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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体育院校外国留学生的
培养、管理及发展研究

广州体育学院

杜熙茹　朱征宇　徐洪想　韩会君　徐佶　隗金水　李天豫

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下，理性化留学生教育己经成为一项国际产业，它是继国际

旅游之后又一项新兴的“无烟工业”。由于国外的留学生专业设置与国内不同，一般不设置

专科的体育类留学生，而是分别安排在教育、经济、管理、医学等学科里。随着来华留学生人

数的不断增加，不乏有些对中国传统或现代体育专业知识进行探究的学子，在这种大环境

下，体育专业的留学生也不断攀升新高。

本文通过文献资料法、访谈法、问卷调查法、数据统计法等方法，对我国体育院校留学生

的教学理念、教学目标、办学规格等通过实践案例和文献资料进行探讨，并结合教育模式相

关理论探讨体育院校外国留学生教育的基础理论框架。

通过分析我国体育院校招收体育专业外国留学生的现状，设计本课题的调查问卷，进行

实证调研和社会调查，对体育专业外国留学生教学理念、教学目标、办学规格、课程结构、培

养策略、管理制度等等进行研究，剖析我国体育专业留学生教育发展缓慢的原因，从而了解

我国现状及其面临的问题。

一、研究对象与方法

１研究对象

本文以北京体育大学、上海体育学院、天津体育学院、成都体育学院、武汉体育学院、西

安体育学院、沈阳体育学院、哈尔滨体育学院、山东体育学院、南京体育学院、广州体育学院

十一所院校的留学生管理者２２人，及留学生共计１３５人为研究对象，这里只选取来华的体

育院校硕士学位的外国留学生。见表１。

本文的访谈对象为各大体院院校的主管外事的院领导、外事部门领导、具体负责留学生

工作的外事工作人员共３０人。

２．研究方法

文献资料法、访谈法、问卷调查法、数据统计法、逻辑分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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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研究单位及调查对象分布一览表

一级研究单位 二级研究单位 三级研究单位 调查对象

我国体育院校

北京体育大学

上海体育学院

天津体育学院

成都体育学院

武汉体育学院

西安体育学院

沈阳体育学院

哈尔滨体育学院

山东体育学院

南京体育学院

广州体育学院

学院的外事处或者

国际交流合作处

负责留学生工作的管理者

及体育类硕士留学生

表２　访谈对象状况一览表

人员构成 院级领导 外事部门领导 外事工作人员 合计

人数 １１ １１ ８ ３０

二、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我国体育院校外国留学生培养策略的研究

１．留学生教学质量Ｍ＆ＥＳ框架模式及内容———三位一体

（１）留学生教学过程三位一体

①教学大纲
大纲是内容的大略纲要。当每个专业的质量标准确定之后，教学大纲就是每门课程的

教学纲要。教学大纲的一般包括教学目的、教学要求、教学内容提纲、学时／学分数、先修课
要求、教材及参考资料以及讲授和实习、实验、作业的时数分配等内容，是对课程培养目标和

培养方案进行的概述。同时，还要根据培养目标，一般把教学知识划分为重点、难点和了解

三个层次。

②课程标准
课程是相关联的知识体系。学习课程要明确学什么？这就是课标问题。高校的专业的

课程可以分为科学（自然和人文）类，比如自然科学中的数、理、化、天、生、地等课程；技术

类，比如音、体、美、计算机以及各种实验等课程；素质教育类，比如思想道德修养、文学名著

欣赏等课程。

科学类课程主要是由事实、规律、理性认识等组成的科学体系。课程中基本的事实、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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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理性认识等等就应该是科学课程的课标。

技术类课程是由经验、技巧、物质手段、理论应用和人工自然组成的技术体系。课程中

基本的经验、技巧、物质手段、理论应用和人工自然等就应该是技术课程的课标。

素质教育类课程是由名人、名言、名文、道德准则、法律条文等内容组成的知识体系，目

的是教育学生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培养一定的艺术修养和人文科学素养；培

养自律、诚信、进取的品质、沟通与协作、协调与组织的能力；培养良好的团队精神和勇于创

新精神等。那么名人、名言、名文的思想和内涵、道德准则、法律条文等内容就应该是素质教

育类课程的课标。

③教学方法
教学方法是教师和学生为了实现共同的教学目标，完成共同的教学任务，在教学过程中

运用的方式与手段的总称。教学大纲、课程标准和教学方法三要素互相依赖，互相制约，构

成三位一体。

（２）留学生考核过程三位一体

高校的考核在教学过程完成后进行，是检验教学效果的常规手段。考核过程的质量标

准有考试大纲、考试题库和评分标准三要素。

①考试大纲
是根据教学大纲制定的考试内容的实施纲要，规定了该课程考试的具体内容提要和考

试的具体形式，其中包括考试要求、考试形式、试卷结构、难度控制、题型示例等，是该课程考

试的合格标准。

②考试题库
是按照一定的教育测量理论，在计算机系统中实现的某个课程试题的集合，是在教学模

型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教育测量工具。

③评分标准
是给考试题库中的试题给出的打分标准。考试大纲、考试题库、评分标准三要素互相依

赖，互相制约，构成三位一体。

（３）留学生反馈过程三位一体

反馈是指系统输出的全部或一部分，通过一定的通道反送回输入端，从而对系统的再输

入和再输出施加影响的过程。这里的反馈指负反馈。负反馈是在一定条件下，经过反馈，使

输出值趋近于目标值的反馈。反馈包括三部分：

１同行评教：包括教研室教师和学校教学督导等同行的听评课；２学生评教：指学生给
所学课程的教学评价；３质量分析：指对定期收集到的有关教学工作质量、教学成果质量和
办学软硬条件等方面的信息进行分析、整理、发现可能存在的质量问题等。

同行评教、学生评教和质量分析三要素互相依赖，互相制约，构成三位一体。

２．留学生教学Ｍ＆ＥＳ三位一体保障体系

教学质量监控体系是一个把教学质量作为保证与监控的对象，既有对教学过程和考核

过程的实时控制，又有对教学效果的反馈控制的完整的、闭环的系统，见图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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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闭环控制的负反馈方法

“三位一体”式的课程质量监控体系是由三个系统组成的闭环控制体系。即围绕教学

过程，由教学大纲、课程标准和教学方法三要素组成“三位一体”式的教学系统；围绕考核过

程，由考试大纲、考试题库和评分标准三要素组成的“三位一体”式的考核系统；围绕反馈过

程，由同行评教、学生评教和质量分析三要素组成的“三位一体”式的反馈系统。三个系统

互相联系，互相制约，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教学质量保障体系，如图２所示。

图２　 三位一体教学质量保障体系模式示意图

教学过程依照教学大纲的要求进行。教学要紧扣质量标准，按照教学方法进行。授课

要目的明确，规定的教学任务要在规定的课时内完成。教学过程强调教学大纲、课程标准和

教学方法三要素的有机结合，形成一体。教学过程重在说，努力把该说的说到位。

考核过程依照考试大纲的要求进行。考试题库的知识点要与考试大纲规定的内容相符

合；评分标准力求准确。考核过程强调考试大纲、考试题库和评分标准三要素的有机结合，

形成一体；考试过程重在做，要严格考试纪律，公平阅卷，努力把该做的做到位。

同行评教，重在内容。在听课前，要看电子教案，掌握评课的标准，评价是否按课标授

课，是否按计划授完课，是否把该说的说到位；学生评课一般要按规范的考评表进行，覆盖面

要广，反馈的结果要有代表性；质量分析由通过收集的各种信息及时分析，发现问题，提出改

进意见，在新一轮的教学中重点强化，力争达标。

反馈过程强调学生评教、同行评教和质量分析三要素的有机结合，形成一体。“三位一

式”的教学质量保障体系的运行，以学期为周期，周而复始，以促进教学质量不断提高，最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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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目标值。

完善留学生课程设置以及 Ｍ＆ＥＳ模式，提高留学生学习能力和专业水平，使其成为具
有现代体育教育理念、良好的人文社会科学素养、职业道德、专业素养和项目特长，并对学校

体育教育规律具有一定的认识，能胜任学校体育教育、教学、课外体育活动、课余运动训练和

竞赛组织等工作，并能从事体育科学研究、体育管理及社会体育指导等工作的“多能一专”

的高素质、复合型、应用型专业人才。

（二）我国体育院校外国留学生管理制度的研究

１．健全我国体育院校来华留学生管理的规章制度

（１）加强与所在市公安局外管处的联系与沟通

每年新生入学时，邀请外管处的警官来校宣讲中国的政策法规，教育留学生遵纪守法并

懂得依法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使法制教育落到实处。

（２）健全体育院校有关留学生管理的各项规定

制定《体育院校留学生奖学金年度评审制度》、《体育院校留学生学生手册》、《体育院校

留学生网络管理规定》、《体育院校留学生校外住宿申请审批制度》、《体育院校留学生学位

申请审批制度》等一系列详细的规章制度，使管理工作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建立严格的学

习、考试制度、请假制度，对那些学习不努力、经常旷课的学生，视情况轻重给予处理；建立严

格的宿舍管理制度和会客登记制度，最大限度地保障留学生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３）促进师生交流，优化体育院校来华留学生管理

做好留学生管理工作，除了通过相应管理办法对留学生进行约束，更主要的是引导留学生

自身发挥作用，使留学生尽快适应中国的学习环境，全心投入到学习、生活当中。留学生管理

人员应多到学生中去，多与留学生交流，尊重他们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尽量帮助学生解决

各种问题，使学生自觉地对管理人员产生认同感、尊重感。关注留学生的传统节日，送上节日

祝福或者适当参加学生们的传统节日庆祝活动，这些都可以快速拉近师生之间的距离。

另外，适当组织师生共同参加课外活动，可以潜移默化地使留学生接受中国文化甚至热

爱中国文化，自然而然地帮助学生摆脱文化冲击困扰，培养平衡稳定的心态。同时这种交流

可以增进留学生汉语学习的兴趣，尽快解决学生们的语言障碍问题 。

（４）加强中外体育类学生交流

多组织一些活动促进中外学生间的交流，使他们加强了解、增进友谊。如组织中外学生

“一帮一活动”、组织留学生到中国家庭度中秋、过春节等活动，组织留学生与我国在校生参

加一些有特色的活动，如迎新晚会、新生足球赛、新生篮球赛、外出踏青活动等。

（５）加强体育院校来华留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留学生大多数是第一次远离祖国、父母和亲人，气候变化、饮食、住宿条件的变化往往使年

轻的留学生容易产生挫败感，郁闷情绪无处发泄，导致精神抑郁或暴躁易怒，对别人缺乏宽容

和理解，甚至酗酒闹事。管理人员也要加强和学校心理咨询中心的联系，对于留学生中出现的

比较棘手的心理问题，及时向资深老师请教，对个别有心理问题的留学生加以关注和引导。

（６）狠抓教学质量，切实做好来华体育留学生教育工作

①狠抓授课教师及硕士导师队伍建设
为打造一支高水平的留学生教师及硕士导师队伍，一方面想方设法吸引高水平人才，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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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和聘用一批专业水平较高并具有高级职称的专兼职教师，建立相对稳定的专兼职教师队

伍；另一方面对原有专业教师进行培训，定期或不定期请专家学者来给教师讲课或积极选送

教师去重点大学进修。

②狠抓教学改革
来华留学生年龄差异很大、阅历参差不齐，而且目的不尽相同。对此，接收留学生的各

大高校要狠抓教学改革，采取各种有效措施，尽可能满足各层次留学生的不同要求，提供较

宽松的学习环境，使其达到预期目的。例如，在课程设置上强调教学针对性。

学历教育的学生课程设置则以素质教育为目的，在提高听说读写能力的基础上拓宽语

言、文学、历史等文化知识面，以提高整体素质。

在教学方法上，采取功能与结构相结合、各种课型相配合的原则，把精讲多练的教学法

贯穿课堂教学始终，保证学生在课堂上的练习时间。

在整个教学中，教师的任务不仅是讲清知识，而且还要想方设法最大限度地发挥学生的

主观能动性，最大限度地挖掘学生内在的潜力，让他们在主动、自觉的学习中迅速地将知识

转化为能力。

（二）制约我国体育院校外国留学生教育发展的因素分析

１．我国外国体育类留学生教育观念仍旧陈旧

近几年，我国的外国留学生教育虽然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但和世界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潮

流相比，还存在着许多问题。主要体现在观念上没有及时树立留学生教育是国际教育市场

的开拓与份额占有的一种竞争观念，在发展来华体育专业留学生教育上还存在“等、靠、要”

的思想。学校在宣传与招生上缺乏主动出击的姿态，从而在来华体育专业留学生的工作中

普遍存在着重管理、轻服务的情况。

２．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挑战认识不足

改革开放三十余年，我国经济的发展面临着机遇与挑战，我国高等教育市场也将越来越

开放。为了适应世界高等教育国际化趋，我国必须制定有效的国际化发展战略。不仅要支

持和改进现有的来华留学生的教育模式，而且还要提升来华留学生教育的层次。例如放宽

了签证限制、有的加大了留学生奖学金和助学金的力度、有的对留学生打工助学制定了新的

规定。这些战略及其相关政策，极大地推进了高等教育国际化。

３．我国外国体育类留学生教育的层次较低

目前，我国体育留学生教育尚未形成一定的规模，来华留学生教育的层次也不高，生源

极不稳定。为了达到一定的指标，我国的体育类外国留学生门槛较低，有些学校入学几乎是

“０”要求，这造成留学生素质偏低，汉语能力不高，教学效果较差。

４．我国外国体育类留学生教育发展速度不够平衡

我国外国体育类留学生教育主要有以下三个不平衡：１地区之间不平衡，东部地区体
育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较快，中西部地区较慢。２院校之间不平衡，重点体育院校国际化
进程较快，非重点体育院校较慢。３学科之间不平衡，语言类的学科国际化进程较快，非语
言类的学科发展较慢。

目前，我国体育高等教育水平不高，使用双语教学的科目太少，除了中国传统的武术专

业和汉语专业之外，缺乏前沿的、实用性的体育课程，所以难以吸引国外体育留学生稳定的

生源。整个体育高等教育水平的局限性成为制约来华体育留学生教育的瓶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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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我国外国体育类留学生专业及课程设置上尚未与国际接轨

目前，我国外国体育类留学生与国内大学生一样，一进大学就确定专业，学科专业间壁

垒分明，开设的通识教育基础课很多是政治理论、学生思想品德教育等方面的课程，给外国

留学生选择的余地太小。这样导致国外体育留学生在我国进修相同的体育专业时，其在本

国大学所学的课程与在我国外国体育类留学生课程衔接不上，有些课程学了以后，获得的学

分在生源国得不到承认。这就大大降低了国外体育专业的留学生来华就读的积极性，给体

育学院对外留学生的招生工作带来了不利影响。

６．我国外国体育类留学生获得奖学金的渠道单一，且数量有限

就目前来看，来华体育留学生的奖学金主要由中方政府与中方高校提供，而由外方政

府、外方高校所提供的奖学金为数甚微，由中国企业或民间组织设立的针对外国来华体育留

学生的奖学金则完全没有。所以要大力发展来华体育留学生教育，就必须充分发挥设立留

学生奖学金的功能。

三、结语

１．在本次调查中的１０６个有效样本中，男性占６８５％，女性占３１５％；年龄主要集中在
２０－３５岁段；未婚者占到７２８％，已婚者占到２７２％生源国中，亚洲最多占到５８２％，其
次是美洲、非洲；硕士留学生体育部门公务员或干部占３３６％，其次是应届毕业生和科教、
文化、卫生工作者，自由职业者和商业人员比例不高。

２．我国体育类院校基本都有过招收外国留学生的经历，但除了北京体育大学、上海体育
学院、广州体育学院等每年有一定数量的体育类硕士留学生，其余学校的生源较不稳定，生

源国和所学的专业也较零散。

３．我国体育类外国留学生对汉语教师的教学、教材、教学内容等评价基本满意，对教材
内容满意度较低，合作／竞争学习动机对于留学生影响不大；家长在学生学习汉语的过程中
起的作用很小。

４．留学生对汉语考试成绩的重视不足，没有意识到学好汉语对于学号其他专业课程的
促进作用，但对学习汉语的态度较好，大多数人认为学习汉语对于专业课学习有积极作用，

毕业后将继续学习汉语。

５．留学生对任课教师的评价非常满意与满意的比例达９１５％，说明留学生对学院各门
任课教师的教学质量、教学态度比较满意；对专业课程、汉语课程和其他课程的满意程度，可

以看到非常满意与满意的比例达７９１％；留学生对任课教师的评价较高，说明留学生对学
院各门任课教师的教学质量、教学态度比较满意。

６．在个别访谈中，留学生希望授课教师能够用双语进行教学，由于大多数专业课老师英语水
平尚未达到英语授课的水平，这给体育留学生在专业学习上带来了一定的困难，也影响到教学的

质量。同时要求多开设一些了解中国文化的必修课，例如中国的文字、历史、书法、绘画、太极拳、

武术及烹饪等选修课，此外他们还希望适当参加一些社会实践活动，提高语言实际运用能力。

７．在访谈中留学生对体育学院的学籍管理制度、考勤制度、淘汰制度、奖励制度都表示
赞同。并希望留学生办公室能够经常组织各种文体活动、文化参观、文化民俗访问等活动来

真实地感受中国。

８．留学生对居住条件、饮食条件、服务设施、活动方面余实际需求有一定差距，他们期望学校
所提供的公寓设施更为齐全。希望有适合自己口味的餐厅、有公共洗衣房、公共厨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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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华留学生中国梦教育的
内涵、原则与实现路径

桂林理工大学　马彬彬　张肖鹏　黄荣

近年来，我国的来华留学生教育事业取得了显著进步。２０１４年共有来自２０３个国家和
地区的３７７，０５４名各类外国留学人员在３１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７７５所高等学校、科研院
所和其他教学机构中学习。［１］

教育部制定的《留学中国计划》明确提出，将采取新措施，开设新课程、增加外语授课、

增设奖学金等，努力使２０２０年在华留学人员达到５０万。这些举措必将进一步加快中国与
世界各国文化交流与教育合作的步伐，推动来华留学生教育在参与人数、教育规模和培养层

次上的新跨越，也为中国梦传播教育提供了重要平台，对“让世界了解中国，让中国走向世

界”大有裨益。

一、来华留学生中国梦教育的内涵和意义

（一）中国梦的国际内涵与意义

习近平主席在同美国总统奥巴马共同会见记者时指出，中国梦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

兴、人民幸福，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梦，与包括美国梦在内的世界各国人民的美好梦想

相通。［２］

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和文化多元化日趋加深，不同文明和价值观的交流、

碰撞和融合日益凸显，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繁荣之梦、文明之梦和幸福之梦也紧密地联系在

一起。

实践证明，中国的改革开放、文明进步、繁荣发展离不开世界，也有益于世界。从这个意

义上讲，中国梦是世界梦的有机组成部分，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梦想殊途同归，其共同

目标是为了实现人类繁荣进步的美好未来。

因此，中国梦是国家梦、人民梦，也是世界梦，中国梦与世界梦是辩证统一的关系，是中

华民族利用自身所具有的独特优势推进中国与世界和睦、和平、和谐发展的新范式。这是中

国梦世界性视域下的重要内涵，反映了中国梦的世界性文明特征。

中国梦的实践与实现，将会促进世界上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文明“各美其美、美人之美”，

从而为不同文明实现“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和谐共存与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二）来华留学生中国梦教育的内涵与意义

外国留学生教育与交流是推动文化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因素。广大来华留学生追寻

来华求学、实现个人发展的青春梦想，同时又积极参与到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

展之中，把他们的个人梦想、家庭梦想与中国的发展进步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因此，来华留

学生把个人梦想、家庭梦想融入同中国学子和中国人民的“共同成长”、“学习成才”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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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之梦也是当今中国梦的有机组成部分。

来华留学生的中国梦教育是提升和拓展来华留学生的人文关怀和人文视野的重要途

径，也是激发和培养他们认知中国、友好中国、热爱中国的有效举措。其内涵可概括为开展

来华留学生的“物情教育”、“人情教育”和“事情教育”：

“物情教育”就是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对中国及所在地区、学校的客观认知教育，体现

受教育群体来源地域的“世界性”；

“人情教育”就是注重教育管理者和外国留学生之间的情感交流与沟通，体现教育方式

的“互动性”；

“事情教育”就是引导留学生对所在国家和地区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关注、参与

和融入，体现教育内涵的“时代性”。

二、开展来华留学生中国梦教育的原则

（一）教育主体和主导相结合的原则

来华留学生的中国梦教育是一个教育主导与主体不断转化的辩证过程。具体表现为教

育主导（教师）根据跨文化环境中留学生“个体多样性”和“群体分散性”的特点，通过课堂

教学和参观实践等形式，把中国梦的深刻内涵渗透转化为教育主体（留学生）在情感上感知

中国、思想上认知中国和行动上热爱中国的教育目的。同时，作为主导的教师就必须充分认

识到留学生的主体地位，调动他们自我参与意识，提高自我学习素养，强化文化感知能力。

（二）广泛性和差异性相结合的原则

来华留学生的中国梦教育是面对着来自世界各地的青年学生群体，具有广泛性和普遍

性的特点。每位留学生的受教育程度、家庭背景、宗教信仰不同，使得他们的成长经历以及

个性特征呈现出明显的差异性和层次性：

第一，要分析不同留学生群体的民族特性、知识结构、思维特点和行为方式，充分理

解和尊重不同个体自身存在的“异同点”。

第二，针对不同层次和需求的学生群体，研究不同的教学方法和探索不同的实践体验途

径，不能搞“一刀切”。

（三）对话式和体验式相结合的原则

开展对话式和体验式的中国梦宣传教育，首先要以“平等”为前提。外国留学生作为国

际友人，教育工作者要以平等的身份热情主动地为他们“排忧解难”，做好“良师益友”的双

重角色。

在课堂教学和课后实践中，要注重师生间“对话式、情景式”教学方式的运用；在日常管

理中也要有针对性和时效性的开展“交流式、体验式”的校园文化活动和历史文化体验活

动，在“润物细无声”中完成来华留学生“知华、友华、爱华”素养的加强和提升。

（四）整体性和一致性相结合的原则

教育影响的整体性和一致性是指学校的德育应当有目的、有计划地把来自各方面的教

育因素加以组织、调节、整合，使其相互配合、协调一致、前后连贯地进行。［３］（３１８）

第一，教育管理队伍要精心组织、科学规划、认真实施好中国梦宣传教育的理论教学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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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体验。

第二，在教书育人、服务育人、管理育人和环境育人四方面要做好衔接工作，促进来华留

学生“四育人”工作的经常化、规范化和制度化，确保中国梦宣传教育工作前后连贯和一致。

三、探索和完善来华留学生中国梦教育的实现路径

（一）充分依托地缘、历史和文化等优势，开展好“物情教育”

根据相关数据统计，近年来来华留学生生源大国位次格局基本稳定。２０１４年排名前１５
位生源国中的韩国、泰国、俄罗斯、印度尼西亚、哈萨克斯坦、蒙古等１０个国家主要集中在同
中国相邻或接壤的东亚、东南亚和中亚等地区。从地域分布上看，这些生源大国 “山水相

连”、“一衣带水”的地缘相邻、历史相近、文化相通和商缘相连的优势为开展来华留学生的

物情教育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物情教育”就是按照广泛性和差异性相结合的原则，充分依托地缘、历史和文化等优

势，把“中国梦与世界梦”和谐统一的内涵贯穿到来华留学生的教育、服务和管理中。

第一，把各国留学生的跨文化差异、适应和融合作为调查研究的重要前提，注重针对不

同国家地区、民族特性、语言习俗、文化背景和宗教信仰的学生开展具有针对性和实效性的

物情教育策略。

第二，应充分依托本省、本市及其高校所具有的地缘、人才、交通、语言、文化和政策优

势，把“认识中国、体验文化、融入生活”的地域知识、文化传统、法律规章、风土人情等物情

教育因素化解到对来华留学生的课堂教学、课外实践和日常管理的各个环节中。

其核心是让他们深刻感悟到在当今开放的世界中，中国与世界各国的相互依存、相互促

进、相互融合日益加深，从而强化对“中国梦与世界梦”辩证关系的感知能力。

（二）挖掘和培育“中外一家亲”情感意识，开展好“人情教育”

新中国来华留学生教育自１９５０年接受第一批来自罗马尼亚的５名学生开始，至今已有
６０多年的历史，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培养了大批外交、科技、教育和管理人才。

２０１２年９月，北京语言大学纪念建校５０周年时，曾在校学习汉语的现任埃塞俄比亚总
统穆拉图·特肖梅发来了情真意切的贺信。“我还有一个愿望，希望将来送我的儿子到母

校来学习，进一步巩固和加强友谊之桥。”［４］

“人情教育”就是坚持教育主体和主导相结合的原则，深度挖掘来华留学生教育交流历

史，注重培养“中外一家亲”的情感意识。

第一，留学生教育工作者要积极发挥自身的主导优势，挖掘和梳理长期良好的外国留学

生来华学习和交流的历史；回顾和加深中非、中苏和中越等老一辈领导人及两国人民在革

命、建设和学习中共筑的光荣历史和建立的深厚友谊。

第二，透过中国人民在追求“和谐、富裕、文明”的“个人梦、民族梦、中国梦”的今昔历史

对比，让世界各国留学生直观而深刻感受到中国和中国人民发生的巨大变化，消除他们长期

以来受西方政府、媒体以及各种利益集团影响所形成的主观偏见。

最终目的是让来华留学生客观、全面和真实的感受到中国人民崇尚和睦、热爱和平、追

求和谐、渴望发展，愿同世界各国人民一道为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而不懈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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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积极融入“一带一路”人文交流圈建设，开展好“事情教育”

进入新世纪，中国与世界的联系更加紧密，对世界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全方位的影响更

加明显。２０１３年９、１０月份，习近平主席访问哈萨克斯坦和印度尼西亚时，先后提出建设
“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打造“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得到了沿线国家的积极响应。
中国对中亚、东南亚、中东欧乃至欧洲地区的经济辐射力、政治影响力和文化吸引力将进一

步提升，为中国梦宣传教育营造了良好的国际环境。

“事情教育”就是贯彻对话式和体验式相结合的原则，积极融入“一带一路”人文交流圈

的建设，通过留学生对语言学习、专业实践和文化体验等多种形式加深对中国道路、中国制

度和中国理论的认识、认知、认可。

第一，科学设计，精心实施好第一课堂的“对话式、体验式”互动教学环节，把中国与“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历史与现实，中国与世界紧密联系的过去与现在详实、生动、活泼的展

示给各国青年学子。

第二，注重参观实践和文化体验，积极组织开展参观历史文化遗迹、体验风土人情和走

访新工厂、新农村等第二课堂的实践活动，把当今中国与世界各国携手共建“一路一带”的

宏伟蓝图全面、客观、真实的展现给各国学子。

最终，让来华留学生认识到自身也是宏大“中国梦”实现的参与者与见证者，他们的梦

想可以融入到同中国人民共同奋斗的的梦想之中。

教育交流与合作具有深入做好各国未来青年工作的优势。留学生教育工作者要依据整

体性和一致性相结合的原则，自觉树立“人情”教育意识，丰富“物情”教育手段，提高“事

情”教育水平。

在实现途径的探索中要从中国与世界各国合作与发展的视角去深化中国梦的深刻内

涵，传播“中国梦”是维护人类文明多样性，促成多元文明、多元价值观相互交融和包容的梦

想；是中国和中国人民通过争取国际和平环境发展自己，又以自身发展维护和促进世界和

平，扩大同各方利益汇合点的梦想；是世界各地青年学子可以共同参与、融入、分享的 “和平

之梦”、“和谐之梦”和“发展之梦”。

参考文献：

［１］　２０１４年全国来华留学生数据统计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网站 ２０１５３１８ｈｔｔｐ：／／
ｗｗｗｍｏｅｅｄｕｃｎ／ｐｕｂｌｉｃｆｉｌｅｓ／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ｈｔｍｌｆｉｌｅｓ／ｍｏｅ／ｓ５９８７／２０１５０３／１８４９５９ｈｔｍｌ

［２］　习近平在同美国总统奥巴马共同会见记者时的讲话［Ｎ］人民日报，２０１３６９．
［３］　王道俊、郭文安教育学 ［Ｍ］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９：３１８
［４］　穆拉图，北大走出的埃塞总统 人民网 ２０１４３３１ｈｔｔｐ：／／ｒｅｎｗｕｐｅｏｐｌｅｃｏｍｃｎ／ｎ／２０１４／０３３１／

ｃ３５７０６９－２４７８１６０５－４ｈｔｍｌ

（作者马彬彬，系桂林理工大学国际教育学院副院长；张肖鹏系桂林理工大学国际交流

处副处长；黄荣系桂林理工大学对外汉语培训中心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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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背景下中国对越高等教育援助
———１９６５年越南来沪留学生考述

上海大学历史系　陈德军　杨健璎

人们对于２０世纪５０至７０年代新中国对越南提供的大量军事、经济技术援助的史实记
忆犹新，并引起了一些学者的关注。然而，几乎与此同步进行的中越两国在文化教育领域的

合作与交流，却少有研究［１］。

事实上，尤其是在越南战争开始不断升级之时，越南国内高等院校面临疏散，急需转移

一大批学生出国学习，中国政府欣然伸出援助之手，以完成一项特殊国际政治任务的高度予

以了妥善安排。

本文拟以档案资料为基础，对 １９６５年越南留学生来沪的前前后后进行详尽的历史
考察。

一、１９６５年越南留学生来华的国际背景

越南作为印支地区的重点，自然是冷战时期美苏争夺亚太地区主导地位的首要目标。

为了维护并扩大美国的霸权地位，“遏制”共产主义及维持美国的威望等［２］，美国在日内瓦

会议结束以后，就迫不及待地开始取代法国，在越南进行了规模越来越大的干涉，约翰逊政

府最终实现了越战美国化。

１９６４年８月，约翰逊政府以“北越鱼雷艇袭击美国军舰”的“北部湾事件”为借口，对北
越进行轰炸，并借此要求国会通过了授权总统扩大对越入侵的“东京湾决议案”。［３］此后，美

国开始多次增兵越南，１９６４年底美军在南越的兵力为２６，２００人，笠年６月底，增加到５４，０００
人［４］，而是年年底，竟高达１８０，０００人［５］。这预示着美越之间的战斗将愈演愈烈。

面对美军对北越的轰炸，中、苏两国都迅速作出了反应。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上台伊

始便调整了对越政策，开始进行积极“插手”。但此时苏联插手越南，正如美国中情局所言，

它一直在追求三个并不一致的目标：与中国竞争对北越的影响力、威慑美国及避免过分卷入

北越与美国形成对抗。［６］为此，苏联在加大对北越的援助力度的同时，又不时敦促北越与美

谈判，力求“在谈判桌上解决印度支那问题”［７］。

中国一方面通过特殊的“信息传递”，极力避免与美国发生直接冲突。［８］另一方面，及时

地采取了一系列大规模的实际行动支持、支援越南，表明援越抗美的一贯坚定立场，践行全

力援助越南的承诺。如发表声明，举行群众性集会示威，增加对越援助，免费承担苏联、东欧

国家援越物资的过境运输等。

对越南而言，由于国内长期以来的战争状态，经济极为衰弱，在反侵略战争中迫切需要

争取外援。为此，越南在中苏论争中苦心孤诣地扮演“和事佬”角色，以争取更多援助。但

在１９６５年，中苏关系已进一步恶化，中苏矛盾不可调和。于是，北越从国家利益出发，逐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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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向于“亲苏疏华”，但这一方针的形成并非一蹴而就。

苏联不断加大对越军事援助的幅度，并且主要提供的是中国当时不能生产或生产不多

的先进武器，［９］促使北越开始倒向苏联。而１９６５年下半年以来，中苏两国围绕援越抗美问
题的分歧与冲突［１０］，又增添了越南对中国的不满，最终，在１９６９年，越南劳动党决定与苏联
结盟，胡志明的逝世为其正式作出这项决定铺平了道路。［１１］

但总体而言，１９６５年，中国坚决反对越美“和谈”的立场更合越南之意，中国支持北越的
政策目标与北越和越南南方民族阵线的战争目标更趋一致。因此，鉴于当时国内外形势，从

１９６５年５月起，越南多次向中国提出派遣留学生的要求。５月７日，越南驻华大使馆一等秘
书阮丁向我国高等教育部提出９月初派２０００名高中毕业生来华学习，后来越方提出的具体
人数为２３４５人；７月２９日，越南驻华大使馆又向我部提出再增派４５０人。［１２］这两次提出的
留学生人数最多，后来越方又多次临时增派，直到１１月初，越南政府还在提出派第四批研究
生、进修生来我国学习。［１３］

二、１９６５年来沪越南留学生的生活、学习和思想情况

（一）１９６５年来沪越南留学生的基本情况

自１９６５年５月起，越南根据国内形势的发展，多次向我国高教部提出派遣留学生的要
求。是年，中国政府接受越方转移至中国学习的大中学生共计３０９２人［１４］，约占当年来华外

国留学生总数、建国以来来华越生和来华外国留学生总数的比例分别为９３４％、５８９％和
４２６％。［１５］后经高教部的多次分配与调整，１９６５年在沪越生人数共 ６４３人［１６］（数字截止

１９６６年１月１４日），其中女生１１６人，男生５２７人。
主要就读于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学院、同济大学、上海水产学院、上海海

运学院、华东化工学院、上海财经学院、华东纺织工学院、上海交通大学、上海第一医学院及

上海音乐学院等１２所高等院校。［１７］

来沪越生类别与全国一致，主要有三种：大学生、研究生和进修生。按其是否先学习汉

语再转专业，又可具体分三类：第一类是先学习汉语一年再转学专业；第二类是直接进入高

等学校学习专业；第三类是插班大学生。其中，后两类人数较少，第一类人数最多，共５００
名，分布在复旦大学（２１３名）、华东师范大学（２０７名）和上海师范学院（８０名）三所高校。

按照越方的说法，这批越生的文化程度为高中毕业生以上，但事实上，他们的文化程度

参差不齐。据复旦大学对该校越生原有文化程度的了解，在十年制正规学校读书的学生有

１５８人，占７４２％；在中等技术学校（三年制）读书的学生有３０人，占１４１％；在工农文化学
校读书的学生１９人，占８９％；完全没有上过学校的学生６人，占２８％。［１８］后两类学生多
为“调干生”，他们有的过去长期搞革命，基础较差，学习吃力，在越生中占有相当一部分

比例。

越生中有一小部分人为越南劳动党党员，大部分是团员。据观察，他们对中国的感情很

深，热爱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反帝态度很坚决，少数人还坚决反修，组织性和纪律性很强，

学习的积极性也很高。

他们要求掌握六千个汉字，远远超过了上海市高等教育局四五千个汉字的计划。但他

们的汉语水平却有差异，在来沪学习汉语的越生中，有 １９６人学过汉语，约占总数的
３８８％。为此，越生的编班先是以党团员和调干生搭配，学过汉语与未学过的混合编班，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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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一个时期后，则按汉语水平有了快、慢班之分。［１９］少量汉语水平较好的学生，在开学不

久就遵照越方指示直接学习专业，如华东师范大学９月初就分配了３名学生到华东纺织工
学院学习专业。［２０］

越生攻读的专业有纺织、铁道车辆制造、铁路建设与管理，船舶制造，水运管理与水运经

济、建筑、城市规划、桥梁与隧道、公路与城市道路建设、财政金融、经济贸易、会计、统计、医

学、冶金、化工、水产以及中国文学、哲学、音乐等５０多个，［２１］但基本上以理工科为主，尤其
重工科。

如截止１９６６年８月８日，在高教部确定分配入华东师范大学、上海机械学院、华东化工
学院等十所高校学习专业的２１５名越生中，学习理科的有６０人，工科１３２人，农科２０人，艺
术３人。［２２］理工科所占比例高达８９３％，仅工科就占６１４％。显然，这种留学生专业结构
是为了适应越南国内建设的需要。

（二）１９６５年来沪越南留学生的管理工作

１开设“越南留学生工作干部、教师学习班”

为了做好该批越生来华学习的管理和教学工作，高教部在北京、上海两地举办了“越南

留学生工作的干部、教师学习班”。其中，上海学习班由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师范

学院、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学院、杭州大学及江苏省和浙江省教育厅等八个单位派人参加，共

７０人，包括行政干部１６人、政治课教师８人、汉语课教师４６人。
两地学习内容相同，主要包括国际形势及有关留学生工作的方针政策、汉语教学的任务

和要求、教外国留学生汉语的经验和方法以及“中国情况介绍课”教学工作的介绍等，学习

方法主要是听报告、讨论。通过学习，参与人员都表示收获很大。

２生活管理

“严肃管理，适当照顾”是我国对留学生生活安排的一贯精神，对待越生亦是如此。根

据中共中央的指示，１９６５年来华的所有越生的生活费用均按越方原定标准统一由我国负
担，而不再采取过去“越方负担，我方代垫”的方式。［２３］

按照１９６４年越方最新一次的调整标准，大学生生活费为每人每月３７元；进修生和研究
生每人每月４５元。学习体育专业的留学生，每人每月另赠伙食补助费１０元。毕业回国或
中途退学回国者，如在上半月离校，只发给半个月的学习生活费；如在下半月离校，发给全月

的学习生活费。［２４］越生看一般门诊可去校医务室，如遇病情复杂或需要住院时可到市立第

一人民医院。［２５］

越生入学时，由学校按１２０－１５０元标准代购中等质量的寝具，包括棉被一条（包括被
面、被里及一至二条棉絮），被套一个、褥子一条、床单两条、枕头和枕套各两件、脸盆一个、

绒毯一条。如未从国内带来蚊帐的，可购蚊帐一顶。［２６］

越生所需副食品实行定量、平价供应；所需糕点、糖果、水果、汽水等食品、饮料，可凭票

到商业部门指定商店或学校食堂附设小卖部和校内商店代售按实际需要平价购买；日常用

布，每人每年发放布票５０尺，每期２５尺；日用工业用品，由商业部门统一制发“购货证”，凭
证到指定商店购买。［２７］

越生的服装，均到我国后才制作，服装标准和数量由越方提出。按规定，每个越生的服

装费不超过４００元。服装标准因地而异：在长江流域一带学习的越生，作棉短大衣或棉中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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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上衣一件（由学生选定）。在京、津、东北或西安地区学习的越生，做棉长大衣或棉短大衣

一件（由学生选定），如越生本人要求每人也可增加一条棉裤，但卫生裤减为一条（厚薄由学

生自选）；此外，再作小棉袄或棉背心一件，也由学生自己选定。各种衣物，均按中等质量采

购，式样由学生自选，但讲究朴素耐用。

此外，各高校为越生配备了适当比例的工勤人员、必需的家具、暖气及教学设备，努力为

越生营造一个良好的学习和生活环境。在住房问题上，原则上采取越生与中国学生同楼同

室或同楼不同室的办法居住，同室居住比例为２∶１，合住的中国学生都政治可靠、立场坚定、
观点正确，作风正派，能讲普通话，［２８］以利于越生学习和生活。

３教学工作

教学工作是培养教育留学生的中心环节。遵照越方要求和中共中央指示，１９６５年秋季
学期，共有２７８７名越生在中国高等院校先学习汉语一年，３４６名直接分配入有关高等院校
学习专业。［２９］学习专业的越生的教学一般由各校根据学习计划及师资、设备等条件并结合

越方所提学习提纲予以安排；研究生、进修生采取在党支部领导下，组成培养小组，分工负

责，专人联系的集体负责制，不再实行过去的导师负责制。

由于受毛泽东主席“学制可以缩短”、“学校要减轻学生负担”以及“改造学校教育让学

生接触社会实际”等教育革命精神［３０］的影响，各相关高等院校在制定这批来华越生的教学

计划时都较以往作了调整，大学生的学制基本上由以往的五年改为四年，研究生多改为进修

生培养，学习期限一年至二年不等。在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安排上，一律实行“少而精”的

原则，与专业关系较小的课程和内容都不予开设或讲授，注重加强生产实践性环节。［３１］

越生的汉语教学计划、教学大纲以及教材都由高教部统一规定。教材是法文版“汉语

教科书”，分上下两册，由北京外文书店直接发给各校。按照教学计划，这批越生需要在八、

九个月内学好汉语。时间短，要求高，为了很好完成任务，高教部和文化部研究决定，为其放

映电影配合教学，具体由当地文化厅（局）负责。

此外，越南驻华大使馆还抽调了一批在中国学习的越生为这批学习汉语的越生担任翻

译，并规定翻译人员的主要任务是作生活上的翻译，但实际上，他们的工作远不止如此。上

海师范学院的２名翻译除了生活上的一些翻译工作外，还负责中国情况介绍课、汉语教学
（包括补充教材、语言实践课）、参观访问、教学电影的说明、参加政治活动和会议活动，并适

当了解学生的学习意见和要求等。

担任越生教学工作的教师均要求品学兼优，政治上符合涉外条件；业务能力较强，且有

一定的教学经验；身体健康，没有传染病；会说普通话。［３２］但实际上，囿于师资的匮乏，这些

条件后来有所放宽，如高教部就从当年高校毕业生中分配了一部分应届毕业生到各高校担

任教师。

越生的编班一般在２０人左右，每班配备两名汉语老师，每大班（约６０人）配备一名政
治教师，其中每班专职教师两名，一人兼任班主任，担任越生教学工作的全体教师成立一个

教研组。［３３］

通过近一年的汉语学习，在沪越生一般均能掌握生词五千字左右，能会话，能听懂老师

讲课，能写短文。在沪越生基本上顺利完成了汉语学习，先后被分配到各高等院校进行专业

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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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１９６５年来沪越南留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

１９６２年国家出台的《外国留学生工作试行条例（草案）》，明确规定“对留学生必须经常
地主动地进行思想工作，启发他们自觉地努力学习，保证教学计划的顺利完成，并增进他们

对我国的了解和友谊”［３４］。在中苏关系出现复杂变化的时期，中国特别关注越南方面对苏

联“修正主义”的态度，坚持从意识形态上对其施加以影响，这不能不影响到这批来华的越

南留学生。

１思想政治教育方针

１９６５年６月，《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发表了题为《把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斗争
进行到底》的编辑部文章，第一次提出“反帝必反修”［３５］，中苏关系由破裂走向敌对。受此

影响，中国方面格外强调对该批来华越南留学生进行政治宣传教育，后来甚至干脆把留学生

教育政治化，严重脱离留学生教育的本质内涵。

１９６５年，中央对越生政治思想的方针是“积极影响，不强加于人”，既要求各高校有意识
地联系国内外形势积极开展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又强调不要向越生提出改造思想的

要求，要通过同越生开展经常性的友好交往活动，增进友谊，以达到潜移默化、耳濡目染的

目的。［３６］

然而１９６６年，随着“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开展，“突出政治”的方针深入到教育领域。高
教部在分配结束一年汉语学习到各高校转学专业的越南大学生、研究生和进修生的发文通

知中，多次强调对他们除了业务上的培养，更主要的要在政治思想上给以影响，积极向他们

宣传毛泽东思想、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要求各校在配备教师和教学安排等方面，首先

要从政治上考虑。［３７］

为此，在１９６６年秋季开学工作中，各高校均把政治工作放在首要地位，在留学生的一切
工作中都奉行“突出无产阶级政治”，提出“留学生到我国是进毛泽东思想的训练班”，“是否

积极主动有效地宣传毛泽东思想”是衡量留学生工作好坏的主要标志。［３８］尤其是在越生休

学回国前，教育部指示各高校抓紧时间宣传毛泽东思想和“文化大革命”，加强对越生的政

治思想工作。

２多元化的政治思想教育方式

政治思想工作贯穿于越生在华学习的整个时期。在教学管理中进行政治思想教育是一

种最基本的方式。越生人数较多的高校都由学校主要领导挂帅，专门抽调教师和工作人员，

成立了“外国留学生办公室”，全面负责越生工作。

在课程安排上，政治课是所有越生的必修课，不允许免修。学习汉语的越生，开设《中

国情况》介绍课，学习专业的越生，政治理论课一般包括政治经济学、哲学、中共党史等。此

外，学校还定期专门为越生开展形势教育和座谈会。［３９］

组织越生在节假日外出参观游览，是对其进行思想教育的又一种有效方式。鉴于过去

几年我国对留学生假期活动补助的经费较少，大部分留学生特别是越生因经济原因而未能

参加假期参观旅行，错失政治教育机会的实际情况，１９６５年２月，国务院外事办公室批准了
“关于修改外国留学生假期去外地参观旅行经费补助标准”的请示，大幅度提高了假期活动

补助费补助比例［４０］。这无疑大大有利于对越生进行政治思想教育。

由于组织越生外出旅行不只是纯粹的参观游览，而是要通过游览提高他们的思想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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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旅行地点的选择，节目的安排，都是从有利于开展政治思想工作方面来考虑的。１９６６
年，上海各相关高校就充分利用节假日组织了越生到南京、南昌、韶山、井冈山等革命胜地及

社会主义建设标志性成果所在之地参观旅行。

事实证明，这种方式成效显著。通过参观游览，越生受到了一次次具体而生动的阶级教

育、革命传统教育、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社会主义建设方针教育以及“反修”和中越友好

教育。［４１］

此外，各级相关部门还积极组织各高校开展留学生思想工作交流会，相互学习，共同进

步。１９６５年１１月，在上海市高教局与市外办联合召开的“来华学汉语的越生进行思想工作
的经验”交流会议上，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和上海师范学院三所高校分享了各自的

体会。

（四）全部越南留学生休学回国

１政策的出台

１９６６年７月，鉴于全国各高等院校正在进行“文化大革命”，经中央批示，高教部对有关
高等院校发出了“对外国留学生下学期单独安排上课”的通知。事后，不少学校为这一决策

做了尝试和准备，但实践证明，有关留学生开课的组织领导、教师人选、教学计划、教材以及

教学环境等方面，均存在很大困难。并且随着“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深入发展，还会产生新

的困难。

据此，教育部报请中央批准，于９月１９日在给有关国家驻华使馆的《备忘录》中提出：
“从现在起，在华外国留学生（包括大学生、研究生、进修生）回国休学一年”［４２］。９月２２日
高等教育部对有关省、市、高教（教育）厅（局）和有关高等院校发出“从现在起，对外国留学

生一律停课，休学一年”的通知。至此，１９６６年在华外国留学生全部停止上课。
但考虑到各国的实情，中央又决定，对于越南、阿尔及利亚两国留学生“在征得他们政

府同意后，拟集中到我军队学校学习政治理论、武装斗争经验和汉语；如有的愿休学回国，他

们使馆决定后，我可同意，并负担其回国往返旅费”，并对他们回国或继续留华都作了周密

安排。［４３］结果后来接越南大使馆通知，越方决定全部越生回国休学一年。

２越生离校前的宣传教育和友好工作

自教育部发出外国留学生休学回国的通知后，各国留学生对此的反映不一。“大多数

留学生对我国关于留学生回国休学一年的决定，有比较准确的认识，但也有些留学生缺乏正

确的理解，表现出某些不满情绪，更值得注意的是某些帝、修分子利用此事进行造谣欺骗，挑

拨离间，企图破坏我们的政治影响，达到他们不可告人的目的”。

因此，教育部对各有关高等学校下达了“在外国留学生回国前，各校必须通过适当方式

加强对他们的宣传教育和友好工作”的通知，并对停课休学一事作了统一说法，要求对所有

外国留学生着重讲解两方面内容：

一是根据国庆节筹委会最近所发的内部文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问题的讲话提纲”，

结合本地本校具体情况和留学生活思想，正面宣传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二是向留学生

说明我国政府作出这一决定，是从实际情况出发的。原本决定为他们单独安排上课，但事实

证明，这种做法有好些困难不易克服，对他们的教学亦不能保证正常进行。

教育部还要求向留学生讲明我国政府向他们提供回国往返旅费，一年后再返华继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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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待我国文化大革命、教育改革搞好后，可以肯定对外国留学生的学习好处更多、收获

更大。

对越生，除了讲解以上两方面内容外，还需另外说明一点：我国政府考虑到越南正处于

战争环境，为避免因越生回国休学给越方增加困难，已准备好安排越生到我国军队学校再进

行一年的政治理论、武装斗争经验和汉语学习。现越方既然决定全部调回国休学，一年后再

来中国学习，我国政府尊重越南方面的意见，按照越方的要求安排。

越南大使馆作出全部越生回国休学一年的决定后，又向教育部提出，在回国前，将越生

集中几个地点，使馆派人去组织他们进行政治学习，待学习结束后，便由集中地点启程回国。

３整装待发，越生工作结束

１９６６年１０月下旬，在华越生纷纷结束集训，整装待发。按教育部规定，越生回国时，自
行决定是否携带行李和服装，并特准带回我国发的衣被。凡不能带走的私人物品，由学校统

一保管；所需托运的大件行李，由本人包扎，写明姓名及收件地址。待一切准备就绪，由我国

铁道部组织专列运送回国。经与铁道部商定，全国３２２２名新、老越生（不包括１９６７年暑假
毕业而提前到１９６６年年底毕业和继续在科学研究单位学习以及因病不能回国的越生）先后
分八次从集训地点出发回国。上海越生安排乘坐第四次列车，于１１月７日离沪回国。
１９７０年，国务院决定１９６６年９月回国休假一年的外国留学生不再复学，他们存放的行

李物品拟运回或处理。

三、结语

从上述考察中我们不难发现，１９６５年越生来华和次年回国都深受冷战时期国际关系的
影响。一方面，面对持续恶劣的战争环境，越南不得不转移大量学生出国学习，而现实的国

际形势致使其选择余地非常有限。１９６５年越战开始升级之时，越南对于中国有着比较多的
信任和依赖。另一方面，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毛泽东主席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出现了重大改

变，“两个拳头打人”的对外政策逐渐都指向苏联。１９６６年毛泽东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
就有为对苏备战而作战争动员的考虑［４４］。显然，这一转变必然会影响到中国的对越援助，

包括１９６５年这批来华的越南留学生。
对于中国而言，同意接受这一大批越生在华学习，不仅是履行国际主义义务的需要，很

大程度上还是出于战略利益的现实政治考虑。越南作为地处印度支那地区的一个社会主义

国家，对中国而言，既有地缘战略利益，又有中国与苏联争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导权的战

略考虑。

越战升级以后，中苏两国都极力增加其对越南的影响力。为此，中国在不断加大对越军

事和经济援助的同时，还特别注重对越意识形态输出。各高等院校尤其关注越生的反修态

度，在日常的留学生工作中力求采取多种方式对越生进行“反帝反修”教育，如定期进行形

势教育，组织参观旅行，观看“反修”主题电影，发动师生与越生沟通交流等，从中了解越生

对苏联的态度。但越生组织性和纪律性都较强，他们要么避而不谈，要么表示他们国家的反

修方式与中国不同，只有少数表示坚决“反修”。显然，对越生意识形态影响的实际收效并

不理想。

后来，随着来华越生休学回国以后又“已陆续派往苏联或东欧国家学习”［４５］，再加上越

南对苏联军援的依赖，中越分歧的加大，苏越关系越来越紧密，中越关系渐行渐远。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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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中国在越南抗美战争中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最终还是失去了这个盟

友”［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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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　李滔．中华留学教育史录：１９４９年以后［Ｍ］．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０：２８６．
［１５］　从１９５０－１９６５年，我国总共接受外国留学生７２５９人，其中越南留学生５２５２人，１９６５年来华外国留

学生３３１２人。参见李滔．中华留学教育史录：１９４９年以后［Ｍ］．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０：２８６．
［１６］　此处数字与上海市高等教育局编．上海市高等教育统计资料（１９４９－１９７８年）［Ｍ］．（１９７９：７３）有出

入，据该书记载，１９６５年上海在校越生共计６４１人。
［１７］　上海市高等教育局填报１９６５－１９６６学年度外国留学生统计表》［Ｚ］．上海市档案馆：Ｂ２４３－２－８４７．
［１８］　复旦大学关于报告学习汉语越南留学生文化程度的函（１９６６年１月１５日）［Ｚ］．上海市档案馆：

Ｂ２４３－２－８３３．
［１９］　上海市高等教育局关于五百名越南留学生来华后的情况和问题的报告（１９６５年９月４日）［Ｚ］．上

海市档案馆：Ｂ２４３－２－６８６．
［２０］　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部关于再分配一批越南大学生入有关高等院校学习的通知（１９６５年９月

１０日）［Ｚ］．上海市档案馆藏：Ｂ１２３－６－７３５．
［２１］　《上海通志》编纂委员会编．上海通志［Ｍ］．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２００５：４９７０．
［２２］　高等教育部关于发送入各校学习专业的越南大学生名单（１９６６年８月８日）［Ｚ］．上海市档案馆：

Ｂ２４３－２－８４４．
［２３］　李滔．中华留学教育史录：１９４９年以后［Ｍ］．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０：２７４．
［２４］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关于越南留学生的经费负担办法和垫款标准的通知（１９６４年５月３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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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Ｚ］．上海市档案馆：Ｂ２４３－１－３３１．
［２５］　上海市卫生局发送“关于外宾医疗工作几项暂行规定”（１９６４年１月２２日）［Ｚ］．上海市档案馆：

Ｂ２４３－２－４４４．
［２６］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关于越南留学生的经费负担办法和垫款标准的通知（１９６４年５月３日）

［Ｚ］．上海市档案馆：Ｂ２４３－１－３３１．
［２７］　上海市第一商业局、上海市第二商业局、上海市粮食局关于改进对外国留学生、实习生商品供应的

联合通知（１９６３年６月２１日）［Ｚ］．上海市档案馆：Ｂ１２３－５－１４２７．
［２８］　上海师范学院、复旦大学、华师大关于接受越南留学生学习汉语的有关材料（１９６５年５月 ～９月）

［Ｚ］．上海市档案馆：Ｂ２４３－２－６８６．
［２９］　李滔．中华留学教育史录：１９４９年以后［Ｍ］．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０：２７３．
［３０］　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一册［Ｍ］．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６：２２－２４、３９１、４９２－４９３．
［３１］　中央教育部、其他各部关于接受外国留学生入学问题与有关高等学校的来往文件（二）（１９６６年２

月～８月）［Ｚ］．上海市档案馆：Ｂ２４３－２－８３３．
［３２］　上海市高等教育局关于接受越南留学生工作的报告（１９６５年６月１９日）［Ｚ］．上海市档案馆：Ｂ１２３

－６－７３５．
［３３］　上海市高等教育局关于接受４００名越南留学生准备工作情况的报告（１９６５年５月２９日）［Ｚ］．上海

市档案馆：Ｂ２４３－２－６８６．
［３４］　李滔．中华留学教育史录：１９４９年以后［Ｍ］．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０：３１３．
［３５］　把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Ｎ］．人民日报，１９６５－６－１４．
［３６］　中央教育部在沪举办“越南留学生工作干部教师学习班”材料（１９６５年６月 ～８月）［Ｚ］．上海市档

案馆：Ｂ２４３－２－５８３．
［３７］　高等教育部关于发送入各校学习专业的越南大学生名单（１９６６年８月８日）［Ｚ］．上海市档案馆：

Ｂ２４３－２－８４４；高等教育部关于分配一批越南研究生和进修生到有关单位学习的通知（１９６６年５
月２８日）［Ｚ］．上海市档案馆藏：Ｂ２４３－２－８４４．

［３８］　上海市高等教育局关于留学生一九六六年秋季开学工作的意见（１９６６年８月３１日）［Ｚ］．上海市档
案馆：Ｂ２４３－２－７８０．

［３９］　上海师范学院、复旦大学、华师大关于接受越南留学生学习汉语的有关材料（１９６５年５月 ～９月）
［Ｚ］．上海市档案馆：Ｂ２４３－２－６８６．

［４０］　１９６３年规定外国留学生假期去外地参观旅费的补助办法为：火车费、旅馆费由国家和留学生各负
担一半。现改为由国家补助 ２／３，留学生负担 １／３。参见李滔．中华留学教育史录：１９４９年以后
［Ｍ］．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０：３５５．

［４１］　上海市高等教育局关于１９６６年外国留学生暑假、国庆及其他节日活动有关材料（１９６６年４月 ～１１
月）［Ｚ］．上海市档案馆：Ｂ２４３－２－８２５．

［４２］　李滔．中华留学教育史录：１９４９年以后［Ｍ］．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０：３６１．
［４３］　高等教育部关于１９６６－１９６７学年度外国留学生停止上课的通知（１９６６年９月２２日）［Ｚ］．上海市

档案馆：Ｂ２４３－２－８３１．
［４４］　徐达深．中华人民共和国实录·第３卷（上）［Ｍ］．吉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１６７．
［４５］　李滔．中华留学教育史录：１９４９年以后［Ｍ］．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０：８２３．
［４６］　李丹慧．中苏关系与中国的援越抗美［Ｊ］．当代中国史研究，１９９８（０３）．

（作者陈德军，系上海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杨健璎系上海大学历史系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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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学习理念下的来华留学生
综合实践课程类型研究

东华大学　柯玲

“服务学习（ｓｅｒｖｉｃｅ－ｌｅａｒｎｉｎｇ）”是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源自美国的一种教育理念。具体是
指学生在教师指导下，通过从事社区服务而学习知识和技能、发展多方面能力、养成公民责

任感和健全个性的课程与教学取向。它是“社区服务”和“学术学习”的整合。

综合实践是指与学业相关的集语言应用、文化体验、社会实践为一体的综合性活动。综

合实践课程是来华留学生本科学习课程体系中一个不可或缺的板块，是留学生走出课堂，接

触中国社会、感受中国文化的重要途径。但在来华留学生教学研究领域中，综合实践课程的

研究还较为薄弱。本文将针对来华留学生综合实践课程的类型进行研究。

一、服务学习理念的基本内涵

“服务学习”一词是在１９６７年由美国南部地区教育委员会（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Ｂｏａｒｄ）首
先提出来的。该教育委员会认为，服务学习是对学生大有裨益的社会服务，强调以学生的

学习为本。①

２１世纪初，“服务学习”逐渐引起中国学术界的关注。相关研究围绕“服务学习”的定
义进行了诸多探讨，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有以下一些：

２００１年，赵希斌、邹泓在《美国服务学习实践及研究综述》一文中谈到“关于服务学习的
概念可以说是众说纷纭，一般认为服务学习的要素包括：学生积极主动的参与，与学业课程

的结合，完善的组织和计划，关注社会需要，学校和社会的密切配合，有效的反思，应用知识

和技能的机会扩展的学习机会，关注社会、关心他人的情感的培养等。②”针对服务学习的概

念，提出了几个要素，其中包括学生、学校、社会三个主体。

２００４年，周加仙在《美国服务学习理论概述》一文中认为，服务学习是一种以学生为中
心，将社区服务与课堂教学结合起来的开放性的学习方式，学生在生活情境中运用知识，并

从经验的反省中获得未来生活所需要的知识，进而提供进一步获取知识的动机，同时形成公

民的责任 ③ 。该定义强调学生在服务学习中可以运用知识、获得知识以及提升学习动力，

同时形成公民责任。

２００７年，张华在《论“服务学习”》一文中讨论“服务学习的内涵”时，谈到“服务学习”
（ｓｅｒｖｉｃｅ－ｌｅａｒｎｉｎｇ）有着学生在教师指导下通过从事社区服务而学习知识和技能、发展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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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张华关于“服务学习”课程模式研究的几个问题教育探索，２００６（２）：２２－２３
赵希斌、邹泓美国服务学习实践及研究综述比较教育研究 ２００１（８）：３５－３９
周加仙美国服务学习理论概述外国教育研究２００４（４）：１４－１８



方面能力、养成公民责任感和健全个性的课程与教学取向。

正像这个术语本身所表明的，它是“社区服务”和“学术学习”（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ｓｔｕｄｙ）的整
合，即把“学会服务”（ｌｅａｒｎｔｏｓｅｒｖｅ）和“在服务中学习”（ｓｅｒｖｅｔｏｌｅａｒｎ）两种行为整合起
来，把“为了更好的学生”和“为了更好的公民”两种目的整合起来 ④ 。定义强调学生在服

务学习中，可以发展多方面能力、养成公民责任感和健全个性。

２００９年，郝运在其博士论文《美国高校服务学习研究》中，对美国学界有关“服务学习”
的各种定义进行了系统的梳理，认为有关服务学习的定义主要从三个角度出发：（ｌ）从学校
教育的角度定义服务学习。（２）从学生成长的角度定义服务学习。（３）从政府的角度定义
服务学习。

服务学习是在处理好“服务”与“学习”关系的基础上，采用服务任务与课程相结合的手

段，实现高校科研、教学和服务职能有机结合，鼓励学生用所学的知识满足社区的现实需求

和长足发展，以期实现社会发展的目标；在服务的全过程中积累各方经验，进行结构性的反

思，推动对专业知识的深入性理解和运用的能力，以期实现学生成长与学术性的学习目标；

同时在参与探寻社会建设和社会问题的过程中，获得社会责任感和公民的知识、技能和态

度，以期实现国家公民教育的目标。

在这一过程中，学生、学校、社区、社区服务中心和政府相互协作和配合，以实现多个参

与主体互惠与共赢 ⑤ 。这是一个相当全面而细致的定义，几乎涵盖了此前学者们有关“服

务学习”定义的全部内容。

综上所述，“服务学习”是一种立体型的学习理念，需要调动学生、学校、社会等多方面

的资源和积极参与，其目的是不仅让学生获得有益于社会发展的知识，而且让他们健全个性

并形成社会责任感，客观上也确实为社会提供有益的服务。

二、来华留学生综合实践课的教学目标

在我国高等教育体系中，社会实践课程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

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明确指出：“社会实践是大学生思想政治

教育的重要环节，对于促进大学生了解社会、了解国情，增长才干、奉献社会，锻炼能力、培养

品质，增强社会责任感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该课程的宗旨和目标与“服务学习”有着较多的相似之处，同样强调培养个人才干，以

及增强社会责任感。留学生高等教育是中国高等教育的一个分支，因此在留学生的教育体

系中社会实践课程也是不可或缺的部分。

另一方面，我国的留学生教育，历来重视社会语言教学实践。早在５０年代初创时期，就
采取多种措施积极引导留学生广泛接触中国社会实际，了解中国，提高汉语交际能力。１９７８
年，教育部批准北京语言学院创办现代汉语专业系时，明确要求该系把“积极为学生提供语

言实践机会”作为“主要教学措施”之一，专门设置课程，正式把社会语言教学实习列入教学

计划。⑥足见，通过融入社会来提高运用语言的能力是培养高水平留学生的重要手段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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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⑤

⑥

张华论“服务学习”教育发展研究２００７（５）：１－８
郝运美国高校服务学习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２００９１１：１３－１８
刘士勤关于中高级对外汉语教学的社会语言实践问题汉语学习１９９３（２）：３５－４０



近年来，随着留学生教学体系的日趋成熟，留学生教育中的语言实践和社会实践逐渐融

为一体，发展成综合实践课。这门课集语言应用、文化体验、社会实践为一体，是留学生走出

课堂，接触中国社会、感受中国文化的重要途径。课程以提高留学生的语言运用能力和培养

留学生的社会责任感为总目标，具体表现为三个方面：

第一，在实践中完成语言学习任务，提高语言的运用能力。学生在相对集中的一段时间

中，走入社会，自主完成相应的语言学习任务。时间一般为一周或几周。整个过程分为老师

布置任务、简单指导，学生分组做计划并去校外完成任务，师生一起对任务完成的结果进行

评价和反思。

这与日常在课堂中拿着课本，听老师讲授来学习知识的方式不同，这是一种靠自己去观

察、去发现、去寻找的方式获取知识。学生脱离了课堂语言的环境，最大程度地融入生活语

言中，这大大调动了学生使用语言的欲望。

第二，健全个人个性的同时培养社会责任感。学生以小组形式完成实践任务。在完成

任务过程中，需要与同伴共同合作、分担责任、分享成果。通过这个过程，学生能学会理解他

人的个性特点，懂得尊重人、体谅人；同时培养分享的意识，学会与周围的人形成融洽的

关系。

实践的任务有去福利院陪伴老人孩子，去图书馆帮助有需要的人，在马路上维持交通秩

序，这些都让学生深切体会到被需要的感觉，自然而然地树立起社会责任感。

第三，在综合实践中认识和了解中国社会，树立科学的世界观和价值观。留学生来中国

前，从书本上、新闻里、其他人的口中或多或少对中国有了一些了解，然而这些并不一定就是

真实的中国。他们来中国后，也主要是在校园这个相对单纯的环境生活。

而为了完成综合实践任务，留学生们必须亲自去体验当地人的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从

而亲眼认识中国，亲身了解中国。在这个过程中，留学生们能较为客观科学地树立起自己的

世界观和价值观。

三、来华留学生综合实践课的类型

通过考察当今国内高校留学生教育体系中综合实践课开展的情况，我们可以将其分为

三种类型：观摩型、体验型和服务型。

第一，观摩型。这是基本层次的实践课类型。主要包括去中国各地旅游观光、参观跨国

公司在中国设立的分公司、观看各类中国特色的表演、聆听校内外专家学者或成功人士的

讲座。

旅游观光是国内高校最常使用的综合实践形式之一。一般来说，学校与旅行社联系，安

排好旅游行程，学生自愿报名参加，几十上百个学生，在老师和导游的带领下，去全国各地旅

游区游览。

这种团队旅游，由于行程安排紧张匆忙，往往只能让学生对旅游地有一点浮光掠影的印

象，来不及较深入的了解，甚至没有机会跟当地人进行交流。而有的学生更关心旅途本身的

乐趣，连自己去过的地方名称都不清楚。原本希望学生通过旅游，对中国的山山水水、风土

文化有亲身的体会，但随着学生人数的增加，管理安排难度逐渐增大，效果也越来越差强人

意了。

参观跨国公司在中国设立的分公司或工厂，如可口可乐、三星电子等公司。学生们在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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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的带领下到达参观的公司，公司派专人为师生们讲解公司的发展历史和现状，展示公司的

各类业务和各种产品。之后，学生们可以亲眼观看公司生产线的运作全过程。

这类参观充分满足了学生的好奇心，亲眼看到自己日常消费物品的制作过程让他们感

到非常新奇。一路上的汉语介绍也在无形中提升了他们的语言能力。

观看中国特色的表演包括组织学生观看杂技———上海马戏团“时空之旅”，观看昆曲或

京剧等中国传统戏剧。学校甚至聘请有关的演员来学校做专场演出，并在演出中设计专门

的教学环节，让留学生直观地了解中国传统戏剧中的各种角色的服装、化妆、动作等特点。

为了拓展留学生的视野，学校安排了校内外专家学者或成功人士的专题讲座。专家学

者讲座的主题包括中国语言文化、中国经济社会；而一些企业领导人则跟同学们分享当前的

就业信息和业界的动态及展望；另外一些来自各国领事馆的官员，则会探讨一些中外政治文

化交流的热点问题。

通过以上一些形式的实践活动，学生们能了解许多课本以外的知识，拓宽了眼界，与中

国社会有了直接的接触。但是，这些活动中，学生都处于被动接受的状态。这与平时课堂学

习的形式基本一样，不同的是换了新的老师或者换了新的学习场所。

学生在被动接受知识时，参与度相对较低，加上人数众多时，即使不参与也不会被人关

注。要通过这种类型的活动来达到提高学生语言运用能力、培养学生社会责任感的目标是

相当困难的。

第二，体验型。这种类型的综合实践活动较第一种类型提高了学生的主动性。以东华

大学汉语言本科学生的综合实践周为例。老师们为不同语言层级的学生安排了不同难度的

实践任务，初级任务有寻访上海的特色美食、著名景点、各种特色博物馆；中级任务有深入了

解上海的商圈、上海的老字号、新品牌；高级任务则是走访上海的历史文化道路、古镇、文化

产业园等。

每个任务中有一些具体的小任务。如走访上海的商圈这个任务，要求学生找到从学校

到目标商圈的公交路线，绘制商圈的地图；找到能到达该商圈的所有地铁线路和５条以上的
公交线路；找到商圈内不同行业的代表店铺；找到商圈内１０个银行或ＡＴＭ机等。所有的目
标都必须记录具体的地址，配解说照片，最后制作成 ＰＰＴ，三天后回学校汇报。一个班中不
同国家的学生被分在同一个小组，每个小组３－５名成员，学生们自己选出组长，由组长安排
完成任务的分工和时间表。顺利完成任务的小组，成员们的得分一样，组长比一般成员

多３－５分。
由于学生们被拆分成了许多小组，每个小组人数不多，任务又比较具体，因此每个人都

必须充分发挥自己各方面的能力来促使整个小组任务的完成。在整个实践活动中，同学们

往往是各展所长，显示出了极高的主动性。

在小组合作中，也会产生各种各样的矛盾，但三天的时间一般都能让他们学会体谅别

人，为了集体的目标，改变一些自己的习惯。如平时较懒的同学会变得勤快起来；平时骄傲

的同学，会尝试跟伙伴商量问题，共同寻找最优的解决方案。在这个过程中，有的同学表现

出了非凡的领导沟通能力，即使他平时学业成绩并不突出。

在体验型的实践活动中，整个过程由学生安排主导，发生问题都必须自己解决，没有老

师的协助。学生有更多的机会锻炼自己多方面的能力，学会与人相处、与人合作，这跟平时

独立学习是完全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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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活动中，大家都深刻认识到集体力量的强大，同时为自己身为集体的一员深感温暖，

最后成绩的高低并不影响他们在活动中获得的乐趣。在一个平等的学习团队中，人人都尽

可能地展示出自己最强的一面。他们学会了用汉语跟陌生的中国人交流，获得自己需要的

信息，同时惊喜地发现自己的汉语水平比想象的要好，从而大大增强汉语学习的信心和兴

趣。由此可见，通过这样的实践活动是能基本实现提高学生汉语水平，同时健全学生个性的

目标，但培养社会责任感方面还稍嫌薄弱。

第三，服务型。这是综合实践活动最高级的形式。包括去社会福利院陪老人们聊天，陪

孩子们做游戏，为他们带去心灵上的温暖。去图书馆、宾馆，用留学生本身具有的多种语言

优势，运用来中国以后所学的汉语，为顾客服务。走进当地幼儿园、中小学校园，与中国的儿

童和青少年互动，为中国的孩子们开启中外文化交流的大门。在当地重要的国际性文化活

动中担任志愿者，如２００８北京奥运会、２０１０上海世博会、每年的上海国际电影节、上海国际
旅游节中都有留学生们的身影。

以东华大学留学生与区域图书馆的合作活动为例。留学生们来自全世界五大洲九十多

个国家，每次参加活动的大约有十几个国家的同学。图书馆会定期购买一些外文书籍，但由

于区域图书馆小语种的工作人员相对匮乏，常常无法制作中文的标签目录，导致图书无法及

时准确分类上架。留学生们发挥自己语言特长，把母语翻译成汉语，并能为书籍撰写简单的

内容提要，方便图书馆的管理人员后续的分类整理工作。

此外，留学生们还能为图书馆提供一些在自己母国非常重要或非常流行的一些书籍目

录，作为图书馆采购外文书籍的参考。在图书馆定期举行的读书沙龙上，留学生们为中国读

者用汉语介绍着自己国家的经典作品，传递自己国家的文化，在讨论中又深深体验着不同文

化之间的差异和共鸣。

在这些活动中，留学生们能体会到一种被需要的感觉，自己的所学为社会、为他人提供

了有益的帮助。这必然促使学生在课堂学习中进一步提升自己，在将来能更好地服务社会。

在这种类型的实践活动中，学生们已不仅仅是体验了解中国的社会和文化，而是发挥自

己各方面的能力，关怀他人、服务他人。留学生较高的语言交流能力是顺利进行这类活动的

基本前提，除此之外，爱心、社会责任心是高质量完成实践活动的保障。可见，服务型的实践

活动是最能实现综合实践课课程目标的活动类型。这是与“服务学习”理念最接近的实践

活动类型。

综上所述，来华留学生的综合实践课程在全国留学生教育体系中已经有了初步的发展，

国内各高校从不同的角度出发，设计了各种各样的综合实践的方式，基本可以归纳为观摩

型、体验型和服务型三类。

而这三个类型的综合实践课程对学生个性能力的培养，有各自的侧重点。最后一种

“服务型”实践活动对学生能力的提升更有针对性和推动力，同时也符合当今社会发展的

需求。

将“服务学习”这一教学理念更好地贯穿于实践活动的各个环节，促使综合实践课程向

科学化、体系化的方向发展，将是值得在未来实践中尝试探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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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华留学研究生学术能力
影响因素分析及应对策略

南京理工大学国际教育学院　朱萍

从１９８４年来华留学研究生人数不超过两位数，发展到２０１４年学生数达４７，９９０人，３０
年间我国来华留学研究生培养规模快速扩张。《留学中国计划》中明确指出，计划在２０２０
年使来华留学生在当前基础上增加到５０万人，其中“接受高等学历教育的留学生达到１５万
人”。这意味着在未来几年，来华留学研究生教育必将有较大发展。

规模的急剧扩大对提高留学研究生培养质量提出了新的要求。来华留学研究生是学校

的“高端产品”，其培养质量的好坏不仅直接关系到相关高校的国际学术声誉，还关系到我

国整个高等教育的国际声誉，因此，培养质量将始终是来华留学研究生教育的生命线［１］。

一、研究生教育质量和学术能力的关系

研究生教育质量具有法定标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

条例暂行实施办法》都对硕士、博士研究生应具备的能力及学位论文应达到的水平进行了

规定。研究生教育质量的主要标志是研究生培养质量。

研究生教育是建立在本科教育之上的专业教育，担负着培养高素质、高层次、创造性人

才培养的重任。研究生培养的各个环节也更应该注重能力的培养。因此，能力标准就成为

研究生培养的首要标准。在各项能力中，学术能力的培养是研究生教育的核心和关键。

二、来华留学研究生学术能力研究综述

学术能力（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ａｂｉｌｉｔｙ）简言之是指从事学术研究的相关能力。ＥｒｎｅｓｔＬＢｏｙｅｒ在
１９９０指出：学术的内涵应包括相互联系的四个方面，即探究的学术、整合的学术、应用的学
术和教学的学术。学术能力可以理解为学习专门系统知识的本领，即认知能力；探究学问、

发展学问过程中所采取的科学方法，即科研能力；以及该过程中所具有的批判创新精神等，

即我们所提倡的创新能力。［２］。它主要体现为研究领域内的知识汇集，学术问题的辨识、科

研实践与研究以及学术提炼与创新等诸多方面的能力［３］。

学术能力的培养对于研究生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从研究生培养的角度来说，良好的学

术能力的养成可以保证学生在攻读学位期间，完成科研计划，撰写出合格的学位论文，并顺

利完成毕业答辩，进而使这种能力伴随其今后的工作和学习中。

通过对来华留学研究生培养的文献资料进行查找，笔者发现，国内学者对来华留学研究

生的研究兴趣主要集中在招生、管理和教育现状的分析上。对来华留学生学术能力的研究

还并未进入我国高校教育者和管理者的视野。在知网上使用“留学研究生”和“学术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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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合关键词来搜索文献，查不到相关的研究论文。

国外学者对留学研究生的学术能力和影响学术表现的因素分析较为深入。ＧＡＪＤＺＩＫ
（２００５）认为，留学生研究生在科研上所面临的困难和本国学生是一样的，实际上留学研究
生的学业负担是双倍的。

他们需要进行留学异国的学术调适———适应和熟悉该国研究生教育规范、开发和探索

自己感兴趣的研究领域、准确理解学术要求。他们还需要适应留学生活的巨大变化，比如社

会关系、生活方式，外语的生活环境。从事助研助教工作的研究生在准备教学材料和研究项

目等方面还要面临额外的压力。所有这些变化和负担都会严重影响他们的学术体验和学术

表现［４］。

Ｐｅｒｄｅｒｓｅｎ（１９９１）指出，和本国学生比起来，留学生研究生一般要面对更多的困难和挑
战。他们的困难包括语言障碍、得到的学术指导不够、教育背景不同造成的知识储备不足、

适应该国的教学方法和不同的学术氛围。这些国际研究生所面对的困难都可能会妨碍他们

的学术成果的产出［５］。

三、影响我国来华留学研究生学术能力的因素分析

影响研究生学术能力的因素有很多，研究生的培养是研究生个人、导师和环境相互作用

的过程，多种因素对其产生着重要的影响。大部分学者都选择从个人方面、导师方面以及环

境方面三个角度来对博士生科研能力或绩效影响因素进行研究（虽然不同学者所名称不

同，但内容实质相同）［６］。

由于留学研究生的导师和科研环境与中国研究生相比相差无几，本文着重从留学研究

生自身特点入手，分析影响该群体学术能力的因素。

（一）留学研究生学术能力差异较大，学术基础与我国高校研究生培养脱节的矛盾很

尖锐

目前来华留学研究生的主体生源是来自于教育基础和经济基础落后于我国的发展中国

家。我国教育部门已经将留学生的招生权利下放给了高校，“外国留学生的录取由高等学

校决定”、“录取标准由学校自行确定”［７］。

但现实的情况却不容乐观，为了追求“国际学生比率”和经济效益，个别院校自费留学

生的招生基本处于“谁来都要”的无底线状态［８］。来华留学研究生前期学术背景的不足和

高校对招生门槛过低，造成留学研究生学术能力差异较大，为后期的培养带来较大困难。

笔者与南京理工大学多名博士生指导教师的访谈中了解到，有部分来自发展中国家的

博士研究生甚至连本科阶段的基础课程都没有扎实系统学习过。为完成培养任务，老师不

得不花费大量时间为他们补习本科阶段的专业基础课程。

（二）来华留学研究生的语言能力较为薄弱，限制了他们的学术能力

中文和英文是留学研究生在华学习的语言。目前国内高校对使用中文作为授课语言的

留学生都做了新版汉语水平考试四级或者五级的要求。而我们知道，语言水平考试不能代

表学生的实际语言应用能力，有些学生属于“高分低能”，并不能适应专业学习。

丁笑炯（２０１０）在对上海市四所高校来华留学生的调查表明，用汉语和英语学习的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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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８４８％和１１０％，只有１０９％的留学生认为用目前的教学语言学习很容易或者容易，感
到很困难或者困难的有４０７％［９］。

笔者在对南京理工大学来华留学生进行访谈时发现，在沪留学生的困难具有普遍性，不

少留学生表示，虽然进入专业学习之前进行了为期一年的汉语强化，也通过了学校汉语水平

考试四级的要求，但在第一年的学习中，普遍感到专业课教师比汉语教师说话速度快，甚至

还有教师还带有地方方言的口音。

们还感到专业词汇多，需花大量精力查字典学习专业词汇。因此，在听课、记笔记、阅读

文献资料、撰写论文等环节仍感到汉语水平不够用。与此同时，仍有为数不少的使用英文授

课的留学生并非来自英语国家，他们也同样面临着语言能力不足的压力。

（三）来华留学研究生查找图书资料的能力不足，限制了他们的学术能力

探究学问、发现问题是学术能力的重要方面。不知道学术前沿，不知道学术生长点，就

无法提出一个好的问题，更谈不上学术创新。“如果不知道他人已经研究了什么，取得了什

么成果，那么，我们所做的大量研究就可能只是、而且目前实际上就是在重复他人已经做过

的事，研究他人已经研究过的课题，‘发现’他人已经有的发现。”［１０］。

调查发现，只有２４２４％的留学生使用过图书馆的借还书服务；使用过图书馆自习室的
留学生只占１２１２％；只有１０１０％的留学生使用过图书目录查询图书；利用图书馆数据库
资源的留学生仅占７０７％；利用信息咨询、馆际互借和文献传递等深层次服务的留学生比
例更低［１１］

特别是对于一些来自欠发达国家的留学研究生，其计算机和网络的应用水平不高，获取

和利用信息资源的能力还处于较低水平。

对于留学研究生而言，除了导师的指点，更多的是要靠自己广泛查阅大量的学术研究资

料，从而发现问题，寻找出有研究价值的东西。查找图书资料文献能力的不足，限制了来华

留学生研究的学术能力。

（四）部分高校来华留学研究生课程教学与培养目标脱节

高质量的课程学习对于强化留学研究生的科学方法训练，培养他们的学术能力起着重

要的作用。然而，调查表明，满堂灌、照本宣科和填鸭式的教学方法是他们在华留学的糟糕

的体验。他们写道：“教育体系非常可怕，它不教你独立思考，我们总是重复教师的话，这不

会促进学习”，“教学方法是死记硬背，很少有互动和课堂参与”；“我希望一些老师不要再照

本宣科，不然，我就没必要来上课了，我们回家自己也能读书”［９］。

总的说来，留学研究生课程教学的问题主要有：

一是课程设置不合理，随意性大、因人设课现象依然严重；二是课程内容陈旧，不能及时

追踪学术前沿；三是教学方法和手段落后，有的高校仍旧延续满堂灌的教学方法，不符合大

多数留学研究生的学习习惯，不能发挥学生在学习中的主体地位［１２］。

（五）我国缺乏对留学生家属安置的政策保障，使已婚留学研究生有家庭的后顾之忧，

影响了他们的学术研究投入

由于为数不少的来华留学研究生已经结婚，根据他们的生活习惯和宗教信仰，须携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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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一同来华学习。与中国力求晚生、少生的计划生育政策不同，大量已婚的穆斯林国家的研

究生不但携带多名子女来华学习，而且处于生育活跃年龄的研究生在华生育孩子的情况也

并不少见。

留学研究生家属处于我国教育体制之外，在华生活所经历的跨文化适应困境并不比留

学生少。如何帮助家属克服跨文化适应困境还没有引起我国社会各界人士包括政府和教育

界的关注。留学研究生在调适好自我身心的同时，还要帮助家人适应在华生活。

此外，由于我国对外籍人士子女入学入托的问题并无相关规定，留学研究生子女的入学

入托上学难的问题，有时候甚至连高校主管部门都无力帮助解决。而民办国际学校学费奇

高，远远超出绝大多数留学研究生的经济承受能力。

繁琐的家庭事务和帮助处于社会更为边缘的留学生家属适应在华生活耗费了留学研究

生大量精力，不利于他们投入学术研究。

四、改善和提高来华留学研究生学术能力的应对策略

来华留学研究生学术能力的培养与提高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整个过程是一个螺旋上

升的渐进过程，需要从多个方面入手，从而有效提高来华留学研究生的学术能力。

（一）完善导师的信息发布建设，促进入学前导师与研究生之间的沟通，落实来华留学

研究生招生“导师学术审核制”

入口关的质量保证是整个质量保证的基础。２０１３年３月，教育部、国家发改委、财政部
联合印发《关于深化研究生教育改革的意见》，提出完善招生选拨办法，建立博士研究生选

拨“申请—审核”机制，发挥专家组审核作用，强化对科研创新能力和专业学术潜质的考察。

笔者认为，该机制同样适用于来华留学生研究生。目前国内高校留学生招生主要由国

际教育学院或者留学生办公室这样的留学生主管部门负责。该部门在初审留学研究生的入

学申请之后将申请材料分配到相关学院来进行处理。整个申请过程，行政化程度高，而学术

审核未得到足够重视。

研究生的研究兴趣需要在该研究领域导师指导下才能转化为科研成果。寻找匹配自己

研究兴趣的导师，是顺利完成科研论文的前提。但通过对代表国内最高水平的９８５高校的
英文网站进行调查，鲜有导师信息介绍。

教育部留学基金委“留学中国”网站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ｓｃｅｄｕｃｎ／Ｌａｉｈｕａ／是“提供最全面的
来华留学信息”的网站，但目前尚未建立导师信息发布频道。

部分留学研究生反映，他们是通过阅读学术期刊上导师发表的科研论文收集到导师的

工作单位和联系方式，才与导师建立上联系。顺畅的沟通是导师与研究生双向互选的前提

保障，因此高校和教育主管部门应完善导师信息的发布机制，使用中英双语发布导师的联系

方式、研究成果等信息，便于留学研究生申请人根据自己的研究兴趣选择自己合适的导师。

同时，也利于导师了解申请人的学术背景、研究兴趣、家庭背景、个人意愿，从而更为准

确地审核留学研究生的入学申请。落实来华留学研究生招生“导师学术审核制”，将从源头

上改善和提高来华留学研究生学术能力语言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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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立学术资料库，助力留学研究生的学术能力提高

从事高水平学术研究的人，知识结构应该是以“宽底尖顶”的宝塔型为佳。塔基是各种

基础知识，各级塔层是研究领域的大量专业知识，而塔顶就是学科前沿知识。基础知识扎实

与否决定其专业知识的高度和广度，丰富的专业知识可以帮助快速掌握学科前沿知识和发

现有价值的学术前沿问题。

对于研究生而言，除了导师的指点，更多的是要靠自己广泛查阅大量的学术研究资料，

从而发现问题，寻找出有研究价值的东西。国外的研究表明，留学生的信息需求和信息行为

等与本国学生有显著差异。

留学生在信息利用方面存在三个个主要问题，即语言交流问题，学习方法与行为方式的

差异问题，本国信息服务方式及接收国相异的问题［１３］。

除了加强对来华留学生进行信息检索信息素质教育之外，建立相关学科的学术资料信

息库，会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方案。任何科学研究都是有一定延续性的，把前人的研究成果，

学术资料，实验数据等通过信息库的形式建立起来，对后续研究者可以提供很大的便利。

特别是对于一些来自欠发达国家计算机和网络的应用水平不高的留学研究生来说，其

获取和利用信息资源的能力还处于较低水平，如果能够通过提供学术资料信息库的方式，减

少他们获取学术资料的困难，把经过“提炼”的学术资料提供给他们，这样的“学术营养”可

以帮助他们明确科研的大方向，尽快提高自己的学术能力。

（三）建立中外师生学术交流机制，培养留学研究生的学术能力

对于刚刚进入研究生阶段的留学生而言，大部分人不太清楚中国高校的学术要求、学术

氛围、老师的教学习惯、学校的学风，可能也不太了解什么怎么做科研、如何入门。这时就需

要前人的指引，需要中外研究生之间进行广泛的交流。

由于来华留学研究生的圈子很小，靠自身去进行这样的活动具备较大的困难。由校方

建立一个正规的能让老师和学生的群体融合在一起的交流机制。比如中外研究生学术沙

龙，学术社区，定期聘请高水平专家进行有针对性的讲座。这样的机制可以兼有正式和非正

式的交流、兼顾学科之间的交叉，使中外学生都从中受益，从而将学术交流发展成为自发的

习惯。

为了保证交流效果，应要求留学生事先阅读与报告主题有关的的文献，避免报告效果因

留学生的语言能力不足和背景知识了解不足而大打折扣。学术报告具有较强的专业性，如

果不了解其学术背景，对刚刚进入研究生阶段的留学生来说肯定会有理解难度。

在阅读相关文献之后，留学研究生会有自己的思考，提出自己的问题。带着问题去听报

告，做到有的放矢；报告听取完后要写学术心得，既可以锻炼留学研究生的写作能力，又能让

导师了解其对报告内容的理解和看法，进而做出更加切合实际的指导工作。

中外师生学术交流机制，是中外师生互相学习交流的过程，也是帮助留学生逐渐融入到

科研团队的过程。导师可以了解到留学生的科研状态，留学生可以更全面的接触研究领域

中的各种问题，找到自己感兴趣的研究方向，从而形成双向良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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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高校管理部门和政府采取措施，加强文化融合，解决留学研究生的后顾之忧

美国人类学家罗伯特·雷德菲尔德（ＲｏｂｅｒｔＲｅｄｆｉｅｌｄ）等人１９３６年发表了《文化适应研
究备忘录》（ＭｅｍｏｒａｎｄｕｍｏｎｔｈｅＳｔｕｄｙｏｆＡｃｃｕｌｔｕｒａｔｉｏｎ）最早提出了文化适应的概念，“文化适应
是指两种不同文化的群体在连续接触的过程中所导致的文化模式的变化”。

因脱离于中国社会生活和高校管理之外，留学生家属比留学生融入中国文化的可能性

更低。因此，高校留学生管理部门要寻找有效的社会支持加强文化融合，帮助留学生及教书

完成跨文化适应过程，如采取措施鼓励家属学习汉语，举办以留学生家庭为主题的聚会活

动，创造条件促进留学生家庭与中国社区的交流。

同时，有关政府部门应逐步考虑留学生的安置及保障问题，如就近入学安排留学生子女

入学入托，鼓励留学生家属购买在华综合保险。只有解决好了留学研究生家庭的问题，才能

保证他们“乐学中国”。只有家庭无忧和乐才能使留学研究生将主要精力投入在科研上。

来华留学研究生学术能力培养对于其个人和学校都有着重要意义。只有重视其学术能

力的培养，并采取科学有效的培养方法和策略，才能从本质上提高学校的来华留学研究生教

育质量，以吸引更多的高层次外国留学生来华学习，增强学校的国际知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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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韩高校全英文授课项目比较研究

复旦大学　张向荣　战敏

随着教育全球化时代的来临以及国际交流的发展，英语已然成为国际通用交流语言，英

语作为授课媒介也成为高等院校国际化程度的标尺。亚洲留学市场的竞争日趋激烈，作为

亚洲留学主要目的地国，中国、日本和韩国三国都在通过多种方式和渠道加大招生力度，相

继推出许多建立英语授课项目相关政策，例如，日本推出“全球３０”计划，挑选日本的３０所
大学开设全英文授课课程；韩国实施的“全英文授课 －ＧＳＩＳ”项目等等。近年来，我国的全
英文授课项目虽然总体上发展平稳，各校也不断积极推出新项目、新政策吸引留学生，但相

较日韩，我国的全英文授课项目以各校自主推行为主，没有国家层面的统筹。

一、日本全英文授课项目发展情况

１全英文授课项目设立的背景

日本早年曾提出了“脱亚入欧”的口号，在这种思想和背景下，为在激烈的国际留学市

场上占据一席之地，推进高等院校国际化发展，日本不断推出教育国际化的举措，力图获得

更多国际型人才。

具体来说，１９９１年文部省修订了《学位规则》，外国留学生用英文撰写学位论文成为可
能。２００２年提出ＣＯＥ计划，打造高水平研究基地。
２００８年，日本发布福田康夫首相提倡的接受３０万留学生计划，即以２０２０年为目标，将

原有在日学习的留学生人数由１２万增至３０万，简称Ｇｌｏｂａｌ３０。这一计划的出台意味着一
些列促进留学生的方针出台。其提出根据是在亚洲和世界各国之间，人才、物流、资金、情报

的交流不断扩大，作为日本国际化战略的重要一环，推进以“英语授课”为代表的大学全

球化。

２全英文授课项目现状

日本有１３所大学参与Ｇｌｏｂａｌ３０计划，分别是东北大学、筑波大学、东京大学、名古屋大
学、京都大学、大阪大学、九州大学、庆应义熟大学、上智大学、明治大学、早稻田大学、同志社

大学、立命馆大学。

根据在日本网站上的调查，调查到的课程数量大约是３００个左右，可修学位包括学士、
硕士、博士等。专业则涵盖经济学、环境科学、航泰机械工程、分子化学、海洋生物学、自然科

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艺术、医学科学、医学、咨询科学与技术、公共政策学、媒体与治理、

媒体设计、税收政策和管理、工程学、生物学、商业研究、农学、政治经济、理工学等设计各个

领域的专业。

关于招生人数，举例而言，到２０２０年为止，明治大学计划招收４０００名留学生，立命馆大
学也计划招收超过４００名留学生。由此可以大致计算出在原有已接受留学生的基础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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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将会有７，００００多名学生到日本留学。
关于师资，为了应对留学生的大量涌入，为了与一些海外的机构进行交涉，写出英文合

同等等，将招收一些能够熟练进行英语口语对话、具有较高英语水平的职员。此外，积极增

加外籍教员的聘用也列入了议事日程。

主要教师师资方式有：国际教育院派教员支援；采用外国教员，实行主干教员制度，招聘

国际知名教员，扩大师资，实现教员多样化；国际公募教员，提高外籍教员比例；派遣国内教

员及研究人员到海外学习提高、与伙伴大学进行教员交换；培养双语教员；实施丰富的课外

研究制度，提高师资水平。

３国家及学校层面的支持：经费及奖学金

在经费方面，被Ｇ３０选中的１３所大学，计划政府每年支援２亿至４亿日元，持续交付补
助金５年。然而，在２００９年的行政会议上，该计划被列为预算缩减对象。而２０１０年度的预
算额减少了３成。

而有关于奖学金，根据日本驻华大使馆新闻文化中心一等秘书柳泽好治的介绍，目前，

日本的外国留学生有８％左右拿到了日本政府的奖学金，这个比率相比英美等国家是有绝
对优势的。另外，６４％的自费留学生能获得各种各样的社会团体提供的奖学金，具体有未来
先导国际奖学金，石桥财团奖学金等。

二、韩国全英文授课项目发展情况

目前韩国拥有３７０多所正式的高等教育机构，其中包括１７９所私立大学和４３所国立大
学。根据统计数据，韩国２０１０年招收了８３８４２名来自世界１７１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国际留
学生。韩国正不断增加国际学生来源国的国别，特别是来自欧美的高质量学生，英文授课项

目在此时举足轻重。

１设立全英文授课项目的背景

韩国是典型的出口贸易型国家。随着全球化日益加快，各国之间贸易战争越来越激烈。

为了克服这样困难的国际环境，韩国迫切需要很多对外贸易专家，国际政治经济专家，通商

专家等等。因此，１９９７年韩国金永三总统政府推动了“世界化”政策。“世界化政策”的主
要相关措施之一就是积极培养国际型专业人才。

为了国际型专业人才的培养，韩国政府决定在９所著名大学（首尔大学／高丽大学／延
世大学／庆熙大学／梨花女子大学／西江大学／中央大学／汉阳大学／韩国外国语大学）开设相
关研究生课程。即ＧＳＩＳ（Ｇｒａｄｕａｔｅ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ｔｕｄｉｅｓ）课程，该课程是所有课程都
是英文授课课程。

韩国对ＧＳＩＳ课程提供巨额的政府资助来重点培养国际型人才，使他们能够处理广泛并
复杂多样的国际事务及针对来自不同文化地域的人采用的经营策略。ＧＳＩＳ的优势在于：

第一，全部课程采用全英文授课，电脑化的教学方式，无需汉语基础；第二，教学设施及

师资力量可谓亚洲最雄厚；第三，ＧＳＩＳ拥有全亚洲最雄厚的师资力量，教师都来自世界著名
学府，并在各自专业领域内拥有博士学位。

学生通过他们在该专业的理论及实际知识的学习，学生们将装备上实际的知识，了解基

本的国际事务，及掌握对国际事务认识和解决技能等专业知识。这些优势也是的韩国 ＧＳＩ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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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受到越来越多留学生的青睐。

２课程数量与专业情况

首尔国立大学、延世大学、梨花女子大学、庆熙大学、汉阳大学、高丽大学、西江大学、中

央大学等多所全韩国著名大学都开设了ＧＳＩＳ课程。目前开设ＧＳＩＳ课程的大学在专业主要
有：国际合作、国际关系、国际贸易和金融、贸易谈判、国际政治经济、国际化管理、国际经济、

发展合作、外交和安全、地区研究以及韩国研究。

招生方面，以延世大学，高丽大学和梨花女子大学为例，其ＧＳＩＳ课程开设专业和名额大
同小异，一般而言，把它分成国际通商学、国际合作、国际地区学和韩国研究等，名额是每个

专业大约２０名左右，外国留学生和韩国学生的比例为１∶１。

３政府与学校方面的支持

ＧＳＩＳ课程奖学金分别来自韩国政府的奖学金，学校的奖学金和企业奖学金。政府奖学
金方面，韩国政府设置有ＢＫ２１计划项目，设计自己达到１４兆韩元，也就是相当于１４亿
美元，即使从世界范围来看，这也是相当惊人的额度。

韩国政府设置ＢＫ２１的目的就是在于改善韩国各个大学的研究水平和生活条件，即为
学校提供奖学金计划，帮助学生解决经济问题。

参与计划的大学，每个学生都可以获得这一计划的资助，金额大约为每个月２０万韩元
左右。此外，留学生在韩国大学上学，还能得到一笔额外１２万韩元的补助，这样留学生基本
可以凭借从韩国政府获得的资助和补贴解决一个月的生活费。

学校方面，学校会为研究助理、教学助理提供一定的补助，即学生更随的教授根据学生

参与的实验或者研究项目给予一定的薪水，额度大约在１０万至２０万韩元。除这些补助外，
学校还会根据学生的成绩，觉得免去其４０％到１００％的学费。

除以上两种形式的奖励之外，在韩国的留学生也可能会遇到一些其他的项目资助，例如

其他国家在韩国设立的公司、办事处或俱乐部等，都有可能为留学生提供一定额度的资助。

４项目评估

韩国政府２至３年会对参与ＧＳＩＳ项目的高校进行一次评估。韩国教育部大学支援部
对相关高校的评估很多方面。比如，ＧＳＩＳ的设施和设备完善、专任教授的质量、著名教授的
聘请规模、教授和学生的比例、有无与国外名牌大学开设联合项目、该课程能否连接国内外

企业或国际机构实习（工作）的机会，该课程的毕业生的就业率如何。

韩国政府把每所大学的课程的质量用这些因素来评估，给ＡＢＣＤＥ分数，获得Ａ成绩的
学校能获得第二年的政府的相关支持金最多，Ｅ成绩的学校不改善该课程的缺陷的话，教
育部会把那些高校视作没有竞争力，取消相关的政府支持金。以此激励ＧＳＩＳ高校重视全英
文授课项目的质量，不断推动课程的发展。

三、我国全英文授课项目发展情况

不同于日本和韩国，我国的英文授课项目没有系统的项目名称。目前国内北京大学、复

旦大学等多个知名院校为提高自身国际化水平，吸引多元化文化背景的国际留学生，都相继

开设全英文授课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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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北京大学

（１）管理体制及资金支持

截止２０１４年，北大共拥有１２个全英文授课项目。除政府主导管理的项目外，都是以院
系自我管理为主。项目收费由院系自行核算成本确定，学校为支持项目的实施，对全英语授

课项目提供一定的政策扶持，确保项目顺利起步和平稳运作。从２０１３年起，个别全英文授
课项目开始尝试招收中国政府专项奖学金留学生，并且不收学费差价。

（２）项目不足之处与遇到的困境

总体而言，十年内全英文授课项目运转不错，但是新项目拓展无力，后劲不足，院系作为

项目的主要力量，积极性不够，就院系的管理模式而言，很大程度上也无法满足留学生的需

求。教授表面上热情高扬，但涉及到培养方案上报等实际操作时，就会变得消极被动。个别

规模不大的项目，更是面临人员更替严重的问题，使得管理人员无法全盘掌握项目情况。

学校层面而言，无制度支持，院系各行其事，虽然留学生工作处针对项目有一个工作流

程，但是该流程实际只针对项目申报审批，具体施行和教学层面，依然是依照各院系各自的

情况而定。项目总体还处在摸索阶段。

２复旦大学

（１）项目发展概况

为了适应海外留学生来华留学的需要，拓展学校的国际化战略，２００５年复旦大学在国内
高校中率先按照国际通行的办学模式，试办２年制的全英语硕士学位项目－“中国政治与外
交”硕士学位项目，并完全面向国际留学生开放。目前复旦大学已有２３个全英文学位项目。

（２）经费支持

随着国家教育经费投入的持续增长，来华学生奖学金的数额也不断加大。２０１２年，教
育部下拨给复旦大学的来华教育奖学金经费为３７００万元，为接收公费留学生提供了充足的
资金保障。此外，上海市每年拿出３０００万元设立留学生奖学金，复旦大学每年也能得到一
部分。在２０１２年６９５２人次留学生中，１５％可以拿到中国政府设立的各类奖学金。

（３）项目质量管理制度

复旦大学积极健全完善全英文授课项目质量管理制度，建立了由学生学习情况及学习

成果数据采集和分析、教学环节质量监控与外部专家审核三位一体的项目质量保证体系。

学生学习情况与学习成果数据搜集方面，项目定期举行与任课老师的积极沟通。同时

建立导师与项目管理人员的沟通通道，即时了解学生需求，保证导师学生双方的顺畅交流，

便于导师对学生的全面了解和针对性的指导方案的制定。

教学环节质量监控方面，学院除了系统的开展学院领导和项目主任听课制度外，还制定

了学位项目评价表。全面系统地对项目设计、生源与录取、课程与培养、师资队伍以及项目

管理的５个一级指标、１６个二级指标开展自评与互评，并不断根据评估结果对教学质量监
控相关措施进行调整和完善。

除了依托学生、任课老师以及项目管理人员外，复旦大学还不断邀请外部专家和合作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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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教学及管理人员对项目运作和管理进行审核，并邀请专家学者以及校内外专业管理人员

对项目运行发展和问题解决方式进行评估指导，开放的吸纳外部评估意见的同时，保证了项

目的茁壮成长和长期良性发展。

（４）项目评估制度

英语授课项目运作前５年都可以参加项目评估，通过复旦大学自身设立的４个指标进
行评估（学生构成，教师构成，课程体系，项目运行）。根据评估结果，研究生院会对项目进

行５－８万元的经费支持。到了第６年，项目依然可以参加评估，但资助就停止了。今后，复
旦大学可能会引入国际上的一些项目评估办法，完善全英文授课项目的评估。

四、中日韩高校英语授课比较

总体而言，全英文授课项目在中国还处于稳定发展阶段。从项目的总体运行情况看，项

目都是依靠学校院系主导操作，无论是招生，师资培养，课程安排，都是学校乃至具体院系自

行操作，无国家层面的统筹和计划，这是我国英文授课项目区别于日韩的最突出的一点。国

家层面虽无前期指导和支持，但提供中后期的课程评选评估，以支持和鼓励项目的健康发展

和不断完善。

就中国高校在该项目的具体操作中面临的问题来看，经费不足是项目运行中最大的困

境；其二是学校和院系在对项目管理中存在的矛盾和冲突，学校往往给予开设项目的院系很

大的自主权，但在实际操作中却会遇到其他部门不配合及校院两级管理冲突的困境。总体

而言，项目处于依靠学校自身，各自摸索的状态。

根据对中日韩三国各大高等教育院校的比较，我们可以看到，全英文授课项目在三个国

家都得到了很大的重视，其发展也逐步繁荣。但是，在全英文授课项目的发展过程中，依然

有需要改进的问题：

其一便是对高校国际化理念的不正确认识，阻碍了全英文授课项目在更大的平台上的

发展。其二便是高等院校留学生管理制度不先进，这不但给留学生带来了不便也不利于高

校立足全球的国际性发展。其三便是涉及全英文授课项目的制度政策不全面。导致项目发

展没有全面稳定的统筹。

五、对发展我国英语授课项目的启示

为完善全英文授课项目，首先，不论是管理人员还是教师，都应当具备一个与时俱进的

高等教育国际化理念。吸收和借鉴世界各国先进的办学理念和办学模式，为提高本国综合

实力和推进现代化进程而培养具有国际理念和通晓西方文化知识的一流人才。

其次，必须制定一个全面的全英文授课项目发展战略并提供相应充足的资金支持，统筹

项目的发展。

最后，完善的质量评估体系必须建立，以提高项目的质量，指导项目发展。

全英文授课项目在中国的发展历史并不长。尽管项目建设存在很多瓶颈需要克服，但

无可否认，英文授课项目的发展不仅有利于我们优秀文化在国际上广泛传播，也有利于培养

具有全球视野的竞争力强的国际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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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预科教育标准的几点思考

天津大学国际教育学院　韩志刚　董杰

作为一个独特的强化教育模式，中国政府奖学金本科来华留学生预科教育（下文简称

“预科教育”）应该在教育学理论指导下进行教学总体设计，全面分析教学需求、教学内容、

教学对象、教学时限等因素，来确定教育标准。

教学需求是指“学生当前的相关知识和能力状况与所期望达到的状况之间的差距。”教

学需求分析的结果是得到教学总体目标。就预科教育而言，预科生来华初始水平、预科教育

学制、中国大学入门门槛要求，这三者是确定预科教育标准需要考虑的最主要的客观因素；

课程设置、教师配备、教学方法、管理策略、教材建设这些都属于技术层面的因素。

结合近十年预科教育实践的体会，我们认为，确定预科教育标准有几个问题需要特别

注意：

一、区分理想化标准和可行性标准

预科教育的总体培养目标大体上是明确的，即达到或基本达到中国大学入门标准———

中国高中毕业生的中上等水平。换个角度说，留学生能听得懂、学得会大学专业课程，这是

对留学生就读中国大学专业学习的客观要求，也是预科教育应该达到的标准，即理想化

标准。

先说汉语水平，据《汉语水平等级标准与语法等级大纲》，在中国高等院校入专业学习

的基本语言能力水平是老 ＨＳＫ的“中等三级”水平，即六级水平。老 ＨＳＫ六级汉语词汇
５２５３个，汉字２２０５个，语法项目６５２个。

再说专业知识水平，留学生入中国大学专业学习，根据常识，他们应该具有和中国高中

毕业生基本相当的知识水平。这些都是理想化标准。现实情况是预科留学生进入预科阶段

的初始水平与中国大学的客观要求之间存在巨大差距。他们汉语水平几乎为零，知识水平

参差不齐。

我们预科教育学制是１－２年，以１年为主。通过１年的预科教育，让预科留学生达到
与中国大学新生大体相当的水平几乎不可能，让中国大学专业老师对我们预科教育培养出

来的留学生说满意，很难。

可行性标准是根据生源入学时初始水平，通过一年时间的预科强化教育实际能够达到

的标准。通过实际调查确立预科教育的可行性培养标准是预科教育政策的当务之急。

从预科教学大纲第一稿（２００９年版）到现行的第二稿（２０１３年版），大致就是从理想化
标准向可行性标准靠拢的一个过程。

以预科基础汉语教学大纲为例，２００９年版大纲对学生应掌握的汉字、词汇只有数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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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而没有具体的汉字表、词汇表；有语法项目表，但基本是参照老 ＨＳＫ考试大纲的初级
项目。

２０１３年版的教学大纲虽规定的汉字、词汇数量比原大纲有所减少，但有了具体的汉字
表、词汇表。这是结合预科教育实际拟定出来的，可以说是向可行性标准迈进了一步。

但是，２０１３版大纲规定的应掌握汉字数量是６２２个，只相当于中国小学生１－２年级识
字水平，见表１、表２。可以想象，这样的汉字水平距离入读中国大学本科专业的要求还有多
大差距。此外汉语词汇、语法、运用能力方面，差距也不会小。

表１　基础汉语教学大纲

版本 总学时 汉字 词汇 语法 功能

２００９年版 ４７２＋３３３

（掌握）

１５００

（无表）

接触 ３５００－４０００，两 会

３０００，四会 ２５００（ＨＳＫ考试

大纲、留学生汉语言专业教

学大纲）（无表）

１５２项，实际１１５＋６０

（有表）

２８项

（有表）

２０１３年版 ？ ６２２（有表） １６２４（有表） 分类６分层４（有表） ？

表２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识字标准

年级 认识 会写

１－２ １６００左右 ８００左右

３－４ ２５００左右 １６００左右

５－６ ３０００左右 ２５００左右

７－９ ３５００左右

表３　专业汉语教学大纲

版本 科技汉语 医学汉语 经贸（经管）汉语 人文社科汉语

２００９年版

２０４学时，掌握

６００－８００词汇，

６０－１２０表达

式。（有表）

５４学时，听说 ＋阅

读（无表）
１１７学时，（无表） 无

２０１３年版
９６学时，词语

３１６个（有表）

９６学时，词语分复用

２２１，领会 ２７９，扩展

４７４（有表）

５４学时，必修１２专题１４９

专业词语＋１８４非专词；２４

个表达式。选修６专题，５３

专业词语 ＋９５非专词，１２

个表达式。（有表）

１２０－１６０学时，６００

－８００专 业 词 语

（无 表），能 力 描

述，阅读速度、听记

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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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预科数理化教学大纲

版　本 数学 物理 化学

２００９
１０８学时，知识点为纲，课程

词语（有表）

６４学时，以知识点为纲，先

期词语 １７３个（有表）课程

词语（有表）

６４学时，以知识点为纲，先期

词语，化学物质词语、基本概念

词语（有表）

２０１３
１０８学时，知识点为纲，课程

词语（有表）

６４学时，以知识点为纲，先

期词语 １７３个（有表）课程

词语、专业词语（有表）

６４学时，以知识点为纲，先期

词语，化学物质词语、基本概念

词语（有表）

２００９年版到２０１３年版的预科专业汉语大纲、数理化教学大纲也基本体现出从主观描
述到客观量化、从理想化标准到可行性标准的变化轨迹。专业院校最关心预科教育的理想

化标准，这是自然而然的。承担预科教育的预科院校则只能更关注可行性标准。

二、区分政策标准与测评标准

预科教育标准还应该区分政策标准和测评标准。所谓政策标准，是指教育主管部门确

定并公布实施的预科生结业合格标准。由于生源质量、预科学制等客观因素的限制，当前的

预科教育暂时还无法使学生结业时的汉语和专业知识水平达到理想化标准，因此需要教育

主管部门来确定预科生结业的实际操作标准，即政策标准。

预科教育的政策标准既与预科教育的可行性标准密切相关，又不完全是一回事。政策

标准的确定既要参考预科教育的可行性标准，又要考虑政治外交等因素。因此，预科教育政

策标准应该是以可行性标准为主要依据同时具有一定灵活性的结业标准。

预科教育的测评标准是专门衡量预科教育水平的一个科学测评体系，预科教育是测量

的对象，测评标准是尺度和工具。测评标准以科学、客观、可信为原则，用它可以来衡量预科

教育在某个时点实际达到的水平。

因此测评标准应该是个阶梯体系，就像量尺具有刻度一样，从低到高，逐级上升。只有

这样的标准才能具有前瞻性和广泛的适应性，可以适应将来中国发展水平、来华生源质量的

变化。

三、重视基础研究

确立预科教育培养标准、建立预科教育测评标准都离不开基础研究的支撑。现在预科

教育的基础性研究还十分薄弱。理想化标准还有待客观量化，比如中国大学入门水平到底

指什么水平？入读中国大学本科专业的学生需要的普通汉语水平、专业汉语水平、专业知识

水平有哪些细化指标？汉语知识、专业知识总量应该是多少？具体包括哪些项目？在这些

项目中，哪些是最基本的应该先教先学，哪些后教后学？每个知识点应该掌握到什么程度？

这些都需要通过调查来确定。

同样，从可行性标准来看，在有限的教学时间内，学生能够学多少？应该学哪些？应该

先学哪些后学哪些？一项知识应掌握到什么程度，一项能力应达到什么水平？都需要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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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统计数据来说话。

基础研究应该按照不同科目，分门别类细化知识点、能力点，用统计的方法来确定知识

点、能力点的“量、项、序、度”。只有具备了预科教育所需的各门课程的知识点、能力点的

“量、项、序、度”这些基础研究数据，预科教育的培养标准、测评标准才是科学可靠的，才能

立得住脚，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参考文献：

［１］　崔永华．对外汉语教学设计导论，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北京，２００８．

［２］　北京语言大学汉语水平考试中心，中国汉语水平考试大纲初、中等，现代出版社，北京，２００３．

［３］　预科教育教学大纲（２００９年版、２０１３年版）［试行］．

［４］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制定，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２０１１年版），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北

京，２０１２．

［５］　董杰、韩志刚，试论面向来华留学生预科教育的专用汉语研究，语言教学与研究，２０１４年第４期，４２

－４８．

（作者韩志刚系天津大学国际教育学院汉语系副主任、原预科部主任、博士、副教授；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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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国际学生专职辅导员队伍建设的思考

北京科技大学留学生中心　贾兆义

来华留学教育的发展目标及国际学生规模的快速扩大，客观上要求对国际学生各方面

的教育管理水平不断地提高。但是来华留学教育质量和国际学生事务管理水平距离来华留

学教育快速发展的现实需要相比存在着较大差距，能够准确把握来华留学教育发展规律、通

晓国际学生事务管理的专门人才队伍距来华留学教育快速发展的客观要求也存在着较大

差距。

作为来华留学教育质量发展的主要内容和重要保障，国际学生事务管理在来华留学教

育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国际学生专职辅导员作为国际学生事务管理工作的直接参与者

和实践者，是国际学生事务管理工作的主体力量，其能力高低直接影响着国际学生事务管理

工作的成效，关系着来华教育管理服务水平和来华留学教育质量的提高，甚至关系来华留学

教育和我国高等教育的形象。

国际学生专职辅导员队伍建设是来华留学教育体系中的重要一环，做好这项工作可以

实现国际学生事务管理创新驱动，是建设科学化、规范化、创新型国际事务管理体系的必由

之路，也是提高来华留学教育质量的内在要求。

本文所述国际学生专职辅导员不同于当前普遍使用的“留管干部”，而是参照中国学生

工作系统设置的专门从事国际学生事务管理工作的专职辅导员。

一、设立国际学生专职辅导员的必要性

１是实现来华留学教育质量发展的现实要求

《留学中国计划》明确提出“统筹规模、结构、质量和效益，推进来华留学事业全面协调

可持续发展，打造中国教育的国际品牌”。经过近几年国际学生规模的快速发展，可以预

见，来华留学教育在保持规模增长的同时，会更加注重优化结构、重视提高质量、注重提升效

益，实现来华留学教育内涵发展、质量发展与规模发展并重的局面，这必然要求我们提高国

际学生事务管理水平。

２０１４年，在华接受学历教育的国际学生仅占来华生总数的４３６０％，其中硕士和博士研
究生占比仅仅１２７％。由此可见，实现来华留学教育质量发展任务艰巨。吸引国外青年学
生到我国接受学历教育，除了改进教学、提高质量外，提升管理和服务水平也是实现来华留

学教育发展的必然要求。

国际学生专职辅导员是从事来华留学管理与服务工作的主要承担者，是国际学生在华

求学过程中关系固定、接触最多的留管干部群体，因此，国际学生专职辅导员队伍建设必然

是实现来华留学教育质量发展的现实要求。

２是创新国际学生事务管理模式的客观需要

当前我国高等院校国际学生事务管理体制主要存在着三种模式，即国际合作与交流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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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设留学生办公室的模式、独立设置国际教育学院模式和单独设置二级行政部门留学生处

模式。

这三种模式是高校根据各自的实际情况发展起来的，在来华留学教育发展的不同阶段

都曾经发挥过积极作用。但是在高等教育国际化不断发展的新形势下，面临国际学生数量

快速增加、国际学生事务管理日益专业化的情况，既有模式弊端不断显现。

这些模式或是不足以有效地为国际学生事务管理提供有力支撑，或是难以协调学校内

部来华留学教育发展工作的全局。再者，这些模式将国际学生过分的集中在一个学院，与中

国学生形成条块分割，不利于实现校园国际化氛围的营造和提供在校中外学生交流的机会。

当前，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现况和来华留学教育的实际，除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综合

实力强的几所学校外，多数学校还难以做到趋同化管理。在趋同管理的过渡阶段，突破既有

的机制束缚，需要创新国际学生事务管理模式，优化国际学生事务管理体系，实行以国际学

生专职辅导员为主体的条块结合的国际学生事务管理体制不失为一种探索。

国际学生专职辅导员作为与国际学生联系最为紧密的群体，最了解国际学生的需要，最

能及时掌握国际学生的动态；另一方面，能够与国际学生相关的各院系、各部门实行有效沟

通，促进国际学生事务管理水平和来华留学教育质量的提高。

３是提高国际学生事务管理水平的必由之路

来华留学教育实现规模发展与质量发展、内涵发展并进的局面，一方面，要求我国高等

教育能够提供高水平的来华留学课程体系、专业体系、学科体系和培养体系，这是来华留学

教育发展的基础；另一方面，必须要有高水平的国际学生事务管理与发展指导工作为之提供

保障，没有高水平的国际学生事务管理和发展指导工作的开展，来华留学教育发展就会严重

制约，声誉度会受到严重影响。

随着中国国际影响力的逐渐增强，“到中国学习”成为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士的选择。当

前，国际学生事务管理多停留在碎片化、经验型和事务型的阶段，显然与快速发展的来华留

学教育难以适应。提高国际学生事务管理水平，必须实现国际学生事务管理由事务型、知识

型、经验型向向创新型、能力型、研究型转变。

而且当前来华留学教育受关注度不高，留管干部自身工作的成就感、社会认同感及职业

发展前景都存在着较大问题。根据国际学生事务管理工作的特点，探索并形成适合具有适

合国际学生专职辅导员自身的发展路径，最终形成建设归属感强、勇于创新、能力突出、乐于

奉献的国际学生专职辅导员队伍，对于提高国际学生事务管理水平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

二、国际学生专职辅导员应该具备的素质和能力

国际学生专职辅导员工作在来华留学教育的第一线，在国际学生学习和生活等方面负

有重要职责。国际学生专职辅导员的能力如何，事关国际学生对所在学校和中国的感情，事

关来华留学教育各项任务的落实，事关来华留学教育事业的发展和质量的高低，国际学生专

职辅导员作为国际学生事务管理工作的直接参与者和具体承担者，应该具备与其要求相适

应的素质和能力。这些素质和能力是完成国际学生事务管理工作的基础，也是国际学生专

职辅导员自身发展的需要。

由于学生事务管理工作的共性，国际学生专职辅导员除具备与中国学生辅导员具有的

能力之外，还应该具备与国际学生事务管理特点和国际学生特点相适应的政治素质、跨文化

交流能力、国际学生事务管理能力和科研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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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本文研究的重点，将就国际学生专职辅导员自身应有的特点做出论述，与中国学生

辅导员相同的部分不再赘述。

１政治素质

国际学生专职辅导员不同于中国学生辅导员需要负责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党团建设

工作，但是留学教育本身具有公共外交和民间外交的属性，所以，作为从事留学教育的教育

工作者，必须具有过硬的政治素质，具有较强的政治敏感性和观察力。

国际学生事务管理工作是一项政策性极强的工作。国际学生专职辅导员较好的开展工

作，就需要有较高的政策水平，熟悉与来华留学相关的法律法规，严格遵守外事纪律，不管面

对来自哪一国家的国际学生，都做到不卑不亢、平等相待。

同时，国际学生在中国接受教育，肯定会不同程度地受到我国的政治影响，更会直接受

到国际学生专职辅导员的思想熏陶。这也要求国际学生专职辅导员具有坚定的政治立场、

过硬的政治素质和信念，发出中国声音，传递中国价值，分享中国梦想，把政治上的积极影响

贯穿于整个国际学生事务管理之中，为培养知华、友华的国际学生奠定基础。

２跨文化交流能力

留学生教育具有鲜明的文化属性，国际学生来到中国，带着各自的民族、地域和文化背

景，来到拥有独特东方文化特质的中国学习，难免会出现一定程度的文化障碍甚至文化休克

现象。

目前，国际学生来源国数量已经达到２００多个，迥异的文化背景和思维方式、多元的宗
教信仰和民族性格，多样的民族习惯和饮食习惯，使国际学生自身文化与中国文化之间、国

际学生知各自的文化之间都存在着不可避免的文化差异，这都给国际学生事务管理工作带

来不同于中国学生工作的挑战与困难。

此外，国际学生远离祖国和亲人，如果交流不畅容易会出现心理问题，人际交往问题及

学业困难等。

国际学生专职辅导员是国际学生来到学校后首先接触到的人，其交流能力的高低影响

着国际学生到中国的初期适应程度，也是顺利开展学生事务管理工作的基础。

３国际学生事务管理能力

国际学生专职辅导员作为国际学生事务管理的直接承担者，国际学生事务管理能力是

其核心能力。学生事务管理能力应该包括育人工作能力，人际关系协调能力、学生活动组织

能力、学生骨干培养能力、学生组织管理能力、学生激励与评价能力、学生工作研究与创新能

力突发事件处理能力等。

毫无疑问，国际学生专职辅导员应该具备这些能力，但是由于国际学生具有来源国家不

同、文化宗教多样、思维方式各异、教育背景复杂等情况，使他们在学习和生活中呈现出诸多

与中国学生不同的特点，国际学生事务管理需要侧重的方面也不尽相同，所以国际学生专职

辅导员在国际学生事务管理工作中应当根据国际学生的不同特点灵活的开展工作。

由于来华留学教育的公共外交和民间外交属性，而且在工作过程中，国际学生专职辅导

员不可避免的会与外国驻华使领馆发生联系，因此，国际学生专职辅导员还应当具有一定的

外事素养。

４科研和创新能力

国际学生事务管理是一项专业性的工作，有其自身的特点和规律，而且来华留学教育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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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迅速发展的阶段，国际学生事务管理不断面临新问题、新情况，这就需要国际学生专职辅

导员具备科学研究和创新能力。

国际学生专职辅导员要探究国际学生事务管理和来华留学教育的发展趋势、工作特点

和规律，特别是当前关于国际学生事务管理的学理性研究较少，国际学生专职辅导员更应当

注意提高自己的科研能力。

创新是提高工作能力的重要驱动力。面对来华留学教育快速发展的现实和国际学生事

务管理面对的对象及所处的环境都正在发生迅速而深刻的变化，国际学生专职辅导员必须

具备较强的创新能力，以创新意识、创新思维、创新技能和创新精神，不断发现新情况、新问

题，探索国际学生事务管理工作的新思路、新途径和新方法，不断提高国际学生事务管理工

作能力。

三、国际学生专职辅导员队伍建设的保障机制

当前，我国国际学生事务管理的理论和实践均落后于来华留学教育发展的需要，呈现出

碎片化、事务型、经验型的特征。来华留学教育在不少院校处于边缘地位，使从事来华留学

教育工作的人员职业成就感、认同感和尊严感较低，这些因素严重制约着国际学生专职辅导

员队伍的建设。

同时，国际学生专职辅导员队伍的建设处于起步阶段，因此，建设一支专业化、创新型、

能力型、研究型的热爱来华留学教育事业、年龄结构合理、知识结构完善的国际学生专职辅

导员队伍，需要积极探索构建国际学生专职辅导员准入、成长、评价及发展保障等机制，为国

际学生专职辅导员队伍建设提供全程保障。

１建立国际学生专职辅导员的准入机制

国际学生专职辅导员的选聘工作是国际学生专职辅导员队伍建设的第一步，是国际学

生专职辅导员职业能力不断提高的前提，也是不断更提高国际学生事务管理水平的基础，直

接关系国际学生专职督导员建设水平的高低，关系国际学生事务管理水平的高低。

根据来华教育事业发展的要求、国际学生事务管理的现状和趋势，从年龄、知识结构、外

语能力、职业认同等多方面选聘愿意从事国际学生事务管理的优秀人才，形成相对稳定、爱

岗敬业、熟悉外事、精于管理的国际学生专职辅导员队伍。

重视国际学生专职辅导员岗前培训工作，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契合实际的国际学

生专制辅导员岗前培训，为其迅速适应角色、开展工作奠定基础。建立国际学生专职辅导员

准入机制还可以对国际学生专职辅导员建设起到引领和导向作用。

２建立国际学生专职辅导员成长机制

国际学生专职辅导员的成长是同时具有阶段性和连续性特征的动态的发展过程，提高

国际学生专职辅导员职业能力专业素养，必须在其成长机制上寻求突破。现阶段，根据国际

学生专职辅导员队伍发展的特点，可以从信息交流、在职培训和学位进修等方面做出探索。

加强国际学生辅导员之间的工作交流，有利于他们之间交流工作体会、心得和经验，以

相互学习共同进步；可以成立国际学生事务管理工作研究会，定期举行国际学生事务管理论

坛，开展国际学生专职辅导员工作能力比赛，促进各个院校国际学生专职辅导员之间的

交流。

在国际学生专职辅导员职业培训方面，可以依托各级学会和先进院校成立国际学生专

职辅导员培训基地，对国际学生专职辅导员开展业务培训，岗前培训、日常培训、在职培训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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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干培训相结合，聘请有关专家和学者将他们需要的专门知识和职业素养进行系统设计，构

建立体化的培训体系。

采取多种措施鼓励国际学生在职辅导员继续深造，系统地提高国际学生专职辅导员自

身素质和职业能力，尝试在设置学生发展指导与学生事务管理学科点的高校设立国际学生

事务管理与发展指导方向，为国际学生专职辅导员自身成长创造条件，还可以为国际学生专

职辅导员队伍建设和国际学生事务管理水平提高提供学术支撑。

３建立国际学生专职辅导员评价机制

科学合理的评价机制是督促国际学生专制辅导员成长，完善国际学生事务管理体系的

关键环节。加强国际学生专职辅导员的职业认同感教育，由于诸多现实原因，来华留学教育

的认同感低，社会认同、职业认同和群体认同均存在着较大的上升空间，以职业认同感教育

为突破口，使国际学生专职辅导员增强职业认同感，是提高国际学生专制辅导员能力的

前提。

探索建立国际学生专职辅导员工作绩效评估机指标体系，使国际学生专职辅导员工作

开展和自身成长有参考的标准。健全日常考核、阶段考核与综合考核相结合的考评机制，建

立符合国际学生事务管理工作特点的科学评价体系，完善国际学生专职辅导员评价制度。

考核工作可以由高校组织人事会同国际学生工作部门牵头，从国际学生辅导员自身素

质和工作绩效两个方面制定具体考核办法，并将考核结构与其职务晋升、职称聘任及奖惩等

挂钩，形成完善的国际学生专职辅导员评价机制。

４建立国际学生专职辅导员发展保障体系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水平的快速提高，高校的国际交流活动不断增多，国际化成为

高水平大学的重要特征，这必然要求一批具有国际视野、国际交流能力的人才队伍，国际学

生专职辅导员是一直重要的力量，所以我们要从战略高度认识国际学生专职辅导员队伍建

设的意义，重视国际学生专职辅导员的培养和使用，为他们的发展提供保障。

要把来华留学教育纳入学校事业整体发展计划，把国际学生专职辅导员队伍建设作为

学校国际化建设的重要方面，把国际学生专职辅导员培养作为学校后备人才培养的重要工

作，拓展他们的发展空间。

根据国际学生专职辅导员队伍的特点，在物质待遇、职称职务晋升和职业发展方面创造

条件，为国际学生专职辅导员专业化和职业化提供便利条件；设立国际学生专职辅导员荣誉

体系，发挥正面引导作用，积极推荐优秀国际学生专职辅导员参加各级各类先进工作者评

选，增强他们的荣誉感和自豪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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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留学生管理网络化平台及
结合新媒体应用研究

———基于天津医科大学来华留学生

网络化平台管理实践

天津医科大学国际学院　李经秀

一、前言

在当今信息时代，传统的管理方法必然被计算机为基础的信息管理综合平台所代替，作

为计算机应用的一部分，使用留学生管理系统对留学生进行学籍、教务、日常管理，有着手工

管理无法比拟的优点［１］［２］。

自动化和网络化是现代办公的发展趋势，并成为衡量学校留学生管理工作水平高低的

重要标志。高校留学生信息管理是学校留学生管理部门的重要基础性工作［３］。

天津医科大学在来华留学生教育上已有十几年基础，国际医学院已引入电脑网络化平

台管理系统。管理采用横向和纵向结合的方式，学生日常管理横向，一些职能纵向管理，在

保证较高教学质量的前提下，管理效率不断提高。

通过使用留学生管理网络化平台，也发现不少问题，和需进一步完善的方面。同时近年

新技术和软件（ＳＫＹＰＥ，ＷＥＣＨＡＴ，ＱＱ）和新现象的出现［４］［５］［６］，也可配合这些变化，尝试新

媒体应用开发。

现在校园内学生中，电脑手机网络已经百分之一百普及，学生学习新知识的速度很快；

信息传播速度都比单纯纸媒、口口相传快很多；信息到达层面之广也令人吃惊［７］。

若借鉴这些现代新的技术及软件，认真研究留学生教育管理的新思路和新方法，利用这

些新变化将给我们整个管理层面，从上到下，无论是纵向人员管理，还是横向面对学生都能

带来很多便利［８］。

二、构建留学生管理网络化平台和结合新媒体应用

（一）管理系统基本模块：

学生科：负责录入学生基本信息、学号、英文姓名、中文姓名、性别、国籍出生日期、宿舍

号、手机号、ＳＫＹＰＥ、ＥＭＡＩＬ、家庭住址、护照号、护照有效期、签证有效期等基本信息；负责更
新信息，如护照号、联系方式等；负责签证延期，关注特殊签证学生；及负责对外各种留学生

数据统计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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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务科：负责上传每个学期各个班级的成绩，课表，进度，校历；确定或调换教室；负责发

布期中期末考试，毕业考试，及各学科补考安排；负责发布临床实习轮转安排；负责通过平台

打印毕业证书，学位证书。

财务科：及时录入各学生交费信息及对应时间，欠费信息，最后交费期限；每日１７：００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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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当日最新记录，并推送此消息至学生手机。

后勤科：录入住宿信息，房卡发放和出入记录；关注房卡使用次数和时间，遇异常发布警

告，报告相关人员。

通知模块：通过信息模块，班主任及各位其他老师发布通知，可针对班级全部学生，或针

对特殊学生发通知；也可发布特殊，重大新闻；发布学生违规违纪处理通知。

通过汇总和更新信息，得出全部学生的各种情况总表。平台设置索引功能，老师可通过

学生学号找到关于此学生的所有信息。

平台也设置了不同的权限：各科室老师，通过自己科室入口进入平台，可以查看和更改

录入职责内的信息，对于其他科室信息，可查看但无变动更改权。

领导通过特殊入口，则可以查看所有信息，及各个通知；学生从学生入口登录，可查看针

对他自己的成绩，课表进度，缴费情况及各种通知，如若生活中需要某个常用文件，也可自行

打印。

通过此平台解决很多问题，提供众多便利：

１效率和正确率提高。近几年来华留学生在人数、国别、层次、类别上都有了很大的发
展，来华留学生在以平均每年３成左右的速度递增，随着学生人数增多，繁杂文件工作加大，
无谓重复性高，出错率增多，管理难度加大，留学生管理干部精力有限，工作效率不高。通过

这个网络平台老师可第一时间录入成绩，无需见学生就可通知成绩到每个学生。

校历、课表、进度、教室、实习、考试等安排上传平台，学生无需纸质文件直接下载查看，

这比一大群学生进入办公室等待询问，效率正确率提高很多。

随着学生人数增多，这也很好的降低文件性工作量和静化办公环境。签证有限期可通

过日期排序，设置一周预警，避免居留证过期问题。预约功能能很好联系老师和学生，有效

利用双方时间，也给了学生倾诉和反馈通道。

２信息流通速度加快。留学生日常管理涉及科室较多，各科室各自为政，协调不够，效
率不高，科室间信息共享不流畅，更新慢，缺乏沟通，推诿现象也时有发生，学生不知所措，造

成工作拖沓，卡壳。

通过平台可获取基本资料，独立批量上传成绩，课表，进度，交费，住宿和各种通知消息，

全学院的学生能在老师上传５秒后就能获得针对自己的消息，加快了信息传递的速度。科
室信息在平台上都可以查看，故不同科室之间信息是共享的，这为科室的协作提供良好基

础，节省问询和人工时间。

３易于监督管理。学校和学生能各司其责，管理者和一线老师也能各司其责，各个科
室领导都可进入此平台，而且拥有更高权限，能查看工作状态和进度以及政策执行情况，学

生反馈有没有及时处理。

各个科室都会有管理人员流动，利用此平台，能很好避免因人员变动，造成学生各种数

据流失，利于人员交接管理。即使学生毕业离开多年，其数据也会完好保存在平台数据库

中，这对大型统计分析，跟踪调查，抽取样本，指导政策制定都相当重要。

４保护隐私。海外学生更加注重个人隐私，个人信息不愿过多泄露，通过系统学生入
口，以自己学号登录平台，管理平台从进入，学生只知道自己的成绩和有针对性的通知。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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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这个平台也是双通道的，学生能获得、查看、打印信息、也能向老师传递信息，如预约老师，

询问留言，发表意见评论等。

５绿色环保。随着学生人数增多，不必要的纸质文件需求增多，学生先通过平台能自
行查询就不必打印，如课表、进度、考试时间教室安排、实习轮转安排、学杂费交费情况等，从

而节省成本，节能绿色环保。学生所需常规文件如在学证明，学期学年成绩，假期证明，已交

学费证明等，都可以自行打印，从而也能有效控制打印数量。

（二）整合嵌入新媒介，增加平台粘性

通过实际管理应用，发现一些可待改善的问题；结合近几年科技发展，各个平台或媒介

间相互嵌入关联，推送信息，从而做出相应可行性方案，正在使用中。

１结合手机媒介。近几年随着移动网络提速，整个互联网生态悄悄发生着改变，人们
获取信息的方式也慢慢从ＰＣ端移至移动端，学生也一样对手机的依赖度进一步提高，低头
族增多。移动端有易于传播、即时性强、能有效利用碎片时间的特点。

当然ＰＣ端的一些特点也还是存在的，如果存储信息量大、易于批量上传、易于编辑更
改、易于权限分级等特点。若能结合 ＰＣ端和移动端，利用 ＰＣ端易于上传和移动端易于传
播的特点，互相嵌入，更进一步促进平台利用。现在即时通讯工具很多，电脑版或手机版

ＷＥＣＨＡＴ、ＱＱ和ＳＫＹＰＥ。
以微信英文版ＷＥＣＨＡＴ为例：ＷＥＣＨＡＴ的即时性在三个通讯工具中是最强的，它有语

音传送，图片传送。可充分利用了ＰＣ端编辑快，然后手机端推送快的特点［９］。以班级为单

位建立微信群，尽量让班级所有学生都加入群里。

在通知模块中插入按钮“Ｗｅｃｈａｔｓｈａｒｅ”，当点击此按钮，系统就自动跳转至微信电脑版。
登录后，可在相应的微信群里共享各种通知信息，微信电脑版和手机版的信息是流通的，故

学生可在第一时间，甚至２秒内通过手机看到，如教室变动通知，上课时间变动通知等紧急
告示。

ＱＱ软件也可嵌入到留学生管理系统中“ＱＱｌｏｇｉｎ”，发挥推送信息的作用和教务下载作
用。相对于ＷＥＣＨＡＴ，ＱＱ能存储除了图片形式外的其他类型文件，在学生下载时，能很好
的保留文件的原始特点即文件属性。如除了 ＪＰＧ，学生常用的 ＤＯＣ，ＸＬＳ，ＰＰＴ文件，ＱＱ能
保存原貌，方便学生使用。

随着来华留学生教育持续推进，各个高校也有不少毕业学生。以我校天津医科大学为

例，１９９７年开始培养全英文授课医学留学生，至现在已有１３届毕业生，数量众多。留学生
管理平台提供了在校阶段的管理，离校后追踪多处于管理盲点，这对于各高校后期统计分

析，校友推广，招生宣传等不利。

ＳＫＹＰＥ软件在学生中利用率很高，持续性强，而且不受国内外互联网限制，无论发达国
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普遍被各国人群接受。在毕业跟踪，校友联系，毕业反馈方面有很强的

优势。故可建立ＳＫＹＰＥ学院群，学院群下分各年级和班级群。
在平台中做这样的一个链接按钮已毕业学生入口“Ｓｋｙｐｅｆｏｒｇｒａｄｕｔｅ”，当按此按钮，平

台就显示学校的ＳＫＹＰＥ名称，学生申请加入校群，同意后被分到相应的毕业年级中。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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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联系跟踪都可通过ＳＫＹＰＥ完成，如发毕业问卷，毕业跟踪调查，校友会通知，校庆通知
等等。

２智能化宿舍管理。近年国家投入力度不断加大，各高校在积极筹措资金来源，使校
舍等硬件得到显著改善，各楼层也配备摄像监控，为留学生提供较为安全舒适的居住环境。

但也因为相对安全，学生常常不锁门，甚至上课期间或外出逛街游玩期间也不锁门，反而导

致宿舍内一些小偷小摸现象持续存在，虽然有监控摄像，但管理老师每次都要花大量的精力

解决此类问题，如查看录像，辨认寻找学生，解决矛盾，说服教育等。

另外，留学生居住条件好，常常住单间或双人间，房间人少，若住宿人员在房间内发生什

么突发事件，学校更是无从得知。在一些学校，宿舍管理已经完全转交专门物业部门，故提

出让物业人员或老师加强巡逻检查，可是这种巡查只是一时，没办法覆盖７２４小时的。以
上问题已不能适应新宿舍管理情况。

近年人工智能进一步代替普通劳动，伴随硬件的改变，若配上管理的提升，则能达到事

半功倍的效果。可以在留学生管理平台上外接宿舍管理系统，更换宿舍常规钥匙锁芯，使用

刷卡进出房间系统。日常开门需刷卡；每次用卡日期时间都会在宿舍管理系统中留下详细

记录。

打开门，３分钟内未关门，会自动高分贝鸣叫，提醒需关门；在正常上课期间，一天卡未
使用，将出现提醒，并自动报告物业部门，由物业人员上门查看；三天未使用者，宿舍管理系

统在通知物业人员同时，会从留学生管理系统中，调出居住该房间学生的学号、姓名和学生

电话号码，并自动上报至相关老师。这样有效避免学生不锁门，也避免及由此引发的偷盗现

象；同时对宿舍出入情况更能细致了解，做到针对性处理，减少突发事件。

３增加平台粘度。在应用中发现学生常常不上系统，致使信息通知传达不及时，不通
畅。究其原因，平台提供的信息量太少，更新太慢，学生只在期末查成绩时应用，即使那时，

也有不少学生忘记登录密码。所以很有必要增加平台的使用量，提高平台粘度，而且其他一

切应用都是基于平台粘度。

所谓平台，就是所用人通过此上传，交流，获取信息。故一线老师应习惯用此网，及时更

新消息，发放通知，如发布每日考勤记录，校或班级特殊活动讲座，国际国内重大新闻等。同

时及时回答学生问题，做到当日问当日回复。学生通过平台必须上交当日的任课老师评价，

于此管理者也应监督平台信息的更新度。当学生习惯性每天打开平台时，平台的作用将会

发挥更好。

４平台信息自动更改。一线留学生管理干部都有体会，那就是学生手机号更换很频
繁，常常是这个月电话还通，下个月就停机。造成紧急时联系不到学生，不知学生踪影，特别

是针对校外住宿的学生，更是管理的相对盲点。这可通过平台稍加变动解决，平台要求：手

机号在系统注册中只能出现一次，避免学生套用他人手机号。

学生每日通过学号登录，可在每三天或每周一次，附加要求学生输入手机号，获得验证

码，输入正确验证码才能登录，以此获取的学生最新手机号，系统将自动更新此学生的基本

信息。最新又正确的手机号，为其他模块使用，或紧急管理联系，互联互通信息推送都提供

了实施的可能。也可每一月一次，把登录捆绑 ＷＥＣＨＡＴ、ＥＭＡＩＬ、ＳＫＹＰＥ，输入验证码，以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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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最新个人信息。

（三）设想平台功能进一步向外扩展

随着社会发展和国家大环境，人们也更追求解决问题的快捷便利；随着科技发展，技术

应用也促使跨国交流，平台化交易合作成为可能，据此以下几点值得探讨，或许可尝试性

应用。

１提高文件获取的便捷性。通过平台已解决了大部分文件工作，学生可通过教务模块
获取基本教务信息。但是学生在获取一些必须类文件时，如在学证明、放假证明、学费通知

单、已交费证明等，虽然学生可自行打印，但文件上没有学院公章，没有任何效力，也不被相

关部门认可。给这类文件盖章占了工作的一大部分时间，因为学生拿来这种文件时，需要一

一核对相关信息，再盖章。如果学生能自行获得有效的文件，既方便了学生，也节省了管理

老师的时间。

实际上，这些工作完全可以通过电脑解决，甚至收取这些文件基本的工本费，学生也可

通过电脑缴纳，就算不能全部放开，也可试探性放一部分，以观后效，做出改变。现实中早有

类似办公方式值得借鉴，如斯里兰卡国家部分类型通关签证，就不需面签，直接网上申请，

ＥＭＡＩＬ告知申请结果，若通过，自行打印文件，同样具有效力。再如国外大学，在学证明可
以自行在任何时间打印带公章版。

所以，对于这类常规文件，完全可以自行打印带有日期效力和红色公章的纸质文件，只

需平台设计时，在打印模块中，加入红色公章即可。结合各校实际情况，不是每个学生都有

彩色打印机，学院可提供一台公共电脑和一个公共打印机，兼具复印和扫描功能，放在合适

的公共区域。当然也不能让学生无限制打印，这时可引入校园卡（饭卡）功能，在打印机外

加入校园卡收费硬件。

最后学生在公共电脑端进入留学生管理系统，选择要打印的文件，打印的份数，刷校园

卡缴费，点击打印。这样一个公共服务也解决了学生日常所需的扫描，复印功能。通过校园

卡刷卡收取成本费，也可有效防止浪费。从而彻底有效降低管理人员６０－７０％的文件工作
量，附图：

２平台＋移动互联。日常管理中，常常针对某个学生需发送各种不同的特定消息，如，
已缴费多少、欠费多少、还有７天居留证过期、还有１月护照过期等等通知。因发送内容不
同，发送学生不同，发送时间点也不同，如果由管理老师来手动输入操作，势必是一个大的工

作量，而且还不能保证完全发送正确。

仔细分析这些消息，其实是有特定的框架和模式的，这就使的设计出自动、分别、有针对

性、推送信息成为可能，只需规定触发推送条件即可。另一方面沟通联系电信部门，获取群

发短信权限，购买包年服务。

一旦事件发生达到了触发条件，平台就会从管理系统中以学号为索引找到学生姓名和

电话号码，并自动向此电话号码发特定短信。比如，居留证预警设为过期前７日警告，若７
日内还未延期，平台会从管理系统中找到该学生学号、姓名和电话号码，并自动给学生发短

信：“Ｗａｒｎｉｎｇ：ＴｏｓｔｕｄｅｎｔＮｏ２０１５９０１０２３，ｎａｍｅ：ＳＡＮＴＨＡ，ｙｏｕｒｖｉｓａｗｉｌｌｅｘｐｉｒｅｗｉｔｈｉｎ７ｄａｙ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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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ｌｅａｓｅｅｘｔｅｎｄｉｔａｓｓｏｏｎａｓ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再比如：由于中国各高校的政策宽容，导致留学生缴纳学费住宿费拖沓。现在可有效利

用平台＋移动互联的另一方面：财务部门每日１７：００更新当日交费记录，上传系统，只要显
示欠费，那么该生在登录平台后，只能显示个人基本信息，其他所有信息均处于不可见状态，

相应预约、查看、打印、下载功能都不能使用，且有提示框出现“ＹｏｕａｒｅｉｎｄｅｂｔＰｌｅａｓｅｐａｙ
ｔｈｅｆｅｅａｎｄｌｏｇｉｎａｇａｉｎ”。登录失败，相应学生手机也会收到欠费短信。直至学生交完全部
费用后，财务部更新记录，学生状态显示不欠费，所有信息才为可见状态，平台再对此学生重

新开放。

３跨国平台化交易合作。既然是留学生管理就涉及不同的国籍，不同的金融体系，不
同的货币，不同的付款习惯，不同的语言。实际的管理收费中，交费通道单一，留学生缴纳各

种费用常常不方便：

学生上课不便交费，下课财务部门关门或者不办公；国际汇款时间太长，需等很长时间

认领，学生确认签字；账号对账号转账，难找汇款者，因涉及多国中转行，信息部分丢失，最后

也变成无头账，需花精力查对账目；到账额不完整，因涉及不同国家，不同时间转账后，到账

数额也是多少不一，需再次追学生补齐余款。

首高校和金融部门商谈开通相应的账户对接，在留学生管理平台上，入口处增加一个按

钮“交费”。点击进入交费后→输入学生学号、姓、名、生日、护照号、点提交→再次核对无误
确认→输入交费金额，点确定→选择付款方式：ＶＩＳＡ信用卡、ＭＡＳＴＥＲ信用卡、ＰＡＹＰＡＬ、支
付宝、中国银联卡。

各种付款方式有不同的特点：国际信用卡更适合新生和留学生家长，它支持多种货币，

因新生一般没有中国的银行卡和支付宝，而家长一般都有国际信用卡；ＰＡＹＰＡＬ是国外很流
行也很普及网络金融账户，支持美元；支付宝，中国银联卡适合二、三、四等高年级学生，因为

需要认识部分汉字和办理中国银行卡。

平台网络化收费优点多：

ａ最大好处：给家长直接交费提供了渠道，学生家长可通过此平台输入学号等信息直接
给学生交费，避免经过学生手而挪做他用；ｂ这样首先避免无头账的出现，以学号为索引，姓
名生日作为保障，ｃ能很快对应上学生的交费情况；ｄ也避免了到账数额不同带来的后续麻
烦；ｅ因为是对接中国账户，虽然是国际信用卡交费，到账也是同一币种，人民币；ｆ信用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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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普及，可避免因货币、距离、语言不同带来交费不便。

通过宽阔的平台为留学生提供更多也更便利的缴费方式，再联合移动互联，就从机制的

角度，切断学生和学校联系，切断学生获取信息的重要渠道，让学生感觉欠费就不属于这个

学校，从而解决交学费难问题。

三、结语

从各高校基础调研结果显示，开展留学生教育较早的部分高校建立了自己的管理网络

化平台，而起步较晚的还在人为粗放管理，管理难度大。从实际各高校反馈看，有独立管理

系统的高校，日常运行效率提高，管理难度降低，无纸化办公增加，人员交接更加顺畅。

同时也都反应一些“老大难”问题：如文件最后一公里处理，有效性未彻底下放给学生；

学生手机号更换太快，紧急联系时断档；新兴媒体对平台冲击，平台粘度下降；交费渠道单

一，账务复杂，交费主动性拖沓。

这些可以通过互相配合或增加嵌入而解决或改善，如加快信息更新速度，增强平台粘

度；进一步加强平台内信息共享，沟通电信部门，自动条件推送信息；扩张交费渠道，更多电

子化网上完成；交费挂靠平台信息权益，提高学生主动性。

本文最大的特点在于对平台构建的一些建设性建议，要达到完美匹配，需要 ＩＴ部门辛
苦劳动，搭架编程；也需管理人员内外沟通、跟进试用、调整再建议设计等；也需广泛沟通本

校和校外多个部门，寻求合作；这所需投入财力、人力、物力、精力巨大。未来２０—３０年，最
有机会的是“互联网 ＋”技术的广泛普及和深入结合实际的应用。事实证明，虽然艰苦卓
绝，但一切付出是值得的，由此将带来事半功倍，高效，高竞争的高校管理。

新形势下，来华留学生教育当发展到一定规模就不再是数量竞争而是质量竞争，树立好

口碑势在必行，高效管理为提升质量保驾护航。学校可以不断提高留学生管理人员的素质，

应用计算机和网络知识，提高管理效率，交流管理技巧，降低突发事件发生率，以高效并优质

完成留学生教育和管理工作，为质量建设提供坚强后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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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华留学教育管理制度
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　刘宝存　刘敏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来华留学事业逐渐发展并进入规范化时代，进入２１世纪，随着中国
综合国力的提升以及国家软实力的增长，来华留学发展进入快速轨道。在《国家中长期教

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２０１０－２０２０年）》中提出要加强中外教育交流与合作，推动来华留
学事业持续健康发展，推动我国教育国际化水平。

为落实这一发展目标，贯彻“留学中国计划”，本文就改革创新来华留学管理体制，投入

模式、办学机制等内容提出相关建议。

一、来华留学教育管理制度存在的问题分析

（一）来华留学生规模、结构存在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留学生教育事业发展迅猛，但是，随着来华留学生规模的扩张，问题

也逐渐突显出来，揭露出我国留学生教育事业发展的不足与矛盾。

１教育规模差距较大

我国来华留学生教育与出国留学教育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仍然较大。我国是出国留

学大国，出国留学人数一直超过来华留学人数。据联合国数据统计局统计，２０１２年中国大
陆有５６２，８８９名学生留学国外，占全球留学生数量１５８％，而来华留学生只有７１，６７３名，在
国际留学教育市场中仅占约２％的市场份额。

２留学生来源结构单一

来华留学生国别以东亚的韩国、日本和东南亚的越南、泰国等国家为主，结构不均衡。

过于依赖韩、日两国留学生，而欧美、大洋洲和非洲国家所占比例较低。我国来华留学生来

源结构单一表明我国留学生教育还停在区域性而非国际性阶段。

３留学生教育类型与层次结构水平较低

随着我国来华留学教育事业的不断发展，留学生类别已从建国初期只接受汉语语言生

这一单一类别，发展到现在可接受多种类型留学生。但是新世纪以来，占据来华留学生市场

份额的前三位是普通进修生、短期生和本科生。因此我国来华留学教育仍然是以培养非学

历生为主。在学历教育中，本科生教育又占主导，高层次的硕士教育与博士教育水平较低；

非学历教育中，短期生和普通进修生占较大比例，高级进修生所占比例较小。

４科类与专业结构不合理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来华留学生教育的学科分布和专业设置呈现出一些不合理问题，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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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表现为来华留学生中，选择文科专业的人数远远超过其他专业。从２００９年按学科类别的
统计数据来看，文科１４８，２８２人占留学生总数６２３％。其余就读人数较多的专业分别为西
医、经济、管理，除西医外，这些专业与中国文化和中国国际贸易关系密切。这表明改革开放

以来，中国的社会经济取得了显著的发展，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留学生来华学习。但是理工科

类（两者合计仅占５５％）专业优势尚未发挥出来。

５区域结构分布不均衡

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和留学生教育自身的特点决定了来华留学生教育的区域结构分

布２。我国东部和内地经济发达地区的招生层次和规模都远高于中、西部地区，且差距越来
越大。以２０１４为例，就读于北京、上海、天津、江苏的外国留学生共１７９１８２人，接近留学生
总人数的一半。

（二）基本管理制度尚不完善

１缺乏留学生教育质量的监督和评估机制

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背景下，我国一些高校片面追求经济效益和

名声，在尚不具备足够的教学和师资条件下，盲目开展来华留学教育，一味的追求规模的扩

张。除少数院校外，大部分院校师资基础较薄弱，学校设施、教学设备大都在继续扩建之中，

需要逐步改善３。
但在政策的引导和利益的刺激下，这些院校不断增设英文授课专业和扩大招生数量。

这不仅不利于留学生个人发展，还影响了他们对中国的评价及中国的国际形象。究其原因，

是在来华留学教育管理方面，国家缺乏有效的质量评估标准和监督机制。

２留学生管理游离于学校

在我国高校中，除少数院校能够将留学生行政和教学管理工作按照中国学生的管理模

式分配到各个职能部门外，其余多数高校均实行独立管理方式，与国内本土学生管理相隔

离。“留学生在校管理工作自成体系，完全游离于学校对于中国学生管理职能外，导致留学

生在校内形成了体外循环”。这种“体外循环”模式不仅占用了高校大量的人力、物力资源，

而且不利于与国际接轨实现留学生教育的趋同化管理以及向留学生宣传中国文化。

３留学生招生模式单一

就目前的招生来看，存在着很多的问题，这些问题阻碍了来华留学生的规模和层次：

第一，学校思想认识不到位，支持力度不够；第二，招生渠道单一，招生宣传形式比较单

薄；第三，我国高校存在着重招生宣传、轻教学管理的现象；第四，我国来华留学生教育事业

发展时间较短，容易受到政策、经济、国际形势的影响；第五，我国民办高校尚未获准招收外

国留学生，这不仅不利于维护留学生特别是自费留学生自主择校的权益，还不利于维护我国

民办高校自主办学、自主招生的权利，也将会影响我国留学生教育服务业的发展。

（三）奖学金制度尚不健全

目前，我国从中央到地方到高校均设立了不同的奖学金项目来吸引国际学生来华留学，

但是仍存在许多问题。奖学金纵向体系呈现倒金字塔结构，越到地方、高校积极性越低；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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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体系呈现投资主体单一，社会力量薄弱等问题。具体表现为以下三个问题：

１奖学金覆盖范围小

一方面，虽然我国政府每年都在增加政府奖学金名额，但是所占比例较低，并且整体呈

下降趋势。另一方面，我国省市政府和高校为来华留学生设立专项奖学金的数量较少。截

止２０１３年，我国共有３７所高校为来华留学生设立校级奖学金，仅占全国可接受留学生高校
总数的１１７％。

２奖学金资助力度低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对来华留学生的生活费标准进行了几次调整，总体呈现不断提

高的趋势。但是随着国内社会经济水平的快速增长，资助标准的调整落后于实际情况，降低

了中国政府奖学金的吸引力。而省市政府奖学金资助标准则更低，这不利于吸引优秀的外

国留学生。

３奖学金来源渠道单一

目前，我国从中央到地方来华留学生奖学金的设立均是以政府为主，形式比较单一。外

国政府奖学金只有英国文化文员会向有志于留学于中国的英国学生给予一定资助。目前我

国还没有一家民间机构，只有两家企业为来华留学生提供奖学金，并且限定了专业和国别。

二、完善来华留学教育政策建议

（一）优化来华留学生教育结构

１扩大学历留学生规模，提高来华留学生层次

借鉴世界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并结合中国的现实情况，笔者认为提高来华留学生层次

应采取以下措施：（１）加强自身建设，提高办学水平，保证留学生教学质量，努力与国际教育
接轨。（２）加大教育财政投入，大力拓展高层次来华留学生的经费资助渠道，营造良好留学
环境。（３）进一步发挥重点大学接受学历留学生的主阵地、主渠道作用。

２丰富留学生科类结构，拓展生源，均衡发展来华留学教育

目前，我国来华留学生科类和国别结构分布严重失衡，以文科类留学生特别是汉语生为

主体，生源上过于依赖亚洲国家。那么如何在继续保持特色学科优势的前提下，进一步发展

弱势学科，并且拓展和丰富我国来华留学生生源国家。借鉴国外已有经验，并结合中国特

点，笔者提出以下策略：（１）继续发挥人文学科优势，适度转变财政投入方向，扶持弱势学科
的发展和留学生源的拓展。（２）继续保持对周边国家招生优势，着重发展自费留学生；积极
与其他各国开展教育互动，拓展生源。

（二）建立质量监督评估机制，确保教育质量

来华留学生教育的发展，不能仅追求规模的扩大，而忽视了培养质量的提升，这是不利

于我国留学生教育长期、稳定、可持续发展的。因此，逐步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来华留学生

教育质量监控和评估机制势在必行。总体看来，主要有以下几点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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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建立健全组织机构，政府教育主管部门成立专门的质量保证机构４。其职能主要是
对招收来华留学生院校的教育教学质量进行宏观监控，如组织不同学科的专家组，对各高校

招收留学生的专业院系进行评估。

（２）建立和完善我国高等教育学历学位的国际评估认证体系。来华留学生高等教育从
事的国际人才的培养工作，这就要求中国建立符合国际教育发展需要的教育质量标准。

（３）建立质量评审机制。将外部专家评审、同行评审、留学生评审相结合，学校内部评
审和外部评审相结合，定期开展留学生教育质量评估。留学生教育管理质量评估的根本目

的在于，通过评估可以发现问题，总结经验和教训，及时改善和促进发展。

（三）借鉴国际经验，探索趋同化管理模式

我国目前的留学生管理模式均采取独立管理模式，即对外国留学生的教学和行政管理

与国内学生管理实行“两条腿走路”，在管理主体、管理标准、管理办法等方面两者都有明确

界限５。但这种“特殊照顾管理模式”一方面增加了管理成本，另一方面也不利于外国学生
真正融入中国大学生活和学习中，不利于进行实质上的文化交流。

因此，打破独立管理模式，实现趋同化管理是我国留学生教育管理模式的一个努力方

向。所谓“趋同化管理模式”，就是要在不断提高留学生质量的前提下，在校内各项管理工

作中，要把来华留学生教育管理工作和中国学生的管理模式逐步统一，在日常教学、考勤考

绩、毕业标准等方面根据各自留学生教育发展的情况，逐步向中国学生的管理要求和标准上

靠拢４。如采用统一的学籍管理制度，将留学生管理部门分管的学籍管理、教学管理等相应
地分配到学校的其他各级管理部门和教学部门中去。

（四）创新来华留学生招生模式

各大高校应该有针对性地对我国来华留学生招生模式中的问题予以解决，改进来华留

学生教育。首先，就一些高校对国际化认识不够、支持不到位的问题，解决对策为转变观念，

重视留学生招生。

第二，在解决招生形式单一上，高校除了参加各类海外教育展览会、洽谈会之外，还要加

强与海外本土教育机构、中介、媒介等的全方位接触联系。

第三，在解决一些高校重招生宣传、轻教学管理的问题上，我国高校应该重视提高学校

的软实力建设。

第四，为了规避单一生源带来的风险，我国高校应该全面发展确保学生国籍和培养层次

的多样化，从而实现校园的国际化和校园文化的多样性。

第五，就鼓励和扶持民办学校招收来华留学生方面，要在招生范围上，全面开放市场；在

招生方式上，应允许民办学校对外国留学生采取自主选择招生方式。

（五）完善奖学金管理制度

目前，我国来华留学生奖学金制度主要存在政府奖学金名额不足、地方政府和高校设立

奖学金积极性不高、奖学金来源渠道单一等问题。针对来华留学生奖学金的现状与不足之

处，借鉴国外外国留学生奖学金的成熟经验，根据我国发展来华留学生教育的优势，笔者提

出以下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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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观念的改变：“给”与“取”

“给”是支持鼓励的表达方式，更是为了有所“取”；“取”的是招生规模的扩大、经济上

的收益，更是人才的吸引、学术力量的汇聚、密切往来的交流、资源的共享、自身价值的提升；

二者构成了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

理解这样的观念，才能清楚落实留学生奖学金政策如何扩大政策的影响的一系列问题，

如此才可以使奖学金成为吸引优秀人才、服务于两国师生和学术的有效途径，否则，会流于

形式或成为象征性的行为。

２制度的调整：名额和数额

在维护我国国家利益、配合外交工作需要的同时，适当增加来华留学生政府奖学金生名

额，扩大中国政府奖学金受益面，并在分配名额时有针对性地对某些国家进行倾斜。同时，

中央政府应出台相关政策和激励措施鼓励地方政府和高校设立来华留学生奖学金，加大对

高校培养经费拨款的力度，充分调动学校、院系和授课教师的积极性，使奖学金生培养能够

真正实现其价值。

３制度的创新：奖学金的多样性

目前，我国来华留学生奖学金主要是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所设立，形式无法满足不断

增长的留学生群体。因而，在政府奖学金之外发展其他形式的奖学金已迫在眉睫。

从形式上看，可以在综合性奖学金和汉语考试奖学金之外，增设各种专业奖学金、课程

奖学金。也可以因人而异地丰富奖学金的获取条件，如美国常春藤盟校的奖学金制度就有

一条“按需分配”的原则。

从奖学金来源渠道来看，中央政府应引导构建全社会参与的多元化奖学金体系。新时

期以来，我国企业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不断跻身于世界５００强，但他们在支持来华留学教
育事业上的贡献十分微小。因此，可以动员以企业为主的社会力量共建奖学金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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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文化感知在留学生中国文化教育中的运用
———以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为例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国际学院　邵贵文

重视留学生的中国文化教育，是来华留学生教育的方针使然。理清外国人理解中国文

化的过程，选准教育的切入点，是做好留学生中国文化教育的第一步。

文化感知是指处于某一特定文化语境中的人们概括自己对客观世界的感性论证和情感

体验，感知能力对于交际者信息的解读、关系的调适、经验的拓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留学生中国文化教育本质上一个跨文化感知与理解的过程，深入研究文化感知与中国

文化教育的关系，正确发挥文化感知的作用，有利于提升留学生中国文化教育实效。

一、留学生中国文化教育的难点

中国文化教育主要通过语言教学、文化课程、文化活动等三种途径来实现。结合有关调

研，目前该类教育主要存在几个方面的问题。

１受语言能力限制，教学效果难取得

语言作为文化传播的工具，对文化教育与传播有着极大的制约作用，是文化得以生存的

力量。就留学生中国文化教育而言，要真正理解中国文化，必须掌握作为该文化载体的汉

语，语言交流理解能力对文化教学效果的制约尤为明显。

在语言教学中，预科教育和汉语补习学习主要以考试为中心，语言学习的实用性不强，

导致留学生汉语交流与理解能力有限，直接影响了留学生对中国文化了解与认知兴趣。

文化课程教学多数限于利用既有文化资源，很少单独设立适用留学生的特色课程，授课

语言不能适应留学生生源语言水平问题突出，深刻影响限制了中国文化教育的深度。

文化活动教学缺乏生动性与创造性，活动组织者缺乏文化景点知识，难以实现全英文的

深入讲解，景点英文导游均缺乏授课耐心与技巧，不少文化体验活动流于形式，成了走马观

灯式的旅游。

２文化背景制约性强，教学互动难深入

人总是生活在一定的社会文化环境之中，因此，人的一切行为不可避免地要受到社会文

化模式的制约，留学生中国文化教育也不例外。“听得懂课程、听不懂笑话”在来华留学生

群体中是一种较为明显的文化现象。

知识的重构受到学习者认知水平的制约。对于留学生来说，接触、了解与学习中国文化

的过程，深受其既有文化背景与原认知体系的制约，同时更受中国文化背景知识缺失的

制约。

某种意义上来说，因为文化背景的大不相同，要让留学生从根本上了解并掌握中国文化

是不现实的。如何深入推动中国文化教学互动，实现教学相长，始终是语言教学、文化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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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活动三类留学生中国文化教育研究的重点内容之一。

３教育内容可选择性多，教学切入点难找准

文化是一个很大的主题，包融性很大。中国文化是中国人民的智慧结晶，其认识作用涉

及到生活的方方面面。留学生中国文化教育内容广泛包括出入境法等法律规定、学校校纪

校规及校园文化，同时还必须兼顾中国传统优秀文化和现代文明等，内容庞杂，在内容的选

择往往容易遇到师生矛盾的瓶颈。

研究表明，在中国文化课程应该教授内容上，绝大多数的留学生都会选择自己感兴趣的

选题，而且容易集中到与生活密切相关的少数项目上。但是，对教师而言，则希望把中华文

化原原本本地交给学生，自然要广泛涉及到哲学、宗教、艺术以及现代中国的各种情况。这

自然与留学生仅从个人好恶出发所选择的学习内容有所矛盾，成为留学生中国文化教育的

一大问题。

二、文化感知在中国文化教育中的独特优势

文化感知是一个由表层到深层包含信息接收和意义化两个阶段的感知过程，其独特机

理决定它在文化教育中具有独特优势。

１心理预设基础好，利于跨越语言障碍

感知直白地说就是感受和知道，是人们运用内心感知力，在心理预设点的帮助下，去感

受内心情感情绪的变化。心理预设能够让人的内心产生某种情绪，直接运用感觉和知觉去

体验这种情绪，并在这种感觉和感受中，加深对情绪的认识。同时，心理预设点还能够激活

联想，让思路变得开放，加深文化体验。因此，良好的心理预设基础有利于人们突破社会文

化认知过程中的心理障碍，通过感知直接体会和体验新的文化。

文化感知的直接体会和体验特征，使它明显强于单纯的语言文化说教，单纯说教缺乏直

接、深刻的体会和体验。以留学生来华学习初期为例，拼音为主导的学习内容在形式上与英

语、法语等相近，全新的社会生活环境，以及来华留学的意愿与主动选择均构成了留学生中

国文化学习的良好心理预设基础，促使留学生保持了浓厚的学习兴趣。

基于文化感知体验基础上的情感性“中国好”、“汉语很有意思”构成了留学生来华留学

的初始体验，而这一主动的内在体验意义基础上的情感内涵完全胜出对中国“好”的简单宣

传与说教。

２内在体验性为主，受文化制约相对弱

文化感知是信息通过感觉器官传到大脑，在大脑中经历感觉、知觉、记忆、思维等对信息

加工的过程。就其表层阶段来说，文化感知只是一个文化信息接受和接受者信息内在意义

化的过程，属于感性论证与情感体验的阶段。

外显特征就是体验上的“好—不好”、“喜欢—不喜欢”，并进而决定信息接受“要—不

要”、“接触—不接触”的行为倾向。感知主体与感知内容的互动性相对较少，决定文化感知

受外在文化制约性不强。对于中国文化教学来说，正确运用文化感知，有利于留学生克服跨

文化障碍，去体验感受中国文化。

当前，来华留学生中国文化教育因其在华“在场”的文化特征，深刻受到教育者主体文

化思维的影响。表现在内容选择上偏重于强调“我想让你知道什么”、“你应该知道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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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应该学会什么”的思维，忽视受众特征。

语言教学、文化课程教学、文化活动实践教学的教师主导特性明显，留学生几乎不参与

教学活动的设计，致使教学内容遇到师生矛盾的尴尬。

以留学生文化感知为导向的教学思维转换，有利于教学主体突破既有文化思维障碍，以

开放包容的心态和多元文化的视野，跨越“本民族文化中心”“主流文化观念”的普遍化倾

向，提升教育传播实效。

３感性体验色彩浓，内容选择更鲜明

文化感知是文化信息接受主体内在感知体系对信息选择、组织、阐释并最终实现与外在

感知信息互动的过程，对客观信息的感性论证与情感体验构成其主导内容，“喜欢—不喜

欢”的感性体验色彩浓厚。这一特征决定文化感知在内容选择上更具灵活性。

面对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以文化感知为主导的留学生文化教育完全可以选择易为留

学生感知接受，能够引起留学生感知关注点、兴奋点的共鸣方式开展，切实实现真正意义上

的文化“分层分级”教学。

以近期国家留学基金委组织开展的“感知中国”活动为例，大连高校组织开展的新农业

科技体验，西安高校组织开展的大唐文化体验、陕北高原文化体验，以其农业技术与成效的

新颖、汉唐历久弥新的文物、陕北黄土沟壑的醒目等鲜明特征，赋予了体验者强烈的情感冲

击，有效提升了感知效果，对不同汉语水平的留学生取得了“分众”传播的实效。

三、提升留学生中国文化教育的文化感知对策

如何有效发挥文化感知在文化教育中的优势，克服当前留学生中国文化教育的难点。

结合案例院校经验，可以总结得出有关培育留学生中国文化感知能力的措施：

１文化教育内容生活化，培育感知兴趣

有关调查显示，来华留学生对中国文化关注的兴趣点集中在如何与中国人交朋友，例如

怎样解决生活中的困难、如何适应中国生活，成败案例分析；其次，名胜古迹和传统美食深

受留学生欢迎，是因为这两项文化内容非常直观，它们的兴趣点和美感来自直接经验。

坚持中国文化教育的“三贴近”原则，以生活化的教育内容，积极培育留学生的生活顺

心感，可有效增进留学生对中国文化感知的兴趣。充分挖掘利用留学生中国文化感知的良

好心理预设基础，做好新生入学接待，积极安排接机，关注公寓住宿细节，招聘志愿者参与帮

助留学生完成入学报到，安排学习伙伴陪同生活，留下“中国好、学校好、老师好”的第一

印象。

充分挖掘利用留学生在华生活信息内在感知需求，全面做好新生入学教育，生活指南与

生活讲座相结合，警官法律报告与留学生案例相融通，农业科技体验与校情校史相互动，高

年级经验讲座与导师专题讲授相呼应，让文化信息全面、立体、生动、具体，有效提升留学生

的感知意愿，增进了中国文化教育“硬性规定”内容教学的效果。

此外，积极关注不同年纪留学生的学业进展，宣传优秀留学生事迹，评定优秀留学生、留

学留学生干部、汉语学习单项奖，充分肯定留学生各方面的学习成就，文化教育与留学生学

习生活密切挂钩，培育留学生的学业成就感，激发留学生中国文化感知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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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文化教育活动常态化，打造感知定势

文化感知的程度某种程度上取决于文化传播的方式和能力。留学生中国文化教育的产

品内容要符合其感知特征与感知能力，努力做到用情感、细节、故事打动人，提高教育的亲和

力、吸引力和感染力。

同时，还应整合可利用的文化资源，综合运用多种传播方式，积极构建适合中国文化教

育体系，实现文化教育的常态化，在春风化雨、润物无声中形成一定程度的中国文化感知定

势，提升文化感知能力。

立足长期生中博士留学生为主、陪读家属较多，留学生因科研、家庭生活等，参加活动参

与时间有限，与此相对应的是学校校园文化生活丰富等实际，将文化活动尽可能地安排在周

末，并面向留学生家属开放，营造国际大家庭氛围，最大限度争取留学生参与。

探索建立了以留学生公寓为主阵地，校园文化生活、传统节庆文化体验和外出文化实践

为平台，注重生活化、体验化的中国文化教育模式。

让留学生鲜明记住了粽子、月饼、中国结、压岁钱等文化标识，明确了周末生活，元旦、国

庆等演出生活，运动会、排球比赛、羽毛球比赛等体育生活，端午、中秋、春节等节庆生活，假

期外出文化生活等文化实践教学的时间，形成了“周末搞活动、节庆参与演出、传统节日重

体验、假期外出去实践”的文化常态，活动时间节点与感知定势初步融合，“中外学子一家

亲”的校园生活融入感，学校家园感显著增强。

３文化教育基地化，维系感知焦点

文化作为人类社会生活的总和。生活环境、生产劳作和文化生活追求的相似相通处，决

定不同文化之间总会存在着共性的内容。

在跨文化的信息传播中，克服文化产品一般化倾向，深入研究不同国别受众的价值取

向、历史文化、生活习俗、审美情趣，做到因地制宜、因人制宜，紧扣国外不同地区人们的关注

点、兴奋点、共鸣点进行传播，对文化交流有着重要意义。

结合陕西历史文化资源，从学校留学生农业学科背景及管理经验出发，学校准确研判了

留学生中国文化感知兴趣，初步探索出了以兵马俑、青铜馆、西安市为主要景点的汉唐历史

文化教学。

以北京、上海、苏州等发达城市为教学点的现代都市生活文化实践，以杨凌现代农业示

范园、学校博览园、社会主义新农村示范村—袁家村为依托的农业文明体验教学，以秦岭野

生动物园、太白山等为主教学点的秦岭绿色文化教学。

以公寓集体生活为阵地的国际理解文化和国际公民文化教育，凝聚了文化感知焦点，促

进了留学生中国文化习得的体系化，提升了留学生对中国文化的亲近感及其感知能力。

总之，中国文化教育应是体系化、系统化的工作。留学生中国文化的“在场”教育应积

极借鉴并融合中国文化海外“走出去”的教育成果，找准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大背景中的定

位，展现多元开放的特色，增进留学生对中国文化感知、认识和理解。

我们通过分析留学生中国文化教育的难点以及文化感知在文化教育中的独特优势，结

合案例院校对文化感知的运用实践，提出培育感知兴趣、维系感知焦点、形成感知定势、提升

感知能力等文化感知策略，可以大力推进留学生中国文化教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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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华留学生心理健康状况
及影响因素研究综述

华侨大学华文学院　卢鹏

近年来，随着我国综合实力的不断壮大和国际地位的大幅提升，越来越多的外国学生对

中国的科学技术、教育、文化感兴趣，同时也有越来越多的留学生来我国攻读各种学位。来

华留学生作为中国大学中的特殊群体，不仅要承受在异国学校完成学业的压力，还要面临各

种语言交流障碍、人际交往、文化差异等问题，会影响留学生在中国的学习和生活，给留学生

带来心理压力，产生不良的心理反应。国内外大量的研究表明，来华留学生在跨文化学习过

程中或多或少会产生心理问题，心理健康水平低于中国常模。

本研究通过系统地总结国内外学者对留学生心理健康状况的相关研究，分析目前来华

留学生存在的心理健康问题及影响因素，为今后促进留学生在华的适应状况、提高其心理健

康水平、推动相关部门的管理和教育提供依据。

一、来华留学生心理健康现状研究

１心理健康概述

心理健康是一个复杂的综合概念，包含心理现象、社会现象等，国内外学者对心理健康

的定义有着不同的看法和观点。世界卫生组织（ＷＴＯ）在１９４６年指出，心理健康不仅是个
体没有心理疾病，社会适应良好，还指在身体、智能及情感上与他人的心理不相矛盾的范围

内，将个人的心境发展成最佳状态［１］。

心理学家ＡＨＭａｓｌｏｗ认为心理健康就是能自我实现、发挥天性［２］。日本学者松田岩

男对心理健康的定义为：心理健康是指一种心理状态，这种状态能够对内部环境存在安定

感，对外部环境则以社会认可的形式适应［３］。国内学者刘华山认为［４］，心理健康是一种连

续的心理状态，在此种状态下，个人具有积极的内心体验、充满活力的生命力，能够有效的发

挥个人的身心潜力与积极的社会功能。郑日昌则认为［５］，心理健康应包含两方面：一是积

极调整心理状态，适应内外环境；二是有效地、富有建设性的完善和发展个人生活。

２国外对留学生心理健康现状的研究

留学生进入新的国家后，从开始的兴奋到进入漫长的学习过程中，渐渐感受到文化差异

带来的各种不便、痛苦和压力，因不同的文化、宗教信仰，不同的政治环境，不同的人生观、价

值观、世界观而引发的心理健康问题也越来越突出。

ＭａｘｉｎｅＲａｎｄａｌｌ等［６］人研究日本琉球大学留学生心理压力和失调时发现，１１９％的留学
生感到精神异常，３９６％的留学生感到抑郁，甚至９７％的留学生想到轻生，说明留学生存
在较大的自杀的风险。

ＭａｄｏｎｎａＧ等［７］对留学美国的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留学生研究发现，非洲留学生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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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抑郁的程度明显高于亚洲留学生，若控制性别和宗教因素，英语水平好的留学生较英语水

平差的留学生抑郁水平降低。

ＲａｎｊｉｔａＭｉｓｒａ等［８］对美国的留学生进行心理健康状况调查时发现，女性留学生的恐怖、

焦虑、躯体化等症状明显较男性留学生严重。

ＳｗａｍｉＶ等［９］对旅居美国的马来西亚留学生的研究发现，留学生心理健康水平与社会

文化适应正相关，即社会文化适应能力越强，心理健康水平越高。

ＴａｆａｒｏｄｉＲＷ等［１０］研究显示，马来西亚留学生比巴西本地的留学生更容易烦躁，对相似

的生活事件存在不同的敏感性。

ＢｉｒｅｎｄｒａＫ等［１１］对留学美国的加拿大和印度留学生对比研究时证实，加拿大留学生心

理健康水平高于印度。对加拿大留学生来说，消极的应对方式，对于解释焦虑、偏执、敌对和

躯体化都有现实意义，但对印度留学生意义不大。

３国内对来华留学生心理健康现状的研究

２００４年，雷龙云等［１２］使用社会文化适应量表和 Ｚｕｎｇ氏抑郁自评量表调查了来华留学
生的社会文化适应困难水平及抑郁程度，调查结果发现，抑郁严重程度≥０５０的人数占全
部被试人数的３３３％，高于我国按常模换算的人数比例，说明留学生是心理疾病发生较多
的特殊人群。

２００６年，胡芳等［１３］使用自评量表（ＳＣＬ－９０）对安徽师范大学和江西师范大学的留学生
进行心理健康状况调查发现，留学生在躯体化、抑郁、人际关系敏感因子分与中国青年常模

无明显差异，但是在强迫、偏执、恐怖、精神病性因子的得分显著高于中国常模，存在一定的

心理问题，是创伤后应激障碍（ＰＴＳＤ）高发的危险人群。
２００７年武静［１４］通过访谈的形式，对厦门大学的来华留学生心理状况进行调查，发现留

学生的一般心理状态是孤独和想家，焦虑、孤独、沮丧甚至是敌视。

２００８年，亓华和越南的刘汉武利用 Ｚｕｎｇ氏自评量表（ＳＤＳ）对在京越南留学生进行调
查［１５］，结果显示，只有９人心理正常，轻度和中度抑郁的人数占４４％，甚至３％的人出现重
度抑郁，大部分越南留学生的抑郁水平处于中等偏高的水平。

２００９年薛朝彪等［１６］采用ＳＣＬ－９０对在江西赣南学学院学习的来自印度、巴基斯坦、尼
泊尔、孟加拉国等过的留学生进行心理健康调查。结果发现，留学生的躯体化、强迫、焦虑、

抑郁、敌对性、偏执和精神性及其高于中国青年常模，说明部分来华留学生存在心理适应

问题。

周琬磬等［１７］同样对大理学院的在校１７７名东南亚学历留学生进行ＳＣＬ－９０问卷调查，
发现强迫症状

"

偏执
"

人际关系敏感
"

抑郁
"

躯体化
"

恐怖
"

其他
"

焦虑
"

敌对
"

精神病

性，留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存在性别、院系差异。

吴志刚等［１８］对中南大学的６８名来华留学生进行调查时发现，该校的来华留学生强迫、
焦虑、人际关系、恐怖因子得分均大于中国大学生，其中人际关系和强迫因子平均分大于２。

王家麟等［１９］通过对南京５所高校５００名来华留学生在校学习期间心理健康的调研发
现，南京市高校来华留学生总体心理健康状况尚可，但在年龄、国籍、宗教及来华时间存在差

异，且在表现形式上存在一定的规律性。

根据ＤｏｕｇｌａｓＢｒｏｗｎ的文化适应四阶段学说，吕玉兰［２０］运用定性定量的方法对来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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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美留学生进行调查，发现留学生在跨文化适应方面心理上经历了初来中国阶段、适应深入

阶段、文化融入阶段及文化休克阶段。

二、来华留学生心理健康影响因素研究

１人口学因素对来华留学生心理健康的影响

留学生心理健康与其性别、年龄、经济收入、受教育水平、国籍等人口学因素存在相

关性。

杨洋等［２１］对天津高校的来华留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调查时发现，男女在躯体化因子上

存在显著差异，男性留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高于女生。赵妍等［２２］对哈尔滨工程大学的留学

生调查发现，女性留学生抑郁症状比男性留学生明显，同时，留学生抑郁症状与年龄显著相

关，年龄越大，心理健康水平也越高。谢永飞等［２３］研究也发现，江西高校的亚洲来华留学生

中，随着年龄增大，留学生的心理适应状况越好。

马莉等［２４］对来自２４个国家的１４８名来华医学留学生的研究发现，来自贫穷国家的留
学生，由于消费水平高，留学生的饮食条件偏差，导致影响了他们的身心健康。来华前受教

育水平也与留学生的心理健康呈现一定的相关性，赵妍等［２２］研究发现，留学生来华前为大

学及大学以上的留学生心理健康水平较高。

不同国籍的来华留学生适应性情况也有差异。陈玳玮等［２５］对天津师范大学的留学生

调查发现，在影响留学生心理健康的因素中，国籍的影响作用最大，对心理健康所有的因子

都达到了显著的影响，且对留学生的总体心理健康水平也极其明显。孙乐岑等［２６］对我国四

个城市的外国留学生适应状况调查发现，欧美留学生的适应性明显比东亚和东南的留学

生好。

２社会学因素对留学生心理健康的影响

来华留学生心理健康还受到社会因素（如语言水平、出国经历、宗教信仰、文化习惯、出

国经历和居留时间、价值观等）影响。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ｉｎｅＭＧ等［２７］对在美国留学的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留学生调查发现，如果控

制好性别和宗教信仰等影响因素，英语水平低的留学生要比英语水平高的留学生抑郁程度

高。国内，刘立伟等［２８］发现，汉语水平低是留学生产生焦虑、沮丧、无助等负面情绪的主要

原因之一。

ＶｅｒｇａｒａＭＢ等［２９］研究发现留学生的文化适应水平与出国居留时间存在一定的联系。

姚調等［３０］发现来华留学生的心理适应水平随着居住的时间延长而升高。赵妍等［２２］研究发

现留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与国外生活经历也有关，有出国经历的留学生在焦虑、躯体化、精

神性因子的得分低于无出国经历的留学生。

Ｈｓｉｅｎ－ＣｈｕａｎＨｓｕＰ等［３１］对新西兰本国留学生和本过学生对比研究发现，宗教和个人

信仰与留学生的心理健康和社会生活质量存在相关性，且宗教和个人信仰可能是留学生应

对跨文化压力的一种方式。王家麟等［１９］对南京来华留学生心理健康调查研究发现，信仰佛

教的留学生来华后面临较大的文化适应和心理为题，在安全感和文化冲击上的感受较为

强烈。

唐滢等［３２］研究得出，来华留学生越来自较为近的国家，其文化习惯及价值观较为相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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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社会文化适应程度就越好，出现的心理问题就越少，可能是由于他们的语言和价值观与中

国相似。ＨｅｎｎｉｎｇＭＡ等［３３］对新西兰医学留学生研究发现，医学留学生在社会和环境生活

质量的体验低于本地学生，进而影响其心理健康、文化和社会适应。

３心理因素对留学生心理健康的影响

留学生的心理因素包括人格、应对方式、社会支持、情感智力、思乡情绪等也会影响其身

心健康。

人格对文化适应中的心理适应的研究是很重要的。ＢｓｉｓｓｅｔＣ等［３４］对在法留学的留学

生进行调查发现，人格的特质焦虑、成人依恋对留学生的心理、文化适应都有影响。胡春霞

等［３５］在研究国内外医学本科生的主观幸福感及其影响因素的时发现，来华留学生人格维度

中的神经质和外向性与幸福感总份显著相关，且神经质与之负相关、外向性与之正相关。

应对方式是心理应激，是影响心理健康的重要的调节变量，对个体的生理和心理健康起

着非常重要的作用。ＰｉｋｏＢ等［３６］对匈牙利塞格德大学２０８名医学专业的学生调查发现，采
用消极应对方式的医学生更容易出现心理方面的问题。ＣｈｅｕｎｇＣ等［３７］对在香港上学的内

地学生研究证实，幽默感可以减少抑郁症状的发生，并可以维持其生活满意度。李繁等［３８］

以大连市两所高效的留学生为研究对象，研究留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与 ＰＴＳＤ的关系，发现
积极的应对方式可有力改善跨文化适应情况。

Ｇｏｌｄｉｎｇ和 Ｂｕｒｎａｍ认为［３９］，良好的社会支持有助于旅居者的身心健康。ＢｓｉｓｓｅｔＣ
等［３４］研究发现，社会支持可以减少抑郁症状的发生。董燕萍等［４０］对在沪宁地区学习的韩

国留学生调查发现，社会支持是影响韩国留学生跨文化适应的重要因素。

孔乐岑等［２６］对上海、北京、广州、昆明四个城市１３所高校的留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发现，
社会支持以本地人为主的留学生心理健康水平低于平均值；社会支持以同胞为主的留学生，

心理健康水平处于平均水平；社会支持以本地人和同胞为主的留学生心理健康水平高于其

他组，说明获得当地人和同胞的社会支持更有利于留学生的心理健康。

ＶｅｒｇａｒａＭＢ等［２９］对留学泰国的留学生研究，发现情感智力越高，心理健康水平越高，跨

文化适应压力越小。例外，吕萍［４１］发现思乡情绪也是导致来华留学生发生抑郁的重要因

素。陈玳玮等［２５］对天津师范大学的９８名留学生调查研究发现，思乡情绪主要对抑郁情绪、
躯体化症状和敌对态度的影响较为强烈。

最后，单亲家庭、童年受虐史等也是影响留学生心理健康的重要方面。ＣｏｓｔａＥＦ等［４２］

研究发现，留学生抑郁水平与教学质量、学习成绩和辍学的想法有关。李繁等［３８］发现单亲

家庭、有童年受虐史的留学生ＳＣＬ－９０得分较高，且与心理健康状况呈正相关。

三、结语

本文对留学生跨文化适应过程中的心理健康状况及相关因素进行了综述。留学生在异

国求学的过程中会遇到不同程度的心理健康问题，主要原因是留学生初到新的环境中，缺少

对异国社会文化、风俗习惯和地理环境及所在学校的教育方法、制度和环境的了解，因而会

产生各种心理方面的问题。

来华留学生的跨文化适应变化多样，并且受多种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包括留学生的性

别、年龄、国籍、语言水平、人格、社会支持、应对方式、价值观和文化习惯差异等。

因此留学生在华留学期间，教学部门和学校管理部门要综合考虑跨文化适应对留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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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的影响，针对留学生适应问题采取措施帮助其解决困难，譬如可以为留学生管理人员提

供实证和理论基础，帮助他们建立相应的服务、保障和指导机制，引导留学生尽快适应在华

学习和生活，预防心理问题出现，圆满完成留学生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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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医学院校留学生
中国文化课教学的几点思考

大连医科大学国际教育学院　李静

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医学教育和医疗水平的不断提升，来华医学留学生的规模增

长势头迅猛，已跃居来华留学的第二大群体，仅次于汉语言文化专业。据官方数据不完全统

计，截止到２０１３年底，来华留学生总数达３５６，４９９人，其中医学留学生近四万人，占来华留
学生总数的１１２２％。

面对如此庞大的医学留学生群体，如何针对其特点有效传播中国文化是我们面临的重

大课题，其结果不仅关系到医学留学生的整体教育质量，而且关系到留学生的医学人文素

养，关系到国家文化的软实力。

一、医学留学生中国文化课教学现状

医学留学生大多来自亚非拉发展中国家，他们来中国学习的目的十分明确，就是用英语

在中国学习医学知识和临床技能，毕业后回国从事医疗相关工作，满足本国对医疗专业人才

的急需。这造成医学留学生主观上缺乏学习中国文化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另外，医学留学生在中国学习和生活的环境相对封闭，英语能够充分满足他们的日常需

要，这客观上造成他们与校园主流文化始终有一定的距离。因而，医学留学生中国文化教学

始终处于“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

一方面，按照教育部２００７年颁布的《来华留学生医学本科教育（英语授课）质量控制标
准暂行规定》［１］，医学院校必须为留学生开设一门中国文化课，以实现《留学中国计划》提出

的“培养一大批知华、友华的高素质来华留学毕业生”的发展目标［２］，这是只能进不能退的

硬性要求；

另一方面，各医学院校一直忙于医学专业英语授课的师资培养、课程建设、质量监控等

工作，无暇顾及中国文化教学的具体工作，这导致来华医学留学生中国文化课教学始终徘徊

在粗放式的初级发展阶段，没有进一步的发展。

医学留学生中国文化课教学现状具体表现为“三缺乏”，即缺乏完善的课程体系、缺乏

专业的师资队伍、缺乏开放的教学模式。

１缺乏完善的中国文化课程体系

医学留学生在华六年学习期间只开设一个学期（３２学时）的中国文化课理论课，且限于
理论课授课，这根本无法调动起医学留学生的积极性，更无法实现有效传播中国文化的目

的。亟需创设理论与实践有机结合的完善的课程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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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缺乏专业的中国文化课教师

目前，各医学院校担任留学生中国文化课的教师都是英语专业的兼职教师，这些教师的

优势是英语表达能力强，容易和留学生交流。但他们缺乏必要的中国文化知识体系，只适合

与留学生进行浅层次文化交流，无法帮助留学生形成“物质文化 －艺术文化 －精神文化”的
知识体系。

另外，良好的英语表达能力极易造成“填鸭式”教学比重的增加，引起“政治宣传”之嫌。

因此，亟需对外汉语专业或国际汉语硕士专业的、具有良好英语表达能力的中国文化专职

教师。

３缺乏开放的中国文化课教学模式

目前的中国文化课教学主要以理论课为主，以“填鸭式”教学为主要教学方式，体现出

“封闭式”教学模式，不利于培养留学生主动学习、合作学习能力，不利于培养留学生认知、

理解中国文化的能力。亟需创新“开放式”教学模式。

二、医学留学生中国文化课教学改革

必须从“三个建立”着手医学留学生中国文化课教学改革：

１建立完善的中国文化课课程体系

建立文化理论课、文化体验课相结合的课程体系。除见习、实习外，其余八个学期均安

排中国文化课，每学期１６学时。理论课６学时，文化体验课８学时，学生 ＰＰＴ汇报课２学
时。贯穿八个学期，共１２８学时。

形成“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课程体系，变“封闭式”教学为“开放式”教学，充分培养留

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合作学习能力、欣赏评价能力。

创建中国文化体验教室是文化体验课有效进行的前提保障。文化体验教室实现了课堂

教学生态化，在学生和教师共同活动的生态环境下完成相应文化主题的体验活动［３］，理解

该主题所包含的各种文化符号、文化活动、文化内涵。

学生在文化体验教室完成的相关作品，通过集体评选，挑出优秀作品，展示于教室，既增

强文化体验氛围，又促进相互学习，充分实现课堂教学生态循环。

２建立专业的中国文化课师资队伍

建立课程负责人制，负责人必须是本专业专职教师，具有完备的中国文化知识体系，具

备跨文化交际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负责人负责教师的遴选；保证教学计划的整体性和阶

段性协调统一；督导教学和评价教学各个环节。

３建立开放式的中国文化课教学模式

２０世纪３０年代美国进步主义教育者提出“开放式教育”的主张，２０世纪７０年代美国和
欧洲各国积极探索开放式教育并广泛将其运用于教学实践中。

开放式教育，意味着打破传统的封闭教育体系，以创新、包容、灵活的方式充分利用及调

动课堂内外的教育资源，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合作学习能力、创新能力。体现为以学生

为中心，以学习为中心的教学理念［４］。开放式的中国文化课教学模式，体现在教学内容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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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性、教学方式开放性、效果评价开放性。

（１）教学内容开放性

中国文化课教学内容的开放性体现在传授的中国文化不仅有传统性，还应有时代性；不

仅有民族性，还具有国际性。例如：在中国文化中红色象征吉祥如意，并赋予辟邪功效，传统

文化符号有大红灯笼、红色春联、红色婚服、红包等，这些习俗很多延续至今。只提及这些传

统文化符号还不够，必须提到一二个当代文化符号，如红布条系在新车上、大红纸贴在马葫

芦上。

中国文化课教学内容的开放性还体现在文化的民族性和国际性的有机结合。例如，讲

授中国传统节日时，在介绍完节日的来源、传统活动、当代活动、文化内涵以后，请各国留学

生介绍他们国家的相关节日，比较异同，分析文化背景和民族心理及价值取向。

在这一过程中，留学生了解到中国传统节日，以及其他国家的节日文化，每个人都会建

构起相关主题的知识体系，这是文化融合过程，更是培养留学生思考能力、分析能力、判断能

力、鉴赏能力的过程。

中国文化课教学内容的开放性不仅能培养留学生文化包容性、视野开阔性、文明融合

性，还能提升留学生的医学人文素养，提高其对中国文化的认知力和理解力。

（２）教学过程开放性

教学过程开放性坚持以“学生为中心”，充分尊重学生的主体性，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

性。通过实物、图片、幻灯、多媒体等多样化、现代化手段实现自主学习、合作学习。

通过个体独立式、小组合作式、校内外资源共享式等途径，培养留学生的观察力、想象

力、判断力，建构起不同文化主题的相关知识体系。而不是仅仅局限于封闭的课堂教学，

“填鸭式”的灌输。

１）个体独立式

个体独立式实施步骤：问答导入———清晰讲解———主体体验———作品评价———ＰＰＴ
展示。

教师通过提问，学生回答，导入主题。归纳讲解相关内容后，要求每个学生根据个人理

解，借助互联网终端和教师指导，完成教学任务。全班对每个作品进行评价，明确优点和不

足所在。

相关主题教学结束前，要求每个学生通过 ＰＰＴ展示其对该文化主题的认识和理解，作
为对该文化主题的归纳总结。学生可以通过中国朋友帮助、互联网信息等开放性手段，完成

学习任务，提高自主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

２）小组合作式

小组合作式实施步骤：确定主题———围绕主题小组分工———小组展示比赛。

教师提前布置教学任务，划分活动小组，选出小组长。学生围绕主题再细分任务，每个

个体确保按时完成各自的任务。小组集体演练，不断完善，以小组形式展示任务完成情况。

首先集体评出最佳小组，然后评出最佳选手。通过小组合作形式，培养学生合作学习能力和

协同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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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校内外资源共享式

充分利用校内外优势资源，实现资源共享，促进留学生中国文化课开放式教学模式的不

断完善。

协同学校团委和学生会，选拔中国学生参加留学生举办的汉语演讲比赛、中文歌曲比赛

和汉语角活动，促进中外学生的语言交流和文化融合，将中国文化中的“和而不同”，“和谐、

友善”精神传递给国际学生。

选拔留学生参加中国学生举办的汉语普通话大赛，通过中外合作完成成语接龙、情景剧

等表演，促进留学生不断融入中国文化，并在融入中感受原汁原味的中国思维方式和中国文

化符号的深层内涵。

邀请民俗学会专家走进校园，展示中国传统剪纸、泥塑艺术，并根据留学生要求，现场剪

裁和塑造各种西方文化符号，如圣诞老人、麋鹿、南瓜灯等形态各异的艺术品，将中国文化的

表达方式与西方文化的象征符号有机结合起来，充分展现中国文化的无穷魅力。

通过多参与、多实践等开放式教学模式，提高学生对中国文化的兴趣，培养学生对中国

文化的认知力和理解力。

（３）效果评价开放性

开放式教学的效果评价以注重发展学生的能力，特别是学生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为主。

因此，评价体系和评价手段必须多元化，变终结性评价为形成性评价，设立形成性评价体系，

多方位、多角度、发展性地评价学生，注重过程中情感、意志、态度的考量［５］。

在评价中采用的方式包括个人作品、小组展示、幻灯演示等多渠道的综合。打破传统文

化理论课只有笔试的封闭、静止、片面的评价手段，采用开放、动态、全面的评价手段，真正实

现个体实践、集体交流、共同研究的教学新常态，提高学生自主学习、合作学习、创新学习能

力，培养学生具有文化包容性、文化融合性、文化促进性。

医学院校留学生中国文化课教学必须建立“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课程体系，建立专业

的师资队伍，建立开放式的教学模式，才能摆脱目前“进退两难”的局面，实现由粗放型向集

约型发展的飞跃，真正实现现代美国教育家杜威（ＪｏｈｎＤｅｗｅｙ）的“教育即生活、教育即生长、
教育即经验的改造”［６］的开放式教育理念。

参考文献：

［１］　教育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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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Ｂ／ＯＬ］，２００７年，ｈｔｔｐ：／／
ｗｗｗｍｏｅｇｏｖｃｎ／ｐｕｂｌｉｃｆｉｌｅｓ／．

［２］　教育部．《留学中国计划》［ＤＢ／ＯＬ］，２０１０年，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ｏｅｇｏｖｃｎ／ｐｕｂｌｉｃｆｉｌｅｓ／．
［３］　盛阳荣、刘金虎．优化课堂教学生态环境促进学生个性化成长［Ｊ］，上海教育科研，２００９（５）：７３－７５．
［４］　施奇．高校开放性实验教学模式的思考与探索，科教文汇，２００８（８）：６２．
［５］　蒋琳．多元智力理论指导下的学生评价［Ｊ］，教育探索，２００７（１）：６７－６８．
［６］　ＪｏｈｎＤｅｗｅｙ，ＳｃｈｏｏｌａｎｄＳｏｃｉｅｔｙ［Ｍ］，ＣｏｓｉｍｏＣｌａｓｓｉｃｓ，１８９９，Ｐ３１．

（作者李静，女，系大连医科大学国际教育学院副教授，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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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传统文化对在华留学生
校园文明养成的作用与实施路径

———以温州医科大学为例

温州医科大学国际教育学院　ＮＡＫＮＡＷＡＭＩＳＳＩＮＳＯＦＴ　王小尚

一、引言

因为在华留学生的特殊性，使得这个群体在校园内备受关注，表现在留学生身上的某些

不文明的行为也更为敏感。由于宗教信仰不同而引发的纠纷，由于生活习惯不同而引发的

摩擦，甚至由于中外学生日常交通出行方式的不同也常常引发一些个体或是群体事件。

在教学区，生活区，乃至是校外，总有种种对留学生不文明行为表现的批评。有人把这

些摩擦的根源归于文化的差异，也有人将其归因于社会关系的变更带来的陌生人社会中的

自我保护意识的扩大。因此，高校的留学生管理人员对应地采取跨文化适应措施，重构社会

支持系统的措施，趋同严格管理的措施等等，却仍收效甚微。留学生难管理，便成为留管人

员心里难以解开的心结。

然而，从另一方面讲，大量的研究表明，来华留学生对学习中华传统文化表现出了极其

浓厚的兴趣。我们知道，５０００年悠久历史积淀下来的中华传统文蕴含了非常丰富的中华传
统美德。

倘若能够充分挖掘中华传统文化的精神，对高校来华留学生施以一定的影响，将能有效

地赋予他们分辨善恶是非的道德观念，从而外化于行。正如崔永日等所指出，通过这种影响

可使中华民族的文化精华转化为留学生个人的思想品德１。
目前亟待证实的是，在华留学生校园文明行为现状的改善与中华传统文化的学习有何

关系？二者是否密不可分？留学生学习中华传统文化是否能有效地促进文明修身？如果有

效，又该如何实施？

二、中华传统文化学习对留学生文明修身的作用

自２０１５年１１月至２０１６年２月，我们利用课题组成员精心准备的《温州医科大学在华
留学生中国文化认同度与校园管理满意度调查》问卷，向温州医科大学在校近７００名留学
生发放６００份问卷，有效回收问卷达５３１份，回收率８８５％。

根据这些数据，结合实际访谈，我们对留学生学习中国文化的需求、留学生校园文明行

为现状、留学生对校园管理服务工作的满意度给予了特别的关注。

经过分析发现，留学生对于学习中国文化的需求较高且不受地域国别的影响，学生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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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熟悉中国文化的程度与其校园文明行为整体表现以及对校园管理服务工作的满意度呈显

著性正相关。这就使我们明确了解到针对在华留学生实施中华传统文化的教育的必要性，

也为构建其实施路径提供了必要的参考。

通过问卷中部分关联指标的数据反馈，我们认为留学生学习中华传统文化时间越长，掌

握得越深，其与同学之间的相处就越为和睦，且此类学生大多为校园内表现较为优秀的学

生，在专业学习、校园活动、公益服务等方面都表现突出。

经梳理总结，我们认为，通过中华传统文化的学习，对在华留学生文明修身的促进作用

主要有以下三点：

（一）有利于营造中外学生融合的和谐校园

由于陌生环境下社会关系的重建，留学生们来华后自我意识表现得更为强烈，而对他人

的关注则明显不够，与人交往的方法方式也太过自我。而中华优秀传统道德便是“推崇仁

爱原则，强调‘推己及人’和人际和谐；重视人伦关系，提倡人伦价值”，注重人际关系的和谐

融洽。

在待人接物中，态度和蔼可亲、彬彬有礼，是良好思想修养的反映。它崇尚人道，讲求礼

仪，向往和平安定，。如“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又如“君子己

善，亦乐人之善也，己能，亦乐人之能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提倡

社会道德的敬老爱幼之风。

中华民族这种特有的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和妻柔以及由此派生而来的扶弱济困、尊

老爱幼的优良传统道德，能使来华留学生与中国学生在校园里和乐融融、充满温馨，而且对

于有利于营造中外学生融合的和谐校园，亦有重要作用。

（二）有利于发展留学生的综合素质

从培养优秀的国际人才的角度来看，现代社会的发展要求人应该是多种素质的结合体，

这样才能更好的生存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道德，提倡关心人、尊重人、热心公益、扶贫帮

困、遵守社会公德、恪守职业道德；提倡增强留学生的民主法制观念、权利与义务的维护，增

强遵纪守法的意识。

儒家伦理主张人们“行善积德”，“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要求人们做好

事、善事，要从一点一滴做起，一旦成为习惯就成为一个具有高尚道德的善人了。

留学生可以通过爱心支教、社会实践、赈灾义卖、义演、义诊等道德教育措施，培养道德

意识和道德责任感，形成和谐社会下中外学生、中外友人平等友爱、团结互助的新型人际关

系；通过中国文化课程的开设，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通过课堂讲授和课外感受相结合的方式

传递给留学生，从而有利于发展留学生的综合素质。

（三）有利于正确引导留学生校园行为

一些留学生经常出现不接受教育和管理的现象，存在抵触心理。表现在：学习方面，不

遵守基本的教学要求，迟到旷课现象屡有发生；不遵守课堂纪律；不努力学习，比较懒散；甚

至有些留学生与任课教师发生争吵，不尊重教师，侮辱教师。

日常生活中，不遵守学校的相关制度，我行我素现象普遍；私自放假；私自外出；经常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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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一些娱乐场所，严重影响了留学生的形象，也带来了一些不安全的因素；不遵守宿舍基本

管理规定，夜不归寝现象频繁。

中华传统文化的学习，传统美德的认识，有利于让留学生们明白要对自己负责，对所从

事的事业负责，对集体负责等。曾子在《大学》中也讲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优秀

的历史传统会激发留学生们的主人翁责任感，及使命感，结合人生价值的追求，达到一种自

觉的理性。

三、中华传统文化对留学生文明修身促进的实施路径

（一）接触认知：第一课堂教学做好中华传统文化学习材料的系统梳理

在５０００多年文明发展进程中，中华民族创造了博大精深的灿烂文化。然而，拥有着不
同文化的留学生们虽总体表现出对中华文化学习的高度热情，他们的兴趣点却仍需要我们

去发现。因此，要较好地完成留学生学习中华传统文化的实施过程，需要系统梳理中华传统

文化资源，将展示中华文化独特魅力的中华传统文化精神进行归纳总结，使之成为能够有效

地用于来华留学生的中国文化学习的生动的教材。这个过程，高校完全可以在第一课堂教

学过程中完成。

许多高校针对来华留学都开设了中国文化课程以及汉语课程，且较多学者也认同将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纳入对外汉语教学课程，我们只需在教学过程中多加观察与研究，发掘留学

生喜闻乐见的文化兴趣点并加以梳理与归纳即可。

留学生们向往中国文化，同时也渴望深入了解中国文化相关的知识，是由于这些内容的

学习对于他们在华期间的人际交往、生活与学习起到了积极的作用２。以温州医科大学为
例，《中国简介》作为留学生们一门必修课程，经过多年的教学实践与学生反馈，目前已基本

形成理论与实践并重的特色课程。太极、书法、京剧等留学生非常感兴趣的专题都有规定的

实践课时。在校级教改课题研究中，该课程还创新性地将温州地方文化作为一个专题引入，

受到留学生的欢迎。

（二）内化于心：用校园文化活动打造留学生体验中国文化的平台

校园文化生活对于在华留学生的功能定位：

其一在于构建健康、文明、和谐的校园环境，维护良好的教学秩序和学习生活环境，展现

留学生精神面貌，培养留学生学习兴趣，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

其二在于给留学生们提供展示才华及宣传自己国家历史和文化的机会，与中国学生的

交流与互动的机会，减少文化冲突，真正融入旅居国文化生活主流，增强其归属感，做到学在

中国，乐在中国。

因此，校园文化活动是留学生们体验中国文化的重要平台，也是让留学生们能把中华传

统美德内化于心的重要途径。

温州医科大学国际教育学院建院十年来，已经成功打造了若干个针对留学生的校园文

化品牌，而中国文化的学习与体验则贯穿于每一个文化活动始终。一年一度的国际文化节

让中外学生一起策划，使中外文化元素同台展示；家庭访问日活动让大量的留学生在端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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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阳等传统节日期间走进温州当地人家，体验传统民俗；大年三十年午饭活动让每年全体留

校过年留学生们一起感受异国他乡的中国年。

留学生们每年精心准备极富中国文化内涵的节目参加浙江省“梦行浙江”中华才艺展、

汉语桥等活动；社区文化节、文明寝室流动小红旗等使留学生关注自己日常生活中的文明行

为举止；即便是定期组织的主题班会，也增设了中国文化与美德主题，旨在利用课余的时间，

最大程度地增强留学生们对中国文化的认知，而包涵在中国文化中的丰富的中华美德则是

在潜移漠化中使留学生们内化于心，从而为外化于行做好铺垫。

（三）外化于行：在社会公益服务中让留学生感受中华传统美德

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接触认知，到体验感受使之内化于心之后，最关键的实施途径无

疑是如何使之外化于行。事实证明，外化于行的环节不仅能够极大地提升校园内外对留学

生的综合印象，还能极大地激发留学生们的社会服务意识，从而带动更多的留学生们融入到

旅居国的文化体验与学习中来。

温州医科大学的留学生们自主成立的洋雷锋志愿者服务队，在近几年的社会公益服务

中成绩突出，为在华留学生学习体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美德提供了一个可供参考的范式。

留学生们通过文艺演出的方式对接温州近百个文化礼堂，足迹已经遍布了温州市各区，

瑞安、乐清、洞头、平阳、文成、苍南等多个地方，受惠群众近万人。在２０１５年温州市大中学
生进文化礼堂实践服务项目的评比中，温州市团委充分肯定《留学生多元文艺进礼堂》的项

目，将其列为重点资助项目。

留学生们通过暑期社会实践服务的方式服务城市社区与农村基层，在城市社区关爱老

人的实践项目曾获２０１１年浙江省优秀团队，２０１３年全国大中学生暑期社会实践团队二等
奖，在农村关爱儿童的实践项目获２０１５年浙江省最美春泥团队称号。在浙江省“双百双
进”活动的号召下，温州医科大学的洋雷锋志愿者服务队积极组织留学生们下乡服务基层

人民，体验中国国情。

有着不同肤色和文化背景的留学生们，发挥自己在文化、艺术、医学知识等方面的特长，

为广大基层送文化、送文艺、送医疗，丰富基层人民的生活，在农村社区刮起一股浓情的国际

风。留学生们在提供服务的同时，也在感受着中国的发展和文化，进行着文化的交流和交

融，而这些点点滴滴的积累，也将在他们的心里系上深深的中国情结。

参考文献：

［１］　崔永日、崔亨龙、金永灿浅谈来华留学生教育管理中的思想教育［Ｊ］中国高教研究 １９９８，６：６６．

［２］　王小尚地方文化资源与来华留学生中国文化课程教学［Ｊ］，华人时刊旬刊２０１４年１１期．

（作者ＮＡＫＮＡＷＡＭＩＳＳＩＮＳＯＦＴ，女，泰国人，系温州医科大学国际教育学院临床医学在
读本科生；王小尚系福建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在读博士生、温州医科大学国际教育学院

学工办副主任、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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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留学生临床实习阶段人文教育途径探索

广州医科大学国际教育学院　周婷　吕嘉春　范熙

医学教育国际标准（Ｇｌｏｂａｌ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ｉｎＭｅｄｉｃａｌ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和国际医学教育最低基本要
求（ＧｌｏｂａｌＭｉｎｉｍｕｍ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均对医学人文教育提出明确要求，其中医学教育
国际标准规定，主要课程除临床医学和技能外，还应包括行为和人文社会科学以及医学伦理

学课程；《医学教育全球最低基本要求》提出７种核心能力，其中４项与医学人文素养有关。
为提高来华医学留学生教育质量，２００７年教育部出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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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标准从４个方面３６项明确提出合格的医疗卫生人力资源除了
应具备与时代发展相适应的知识结构外，还应具备良好的职业素质和高尚的思想道德等。

医学专业特殊性要求加强医学人文教育，医学教育不但强调临床技能和科学精神培养，还

特别注重人文素养和健全人格的养成。临床实习是医学人文教育最集中最直接的场域，是医

学留学生走上医师岗位前的关键阶段，因此临床实习阶段加强留学生的人文教育尤为重要。

一、医学留学生临床实习阶段人文教育的现状

由于教育对象和临床实习期的特殊性，目前临床实习期留学生的人文教育存在一定

问题：

首先，医学人文教育课程设置不尽合理。我国医学人文教育课程主要包括医学伦理学、

卫生法学、医学心理学、医学社会学、医学哲学、医患沟通学等，这些课程大多在医学教育的

前４年或前５年开设，留学生对临床疾病的认识尚处于理论学习阶段，与患者的接触还处于
见习阶段，对医生的职业价值、态度等认识和体会尚不足。临床实习作为医德医风的关键阶

段反而没有较系统的人文教育课程，仅有少量的医学人文讲座。

其次，人文教育师资力量有限。临床实习阶段带教老师虽临床经验丰富，但缺乏较系统

的人文知识（１），且工作量大、压力重，临床实践中的人文教育往往流于形式。
再次，医学院校及医学留学生对医学人文教育实践力度不够大。由于大多数来华医学

留学生毕业后选择回国行医，但需在毕业后通过生源国的医师资格考试方能获得执医资格。

为了保证医师资格考试通过率，一方面部分医学院校更重视基础医学知识的教授和临床技

能的培训，轻人文教育，临床实习期仅以笔试和临床操作作为主要考核方式；另一方面，留学

生学习的侧重点更多集中在如何顺利通过医师资格考试，主观忽视自身医学人文素质的

培养。

二、医学留学生实习阶段人文教育的重要性

１是医学留学生适应现代医学发展的需要

医学人文精神与医学知识和技能是医学发展的两个方面，人文素养是每个医生必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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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质和社会责任。不论何时何地，一名合格的医生除具备精湛的技术之外，也需具备高尚的

医德、良好的医患沟通技巧和能从心理、社会、法律、道德等方面因素综合观察和分析病人的

能力。

在医疗实践环节中，医生会遇到各种疑难病症，这要求医生能同时熟练地运用临床专业

知识和技能及人文知识，才能不断推陈出新，提出解决疾病的新方法、新思路和新技术。因

此，留学生的医学教育要适应现代医学发展的需要，尤其在临床实习关键期，重视人文教育，

培养其成为关心病人，急病人所急，想病人所想的“德术兼备”的好医生。

２是医学留学生健全品格和职业生涯成长的需要

由于语言障碍、文化习俗、宗教信仰、社会支持等因素，医学留学生在临床实习阶段往往

会经历新一轮的文化休克，使其在学业、情感、就业等方面较之中国医学生承受更多不适应

和压力，心理问题逐渐暴露。

通过人文教育，可以帮助留学生获得更多的社会支持，培养自信心、责任心和进取心，健

全人格品质，有利于顺利度过实习阶段的文化休克，更好地完成学业。多数来华医学留学生

知识面较窄，人文基础先天不足。

大量医疗实践表明，知识面狭窄、缺乏良好沟通技巧、对病人人文关怀欠缺的医务工作

者更容易引发医疗纠纷。虽然留学生大多选择回国行医，但一样面临着如何在尊重和维护

病人合法权益的同时也保护自身权利的现实问题，这都迫切要求掌握足够的人文知识和具

备过硬的人文素养。

三、医学留学生临床实习阶段人文教育途径探索

１优化人文教育课程设置，坚持人文教育贯穿临床实习全过程

首先，合理调整临床实习阶段的人文教育课程设置，针对留学生特点由浅入深地开设医

学人文课程。实习期是医学人文素质的运用与实践阶段，对留学生而言，普遍感受与患者交

流沟通有障碍，针对这一情况，建议加强医患沟通技巧方面的训练。

实习医院可结合留学生实习期间所接触的典型病例以及本医院的典型事例，开展案例

分析、医学人文专题讲座、临床模拟等，让留学生在情景模式下感受问诊、查体、治疗方案选

择及术前谈话中的医患沟通技巧，使留学生学会从医学、道德、法律、政治等不同角度去研究

和解决医疗问题（２）。让留学生切身感受到临床实习不仅仅是对知识技能的巩固，也是对
自身医学人文知识实际运用能力的一种检验。

其次，开展留学生临床实习阶段人文教育第二课堂。积极创造各种条件和机会，鼓励和

组织留学生深入基层、社区、农村，开展慰问走访、健康咨询、体检义诊、保健宣传、社会调查

和社区服务等多种医德实践活动，通过这些活动留学生锻炼自我，服务社会，深刻理解医务

工作者的责任感与使命感。

２提高带教老师的人文素养，保证人文教育质量

临床实习阶段以临床医生带教为主，优秀的带教老师不仅是留学生临床工作的启蒙者

和指导者，也是人文教育的践行者。带教老师的人格魅力、职业技能水平、语言交流能力、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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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调控能力都对留学生具有很强的感染力和影响力。

首先，带教老师应不断完善知识结构，提高自身的人文素养。如阅读人文方面的医学典

籍，主动了解留学生生源国的文化信仰、风土人情、医疗状况等，提高跨文化沟通交流能力。

其次，带教老师在临床实践过程中，可结合留学生生源国文化特点，对留学生传授有关

对病人的尊重与关爱、对生命的敬畏等方面的人文精神，尤其注重在问诊、查体、医疗文书书

写等过程中，就如何保护患者隐私、如何减少或避免检查器械的不适、如何规范医疗文书书

写等细节方面对留学生进行现场教育。

最后，医院应重视医务人员人文素养的培育和考核。如举办针对临床医生的人文教育

培训或讲座以提高医务人员的人文素养；照顾好每一位医务人员，让得到人文关爱的医务人

员更好地给予患者关爱与尊重。

３以考核为导向，加入人文素养考核指标

目前，我国临床实习阶段对留学生实习生的考评仍停留在临床专业理论知识、临床实践

操作技能测试上，这样培养出来的医务工作者与现代医学教育目标———“五星级医生”背道

而驰。因此，建议医学院校及实习医院将人文素养作为考核医学生的指标之一，将其应用到

实习期的日常考核之中。

在考评项目上增加患者对实习医师的评价，采用随机调查问卷的方式进行；增加带教老

师对留学生医患沟通能力的评价；凸显敬业精神、工作态度等方面的考评，逐步改变留学生

对医学人文教育认识上的偏差，使留学生认识到人文素养是一名职业医生必备的素质。

４构建富含人文精神的医院氛围，凸显环境育人功效

实习医院作为留学生临床实习阶段人文教育的主阵地，应营造具有人文精神、人文关怀

的和谐医院氛围，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提升员工的医学人文素养。

一方面，让员工在工作中品味关爱，传递爱心。通过规范院内制度和人文管理并举增强

医护人员的归属感和幸福感，鞭策和激励员工精研医术，视患如亲，开启员工善良仁爱的医

学情怀，并自觉主动地将关爱传递给病人；

另一方面，打造温馨和谐的就医环境，切实改善患者的就医感受。如合理布局就医环

境，优化就诊流程，给急危重症病人开通“绿色通道”，增开服务窗口，缩短候诊时间。身处

温馨的医疗环境和工作环境，患者与医护人员都会从中受益。

参考文献：

［１］　姜交德、张天一从当前医患矛盾激化谈临床实习阶段人文教育的探索［Ｊ］教育教学论坛，２０１５，

２（６）：３６－３８．

［２］　许志杰、谭丽娟、刘慧玲论医学生临床实习阶段人文教育的内容与方法［Ｊ］中国医学伦理学，

２０１１，２４（４）：４７９－４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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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医学留学生汉语课程形成性评价初探

赣南医学院国际教育学院　周振环　钟富有　黄东　刘潜

２０１４年我国来华留学生规模已经达到了３６８万，这些来自不同国家的学生分布在全
国不同类型学校进行着专业学习。在不同的专业中有着各自特色的专业课程对于此类课程

的评价相对独立和客观，或者说可以在大体上采用与中国学生类似的评价方式并结合留学

生的生源特点进行综合评价。

但是在专业学习之余绝大部分的学生都要或多或少的学习对外汉语这一公共基础课

程。于是如何让留学生学习与之实际需求相适应的对外汉语课程是各来华教育机构非常关

注的问题。因为对外汉语课程是专门针对留学生开设的，特别是对非语言专业的留学生而

言是作为公共基础课进行学习，所以本文针对留学生课程形成性评价的研究先从对外汉语

语言公共基础课着手。

一、我院对外汉语课程形成性评价体系的建立

我们赣南医学院国际教育学院于２００５年成立并招收来华留学临床医学本科生，现有来
自巴基斯坦、赞比亚等十几个国家地区的留学生一百余人。从招收第一批留学生开始对外

汉语教育就摆在重要的位置，经过几年的教学实践我院针对临床医学类留学生开设的对外

汉语初级、中级课程，中国文化课程、医学术语汉语教学课程等。

以上课程当中既有传统的语言类对外汉语课程，又有针对临床医学类专业开始的专业

汉语课程。在课程设置相对完善的同时，对于学生的教学评价又出现了新的问题。究竟是

以传统相对独立的考试测试来评价学生的学习效果，还是用更好的办法综合的评价学生的

汉语学习情况是我院对外汉语教育者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经过理论研究发现相对于传统的考试测试而言形成性评价体系可能更适合留学生对外

汉语教学的实际情况。因为此种评价方式更适用于已经建立有相对完善的语言系统的成年

学习者。

课程的形成性评价本身并不复杂就是指在教学过程中抓住关键节点对学生学习过程的

表现和学习效果进行记录，并根据不同考核部分的权重给学生进行的综合评价手段。

利用该评价手段的目的主要是让学生能够更有兴趣的投入相关目标课程的学习中，同

时更有效地检测 出学生对于所学知识的实际运用能力。

以我院对外汉语教学为例，对外汉语教学的形成性评价体系主要有以下几个部分组成

（图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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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评价体系的主要构成结合课程的实际情况，将评价体系中的具体评价指标细分为

以下表格，按照细分指标计算学生对外汉语课程的综合成绩。

教师评价指标权重　７５％

对学生个体评价 指标权重 对学生小组评价 指标权重

考勤 ５％

课堂表现 ８％

随堂测试 １０％

小论文、课题 １２％

学期测试 ３０％

小组作业 １０％

学生评价指标权重　２５％

学生自我评价 指标权重 对学生小组评价 指标权重

学习态度 ２５％

学习目标 ２５％
小组间互相评价 １０％

学习能力 ２５％

学习效果 ２５％
小组内互相评价 ５％

二、我院对外汉语课程形成性评价的运用效果

１教师对学生及学习小组的评价

通过教师对学生的评价可以大概了解到每个学生个体的学习情况，以便更好地掌握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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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外汉语语言课程中的学习能力和潜力。与此同时教师对学生学习小组进行的评价让不

同层次的学生在小组活动中相互融合互相辅助。让学生在学习既定知识的同时进一步增强

团队协作精神。使得学生的多元智力更好地得到发展，利用该活动形式很好地将教学目标

中的情感目标融入到学生的日常学习当中。

２学生的自我评价和学习小组间评价

作为教师评价的合理补充，学生评价部分也起着重要作用，特别是在规范学习态度，提

升团队协作方面有着显著效果。学生作为教学环节中的主要参与对象，他们对教学实施有

着直接的影响，所以通过学生的自我评价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纠正学生的学习态度以及对学

习目标的制度和学习效果的反馈等方面的问题。

自我评价的最终目的并不是真正让学生给自己打满分，而是通过这个手段让学生认识

到自己的表现和参与度是教学环节乃是影响自己最终成绩的部分。这个现象更能在小组间

评价中得到体现，小组间评价有两种模式：

一是本小组之间的评价，这一评价手段可以增强学生在小组间活动的参与度，更好的让

每一个学生都参与到小组活动中，从而让他们在不同的小组互动里取长补短得到相应的锻

炼和提升，减少了组员间的分工和参与多少导致的矛盾。

二是小组与小组之间的评价，这一评价可以促进小组与小组之间的联系和沟通，让学生

充分了解其个体发展、所在小组情况和其他同学情况。这就很好地从横向、纵向将学生的各

部分发展要素编织在一起，有效地提高学生的整体学习能力和水平。

三、实施对外汉语形成性评价需注意的问题

１引入多元评价手段

语言教学是一个系统过程，是靠各语言要素交织后形成的整体体系。在对语言教学进

行评价的时候，尤其是对其进行形成性评价时，要引入多元评价手段。不仅仅局限于考试或

者答题的正确性，更要在实际语言操练中留意学生在进行语言学习时使用的独特学习方法、

记忆手段以及思维模式。若在其中有对语言学习有利的因素或行为就可以考虑酌情给予加

分。这样多种评价手段并举可以更好全面地还原学生语言学习的实际情况。

２注重评价的公平性

在多种评价手段并存的时候，往往容易造成学生心理的失衡，有的学生的表现教师认为

满意加了分，而自己感觉跟别人一样却没有得到相应的分数。这就对今后长期实施形成性

评价造成了负面影响，会让这一部分感觉心理失衡的学生对形成性评价失去兴趣，甚至产生

抵触情绪。所以在不同的评价过程中教师要尽可能的注重评价的公平性，使得学生更好地

配合教师完成今后的形成性评价过程。

３加强评价的实效性

形成性评价的特点就是延续性、多发性，这就要求教师要在课上或者课后花更多的时间

对学生的表现进行记录。过多的记录会影响到课程的教学效果，也会让学生太过于专注每

一次的记录而失去了对课程的专注度。所以教师在评价过程中，既要做到有据可循，又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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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把控能力。最起码要做到在下课后及时将评价信息做好汇总和记录，以便最后进行成

绩统计的时候有相关的数据留底和备案。

对外汉语作为为留学生开设的语言公共课程在实施课程形成性评价有着一定的优势和

便利。同时该评价方式对语言学习进入封闭期的成人学生的语言学习整体评价有着更准确

的效果。

形成性评价体系更好地强化了学生在学习中所占的主导地位，不仅仅可以更好地对学

生语言能力进行评价，还能促进教师教学方法、模式的及学生学习态度和学习效果有效转变

和提升，进一步提高学生的团队协作精神和主动参与学习的积极性。

在今后的发展和完善中，要结合多元评价手段，提高该评价体系的可操作性和准确性，

进而更好地将其运用在不同的课程评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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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留学生文化心理适应调查及教育对策

山东大学医学院　张红静　张灿灿　李丹　赵爽　李桂杰

随着中国大学教育国际化的趋势，越来越多的国际留学生来中国学习，留学生在中国的

适应状况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１－３］。目前一个重要的现象是医学专业的来华留学生已成为

我国最大的留学生群体。医学专业一直被公认具有高强度的学习压力。因此，来华留学生

需要面临文化适应和学习任务的双重压力。

良好的心理健康状态、文化适应和生活适应，是留学生在中国顺利学习的重要基础。因

此关注他们的心理健康及文化适应状况，对留学生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客观的评估其心理及文化适应状况，对于我们更好地采取教育和教学措施、改进教学与

管理，促进在华医学留学生的心理文化适应，具有重要的实践指导意义。

一、医学留学生跨文化心理适应测评调查

１研究对象与方法

以山东某大学医学院本科医学专业的 １９７名外国留学生为被试，其中男生 ８４人
（４２６％），女生１１３人（５７４％）；年龄１８～２７岁，来中国的时间为１２～１５个月。留学生
主要来自非洲（其中以南非为主）、印度、巴基斯坦等英语为官方语言的国家。同时抽取该

医学院同年级同专业的中国学生作为对照组。说明研究的目的，然后让学生自愿参加。问

卷采用当场填写当场回收的方式。

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 ５００份，回收有效问卷４４３份，有效回收率８８６％。其中留学生
１９７份，中国学生２４６份。研究工具采用：

（１）一般情况调查表　该表由研究者根据研究目的自行设计，主要为性别、年龄、婚姻
状况等一般资料。

（２）一般健康问卷（ｔｈｅＧｅｎｅｒａｌＨｅａｌｔｈ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２８，ＧＨＱ－２８）［４－５］　分为４个维
度：躯体症状、焦虑与失眠、社会功能障碍和严重抑郁。

（３）情绪与主观幸福感量表 。正性负性情绪量表（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ａｎｄ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ＡｆｆｅｃｔＳｃｈｅｄｕｌｅ，
ＰＡＮＡＳ）［６－７］。主观幸福感用阶梯量表（ＣａｎｔｒｉｌＨ，１９７６）［８］来测量，用于测量过去、目前和未
来的生活满意度。

（４）文化适应压力量表 （ａｃｃｕｌｔｕｒａｔｉｖｅｓｔｒｅｓｓｓｃａｌｅｆｏｒ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ＡＳＳＩＳ）［９］。量
表共分为七个维度：感知到的歧视、思乡、感知到的厌恶、恐惧、文化冲击、内疚感以及其他综

合性因素等。用于中国医学生的量表中文版是在征得原作者同意并授权修订成中文。

（５）文化融入策略量表（（ＳＣＡＳ，Ｗａｒｄ）［１０］。

２心理测评结果

结果发现，１９７名留学医学生中检出有心理问题者５５人，总检出率为２８９％，男性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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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检出率２２６％，女性３８人，检出率３３６％，男女检出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２＝２８４，Ｐ
＝００４１）。
医学留学生与中国医学生心理健康与文化适应比较发现：

（１）ＧＨＱ－２８各因子中，焦虑失眠和社会功能障碍两个因子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医学
留学生焦虑分数显著高于中国医学生 （５７９±４３０ｖｓ３８３±２９８，ｔ＝５４９，Ｐ＜０００１），
但社会功能障碍分数显著低于中国医学生（６６８±３５０ｖｓ７６９±３１４，ｔ＝ －３２１，Ｐ＜
０００１）；

（２）正负性情绪量表，来华医学留学生的正性情绪显著高于中国医学生（３３５±０８４ｖｓ
３１４±０６４，ｔ＝２７３，Ｐ＜００５），而其负性情绪分数则显著低于中国医学生（２０１±０５３
ｖｓ２２５±０７４，ｔ＝ －３５８，Ｐ＜０００１）；

（３）生活满意度量表，留学医学生各个时期的主观幸福感水平均显著高于中国医学生
（７３０±２１３ｖｓ６５８±２０４，ｔ＝４２６６，Ｐ＜０００１；８４±２１１ｖｓ６２８±１４３，ｔ＝－２１３，Ｐ
＜００５；９４９±１２０ｖｓ８７５±１４３，ｔ＝６１５，Ｐ＜０００１）。但其自身比较，医学留学生现
在生活满意度显著低于过去生活满意度（６２８±１４３ｖｓ６５８±２０４，ｔ＝－３４２３，Ｐ ＜
０００１）。

（４）文化适应压力量表，来华医学留学生的跨文化适应压力显著大于中国医学生（１４６
±０６７ｖｓ０８５±０５３，ｔ＝１０８６８，Ｐ＜０００１）。其中最大的压力是思乡、文化冲击和感到
被歧视。（见附录表２）

医学留学生心理适应存在性别差异，女生的心理健康水平差于男生，其中以躯体症状

（７２６±３８６ｖｓ５５７±３２１，ｔ＝－３４４７，ｐ＜０００１）和焦虑失眠（６８４±４４２ｖｓ５２２±
４４６，ｔ＝－２７１，ｐ＜００１）最为严重。

来华医学留学生采取的文化融入策略，以隔离型最多（５８３％），其次是边缘化
（２７０％），然后是融入型（１２３％），极少是同化型（２５％）。

二、对医学留学生教育的建议

１建立留学生心理测评监控机制，发展留学生跨文化心理咨询服务

中国医学生在大学生群体中，属于高焦虑群体。而我们的测评结果显示，来华医学留学

生比中国医学生存在更严重的焦虑和失眠问题，并且有更多的跨文化适应压力问题存在。

而且，有相当比例的医学留学生存在心理健康问题，因此，需要引起我们高度重视。

中国医学生在各个大学基本都纳入大学生心理健康干预体系，从新生入学的心理测评

到提供专业心理咨询服务。

而与之相比，留学生的心理健康监测干预体制则较为匮乏。尤其是由于他们来到异国

他乡缺乏家乡亲人朋友的及时的社会支持，语言的障碍使他们也难以得到中国一般心理咨

询机构的服务。因此，他们的心理问题可能得不到及时的解决，会严重影响其学业、精神及

留学生活的质量，甚至直接造成留学失败。

所以，有必要建立一个留学生心理健康监测和服务系统。至少应该像中国大学生一样，

入学的新生进行一次心理健康测评，对发现有严重心理健康问题的学生进行重点关注和帮

助。同时，也建议配备兼职的能做留学生心理咨询的教师，必要时进行专业的帮助。

不过值得欣慰的是从积极情绪、幸福感及社会功能角度看，来华医学留学生比中国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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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好。说明来华医学留学生的一般心理素质和心理健康基础较好，其心理问题主要是由对

跨文化情境的适应困难造成，因此，我们可以通过对他们跨文化适应的辅导，让他们了解跨

文化适应的过程，主动地去适应新文化，减少跨文化应激，顺利渡过适应的文化休克困难期。

２进行留学生跨文化适应教育，加强留学生与中国文化的融入交流

与来自世界各地的以学习中国语言和文化为目的的其它专业的来华留学生不同，目前

来学习医学的留学生大多来自英语为母语的国家，因此大多数学校现在的医学留学生是独

立编班、住宿，实行全英文教学，这种封闭的教学和生活方式，使他们形成了留学生自己的相

对封闭的圈子，较少与中国学生和中国文化产生交流。

测量表明他们中大多数人采取的文化适应策略是隔离型的，即主要与自己国家的人交

往和文化认同，这种方式虽然可以在短期内、一定程度上增加社会支持，减少异文化冲击，但

长期如此，则不利于他们对新文化的适应和接纳，永远是生活在中国的“外国人”。

还有相当多的人，则采取了边缘化的文化适应策略，即既不再保留原有文化又不能融入

新文化，长此以往，会造成他们文化适应和心理适应的双重问题。

我们应该积极鼓励来华医学留学生采用更积极的融入型的文化适应策略，即在保留发

扬自己本国文化的同时，积极地开放地接纳新的文化———中国文化。因此，我们应该考虑全

方位地给医学留学生创造更多的中国文化融入与交流的条件。

从教学内容上，可以开设跨文化适应指导课程、开设更多的中国文化教学内容；在教育

管理制度上，可以与中国学生同吃同住，与中国学生混合编班、共同上课。至少也应该开展

一些与中国学生共同参加的活动，增加他们与中国师生的交往。

这不仅可以有助于他们的跨文化适应，提高他们对留学的满意度，而且这种交流也可以

惠及中国学生，除了可以提高英语语言能力外，留学生的一些积极的心理品质，如较高的幸

福感、积极情绪等，以及一些更开阔的视野也可以影响到中国学生，使中国校园文化更加多

元化、国际化，把大学留学生工作的效益最大化。

附录：

表１　医学留学生与中国医学生心理健康状况比较（珋ｘ±ｓ）

各项目因子 留学医学生（ｎ＝１９７） 山东高校医学生（ｎ＝２４６） ｔ

躯体症状 ５３７±２８２ ４８９±３０３ １７０

焦虑失眠 ５７９±４３０ ３８３±２９８ ５４９

社会功能障碍 ６６８±３５０ ７６９±３１４ －３２１

抑郁 １５５±２８８ １２４±２４１ １２２

ＧＨＱ－２８总分 １８３９±１０１９ １７６５±８８２ ０７８

正性情绪 ３３５±０８４ ３１４±０６４ ２７３

负性情绪 ２０１±０５３ ２２５±０７４ －３５８

总体适应压力 １４６±０６７ ０８５±０５３ １０８６８

过去生活满意度 ７３０±２１３ ６５８±２０４ ４２６

现在生活满意度 ６８４±２１１ ６２８±１４３ ２１３

未来生活满意度 ９４９±１２０ ８７５±１４３ ６１５

注：Ｐ＜００５，Ｐ＜０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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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文化融入策略类型

文化融入类型 人数 ％

融入型 ２０ １２３

隔离型 ９５ ５８３

同化型 ４ ２５

边缘化 ４４ ２７０

图１　医学留学生和中国医学生各阶段生活满意度比较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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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转课堂”教学模式
在医学留学生生理学教学中的探索

江苏大学医学院生理学教研室

李月英　陈永昌　桑建荣　王瑛　蒋璐

一、“翻转课堂”教学模式的特点

自２０１１年美国可汗学院（ＫｈａｎＡｃａｄｅｍｙ）教学课程在 ＹｏｕＴｕｂｅ上风靡，随之一种新型
的教学模式———“翻转课堂式教学模式”呈现在我们的面前［１］，它被誉为２０１１年影响课堂
教学的重大技术变革。

该模式的推动还要得益于开放教育资源（ＯＥＲ）运动，自麻省理工学院（ＭＩＴ）的开放课
件运动（ＯＣＷ）开始，耶鲁公开课、可汗学院微视频、ＴＥＤＥＤ（ＴＥＤ的教育频道）视频等大量
优质教学资源的涌现，为翻转课堂的开展提供了资源支持，促进了翻转式教学的发展［２］。

翻转课堂（ｆｌｉｐｐｅｄｃｌａｓｓｒｏｏｍ，或ｉｎｖｅｒｔｅｄｃｌａｓｓｒｏｏｍ），也称颠倒课堂，通过对知识传授和
知识内化的颠倒安排，形成让学生在课堂外完成知识学习、在课堂上完成知识吸收与掌握的

新型课堂教学结构；换言之，翻转课堂就是由教师创建视频，学生在课外观看视频中教师的

讲解，回到课堂上师生面对面交流和完成作业的这样一种教学形态。

这种教学模式，改变了传统教学中的师生角色，并对课堂时间的使用进行了重新规划，

利用信息技术和活动学习为学习者构建出个性化协作式的学习环境，形成新型的学习文化。

为了探究“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在医学留学生生理学教学中的应用前景，我校医学院生

理学教研室承担本课程的老师都在自己讲授的教学任务中，就某些内容尝试性地采用“翻

转课堂”教学模式，取得良好了教学效果。

二、“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对医学留学生生理学教学成为可能

翻转课堂教学模式是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再造教学时空，实现传统教学环节的翻转，从而

发挥班级授课制中学习者主体作用的一种新型信息化教学模式。在医学留学生生理学教学

中实践“翻转课堂”，无论从学生和教师教育主体来看，还是从软、硬件教学资源来看，条件

已经具备。

１网络课程平台的建设

我校高标准建设了数字化校园网，无线全覆盖整个校园；并且网络资源非常丰富，有多

种外文数据库；如果能够指导留学生合理使用外文数据库，将能极大扩展他们的专业思路，

了解日新月异的医疗领域，增强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能更深刻的理解教师的理论和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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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３］。

目前，我们依托学校教务处“８４２Ｔ精品课程”网站《生理学》在“专业基础核心课程”中
的网页，上传了全英文的教师ＰＰＴ课件，及两本全英文教科书的电子版本（《ＧｕｙｔｏｎａｎｄＨａｌｌ
ＴｅｘｔｂｏｏｋｏｆＭｅｄｉｃａｌ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ｙ》及姚泰教授主编的《Ｔｅｘｔｂｏｏｋｏｆ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ｙ》），方便学生浏览
和下载。

我们给ＭＢＢＳ学生讲授的《生理学》课程在２０１３年１２月获得我校国际化专业（英语授
课）精品课程，全英文生理学网络课程我们正在努力建立和完善中。

２留学生自身学习特点及小班化教学

留学生大多接受的是较为开放的教学，思维活跃，课堂气氛也比较活跃，对教师授课效

果要求高，讲究视听效果结合，而且自学能力比较强，不喜欢老师上课“填鸭式”的教学方

法。所以教师需要从思想上确立留学生教育的新观念，而非照搬照抄以往的教育教学模式，

如中国学生所习惯的“满堂灌”和比较被动的上课方式就不能很好的适用于留学生教学［４］。

目前我校留学生的大多数课程的授课已采用小班化教学，每班３０人左右，便于教师开
展“翻转课堂”的教学改革，便于学生讨论、交流，便于教师及时掌握每个学生的学习情况。

三、“翻转课堂”教学模式探索中的体会

１“翻转课堂”是对ＰＢＬ教学方式的继承和补充

前一阶段，针对留学生的特点，提出了以问题为中心的教学方式（ｐｒｏｂｌｅｍｂａｓｅｄｌｅａｒｎ
ｉｎｇ，ＰＢＬ），其实，“翻转课堂”教学模式与ＰＢＬ并不矛盾，是对ＰＢＬ的继承和改良，不同之处
在于学生的学习是在课外而不在课堂，这就要求我们首先要把制作精美、品质高的多媒体课

件放在网上，方便学生课前自主学习。

我们要充分利用图片、动画、声频、ｆｌａｓｈ短片等手段，将枯燥晦涩的知识形象生动地展
示于ＰＰＴ中，突出重点难点［５］，帮助学生充分理解，提高学习兴趣。

针对《生理学》学科的特点，我们对“翻转课堂”的教学模式主要分两部分：

一是对一些理论性强、内容抽象、概念较多，较难理解的部分，我们将某些重点讲授的内

容留给学生作为作业，下次上课时让学生准备好 ＰＰＴ上台讲解，其他同学可以补充。通过
这样一种形式，可以挖掘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并且提高了学生的综合素质。

二是《生理学》是联系医学基础与临床的桥梁课程，很多诊断学、内科学、甚至外科学中

的问题都可以与人体生理学功能联系在一起，所以我们会给学生一些临床案例，引导学生思

考相应的诊疗方案。这样，既能使枯燥的理论知识变得生动形象，又可以使学生在学习过程

中体会到生理学作为基础学科的重要性，还能同时培养学生的医学思维能力。

在探索过程中，我们发现学生的热情很高，他们很善于表现自我，他们查阅文献之广、讲

解难度之深，都超出了我们的想象。

２对教师的语言能力和专业知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翻转课堂”的教学模式，不仅仅是教师只要课前备好课，上课时传授给学生这么简单

了，它要求更多的是师生之间的交流。而且听留学生对学科内容的讲解、讨论，继而与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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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不同于教师上课时有ＰＰＴ做参考时的讲授，这还要求教师对本学科所涉及的医学专
业名词，做到烂熟于心、胸有成竹，这样才能应对学生各种各样的问题。

我校留学生的发音大多不标准，语速较快，并具有较重的地方口音，这就更需要我们平

时多与他们交流，熟悉他们的语言，才能在课堂讨论中听懂他们所讲。

再者，这种教学模式，要求教师不仅仅要有本学科的知识，还要具备医学相关学科的知

识，要求教师不断学习，全方位地获取医学知识，对教师来说是一个挑战，也无形中增加了教

师的教学负荷。对于那些非医学专业的教师来说，更是难上加难。

日前，“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在世界范围内已被广泛应用，很多学校成功应用的案例证

明了它在提升教学效果方面起到了很好的作用［６，７］。但是，凡事不能生搬硬套，并非所有的

章节、所有的内容都适合这种教学模式，以及怎样将本学科的理论和实践教学与之结合，如

何健全与之配套的考核机制等等，都是需要我们继续研究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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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越友谊奇葩
──记６０多年前广西大学最早的留学教育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初，越南抗法战争激烈进行，胜利曙光在望之际，越南劳动党和政府迫
切要为日益扩大的解放区培养大批急需的干部和为胜利后重建国家准备具有较高科学文化

知识的人才。

毛泽东主席应胡志明主席要求，同意越南在中国广西南宁市西郊心圩创办一所革命干

部学校。这是一所由越方管理和教学，中方提供顾问和后勤保障，在中国土地上办的越南学

校。越南文名Ｋｈｕｈｏｃｘａｔｒｎｕｇｕｏｎｇ（中央学舍区），当时为保密起见，对外用中文名称 “广
西南宁育才学校”（简称“育才学校”）。

育才是广西大学最早开展对外汉语教学的地方。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育才的中文专科

学校学员可以算得上是越南最早来新中国学习的留学生了。这在新中国的对外汉语教学史

和来华留学生史上除北京以外在全国是领先的。

据１９５１年第一位在育才任汉语教师的离休干部刘少明回忆：
１９５１年秋，近３０００名越南干部、师生来到南宁市西郊心圩农村，由于语言不通，无法与

周围老百姓沟通，生活学习诸多不便，急需学习汉语。于是，广西最早的对外汉语教学活动

由此拉开序幕，应需而生，时间是１９５１年１０月（新中国的对外汉语教学活动始于１９５０年
底，清华大学中国语文专修班接受３３名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留学生）。

最初的课堂是竹帘草棚，五、六十人上大课；学员有十三、四岁的少年，也有四、五十岁的

教授、专家和高级领导干部；教学方式是形象实物教学，教材现编，见啥学啥，只要求能听

会说。

后来，１９５３年初筹建了约１５０人的中文教师翻译班。１９５４年迁入新校区后，才正式成
立了有中文教师专科两个班（约１００人）、中文翻译８个班（约３００人）的中文专科学校。汉
语教师大多来自北京大学东语系和北京一些重点中学；教材参用北大东语系编的课本，另编

辅导材料；教学方式除课堂教学外，还组织学员与驻军和南宁市内中学生联欢，力求创造更

好的中文语言学习环境，巩固课堂所学，提高实际口语能力。

后来这些中文专科的毕业生都成了联系中越两国的桥梁，成了沟通促进两国人民友好

往来的使者。

育才是培植中越两国人民友谊之花的园地，她体现了中越两国人民传统的真诚合作，凝

聚着两国人民深厚的友情，在中越一千多年交往史上再一次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友好篇章。

尽管当时新中国刚成立不久，广西更是才解放一年多，条件艰苦，困难很多，但是，中国方面

从中央到地方，从政府到人民，都尽可能为育才师生提供了充裕的物质条件和良好的学习

环境。

应越南方面要求，中央从北京、上海、天津等地选派了几十名有较高思想觉悟和专业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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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的同志前来担任顾问联络组和组织汉语教学，还配备了１００多人的警卫连和后勤服务人
员（先后在育才工作过的中国同志约２００人）。最初（１９５１年１０月—１９５４年６月）的校址
在南宁市西郊心圩农村（今南宁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托管的西乡塘区心圩街道办事处）。

筹建征地时，心圩乡群众纷纷主动献出祭祖的宗祠，让出自己的住房和建房用地；积极

协助筹建部队打井、割茅晒草，搭建草棚；副食品供应更是优先尽量满足。保证了育才在短

短几个月就能按时接收了３０００多名来自越南的学员。
为了改善办学条件，中国政府一再拨款，于１９５４年初在南宁市西郊五里亭西２公里（今

广西大学校址）建成一所在当时相当“现代”的新校区（占地３２６７公顷，以银灰色大礼堂为
中心，大小８４栋两层红顶楼房）。当年春，桂林育才学校师生１０００多人迁来并入南宁育才
学校（越南将原来江西庐山的少年学校迁至桂林继续办学）。

奠边府战役后，形势好转，育才与南宁中学师生参观、互访频繁，开展各种课外活动，大

大地丰富了学员的学习生活。为了欢送育才毕业生回国服务，１９５６年６月３日中共广西省
委联络部、南宁市教育局、共青团南宁市委等联合组织南宁市中学师生分别在市体育场和人

民公园举行了大型的球赛和联欢活动，盛况空前。

中国同志全心全意协助越南朋友办好学校，使育才师生刻骨铭心，终生难忘，他们感动

地说，在育才学校我们真正懂得了什么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

育才是越南革命干部的摇篮。她是在胡志明主席亲自关怀下开创和成长的。遵照胡主

席“育才学校的干部要认真挑选”的指示，越南党为该校选定了一个包括著名民主人士在内

的坚强领导班子，集中了当时解放区优秀知识分子和教师，建成一支具有强烈爱国主义思

想、高昂革命精神、艰苦奋斗作风和扎实专业知识的教师、干部队伍。

全校师生依照胡主席为育才制定的校训“团结、学习、进步、服务”，政治热情高、学习刻

苦、纪律严明、团结奋斗，在短短七年办学期间，先后有约７０００人次越南革命者在育才工作
和学习过，被培养成具有强烈爱国心、国际主义和为民献身精神，有一定专业知识的德才兼

备人才，并且以此为新的起点，在后来的革命实践中，进一步成长为越南教育、科研、文学、艺

术、外交等各行各业的技术骨干和领导力量，不少还担负了地方和中央党政领导工作，在抗

战和国家建设中作出了巨大贡献（据越方统计，有一百多名育才学校学生后来成为越共中

央委员）。育才的日子成了他们人生中最美好时期的绚丽亮点，他们终生以育才人而自豪。

他们亲切称地育才是越南的“抗大”。

育才是越南现代教育的先驱之一。育才是一所由先后成立的七个越南学校组成的综合

学校———高级师范学校、中级自然科学师范学校、中级社会科学师范学校、初级师范学校、中

文专科学校、高等基础科学学校和普通学校（中、小学），１９５２年还建了一所附属幼儿园。可
以说是一个从幼儿园到大学的完整教育体系。

胡志明主席和越南党、政府给育才的任务是“培养中小学师资、中文教师、翻译；准备出

国留学的学生；学习中国和苏联先进教育经验和翻译中国和苏联的教材”。育才的师生不

少成了后来越南各大学的领导和教学骨干。

育才原校长武醇儒（武元甲胞弟、１９５５回越后任中央教育部副部长）回越后曾多次率代
表团到南宁，重访心圩乡、广西大学，并邀请当年在育才工作过后来留在广西的中国同志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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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胡志明主席当年视察育才时，首先询问中国同志情况，并接见他们的代表。

１９５８年９月，越南教育部邀请在育才工作的中国同志代表访越。
１９６５年，胡志明主席授予部分在育才工作表现突出的中国同志“越南国家劳动勋章”。
１９９１年１０月，在河内成立“越南育才学校同学会”（会长原育才师范学校校长、越南国

会委员严掌珠女士），并出版纪念育才学校成立４０周年专辑（《越南中央学舍区的回忆与研
究》）和画册。

１９９４年，广西大学校长陈光旨教授（中方“越南育才学校校友会”会长）与心圩乡党委
书记雷鉴辉应邀率团访越，受到了不亚于国宾的热烈欢迎。

２００１年１１月２３日，几千名曾在育才学校学习或工作过的“育才同学会”成员从越南各
地重聚首都河内，隆重庆祝育才建校５０周年。广西大学校长唐纪良教授致电“育才校友万
事如意，中越友谊万古长青”祝贺。会后，一批又一批的佩戴着当年“广西南宁育才学校”布

襟校徽，白发苍苍的老学员随旅游团接二连三地盠来广西大学和心圩乡“怀旧”，圆其半个

世纪的友谊梦。

２００６年９月３０日，来自越南各地的３００多名原“广西南宁育才学校”学员在越南首都
河内百科大学欢聚一堂，庆祝“广西南宁育才学校”成立５５周年。广西大学副校长黄维义
教授应邀率团赴越祝贺。越南总理阮晋勇亲手向育才老教师刘少明、熊弟明颁发了“越南

政府总理奖”，越南教育培训部授予陈美珍等１５名中国教职工“教育事业纪念章”。
２００７年１月１５日，在广西大学君武楼举行了“广西南宁越南育才学校中方教职工表彰

会”。越南育才校友会现会长范道、副会长阮越进和秘书长何挺七代表越南政府作为颁奖

人专程从河内前来参加。

２００７年９月南宁市政府斥资１２０万元对原育才学校总部旧址黄氏宗祠按原貌进行了
维修，并建成图片陈列展。同年１１月４日，修缮一新的育才学校旧址迎来第一批客人———
育才学子代表团旧址重游，看到修缮一新的母校，学员们激动地含泪说“谢谢中国把这里保

留住，这是我们永久的回忆。”

在今天的广西大学校园内，仍拥有许多当年育才学校的旧址
##

充满越南南方风格的

校门、胡主席视察育才时发表演讲的大礼堂、总校长武醇儒当年居住和办公的小楼、育才图

书馆、游泳池、水塔、大屋顶红楼……。

２００９年９月２５日～２８日，越南在河内举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６０周年国庆活
动，越南育才同学会特邀了当年育才的老师熊第明、白敬睦随广西大学校友会代表团一起赴

越参加。期间不少育才学员纷纷前来探望老师，含泪畅叙深厚友谊，表示将永远铭记在那么

艰苦岁月中给了他们那么无私帮助的中国人民。

２０１０年８月底，在中越建交６０周年和“中越友好年”庆祝活动中，３０００多名来自越南各
地的青年分批参观了心圩育才旧址，并到广西大学在当年育才学校的大礼堂与中国青年学

生进行了联欢，对源远流长的中越传统友谊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和切身体会，纷纷表示要争做

中越世代友好的接班人。

（广西大学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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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种友谊，桃李五洲
———一个基层教师的感受

北京大学医学部药学院　黄河清

我们北京大学医学部是中国最早接受外国留学生的院校之一，从１９５３年起，至今已有
世界上五大洲７３个国家的不同层次的几千名外国学生来校学习。

从１９８７年北京医科大学（现北京大学医学部的前身）毕业留校任教，我就一直从事基
础有机化学的教学工作，很早就承担了留学生的教学工作。转眼二十多年过去了，自己已从

一个稚嫩的青年教师成长为一个有丰富教学经验的老教师。

回想起自己教过的一届届、一批批的留学生，他们渴望知识的眼神、感激的话语都历历

在目，往昔与他们相处的日日夜夜又会浮现在眼前。不同的肤色、不同的脸庞：刚果、埃及、

尼泊尔、韩国、日本、美国……。每当过去教过的学生以不同的身份又来到中国、来到母校看

望老师，听到他们关爱北大、关注中国的话语，心中总会涌起丝丝的自豪和满足感。

热爱教育事业，关爱学生　　

不知不觉，我在北医工作、学习已二十余年。在同事们眼里，我是一个每天都忙忙碌碌、

充满欢笑、充满朝气的人，似乎永远没有烦恼和疲倦。大家都问我有什么秘诀，我想除了性

格使然，富有爱心、热爱工作、乐于学习、热心公益和丰富的业余生活应该是我的秘密啦。

高校中的留学生是一群“特殊的学生”，“留学生难教、留学生的课难上”，这是我刚当老

师，刚接触留学生教学时得到的告诫。在最初的几年里，这种感觉也是很强烈的。这里既有

知识基础的参差不齐，又有教学方法磨合不到位；既有教学小环境的不适应，又有社会大环

境的差异。但随着与留学生交往的加深，这种距离感和隔阂逐渐地消融了。

我经常想，这些外国孩子不远万里来到中国，除了对知识的渴望外，还满怀着对中国的

友好、对北大的信任；在他们面前，我们不仅仅是一个授业解惑的教师，更是北大的代表和中

国的形象，我们不能让他们失望！我热爱教育事业，关心我的学生，对中国学生和留学生一

视同仁，甚至要更关爱他们一些。

比如，八年前一位来自非洲某国的留学生因理科基础较差，汉语又有困难，上有机课时

内容几乎听不懂，于是在辅导课上我就多关照他一些，课后做题时手把手教他，经过努力，期

末考试他顺利通过了。他非常高兴，来向老师表达谢意：他说从老师身上看到了中国人博大

的胸怀，感受到了中国对非洲人民的友好和真诚，他的家族在他的国家有显赫的地位，他今

后要多做与中国友好的事情，以此来报答老师的恩情。

这件事使我第一次对留学生的教学工作的意义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爱是共通的，多

年的教学工作使我和许多不同肤色的学生成了好朋友，付出是快乐的，学生们也回报给我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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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的爱———节日里献上的一朵小花、课间冲上一杯香醇的咖啡……。他们离校回国后常常

在节假日寄来一帧贺卡，打来充满深情的电话。

有的学生的贺卡这样写到：“我可永远忘不了您，我这么教起来费劲的学生，您那么用

耐心加爱心地教，仿佛跟学校里的母亲一般！”；“我可常常惦记着您，您讲课条理分明和大

气、大度量，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希望能向您看齐。”；“舞台上，您赶着音乐的波涛敲打心

房；讲台上，您让知识的清泉叮咚作响！感谢您的教导和关怀，愿您的工作和生活永远精

彩！”……。这一切不仅是对我个人的感激，更是表达了学生对母校的眷恋、对中国的热爱。

２００３年４月，一场前所未有疫病袭扰了整个京城。北医的校园也弥漫着一种紧张的空
气，附属医院的医护人员、实习学生的相继染病，身边的人被隔离……同学们的情绪被扰乱、

不知所措，老师们心里也忐忑不安。

而此时，我正好承担着２００２级医学６、９班的有机化学讲课任务，其中港、澳、台学生和
留学生有３０多人，他们中有些人受家乡媒体宣传的影响，情绪一度很不稳定想回家。针对
这种情况，上课时我对学生们讲解预防非典的有关常识，结合有机化学学过的知识，教同学

们如何使用各种消毒剂；还和同学们探讨在一个国家面临灾难、个人面临危险困难的时候，

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

沉着的气度、亲切的话语深深地感染了同学们，使他们的情绪逐渐稳定下来。我还在考

试前用了大量的时间，帮助同学们复习，组织面对面或电话答疑，使同学们能安心学习，无一

违规离校，并在考试中取得了好成绩。

因材施教，耐心对待每一个学生　　

“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我理解做好教师工作，不仅要有高水平的业务能力，更要有

爱心。如果教好中国学生要有十分的耐心，那么要做好留学生的教学工作，则就要有十二分

的耐心。多年来，不论讲台下的学生是基础较好的长学制学生还是基础较差的留学生和夜

大学生，我都一样地有耐心。

这十几年来，我带的班上多半是港澳台和留学生，有些学生的汉语听说能力较差，再加

上课程中的一些专业词汇不好理解，自己为这样的班付出了很多心血。

首先备课的时候仔细琢磨用什么样的词汇，使学生既能听懂语言，又能透彻地理解问

题，即使是这样，有些问题还需要从不同的角度反复讲解，直到学生明白为止。

毕竟课上时间有限，课后会有针对留学生的辅导，有时候学生们实在难于理解的题目，

就必须用中英文对照进行讲解。辅导课的时间经常在不知不觉中延长，一小时、两小

时……。

对留学生中程度特别差的学生，我会主动地关注他们学习的效果，利用晚上、周末给他

们进行单独辅导，每当看到他们脸上露出的微笑和考试后取得好成绩时的欣喜，我也感到巨

大的满足。

两年前我教的一位韩国留学生学习非常认真、刻苦，但由于语言基础及理解的问题，她

课后总是有很多的问题要问，有时一个问题要给她讲解多遍才能明白，许多老师都有些怕她

来答疑。我非常欣赏这个孩子的刻苦和努力，于是无论多忙总是微笑面对她，耐心解答，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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厌其烦地一遍遍教她，甚至耽误了午饭时间；与此同时还关心她的生活起居，关心她的思想

和人生观，她也把我看成她自己的“妈妈”一样，有男朋友了、每次取得了好成绩都是第一时

间告诉我，开学从韩国回来也总是向我报到；每到过节时总是写个贺卡、发个短信问候，总是

以“老师的学生、老师的宝贝”来称呼。每当看到自己的心血和汗水在这些异国的孩子身上

开花结果，我都特别开心。

为人师表，尽职尽责　　

“登讲台而小天下，居陋室以写春秋。”作为一位好老师，不仅热爱教育事业，还要有深

厚的专业功底，同时讲课还需要艺术性。正如人们常说的：好老师，像喷泉往外涌；差老师，

像牙膏往外挤。

讲课时我注意博采众长，学习每一个老教师的教学风格，不断地充实自己，并形成自己

独特的讲课技巧、风格。上课时我营造出一个宽松的教学氛围，创造一个自然、和谐、平等的

教学环境。

在这个环境里允许学生打断老师的讲话，允许学生对自己的讲授、观点提出异议，允许

学生相互讨论，形成师生之间、学生之间的多向交流。消除了上课过于拘谨的场面，缩短师

生之间的感情距离；在这个氛围里，学生勇于发现问题，敢于提出问题，渴求解决问题。

我努力引导学生，使他们的创新意识，自然而然地得到培养和发挥。我注意培养学生们

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加强和补充课堂演示实验，要求学生从实验现象、实验操作不同视角

仔细观察，善于发现共同现象和不同现象，形成良好的观察习惯。

课堂上，我能够把有机化学实验教学作为教学过程的重要内容，通过多种方式培养学生

的观察和动手能力；善于将枯燥的理论学习与丰富的实践活动有机结合起来，使教学活动形

象化、科学化。

我还在留学生的教学中根据课本的相关内容，增添一些科学家发明创造的故事及现代

有机化学的新发现、新发明、新进展，介绍当今世界化学科学研究前沿和面临的主要困难，以

及化学在工业、农业、国防、医药、环保、日常生活中的应用等实例，使教学内容更具有时代

性、开放性与全面性的特点。

内容的添加和教学形式的改变，丰富了教学内容，增添了课程的时代感和现代气息，大

大激发了学生们探索的兴趣和激情。

搞好留学生教学，除了爱心和耐心外，责任心也是必不可少的。前两年我的身体欠佳，

有一个时期每天都要去北医三院打点滴，但从没有耽误上课，哪怕是留学生的辅导课。辅导

课上学生们看到我手背上由于长期打点滴留下的淤血，很是心疼、感动，课上没有人讲话，只

有认真听课、埋头笔记。

这些年来无论其它的工作有多忙、多累，我始终不愿意离开这小小的讲台，每当看到课

后学生们开心的笑容和感激的眼神，听到下课前同学们由衷的掌声，一切的苦与累就都化解

在丝丝的欣慰中。我的勤奋的耕耘，收获了来自五大洲的桃李芬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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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挽救了我！”

北京语言大学　陆应飞

喀麦隆国留学生某某，于１９９５－１９９６学年在我校补习汉语。他的专业院校是北京的某
某大学。因他一心想直接用英语学习专业，便去该大学联系一位教授，那位教授说可以直接

用英语为他授课，于是他便想放弃汉语学习，找该大学外事处和国家教委有关部门，申请直

接去该大学用英语学习专业。

当他得到否定的答复时，便大失所望，整天喝酒，喝醉了就闹事：迟到、早退、旷课、扰乱

课堂秩序等；在香山公园随地大小便，被公园管理人员罚款；多次去该大学无理取闹。该大

学几次通知我们去领人；在宿舍楼常常发酒疯，招引其他留学生看热闹，宿舍管理人员对他

无可奈何。

他还常去女生宿舍骚扰，在校保卫处的信息通报中。仅在９５年４月３０日一天中就提
到他三次。总之，在这段时期里，该生连续不断地违反校纪校规。成了我校外国留学生中的

“知名人士”。

我们曾两次约见喀麦隆使馆负责该国留学生的官员，来校商谈解决这个学生的问题。

但使馆有关官员拒绝来校，并说这个学生也常去使馆吵闹，抓住大使的衣领要打大使，使馆

对他也奈何不得。请求学校将他作为精神病人，送进中国的精神病医院。

针对上述情况，我们经过认真的分析研究，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对他进行了耐心细致的

思想教育工作：

首先，摸清他的病根，讲明他是语言生，根据国家教委规定，需在我校汉补一年，成绩合

格后方可去专业院校学习专业。汉语是他学习专业的工具语言，必须学好。对于他的专业，

专业院校没有直接用英语授课的，招生时就已经明确了（因为那时我国采用全英文教学的

专业很少，自２０００年起，教育部才发文鼓励和支持具备条件的高校为外国留学生开设用外
语授课，特别是用英语授课的专业课程），某某大学的那位教授不太了解情况，他们互相误

解了。所以他只有汉语水平合格后才能去学习专业，这是没有商量余地的。这样就让他彻

底打消了直接用英语学习专业的想法，专心投入汉语学习。

我们又与他的任课教师们联系，请他们协助做工作，并为他补课。

我们还请他的同胞，该国女同学某某做他的思想工作。该女生是我校留学生某学联的

负责人之一，也是我们的友好“重点人”，在该国学生中很有威信，该生也比较听她的。

与此同时，我们竭力帮他戒酒。因为他一喝酒就控制不住自己，就会闹事。我们苦口婆

心地让他认识到酗酒的害处，不能因为酗酒影响了学习，断送了自己的前途。他终于同意戒

酒，并希望我们提醒他监督他。

这期间，我们经常去宿舍看他，与他谈心，了解他的思想状况，对他每取得的一点进步都

及时地给予表扬和鼓励，发现问题及时解决。并请宿舍楼的师傅多关照他，发现问题及时通

报我们。特别在戒酒初期，我们让他每天来办公室一次，与我们谈一天的学习和生活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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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一段较长时间的工作，该生的思想情绪、精神面貌以及学习生活状况等都渐渐好

转，逐步恢复正常。

后来，他改去上海大学学习专业。临行前，他非常激动地握住我们的手，说：“是你们在

我走入迷途，最需要人帮助的时候帮助了我，挽救了我！你们是我的大恩人，我永远忘不了

你们！”

通过我们大量深入耐心细致的思想教育工作。终于使一个要被送进精神病医院的外国

留学生，转变成为一个能继续自己学业的正常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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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动心灵的五年

北京大学医学部尼泊尔留学生　阿瓦什

中国有一句老话：“天下无不散的筵席”。转眼在北京大学医学部已经五年了，不管是

熟悉的校园还是朝夕相处的老师、同学，到了说再见的这一天，都让我如此不舍。快要毕业

了，这是上学期还让我觉得很遥远的时刻，现在却实实在在摆在了我的面前。作为一个留学

生，以前对家里的思念和对毕业的期盼早已经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无限的留恋和不舍。

回想当初，来到中国的原因很简单，因为从小看到了中国的电影，喜欢中国的文化，但以

为中国还是那个古老的国家，当我来到这里的时候才发现跟我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样，比我想

象中的更美更加吸引我。

来北京大学医学部学习的原因也很简单，则是源于儿时就想做医生的梦想。小时候就

看到爸爸开着飞机抢救伤员，那时候我就觉得救人的命是最伟大的事情，就立志要做个医

生，这样就可以救人的命了。我自己还给了自己一个信条，“Ａｄｏｃｔｏｒｉｓａｌｉｖｉｎｇｇｏｄ”。
终于，通过自己的努力，真的让这个梦想成真了。所以我倍加珍惜这个机会，怀着无限

期望和好奇来到了这里。然而，梦想和现实总是有很多差距，在适应新环境的同时，许许多

多的困难摆在了我的面前。

中国的环境，中国人的生活方式，衣食住行等各个方面，一开始对我来讲都是完全不一

样的。学习中文的时间还不长，听着周边的人说着我完全不熟悉的语言，让我开始感觉到陌

生，于是我更加用心学习中文。

基于我的好学，再加上我本身的性格很开朗，喜欢和人交流，中文进步得很快，当然最少

不了的就是身边的老师、同学和朋友们的帮助。他们都很善良，都很亲切，除了用心的教我

语言，更是在各方面都耐心地帮助我。

有意思的是，我结交了很多来自中国不同地方的人，所以我不仅学会了普通话，更是可

以通过和他们的相处，学到中国各个地方的方言和平日大家说的俗语，这也让很多跟我初次

接触的中国人感觉到一种亲切感，觉得我的中文说得很不错。

除了语言，在生活习惯上我也有了很大变化，尤其是饮食方面，口味都有了改变。刚来

的时候吃不惯中国菜，只吃麦当劳，后来试着吃，逐渐就习惯了，再后来变得非常喜欢吃，到

现在没有中国菜我已经吃不下饭了……当我逐渐适应了这里的生活后，更加喜爱中国，更加

喜爱北京大学医学部。

对周围的一切都不再陌生后，我越来越喜欢与人交流，认识了各个地域各个领域的人，

结交了很多朋友。跟中国学生的关系也越来越好，和留学生们朝夕相处，玩得很开心，让我

忘却了离开家乡和亲人的孤独。

在这里好像就是生活在一个大家庭里一样，很温暖，很幸福。甚至现在都感觉自己是中

国人了，会自然地觉得中国才是自己的家，回到自己国家的时候却感觉像是老外来旅游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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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由此可见，现在的我早已经融入了这里的生活，也爱上了这里的生活。

这五年来，除了生活上的改变，北京大学医学部更是让我学会了如何做一名医学生。进

入医院的见习和实习，也让我切身感受到了医生的使命和责任，让我真正体验了做医生不易

的同时，也收获了巨大的成就感。

医学本身就是一门博大精深的学问，作为留学生，不仅要克服语言的障碍，更是要理解

书本和老师教授的知识，选择医学就好像选择了一条很不平坦的路，越是不平坦，一路艰难

走来，收获愈加丰富。

还记得大学一年级发生的一件事，让我至今都记忆深刻。当时快到了期末考试，可偏偏

这个紧张的时候右手受了伤，缝了针，需要一个多月的休息才可以恢复，但考试就在眼前，已

经没有时间等右手恢复好，于是我开始练习左手写字，也更加努力复习，最后用左手写完了

试卷并且通过了考试。这件事情让我第一次切实感受到只要不放弃就一定可以成功，为我

增添了信心，让我有了坚持下去的动力。

２００８年刚进入医院的时候，跟在学校相比，又像完全到了另外一个世界。我在血液科
见习时，第一次有机会做骨穿，第一次感觉到了梦想离我这么近；在泌尿外科见习时做了膀

胱镜，更是感觉我已经不再是学生，而成为了一名真正的大夫。通过一次一次的学习，一次

一次的实践，让我对医学的兴趣有增无减，更加坚定了我决心做一名优秀医生的信念。

五年的时间经历了太多太多，给我留下了太多太多难忘的记忆。一切都好像发生在昨

天一样。从不适应到适应，从陌生到熟悉，从习惯了这里的生活再到现在的依依惜别，千言

万语也无法完全说出我心中的感受。

在这分别的时刻，我最想说的只有感谢。非常感谢这五年来所有给过我帮助的人，感谢

所有的老师和朋友，也许大家从这里毕业后会走向五大洲，过着不一样的生活，但无论我走

到哪里，都会祝愿你们永远健康、幸福！

（作者阿瓦什（ＫＡＲＫＩ，ＡＶＡＳＨ），尼泊尔留学生。２００４年在北京语言大学汉补一年。
２００５年入北京大学医学部临床医学专业学习，２０１０年７月毕业，并获医学学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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