留学生课程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事实上，由于英语授课不论对教

师的英语能力还是对学校的国际化教学都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因此，英语授课也已经成为一

所大学留学生教育质量的考核标准。

１９９５年，我校医学院率先采取全程英语授课的医学留学生项目，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在目前的留学生教育工作中，英语授课已经成为越来越多大学的课程改革项目之一。在实

践中我们不难发现，通过实施英语授课，既为培养国际化人才奠定了基础，也促进了学校国

际化师资队伍的建设。

开展英语授课的留学生教育还有利于高校师生科研团队的构建，在课题研究中营造国

际化氛围。我校在医学教育与科研活动的实践过程中体会到：有意识的招收外国留学生

（主要是官方语言为英语的生源），与中国学生组建课题研究小组，在小组内部的科研活动

中，用英语进行交流与实践，完成相关课题的科研项目。一方面，对于中国学生而言，提高了

其英语资料检索阅读、英语科研论文撰写以及参加国际会议的交流能力；另一方面，对于外

国留学生而言，使用科技英语开展学习和科研活动，降低了由语言带来的学习困难，能够大

大提高其科研兴趣和项目进展效率。

当然，实施全英语授课对母语为中文的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此学校予以高度重

视，每年都要组织授课教师培训班，还选派授课教师到国外大学进行培训与实践，从而有效

的提高了授课教师的英语授课技巧和交流能力，也使教师的科技英语实际应用能力得到了

迅速提高。具体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１）提升了我校教师参加国际会议、与海外知名
大学同行进行学术交流的能力；２）提升了我校教师参与国际学术组织的能力，；３）提升了我
校教师在国际知名学术期刊杂志上发表学术论文的能力。这些能力的提升，有助于拓展教

师的科研视野，加大了参与国际学术活动的深度和广度，同时也促进了我校师资队伍建设和

科研基地建设，进一步扩大了我校海外声誉与学术知名度。

四、开展校际间交流活动，培养学生国际化视野

世界一流大学都非常注重培养学生的国际化视野，要求在校学生具有境外的留学经历。

事实上，开展各类国际学术活动、举办访学、讲学活动以及学生间校际交流活动，不仅能够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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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与国外高校的交流与合作，提升学生国际化视野，而且能够借鉴境外高校的国际化办学理

念，了解境外高校的校园文化，从而进一步提升高校的国际化理念。

随着中国国际地位和科研水平的提升、中国发展模式的成功，目前境内外掀起了一股了

解中国的热潮。对于来华学习的学生而言，一方面可以掌握拥有世界上最多使用人群（世

界五分之一人口）的语言———汉语，另一方面可以感受中国五千年悠久的文化底蕴，真正了

解发展中的中国，从而能够大大提升其在本国学生中的竞争力。

对于中国学生而言，短期境外求学经历非常宝贵。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收入的提高，

目前自费留学已不再是凤毛麟角，家长非常注重给孩子境外留学的经历。通过与境外高校

的学术交流活动，能够为广大学生提供境外求学的短期学习经历。２００９年，我校提出了“让
更多交大学子在求学期间，跨出国门，通过学生交换有一个境外游学经历”的交换生理念。

我校通过学生交换长期赴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芬兰、丹麦、日本、新加坡

等国求学的人数逐年增加。短期境外学生交换也日益频繁，特别是美国、日本表现出前所未

有的活力。根据学生多样化的需求和层次，我校还努力将短期学生交换与相关学位获取相

结合，进一步扩大学院、院系之间的学术与文化交流。并与美国、日本、法国等推出“假期合

作计划”。将校际交流与国家留学基金相结合，为学生创造更多进一步留学深造的机会。

在十七大报告中，中央正式提出了“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并将“增强中华文化国际影

响力”提上议程。实践证明，通过校际交流项目、校际互访，能够推进国际友人对华了解和

汉语国际推广等工作，进一步提升我国的国际影响力。近年来，我校与美国、英国、日本、韩

国等多所学校合作，组织短期交流项目，并依托合作项目，进一步展开文化推广工作，取得了

良好的效果。此外，我校十分注重与国外教育官员间建立联系，培养一批国外主流社会的对

华友好人士。

例如：近期我校与美国内布拉斯加－林肯大学合作举办的美国教育官员代表团中国文
化之旅项目，团员包括内布拉斯加州务卿ＪｏｈｎＧａｌｅ以及该州教育官员等。我们在该项目中
安排了教育官员们参观了大学、中学、小学、幼儿园；使他们充分了解了中国的教育模式和教

育理念，同时专门为代表团举办了“中国文化”、“汉语言的魅力”、“中国基础教育体系”等

讲座，此外还安排官员们参观访问户县传统农民画、历史博物馆等具有传统意义和民族向征

的文化之旅。通过这些活动使他们了解到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建立起了他们对中国的友

好情结。我校还与美国西点军校、科罗拉多大学等进了校际间合作与交流，推进了学生的交

流项目的开展，培养了多层面的对华友好人士，同时也拓展了我校学生的国际化视野。

开展校际间交流合作活动，将高校置身于全球高等教育环境中，积极学习国外大学教学

管理经验，有助于加强自身国际化的进程。事实上，任何一所大学在管理模式上都有自己的

特色，同时也存在着或多或少的问题，当发展到一定程度，都会出现阻碍自身发展的瓶颈。

走出去，向海外知名学府学习，取其精华，学习经验，结合本校实际情况，推行本校改革，是高

等院校取得长足发展，实现教学体制与管理模式改革的重要途径。自２００６年起，我校对本
科生实行书院制改革，目前已经建立起学院、书院相结合的教育体制，这都是源起于结合中

国历史上的教育理念与国外知名学府教育理念相结合的国际化理念的形成。

作为高校国际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留学生教育工作的开展，极大的促进了高校的国际化

进程。特别是在营造大学的国际化氛围、促进高校课程体系的国际化、提高学校师生的英语

使用能力、提升中外学生的国际化视野等方面起到了潜移默化的催化作用。从点到面，实现

了校内工作的多项共赢，为高校国际化的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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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教育服务贸易竞争力研究

中央财经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 钱明才

一、教育服务贸易竞争力概念界定

教育服务贸易是指国与国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主要出于经济目的而进行的教育输入

与输出。国际教育服务贸易是指在世界范围内提供国际协作办学、合作科研、人员互换等活

动以及围绕这些活动形成的相关产业服务（蔡贤榜，２００４）。境外消费是国际教育服务贸易
中最主要的形式，也是最具产业化性质的教育形式，在国际教育服务贸易中占据举足轻重的

地位（王亚飞，２００６）。竞争力是指参与者双方或多方的一种角逐或比较而体现出来的综合
能力；它是一种现对指标，必须通过竞争才能表现出来。

二、当前国际教育服务贸易现状

随着全球化进程加快以及世界经济的迅猛发展，国际教育服务贸易已经成为世界经济

与贸易中增长最为迅速的产业之一，是一个国家重要而又全新的经济增长点。例如２０００年
全球共有１７０多万人在国外接受高等教育，市场总额约有２７０亿美元，其中１／３的市场在美
国；而发展中和经济转型国家和地区仅占１５％的市场份额。２０００年美国的留学生教育服务
收入金额达１０２亿美元，约占ＯＥＣＤ国家留学生教育市场消费总额的三分之一，２００９年则
达到１７６亿美元。澳大利亚是留学生教育服务贸易增长最快的国家，１９７０年其教育服务收
入总额仅为６００万美元，２０００年增加到２１５５亿美元，２００９年就增加到１２５亿美元，是教育
服务市场中“贸易顺差”最大的国家（见表１）。

表１ １９８９年－２００９年西方主要国家教育服务收入及其占总服务收入的比例 单位：百万美元 （当年价格）

　年份

国家　　

１９８９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９

教育服务收入 占服务总量％ 教育服务收入 占服务总量％ 教育服务收入 占服务总量％

澳大利亚 ５８４ ６．６ ２１５５ １１．８ １２５０２ １４

加拿大 ５３０ ３ ７９６ ２．１ ６３７８ ６．７

英国 ２２１４ ４．５ ３７５８ ３．２ １３４５８ ７．５

美国 ４５７５ ４．４ １０２８０ ３．５ １７６００ ７

　　（数据来源：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网站ｈｔｔｐ：／／ｗｗｗ．ｕｉｓ．ｕｎｅｓｃｏ．ｏｒｇ，由笔者整理而来）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２００７年的统计数据，２００６年世界上７个主要留学东道主国接
收学历生份额：美国５８４８万，英国３３０万，德国２５９８万，法国２４７５万，澳大利亚２０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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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日本１３０１万，俄罗斯７７４万，而我国当年只有５４９万。数据说明国际教育服务贸易
的市场分布极不均衡，国际留学生市场基本上由发达国家垄断，如２００６年超过６８％的外国
留学生集中在７个发达国家（见表２）。

表２　７个主要留学东道国家市场份额（单位：人、％）

国家 １９９５年 比例 ２０００年 比例 ２００３年 比例 ２００６年 比例

美国 ４５３７８７ ２８．３０ ４７５１６８ ２６．６４ ５８６３１６ ２６ ５８４８１４ ２１．６６

英国 １９７１８８ １２．３０ ２２５７２２ １２．６６ ２５５２３３ １１．３１ ３３００７８ １２．２３

德国 １５９８４０ １０．００ １９９１３２ １１．１７ ２２１５６７ ９．８２ ２５９７９７ ９．６２

法国 １３８１９１ ８．６０ １４７４０２ ８．２７ ２４０６１９ １０．６７ ２４７５１０ ９．１７

俄罗斯 ６７０２５ ４．２０ ６４１０３ ３．６０ ７１０００ ３．１５ ７７４３８ ２．８７

日本 ５３８４７ ３．４０ ６３６３７ ３．５７ ８６５０５ ３．８４ １３０１２４ ４．８２

澳大利亚 ４７８４０ ３．００ １０５７６４ ５．９３ １７９６１９ ７．９６ ２０７２６４ ７．６８

七国总和 １１１７７６６ ６９．８０ １２８０９２８ ７１．８３ １６４０８５９ ７２．７５ １８３７０２５ ６８．０４

东道国接受和 １６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 １７８３３４２ １００ ２２５５６３４ １００ ２７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

　　（数据来源：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网站ｈｔｔｐ：／／ｗｗｗ．ｕｉｓ．ｕｎｅｓｃｏ．ｏｒｇ，由笔者整理而来）

三、我国境外消费教育服务贸易发展状况

我国自１９５０年开始接受第一批来自东欧国家的３３名留学生起，截至２００９年，已累计
接受来华留学生１６９万余人次。改革开放３０年以来，特别是十六大以来，我国的来华留学
工作得到了迅猛发展，规模得到迅速扩大，学生层次有较大提升，接收院校大幅增加。据教

育部统计数字２００９年共有来自１９０个国家和地区的２３８，１８４名各类来华留学人员，分布在
全国３１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不含台湾省、香港特别行政区和澳门特别行政区）的６１９所
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和其它教学机构中学习。客观地说，我国境外消费教育服务贸易这些年

来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是和西方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着巨大差距。自１９９５年以来我国已经
是世界上最大的高等教育服务贸易进口国，１９９８年超越日本成为美国高等教育出口的第一
大市场。进入２１世纪，我国自费出国留学的人数增加更为迅猛，使得我国高等教育服务贸
易的进口不断扩大，教育服务贸易逆差急剧加大。究其原因是因为我国国际教育服务水平

较低，招生规模较小，培养层次偏低；整体教育服务发展极不平衡；高等教育国际化程度

较低。

四、我国境外消费教育服务贸易ＳＷＯＴ分析

本文采用ＳＷＯＴ分析法试图找寻我国境外消费教育服务贸易的优势和机遇，并发现其
劣势以及所面临的威胁，从而为提升我国境外消费教育服务贸易竞争力提供制度性创新研

究。ＳＷＯＴ分析法是一种常用的战略分析工具，最初由斯坦福大学教授ＡｌｂｅｒｔＨｕｍｐｈｒｅｙ创
立。ＳＷＯＴ分别是英文Ｓｔｒｅｎｇｔｈ（优势）、Ｗｅａｋｎｅｓｓ（劣势）、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机遇）、Ｔｈｒｅａｔ（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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胁）的缩写，其中 Ｓ和 Ｗ主要用来分析机构内部的自身条件，Ｏ和 Ｔ主要用来分析机构外
部的环境条件。因为ＳＷＯＴ分析工具本身是不具有专业性的，因而可以用来为我国境外消
费教育服务贸易进行决策分析（见表３）。

表３　我国境外消费教育服务贸易ＳＷＯＴ分析

（一）优势分析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二）劣势分析 （Ｗｅａｋｎｅｓｓ）

比较优势分析 国内形势

要素禀赋分析 国际局势

（三）机遇因素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 （四）威胁因素 （Ｔｈｒｅａｔｓ）

国家政策支持 服务贸易壁垒

高等教育国际化 发达国家的竞争力优势

（一）优势分析（Ｓ）：我国境外消费教育服务贸易的优势

１比较优势理论分析。比较优势理论认为各国应生产其具有最大相对优势的产品，将
生产要素用在自己最擅长的地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状况良好，科技水

平日益提高，拥有较好的社会经济条件，这是发展我国境外消费教育服务贸易的基础。中国

经济的迅猛发展也使得国外资本大量涌入中国。世界各国有加强对中国了解的愿望和要

求，与中国有重要贸易往来的国家更是如此。世界各地掀起了学习汉语的热潮，专门到中国

学习的外国留学生更是络绎不绝。中国五千年的传统文化和神奇的中医、中药、戏曲和中国

武术是我们发展境外消费的比较优势；此外相对低廉的留学成本也是吸引大部分外国留学

生来中国留学的原因。

２要素禀赋理论分析。要素禀赋理论，又称要素比例学说，是由赫克歇尔首先提出基
本论点，由俄林系统创立。它主要通过对相互依存的价格体系的分析，用生产要素的丰缺来

解释国际贸易的产生和一国的进出口贸易类型，是现代国际贸易理论的新开端，被誉为国际

贸易理论的又一大柱石，其基本内容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要素禀赋论用生产要素丰

缺来解释国际贸易的产生和一国的进出口贸易类型；而广义的要素禀赋论包括狭义的要素

禀赋论和要素价格均等化学说。具体到国际服务贸易领域，汉语言教育和医学教育是我国

传统的优势领域，也是吸引大部分外国留学生来中国留学的原因（见表４）。

（二）劣势分析（Ｗ）：我国境外消费教育服务贸易的劣势

１国内形势：首先，我国高等教育质量水平不高，尤其在本科生、研究生的培养方面与
世界发达国家存在很大差距。目前发达国家的留学生教育已发展到以研究生为主，本科生、

进修生为辅，而我国仍以接收语言生、进修生为主，学历留学生人数偏少，攻读高层次学位的

留学生的数量和质量与发达国家差距偏大，留学生培养层次偏低（见表５）。
其次，我国在留学生招生规模、办学条件、国际性课程等方面与发达国家也有差距。理

工类学科总体发展不平衡，英语授课和英文原版教材使用太少；文科类学科缺少国际性课

程，即便医学类学科除了中医、中药外，也较少有世界领先水平的技术和优势专业。由于教

育服务面窄，深度不够，从而限制了整体教育服务质量的提高。

３８



表４　２００４－２００９来华留学生学习专业（类）分布 单位：人

　年度

学科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汉语言 ８５９７ ９１６４ ９８７０１ １１９１４７ １２４５７４ １３６５７６

西医 ３６９０ ８０８７ １３２２５ １６９０２ １９２３３ ２１１２３

文学 ２１６９ ４１０９ １４０２７ １３８２２ １５９３５ １６６３５

经济 ３１８１ ４５６３ ７３０８ ８８０４ １１３３５ １４３６７

管理 １０５７ １４０１ ５９５４ ８５８７ １０７２８ １２２６０

工科 １４６９ １９８９ ５８０３ ６７８５ ９１２８ １１６０６

中医 ３０２０ ４５７９ ７１３０ ８６７１ ９４１８ １１０２２

法学 １１６８ １３６８ ３６６７ ４７００ ４６８８ ４９６６

艺术 ５１１ ７５８ ２１１８ ２５０８ ２８３５ ２７３２

教育 ２９ ４９４ ３９８ ５１７ ２０２０ １４７０

理科 １４６ ２１８ １００７ １４１１ ９９７８ １４１７

体育 ９３ １０７ １３３２ １３６１ １３７５ １３１８

历史 １５４ １６６ ９０４ ８５３ ９６８ １０４６

农科 ３３ ９９ ４４０ ７５５ ６９９ １０１８

哲学 ３４ ４５ ６８１ ６８０ ５８５ ６２８

合计 ２５３５１ ３７１４７ １６２６９５ １９５５０３ ２２３４９９ ２３８１８４

　　（注：资料来源：国家教育部、国家留学基金委历年相关数据，由笔者整理得来）

再次，我国整体教育服务发展极不平衡，教育要素不均衡。东部沿海地区由于自然条件

和社会条件优越，高等院校不仅数量多、规模大、科研能力强、整体质量高，而且教育服务国

际化进程也较快；而中西部地区起点相对较低，起步晚，教育服务国际化进程较慢。此外我

国尚未形成适应市场需要的境外消费教育投入机制，经费投入渠道单一，这在很大程度上也

限制了来华留学生教育规模的扩大和质量的提高。

表５　２０００－２００９年间各类留学生统计 单位：人

年度　

类别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１ ２００２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学历留学生 １３７０３ １６６５０ ２１０５５ ２４６１６ ３１６１６ ４４８５１ ５４８５９ ６８２１３ ８０００５ ９３４５０

非学历留学生 ３８４４７ ４５２１９ ６４７７４ ５３０９９ ７９２２８ ９６２３６ １０７８３６ １２７２９０ １４３４９４ １４４７３４

合计 ５２１５０ ６１８６９ ８５８２９ ７７７１５ １１０８４４ １４１０８７ １６２６９５ １９５５０３ ２２３４９９ ２３８１８４

　　（资料来源：国家教育部、国家留学基金委历年相关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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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国际局势：首先，国际教育服务贸易已经成为一个国家新的经济增长点，是现代经济
中的重要投资和消费领域。教育服务贸易不仅可以创造直接的经济效益，而且还能带来不

可估量的附加值，因此西方发达国家不遗余力纷纷调整留学政策，以便吸引更多的留学生赴

本国学习。目前国际留学市场主要由发达国家垄断（如表二所示），其中美国、英国等老牌

教育服务贸易出口国多年来招收留学生数量和教育服务贸易额所占比例变化不大，而新兴

教育服务贸易出口大国，如澳大利亚、德国等国在国际教育服务贸易领域占有越来越重要的

地位，从而也变相挤压了来华留学市场。

其次，西方发达国家对我国高等教育服务质量的认同和学位认证仍然需要一定的时间，

同我国签订双边互认学历的国家和地区到目前为止才只有２８个。相对封闭的高等教育模
式成为制约我国发展境外消费教育服务贸易的一大瓶颈。

（三）机遇分析（Ｏ）：我国境外消费教育服务贸易发展的机遇

１国家政策支持。长期以来来华留学生工作已经被看作我国外交工作全局重要的一
环，与国家的国际政治、外交、教育、经济、文化、贸易等各个领域的工作紧密相连，在对外交

流与合作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它所显现的社会效益与日俱增，带动了我国来华留学

教育服务事业迅速发展，为国家外交、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已经做出巨大贡献。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来华留学教育越来越受到国家的重视。有关部门正在积极研究

并将加大促进教育服务业立法的力度，《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办学条例》、《高等学校接

收外国留学生管理规定”（即９号令）》等一系列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出台就是最好的
见证。

国家还通过多渠道逐步筹集资金，为留学生提供奖、助学金或邀请国外专家来华讲学，

促进教育服务的发展。如中国政府奖学金、长城奖学金、优秀留学生奖学金、中国文化研究

项目奖学金、外国汉语教师短期研修奖学金等。这些强有力的政策支持必将增强我国境外

消费教育服务的竞争力，提升高等国际教育服务水平。

２高等教育国际化趋势。由于全球经济一体化，各个国家的经济与贸易相互渗透、互
相依存，这就要求人们必须更加了解其它国家的文化特点、历史背景、社会现实；惟有这样才

能更为有效地与国外同行进行交流洽谈，并与他们建立起经济、贸易伙伴关系，继而将自己

的产品打进该国市场，并进一步有效地占领他们的市场。也就是说，经济全球化需要一大批

具有国际视野和全球意识，理解各国文化传统，通晓国际经济贸易，适应国外工作和生活环

境，促进整个人类和平而健康发展的“国际人”。

为此，高等教育必须适应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需要加速调整教学内容、增设国际性

课程，相互承认学分、学历和学位，走国际化的发展道路，以适应国际交往和发展的需要。

高等教育全球化将为国际教育服务贸易提供契机，也为我国境外消费教育带来全新的机遇。

（四）威胁分析（Ｔ）：我国境外消费教育服务贸易面临的威胁

１服务贸易壁垒的威胁。服务贸易壁垒是一国政府对国外生产的服务销售所设置的
有障碍作用的政策措施，以增加国外服务生产者的成本从而达到限制外国服务进入的目的，

其存在严重影响了服务贸易自由化的进程。在教育服务贸易领域中广泛使用的非关税壁垒

和非直接针对贸易的壁垒，通过市场准入限制和经营限制，各国政府制定一系列教育法律与

法规，对国际教育服务的提供者和接受者的资格与活动进行限制，在认定问题上存在极大的

灵活性、隐蔽性和选择性。

但到目前为止，这种威胁还没有真正出现。究其原因是因为我国国际教育服务贸易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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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于起步阶段，和世界上主要发达国家的教育服务贸易处于严重的逆差状态。我们期望在

可预见的未来随着中国更加强大以及全球掀起的“中国热”，我国境外消费教育服务贸易也

能向其他出口贸易一样成为西方发达国家拿来说事的一种策略。

２发达国家的竞争力优势。１９９８年ＯＥＣＤ发表了加拿大经济学家ＪＭａｌｌｅａ教授的长
篇论文《专业和教育服务中的国际贸易—对专业与高等教育的影响》，首次以一位经济学家

的立场从国际贸易收入的视角讨论教育服务贸易对发达国家经济不可小视的意义。发达国

家纷纷将高等教育当作重要的投资和消费领域，作为本国经济政策和对外贸易的重要组成

部分。

教育服务贸易分别是澳大利亚、新西兰和美国的第三、第四和第五大出口业，教育出口

值占本国服务贸易总值的１１６％、４９％和３８％。据统计，２００７年接收外国留学生的国家
主要有六个，分别是：美国（２２％），英国（１２％），德国（１０％），法国（９％），澳大利亚（８％），
日本（５％），占２７００万留学生总量的６８％；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五国作为
以英语为母语的国家，凭其先进的科学技术、成熟的国际化课程和优越的留学政策吸引了全

球范围内将近一半的留学生前往上述国家留学。

五、大力发展境外消费教育，提升我国国际教育服务贸易竞争力

（一）转变观念，树立境外消费教育服务的市场意识和竞争意识

首先，转变政府观念，在考虑把来华留学教育作为我国整体外交工作的同时，引入市场

意识，实行“两条腿”走路，在充分保障中国政府奖学金数量的同时，加大自费留学政策，实

施“谁受益，谁付账”的成本分担和利益分享原则。

其次，转变学校办学观念，在充分考虑到高等教育社会公平的同时要把立足点放在教育

的服务化、贸易化、产业化上面来。面对国际教育服务市场的竞争，我国高等教育服务机构

必须要有教育服务国际竞争意识，树立教育发展的国内国际两个市场观念，积极开拓教育服

务国际新市场，不断提高输出教育的层次和类别。

再次，高等教育机构要有全球竞争战略意识，不能把留学生生源市场局限于某一地域，

应当依据自身的核心竞争力，主动进入国际教育市场与发达国家竞争，在更广泛的地域招收

留学生。

（二）优化制度，创造境外消费教育服务贸易良好的制度环境

１完善教育服务贸易的相关法规。要完善我国教育服务贸易法规建设，应做好以下几
方面的立法工作：其一，制定教育服务贸易基本法律，这是构建我国服务贸易法律框架的一

项首要任务。其二，加快行业性基本法制定，参照国际条约和国外的立法经验，尽快完成服

务贸易领域的各项法律制定。其三，减少教育服务贸易中法律规范真空状况，增强法律可操

作性。其四，加强与教育服务业和服务贸易相关的经济、行政和刑事立法，构建和完善我国

服务贸易法律框架，防止在有关的经济、行政和刑事立法中忽视或者轻视服务业和服务贸易

的保护。其五，与国际服务贸易法律规定接轨。其六，设置高效的监督管理机构和有效的解

决争议机制。

２健全教育服务贸易管理体制。我国教育主管部门在对境外消费教育服务承担管理
责任的同时，还要为来华留学消费者提供更多的服务。就教育服务贸易而言，教育管理机关

应该充分发挥管理职能，提供优质服务，积极开拓国外教育市场。应当建立健全教育服务贸

易行业协会组织，充分发挥行业协会对教育服务市场的协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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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建立高等教育服务贸易政策支持体系。为提升境外消费教育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
力，教育主管部门要尽快完善教育服务发展的政策支持体系，应着重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

工作：

一要加大对外宣传力度，利用各种机会把我国的教育推向国际市场。一方面，教育主管

部门可以多组织高校走出校门，通过举办国际教育展来扩大高校在海外的知名度，使世界各

地青年了解我国高校的发展情况；另一方面，教育主管部门组织高校充分利用网络资源，开

发网站，使其成为永不落幕的“教育展”。

二要完善境外消费相关制度，制定对外汉语教学研究和投入相关政策，帮助留学生克服

语言难关，提高对外汉语教学水平；强化留学生教育管理模式，放宽来华留学政策，允许留

学生业余时间从事勤工俭学活动。

（三）加大力度，提升境外消费教育服务贸易竞争力

１加大教育投入力度，提高我国高等教育的整体办学质量。我国高等教育经费投入不
足严重制约了高等教育水平的提高，从而影响了我国高等教育办学机构的竞争力。随着我

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我国应加大对高等教育的投入力度，改善高等教育的办学条件，积极

鼓励多种形式的社会办学，多渠道筹集资金，设立奖学金和助学金，吸引更多的留学生来华

学习并为家境贫困的留学生减轻经济负担。高等学校也应该充分利用自身的资源优势，建

立多元的教育经费筹措机制，弥补自身办学经费的不足。

２加大高等学校教育模式和课程改革的力度，面向教育市场培养创新型人才。高等学
校要适应教育国际化的需要，加大对留学生的吸引力度，必须在教学和课程设置进行改革：

更新教学观念，创新人才培养理念；同时完善课程设置，强化现有传统学科，开发国际化、通

用性的英文授课专业课程，满足来华留学生的需求。

３树立境外消费教育服务贸易知名品牌和拳头产品。充分利用我国国际教育服务贸
易的比较优势，打造具有我国特色的教育服务品牌。国家应当相对集中力量，加快建设一批

如北大、清华等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研究型高水平大学，跻身世界一流大学行列，树立全球教

育服务品牌，同时打造自身拳头产品。教育主管部门可以鼓励各高等教育机构根据自身学

科特色，开设特色专业，吸引留学生来中国学习。此外中国三十年的成功改革经验和不断提

升的经济实力也对越来越多的国家产生浓厚兴趣。高等院校可以开发与此相关的专业课

程，采用英文授课，打造属于自己的拳头产品。

教育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是一国教育实力的体现，是一国服务贸易竞争力乃至国家竞

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当前我国贸易出口屡遭贸易保护壁垒的情况下，加强境外消费教

育服务贸易竞争力的理论研究，对我国高等教育自身的发展，高等教育服务贸易的竞争力以

及我国经济持续、稳步健康发展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中国已经加入ＷＴＯ十年有余，融入国际社会，为我国境外消费教育服务贸易的发展带
来机遇和挑战。只要我们在国际教育服务贸易的框架下合理定位，找准目标，相信在不久的

将来中国的境外消费教育服务贸易定会向中国经济一样蓬勃发展。

（作者钱明才系中央财经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副研究员，北京科技大学教育经济与

管理研究所在读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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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外国留学生教育
快速发展的“拉力”因素分析及启示

浙江科技学院国际教育交流中心 魏建华

随着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发展，外国留学生教育作为高等教育国际化重要组成部分越来

越受到各国高校的普遍重视。近年来，我国外国留学生教育在政府和各级教育主管部门的

高度重视下获得长足发展，但与高等教育国际化水平较高的国家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因

此，探讨他国外国留学生教育政策，借鉴其外国留学生政策的先进理念，经验和教训，对促进

我国来华留学生教育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马来西亚外国留学生教育快速发展的“拉力”因素分析

美国著名比较高等教育专家阿尔特巴赫曾提出影响国际间人才流动的推拉理论，这种

理论把人才流出国的各种不利因素统称为“推力”，而把人才接收国的各种有利因素统称为

“拉力”。在与其他国家同等竞争吸引外国学生的外部条件下（即人才流出国的“推力”因素

相同），现就马来西亚政府和高等院校积极应对全球日益激烈的外国留学生教育市场竞争

而主动采取的举措（人才接收国的“拉力”因素）做具体分析，供我国学习借鉴。

１．政府对外国留学生教育高度重视

马来西亚外国留学生教育快速发展首先与马来西亚历届政府对教育发展的高度重视密

切相关。马来西亚总理前马哈蒂尔指出，教育在马来西亚具有优先发展的地位，并在１９９１
年就确立了“把马来西亚建成２１世纪亚太地区优质教育中心”的宏伟计划，把促进本国私
立高等教育和跨国高等教育发展、出口本国教育、扩大留学生教育规模作为马来西亚高等教

育的发展重点。２００６年，总理巴达维更是把创办国际水平的高等教育作为其上任后的六大
攻坚目标之一。［１］２００７年 ８月，马来西亚政府颁布《国家高等教育策略蓝图》，设定了到
２０１０年外国学生占大专院校学生１５％，人数达到１０万人的目标。此外，政府高度重视教育
经费的投入。前总理马哈蒂尔在位期间，其教育投资曾一度被政府列入所有预算项目的第

一位。在新总理巴拉维执政的２００７年，马来西亚公布的“第九个马来西亚计划”中对教育
的拨款为２３２亿零吉特，也仅次于总统府。［２］（Ｐ６５）为实现国家优质区域教育中心的宏伟目
标，政府采取了一系列配套支持措施。

（１）积极鼓励私立高等教育发展

马来西亚政府充分意识到跨国教育项目对增加外汇收入和扩大本国教育出口的重要

性。从１９９５年起，政府对私立高等教育的态度由允许变为积极鼓励，鼓励私人（包括外国
人）投资高等教育，允许外国大学建立分校，并鼓励私立高等院校与国外高校积极合作，建

立各种跨国项目，使高等教育输入与输出有机结合，利用跨国教育项目吸引外国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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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建立与国际接轨的学制制度

由于马来西亚私立高等院校跨国本科项目采用的都是英、澳等国家的三年制学制，相对

于四年制的公立大学本科项目具有时间短、费用低等竞争优势，无论对马来西亚学生还是东

南亚学生都具有很大的吸引力。马来西亚政府为了增强本国高等教育的竞争性，决定从

１９９６年的新学年开始，除了医科之外，大学学制一律由过去的４年缩短至３年。这为马来
西亚高等教育的出口增加了竞争砝码。

（３）建立质量保证体系

为保证承担外国留学生教育主要任务的私立院校的课程质量，马来西亚政府设立了专

门的教育质量评估机构—国家学术鉴定局（ＬＡＮ），以监督私立院校的教学，并执行教育部
指定的任务。对私立高等院校的考核主要包括：学术表现、学院记录、软硬件设施、学术人员

资格及教材、学院财物来源、资料室（图书馆）设备、与海外大学建立的合作联系以及行政

等。所有私立高等院校开办“３＋０”跨国课程前都必须接受国家学术鉴定局的审核，并且开
办准证每五年要重新接受审核。只有达到规定的标准，才延长开办准证的有效期。对于私

立高等院校和外国合作大学的数量，马来西亚教育部也给予限定以保证质量：本地私立院校

只能和３所外国大学合作，且与每所大学只能联办５项“３＋０”课程。此外，私立院校还必
须每年提交一份关于“３＋０”课程的年度进展报告，对学生的学术进步情况、教职员工的发
展情况以及学生的变动情况等方面提供详细的说明数字，便于国家了解该课程的动态发展，

并给予及时的适当指导，保障其健康发展。

同时，为保障教学质量，政府在《国家高等教育策略蓝图》中设定了２０１０年外国讲师占
大专院校教员总数１５％的目标。［３］（Ｐ６６）

（４）加大对外宣传力度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后期，马来西亚政府相继在印度尼西亚、中国、文莱等地举办高等教育
展，并鼓励大的私立学院在北京、上海等地设立招生代理机构。教育部还专门委派驻中国教

育专员，甚至还在沙特、巴基斯坦、孟加拉等国设立招生中心，加大高等教育的对外宣传，以

扩大外国学生招生。２００３年，致力于推广马来西亚高等教育的马来西亚教育促进中心分别
在印尼雅加达、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迪拜、越南胡志明及中国北京成立。［４］（Ｐ６１）同时，马来西亚

积极与国外知名网站合作。在中国，先后与搜狐留学、上海热线、新浪留学、中国教育在线、

中国教育网等留学频道结成战略合作伙伴。［５］２０１０年的１月１６日－１７日，马来西亚国立大
学教育巡回展分别在上海、杭州、南京、武汉、长沙、郑州等城市相继举行，并对符合入学要求

的学生现场发放录取通知书。［６］

（５）不断调整留学政策

首先，不断放宽签证政策。１９９８年９月，马来西亚政府废除了一些国家学生赴马留学
须交纳抵押金的规定，不需要出示任何资金证明；允许外国学生获得马来西亚高等院校录取

通知书后直接到马来西亚办理学生签证；２００５年开始，取消了２５岁以上中国女性不获批马
来西亚入境签证的规定。在签证的程序上，实施快速处理入境签证，只要学生出具马来西亚

院校的录取文件，就可以取得入境签证，简化了签证程序。２００７年６月１日开始，还推出了
９８



“学生电子签证服务”，使签证申请时间由原来的三个月左右缩短为两周，大大提高了签证

申请效率。

其次，出台打工政策。为配合实现马来西亚优质高等教育中心的目标，进一步提高马来

西亚留学的竞争力，２００５年开始，马来西亚政府允许外国学生半工半读。根据移民局的具
体规定，允许外国学生在餐厅、加油站、小型超市及酒店四个领域兼职，每星期的兼职时间不

得超过２０小时，在学期假期或公共假期期间，不得工作超过七天。马来西亚移民局还制定
了“本地国际学生兼职指南”。

第三，放宽移民政策。为鼓励学生选择马来西亚作为其留学目的地，马来西亚政府还取

消了禁止父母陪读的政策，同时放宽移民政策，推出了“马来西亚是我第二个家”的新移民

计划。计划规定，５０岁以下的外国申请人只需在马来西亚境内任意一家银行存入３０万零
吉特和每月７，０００零吉特（单身）或１０，０００零吉特（有配偶）的外国固定收入，就可以获签
１０年有效期的马来西亚居留证（包括配偶和未成年子女），并享受一系列优惠。［７］（Ｐ５９）这一
计划的推出，立即吸引了重视子女教育和前途的父母的参与。

第四，适时推出奖学金制度。马来西亚教育部借鉴新加坡政府利用奖学金培养出一批

具有“新加坡思想和概念”的外国学生的做法，从２００３年推出政府奖学金，以期培养出“马
来西亚制造”的外国学生，使他们回国后积极宣传马来西亚的高等教育，最终使马来西亚成

为东南亚优质教育中心。同时，政府鼓励企业也设立形形色色的奖学金和助学金，吸引外国

学生。２００７年，马来西亚政府还推出了免费提供住宿、交通等一切费用的中国学生免费游
学项目。目的是通过学生在马来西亚的学习和居住，坚定他们到马来西亚留学的

信心。［８］（Ｐ５７）

（６）采取奖励措施

马来西亚政府在“大马工业卓越奖”之中设立出口教育奖，奖励教育输出项目广、招生

外国学生多的高等院校。英迪学院、泰莱学院都曾因为在输出本国高等教育所做出的卓越

贡献而获此殊荣。

２．高等院校的积极配合

为实现马来西亚高等教育的国家战略，马来西亚高等教育机构积极配合。私立院校积

极响应政府号召，一方面加快与发达国家高等院校的合作，一方面加快教育输出步伐。国立

大学在满足本国教育需求的同时，也逐步意识到外国留学生教育的重要性，近年来开始积极

参与国际竞争。

（１）英语教学成为最大卖点

尽管１９９６年颁布的《私立高等教育机构法》规定所有私立高等教育机构必须以马来语
进行教学，但得到教育部同意后，某些课程可以用英语或阿拉伯语进行教学。为了实现国家

教育战略，私立高等院校纷纷在跨国合作国际项目的基础上，推出全英文授课专业。２００５
年后，国立高等院校也逐步加快国际化发展步伐，逐步推出英文授课专业。目前，马来西亚

排名前３位的高校８０％的本科专业基本实现全英文授课。英语授课的教学环境及国际认
可的学位成为马来西亚外国留学生教育的卖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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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入学政策方便灵活

为吸引更多的外国学生，大多数马来西亚院校设置了一年两次的入学时间。一般来说，

除每年７月份的入学时间外，在１２月份，对于一些专业仍有一次补招生的机会，为错过第一
次入学时间的学生节约了时间。［９］

在入学的语言标准上，马来西亚私立院校没有严格的语言要求，公立大学研究生课程要

求英文雅思５．０（有的是６．０）或托福５５０以上。但对于没有语言成绩或语言不过关的学生
可以在各个大学的语言中心学习密集英语课程，通过各大学自己组织的英语考试再进入专

业课程学习。

另外，马来西亚院校根据申请者的学历制定了灵活的入读制度。高二结业以上学历者

（包括三年级在读及以上学历者）均可申请赴马来西亚各院校修读三年制学士学位课程。

大学在读生以及大专毕业生，均可获得相应的减免学分，他们攻读两年或更短时间就有机会

获得学士学位。比如说，拥有英国 ＮＣＣ（ＮＣＣ教育是最早提供 ＩＴ国际教育培训的英国机
构）证书的大专毕业生，赴英国诺丁汉大学马来西亚校区修读１年，可获得英国诺丁汉大学
颁发的学士学位。对于申请硕士学位课程的学生，一般要求三年制大专毕业及以上

学历。［１０］

（３）实习和就业安排吸引学生

马来西亚私立院校的跨国课程大多围绕如何运用专业知识来解决实际问题而设置，并

为学生提供大量的实习机会。同时，马来西亚在海外有大量的产业，多数聘用外籍雇员管

理，这为高素质的外籍毕业生提供了较多的就业机会，无形中增加了马来西亚留学的吸

引力。

二、对我国外国留学生教育发展的启示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后期起，马来西亚外国留学生教育得到了快速发展。纵观其快速发展
的“拉力”因素分析，我们不难发现，一国留学教育的发展除了受经济和科技发展水平、教育

质量等因素影响外，政府对教育总体发展方向和总体目标的确定，对留学教育的重视程度和

态度，以及实践中采取措施的力度等，对留学教育的发展极为重要。从１９９０年起，中国就一
直是最主要的留学生派出国，留学人数每年高居榜首。但与此极不相称的是，我国的来华留

学生规模小，而且专业覆盖面窄，学习层次不高。据粗略统计，从全国范围来看，我国长短期

留学生的总数尚不足在校生总数的１％，且多数集中在汉语言学习，我国高校在来华留学生
数量上与创建国际化一流大学的目标还存在巨大的差距。学习马来西亚外国留学生教育快

速发展的经验必将为我国外国留学生教育发展提供有意借鉴。

１．政府重视是马来西亚外国留学生教育快速发展的基础

马来西亚政府对外国留学生教育不但制定了具体的发展规划和目标，还加大对教育的

投资，并通过积极鼓励私立高等院校发展、建立与国际接轨的学制制度与严格的质量保障体

系、调动劳动部和移民局等社会各相关部门调整政策等一系列措施促进外国留学生教育健

康、快速发展。我国教育主管部门虽然在近年来也提出了具体的外国留学生发展目标，但其

并未被纳入国家中长期发展规划。而且发展外国留学生教育似乎还仅仅是教育行政主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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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和各高校的事情，并没有引起社会各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我国要快速发展外国留学生

教育，就必须把发展外国留学生教育工作作为我国一项重要的外交政策，不仅要调动高校的

工作积极性，调动与外国留学生教育工作相关的外事部门、公安部门、劳动部门等各相关部

门，甚至社区居民的参与非常必要。

２．外语授课国际化专业建设是提高外国留学生教育竞争力的核心

马来西亚外国留学生教育快速发展得益于其在跨国项目的基础上推出全英文授课专

业，做到了教育输入与教育输出有机地结合。截至２００９年底，我国经审批和复核的中外合
作办学机构和项目合计３７８个，［１１］但所有这些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其招生对象主要
是我国学生。政府应积极引导高校充分利用引入的跨国高等教育资源来提升本国高等教育

的质量和市场竞争力，在此基础上开设外语授课专业，使教育输入与教育输出有机结合，推

动本国的教育服务输出，大力发展外国留学生教育。教育主管部门在审批中外合作办学机

构和项目时，应把高校如何利用合作办学项目开展外国留学生教育作为一项审核指标。同

时，政府应对积极开发外语授课专业的高校和开展外国留学生教育工作突出的高校实施奖

励政策，加大拨款力度，支持其健康快速发展。

３．完善的质量监控体系的建立是留学生教育健康发展的前提

为保证外国留学生教育健康发展，马来西亚政府建立了质量评估机构，专门负责私立院

校的教学质量监控。为推动我国来华留学生教育的健康快速发展，部分高校积极推出外语

授课国际化专业，解决来华学习的语言瓶颈，招生前景看好。为保证外语授课国际化专业高

质量健康发展，教育部应不断建立并完善质量监督机制。目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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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出台，对医学留学生的培养标准、课程与计划、授

课与督导、招生录取、学校基本条件等都做了全面细致的规定，但对其他外语授课国际化专

业目前还缺少一套质量监控机制。在外语授课专业生源较好的市场前景下，受经济利益刺

激，不免会有高校忽视教学质量。建立完善的质量监督机制对于来华留学生教育的健康发

展不可或缺。

４．开展学分互认是扩大外国留学生教育的有效途径

马来西亚高校有着灵活的留学生入学制度。大学在读生或大专毕业生均可获得一定的

学分减免，可以用两年或更多时间就可获得本科学位。而我国目前实施的政策是：除了合作

院校的学生可以获得学分互认外，其他学生若想获得我国大学的学位均需从零开始。这就

意味着一个大专生如想获得我国的本科学位，还需花费至少四年的学习时间，严重阻碍了我

国外国留学生教育的发展。目前，我国已经与３４个国家和地区签订了学历学位互认协议。
既然已经签订了学历学位互认协议，就意味着承认学生在这３４个国家所受的教育，那么认
可学生在这３４个国家高校所获得学分为什么也行不通呢？这个问题应该引起教育主管部
门的反思。

５．有效的市场营销是打开外国留学生教育市场的必备

现代社会早已跨越了“酒香不怕巷子深”的传统阶段，再好的产品也需要营销。马来西

亚政府和高校非常注重外国留学生教育的海外营销工作，不仅赴留学生生源国组织教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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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招生代理机构，教育部还在最大生源国相继设立专门推广留学生教育的招生中心和教育

促进中心，同时与生源国知名网站全面合作，成效明显。我国高校近几年虽然也走出国门开

办高等教育展，与国外代理机构合作，但仍处于各个高校单打独斗的分散宣传状态，经常会

出现人走茶凉和代理机构竞相攀比中介费等情况，效果并不理想。我国应该以孔子学院为

依托，在生源集中的国家成立宣传中国高等教育的非营利性招生中心或教育促进中心，开展

对中国高等教育的整体营销。

６．与时俱进的政策调整能够推动外国留学生教育健康发展

随着来华留学工作的不断发展，我国外国留学生教育的相关管理规定应及时做出修订，

以便更好地指导工作。政府部门对外国留学生的勤工助学应有明确的指导意见，高校也应

该不断完善外国留学生管理制度，根据需求适当调整留学生入学时间，给予学生一定的实习

和就业指导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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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中阿经贸论坛为契机
加快宁夏高校国际化进程

宁夏大学 徐建国

去年９月底宁夏成功举办了首届中阿经贸论坛，今年第二届中阿经贸论坛将于９．２１－
２５在银川举办。中阿经贸论坛的一项重要内容是中阿大学校长论坛，旨在畅所欲言，相互
交流，形成共识，加深了解，推进中阿，特别是宁夏与阿拉伯国家在文化教育领域的务实合

作，提升宁夏的国际影响力，开创宁夏高校对外合作与交流的新局面。

作为地处内陆地区的宁夏高校，理应借助中阿经贸论坛这一平台，积极与阿拉伯国家高

校展开对话，开展合作和交流，拓宽中阿合作领域，在文化教育交流上取得实效，推动中国与

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友好交流，加快宁夏高校国际化之进程。这是宁夏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

需要，也是宁夏高校必应承担的历史重任。

一、宁夏对外交流与中阿经贸论坛

阿拉伯世界是一个拥有２２个国家，１４２６万多平方公里土地和３．３９亿人口的发展中国
家群体。历史上中阿文化教育交流源远流长，延续至今。早在二千多年前，闻名世界的古丝

绸之路就将中国的四大发明传到两河流域和尼罗河流域等现今的阿拉伯地区，再由此传到

欧洲；阿拉伯地区的数学、天文学也在元朝和明朝时期传入中国。伊斯兰教于公元６５１年传
入中国，与汉文化不断融合，极大地推动了中华文明的发展。中国、埃及、伊拉克为世界四大

文明古国中的三国，对世界文明的发展作出过重要的贡献。政治上中阿双方相互支持，相互

尊重。新中国成立后，埃及率先与中国建交，到１９９０年与沙特建交止，中国同２２个阿拉伯
国家都有了正式的外交关系。

半个世纪以来，中阿双方都支持对方所关切的核心利益问题，都奉行维护主权和反对外

来干涉的政策，都主张实现国际关系民主化，都“谴责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反对将恐怖主

义与特定的民族宗教挂钩”。良好的政治关系是中阿双方关系健康发展的基础，也是双方

贸易关系发展和文化教育交流的保证和推动力。经济上中阿双方不断加强合作，提升层次。

双边贸易呈持续增长态势；双方投资起步良好，前景广阔；中国在阿拉伯国家承包基础设施、

不同类型工业建设项目是中阿经济合作的又一个重要方面。顺应时代要求，中阿双方决定

“共同推进核能、风能、太阳能等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和利用”［１］，将有力地推动中

阿经济合作向深度和广度发展。

上一世纪９０年代初阿盟秘书长马吉德首次提出成立中阿合作论坛的设想，得到了中方
的积极响应。２００４年１月胡锦涛主席访问阿盟总部时提出了新时期发展中阿新型伙伴关
系的四项原则，并充分肯定了成立中阿合作论坛的设想。同年９月，中阿合作论坛在开罗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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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首次部长级会议，双方签署了《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宣言》和《中国—阿拉伯国家

合作论坛行动计划》这两份重要文件，明确了中阿合作论坛的建设和发展方向，为中阿集体

对话和开展全方位的合作搭建了一个重要的平台。

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中阿合作论坛形成了以政治、经贸、文化合作为主，兼顾其他领域

的合作框架，成为中阿双方开展集体对话的重要平台和推进务实合作的有效机制，在促进文

化教育等交流，建立新型伙伴关系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果。２０１０年５月，国务院批准，从
２０１０年起，每年定期在宁夏举办中阿经贸论坛。作为主办方之一的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
府目标是努力将中阿经贸论坛办成中阿经贸领域最高级别和最具影响力的盛会，将中阿经

贸论坛打造成为中国面向阿拉伯国家、穆斯林国家最重要、最权威的经贸交流平台。

据统计，去年“首届中阿经贸论坛吸引了来自６６个国家、地区和国际机构，２４个中央部
委，全国３１个省区市的９２３家国内外企业，１万余人参会参展，累计签订合作项目１９０个，总
投资额超过２０００亿元”［２］。建立了中阿交流合作的宁夏通道，加强了中国和阿拉伯国家之
间的友好往来和传统友谊。

中阿经贸论坛在宁夏的成功举办在于：

１．亲缘性

宁夏是中国唯一的回族自治区。回族学汉语，写汉字，姓汉姓，是一全民族信仰伊斯兰

教的民族。“不同于其他民族由氏族—胞族—部族—部落联盟—民族这样一个由低到高的

民族形成过程，回族是外来民族的使者、商人及传教士，从唐朝起通过海路由阿拉伯、波斯等

到达中国的广州、杭州、泉州等东南沿海城市；通过陆路由中亚各国到达中国的兰州、凉州、

西安等西北各地，作为“蕃客”、“蕃商”等在中国各地居住下来，并与汉族等民族通婚繁衍，

逐渐壮大，进而在中国这一特定的社会条件和文化背景下形成了回族这一民族，成为中华多

民族家庭中的重要一员”［３］。由此，回族与阿拉伯民族有着不可分割的亲缘性。加之共同

的伊斯兰教信仰，为双方发展全方位的关系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在漫长的形成过程中，回族以伊斯兰文化为纽带，“大分散，小聚居”，围寺而居，不断强

化“天下回回是一家”之心理认同感教育，形成了细腻、丰富而独具特点的伊斯兰回族文化，

包括建筑、饮食、书法、文学、绘画、服饰、音乐、舞蹈、民俗等等，这种文化的亲和力有助于与

阿拉伯世界的沟通，并推动清真食品、入境旅游、文化考察及教育交流等产业的发展。目前，

宁夏内有清真寺３３８０座，拱北道堂８７０座，回族宗教上层人士近万人，每年都有数千名回族
穆斯林群众前往伊斯兰圣地麦加朝觐，建有伊斯兰教给经学院和阿拉伯语学校，建成了回乡

风情园和世界穆斯林城，这为宁夏高校与阿拉伯世界高校的合作交流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２．地缘文化优势

宁夏，位于北纬３５°１４－３９°２３，东经１０４°１７－１０７°３９之间，处在祖国黄土高原东部的黄
河中上游地区，是我国唯一一个以全民族信仰伊斯兰教的回族为主体的少数民族自治区。

穆斯林民族特色鲜明。

宁夏东有黄河，拦住了毛乌素沙漠的入侵；西有贺兰山，挡住了腾格里沙漠的漫延。宁

夏地形南北狭长，全区土地总面积为６．６４万平方公里，居住有回、汉、满、蒙古族等３１个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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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现有人口６２０万，其中回族人口占三分之一多，是我国最大的回族聚居地区。哺育了中
华民族古老文明的黄河，流经宁夏中部和北部，这样从秦朝以来就有了黄河引水灌溉之利，

成为我国文化和经济开发较早的地区之一，自古黄河河套富宁夏，拥有引水灌溉之便利。素

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美誉。宁夏土地资源和矿产资源丰富。农业和能源是宁夏的两大

优势。

宁夏天旱地不旱，加之日照时间长，海拔１０００余米，适宜人居。又处于沟通东西，连接
南北的几何中心位置，由此宁夏是个好地方，首府银川成为西北最适宜居住和创业的著名

城市。

因特定的自然地理环境，宁夏自古就是中原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的交汇处。著名的丝

绸之路贯穿宁夏，神秘的西夏文化令人向往，伊斯兰文化在此扎根。因此来到宁夏，可以深

切感悟到大漠文化，黄河文化，西夏文化，伊斯兰回族文化。同时宁夏又是著名的移民地区。

从古至今，来来往往，交融相会，和睦相处，没有排外思想，没有优劣之分。宁夏成为回汉两

大民族交融共生，和睦相处的聚集地。首府银川市和石嘴山市最为典型，人们操持一口标准

的北方语与他人交流、协作。改革开放３０多年宁夏社会经济得到快速发展，人们安居乐业，
社会平安稳定。

３．国家对宁夏的大力支持

宁夏回族自治区享受着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惠顾。自治区成立５３年来，特别是改革开
放３０多年来，宁夏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奠定了与阿拉伯国家友好往来的坚实基础。从２０００
年起，宁夏经济增长率连续１０年超过１０％，达到１１．４％，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截止２００９
年，宁夏ＧＤＰ为１３３５亿元，人均超过３２００美元，煤炭人均占有量居全国第三位，人均粮食
产量居全国第五位，人均发电量居全国第二位”［４］。经过近几年的快速发展，宁夏社会面貌

焕然一新，处处洋溢着生机与活力，基础设施建设大为改观，生态环境明显改善，具备了举办

中阿经贸论坛等高层次外事活动的基本条件。

２００８年在自治区成立５０周年之际，国务院出台《关于进一步促进宁夏经济社会发展的
若干意见》，确定把宁夏建成“六大基地，六个示范区和一个目的地”［５］。２０１０年是国家西
部大开发１０周年，中央进一步明确要加大对西部的资金扶持和政策倾斜，推动西部经济平
稳快速的发展。我们拥有国家支持发展带来的政策机遇，西部大开发的战略机遇，中国与阿

拉伯世界悠久广泛的友好往来和政治、经济、文化全方位的多种联系大背景下的发展机遇，

以及“十二五”期间宁夏重大项目建设带来的创新发展机遇。这四大机遇加上我们历史包

袱轻、人口负担小、起步晚、起点高等后发优势，理清思路，抓住机遇，科学定位，积极努力，一

定能够做好中阿经贸论坛和加快宁夏高校国际化进程这篇大文章。

举办中啊经贸论坛，能有力地推动宁夏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推进改革开放的步伐，

进一步提高宁夏的国际化知名度和影响力，带动中阿双方在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教育上的

交流与合作，将对宁夏高校的对外开放和办学水平产生重大的影响。因此，我们要以中阿经

贸论坛为契机，广交朋友，多做交流，务实工作，开展合作，推进宁夏高校的国际化之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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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宁夏高校与阿拉伯高校合作交流之建议

伴随着自治区成立而起步的宁夏高等教育，走过了５３年的发展历程。由最初的三所高
校发展到现今的５所本科院校，１２所职业学院和独立学院。有高职、专科到本科、硕士、博
士完整的培养体系，为自治区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培养了大批合格的专业人才，做出了重

要的贡献。具有招收留学生资格的３所本科院校分别是宁夏大学、宁夏医科大学和北方民
族大学。

以宁夏大学为例，“宁夏大学是教育部批准的首批招收外国留学生院校之一，是教育部

与宁夏地方政府共建的重点综合性大学，进入了国家“２１１”建设行列，现有４个一级学科博
士点、１９个二级学科博士点，２３个一级学科硕士点、１５０个二级学科硕士点，５个专业硕士学
位授权点，１个国家重点学科，学校设有２３个学院”［６］，国际教育学院专门负责留学生的招
生、管理与培养工作，学院有汉语言本科专业、对外汉语教育学硕士方向，拥有独立的教学办

公楼，为中国政府来华奖学金培养院校之一，是ＨＳＫ考点之一。
２０１０年有２２个国家３０６人在宁夏大学学习。宁夏医科大学２０１０年有留学生８０多人，

北方民族大学２０１０年有留学生１２人。３所高校留学生规模都不大，但均采取小班授课，认
真抓教学，教学效果好，教学环境条件好，课堂校园内外人人都用普通话交流，学费、住宿费、

生活费低廉，加之宁夏良好的人文环境和社会的稳定发展，由此吸引了一批批来宁夏高校学

习的留学生。留学生大多是来宁学习过的同学或者朋友介绍而来，这是宁夏高校留学生的

特点，也是我们需要认真反思的问题之一。除了以高质量的教学、低廉的学费吸引招收留学

生，我们再无别的路径吗？

我们面临的主要问题：一是留学生规模太小，相对于全国一年２０—３０万留学生，宁夏高
校仅有４００名左右，而我们的近邻新疆高校的留学生达５０００人，相比之下我们的留学生人
数太少了；二是层次低，学历生偏少，４００多名留学生中，我们仅有３名博士生，１２名硕士生；
三是来华留学生中中国政府奖学金名额较少，２０１０年共有１７２个国家的２２３７７名中国政府
奖学金在华学习，宁夏大学仅有７人；四是国家推广汉语，实现中国文化的“世界化“项目
中，宁夏大学历经努力于２０１０年在迪拜设立了一所孔子学院，而汉语国际推广基地的建立
仍属空白。

面对世界经济全球化，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新形势，面对国家提出的“扩大教育开放”，

“提升教育国际化水平”的新要求，面对宁夏连年举办中阿经贸论坛，努力将宁夏建成具有

穆斯林特色的内陆开放区的新任务，我们必须从战略的高度，积极探索宁夏高校与阿拉伯世

界高校的务实合作，采取有效措施解决我们当前的瓶颈与问题。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来谋

划我们的未来，从加强与世界各国，特别是与阿拉伯国家高校间的交流与合作来确定我们的

工作任务，积极主动应对挑战，承担起宁夏高校在国际化进程中所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在提

升国家软实力，加快宁夏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中作出应有的贡献。

（一）认真贯彻落实《留学中国计划》，努力扩大外国留学生规模

为配合《规划纲要》提出的“扩大教育开放”的落实执行，教育部颁布了《留学中国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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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明确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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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来华人员结构。”到２０２０年，使全年在华外国留学生达到５０万人次。据此，各
省市区纷纷出台了各具特色的计划，以加快发展留学生教育。

宁夏虽地处内陆，却与穆斯林国家具有天然联系，肩负着加强合作，友好往来，增进友谊

与理解，和谐发展的历史重任。因此，我们要从服务国家外交战略，提升国家软实力的高度，

充分认识宁夏高校留学生教育发展的重要性，依据宁夏的实际和加快对外开放的形式要求，

出台《留学宁夏计划》，明确宁夏发展留学生教育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目标任务和对策要

求，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来促进宁夏高校留学生教育的快速发展。

因为留学生是不同文化间交流的重要使者，留学生的数量与层次是衡量高等院校国际

化水平的重要指标，也是一所高校学术水平和对外影响力的重要标志。我们要高度重视，坚

持国际化办学理念，依靠大学的整体力量来发展留学生教育。良好的内部环境和氛围是大

学整体力量中非常重要的软力量因素，它对大学的国际化发展也特别重要。

作为专门负责留学生教学工作的国际教育学院和职能部门，应充分发挥在营造国际化

建设的内部环境和氛围中的优势，坚持在学校党委、行政的正确领导下，齐心协力，抢抓机

遇，扎扎实实做好留学生教学工作，精益求精地做好留学生服务工作。提高留学生的教育教

学质量，为留学生创造优质的教育服务，努力争取以高质量的教学工作和服务工作赢得来华

留学生的口碑和好评，以此为学校的国际化做出应有的贡献。

（二）加大对外宣传力度，实施“走出去”与“引进来”相结合的战略措施

宁夏高校不被外人所知，与自身的宣传不够密切相关。扩大宣传力度是获得国内与国

际社会的广泛认同，为学校争得各种国内外教育资源，扩大和深化国际交流与合作领域，提

升国际交流与合作层次的重要途径。丰富宣传手段和形式，提高宣传效果，树立良好的国际

化形象是扩大宣传力度的主要措施。为此，需要制作高质量的宣传材料，包括中英文的彩

页、网站、影像光盘、年报和适合各种场合的宣传手册，在适当时机在国内外各种主流媒体做

有关宁夏高校重大活动和成果的专题报道，让国内外社会充分了解宁夏高校办学特点和成

就；完善和规范学校各种名称和标识的翻译，提升学校的内在品质和外在形象；将学校的形

象宣传巧妙地融合于各种国际活动中，并力求生动有趣，获得良好效果。

实施“走出去”与“引进来”相结合的战略措施，让更多的外国友人和社会各界了解宁夏

高校。为了推进大学的国际化进程，需要“走出去”，积极寻找合作机会、合作项目和合作伙

伴。一是组团出访的方式，有计划、有目的地组派由校领导、部门领导、学科带头人和专家学

者等人组成的出访团组，访问世界个各国和地区的合作院校及学术文化机构。二是参加国

际教育展，向国外宣传和展示宁夏得天独厚的优势、社会经济的发展、宁夏高校的办学成就

和宁夏高校优美的教学人文环境，使宁夏高校成为各国学生来华留学时的重要选择地之一。

随着宁夏高校对外交流的不断扩大和学校知名度的不断提高，每年到宁夏高校考察访

问的国（境）外嘉宾日益增多。我们应重视应邀来访或顺访团组的接待工作，把它当作增进

了解和友谊，扩大学校影响的重要工作来抓。

总之，要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加大对外宣传力度，让更多的外国友人和社

会各界了解我们的学校，提高学校知名度，为扩大对外开放创造更好的条件，争取更多的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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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要创新宣传载体，积极筹建并尽快开通宁夏高校面向世界各国的外文网站。

（三）努力与国外更多的高校合作建立孔子学院

随着中国综合实力和国际影响力的逐步提高，近年来汉语和中国文化在世界各地引起

了重视，孔子学院成为向世界推广汉语和中国文化的重要教育机构和文化交流机构。顺应

朝势，我国已在全球８０多个国家建立了近４００所孔子学院，以期通过“汉语国际化”的推广
传播之路，实现中国文化的“世界化”的诉求，让世界之民众在直接接触中国文化中感悟中

国了解中国，从而改变与一个崛起大国地位明显不相称的“软实力”缺陷和西方文明一枝独

秀之局面。

宁夏大学一直努力地探索与海外高校的合作办学新模式，充分利用宁夏作为中国最大

的穆斯林聚居区，在历史、文化等方面与阿拉伯民族具有相近性和关联性的优势，积极搭建

与阿拉伯国家的友好合作桥梁，并且于２０１１年３月和迪拜大学成功合作创建了阿拉伯联合
酋长国迪拜孔子学院，成为海湾国家中第一所孔子学院。迪拜大学孔子学院的建立，促进了

中国文化在海湾国家的发展，谱写了两地教育、文化交流的新篇章，标志着中阿文化交流进

入了一个新阶段。

宁夏大学应尽快选择好海外理想的合作伙伴，重点放在经济上与宁夏往来密切，传统上

与宁夏交往密切，在文化上与宁夏有亲缘关系的穆斯林国家，积极沟通，达成共识，形成方

案，搭建更多的宁夏对外交流的文化教育平台，从而让世界了解宁夏，选择宁夏，在实现中国

文化的“世界化”诉求中扩大我们宁大人的号召力和影响力。

（四）发挥地缘和文化优势，建立阿拉伯国家汉语国际推广基地

从我国高等学校发展的实际需要来看，扩大国际合作与交流的途径，探索发展现代化、

开放型、信息化型高等教育的新路，是促进大学国际化的一个重要的、现实的推动力，而孔子

学院的设立正是扩大我国高等学校国际交流与合作，推广汉语和中国文化的重要途径之一。

近年来国家汉办在全国建立了一批汉语国际推广基地。这些基地整合教学机构、企业

（市场）等各类资源，承担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市场研究，培养、培训汉语教学的师资，

开发有特色、针对性强的汉语教材，开展国家重大的汉语国际推广项目等工作，为汉语国际

推广打造一个具有创新能力，可持续发展的综合平台。汉语国际推广是中国对外文化战略

的重要组成部分，基地的建立对提高中国的文化软实力和话语权有重要意义。

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的友谊源远流长。当前，中阿关系发展态势良好，在高层互访和多层

次合作交流机制的推动下，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在各个领域的关系继续保持着快速、全面、深

入发展的良好势头。我区作为我国唯一的回族自治区，与阿拉伯国家有着天然的关系。良

好的官方及民间往来为双方在经贸、文化、教育事业上的交流打下了坚实基础。

为进一步加强阿拉伯国家和人民对中国语言文化的了解，促进双方在经贸、文化、教育

等领域的交流合作，拓宽对外交流渠道，服务我区对外开放战略，须在自治区政府的关心支

持下，由教育厅等上级主管部门牵头，宁夏大学、宁夏医科大学以及北方民族大学作为项目

主要承担单位，联合区内其他相关高校，与教育部和国家汉办积极沟通，依托我区和我区高

校的特色和优势，尽快建立一个面向阿拉伯国家和地区的汉语国际推广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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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多争取国家奖学金名额，尽快设立宁夏地方政府奖学项目

为了提高外国留学生努力学习，遵守纪律，团结友好的自觉性，我国从１９５０年开始接受
外国留学生并设立了政府奖学金。随着国力的不断增强和我国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奖学

金名额也从最初的几人，几十人到几百人、上千人，２０１０年中国政府奖学金生达到２２３７７
名。政府奖学金的设立，对吸引来华留学生，激励留学生在华努力学习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作为教育部首批批准招收留学生的高校之一的宁夏大学抓机遇，寻支持，于２００９年正
式成为中国政府奖学金来华留学生接受院校，２０１０年首次接收政府奖学金生８人，２０１１年
争取到分配名额３０人，自主招生名额１０人，政府奖学金人数有望突破４５人，这对推动宁夏
大学的留学生的教育和国际化进程意义重大。所以，我们要尽可能多地争取国家奖学金

名额。

同时，依据我区为回族自治区的特点，随着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和与穆斯林国家交往的

增多，应尽快设立地方政府奖学金，将阿拉伯世界留学生作为宁夏高校国际化发展战略的重

要方面，吸引阿拉伯和穆斯林国家的学生来宁学习、生活，以此增进友谊，加深了解，为宁夏

与穆斯林国家间的文化交流与经贸往来奠定基础，搭建平台。宁夏与巴基斯坦旁遮普省友

好协议的签订即为两国间友谊的有力见证。宁夏人民政府设立地方政府奖学金，从２００７年
起，每年旁遮普省向宁夏大学选派５名学生，前四批学生均已到校并进入汉语言文学本科专
业学习，首批项目学生已于２０１１年６月顺利毕业。

综上所述，可知在新形势下加快宁夏高校的国际化进程，反映出国家的大政方针和外交

政策对高校的紧迫需求，也反映出我区改革开放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对宁夏高校的实在要求。

要求我区高校利用并发挥中阿经贸论坛的契机和优势，加大我区高校的对外交流合作，加快

我我区高校的国际化进程，努力营造一个国际化的“软环境”和“硬环境”，出台各种措施，加

大宣传力度，着力提高宁夏高校的教学和科研水平，确保留学生人数的不断扩大，层次不断

提高，提高我区高校的国际知名度和影响力，使宁夏高校成为促进我区综合实力和文化软实

力的提高以及国际区域知名度、特别是在穆斯林国家影响力的地方高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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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２０１１．

［５］　〔２００８〕２９号，关于进一步促进宁夏经济社会发展的若干意见［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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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法外国学生教育管理信息

陆应飞

一、法国外国留学生教育简况

法国的高等教育比较发达，政府比较重视外国留学生教育。法国的高等院校基本上都

是对外开放的，对外国留学生入学基本上没有限制，也没有特殊的收费标准，外国留学生基

本上可享受与法国学生同等待遇。法国对外国留学生的教育管理模式基本上是“趋同管

理”。

在法国高校中，外国留学生人数约占法国大学生总数的１０％左右。在法外国留学生的
层次相对比较高，而且学习人文和社会科学的人数高于其他学科。非洲留学生约占留学生

总人数的１／２，他们主要来自原法属殖民地国家。来自欧洲、亚洲和美洲的留学生主要学习
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非洲留学生选择的专业面则比较宽。

目前，在法国的中国留学生主要是自费生，有３万多人。他们中大多数人是学习经济和
管理方面的专业。中国政府公派留法学生人数有近千人。

在法国享受奖学金的外国留学生其奖学金主要有三种类型：１、法国政府提供的奖学金；
２、派出国政府提供的奖学金；３、国际组织提供的奖学金。

二、法国高等教育学制简况

法国的大学和学院教育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大学一年级和二年级，为“基础教育”阶段。合格的学生可获得（ＤＥＵＧ或
ＤＥＵＳＴ）文凭，相当于我国的两年制大专毕业证书。

第二阶段为大学三年级和四年级，为“专业教育”阶段。第三年学习结束后，合格的学

生可获得ＬＩＣＥＮＣＥ（学士）文凭，第四年学习结束后，合格的学生可获得ＭＡＩＴＲＩＳＥ文凭。
第三阶段分两种情况：１．合格者可获得侧重于职业生涯的高等专业学习文凭（ＤＥＳＳ），

学制一年，ＤＥＳＳ比较专业化。２．合格者可获得学习文凭（ＤＥＡ），ＤＥＡ是为继续攻读博士学
位做准备，学制也是一年。完成博士论文后，合格者可获得博士文凭（ＤＯＣＴＯＲＡＴ）。

法国高等教育机构除各大学（均为公立）之外，还有许多下属的高等工程学校和高等商

业学校，被称为“大学校”（ＧＲＡＮＤＥＳＥＣＯＬＥＳ）。进入此类院校攻读工程师文凭或高等商
校文凭课程，除必须已取得中学毕业证书（ＢＡＣ）外，还须通过严格的考试和预科学习。

现在，法国旨在建立欧洲高等教育一体化的“波罗尼亚进程”被称作 ＬＭＤ（取法文单词
学士、硕士和博士的第一个字母）改革。在这一框架下，大学学制被简化为学士３年、硕士２
年、博士３年，也就是说取得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所需的总年限为３年、５年和８年。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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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已经在法国大学里全面展开。但传统文凭并未被全部废止。

三、留法外国学生的注册申请手续

在法国留学，办理注册申请手续很重要。法国大学每个阶段注册申请的时间不一样，各

个学校也不统一。第一阶段一般在每年二月份，第二阶段在五月份左右，第三阶段在六月份

左右。

法国大学学生补考的时间一般在八月份，各学校根据注册申请审批录取情况和老生补

考合格率等情况加以考虑。如新生人数不足，可提供第二次注册申请机会，时间一般在当年

九月份左右，不过名额有限。

注册申请时需填写注册申请表，要求贴上照片，并需提供如下材料：

１．大学毕业证书或学习证明的复印件。

２．大学学习成绩单复印件。

３．高中毕业证书或相当于高中学历的证书的复印件。

４．高中学习成绩单复印件。

５．出生证明复印件。

６．有效护照复印件及长期学习签证复印件。

７．学习目的申请信。

８．两个贴好邮票并写有本人地址的信封。

第三阶段的注册申请，一般还需提供简历、身份证明及研究计划等，有的还要求提供有

关专业方面的论文。

注册申请材料经有关学校的专门评估委员会审查合格后，通知申请人在规定的时间内

面试和笔试，了解其法语水平和专业水平，合格后才能录取。

四、留法外国学生的社会保险问题

法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比较发达，其福利、补贴在发达国家中也名列前茅。

在法国，从十八岁起就须参加社会保险。法国大学生社会保险是法国总的社会保险制

度下的一种特殊形式，在法国的外国留学生也不例外。

大学生参加社会保险一般与大学生入学注册同时进行，所以外国留学生在办理入学注

册手续时，必须同时认购社会保险。外国留学生在办理居留证手续时也必须附有社会保险

单的复印件。

大学生社会保险每年需办理一次。保险有很多种。

五、留法外国学生租房与房补问题

在法国，外国留学生自费生除委托中介机构外，一般都是自己找住房。租私人住房需订

住房合同，有的还需预缴几个月的房租。学生租房一般凭租房合同可以申请住房补贴，但有

些住房则不能申请住房补贴。所以，租房时一定要事先问清楚。补贴数额依据申请人的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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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等情况而定，而且每个地区也不一样，一般最多不超过房租的４０％。

法国巴黎地区的房租比较贵，而且大多数出租的住房的水电煤气费都不包括在房租内。

法国外省市的房租要比巴黎的房租便宜得多。

六、留法外国学生的交通与通讯问题

法国交通很方便，公共汽车四通八达，城市地下铁路纵横交错。外国留学生可以买公交

月票和年票，年票比月票要便宜很多。

法国的通讯也比较发达。外国留学生一般都使用手机，因为手机方便，价格便宜。也有

安装电话的，其主要目的是为电脑上网用，当然，现在用手机也可上网，但费用较贵，使用电

话比手机要便宜得多。

中国留学生给国内打电话，一般都使用国际长途电话卡，国际长途电话卡很便宜。有专

门对中国使用的卡，一张电话卡可通话１００多分钟，给北京和上海两地打，通话时间更长。

如果买１０张以上更便宜。

七、留法外国学生的居留证手续

和其他国家一样，外国留学生在法国学习需办理长期居留证。申请办理长期居留证需

提供以下材料：

１．有效护照及长期居留签证。

２．所在学校的注册证明。

３．体检合格证明。

４．社会保险证明。

５．住房证明和近期水电煤气单。

６．经费担保证明。

７．贴好邮票并写有本人地址的信封。

８．四张近期免冠照片。

申请者只要材料齐全，经审查合格，当天即可获得长期居留证，有效期一般为一年，证件

直接贴在申请者的护照上。下年续办时，需提供上学年的学习成绩单及出勤情况证明。办

理居留证需在网上提前预约，办理时必须本人亲自前往，而且审查非常严格。

八、留法外国学生的学习和生活费用

法国政府向外国留学生提供的每月奖学金的数额低于法国人最低月工资的标准。

法国公立大学是免费的，学生入学每年只须缴注册费和社会保险费。私立大学的学费

都很贵，差别也很大，费用一般根据具体学校和具体专业而定。

在巴黎地区，生活费用较贵，外省市的生活费用要比巴黎便宜得多。

需要注意的是：现在法国有些私立学校质量很差，根本不具备办学条件，其颁发的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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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书连法国教育部都不承认，完全是骗钱的。他们与我国内某些不法中介机构相勾结，欺骗

中国留学生。其学费虽不算很贵，但最终却浪费了钱财，耽误了自己。所以选择私立学校

时，必须注意了解该学校是否获得法国教育部的承认，以免上当受骗。

九、留法外国学生的课余打工问题

在法国，不享受奖学金的并拥有长期居留证的外国留学生，可以获得短期工作的权利，

但需向有关部门提出申请，办理“打工证”。一般学习一年以后才允许打工，每周打工时间

不超过２０小时。

女学生相对好找工作，可帮法国人家照顾老人，照管小孩，接送小孩上学及做家务等。

很多中国留学生利用假期或课余时间在中餐馆打工，但他们一般都没有“打工证”，所

以工资很低，工作时间较长，活也很累。

总之，外国留学生在法国打工比较难，工资也不高。

十、法国大学生的节假日

法国大学一般九月份开学，到下一年六月学年结束。一学年中有三个较长的假期：圣诞

节及新年假两周（十二月二十五至一月上旬）；春假两周（三月或四月）；暑假两个月（七月八

月）。

除此以外，官方节日、宗教节日也比较多，所以法国学生每学年学习的时间比中国学生

的学习时间要少很多天。

十一、法国大学管理的社会化

法国大学的管理社会化搞得很好。为法国大学生和外国留学生生活管理服务的主要有

如下几个机构：

１．大学事务中心（ＣＮＯＵＳ）

大学事务中心（ＣＮＯＵＳ）负责管理大学生的日常生活及文化娱乐等活动，创立于１９５５

年，在全国有２８个大区中心（ＣＲＯＵＳ），１４个地方中心（ＣＬＯＵＳ）及众多分支机构。

大学事务中心拥有大学生食堂、大学生公寓、图书馆、娱乐中心，并负责发放奖学金，组

织各种文化活动及旅游等。

大学生食堂享受国家补贴，每天提供中、晚两餐，学生买饭票凭学生证入内用餐。

大学生公寓的房租比较便宜。一般住房面积为１２—１３平方米，有集体厨房、公共厕所

和公共洗澡间。住房面积为１８—２３平方米的，房内有厨房、厕所和洗澡间。

大学生公寓住房需排队申请，ＣＮＯＵＳ在安排住房方面优先照顾法国学生和享受政府奖

学金的外国留学生。

２．留学生国际接待中心（ＣＩＥＳ）

留学生国际接待中心（ＣＩＥＳ）主要负责各国来法实习和进修人员的管理事宜，拥有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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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公寓，其设备和服务设施比 ＣＮＯＵＳ要好，其服务内容为：根据委托方的要求，组织培训、

提供住房、培训人员的接送、奖学金的发放、协助办理居留手续、帮助办理社会保险、组织文

化娱乐活动等。

３．巴黎国际大学城

巴黎国际大学城始建于２０年代，筹集有关留学生派遣国及有关学校、基金会的资金而

建。大学城占地４０公顷，有３７栋风格各异的公寓。每年接待１００多个国家的５，０００名左

右的外国大学生、进修生及学者。

大学城入住条件：１）年龄不超过３０岁；２）至少是大学第二阶段的学生；３）在巴黎市教

育局和ＣＲＥＴＥＩＬ、ＶＥＲＳＡＩＬＬＥＳ学区的大学里注册的学生。

大学城环境优美，图书馆、食堂、剧院、体育场等服务设施齐全，深受外国学生欢迎。

公寓住房每间面积多在十二、三平方米左右，每间住房内都有洗澡池，使用公共厨房和

厕所。面积较大的，房内有厨房和厕所。学生还可根据自己的收入条件申请补贴。

可以看出，法国对本国大学生和外国留学生管理的高度社会化，是法国大学管理的一大

特色。

十二、中国学生回国后的学历学位认证

为贯彻国家“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的留学政策，满足广大留学人员及其他外

国或境外学位获得者在国内升学、就业的需要，同时为国内招生和用人单位鉴别外国学位证

书和高等教育文凭、证书，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国家教育部同意，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对

国外和境外学位证书和高等教育文凭、证书开展了认证服务。

为此，教育部公布了３３个国家的有关学校的名单（２０１１年６月７日更新），这３３个国

家的有关学校的名单都是中国政府教育部门与外国政府教育部门认可的学校。中国留学生

学成回国后，可到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进行国外（境外）学历学位认证。（可查询中华人民

共和国教育部教育涉外监管信息网ｗｗｗ．ｊｓｊ．ｅｄｕ．ｃｎ）。

目前，在法国学习获得的毕业文凭和学位证书可在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认证的法国高

等院校的名单如下：

一、公立大学 （共８７所，含部分高等专业学校以及具有大学地位的三所综合理工学院）

（学校名单略）

二、公立学院及研究院（共１７所）（学校名单略）

三、工程师学校（共２０５所，其中加号表示公立大学下属的工程师学校或教学中心）

（学校名单略）

四、商校（共７９所）（学校名单略）

五、私立新闻、设计等其他专门学校（共１０所）（学校名单略）

（欲知具体学校名单，请查询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教育涉外监管信息网ｗｗｗ．ｊｓｊ．ｅｄｕ．

ｃ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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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华留学生跨文化教育与管理
专题研讨会”在广州召开

本刊通讯员 李梅

２０１１年７月１４－１５日，中国高教学会外国留学生教育管理分会主办的“来华留学生跨

文化教育与管理专题研讨会”在广州召开。教育部国际司生建学副司长出席了大会开幕式

并讲话。本次研讨会由华南理工大学承办，共有来自全国各高校近１２０名来华留学生教育

管理工作者、教师及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

开幕式上，华南理工大学副校长彭说龙致欢迎词。生建学副司长发表重要讲话。他指

出来华留学生跨文化沟通问题目前比较突出，把跨文化交流和沟通作为一项研究课题有很

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次研讨会抓住了来华留学生工作的重要环节，十分必要，也非常及时。

他提出在跨文化教育与管理中应采取平等包容的态度，求同存异，耐心细致地对留学生进行

有针对性的指导，从而培养一批知华友华人士。最后他希望与会代表在研讨会这一平台上

进行深入交流和研讨。开幕式由学会白松来常务副秘书长主持。

开幕式后，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关世杰教授和华南理工大学国际教育学院安然院

长分别作了题为“美国留学生眼中的中国文化：共享价值观与冲突价值观初探”和“来华留

学生跨文化研究的视角和方法”的主旨发言。关教授以北大美国短期留学生为研究对象，

总结了当今中美文化中的共享价值观和冲突价值观，并指出，在进行跨文化交际时，应注意

找出共享价值观，做到“求同存异”。安然院长首先介绍了跨文化交流的诸多研究视角和留

管人员常用的几种研究方法，然后举例讲解了三种典型的跨文化交流研究方法：访谈法、问

卷调查法和摄录法。最后，与会代表就两位教授的发言进行了提问。

７月１４日下午和７月１５日上午，会议进行了分组研讨和交流，在１２个场次的分组会

上，宣讲了５０多篇论文，内容涉及留学生跨文化教育的方方面面，如留学生跨文化适应研

究、留学生的跨文化管理研究、文化课教材研究、服务体系研究等。与会者们发言踊跃，讨论

热烈，对留学生教学和管理中的跨文化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交流。

外国留学生教育管理分会白松来常务副秘书长对研讨会进行了总结。他希望广大留学

生教育管理工作者在工作中充分考虑跨文化因素，更有针对性地指导留学生跨越文化障碍，

使其尽快地适应在华的学习和生活，使他们将来成为传播中华文化的友好使者。

学会希望能够为大家搭建好交流和沟通平台，将外国留学生教育管理研究工作向深度、

广度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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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华留学生预科教育学术研讨会”
在哈尔滨召开

本刊通讯员 王凡

２０１１年７月３１－８月１日，由中国高教学会外国留学生教育管理分会主办，哈尔滨师范
大学承办的“来华留学生预科教育学术研讨会”在哈尔滨师范大学隆重召开。教育部国际

司生建学副司长出席了大会并讲话。共有来自全国高校近百名来华留学生教育管理工作

者、教师及专家学者出席了本次会议。

开幕式由全国学会贺向民秘书长主持。哈尔滨师范大学党委书记付军龙致欢迎词。教

育部国际司生建学副司长发表了重要讲话，他分析了目前的来华留学环境，介绍了教育部

２０１１年来华留学的重点工作。并指出２０１１年是全面落实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和教育规划纲
要精神、实施《留学中国计划》的关键一年，做好今后的工作对来华留学未来五到十年的改

革和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他指出探索逐步在自费生中试行预科教育，为学历生规模

的稳步增长提供生源是十分有益的探索。他强调今后工作的重点应着力于来华留学生预科

教育的培养方案、教材和考核标准的规范化，将预科教育探索的阶段性成果提升为系统性成

果。他充分肯定了将来华留学生预科教育作为一项议题进行研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开幕式后，山东大学国际教育学院的姜苏华书记、南京师范大学国际教育学院的段业辉

院长、天津大学国际教育学院的韩志刚教授分别就本校来华留学生预科教育工作从培养模

式、管理体制、主要成绩、存在的问题等方面进行了介绍，并对今后开展来华留学生预科教育

提出了很多中肯的意见及建议。最后，哈尔滨师范大学程书秋老师作了题为“哈尔滨师范

大学预科汉语教学实验性研究报告”的专题发言。

７月３１日下午进行了分组研讨。在３个分组会上，宣讲了３０多篇论文，内容涉及来华留
学生预科教育的方方面面，如来华留学生预科教育模式的探索、可行性分析、教材建设、强化汉

语教学方法研究、管理体制研究等。与会者们进行了认真的探讨和交流，研讨的气氛很热烈。

８月１日上午的大会由白松来常务副秘书长主持。上海大学常峻老师介绍了该校开展
的自费来华留学生预科教育可行性调研报告，东北师范大学黄晓颖老师做了关于预科汉语

教材编写的理念探讨，复旦大学高鸣老师和鲁东大学丁信善老师分别就自费来华留学生预

科教育的必要性和办学模式进行了探讨。他们探讨的思路引起了与会者们深深的共鸣。

外国留学生教育管理学会贺向民秘书长对研讨会进行了总结，他指出学会的宗旨是为

政府和会员做好服务。学会是平等进行学术交流的平台，本次研讨会的目的是希望与会代

表能够畅所欲言，坦诚交流，并能有所收获。以期能将来华留学生预科教育研究工作向深

度、广度推进。同时，他告知与会者，学会已发布了“十二五”期间来华留学教育科学研究课

题指南和申报通知，希望广大从事来华留学教育工作者积极参与，进一步推动来华留学教育

研究，为提升来华留学教育的整体水平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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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１年京津沪黑四地留管学会
常务理事单位交流研讨会”在齐齐哈尔召开

本刊通讯员

京津沪三地留管学会常务理事单位交流研讨会已持续召开多年，为三地留管干部提供

了一个很好的交流和沟通的平台，为加强地区间来华留学生教育工作的交流和沟通，了解来

华留学生教育的发展动态，贯彻落实教育部“扩大规模、优化结构、提高质量、规范管理”的

来华留学生教育的方针政策，研究探讨今后工作的重点，提高外国留学生教育管理水平起到

了很好的作用。

为进一步扩大影响，与更多院校分享三地经验，经商教育部国际司和全国学会，今年三

地留管学会邀请了黑龙江省留管学会（并邀请部分其它省市学会负责人参加），于８月３日

至８月５日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大学联合召开了“２０１１年京津沪黑四地留管学会常务理事

单位交流研讨会”。

本次会议的筹备工作由天津学会牵头组织。大会议题为“扩大留学生规模，提高教育

质量及来华留学生保险立法的必要性”。四地学会的近８０名代表出席了会议。天津学会

秘书长天津科技大学国际交流处处长吴振军主持了大会。

齐齐哈尔大学副校长邓启刚向大会致欢迎辞。黑龙江省留管学会会长张晓光致辞热烈

祝贺京津沪黑四地留管学会常务理事单位交流研讨会成功召开，并简要介绍了近年来黑龙

江省来华留学生教育快速发展的情况。

交流研讨会上，对外经贸大学国际学院书记袁利新作了题为“为扩大留学生规模所做

的工作及下一步工作方向”的发言，天津医科大学国际交流处处长郭凤林作了题为“大力发

展留学生教育，加快学校国际化进程”的发言，华东师范大学国际交流处副处长黄美旭作了

题为“华东师范大学与纽约大学合作推动留学生事业发展”的发言，平安保险公司经理王卫

民作了题为“外国留学生来华留学保险立法问题”的发言等。四地常务理事们还就来华留

学教育热点、难点问题及发展机遇和挑战问题进行了认真的交流和探讨。

与会代表认为，这种以京津沪三地留管学会为主，每次邀请另外一个地区学会联合召开

常务理事单位交流研讨会的“３＋１模式”很好，她可加强和促进地区学会间的横向交流，对

我国来华留学教育事业的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交流研讨会后，部分常务理事参加了由平安保险公司资助的社会考察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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